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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roptos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 He Qin,Fu Yu,Tian Dean etc. 118 

PO-025 山东省多地区胃癌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 一项多中心回顾性调查分析 --------------------------------- 郑文文,李月月,袁文杰等 119 

PO-026 中国食管鳞状细胞癌高发区胃食管反流病人群调查研究 ---------- 王琨,张莉,何忠虎等 120 

PO-027 十二指肠球部黏膜活检组织的临床病理特点及其与 

 上消化道常见疾病的关系 ------------------------------------------- 崔荣丽,周丽雅,闫秀娥等 120 

PO-028 41 例胃Ⅰ型类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随访分析 --------------------- 张贺军,金珠,崔荣丽等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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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9 CT enterography predict response to 

  Infliximab in Crohn’s disease ------------------ Jiang Mengjie,Li Xuehua ,Mao Ren etc. 122 

PO-030 靶向蛋白质精氨酸甲基转移酶 5 治疗肝癌及机制探讨 ---------- 郑百男,丁晨虹,罗成等 122 

PO-031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贲门失迟缓症的长期疗效观察 ---------- 何承海,李蒙,吕宾等 123 

PO-032 胃 MALT 淋巴瘤患者除幽门螺杆菌外的胃菌群 

 特征及对肿瘤复发的预测作用 ---------------------------------------- 纪超然,李月月,刘静等 123 

PO-033 Magnetization transfer imaging adds  

 information to conventional MRI parameters  

 for differentiating inflammatory from fibrotic  

 intestinal strictures in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 fang zhuangnian,Mao Ren,Li Xuehua etc. 124 

PO-034 MRI T2* mapping 评估小肠克罗恩病炎症 

 活动性的应用研究 ——以 Clermont 评分为参考标准 ------- 黄斯韵,李雪华,张梦晨等 125 

PO-035 结直肠癌发生与 HPV 关系的描述性评价------------------------ 靳大川,左雨点,武淑芳等 125 

PO-036 Comparison of three magnetization transfer  

 ratio parameters for the assessment of bowel  

 wall fibrosis in Crohn’s disease --------------- Meng Jixin,Huang Siyun,Li Xuehua etc. 126 

PO-037 无警告症状的消化不良患者胃镜检查的价值研究 ---------------- 王爽爽,应笑,金超琼等 127 

PO-038 Functional changes of Paneth cells 

  in the intestinal epithelium of mice with 

  obstructive jaundice  and aft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biliary drainage ----------------------Tian Xiaopeng,Zhang Zixuan,Li Wen 127 

PO-039 冠心病患者消化道出血后发生心血管 

 不良事件危险因素分析及评分系统评价 ------------------------------- 石林,黎昀,卢放根等 128 

PO-040 罗马Ⅳ与罗马Ⅲ标准在浙江省高校大学生 

 功能性胃肠病流行病学调查中的比较研究 ------------------------- 赵珂佳,李蒙,金超琼等 128 

PO-041 大肠癌筛查模式探索与实践 ——附 1187 例结肠镜检结果分析 -------- 刘阳成,陈娅蓉 129 

PO-042 血清学不同分层方法在人群胃癌筛查中的比较研究 ---------------- 倪栋琼,吕宾,黄宣等 130 

PO-043 血浆中 Mac-2Bp、Hcy、Fuc-Hpt 与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相关性的探讨 -------------------------------------------- 褚倚佑,马岚青 130 

PO-044 A Predictive Model For Surgery of  

 Chinese Crohn’s Disease ------------------------------- Lin Sinan,Qiu Yun,Feng Rui etc. 131 

PO-045 OLGA/OLGIM 分期与年龄关系及 

 OLGA/OLGIM 高分期风险因素分析----------------------------------- 张梦,包海标, 赵晶等 132 

PO-046 90 例胃恶性淋巴瘤临床回顾分析 -----------------------------------------------------------刘卉 132 

PO-047 云南省部分少数民族幽门螺杆菌感染现状及相关因素调查研究----------------------王蓝 133 

PO-048 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型共聚焦激光 

 显微内镜在体诊断胰腺囊性病变的可行性研究 ------------------- 张明明,钟宁,左秀丽等 133 

PO-049 反向序贯疗法根除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疗效观察 ------------------------------------谢静 134 

PO-050 Msi2 基因通过 Lfng 活化 Notch1 信号 

 通路参与 CD44V6+肝癌干细胞的“干性”维持--------------------- 程斌,王喜菊,望荣华 134 

PO-051 体表神经调控对 FD 患者胃容受和胃电节律紊乱的改善作用 ----- 汤净,谭安萍,陈军等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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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2 基质金属蛋白酶抗体芯片在胃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 刘健,周丽雅,林三仁等 136 

PO-053 Endoscopic retrograde appendicitis 

  techniqu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appendicitis --------------------------- Zhang Yu, Ye Li-Ping,Mao Xin-Li  etc. 136 

PO-054 唾液胃蛋白酶对胃食管反流病食管外表现的诊断价值研究----------- 游婷,王雯,王蓉等 137 

PO-055 幽门螺杆菌 cagA 基因敲除的 PMSS1△cagA 

 突变菌株构建与鉴定 ------------------------------------------------------- 李年双,丰艳,胡奕等 137 

PO-056 Docosahexaenoic Acid Supplementation  

 Abrogated Fibrotic Progression in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by Suppressing Activation of Hepatic  

 Stellate Cells through GPR91 in Mice ------------------- Liu Xuejing,Niu Chen,Wu Jian 138 

PO-057 中国杭州有症状儿童幽门螺杆菌耐药率调查研究 ------------- 舒小莉,殷国锋,刘明南等 139 

PO-058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外周血 IL-8 及其受体 

 CXCR1、CXCR2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姚定康,赵健 139 

PO-059 益生菌种类、剂量和疗程长短影响肠易激综合征 

 患者治疗效果：一项 meta 分析 ----------------------------------------- 张岩,左秀丽,李延青 140 

PO-060 CACClnc 促进 DNA 同源重组修复参与 

 大肠癌化疗耐药的机制研究 ---------------------------------------------- 洪洁,马丹,曹颖颖等 140 

PO-061 The Genetic Landscape of Clinical Cases of  

 Precursor Lesions of Laterally Spreading Tumor  

 via Comprehensive Genomic  

 Profiling --------------------------------------- Wang Wenjing,Zhan Jun,Zhang  Hejun etc. 141 

PO-062 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分级护理的体会 ---------------------------------------------------------邓璇 142 

PO-063 胃复发性增生性息肉生物学行为的演进及机制 ---------------------- 郭俊怡,陈鑫,王邦茂 142 

PO-064 内镜医师和人工智能评估光学增强内镜（OE） 

 在预测结直肠息肉病理类型中的诊断价值 ---------------------------- 张岩,邵学军,李延青 143 

PO-065 NLRP3 Inflammasome Formation and 

  Activation in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Therapeutic Target for Antimetabolic Syndrome  

 Remedy FTZ ---------------------------------------------chen yu,He Xinxiang,Li Pinlan etc. 143 

PO-066 Pdx1 expression regulated by Tet-on system  

 promot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ancreatic-like  

 cells from mouse embryonic stem cells through  

 increasing Notch pathway -------------------------------- Yu Tao,Zhong Wa,Li JieYao etc. 144 

PO-067 1500 例经鼻胃镜患者检查护理经验分享 --------------------------- 王姿丹,霍雪茹,陆秋香 145 

PO-068 JMJD2B 影响葡萄糖缺乏下大肠癌细胞内氨基酸的代谢 ------- 谭娟,傅琳娜,王韵茜等 145 

PO-069 miRNA-155 及 Wnt/β-catenin 通路在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炎中凋亡机制的研究 ---------------------------------------- 李昌平,刘月白,康敏等 146 

PO-070 光学增强内镜在食管癌患者中早期检出头颈部 

 浅表鳞状细胞癌的作用：一项单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 杨笑笑,张明明,郑梦琪等 146 

PO-071 基于间质特异表达基因的大肠癌分子分型模型 

 构建及化疗反应预测 ------------------------------------------------- 陈豪燕,朱小强,张昕雨等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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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2 个性化健康教育对溃疡性结肠炎治疗效果的研究 ------------------------------------宫欣茹 148 

PO-073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与外科手术治疗胃部 GISTs 的疗效对比 -------------------- 牟一,胡兵 148 

PO-074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type 2 diabetes, not type 1 diabetes:  

 an up-dated meta-analysis ------------------------------Yu Tao,Li JunZhen,Li JieYao etc. 149 

PO-075 转录抑制因子 ZHX2 通过表观机制抑制肝内 

 病毒活动及相关肝癌的发生发展研究 ---------------------------- 徐蕾琪,马春红,梁晓红等 149 

PO-076 胃小间质瘤的处置建议：积极的内镜切除 ---------------------------- 朱兰平,陈鑫,王邦茂 150 

PO-077 ARMS 治疗难治性 GERD 的初步尝试 --------------------------------- 杨丹,卢丹萍,薛琰等 150 

PO-078 Combined oral and suppository treatment 

  with Pentasa (mesalazine) is superior to oral  

 therapy alone in patients with mild/moderate extensive  

 or left-sided active ulcerative colitis---a randomized  

 multi-center controlled study------------- ye lingna,Huang Yibiao,Chen Chunxiao etc. 151 

PO-079 根除幽门螺杆菌预防异时性胃癌的临床研究 ------------------------- 徐静,吕胜祥,张国新 152 

PO-080 肠道准备失败预测模型在实施个体化肠道准备 

 方案中的效果研究：一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 李潘,李月月,李延青 152 

PO-081 CaMKII inhibitor KN93 induces antitumor  

 effect on gastric cancer cells via upregulating  

 p21 expression and activating mitochondrial  

 apoptotic pathway -------------------------------------------------- wu dandan,Dong Weiguo 116 

PO-082 内窥镜室护士的职业危害分析与防范措施 ---------------------------------------------祝三秀 116 

PO-083 全程综合护理干预在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治疗消化道肿瘤中的应用 ------ 王文丹,叶玲玲 117 

PO-084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型在共聚焦内镜 

 诊断胃部病变中的应用 ----------------------------------------------- 刘冠群、李广超,李延青 117 

PO-085 胃镜下上消化道异物取出术的护理配合体会 ------------------------------------------孙雪玲 118 

PO-086 幽门螺杆菌外膜蛋白 OipA 及其基因拷贝数 

 变异对胃上皮细胞的作用 ---------------------------------------------- 赵巧云,赵汝霖,王乐等 118 

PO-087 糖尿病可增加结直肠肿瘤的风险:一篇 meta 分析 ---------------- 陈其奎,黎洁瑶,赖宇等 119 

PO-088 IRAK1 分子与肠易激综合征内脏高敏感性相关性研究 -------------------- 李竹青,李延青 119 

PO-089 熊去氧胆酸与牛磺熊去氧胆酸治疗慢性胆固醇结石性胆囊炎的疗效比较 ----------郑岩 120 

PO-090 整合环状 RNA 动态网络预测结直肠息肉的恶性进展--------------- 施颖,陈埏芳,黄卫等 120 

PO-091 肝癌免疫学评分的预测：基于普美显增强 

 MRI影像组学的临床列线图模型 ---------------------------------------- 汤咪咪,黄曼玲,彭穗 121 

PO-092 医护四手操作模式与单手操作模式在结肠息肉 

 内镜下切除术中的临床比较 ---------------------------------------------- 滕冬梅,邓磊,宁波等 121 

PO-093 经胃逆行隧道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食管上段痉挛性狭窄 ------- 邢象斌,崔毅,黄祯子等 122 

PO-094 基于真实医疗大数据的肝癌微血管侵犯病理取材规范化研究----- 黄曼玲,朱万杰,彭穗 122 

PO-095 118 例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分析 --------- 蔺武军,陈东风 123 

PO-096 SREBP-2 基因 rs2228314 G>C 

 多态性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关系的研究 ------------------------------------------------王颖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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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7 SOX2 interferes the function of CDX2 in  

 Bile-acids-induced Gastric Intestinal  

 Metaplasia ---------------------------------------------- Yuan Ting,Ni Zhen ,Liu Caifang etc. 124 

PO-098 Serial Dotting Test followed by Stroop  

 Test is an accurate and rapid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of C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 ---------------------------------------- Zhang Liyuan,Zeng Xin,Xie Weifen 125 

PO-099 慢性腹泻确诊为乳糜泻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 陈楚岩,李可敏,李景南 125 

PO-100 消化科门诊初诊患者精神障碍共病情况分析 ------------------------- 陈维娜,蓝宇,贾绮宾 126 

PO-101 枯草杆菌、屎肠球菌及粪肠球菌上清对 

 肠上皮细胞 5-羟色胺转运体表达调控研究 ------------------------- 王泽兰,王欣,王玉明等 126 

PO-102 CREG 对肝脏缺血再灌注的调控作用及机制研究 ------------------- 王玮珺,杨玲,侯晓华 127 

PO-103 Histone H3 Acetylation Protects  

 Ulcerative Colitis by Inhibiting NF-κB/p65 

  and Enhancing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Function ----------------------------------------------- Li Chunxiao,Chen Yi,Zhu Huatuo etc. 128 

PO-104 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内镜下表现与焦虑、抑郁水平的相关性 --------- 刘通,左秀丽 129 

PO-105 鼻胆管缠绕固定装置的设计与应用 -------------------------------------------- 马雪瑶,张春华 129 

PO-106 An epigenetic switch employed by  

 Wnt/β-catenin signaling to activate  

 ASCL2 transcription and stemness  ----------- Wang Tao,Wang Bin,Chen Dongfeng 130 

PO-107 站立式磁控胶囊胃镜与传统胃镜的对比研究： 

 一项前瞻性多中心对照试验 ---------------------------------------- 赖华生,王馨珂,蔡建群等 130 

PO-108 缺失 PD-L1 的消化道肿瘤可能通过 

 SEMG2 精囊蛋白发挥免疫逃避功能 ----------------------------------- 许杰,王焕彬,房静远 131 

PO-109 Prevalence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profil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 Fujian  

 Province ------------------------------------------- Huang Xueping,Lin Zhihui,Lin Yimei etc. 131 

PO-110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对胃癌血管特异性 

 短肽 GX1 在体靶向分子成像的研究 --------------------------------- 李真,左秀丽,李理想等 132 

PO-111 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对功能性消化不良 

 的长期疗效观察：中国地区 544 例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 陈昱桦,张磊,侯晓华 133 

PO-112 无神经节细胞性胃轻瘫动物模型的建立 ---------------------------- 陈昱桦,孟令君,侯晓华 133 

PO-113 The Role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Hepatocyte Specific Transcription Factor  

 CREBH in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 Zhang Junli,Li Guixin , Zhang Ning etc. 134 

PO-114 参苓白术散调节肠上皮细胞自噬治疗 

 葡聚糖硫酸钠所致小鼠炎症性肠病 ---------------------------------- 游宇,刘玉晖,廖旺娣等 134 

PO-115 肝细胞 TGF-β 信号通过促进衰老介导系统代谢紊乱 --------------- 赵金芳,王玮珺,杨玲 135 

PO-116 四川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复治患者细菌耐药 

 情况及根据药敏结果进行挽救治疗 ---------------------------------- 唐小琼,胡仁伟,李红等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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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7 Hepatocyte-specific deleted TGF-β  

 receptor 2 promotes white adipose tissue  

 browning in NAFLD mice induced by high fat diet------------ Zhao Jinfang,Yang Ling 136 

PO-118 电针刺激足三里增加糖尿病小鼠结肠骨髓来源的 ICC--------------------------- 安婧,刘诗 137 

PO-119 十二指肠球部 Rosai-Dorfman 病的临床病理分析 -------------------------------- 舒密,南琼 137 

PO-120 大肠锯齿状病变的临床特点研究 ----------------------------------------------- 陶恩威,高琴琰 138 

PO-121 Postprocedural bleeding after polypectomy 

  with repeat colonoscopy-report from a single  

 tertiary hospital --------------------------------------- Xie Man,Tian Zibin,Zhao Qingxi etc. 138 

PO-122 肝硬化门脉血栓形成与胃肠道微生态改变 ----------------------------------- 黄晓铨,陈世耀 139 

PO-123 VR(visual reality,虚拟现实）在普通 

 结肠镜检查中应用价值的随机对照研究 -------------------------------------- 郝娇荣,李延青 140 

PO-124 胃镜下探条扩张治疗儿童良性食管狭窄的疗效及安全性 ---------------------------万盛华 140 

PO-125 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反流症状与睡眠障碍的关系 -------------------------------- 牟彤,侯晓华 141 

PO-126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  

 and anti-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antibody  

 favoring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Crohn`s  

 disease and ulcerative colitis: a multi-center  

 study in China ---------------------------------------------- Li Ji,Zhang Hongjie,Guo Qin etc. 141 

PO-127 内镜下联动成像技术(LCI)联合醋酸 

 靛胭脂染色在胃黏膜肠化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 易健,范惠珍,桂冠 142 

PO-128 食管白斑的内镜及临床特点分析 ---------------------------------- 李雨文,谭年娣,张梦宇等 142 

PO-129 间充质干细胞在溃疡性结肠炎炎癌转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贺若杭,侯晓华 143 

PO-130 粪菌移植在艰难梭菌感染合并炎症性 

 肠病患者中的治疗作用的 Meta 分析 ------------------------------------------ 贺若杭,侯晓华 143 

PO-131 内镜 E-NOTES 保胆取石手术的可行性研究 ------------------------------------------陈嘉韦 144 

PO-132 Gamma-谷氨酰胺转肽酶与血小板比值 

 对慢性乙型肝炎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中 

 的肝脏纤维化评价作用 ------------------------------------------------- 缪磊,黄智铭,黄燮林等 144 

PO-133 CD86+/CD206+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predict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nd promoted EMT,  

 partially via activation of the AKT/ PRAS40  

 Signaling Pathway --------------------------- Sun dalong,Luo Tiancheng,Liu Longzi etc. 145 

PO-134 不同时间标尺温度补偿点选择对固态高 

 分辨率食管测压结果的影响 ---------------------------------------- 张小昊,向雪莲,邱博芸等 146 

PO-135 改良式灌肠器在急性重症胰腺炎中药保留灌肠治疗中的应用----------------------陈淑华 147 

PO-136 健康人不同体位食管测压时不同类型食团清空状况的研究----- 向雪莲,涂蕾,谢小平等 147 

PO-137 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经内镜黏膜下 

 剥离术治疗的临床病理分析 ------------------------------------------- 贺艳婷,杨少奇,何芳等 148 

PO-138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肾小球滤过率的相关性研究 -------------------------- 李思南,朱薇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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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9 低剂量万古霉素联合熊去氧胆酸在 

 PSC 中治疗效果的实验性研究设想 ------------------------------------ 周燕,虎金朋,莫丽蓉 149 

PO-140 胃癌代谢标志物的研究 ---------------------------------------------- 江文俊,周丽雅,林三仁等 149 

PO-141 基于宏基因组学分析构建诊断大肠癌的肠道菌群标签 ------- 张昕雨,朱小强,曹颖颖等 150 

PO-142 塞来昔布通过调节脾-肝轴缓解大鼠肝纤维化的研究 ------------ 汤诗杭,高锦航,赵翀等 150 

PO-143 内镜手术在治疗胃低级别上皮内瘤变中的应用研究 ---------------------------------林五连 151 

PO-144 胃肠道原发与继发淋巴瘤临床及内镜特点的差异 ------------------- 王晔,张宏娜,丁士刚 151 

PO-145 α-常春藤皂苷通过活性氧-线粒体途径促进食管癌细胞凋亡 ------- 李娇,马静静,胡雪等 152 

PO-146 结直肠癌患者的肠道菌群促进小鼠肠道腺瘤癌变的研究 ------- 李璐,曹海龙,李晓飞等 152 

PO-147 Cancer cell- intrinsic PD-1  

 regulated tumor growth ------------------------------------ Yao Han,Xu Jie,Fang Jingyuan 153 

PO-148 小肠淋巴瘤造影表现的多样性 -------------------------------------------------- 王爱英,张耀朋 153 

PO-149 血管生成素在肠易激综合征及其低 

 FODMAP 饮食治疗中的 功能和机制研究 ------------------------- 罗靓,陈彬睿,张雅雯等 154 

PO-150 The interaction of beta2-glycoprotein I  

 and the large hepatitis B surface protein  

 promotes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in 

  hepatitis B-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Liu Yaming,Maiers Jessica L.,Rui Yajuan etc. 155 

PO-151 初级纤毛与自噬在肝癌中的作用研究 -------------------------------------------- 刘莲,黎培员 155 

PO-152 Forrest IIA 级溃疡内镜和介入治疗对比的回顾性研究 ----------------- 兰天,童欢,魏波等 156 

PO-153 不同亚型的贲门失弛缓症患者远端食管 

 平滑肌层的免疫组化研究 ------------------------------------------- 张梦宇,邢象斌,王锦辉等 157 

PO-154 骨髓基质干细胞（MSC）生长微环境的改变 

 在 Hp 致胃癌发生中的作用 ----------------------------------------- 樊梦科,施慧英,崔莲莲等 157 

PO-155 TGF-β 信号通路相关的组蛋白乙酰化 

 修饰可调控结直肠癌的化疗耐药 ---------------------------------------------------------田相龙 158 

PO-156 急性肠系膜缺血 92 例危险因素分析 -------------------------------- 元刚,陈庭佳,谭文诚等 158 

PO-157 胆汁酸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在结肠炎 

 相关肠癌发生中的作用 ------------------------------------------------- 刘丽,曹海龙,董文逍等 159 

PO-158 伴血细胞增高的非肝硬化性门脉高压症 10 例临床特点分析 ------ 安瑛,宋正己,王娅婕 159 

PO-159 藏族肝硬化患者肌肉减少症发生率与相关因素的前瞻性研究----- 宦徽,刘超,李晓萍等 160 

PO-160 恶性腹膜间皮瘤与腹膜转移癌的病理鉴别诊断 ------------------- 张国尊,梁育飞,郑国启 160 

PO-161 姜黄素抑制肝星状细胞自噬及其作用的研究 ------------------------------------------舒建昌 161 

PO-162 经皮穴位电刺激通过下调 IL-6 及改善内脏 

 敏感性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随机双盲研究 ---------------------- 陈小丽,陈新,陈彬睿等 161 

PO-163 Pretreatment Controlling Nutritional Status  

 score 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 as predictive  

 markers of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 wang qingqing,Zheng Guoqi ,Liang Yufei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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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4 Analysis of clinical path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 changes of colorectal polyps  

 and cancer diagnosed by colonoscopy from  

 77 978 cases in the past 27 years ------------LIN YONG,ZHAO JING,NIE YUQIANG 162 

PO-165 14 例儿童贲门失弛缓内镜下球囊扩张术疗效分析 ------------ 张文婷,游洁玉,陈志勇等 163 

PO-166 ESD 技术在基层医院开展和运行规律的研究 --------------------- 赵义名,王淑芳,聂燕等 163 

PO-167 结肠镜检查中倒镜下内痔硬化术的临床观察 ------------------- 孟星星,乔京贵,姚红娟等 164 

PO-168 胰岛素抵抗程度与乙型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病及乙肝合并脂肪肝患者代谢紊乱的量效关系分析 ---------- 胡璇,叶俊钊,邵琮翔等 165 

PO-169 重庆农村地区根除幽门螺杆菌优化方案研究 ---------------------------------------------韩然 165 

PO-170 白芍总苷通过抑制树突状细胞活化调节 

 肠易激综合征大鼠肠黏膜异常免疫应答 ---------------------------- 胡玥,戴金锋,陈超英等 166 

PO-171 Modified colonic transit test in healthy  

 subjects and chronic constipated patients:  

 a triple-phase, two-center prospective  

 study ----------------------------------------------- Jiang Yongxiang,Lin Rong,Hou Xiaohua 167 

PO-172 Meckel 憩室 30 例临床特点分析 -------------------------------------------------- 蒋康,汪芳裕 167 

PO-173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roved use of  

 chewing gum in influencing capsule  

 endoscopy transit time –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pilot study --------------------------- hu yue,Huang Liang,Lv Bin 168 

PO-174 炎性因子 Daintain/AIF-1 促进酒精性肝炎肝纤维化   -------------------------------周一楠 168 

PO-175 大肠癌的发生与干细胞 ---------------------------------------------------------------------覃语思 169 

PO-176 超声内镜在结直肠癌 T 分期中的作用 ---------------------------------- 唐雪莲,韩超群,丁震 170 

PO-177 JAK2/STAT3 信号通路在重症急性 

 胰腺炎大鼠早期炎症反应过程中作用机制研究 ---------------- 李敏利,汪芳裕,张晓华等 170 

PO-178 心理护理对慢丙肝抗病毒治疗患者焦虑状态的影响 ------------- 孙云红,卢诚震,邓红等 171 

PO-179 T 辅助细胞 17（Th17）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D）脂肪变性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 何淑英,蒋永洪,陈学清等 171 

PO-180 A mathematical model based on routine 

  laboratory testing and CD8+ T cells’ ratio  

 can distinguis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with high efficiency ---------------------- Dai Shixue,Bu Xiao-ling ,Gu Hong-xiang  etc. 172 

PO-181 结肠腺瘤/癌切除术后发生异时性腺瘤 

 异时性进展期腺瘤的危险因素分析 ---------------------------------- 李志一,张黎明,刘玉兰 173 

PO-182 超声内镜引导下经胃引流治疗早期胰腺假性囊肿临床观察--------------------- 李峥,高山 173 

PO-183 食管腺癌的外泌体可在 Barrett’s 上皮细胞中 

 诱导上皮-间质转化：食管腺癌周围 Barrett’s 

 上皮癌变的潜在机制 ---------------------------------------------------- 梁威,张梦宇,肖英莲等 174 

PO-184 四氢生物喋呤改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纤维化 ---------------- 王小兵,王瑞峰,杨幼林 174 

PO-185 过继回输 Breg 细胞诱导 CD19-/-小鼠 Treg 细胞扩增 ----------------- 李夏,谭江,薛倩等 175 

PO-186 睡眠障碍对功能性胃肠病症状谱中下消化道症状的影响 ---------- 张馨,赵威,陈秋宇等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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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7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结肠黏膜褪黑素 

 的表达及与肠道菌群的关系 ---------------------------------------------- 王犇,刘作静,段丽萍 176 

PO-188 长链非编码 RNA ABHD11-AS1 对 

 胰腺癌细胞的凋亡、侵袭及转移的影响 ---------------------------------- 徐岷,周改,冯雯等 177 

PO-189 SIRT6 可能通过上调 PPAR-a 及阻遏细胞衰老改善 NAFLD ------------- 辛晟梁,徐可树 177 

PO-190 24 小时动态 pH 阻抗监测早产儿胃食管反流的特点 ---------------- 茹颖,袁坤,唐晓艳等 178 

PO-191 研究 MR 检查下两种对比剂普美显和马根维显对小肝癌检查的影响-------------曲静琦 178 

PO-192 胃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分析 ------------------------------------------------------------陈慧珊 179 

PO-193 小剂量短程利福昔明对 SIBO 相关 IBS 患者的疗效观察 ------------------------------陈坚 179 

PO-194 High-Powered Microwave Ablation  

 of Large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valuation of Recurrence Rate And 

  Factors Related to Recurrence ----------------------------------------------Zhang Ningning 180 

PO-195 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中门脉压力 

 相关参数分析及 卡维地洛降门脉压力疗效机制初探 --------------------------------李锦伟 181 

PO-196 焦虑诱发的 BDNF-CRF 脑肠互动在 IBS 

 发病机制中作用的研究 ---------------------------------------------------- 李冰,陈飞雪,左秀丽 181 

PO-197 巨噬细胞促进 ILC2 活化在 H.pylori 感染致 

 Th1/Th2 失衡中的作用及机制  --------------------------------------- 李荣,徐灿霞,张淋芳等 182 

PO-198 A meta-analysis of Exclusive Enteral  

 Nutrition vs Corticosteroids in the  

 treatment of pediatric Crohn's Disease -------------------------------------------- 俞瑜,陈洁 183 

PO-199 原发性肝细胞肝癌组织中 Yes 相关蛋白的表达及意义 ---------- 许小兵,张晓华,汪芳裕 183 

PO-200 LIMK1/LIMK2 失平衡通过激活 

 WNT/β-catenin 通路诱导结肠癌进展及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 ------------------------张玥 184 

PO-201 维甲酸调控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 

 抑制小鼠胰腺星状细胞活化及逆转胰腺纤维化 ------------------------------------------沈杰 184 

PO-202 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 versus endoscopic therapy in the  

 secondary prophylaxis of variceal re-bleeding  

 in cirrhotic patients：a meta-analysis --------------------------- Wang Zhouyi,Zhou Xian 185 

PO-203 典型烧心、反流症状患者的 24h 食管 pH 监测结果的回顾性分析 ------ 林玉清,肖英莲 186 

PO-204 比较光学增强内镜（OE）Twin 模式 

 与高清内镜对结直肠腺瘤的检出： 

 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 徐丽东,张宇,吴慧丽等 187 

PO-205 胆汁酸诱导的肠化生状态中转录因子 SOX2 

 对 CDX2 功能影响的研究 --------------------------------------------- 袁挺,闵亚利,刘彩芳等 187 

PO-206 双隧道黏膜下剥离术治疗食管环周型病变的单中心研究 ------- 高悄萍,黄思霖,龚伟等 188 

PO-207 HNF4α 调控 CDX2 和 Wnt 通路在 

 胆汁酸诱导胃黏膜肠化生中的作用及机制 ---------------------------- 倪阵,闵亚莉,袁挺等 189 

PO-208 胆汁反流性胃炎临床及病理情况分析 ---------------------------------- 吴芸,张媛媛,刘玉兰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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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9 Abnormal Bioelectrical Slow-Wave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Submucosal  

 Stromal Tumors, Defined by In-vivo Laparoscopic  

 High-Resolution Electrical Mapping -------Wang Xiaoyu,Yu Qingxiang,Du Peng etc. 190 

PO-210 功能性便秘患儿直肠宽度分析及其临床意义 ------------------------ 薛乃嘉, 徐辉,徐彰等 191 

PO-211 微信平台对牛奶蛋白过敏症患儿的营养管理 ------------------- 张含花,高天娇,葛库库等 191 

PO-212 高分辨率肛门直肠测压与生物反馈治疗 

 儿童功能性便失禁的应用 ------------------------------------------- 张含花,祁海峰,高天娇等 192 

PO-213 消化内镜清洗消毒质量监测不合格原因分析及干预措施探讨-------------------------曹艳 192 

PO-214 HLA-DRB1 等位基因与幽门螺杆菌感染 

 及特发性血小板减少症患儿的相关性研究 -------------------------------------- 郭景,徐樨巍 192 

PO-215 磁珠辅助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在结直肠 

 浅表性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 叶连松,吴春成,刘伟等 193 

PO-216 一种可自行排出的胆道螺旋支架在 ERCP 

 术后临时性胆管引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 ---------------------- 叶连松,胡兵,吴春成等 194 

PO-217 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临床特征分析 ----------------------------------------------- 王琪,段丽萍 194 

PO-218 NK 细胞及 Tim-3 阳性 NK 细胞在重症急性胰腺炎中的作用 ---------------- 刘文平,谢勇 195 

PO-219 The K63-linkage poly-ubiquitination status  

 of GβL dictates the homeostasis between mTORC1  

 and mTORC2 complexes ----------- Wang Bin,Chen Dongfeng, Sun Shao-Cong etc. 196 

PO-220 核受体 FXR 调控实验性原发性 

 胆汁性肝硬化肝内炎症反应的机制研究 ----------------------------------------- 祁飞,唐映梅 197 

PO-221 复方鲜生地苦参合剂在体外抑制结直肠癌 

 细胞黏附、迁移和侵袭能力的潜在分子作用机制 ------------------- 李玫,钟朝辉,王地等 198 

PO-222 EUS-FNA 在实性成分为主的胰腺肿瘤中的诊断价值------------ 魏珏,李彬彬,蒋计生等 198 

PO-223 循证护理在 ERCP 并发症预防中的应用 -----------------------------------------------陆秋香 199 

PO-224 不同类型患者行肠道准备后生理学指标 

 及肠道清洁度差异的研究 ---------------------------------------------- 崔丽,张明鑫,席筱厚等 199 

PO-225 Rap1b is a potential prognostic marker and  

 promotes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hrough EMT by  

 Erk/p 38 MAPK pathways --------------------- Mingxin Zhang,Manli  Cui,Jingjie Wang 200 

PO-226 小儿 ERCP 临床应用体会 --------------------------------------------- 方莹,杨洪彬,葛库库等 200 

PO-227 EUS 在儿童消化系统疾病诊治中的应用体会 --------------------- 方莹,杨洪彬,任晓侠等 201 

PO-228 Sinomenine sensitizes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s to cisplatin through negative regulation  

 of PI3K/AKT and EMT signaling pathway -------------------- Ma Jingjing,Dong Weiguo 201 

PO-229 利用 TCGA 数据库分析 ABI1 在结直肠癌患者中 

 的临床表达特征并探索其不同拼接异构体的潜在作用 ---------------- 张钰,刘玲,李玫等 202 

PO-230 不同给药方法和时间对提高结肠镜检查肠道洁净度效果的比较-------------------邓利秾 203 

PO-231 深在性囊性胃炎 40 例临床诊治分析 -------------------------------- 龚帅,赵韫嘉,薛寒冰等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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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2 胃粘膜下肿物的临床特点及内镜下治疗效果评价： 

 一项 858 例的单中心病例回顾研究 ---------------------------------- 王晓雨,俞清翔,王邦茂 204 

PO-233 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治疗对于降低中国地区 

 胃癌发生风险的 meta 分析 -------------------------------------------- 周丽雅,崔荣丽,索宝军 205 

PO-234 含盐酸小檗碱四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临床研究 ---------------- 杨丽清,周宇,陈平湖 205 

PO-235 内镜下经食管黏膜下隧道切开引流纵膈脓肿的临床研究 ----------------- 熊超亮,吴裕文 206 

PO-236 内镜黏膜下隧道剥离术与黏膜下挖除术 

 在胃上皮下肿物治疗中的疗效研究 ------------------------------- 艾修云,乔伟光,韩泽民等 206 

PO-237 Radiomics analysis based on  

 contrast-enhanced CT assists in preoperative 

  risk grade prediction of small intestinal  

 GISTs ≤ 5cm ------------------------------------------------------------------ Yan Jiayi,Miao Fei 207 

PO-238 P53 沉默通过 HMGB1 介导的自噬调控对抗 

 NAFLD 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 曾行,虞朝辉 208 

PO-239 超声内镜对胃间质瘤侵袭危险度的诊断价值 -------------------------------- 俞静华,许国强 208 

PO-240 二甲双胍介导的自噬对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病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魏云华,邹成钢,朱云珍等 209 

PO-241 ETV add-on Peg-interferon therapy has  

 a positive role in reversing hepatic fibrosis 

  in treatment-naïve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a prospective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 Yang Jingmao,Chen Liping , Wang Yajie etc. 210 

PO-242 急性胰腺炎并发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 ---------------------- 金梦,张慧敏,陈轩馥等 210 

PO-243 Long-pulse gastric electrical stimulation 

  restores 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 through  

 5-HT2b pathway in diabetic rats -----------------------------------------------------Chen Yan 211 

PO-244 荔枝核总黄酮干预大鼠肝星状细胞 

 NF-κB 核转位及相关蛋白表达的研究 ---------------------------------------------------赵永忠 211 

PO-245 PDCA 循环管理在消化内镜清洗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 周岩岩,卢玉文 212 

PO-246 肠镜前饮食及药物护理对提高肠道清洁度的临床研究 ------------------------------时昌培 212 

PO-247 脓毒症中 LPS 诱导巨噬细胞外泌体引起肝损伤的机制初探 ------ 金思一,王国振,李旭 212 

PO-248 浅谈多种内镜微创缝合技术方法及护理配合要点 ---------------------------------------李佼 213 

PO-249 A Deep Neural Network Improves  

 Endoscopic Detection of Early Gastric  

 Cancer Without Blind Spots ------------------------------------ Wu Lianlian,Yu Honggang 213 

PO-250 363 例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分析 ----------------------------------------------- 胡利娟,霍继荣 214 

PO-251 病例管理对于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 

 患者并发症及复发的影响的研究 ------------------------------------------- 陈翠,印坤,张允等 215 

PO-252 病例管理模式对于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 

 患者并发症及复发的影响的研究 ------------------------------------------- 陈翠,印坤,张允等 215 

PO-253 高甘油三酯血症相关性急性胰腺炎早期 

 MLCK、E-cadherin、β-catenin 的表达及关系研究 ---------- 韦宇乐,常仁杰,唐永凤等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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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4 基于刷状聚磷酸酯纳米颗粒的光动力学 

 疗法治疗胰腺癌的研究 --------------------------------------------------- 余跃,杨席席,高 萌等 216 

PO-255 168 例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患儿的临床研究-------------------------- 邱佳琳,王霞,李楠楠 217 

PO-256 复合凝乳酶胶囊治疗小儿非感染性腹泻多中心、 

 随机开放、平行对照临床试验 ------------------------------------- 李在玲,张艳玲,杨爱君等 217 

PO-257 低 FODMAP 饮食对中国 IBS 患者的治疗作用研究 ------------------------ 戚庆庆,李延青 218 

PO-258 An uncommon case of intestinal  

 bleeding due to submucosal hematoma 

  treated with surgical intervention in a patient  

 on oral anticoagulant therapy ----------------- Yu Weihua,Feng Chao,Han Tiemei etc. 218 

PO-259 168 例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患儿的临床研究-------------------------- 赵青,邱佳琳,王霞等 219 

PO-260 轻症急性胰腺炎早期经口营养价值的研究 ------------------------------------------------李骥 219 

PO-261 Notch1 signaling mediates pathologic  

 changes of ileal goblet cells and mucus  

 in cirrhotic rats --------------------------------- Zhang Linhao,Tai Yang,Tang Shihang etc. 220 

PO-262 EUS-FNA 联合囊液生化指标检测 

 在纵隔囊性病变诊断中的应用 -------------------------------------------------- 程斌,赵赵昱充 220 

PO-263 EUS-EG 和 CE-EUS 在胰腺实性肿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 田力,曹杨,陈雄等 221 

PO-264 Elevated SIRT1 in gastric cancer suppresse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cancer cells via  

 STAT3/MMP-13 signaling. ------------------ huang shuling,Zhang Shu,Yang Yang etc. 222 

PO-265 EUS-CPN 联合超声内镜引导下 I125 粒子 

 植入术在胰腺癌疼痛的临床价值研究 ------------------------------------- 田力,曹杨,王晓艳 222 

PO-266 奥美拉唑治疗儿童幽门螺杆菌阳性的 

 消化性溃疡并发出血的疗效分析 ---------------------------------------------------------何祖蕙 223 

PO-267 超声内镜引导下内镜下粘膜切除大块活检 

 对普通活检阴性的浸润性消化性溃疡的诊断价值研究 ------------------- 杨伟,李峥,高山 223 

PO-268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e modified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with  

 shorter myotomy for achalasia patients:  

 one-year follow up ----------------------------- Tan Niandi,Zhang Mengyu,Li Yuwen etc. 224 

PO-269 血浆 miRNA 的 3’末端甲基化修饰对于 

 胰腺癌诊断价值的初步探讨 ------------------------------------------- 杨紫琳,赵雨娉,黄佳等 225 

PO-270 24h 食管 PH-阻抗监测在慢性咳嗽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 金超琼,李蒙,吕宾 225 

PO-271 从整体高度认识蛋白酶与自身消化在 

 炎症性肠病发生中的作用 ------------------------------------------------- 吴慧敏,魏娟,汪芳裕 226 

PO-272 超声内镜弹性成像对深部肿大淋巴结良恶性的鉴别诊断价值----- 田力,张伦嘉,曹杨等 226 

PO-273 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抽吸术（EUS-FNA) 

 对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诊疗价值 ---------------------------------------- 田力,陈雄,王芬等 227 

PO-274 第 4 胸椎骨骼肌指数与食管鳞癌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 姚昕,徐金明,虞朝辉 228 

PO-275 GSTM1-GSTT1 双基因突变与结直肠肿瘤的相关性 meta 分析 ----------------------鲍云 228 

PO-276 NICE 分型及 JNET 分型在结直肠息肉样病变中的应用价值 --------- 王芸,吴静,刘揆亮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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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7 不同部位注射牛黄胆酸钠诱导急性 

 重症胰腺炎动物模型的对照研究 ---------------------------------------- 刘璐璐,唐敏,宋莎莎 229 

PO-278 超 ESD 适应症表浅食管癌淋巴结转移 

 危险因素分析及风险评估体系建立 ---------------------------------------- 张松,孙琦,王雷等 230 

PO-279 运动操辅助链霉蛋白酶在胃镜检查祛除 

 胃内黏液中的应用研究 ---------------------------------------------------- 金波,时昌培,黄亮等 230 

PO-280 蓝激光内镜联合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对 

 ―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诊断价值－附 76 例临床分析------------------------------------张颖 231 

PO-281 Characteristic of intestinal flora in patients  

 with 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 --------------- Ye Fangxu,Chen Xinli,Gong Wenqian etc. 231 

PO-282 糖皮质激素治疗重型肝炎疗效性与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 杨琴,辛辰,王杰等 232 

PO-283 16 例北方地区希特林蛋白缺乏病 

 诊断与 SLC25A13 基因突变分析 ---------------------------------------------- 王福萍,钟雪梅 232 

PO-284 老年人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的病因研究 ------------- 苏涛,朱翠萍,王银君等 233 

PO-285 Neurotransmitter Alterations in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 Croh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Pain:  

 A Preliminary MR Spectroscopy Study------------------ Lv Kun,Fan Yihong,Lv Bin etc. 233 

PO-286 探讨血清胃功能检测与胃癌的相关性 ---------------------------- 王保健,罗显克,黄滟添等 234 

PO-287 电子胃镜下取出儿童上消化道异物 178 例分析 ----------------------------- 王瑞锋,李小芹 235 

PO-288 FGFR 信号通路对胰腺腺泡导管化生调控作用的研究----------- 石梦月,聂双,钱雪恬等 235 

PO-289 炎症性肠病患者的家庭支持及其干预状况 ---------------------------- 黄贤丽,刘成,李娜等 236 

PO-290 海南地区门脉高压精准治疗的阶梯护理 ----------------------------------------- 叶玲玲,李丹 236 

PO-291 内镜经胃微创升阶梯式疗法治疗 SAP 

 并感染性胰腺坏死的：单中心 7 年研究 ---------------------------- 何文华,吕农华,祝荫等 237 

PO-292 经皮腹膜后微创升阶梯式疗法治疗 

 感染性胰腺坏死的疗效：8 年临床观察 -------------------------------------------------何文华 237 

PO-293 Percutaneous drainage vs. peritoneal lavage  

 for pancreatic ascites i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 ------------ He Wen-Hua,Xion Zhi-Juan ,Zhu Yin  etc. 238 

PO-294 上海市嘉定区 326 例胃粘膜 IEN 患者 

 的定期随访和筛查胃癌的研究 -------------------------------------------------- 杨翠萍,吴云林 238 

PO-295 布拉氏酵母菌联合三联疗法治疗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临床观察 ------ 贺金娥,高春燕 239 

PO-296 Sab/Jnk 在非酒精性脂肪炎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探讨 ------------------------------张军 239 

PO-297 MicroRNA-155 regulates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 ----- Li Yaqing,Lian Guoda,Li Ruomeng etc. 239 

PO-298 同时性食管和胃双原发早癌或 

 癌前病变 ESD 治疗疗效分析 ----------------------------------------- 时强,姚礼庆,钟芸诗等 240 

PO-299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同时性多原发食管 

 早癌及癌前病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分析 ------------------------------- 时强,孙迪,钟芸诗等 241 

PO-300 超声内镜引导下经上消化道穿刺引流 

 治疗胰周液体积聚 103 例临床分析 ------------------------------------- 沈永华,朱浩,王雷等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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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01 内镜治疗十二指肠乳头腺瘤 77 例临床观察 ----------------------- 沈永华,姚玉玲,李雯等 242 

PO-302 Impac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on  

 Human Gastric Microbiota in Chronic  

 gastritis and Gastric ulcer ----------------------------------------Liu Xianghong,Xu Meihua 242 

PO-303 Changes in vanilloid (TRPV1) and  

 vesicular glutamate transporter (VGLUT2/3)  

 induced by intestinal flora contribute to  

 visceral hyperalgesia in the water avoidance  

 stressed rat ---------------------------------- Yang Changqing,Guo Xiaoshu,Zhao Li etc. 243 

PO-304 外源性血管活性肠肽通过调节黏膜 

 肥大细胞改善嗜酸细胞性胃肠炎 ---------------------------------------- 杨辉,钱淑怡,金玉等 244 

PO-305 积极心理干预在炎症性肠病患者中应用的系统评价 ---------------- 尚星辰,林征,罗丹等 244 

PO-306 基于德尔菲法改良 Braden 量表的研究 -------------------------------- 马书丽,任燕,孙美红 245 

PO-307 胸腺素 β4 治疗 NAFLD 小鼠的作用及机制的研究 ---------------------------- 江勇,张志广 245 

PO-308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无创性血清学诊断方程研究 ---------------- 冯巩,弥曼,韩海静等 246 

PO-309 DNA 甲基化引起的 MAP9 失调通过 

 调节核苷酸切除修复通路促进肝癌发生发展 ---------------------------- 张靖,朱金水,于君 247 

PO-310 Circular RNA YAP1 inhibits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by  

 regulating miR-367-5p/P27 axis in vitro  

 and vivo------------------------------------------------------ Liu Hui,Liu Yuan,Zhang Jing etc. 247 

PO-311 DDC 诱导慢性胰腺炎大鼠模型的早期尿液  

 蛋白质组学变化  ------------------------------------------------------------------ 高友鹤,张琳珮 248 

PO-312 肝脏超声造影对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治疗效果的预测 ------------------------------------- 张笛,李贞茂,罗俊等 248 

PO-313 血清游离脂肪酸/白蛋白比值对预测 

 非轻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价值研究 ----------------------------------------------- 田山,董卫国 249 

PO-314 非肥胖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洪宇,田兴,焦健 249 

PO-315 PD-L1 及 miR-191-5p 在结肠癌中的预后价值 ----------------------- 陈晓宇,张靖,朱金水 250 

PO-316 小窝蛋白 1 的重分布和降解促进肝窦内皮细胞去窗孔化 ------- 罗晓英,王丹,祝鑫桃等 251 

PO-317 Mucosal Oxidative Stress and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Contribute to Diabetic  

 Diarrhea Which Is Prevented By Resolvins ----------- Yu Ting,Lin Lin,Wu Xiaoyin etc. 251 

PO-318 Effect of pre-procedure simethicone for bowl  

 preparation on adenoma detection during  

 colonoscopy: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 Pan Peng,Bai Yu 252 

PO-319 Evaluation of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RCP in patients with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 Hong Junbo, Wang Anjiang, Zhou Xiaodong etc. 253 

PO-320 老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肝纤维化 

 评分与颈动脉不稳定性斑块相关性探究 ---------------------------- 邓利华,魏雅楠,刘杰等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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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21 应用声脉冲辐射力弹性成像技术对乙肝 

 后肝硬化患者食管静脉曲张的预测价值 ---------------------------- 王春妍,文君,周永和等 254 

PO-322 中国人群结直肠腺瘤检出率和腺瘤危险因素的前瞻性研究-------- 王晗,王璞,刘晓岗等 254 

PO-323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of an  

 E-learning System on Gastroscope  

 Learning: A Prospective Method for Primary  

 Learners ---------------------------------------------- Li Shuang,Jin Shizhu,Chen Suao etc. 255 

PO-324 护理专案改善在降低鼻胃肠管非 

 计划性拔管率中的应用研究 ---------------------------------------------- 朱秀琴,赵豫鄂,郑娜 255 

PO-325 EUS-guided gallbladder polyp resection:  

 a new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gallbladder polyps ----------------------- Chen Suao 256 

PO-326 大肠侧向发育型肿瘤内镜下诊治分析 ----------------------------------------- 高千惠,孙明军 256 

PO-327 Prdx1-Spy1 通过增强 CDK2 介导的 

 p27 降解在肝细胞肝癌发生中的意义 ----------------------------------------- 刘金霞,倪润洲 257 

PO-328 中国汉族人群慢性胰腺炎的 CTRC 

 基因筛查及临床相关性分析 ---------------------------------------------- 汪洋,严茂林,陈和平 258 

PO-329 随机对照试验：肝硬化并重度食管静脉曲张 

 套扎术后复查麻醉胃镜及干预对套扎术后 

 早期出血及死亡率的影响 ------------------------------------------------- 汪安江,舒徐,祝荫等 258 

PO-330 A randomized trial: sedated second-look  

 endoscopy guided therapy after variceal  

 ligation prevents early bleeding in cirrhosis  

 with large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 Wang Anjiang,Zhu Yin,Shu Xu etc. 259 

PO-331 miR-363 靶向调控 E2F3 表达及其对 

 肝癌细胞 HepG2 增殖与凋亡的影响  ------------------------------------------------------姜哲 259 

PO-332 POEM 治疗 28 例贲门失弛缓症患者 

 的远期疗效及并发症 ---------------------------------------------------- 郑星,段志军,宫爱霞等 260 

PO-333 Albumin Attenuates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Damage induced by Fecal Supernatant  

 from Ulcerative Colitis’s Disease Patients in Vitro --------- Dong Lina,Wang Jun-ping 261 

PO-334 miR-375 靶向致癌基因 Sp1 调控胃癌细胞增殖及迁移---------------- 程飞,方念,郑丽等 261 

PO-335 炎症性肠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 尚星辰,林征,卞秋桂等 262 

PO-336 乙酰对氨基酚代谢中间产物修饰丙酮酸脱氢酶 E2 

 亚单位 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发病机制中的意义 ------------------ 韦全剑,李霂,王森等 262 

PO-337 52 例肝脓肿的临床特征及诊治分析 ------------------------------------------- 孟庆媛,黄颖秋 263 

PO-338 黄芪多糖对大鼠小肠隐窝上皮细胞 IL-7 分泌影响的研究 ------- 王丽,毕丽萍,潘赞红等 263 

PO-339 国际学员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动物模拟培训效果初步分析 ---------- 高竹清,张政,李鹏等 264 

PO-340 介孔 SMPs 纳米粒子负载 DOX 在结肠癌光热治疗中的应用 ----- 赵九龙,谢沛,周玮等 265 

PO-341 中国武汉地区和大连地区 IBS（罗马 IV 诊断标准） 

 临床特征差异的小样本研究 ------------------------------------------- 武君,段志军,张智峰等 265 

PO-342 NOX4/ROS 与 RhoA/ROCK1 信号通路对 

 HSC-T6 细胞活化的影响及熊果酸的干预靶点 ----------------- 黄晨恺,甘达凯,罗方云等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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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43 异位静脉曲张的临床特点及内镜诊治: 10 年回顾性分析 --------------------- 万义鹏,朱萱 267 

PO-344 选择性剪切因子 SRSF3 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及机制 --------------------- 王吉林,房静远 267 

PO-345 Maternal high fat diet in early life alters  

 gut microbiota of offspring and exacerbates  

 DSS-induced colitis in adulthood ------ Xie Runxiang, Cao Hailong, Wang Bangmao 268 

PO-346 TIPS 术后肝性脊髓病发病因素分析及治疗策略 --------------- 马富权,李伟之,李培杰等 269 

PO-347 外周血及肝内 Treg/Th17 平衡在 

 不同阶段慢性 HBV 感染者中的作用 ----------------------------------------------------马海霞 269 

PO-348 Butyrate-producing bacteria inhibits intestinal  

 carcinogenesis through modulating gut  

 microbiota and Wnt pathway ---------- Chen Danfeng,Cao Hailong,Jin Duochen etc. 270 

PO-349 基于荧光探针检测的血清 hCE1 在伴转氨酶 

 增高的乙型肝炎中的研究及临床意义 ---------------------------- 李昌金,段志军,张志峰等 271 

PO-350 质子泵抑制剂调控 TERT 基因表达进而 

 抑制胃癌侵袭性的机制研究 ---------------------------------------- 张斌,扎西潘多,凌亭生等 271 

PO-351 Blatchford、Rockall 和 AIMS65 评分系统 

 预测老年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预后的研究 ---------- 季成菊,马臻棋,王学红 272 

PO-352 磁控胶囊内镜缩短幽门通过时间提高小肠检查完成率 ---------- 罗媛元,潘骏,陈逸致等 273 

PO-353 ciRS-7、miR-7 及 FAK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相关性分析 ------------------------何存存 273 

PO-354 CDK5 作为潜在治疗靶点通过调控 lncRNA 

 信号通路参与结直肠癌奥沙利铂耐药机制的临床前研究 ---------------------------庄康敏 274 

PO-355 Epigenetic silencing of tumour suppressor  

 gene CDKN1A by oncogenic Long Noncoding RNA  

 SNHG1 in cholangiocarcinoma --------------------------------------------Yu Yang,Miao Lin 274 

PO-356 Two cases of citrin deficiency presenting  

 as acute liver failure --------------------------------------------------------- Zhang jing,Yu Hui 276 

PO-357 Soluble protein P40 produced by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 enhances  

 tight junction protein expression and prevents  

 IFN gamma-induced epithelial barrier damage  

 in human enteroids ------------------------------han Xu,Owyang Chung,Huang Sha etc. 276 

PO-358 NSAIDs 对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血清 PGE2、PGI2 的影响 ---------- 申慧琴,卢雅,宋昱等 277 

PO-359 早期胃单纯和混合性印戒细胞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 ------- 胡青青,曹守利,庞桃红 278 

PO-360 MIG 诱导 Treg/Th17 失衡促 conA 诱导的 

 小鼠急性免疫性肝损伤发展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王涵,田德安 278 

PO-361 创面放置羧甲基纤维素膜预防食管环周型 

 ESD 术后狭窄的有效性研究 -------------------------------------------- 刘枫,唐健,叶淑芳等 279 

PO-362 以黄疸为首发症状的肺癌一例报告 ----------------------------------------------- 张英,方向明 280 

PO-363 替普瑞酮结合根治 HP 对慢性萎缩性胃炎（CAG）的影响 -------------------- 李兴,龚敏 280 

PO-364 夜间加餐对乙肝肝硬化患者营养状况的影响 -------------------------------------- 刘洁,李嘉 281 

PO-365 尼古丁对大鼠胰腺组织在体胰腺星状细胞活化、凋亡的影响------------ 李志仁,郝建宇 281 

PO-366 精细化护理管理在复发性急性胰腺炎患者随访中的应用效果-------------------------陈莉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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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67 应用芝加哥分类分析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食管动力的特点-------------------------陈智颖 282 

PO-368 25 例儿童炎症性肠病病例的临床资料分析 ------------------------ 谢昀霏,刘梅,熊晶晶等 283 

PO-369 Risk of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in acute  

 ulcerative colitis patients: A real life situation 

  from 17 centers of China --------------------------- Tan Bei,Yang Hong,Wu Kaichun etc. 284 

PO-370 以 IIFAR 为基础的信息支持对炎症性 

 肠病患者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 ------------------------------------------- 卞秋桂,林征,罗丹等 285 

PO-371 水下内镜切除术在消化道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附 452 例综合分析 --------------------------------------------------- 杨勤钰,李雪洋,丁玲等 285 

PO-372 ALT/ALP 比值在药物性肝损害诊断的临床意义 ------------------------------------------兆佳 286 

PO-373 益生菌对炎症性肠病幼鼠 Th17 细胞的调节作用研究 ----------- 李婧,陈云燕,宋诗蓉等 286 

PO-374 CAMSAP2-mediated Noncentrosomal  

 Microtubule Acetylation Promote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etastasis and Indicates  

 Poor Prognosis --------------------------------- Li Dongxiao,Ding Xiangming,Li Deyu etc. 287 

PO-375 Elevated mitochondrial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level of Tumor Sphere  

 cells as a metastatic trait --------------------- wang caihua,Shao Liming,Pan Chi  etc. 288 

PO-376 肠梗阻减压导管与金属支架在急性左半结肠癌梗阻中的疗效分析 -------------------安悦 288 

PO-377 肝硬化患者消化道出血预测因素分析及模型建立 ------------------------------------赵心怡 289 

PO-378 阶段式健康教育对食管癌患者术后健康知识及康复的影响研究----------------------何欢 289 

PO-379 三种食团进行高分辨率食管测压在检测 

 非梗阻性食管源性吞咽困难食管动力的价值 ---------------------------------------------邵蔚 290 

PO-380 Comparison of Effects of iodine-125  

 seeds stent and Common Biliary Stent in  

 Palliativ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Cholangio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qiu ping 290 

PO-381 不同胃疾病患者胃粘膜组织 HpSlyD+菌株 

 感染与 Wnt 通路相关蛋白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郭倩倩 291 

PO-382 抗体及基因检测在疑似乳糜泻患儿中的初筛研究 ----------------------------- 陈静,许玲芬 292 

PO-383 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危险因素的分析及其 

 与颈动脉硬化的关系研究 ------------------------------------------- 张淋芳,徐灿霞,陈志恒等 292 

PO-384 Oral branched chain amino acid  

 supplementation increases liver protein  

 synthesis and regeneration via mTOR/4E-BP1  

 and Akt in hepatectomized mice -------------------------- Chi Yujing,Li Jing,Wu Zhe etc. 293 

PO-385 基于双核酸染料的适配子组三重血清荧光 

 高通量测定对肝癌的诊断价值 ---------------------------------------- 王婷,韩芳丽,张焜和等 293 

PO-386 大黄经鼻空肠管给药治疗中度、重度急性 

 胰腺炎的分层、随机、对照研究 ---------------------------------------- 陈婧,杨立新,邢云等 294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3 

PO-387 Ameliorating Effect of Transcutaneous  

 Electroacupuncture on Impaired Gastric  

 Accommoda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prandial  

 Distress Syndrome-Predominant Functional  

 Dyspepsia ------------------------------------------------ Tan Yan,Tang Jing,Tan Anping etc. 295 

PO-388 加减香连丸对幽门螺杆菌根除率及相关临床症状改善的研究--------------- 白改艳,李岩 295 

PO-389 三种含铋剂四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疗效分析 ------------------------------------张启宇 296 

PO-390  IRX3 在肝细胞癌中的作用及表达调控研究 --------------------------------------------尤丽财 297 

PO-391 血液灌流技术在急性重症胰腺炎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 王立军,李华伟,刘丹等 297 

PO-392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比较分析 ------------------------------王耀晨 298 

PO-393 肝脏损伤患者的血清学指标和病理学相关性研究 ---------------------------------------郎朗 298 

PO-394 小白菊内酯对胃癌裸鼠移植瘤的作用及化疗药物敏感性的研究--------------- 曹晔,李岩 299 

PO-395 35 例原发结肠恶性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治及预后分析 --------------------张婷婷 300 

PO-396 儿童嗜酸性粒细胞性胃肠炎临床分析 -------------------------------------------- 宋诗蓉,吴捷 300 

PO-397 嗜酸粒细胞性胃肠炎合并胆胰系统损伤一例 ------------------- 黄会芳,黄志琴,高亚婷等 301 

PO-398 熊去氧胆酸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生存分析 ---------------- 黄志琴,王健,肖山秀等 301 

PO-399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临床与免疫学特点 

 --附 152 例疗效分析 ---------------------------------------------------- 黄志琴,王健,肖山秀等 302 

PO-400 内镜下乳头小切开联合球囊扩张治疗胆总管 

 结石合并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的价值   ---------------------------- 龚敏,赖丽霞,韩坚云等 303 

PO-401 改良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试剂盒检测粪便 

 幽门螺杆菌抗原的临床评价 ---------------------------------------- 王南萍,王逸云,李宛岭等 303 

PO-402 单通道内镜下尼龙绳缝合内镜切除术后创面的临床应用 ----------------------- 杨力,方军 304 

PO-403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Respective  

 Combination of Endoscopic Ligation and  

 Somatostatin, Terlipressin and Octreotide  

 for the Treatment of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Bleeding ------------------ Lin Qiuman 304 

PO-404 益生菌协助治疗缺血性肠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 宓林,张晨,原正荣等 305 

PO-405 功能性便秘患者相关经穴红外热成像特征的研究 ----------------------------- 张辉,陈苏宁 305 

PO-406 胃肠道息肉的临床病理特征及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解瑶 306 

PO-407 石杉碱甲通过减轻肝细胞衰老抑制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生发展 ---------------------------------- 胡晓娜,保志军,于晓峰等 306 

PO-408 Cell-specific elevation of Runx2  

 promotes hepatic infiltration of macrophages  

 by upregulating MCP-1 in high fat diet-induced  

 mice NAFLD ----------------------------------------------- zhong Li,Huang Lu,Xue Qian etc. 307 

PO-409 伴精神心理障碍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特点分析 -------------------------- 王金媛,李岩 308 

PO-410 连续性肾脏替代疗法时机的选择对 

 重症急性胰腺炎病情恢复及预后的影响 -------------------------------------------- 李清,李岩 308 

PO-411 Liver stiffness and control attenuation  

 parameter values of transient elastography  

 in preschool children in Shanghai ------------------Zeng Jing,Huang Lisu,Pan Qin etc.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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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12 青海湟水地区胃癌及上皮内瘤变组织微卫星不稳定性检测分析-------------------杨永成 310 

PO-413 幽门螺旋杆菌在口腔和胃组织活检中毒力标记物的相关性研究----------------------梁贺 310 

PO-414 抑郁及其结构因子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 

 患者抗抑郁药疗效的影响 ---------------------------------------------- 陆佳,樊文娟,史丽丽等 311 

PO-415 SPARCL1 is a potential prognosis marker  

 in colorectal cancer: evidence from  

 Oncomine, Prognoscan, TCGA datasets  

 and clinical studies ----------------------------------------- zhang haiping,Lin Jun,Li Shuyu 312 

PO-416 从抗抑郁药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 

 疗效探讨治疗的适应证 ---------------------------------------------- 吴艳芳,方秀才,贾艳楠等 312 

PO-417 球囊阻断逆行静脉闭塞术（BRTO）采用 

 聚桂醇泡沫硬化治疗胃静脉曲张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 罗薛峰,杨丽 313 

PO-418 基于罗马Ⅳ标准的功能性便秘患者的肛门-直肠动力研究 --------------------------刘芳铭 314 

PO-419 ERCP 术后胰腺炎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李媛媛,叶玲,周小江等 314 

PO-420 非诺贝特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疗效分析 ------------------------------------------林萍 315 

PO-421 肠镜下息肉切除术后迟发性出血分析 -------------------------------------------- 甘颖,李虹怡 316 

PO-422 双气囊辅助超声内镜引导下胃肠吻合术 

 治疗恶性胃出口梗阻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一项 18 名中国患者单中心研究 ----------------------------------------- 徐桂芳,王雷,邹晓平 316 

PO-423 内镜切除与外科切除治疗肿瘤直径≤5cm 

 胃间质瘤的临床对比研究 ---------------------------------------------- 庞桃红,徐桂芳,王雷等 317 

PO-424 胰腺假性囊肿囊内出血并十二指肠瘘一例 ---------------------------------------------邱新平 318 

PO-425 MTAP-ANRIL 融合基因通过 JNK/c-Jun 信号通 

 路促进肝细胞癌侵袭转移 ---------------------------------------------- 林卓颖,谢华平,田德安 318 

PO-426 肠内营养混悬液联合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对 

 老年便秘患者肠镜前肠道准备的影响 ---------------------------- 马建霞,邵伟菁,姚健凤等 319 

PO-427 南中国地区耐药性幽门螺杆菌感染风险因素 

 流行病学调查—一项基于多地人群的多中心研究 ---------------- 吕涛,司徒伟基,倪丽等 319 

PO-428 肝硬化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的临床意义 ---------------------------------------顾薇 320 

PO-429 早期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与临床病理特征相关性研究 ------- 熊丹丹,陈幼祥,曾春艳等 320 

PO-430 老年人群中基于既往抗生素使用史的不同治疗方案  

 根除 Hp 的疗效观察----------------------------------------------------------- 周晶晶,唐丹,王芬 321 

PO-431 氧化苦参碱改善肝硬化大鼠细胞凋亡性肠粘膜损伤的机制研究-------------------文剑波 321 

PO-432 老年人肠道准备期营养干预的临床探讨 ------------------------------- 张晓南,徐丽姝,邓罡 322 

PO-433 幽门螺杆菌阳性患者克拉霉素耐药基因及 

 CYP2C19 基因多态性调查 -------------------------------------------- 王琦,阴瑞瑞,康建邦等 322 

PO-434 乌司他丁联合谷氨酰胺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 

 的疗效及对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王孟岩 323 

PO-435 一项关于微信和短信等加强教育方式对肠道 

 准备质量影响的单中心、双盲、随机对照试验 ---------------------- 王树玲,柏愚,李兆申 323 

PO-436 六西格玛法在护理临床教学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刘利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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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37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Pentoxifylline  

 on Cerebral Edema through Aquaporin4 in Rats  

 with Acute Hepatic Encephalopathy ---------- Luo Miaosha,Liu Yaping,Feng Yun etc. 324 

PO-438 大连市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 -------------------------- 谭仕清,姜春萌 325 

PO-439 Comparison of the Clinical Features 

  Between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and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 Wang Huan 326 

PO-440 PCR-HRM 方法在检测幽门螺杆菌克拉霉素耐药表型中的应用 ----------------------尚琪 328 

PO-441 食管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和早期食管癌的 

 治疗策略：内镜与手术比较 ------------------------------------------- 袁柏思,李德闽,申翼等 328 

PO-442 肾细胞癌切除术后胰腺转移两例并文献复习 ---------------------------- 周巍,谭韡,于红刚 329 

PO-443 NLRP3 炎症小体在 SAP 小鼠肠粘膜屏障功能障碍中的作用 ----- 蔡燕,李雪洋,丁玲等 329 

PO-444 氟非尼酮揭示谷胱甘肽 S-转移酶 A3 

 抑制肝星状细胞活化和肝纤维化的新功能 ------------------------- 彭誉,陈海花,甘棋心等 330 

PO-445 CXC Motif Ligand 16 Promotes  

 Nonalch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Progression via Hepatocyte-Stellate  

 Cell Crosstalk -------------------------------------------------- Jiang Lina,Yang Mei,Li Xi etc. 330 

PO-446 二氢杨梅素抑制内质网应激保护肝细胞氧化损伤 ---------------------------------------曾斌 331 

PO-447 无创性纤维化模型分步组合能够提高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进展期肝纤维化的诊断效能 ---------------- 杨美,蒋丽娜,王艺瑾等 332 

PO-448 四种评分对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  

 及预后的早期预测价值比较 ------------------------------------------- 司淑平,曹慧,许玉花等 332 

PO-449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biofeedback  

 therapy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support through WeChat platform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nstipation ------------------------ Liu Tingting,Xie Yue,Mao Hua 333 

PO-450 胆汁酸盐通过激活 APE-1 调控氧 

 自由基产生促进食管癌发生发展 ---------------------------------------- 严谨,张国新,卢衡等 334 

PO-451 血浆外泌体中 B7-H3、PD-L1 在胃癌患者中 

 的表达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 王洁,张光波,陈卫昌 334 

PO-452 胃蛋白酶原及白介素 8 联合定量检测 

 评估慢性胃炎粘膜损伤状态与病理分期的一致性研究 ------------------------------张旭艳 335 

PO-453 床旁跨幽门螺旋型鼻肠管盲放方法的 

 改良及其在 SAP 患者中的应用------------------------------------------------- 黄其密,吕金莎 335 

PO-454 不同严重程度的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浆代谢组学分析 ----------------------- 刘盛兰,陈卫昌 336 

PO-455 "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护理对肝硬化患者肝功能的影响" -------------------------------杨丹 336 

PO-456 胃间质瘤内镜切除与腹腔镜手术切除疗效及安全性随访研究----- 赖永康,余韬,舒徐等 337 

PO-457 吡咯生物碱相关肝窦堵塞综合征（PA-HSOS） 

 诊断―南京标准‖的初步临床验证 ----------------------------------------- 刘璐,张玮,诸葛宇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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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58 MORC2 suppresses Hippo signaling to 

  promote stemnes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 Wang Tao,Wang Bin,Chen Dongfeng 338 

PO-459 鞘氨醇激酶 2 的选择性抑制剂 ABC294640 

 通过上调 NOXA 促进 Mcl-1 降解抑制胆管癌细胞生长 ---------- 丁希伟,黄天璐,邹晓平 339 

PO-460 肝硬化患者合并门静脉血栓的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分析 ---- 张媛媛,陈国栋,王智峰等 339 

PO-461 H.pylori 感染致 ITGB4 升高 

 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凋亡和衰老 ------------------------------------- 池婧姝,徐灿霞,刘晓明等 340 

PO-462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can  

 alleviate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nsit in high  

 fat diet induced obesity rats via regulating  

 serotonin biosynthesis --------------------------------------- Sun Wenjing,Chen Dongfeng 340 

PO-463 高倍镜下尿白细胞计数和尿细菌计数升高 

 对肝硬化患者住院结局的影响 ------------------------------------------- 韩丹,郭晓钟,祁兴顺 341 

PO-464 营养支持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意义 -------------------------------------- 侯悦,郭晓钟 342 

PO-465 TDCPP 诱发肝脏损害及其机制研究 ----------------------------------------------------李学彦 342 

PO-466 自我效能感在炎症性肠病患者疾病 

 活动指数与生存质量间的中介效应 ---------------------------------- 尤丽丽,关玉霞,赵艳伟 343 

PO-467 品管圈在提高消化科结肠息肉患者术前肠道准备合格情况的应用 ------ 胡晓双,郑潇钰 343 

PO-468 超滑导丝在经口双气囊小肠镜中的应用 ------------------------------------------------梁振东 344 

PO-469 系统化整体护理干预在内镜治疗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患者中的应用 ----------孙蕊 344 

PO-470 延续性护理对结肠镜下肠息肉切除术后病人依从性及定期复诊影响 ----------------杨微 344 

PO-471 SIRT2 通过调控 PEPCK1 表达增强 

 细胞线粒体代谢促进胃癌侵袭转移的机制研究 ------------------- 李杨,张明明,潘亦达等 345 

PO-472 异位胰腺的临床病理学特点研究及恶变潜能初探 ---------------- 聂双,石梦月,钱雪恬等 346 

PO-473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结直肠息肉及结直肠癌相关性分析 ------------- 董一凡,杨红,郭涛等 346 

PO-474 术前内镜评估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浸润深度的临床研究--------------- 陈新琦,吴保平 347 

PO-475 Double-tunnel per oral endoscopic  

 myotomy（POEM）: a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Peng Lei,Zhang Guoxin 347 

PO-476 参芪扶正注射液对胰腺癌细胞恶性 

 生物学表型影响和分子机制研究 ---------------------------------------- 暴文春,陈江,李宏宇 348 

PO-477 D-二聚体水平与胰腺炎内脏静脉血栓形成的关系：  

 一项回顾性观察性研究 ------------------------------------------------- 陈江,郭晓钟,李宏宇等 348 

PO-478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膜片移植预防食管 

 ESD 术后狭窄的可行性研究 ---------------------------------------------------- 陈梅红,张国新 349 

PO-479 Octreotide modulates the jejunal  

 somatostatin receptors protein express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n neonate rats model infected by  

 Cryptosporidium parvum ------------------------------------------------------ BAI Jie,Zhu Rui 350 

PO-480 胰腺坏死组织感染内镜下清创术后冲洗治疗的护理 ------------------------------------李丽 350 

PO-481 328 例儿童消化性溃疡单中心临床分析 ---------------------------- 金忠芹,潘火云,武庆斌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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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82 中国汉族人群 PNPLA3 rs738409 及 

 TM6SF2 rs58542926 基因多态性与原发性肝癌的相关性 ------------------ 邴浩,李异玲 351 

PO-483 吡咯生物碱导致肝窦阻塞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 ------------------------------朱成凯 352 

PO-484 lncRNA-H19 通过促进铁死亡提高肝癌细胞对索拉菲尼的敏感性 ----------------刘丹飞 353 

PO-485 Serum Metabolite Profiling of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Using  

 UPLC-MS/MS ----------------------------------- Sun Liyan,Kang Qian,Pan Yuanming etc. 353 

PO-486 ERCP 术前在十二指肠球部喷洒醋酸 

 对胰管插管影响的一项单中心随机双盲对照研究 ---------------- 方军,王树林,赵胜斌等 354 

PO-487 下调 CAMSAP2 通过翻译后修饰微管干扰 

 着丝粒蛋白 E 的功能进而抑制肝癌细胞增殖 ------------------- 丁向明,李冬筱,夏丽敏等 354 

PO-488 慢性 HCV 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长期预后 

 及其与 ITPA 单核苷酸多态性的关系 -------------------------------- 刘振华,王颂,亓文骞等 355 

PO-489 长链非编码 RNA HOTAIR, PRNCR1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胃癌相关性的研究 ---------------------------------- 李上,郭占军,张瑞星 355 

PO-490 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荆花胃康胶丸治疗癔球症 62 例临床分析 ------ 吴忱思,范垚,张瑞星 356 

PO-491 蓝激光内镜结合放大对萎缩性胃炎的诊断初探 ------------------------- 殷键,陈超,汪涛等 357 

PO-492 hTERT 上调 FOXM1 乙酰化促进 

 胃癌细胞侵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研究 ---------------------------------------------------廖国斌 357 

PO-493 自噬在胃癌细胞顺铂化疗敏感性降低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雷媛媛 358 

PO-494 床旁跨幽门螺旋型鼻肠管盲放方法的改良及其在 SAP 患者中的应用 -----------黄其密 358 

PO-495  健脾清肠方调节 PERK-eIF2α/NF-κB 通路溃疡性结肠炎的机制研究 ----------------郑烈 359 

PO-496 Paired related homeobox protein 1  

 regulates PDGF-induced chemotaxis of  

 hepatic stellate cells in liver fibrosis -------------------------------------------------Gong Jin 360 

PO-497 系统分析 lncRNAs-miRNAs-mRNAs 

 相互作用及遗传学修饰在肝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 林承杰,袁观斗,何松青 360 

PO-498 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的食管动力特征及对药物疗效影响的研究----- 林朗,晁康,黄梓城等 361 

PO-499 痛泻要方对急性放射性肠炎大鼠肠组织的防护作用及机制----- 杨成,李雅琳,吴小青等 361 

PO-500 联合检测对结肠癌早期诊断的意义 ------------------------------------------------------孙远杰 362 

PO-501 质子泵抑制剂与肝硬化患者住院期间肝性脑病发生风险的关系------------ 冯吉,郭晓钟 362 

PO-502 Biliary exploration via the left hepatic  

 duct orifice in left-sided hepatolithiasis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biliary tract surgery ---------------------------------- Wu Xudong 363 

PO-503 系统回顾及荟萃分析:有效并且安全的胸腔下胸膜固定术治疗肝性胸水 ------------陈雪 363 

PO-504 聚普瑞锌治疗大鼠缺血性结肠炎的初步研究 ------------------- 刘文徽,王昌正,马金霞等 364 

PO-505 内镜下带蒂皮瓣移植治疗食管憩室 

 自发性破裂所致食管瘘 ---------------------------------------------- 张宇航,叶连松,吴春成等 365 

PO-506 槲皮素通过抑制 TLR4/MyD88/p38 MAPK 

 和内质网应激减轻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大鼠肠道 

 屏障功能障碍和炎症反应 ---------------------------------------------- 郑俊媛,徐汇,黄春兰等 365 

PO-507 疑似胰腺结核一例报告 ---------------------------------------------------------------------李翌萌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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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08 长链非编码 RNA SNAI3-AS1 通过 UPF1/Smad7 

 信号通路调控肝癌增殖与侵袭迁移的作用及其的机制 ------------- 李雅睿,郭丹,赵艳等 366 

PO-509 黏膜内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及内镜下治疗适应症的探讨 --------- 盛圆,张开光 367 

PO-510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ree  

 machine-learning models for predicting  

 multiple organ failure in moderately severe  

 and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 Qiu Qiu,Nian Yongjian,Guo Yan etc. 367 

PO-511 针刺治疗难治性 GERD 临床疗效研究 --------------------------------------------------杨宇龙 369 

PO-512 CYP2C19 基因对儿童质子泵抑制剂代谢的影响 ----------------- 周建利,张巧,周少明等 369 

PO-513 婴幼儿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的现状分析 -------------------------------------- 刘亮,周少明 370 

PO-514 ―医护联动，内外兼修‖ 

 ---浅谈消化内镜四级手术集中演示患者围手术期管理  ------------------- 江秋霞,王玉含 370 

PO-515 胃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病理特点和预后分析 ---------------- 李焱冬,王晔,丁士刚 370 

PO-516 探条扩张治疗食管闭锁术后合并食管狭窄的效果评价 ---------- 唐玉芬,何玉琦,金鹏等 371 

PO-517 腹水胆固醇在非门脉高压及混合性 

 腹水中的诊断价值优于血清-腹水白蛋白梯度 --------------------- 杜丽,朱盛华,侯晓华等 371 

PO-518 吡咯烷生物碱导致的肝窦阻塞综合征： 

 钆塞酸增强 MRI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 宋宇虎,郭婷婷,李欣等 372 

PO-519 急性胰腺炎并发感染患者预后的临床评估 ---------------------------- 李南,张梦晨,赵旸等 373 

PO-520 NSAIDs 相关消化性溃疡 70 例临床分析 -----------------------------------------------谢颖聪 373 

PO-521 血清脂质代谢谱在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 

 早期诊断及预测预后中的应用 ------------------------------------------- 张梦晨,李南,王丹等 374 

PO-522 EMR 与 ESD 治疗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疗效的 Meta 分析 -------- 赵红靓,董欢,王娜 374 

PO-523 黏膜桥法治疗结直肠巨大侧向发育型肿瘤的  

 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 张幸,李锐,史冬涛等 375 

PO-524 成人型环状胰腺引发胃潴留：病例报道 -------------------------------------- 王晓晰,郭晓钟 375 

PO-525 Endoscopic double relaxation suture  

 in the closure of a chronic esophagocutaneous 

  fistula --------------------------------------Ye Liansong,Jiang Jingsun,Wu Chuncheng etc. 376 

PO-526 MiT/TFE 转录因子的新作用及调控机制 ---------------------------------------------------杨敏 377 

PO-527 应用慢病毒转染技术观察 RAP 80 

 对胰腺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 顾文君,刘海林 377 

PO-528 NANOG/乳腺癌缺失基因 1 通路对胃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费素娟 378 

PO-529 "白藜芦醇抑制结肠癌干细胞增殖并增强 MICA/B 的表达 " ----------------- 杨君,费素娟 378 

PO-530 临床路径式的健康教育对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作用 ------------------------------刘春雨 379 

PO-531 The observation of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ment of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with transplantation of autologous bone 

  marrow stem cells via hepatic artery --------- Feng Ji,Li Hongyu,Guo Xiaozhong etc. 379 

PO-532 内镜下环状切除术治疗食管癌术后吻合口良性狭窄的临床研究-------------------节梦梦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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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33 小剂量阿米替林治疗腹泻型肠易激 

 综合征的临床疗效与 CYP2C19 基因多态性 

 和药物浓度的相关性研究 ---------------------------------------------- 贾林,周文聪,温预关等 380 

PO-534 酪酸梭菌及其代谢产物丁酸在维护重症急性胰腺炎  

 并腹腔内高压大鼠肠粘膜屏障功能机制的研究 ------------------------- 贾林,赵寒冰,邓祺 381 

PO-535 无痛胃镜下取上消化道异物 275 例分析 ------------------------------- 王东旭,田戬,张靖等 382 

PO-536 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对大鼠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炎的治疗作用及机制探讨 ------------------------------- 陈思文,刘文徽,彭志晴等 382 

PO-537 MARCKS 在胃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在 

 胃腺癌发展中作用的初步研究 -------------------------------------------------- 施佳怡,李运红 383 

PO-538 Sirt2/cMyc 信号通路协同调控代谢 

 重编程促胆管癌增殖的机制研究 ---------------------------------------- 徐磊,张明明,邹晓平 384 

PO-539 早期近、远端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差异 

 及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后的预后分析  --------------------------------------- 刘飞,宋世义,王雷 384 

PO-540 胆囊结石患者的咽喉反流 -------------------------------------------------------- 朱政霖,王金梁 385 

PO-541 High fat diet induced-gut microbiota  

 dysbiosis accelerates intestinal  

 adenoma-adenocarcinoma sequence  

 via activation of MCP-1/CCR2 axis  -------- Liu Tianyu,Guo Zixuan,Cao Hailong etc. 385 

PO-542 食管大面积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评估 

 干预因素对术后狭窄预防效果的时间探讨 ------------------------- 贾益君,吴宏博,王凌等 386 

PO-543 如何挑选合适的内镜医生进行黏膜 

 下层剥离术（ESD）培训 ---------------------------------------------- 陈敏,姚玉玲,张晓琦等 386 

PO-544 ALDH1A3 阳性胰腺导管腺癌亚型再分类 

 及致癌分子网络探索  ----------------------------------------------- 沈珊珊,石梦月,钱雪恬等 387 

PO-545 手机游戏对隐匿性肝性脑病患者认知训练的效果研究 ------------- 冯欣伟,王蓓,李欣妮 387 

PO-546 77 例食管良性溃疡的临床特征分析 ------------------------------------ 李娜,朱磊,谭晓燕等 388 

PO-547 基于奥马哈系统的延续护理干预对 

 炎症性肠病（IBD）患者护理问题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 朱爱芳,徐娜 389 

PO-548 开放式经口内镜下食管肌切开术治疗 

 贲门失弛缓症 5 例临床分析 ------------------------------------------- 刘伟,曾泓泽,吴春成等 389 

PO-549 去侧翼 5-Fr 胰管支架提高自然脱落率 

 的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 贺奇彬,王雷,彭春艳等 390 

PO-550 Electrical Stimulation via Chronically 

  Implanted Electrodes at Acupoints Improves  

 TNBS-induced Colonic Inflammation via Autonomic  

 Mechanism in Rats  ---------------------------------------------------------- jin haifeng,Lv Bin 390 

PO-551 不同西甲硅油服用方法对胶囊内镜检查肠道准备的影响研究--------------- 荣加,唐金莉 391 

PO-552 人结直肠癌组织中 HIF-1α、Cyclin E  

 和 Cyclin D1 蛋白表达变化及意义 --------------------------------------------- 谭晓华,黄杰安 392 

PO-553 基于网络药理学探讨胃痞消治疗慢性 

 萎缩性胃炎胃癌前病变的作用机制 ---------------------------------- 杨良俊,刘伟,郑嘉怡等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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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54 肝细胞核因子 4α 改善油酸诱导肝细胞 

 脂肪变性的实验研究 ------------------------------------------------------- 曾欣,林霖,伍开明等 393 

PO-555 Surgery versus beam radiation therap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t AJCC stage I ------------------- Qi Xingshun,Bing Han 393 

PO-556 SphK1 通过 Cx43 调节 VM 生成促进结肠癌侵袭转移 2 ------------------ 苏颖洁,黄杰安 394 

PO-557 Sphk1 基因对间充质干细胞诱导结肠癌 

 RKO 细胞增殖和迁移的影响 ---------------------------------------------------- 伍文红,刘诗权 395 

PO-558 Hyponatremia in patients with portal 

  hypertension and acute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treated with terlipressin ----------------------------- Qi Xingshun,Zhou Xinmiao 395 

PO-559 FOXC1 通过转录激活 ITGA7 和 FGFR4 

 的表达促进结直肠癌转移 ------------------------------------------------- 刘剑,张哲,李晓伟等 396 

PO-560 SphK1 通过调控 FAK/p-FAK 促进 

 结肠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及迁移 2 --------------------------------------------- 徐春燕,黄杰安 396 

PO-561 SphK1 通过 Cx43 调节 VM 生成促进结肠癌侵袭转移 5 ------------------ 徐春燕,黄杰安 397 

PO-562 Forkhead box C1 promotes colorectal  

 cancer metastasis through transactivating  

 ITGA7 and FGFR4 expression---------------------- Liu Jian,Zhang Zhe,Li Xiaowei etc. 397 

PO-563 电针刺激通过巨噬细胞介导的抗炎作用 

 保护胃组织 Cajal 间质细胞的研究 --------------------------------------------- 田陆高,仝巧云 399 

PO-564 内镜套扎治疗 Dieulafoy 病并出血的临床观察 -------------------------------------------刘璟 399 

PO-565 磁控机器人胶囊内镜应用于大样本小肠疑似疾病诊断的探讨--------------- 朱金水,张瑞 400 

PO-566 血清自体荧光对肝硬化患者并发感染的 

 住院期间转归预测价值 ------------------------------------------------- 陈思海,王婷,张焜和等 400 

PO-567 负压及针芯对于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 

 穿刺(EUS-FNA)获取样本质量的影响 ---------------------------------------------------裴学玉 401 

PO-568 pi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in colorectal  

 cancer using deep sequencing ------------------------------------- Yin Jie,Jiang Hui-Qing 402 

PO-569 直径≤7cm 原发性肝细胞癌的最佳治疗方法： 

 一项真实世界的回顾性研究 ---------------------------------------- 杨卓鑫,丁艳菲,修爱媛等 402 

PO-570 气滞胃痛颗粒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机制研究  

 ——上调 5-HT1A 受体松弛胃底平滑肌 ------------------------------- 王彬,赵威,孙方圆等 403 

PO-571 改良式腹水枕的制作及其在肝硬化大量腹水中的应用 ------------------------------靳小雯 403 

PO-572 49 例贲门失驰缓患者 POEM 治疗预后分析 -------------------- 宋继中,张开光,张明黎等 404 

PO-573 miR-134 靶向 TAB1 抑制肝星状细胞活化 ----------------------------------- 汪培钦,雷淑娟 405 

PO-574 凝血障碍与肝硬化患者行侵袭性操作后出血风险的关系 ---------- 祁兴顺,李静,韩冰等 405 

PO-575 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术治疗食管气管瘘初探 --------------------------------- 张国新,李璇 406 

PO-576 熊去氧胆酸联合胆石利通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疗效观察-------------------丛婷婷 406 

PO-577 多层螺旋 CT 灌注成像技术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应用 ----------- 张千,亓文骞,王江滨 407 

PO-578 荆花胃康四联治疗 HP 首治失败的老年胃炎疗效分析 ----------- 魏思忱,姜红玉,田树英 407 

PO-579 黄连素调节肠道菌群减轻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病肝脏炎症的实验研究 ------------------------------------------------- 张园园,张培,周希乔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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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80 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术与尼龙圈法 

 荷包缝合术闭合内镜下全层切除术后穿孔的安全性 

 及有效性评价: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 -------------------------------------- 李璐蓉,李璇,张国新 408 

PO-581 嗜酸性细胞胃肠炎的临床病理变化和治疗 ---------------------------------------------刘晓波 409 

PO-582 雌激素受体共调节因子对肝癌细胞增殖和 

 侵袭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 汪婧,孔德润 409 

PO-583 电针对啮齿动物功能性消化不良和应激 

 模型胃慢波节律紊乱的改善效果及自主神经 

 和中枢神经系统机制的研究 ------------------------------------------- 张素娟,刘昳,李世英等 410 

PO-584 ACER2 正向调节 SMPDL3B 促进肝癌细胞的生长 -------------- 刘丙刚,肖娟,董明俊等 411 

PO-585 幽门螺杆菌根除后复发的临床研究 ----------------------------------------------- 李超,张振玉 411 

PO-586 幽门螺杆菌感染复发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薛艳,周丽雅,陆浩平等 412 

PO-587 应用和谐夹行二指肠乳头成型术对 Oddi 

 括约肌功能恢复的效果初探 ------------------------------------------- 黄永辉,王琨,张贺军等 412 

PO-588 口腔菌斑控制对胃幽门螺杆菌根除的影响 ------------------------------------- zhaoyuyang 413 

PO-589 粪便中基因甲基化检测筛查结直肠肿瘤 ------------------------------------------------程英女 414 

PO-590 天津结肠憩室特点 ------------------------------------------------------------------------------杨芳 414 

PO-591 患者胃管带管的依从性调查表在临床的应用护理研究 ---------------------------------王丽 415 

PO-592 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对胃肠道微生态的短期影响 ------------- 彭超,欧阳耀斌,杨晓宇等 415 

PO-593 功能性便秘患者心理韧性和家庭坚韧性 

 及焦虑、抑郁的相关性研究 ---------------------------------------- 王美峰,尚星辰,顾芳臣等 416 

PO-594 二氢丹参酮Ⅰ调控胃癌细胞增殖和凋亡作用的机制研究 ------------------------------胡雪 416 

PO-595 异基因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炎的体外研究----- 张洪文,刘会敏,林睿等 417 

PO-596 高脂血症对熊去氧胆酸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疗效的影响-------------------------佟静 418 

PO-597 How old is old in colorectal  

 cancer –the age related impacts on the  

 resectable colorectal cancer. -------------------------Wu Lunpo,Jianfei Fu,Jinlin Du etc. 418 

PO-598 M2 诱导剂通过调控 NF-κB1 促进巨噬细胞 

 M(LPS)型向 M(IL-4)-样转化 ------------------------------------------------------- 于冰,姜海行 419 

PO-599 体外磁辅助经胃腹腔探查活检术的实验研究 ----------------------------------- 初大可,吕毅 419 

 

书面交流 
 

PU-0001 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 B 细胞亚群特点研究 ------------------------- 郭晓培,田佳骏,张洁等 421 

PU-0002 胃癌中 PTEN 低表达通过上调 P-AURKA 

 调节 AURKA 是维持胃癌恶性表型的本质 ------------------------- 李丽伟,张庆瑜,王蕊等 421 

PU-0003 疑难病例  不明原因血性腹水一例  --------------------------------------- 李檬,刘梅,黄永坤 422 

PU-0004 良性肠道溃疡 108 例临床分析---------------------------------------------------------------甘露 422 

PU-0005 胃肠道相关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综合征临床分析 ---------------- 李冬月,马志斌,杨幼林 423 

PU-0006 注水法超细内镜在诊断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中的应用 -------------------- 李冬月,杨幼林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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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7 L3 骨骼肌指数对肝硬化患者营养风险评估 

 及预后等影响的研究 ---------------------------------------------------- 冯灵美,曾欣,汪培钦等 424 

PU-0008 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在儿童中的临床应用 ----------------------------------- 赵红梅,游洁玉 425 

PU-0009 Effects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the treatment  

 of CCl4-induced liver cirrhosis --------------- Ma Juming,Li Lanlan,Chen Lingxiao etc. 425 

PU-0010 溃疡性结肠炎合并 EB 病毒血症临床特征分析 -------------------- 赵丹丹,郭金波,张晓岚 426 

PU-0011 Hp 感染胃黏膜组织原位 CD8+T 细胞的表型改变 ------------- 吴永坚,陈佩瑜,耿岚岚等 426 

PU-0012 谷氨酰胺强化与专一肠内营养对幼鼠 IBD 

 模型结肠粘膜细胞凋亡作用的比较 -------------------------------------------- 赵红梅,游洁玉 427 

PU-0013 血清尿酸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系 -------------------------------------------- 林连捷,王东旭 427 

PU-0014 上消化道早癌患者行内镜黏膜剥离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曹艳 428 

PU-0015 老年人结肠黏膜组织中生物活性因子的变化初步研究 ----------------------- 卢萌,郑松柏 428 

PU-0016 慢性萎缩性胃炎危险因素及血清标志物的研究 ----------------------------- 崔膑心,刘文天 429 

PU-0017 Hp 感染胃黏膜 T 细胞分泌细胞因子的改变 -------------------- 吴永坚,陈佩瑜,耿岚岚等 429 

PU-0018 一例不明原因造成的消化道出血的年轻患者 ------------------------------------------李鑫琪 430 

PU-0019 1 例老年患者 ERCP 围手术期处理分析 ---------------------------------- 黄鹤,关斌,徐宝满 430 

PU-0020 脱 γ 羧基凝血酶原在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及预后评估中的作用-------------------------赵晨 431 

PU-0021 二氯乙酸通过 miR-543/AMPK-mTOR  

 通路逆转结肠癌化疗耐药 ---------------------------------------------- 侯利丹,祝丹希,梁钰等 431 

PU-0022 含雷贝拉唑的十日三联根除疗法治疗儿童幽门螺杆菌的疗效分析 ----------------王洪丽 432 

PU-0023 OTSC 联合钛夹闭合通气后巨大气管食管瘘一例 ---------------- 章婷婷,方昊,姚玲雅等 433 

PU-0024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良性食管狭窄 1 例 ------------------------- 杨天,徐桂芳,王雷等 433 

PU-0025 内镜超声引导下胆管引流在经内镜 

 逆行胆管造影术失败的梗阻性黄疸患者中的治疗价值 ---------- 郑汝桦,曹俊,姚玉玲等 433 

PU-0026 血清 PIVKA-Ⅱ联合 AFP、GGT-Ⅱ对肝细胞癌的诊断价值 -------------- 袁乐瑶,倪润洲 434 

PU-0027 艾普拉唑对幽门螺杆菌阳性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疗效观察--------------------- 姜伟,孙军 434 

PU-0028 内镜下隧道技术治疗纵隔内支气管源性囊肿 2 例 ------------- 李亚其,周炳喜,邝胜利等 435 

PU-0029 十二指肠乳突部异位胰腺致梗阻性黄疸 

 误诊为壶腹癌一例并文献复习 ---------------------------------------- 项赛衡,陈洪潭,许国强 435 

PU-0030 溃疡性结肠炎与肠道微生态 ----------------------------------------------------- 周晓凤,曹志群 436 

PU-0031 肝衰竭患者治疗过程中发生贫血的临床观察 ------------------------- 姜挺,李晖,任换平等 436 

PU-0032 炎症性肠病患者胆结石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 赵婧婧,周国雄,丁晓凌等 437 

PU-0033 隐匿性肝性脑病的危险因素及其预后分析 ------------------------------- 谭炜,曾欣,谢渭芬 437 

PU-0034 体外冲击波碎石联合 ERCP 治疗胆总管困难结石---------------- 杨晶,顾伟刚,张筱凤等 438 

PU-0035 FARNESOID X RECEPTOR  

 AGONIST INT-767 ATTENUATES LIVER  

 STEATOSIS AND INFLAMMATION IN  

 RAT MODEL OF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hu yingbin,Liu Xinyu,Zhan Wei 438 

PU-0036 显性肝性脑病危险因素分析及其预后分析 ------------------------------- 谭炜,曾欣,谢渭芬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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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37 96 序列相似的家庭成员 B 在 

 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 廖宇圣,徐丹,黄曼玲等 439 

PU-0038 联用荆花胃康胶丸对根除幽门螺杆菌的疗效观察 ---------------- 段志英,王竞,范红云等 440 

PU-0039 层黏连蛋白与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表达 ------ 褚杨芳,周国雄,曹维 440 

PU-0040 食管原发性 MALT 淋巴瘤诊治进展及现状分析 ---------------------------------------朱建儒 441 

PU-0041 大剂量三联疗法与标准四联方案在 

 根除幽门螺杆菌感染中的疗效观察 ---------------------------------- 王竞,范红云,段志英等 441 

PU-0042 超声内镜引导下乙醇消融和聚桂醇消融 

 治疗胰腺囊性病变的疗效对比 ------------------------------------- 白言声,韩大正,曹振振等 442 

PU-0043 溃疡性结肠炎小肠细菌过度生长情况分析及临床意义 ---------- 杨春春,王竞,段志英等 442 

PU-0044 白介素-9 对肝癌细胞的生物学作用 及其机制研究 ------------------------ 雷荣娥,姜海行 443 

PU-0045 吡咯生物碱相关肝小静脉闭塞症 

 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引起侵袭性肺真菌感染 ------------------------------- 张玮,殷芹,张明等 443 

PU-0046 血浆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3 与 

 幽门螺杆菌感染之间的相互关系 ------------------------------------- 范红云,段志英,王竞等 444 

PU-0047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D 在胃肠胰神经 

 内分泌肿瘤中的表达情况及临床意义 ---------------------------------- 陈洛海,张雨,林原等 444 

PU-0048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3 及磷酸化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受体在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陈洛海,张雨,林原等 445 

PU-0049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信号通路不同靶向药物 

 对神经内分泌肿瘤细胞增殖影响的初步研究 ------------------------- 陈洛海,张雨,林原等 445 

PU-0050 高分化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危险度分层 ---------------------------- 陈洛海,张雨,陈旻湖等 446 

PU-0051 微小 RNA-138 通过调控细胞周期蛋白 D3 

 及波形蛋白影响肝癌细胞的增殖及迁移 ------------------------- 王保永,夏艳丽,陈宏伟等 446 

PU-0052 他汀类药物对糖尿病患者发生肝癌风险的病例对照研究 ------------------------------施凤 447 

PU-0053 经结肠镜放置金属支架治疗老年人左半结直肠癌梗阻的临床应用 --------- 韩明,徐林芳 447 

PU-0054 抗 IL-9 抗体对肝癌恶性腹水抑制作用的实验研究 -------------------------- 雷荣娥,姜海行 448 

PU-0055 婴幼儿牛奶蛋白过敏症诊治进展 ---------------------------------------------------------宁俊杰 448 

PU-0056 普通白光内镜和蓝激光放大内镜诊断早期胃癌的研究 ----------------------- 葛敏,施瑞华 449 

PU-0057 IL-33 及其受体 ST2 在食管腺癌中的表达 

 及其对肿瘤细胞增殖、迁移与侵袭的影响 ------------------------------- 胡霞,孙晓滨,单晶 449 

PU-0058 直肠异位胃粘膜伴憩室一例并文献复习 ------------------------- 陈文果,朱华陀,陈洪潭等 450 

PU-0059 慢性乙型肝炎与乙型肝炎肝硬化中 iNOS、 

 CD206、CD163 及 Arg1 表达及意义 ----------------------------------------- 陆炯敏,姜海行 450 

PU-0060 Comparison of 2 liter polyethylene glycol  

 versus 2 liter lactulose oral solution for bowel  

 preparation before colonoscopy --------------------------hu yingbin,Liu Xinyu,Zhan Wei 451 

PU-0061 安柯瑞瘤内注射联合卡培他滨治疗 

 中晚期胰腺癌的初步研究 ---------------------------------------------- 张健锋,顾丽丽,毛振彪 452 

PU-0062 RACK1 与结肠癌的功能学研究 -------------------------------------------- 李雪洋,胡奕,祝荫 452 

PU-0063 219 例小肠间质瘤诊治分析 ---------------------------------------------------------------龙顺华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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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64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of an  

 E-learning System on Gastroscope  

 Learning: A Prospective Method for Primary Learners  ---------------------- Li Shuang 453 

PU-0065 超声内镜对胃固有肌层来源肿瘤内镜治疗的 指导价值 ---------------------- 焦文睿,季峰 454 

PU-0066 Long noncoding RNA STCAT16  

 suppresses cell growth and its downregulation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or survival i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 zhang jianfeng, Zhang Qianfeng, Kuai Xiaoling etc. 454 

PU-0067 专科能级课程模块化培训在消化科 N1 护士培训中的应用 -------- 林征,陶花,卞秋桂等 455 

PU-0068 Application value of TIMP-4 suspension  

 microbead chip in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a validation study ---------------------------------------- Liu Jian,Zhou Liya,Lin Sanren etc. 456 

PU-0069 TIMP-4 as a candidate diagnostic  

 marker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of gastric  

 cancer: a screening and validation study ---------- Liu Jian,Zhou Liya,Lin Sanren etc. 456 

PU-0070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清 IL-17、IL-22、IL-23 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徐秀英,周安富 457 

PU-0071 慢性 HCV 感染者发生原发性肝癌的 

 危险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 秦少游,周长玉,王江滨 457 

PU-0072 硫糖铝混悬凝胶联合标准三联对幽门螺杆菌 

 感染小鼠的疗效研究 ---------------------------------------------------- 刘芸,滕贵根,胡伏莲等 458 

PU-0073 脑卒中患者经皮内镜下胃造瘘的并发症分析 ------------------------------------------胡建平 459 

PU-0074 围手术期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是否可降低 

 结肠息肉 EMR 术后延迟出血的回顾性研究 -------------------------- 李宁,冷岳奇,陈东风 459 

PU-0075 Overexpression of Elafin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Liu Yun,Teng Guigen,Wang Weihong etc. 460 

PU-0076 抗 HP 嗜酸乳杆菌对 BALB/c Cr 

 小鼠根除肝螺杆菌后再感染的预防作用研究 ---------------------- 张曼华,秦少游,王江滨 461 

PU-0077 超声内镜引导细针穿刺抽吸术在常规 

 内镜活检诊断不明确的胃肠道病变中的应用价值 ----------------------------- 彭春艳,吕瑛 461 

PU-0078 胰腺癌血清来源外泌体蛋白质组学分析及其意义 ------------- 肖明兵,焦钰洁,刘肇修等 462 

PU-0079 Cap-assisted 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 for small gastric submucosal  

 tumors less than 10mm: A method with risks and hopes ---------- Luo Yuchen,Li Yue 462 

PU-0080 延伸护理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肝性脑病复发的影响 ------------------------------张落芳 463 

PU-0081 克罗恩病患者疾病相关知识水平与其身心健康分析研究 ---------- 吴强强,顾于蓓,钟捷 464 

PU-0082 β2-AR 通过 ERK1/2 通路调节 AKR1B1 

 表达促进胰腺癌细胞增殖 ---------------------------------------------- 江枫,金丹丹,刘金霞等 464 

PU-0083 血清紫藤凝集素阳性 Mac-2 结合蛋白 

 对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和临床预后的预测价值 ------------------------------------------王泽瑞 465 

PU-0084 克罗恩病患者疾病信息需求程度及获取途径分析研究 ------------- 吴强强,顾于蓓,钟捷 465 

PU-0085 SBAR 沟通模式在消化内镜微创治疗围术期医护管理中的应用 -------------------胡灵芝 466 

PU-0086 胶囊內镜滞留导致手术的危险因素分析 ------------------------------------------------韩泽民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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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87 NR2B 介导 ERK/p-ERK 信号途径影响肝癌细胞的增殖 -------- 倪温慨,张薇,刘金霞等 467 

PU-0088 EUS elastography for the diagnosis of  

 gastric submucosal tumors ----------------------------------------- Peng Chunyan,LV Ying 468 

PU-0089 丝氨酸蛋白酶 PRSS23 促进胃癌的生长 -----------------------------------------------晏润纬 468 

PU-0090 聚乙二醇干扰素 α-2a 个体化治疗慢性乙肝患者 

 的临床疗效及肝组织学改善状况分析 ---------------------------------- 徐严,张永贵,王江滨 469 

PU-0091 SGK3 蛋白在大肠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徐卉,陆翠华 469 

PU-0092 不同疗程含铋剂四联疗法初次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疗效对比------------ 傅鹭华,刘毅杰 470 

PU-0093 糖尿病与肝硬化患者 TIPS 术后肝性脑病相关性的研究 ----------- 尹晓春,张峰,张明等 471 

PU-0094 胰腺炎护理中生长抑素的有效治疗 ------------------------------------------------------刁爱萍 471 

PU-0095 BCL6、ICOS 调控 TNBS 诱导的结肠炎小鼠中 Tfh/Tfr 的分泌 --------- 谢彦飞,吕小平 472 

PU-0096 Clinical and prognostic characteristics  

 of alcohol-related HCC in Chinese: comparison  

 with HBV-related HCC ---------------- Yuan Hailiang,Zeng Lingpeng , Wang Ting etc. 472 

PU-0097 便携拉曼胃镜探头的研制及在胃粘膜疾病诊断的应用评价----------毛华,韦仲 ,黄富荣 473 

PU-0098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结直肠息肉-腺瘤-腺癌间关系的荟萃分析------------ 冯雪,雍鑫,徐辉 474 

PU-0099 普通白光内镜和蓝激光放大内镜诊断早期胃癌的研究 ----------------------- 葛敏,施瑞华 474 

PU-0100 结直肠癌患者血清的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研究 ------------------- 刘燕玲,黄丽韫,钟会清等 475 

PU-0101 激素治疗放射性胃炎护理体会 1 例 ---------------------------------------------------------李倩 475 

PU-0102 瑞格菲尼作为治疗伊马替尼和舒尼替尼耐药 

 的胃肠道间质瘤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网状 meta 分析 ----------------------------------刘向阳 476 

PU-0103 胆囊结石患者的十二指肠胃反流临床研究 ---------------------- 徐盎然,朱政霖,任曲曲等 477 

PU-0104 功能性胃肠病患病率的调查 ------------------------------------------------------------------张倩 477 

PU-0105 溃疡性结肠炎中Ｇａｌ３与ＢＣＬ２表达的意义 ------------------------------------钟文洲 478 

PU-0106 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后肠胆反流的发生因素分析--------- 钟文洲,陈正义 478 

PU-0107 LncRNA FLRL2 regulated NAFLD  

 through Arntl/Sirt1 ------------------------------------------ Chen Yi,Yu Chaohui,Li Youming 479 

PU-0108 TL1A 对慢性实验性结肠炎小鼠肠上皮屏障的影响与机制------ 杨明月,贾文秀,王冬等 479 

PU-0109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肠黏膜屏障结构和功能损伤的研究 ---------- 葛君,李亚俊,刘爱琴等 480 

PU-0110 肝功正常乙肝病毒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相关研究 ------------------------------------王拱辰 480 

PU-0111 ELMO3 在胃癌侵袭转移中的作用研究 -------------------------------- 胡雁,余琼芳,仲耀等 481 

PU-0112 黄芪甲苷通过修复肠上皮屏障改善髓系 TL1A 

 高表达小鼠的慢性实验性结肠炎症及机制研究 ------------------- 杨明月,贾文秀,王冬等 481 

PU-0113 食管 ESD 术后评估干预因素对术后狭窄预防效果的时间探讨 --------------------覃语思 482 

PU-0114 血浆置换治疗戊型肝炎高胆红素血症的相关研究 ------------------------------------王拱辰 482 

PU-0115 Jinghua Weikang Capsule inhibits  

 adhes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to mouse  

 gastric mucosa ------------------------------------------ Yu Jing,Ye Hui,Huang Qiu-yue etc. 482 

PU-0116 肝硬化腹水并发自发性腹膜炎基因易感性的 Meta 分析 ----------------------------王拱辰 483 

PU-0117 肝脏健康管理新理念 ------------------------------------------------------------------------孙艾军 483 

PU-0118 海南省健康状态百岁老人动态随访队列的建立及死因的研究------------------ 栾哲,孙刚 484 

PU-0119 原发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病例分析 ----------------------------------------------- 马厉英,殷飞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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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20 海南省百岁老人队列的建立与长寿相关肠道宏基因组学研究-------------------------孙刚 485 

PU-0121 咀嚼口香糖对服用聚乙二醇电解质患者肠道准备的影响  ------ 黄晓曦,江雪梅,陈正义 486 

PU-0122 原发胆囊神经内分泌肿瘤病例分析 ----------------------------------------------- 马厉英,殷飞 486 

PU-0123 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干预措施疗效评价： 

 网状 Meta 分析 -------------------------------------------------------- 黄晓曦,成建斌,江雪梅等 487 

PU-0124 TLR4 拮抗剂 TAK-242 对小鼠实验性 

 结肠炎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 陈淑萍,熊慧芳,吴双等 487 

PU-0125 帕罗西汀联合拉莫三嗪治疗有精神症状  

 功能性消化不良对照研究 ----------------------------------------------------------- 邱清武,邱丕 488 

PU-0126 根据病因分类的急性胰腺炎临床特点及预后的观察性研究--------------------- 高岩,蓝宇 488 

PU-0127 大黄灌肠辅助治疗急性胰腺炎 22 例临床观察 ----------------------------------------葛丽辉 489 

PU-0128 小肠营养管置入术治疗胃大部切除术后胃瘫 12 例疗效观察 -----------------------葛丽辉 489 

PU-0129 CRH-R2 介导痛泻要方促 DSS 结肠炎小鼠黏膜修复机制 --------------- 龚姗姗,范一宏 489 

PU-0130 HMGB1/TLR4 信号通路在小鼠实验性 

 结肠炎中的作用及 EP 对其干预研究 -------------------------------- 陈丹,钟伟祥,张玉婷等 490 

PU-0131 Systemic chemotherapy in combination 

  with liver-directed therapy improves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and synchronous  

 liver metastases --------------------------- ouyang huaqiang,Ma Weidong,Zhang Ti etc. 491 

PU-0132 有消化系统表现的 32 例白塞病临床资料分析 ----------------------------------------都吉雅 491 

PU-0133 Advances in the role of IL-33/ST2  

 pathway in tumorigenesis and progression ------------ Hu Xia,Sun Xiaobin,Shan Jing 492 

PU-0134 结直肠癌中 SPOP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陈硕,陈幼祥,曽春艳 492 

PU-0135 ADAM17 蛋白与胃粘膜病变相关性的研究-------------------------------------- 谢莹萍,方念 493 

PU-0136 OE 结合放大内镜对胃肠上皮化生检测准确性研究 ------------------------ 王立梅,李延青 493 

PU-0137 黏膜下药物注射联合氩离子凝固术 

 治疗慢性放射性肠炎的有效性评估 ---------------------------------- 方诗琳,施先艳,赵秋等 494 

PU-0138 A genome-wide analysis of long  

 noncoding RNA profile identifies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s associated with Esophageal  

 cancer |  1 23 456-------------------------------liu wen jia,Yiyang Zhang ,Min Chen etc. 495 

PU-0139 肝硬化照顾者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 刘春,陈晓琴,何师茜等 495 

PU-0140 Predicting the Activity of Crohn’s Disease 

  in Chinese Patients Using 25-hydroxyvitamin D ------ Lin Sinan,Wang Ying,Li Li etc. 496 

PU-0141 胆管癌差异甲基化-差异表达基因筛选及通路分析 --------------------------------------关琳 496 

PU-0142 Knockdown of CCNO decreases 

 the tumorigenicity of gastric cancer  

 by inducing apoptosis ------------------------------- Li Lan,Cui  Dejun,Yang Daping etc. 497 

PU-0143 延续护理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万倩倩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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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44 Dysregulated Up-frameshift protein  

 1 Promotes Ulcerative Colitis Pathogenesis  

 Through the TNFR1-NF-κB/MAPKs  

 pathway------------------------------------------Zhu Huatuo,Lou Xinhe,Chen Wenguo etc. 498 

PU-0145 和胃理气方对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大鼠行为学影响--------- 王垂杰,周剑杰 499 

PU-0146 慢性胃炎过度诊断情况及其对患者的影响 ----------------------------------- 袁文杰,李长青 499 

PU-0147 和胃理气方对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 

 不良模型大鼠胃肠动力学影响 -------------------------------------------------- 王垂杰,周剑杰 500 

PU-0148 和胃理气方对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 

 大鼠肠黏膜组织 VIP 及其受体 VPAC1 影响 --------------------------------- 王垂杰,周剑杰 500 

PU-0149 双歧杆菌灌胃对结肠高敏感大鼠中枢 NMDA 

 受体亚基的作用研究 ------------------------------------------------------- 王昕,张巍方,王琨等 501 

PU-0150 和胃理气方对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 

 不良模型大鼠肠黏膜组织 CGRP 及其受体 RAMP1 影响 ---------------- 王垂杰,周剑杰 501 

PU-0151 肝动脉栓塞化疗治疗肝癌的护理 ----------------------------------------------- 李新庆,张春华 502 

PU-0152 Clin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Isolated  

 Colonic Crohn’s Disease -------------------------------- Lin Sinan,Qiu Yun,Feng Rui etc. 502 

PU-0153 非酒精性脂肪胰疾病的研究进展 综述 --------------------------------------------------袁贝贝 503 

PU-0154 急性胰腺炎严重性与缺血修饰白蛋白水平相关性临床研究--------------- 朱慧云,任洪波 503 

PU-0155 217 例伴肠胃反流的慢性胃炎临床分析 ------------------------------------------------李樱佳 504 

PU-0156 杭州地区克罗恩病患者肠道菌群相关性分析 ---------------------------- 吕文,徐静,王晖等 504 

PU-0157 低分子量肝素抗胃癌细胞增殖及机制研究 ------------------------------- 张靖,李伟,王东旭 505 

PU-0158 诱导多能干细胞分化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 

 分泌的 TSG6 通过 CD44 促进 TNBS 诱导 

 的小鼠肠炎的黏膜修复 ------------------------------------------------- 杨洪生,冯瑞,张盛洪等 505 

PU-0159 胃镜检出反流性食管炎 1016 例临床分析 -------------------------------- 张靖,李伟,王东旭 506 

PU-0160 磁化传递成像对克罗恩病肠壁炎症和纤维化的诊断价值 ------- 李雪华,方壮念,毛仁等 506 

PU-0161 XPO1 新型抑制剂 KPT-330 对人胰腺癌 

 细胞株 MIA Paca-2 增殖和 凋亡的影响 -------------------------------------- 李苑华,黄娴娴 507 

PU-0162 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特征分析 ---------------------------------------- 邱云,李玉斐,陈白莉等 508 

PU-0163 Ability of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o Characterize Bowel  

 Fibrosis Depends on Degree of Bowel  

 Inflammation----------------------------------------- Li Xuehua,Mao Ren,Huang Siyun etc. 508 

PU-0164 糖皮质激素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有效性分析 ---------------------- 邱云,李玉斐,陈白莉等 509 

PU-0165 DJ1 通过 P53 调控肠道上皮细胞凋亡 

 影响炎症性肠病发展 ------------------------------------------------------- 张洁,张虹,厉有名等 510 

PU-0166 A Novel Collagen Area Fraction Index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Bowel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 Li Xuehua,Fang Zhuangnian,Lin Jinjiang etc. 510 

PU-0167 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症状患者原因分析 ------------------------------- 赵珂佳,李蒙,马陈皋等 511 

PU-0168 免疫抑制性寡聚脱氧核苷酸对溃疡性结肠炎的影响 ------------------------------------孙鹏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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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69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ith Perfusion-related  

 Fraction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Detecting and  

 Grading Intestinal Fibrosis in Crohn’s  

 Disease ------------------------------- Zhang Mengchen,Li Xue-Hua,Huang Si-Yun  etc. 512 

PU-0170 335 例炎症性肠病的临床特点分析 ------------------------------- 练丽玲,王梦瑶,孟立娜等 513 

PU-0171 非酰基化 ghrelin 在小鼠急性肠炎中的作用研究 ------------------------ 谭江,李夏,从旭等 513 

PU-0172 PAI-1 对炎症性肠病内质网应激 

 的影响及相关信号通路的研究 ------------------------------------------- 吕文,王俊翔,王霞等 514 

PU-0173 磁化传递成像评估克罗恩病肠瘘发生风险的价值 ------------- 卢宝兰,林锦江,李雪华等 515 

PU-0174 中药炒白术对肠易激综合征小鼠 

 模型粪便代谢的影响 ------------------------------------------ 俞蕾敏,  赵珂佳  ,王爽爽 等 515 

PU-0175 内镜检查能否改善功能性消化不良症状？一项前瞻观察性研究----- 季锐,李岳,李延青 516 

PU-0176 腹腔结核性脓肿误诊为肝脓肿 1 例 ---------------------------------- 苏振华,魏新亮,魏思忱 516 

PU-0177 上消化道出血少见病因的临床特点及诊治分析 -------------------------------- 张艳艳,戴宁 516 

PU-0178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for Predicting Medical Therapy  

 effects in Crohn’s Disease ------------------------ Lu Baolan,Li Xuehua,Lin Jinjiang etc. 517 

PU-0179 肝硬化患者胃电起搏对其的治疗作用 -------------------------------------------- 孙琛明,吴杰 518 

PU-0180 HSF2 可能作为溃疡性结肠炎粘膜愈合的一个潜在的评价指标 --------- 牛俊坤,缪应雷 518 

PU-0181 微环境中 MDSCs 异常分化与肿瘤细胞 OXA 药物反应的关联及机制初探 -----朱振浩 519 

PU-0182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coactivator 1α maintains NAD+ bioavailability  

 protecting against steatohepatitis ------ Wan Xingyong,Zhu Xudong,Yu Chaohui etc. 520 

PU-0183 甲基转移酶 WHSC1 调控结肠癌发生与耐药性的研究 ---------------------------------王昱 520 

PU-0184 Prognostic signi cance of eukaryotic  

 initiation factor 4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 jiang xuemei 521 

PU-0185 Zic2 functions as an oncogene by activating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p-AKT  

 in colorectal cancer ---------------------------------Li Shuo,Zhang Guoxin,Zhu Hong etc. 522 

PU-0186 咀嚼口香糖对服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患者肠道准备的影响----------------------刘鹏 522 

PU-0187 CRH-R2 介导痛泻要方促 DSS  

 结肠炎小鼠黏膜修复机制的研究 ----------------------------------------------- 龚珊珊,范一宏 523 

PU-0188 PD-1 抑制剂对 TNBS 诱导肠炎小鼠肠道 

 菌群及肠屏障作用的初步研究 ------------------------------------- 徐豪明,聂玉强,周有连等 523 

PU-0189 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铁水平变化 ---------------------------------------- 顾燕萍,孙钦娟,钟岚 524 

PU-0190 原发性肝淀粉样变性 1 例 ----------------------------------------------------------- 刘阳成,代薇 524 

PU-0191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血小板与淋巴细胞 

 比值和红细胞分布宽度值在鉴别结直肠良恶性肿瘤中的价值-------- 高峰,陈万臣,张杰 525 

PU-0192 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分析及预测模型建立 ----------------------- 赵淑磊,贾如真 526 

PU-0193 非肥胖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脏及血管病变 

 的影像学特点分析 ------------------------------------------------------- 邵琮翔,叶俊钊,胡璇等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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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4 水交换用于结肠镜检查的 meta 分析 ----------------------------- 徐秀芳,倪栋琼,陆玉萍等 527 

PU-0195 DAAs 药物在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中的应用 -------------------------------------------张传辉 527 

PU-0196 circ5379-6 通过调节 PPARα 途径抑制 

 肝癌细胞生长及转移的研究 -------------------------------------------------------- 张馨月,张宁 528 

PU-0197 Exosomes in tumorigenesis, angiogenesis,  

 metastasis, and drug resistance in cancer ---------------------------------- ma donghong 528 

PU-0198 功能性便秘的生物反馈治疗及疗效评估 ----------------------------------------- 胡美,周婷婷 529 

PU-0199 维生素 K 对接受 TACE 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  

 血脱羧凝血酶原水平的影响 ------------------------------------------------- 向谦,陈霞,陈旭平 529 

PU-0200 基于 CRISPR/Cas9 敲除及激活人结肠癌 

 细胞 HSF2 基因并探究 HSF2 在黏膜损伤修复中的作用机制 ------------------------许琳 530 

PU-0201 溃疡性结肠炎血液高凝状态检测方法评估 -------------------------------------- 韩蕾,缪应雷 530 

PU-0202 Recent progress on the effects of non-cirrhotic  

 liver as a worse condition for the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 liu yan,Wu Hao,Wu Ling-Xiao etc. 531 

PU-0203 硫代乙酰胺构建肝硬化大鼠模型的研究 ---------------------------------------------------孙亮 532 

PU-0204 非肥胖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脏脂肪 

 沉积危险因素分析 ------------------------------------------------------- 邵琮翔,叶俊钊,胡璇等 533 

PU-0205 胃原发恶性黑色素瘤 1 例分享 ------------------------------------- 潘晓林,朱振华,熊一峰等 533 

PU-0206 低能量疗法（low energy therapy）治疗 

 急性胰腺炎 20 例临床分析 ----------------------------------------- 陈立冬,张连峰,孙国兴等 534 

PU-0207 实验性结肠炎小鼠结肠黏膜菌群的 

 变化及云母的调节作用 ---------------------------------------------- 张碧碧,王梦瑶,练丽玲等 535 

PU-0208 胃癌淋巴结转移风险预测模型建立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 李妍,金碧莹,左秀丽 535 

PU-0209 急、慢性酒精暴露对小鼠肝损伤的作用 ------------------------- 杨冰冰,胡纯秋,胡永迪等 536 

PU-0210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肠道真菌多样性分析 ------------------- 杨妙芳,黄泽鑫,杨钊等 536 

PU-0211 MPST 通过 PI3K-AKT 信号通路 

 抑制肠道上皮细胞凋亡影响炎症性肠病发展 ------------------------- 张洁,李檬,厉有名等 537 

PU-0212 基于血清代谢组学的非肥胖型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磷脂代谢特点初步分析 ---------------------- 邵琮翔,叶俊钊,胡璇等 538 

PU-0213 贲门失迟缓症经 POME 治疗后的护理体会 ---------------------------------- 王姣姣,王慕芸 538 

PU-0214 抗抑郁治疗对老年功能性消化不良疗效的影响 ---------------------------------------梁国栋 539 

PU-0215 难治性肝脓肿 1 例 ---------------------------------------- 魏新亮,难治性肝脓肿 1 例,史晓盟 539 

PU-0216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血清脂联素的表达意义 ---------------- 魏新亮,郭瑞雪,王卫卫 539 

PU-0217 ERCP 术取石与外科手术治疗胆总管结石的对比研究 ------- 周晓东,章圆圆,洪军波等 540 

PU-0218 AMA 阴性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1 例 ------------------------------ 张丽霞,卢莎莎,史晓东等 540 

PU-0219 幽门螺旋杆菌相关胃炎中 MMP-7 的分泌 

 对细菌定植及炎症程度的影响 ------------------------------------- 吕一品,滕永生,刘毓刚等 541 

PU-0220 在 CT 小肠造影中应用甘露醇与聚乙二醇 

 两种中性对比剂的成像效果评价研究 ------------------------------- 郑梦琪,左秀丽,季锐等 542 

PU-0221 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患者临床 

 不同治疗方案 10 年疗效评估 ----------------------------------------- 陈平,苏秉忠,丛春莉等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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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22 血浆置换在重度药物性肝损伤中应用的临床分析 ---------------------------------------刘卉 543 

PU-0223 慢性乙型肝炎口服抗病毒治疗后 HbeAg 

 血清学转换相关肠道菌群标志物的筛选 ---------------------------- 潘金水,秦磊,魏文军等 543 

PU-0224 胰腺假性囊肿及包裹性坏死的内镜引流的比较 ----------------------------------- 刘方,李闻 544 

PU-0225 心理干预对功能性便秘患者治疗效果的影响 ---------------------------------------------曹燕 545 

PU-0226 中老年患者的结直肠腺瘤与代谢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崔秀芳,赵君宁,苏菡 545 

PU-0227 AngⅡ、ACE2 和 Ang(1-7)在 TNBS 诱导的 

 实验性结肠炎小鼠中的变化及云母的保护作用研究 --------- 沈梦蝶,张碧碧 ,王梦瑶等 546 

PU-0228 服药依从性对幽门螺杆菌根除率的影响 ------------------------ 沈梦蝶, 李建勋,孟立娜等 546 

PU-0229 澳洲茄碱对人胃癌细胞株 MGC-803 增殖、凋亡的影响 --------------------- 蒋彬,李国庆 547 

PU-0230 潘氏细胞通过产乙酸共生菌 Alloprevotella 

 对高甘油三酯性急性胰腺炎中肠道损伤的 

 保护作用及其机制 ---------------------------------------------------- 郭悦承,刘丽燕,陆颖影等 548 

PU-0231 mHSF2 的原核表达载体构建、蛋白纯化及功能研究--------------------------------张爱芬 548 

PU-0232 MicroRNA145 对大鼠溃疡性结肠炎 

 多药耐药基因（MDR1a）的影响 ------------------------------------ 张英剑,张腊梅,王萍等 549 

PU-0233 益生菌联合多烯磷脂酰胆碱治疗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炎的临床疗效及相关机制的研究 ---------------------------- 甘洪颖,郑丹,李晖等 549 

PU-0234 Treg/Th17 在大鼠 NSAID 相关小肠损伤中的失衡表达 ------ 王梦瑶,练丽玲,孟立娜等 550 

PU-0235 隐匿性慢性乙肝患者肝组织 NTCP 表达 

 及其与慢性乙肝患者的比较 ---------------------------------------------- 王眭,亓文骞,徐严等 551 

PU-0236 内源性大麻素系统参与肠屏障功能恢复与治疗 IBS 的机制研究 -------- 陈飞雪,李延青 551 

PU-0237 Intra-Cavitary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a Novel Radiation-Free  

 Method to Detect Abscess Associated  

 Penetrating Disease in Crohn’s Disease ------ Chen Yujun,Mao Ren,Chen Baili etc. 552 

PU-0238 Nucleoside analogues improve the  

 short-term prognosis of HBV-related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but not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 Ye Chao,Li Wenyuan 553 

PU-0239 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促进肝癌细胞侵袭转移的机制研究 ---------- 程斌,熊思 553 

PU-0240 影响胃食管反流病相关因素分析 -------------------------------------------------- 赵屹,宋瑾官 554 

PU-0241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对克罗恩病肠道纤维化的诊断价值 ------- 黄丽,李雪华,李子平等 554 

PU-0242 无放大高清 i-scan 内镜对胃肠化和瘤变的诊断价值 ----------------------- 戚庆庆,李延青 555 

PU-0243 基于抗生素敏感性试验的不同抗生素 

 选择策略在幽门螺杆菌感染补救治疗中作用的研究 ------------- 李月月,刘静,纪超然等 555 

PU-0244 探讨超声内镜对肝硬化患者食管胃底曲张的早期诊断价值----- 王河,钟谷平,盛建文等 556 

PU-0245 内镜下圈套器法黏膜切除术治疗胃粘膜下肿瘤的疗效评价----------- 王河,盛建文,谢萍 556 

PU-0246 单腔镜下荷包缝合技术在结肠黏膜下剥离术中的应用 ------------- 王河,盛建文,谢萍等 557 

PU-0247 集束化护理策略在鼻胆管减压改良式固定时段的应用研究----------------------------何盈 557 

PU-0248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的疗效评价 ------------- 王河,盛建文,谢萍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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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49 番泻叶与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在 

 小儿结肠镜检查前肠道清洁中的效果比较 ---------------------------------------------赵俊红 558 

PU-0250 透明帽辅助胃镜在毕Ⅱ式胃大部 

 切除术后合并胆管疾病患者行 ERCP 术的临床应用------------- 王河,钟谷平,盛建文等 558 

PU-0251 冷圈套与热圈套（EMR）切除结直肠小息肉的病例对照研究 ------- 王妍,李欣,张蕾等 559 

PU-0252 SDF-1/CXCR4 通过诱导胰腺癌上皮 

 间质转化促进肿瘤迁移侵袭 ---------------------------------------- 李若梦,邹金茂,李雅晴等 559 

PU-0253 成功应用单气囊小肠镜治疗山楂石所致小肠梗阻 ------------------- 刘冠群,马田,左秀丽 560 

PU-0254 反流症状量表和反流性疾病问卷在 

 胃食管反流相关慢性咳嗽中的诊断价值 ------------------------------------------------张秋瓒 560 

PU-0255 肝硬化合并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临床分析 ----------------------------- 宋瑾官,赵屹 561 

PU-0256 新型抑酸药 vonoprazan 在 ESD 

 术后溃疡愈合中的作用：一项荟萃分析 ---------------------------- 丰丙程,张岩,李理想等 561 

PU-0257 结直肠癌术后患者的内镜随访结果分析 ---------------------------------- 杨静,吴杰,宁守斌 562 

PU-0258 角蛋白 1 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作用 ---------------------------------- 董向前,牛俊坤,孙杨等 563 

PU-0259 黄芪甲苷对氯吡格雷所致胃黏膜损伤大鼠 

 VEGF 和 P-VEGFR2 表达的影响 ------------------------------------------------- 张静,王艳荣 563 

PU-0260 粪菌移植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 FUT-8 表达的影响----------------------- 谢隆科,刘建强 564 

PU-0261 ERCP 人群特点及疾病趋势的初步研究 ---------------------------- 周海斌,杨建锋,张筱凤 564 

PU-0262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血清胆固醇 

 水平在熊去氧胆酸应答评估中的作用的初步研究 ------------- 胡智超,凡小丽,文茂瑶等 565 

PU-0263 长链非编码 RNA DANCR 调控胆管 

 癌细胞增殖和转移的机制研究 ------------------------------------------- 王妮,于洋,章明炯等 565 

PU-0264 一项关于冷圈套与热圈套息肉切除术的有效性 

 的系统综述与 meta 分析 -------------------------------------------- 曲俊彦,鉴海旭,李理想等 566 

PU-0265 Obstructive jaundice due to an  

 unusual embolism after ERCP: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ang Shuling,Bai Yu,Li Zhaoshen 566 

PU-0266 抗凝患者结直肠小息肉的冷圈套切除术与传统切除术比较的前瞻性研究 ----------叶舟 567 

PU-0267 贵州省贵阳市部分医院患者胃黏膜病变 

 与幽门螺杆菌感染及其毒力基因型相关性分析 ---------------------- 胡越,陈峥宏,陈晓琴 568 

PU-0268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gastric mucosal  

 lesions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its virulence genotype in some hospitals of 

  Guiyang, Guizhou ------------------------------Hu Yue,Chen Zheng-hong,Chen Xiao-qin 568 

PU-0269 抗生素敏感性试验指导的个体化 

 三联方案与经验性铋剂四联方案  

 对幽门螺杆菌感染初次治疗的作用 ---------------------------------- 刘静,纪超然,李月月等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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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70 Long intergenic non-coding RNA  

 00152 affects cholangiocarcinoma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via interacting  

 with EZH2 and repressing LRIG1  

 expression ----------------------------------------- Wang Ni,Yu Yang,Zhang Mingjiong etc. 570 

PU-0271 TIMP-4 悬液微珠芯片在胃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 刘健,周丽雅,林三仁等 571 

PU-0272 TIMP-4 作为胃癌诊断候选生物标志物的临床研究 --------------- 刘健,周丽雅,林三仁等 571 

PU-0273 消化内科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心理护理 ---------------------------------------------------乔丹 572 

PU-0274 纤维蛋白原，一种新的表浅食管癌内镜黏膜下 

 剥离术后并发狭窄的危险因素 ----------------------------------------------------- 朱微,叶丽萍 573 

PU-0275 超声内镜对胰腺占位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 熊慧芳,陈幼祥,刘志坚等 573 

PU-0276 急性胰腺炎后胰腺内外分泌功能的随访研究 ------------------------------------------喻冰君 574 

PU-0277 全基因组组蛋白 H3K27 乙酰化谱改变 

 在慢性小鼠肠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 陈梦,叶梅 574 

PU-0278 幽门螺杆菌与反流性食管炎的关系研究 ----------------------------------------- 王璐,孙剑经 575 

PU-0279 内镜超声引导下胃开窗术在胰周 

 积液引流中的初步临床经验 ---------------------------------------- 贺德志,王小彤,刘冰熔等 576 

PU-0280 miR-149-3p 在结直肠癌化疗敏感性 

 及糖代谢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 梁钰,候利丹,祝丹希等 576 

PU-0281 全基因组组蛋白 H3K27 乙酰化谱改变 

 在慢性小鼠肠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 陈梦,叶梅 577 

PU-0282 结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预后因素 

 —一项基于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SEER） 

 数据库的回顾性分析 -------------------------------------------------------------- 邹金茂,黄开红 578 

PU-0283 瑞戈非尼与 PD-1/PD-L1 抑制剂联合用药 

 抑制人肝癌细胞的增殖 ---------------------------------------------- 余柑祥,王坤元,古诚鑫等 578 

PU-0284 细胞核受体 Nur77 调控人肝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 ------------- 古诚鑫,王坤元,余柑祥等 579 

PU-0285 叶酸及维生素 B12 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关性的 meta 分析 ----------------唐瑾 579 

PU-0286 The effect of CX3CL1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by Regulating JAK2  

 Signaling Pathway ---------------------------------------------------- Shi Xiaobin,Huang Liya 580 

PU-0287 Endocuff 辅助结肠镜对腺瘤检出率的影响 

 ——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 ---------------------------------------- 鉴海旭,丰丙程,张岩等 581 

PU-0288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血浆中人肝细胞表达因子 

 CCL-16 表达水平相关研究 ------------------------------------------------------ 宋香谆,齐玲芝 581 

PU-0289 肠上皮下肌成纤维细胞与肠型胃癌关系研究 ------------------------- 翟真真,王乐,左秀丽 582 

PU-0290 has_circ_0000234 通过 miR-142-3p 调节 

 VAMP3 的表达参与胃癌的发生 --------------------------------------------------- 彭磊,张国新 582 

PU-0291 人胎盘来源的 MSCs 与壳聚糖-IGF-1C 

 水凝胶共移植通过分泌 PGE2 改善 TNBS 诱导的结肠炎 --------------------------刘元媛 583 

PU-0292 实验性结肠炎小鼠 Th17/Treg 平衡变化 

 及云母保护作用研究 ------------------------------------------------- 张碧碧,王梦瑶,沈梦蝶等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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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93 BDNF 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内脏高敏感发生的机制研究------------------------ 王鹏,李延青 584 

PU-0294 贲门失弛缓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一项网络荟萃分析----------------- 彭磊,张国新 584 

PU-0295 以便血为首发表现的回盲部神经鞘瘤 1 例 ---------------------------- 翟真真,王乐,左秀丽 585 

PU-0296 CACClnc-RAD51 promotes  

 chemoresistance via regulating DNA  

 repair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 Ma Dan,Cao Yingying,Guo Fangfang etc. 586 

PU-0297 Ang(1-7)对大鼠 NSAID 相关小肠损伤保护作用的研究 ------ 王梦瑶,沈梦蝶,孟立娜等 586 

PU-0298 可控性肠道准备在下消化道出血患者中的应用价值观察 ---------- 郭严,张艳梅,陈东风 587 

PU-0299 视神经脊髓炎引起顽固性恶心呕吐一例 ------------------------------- 张岩,寇冠军,李怡等 588 

PU-0300 SNP rs1317082 突变可增加长非编码 

 RNA CCSlnc362 与 miR-4658 结合位点 

 以降低大肠癌易感性 ---------------------------------------------------- 洪洁,沈超琴,严婷婷等 588 

PU-0301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s in patients  

 with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 Li Na,Kang Qian,Yang Lang etc. 589 

PU-0302 间断腹痛，发现结肠溃疡伴狭窄 1 例 ---------------------------- 刘心怡,张媛媛,张国艳等 590 

PU-0303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 genes and the  

 core genes of the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 Deng Huan,Dong Weiguo 590 

PU-0304 A novel method to detect early colorectal 

  cancer based on chromosome copy number  

 variation in plasma --------------------------- Xu Junfeng,Kang Qian,Pan Yuanming etc. 591 

PU-0305 双隧道经口内镜下食管括约肌切开术（POEM）： 

 一项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 ----------------------------------------------------------- 彭磊,张国新 591 

PU-0306 艾司奥美拉唑镁联合生活方式干预 

 治疗反流性食管炎复发症状疗效观察 ---------------------------------------------------罗国彪 592 

PU-0307 Increased risk of adverse events associated  

 with bevacizumab in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a meta-analysis -------------------------------------------------- He Pengzhan,Dong Weiguo 592 

PU-0308 Discrepancy between pre-treatment  

 biopsy and endoscopic resection in gastric  

 low grade dysplasia------------------------------------- yang lang,Jin Peng,Wang Xin etc. 593 

PU-0309 丁酸通过下调 HMGB1 抑制高糖诱导下 

 NCM460 细胞的异常增殖 ------------------------------------------ 陈其奎,王思仪,黎洁瑶等 593 

PU-0310 EZH2 regulates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by  

 direct effect on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plays  

 a potential role in necroptosis ------------------------------------- Lou Xinhe,Xu Guoqiang 594 

PU-0311 肠道菌群和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相关性的研究 ------------- 陆晓娟,康倩,金鹏等 594 

PU-0312 C57BL/6J 小鼠通过 AOM 或 AOM 联合 

 DSS 建立结肠癌诱导模型的方法研究 --------------------------- 陈其奎,田旷怡,曾一文等 595 

PU-0313 不同直径结直肠早癌及癌前病变 ESD 术的对比分析 ------------ 苏惠,王海红,刘丽丽等 595 

PU-0314 大肠息肉内镜切除术后迟发性出血的原因及对策 -------------------------- 王许佳,陆秋香 596 

PU-0315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评分结合 C 

 反应蛋白对儿童急性胰腺炎病情判断的价值 ------------------------- 郑伟,龙高,张琳倩等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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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16 内镜下治疗消化道异物 313 例探讨 ---------------------------------- 赵晓军,李娜,李爱琴等 597 

PU-0317 国内外消化内镜护士培养与使用现状 ----------------------------------------- 王许佳,陆秋香 597 

PU-0318 三种食管 ESD 方式在内镜医师 

 动物模型培训中的效果对比研究 ---------------------------------------- 金鹏,何玉琦,杨浪等 598 

PU-0319 Butyrate ameliorated-NLRC3 protects the intestinal  

 barrier in a GPR43-dependent manner ---------------- Yu Tao,Cheng Di,Xu JiHao etc. 598 

PU-0320 四川川南地区幽门螺杆菌耐药性及 

 克拉霉素耐药相关 23S rRNA 基因突变位点分析 ---------------- 李昌平,周义,钟晓琳等 599 

PU-0321 肝硬化患者骨代谢相关生化指标与骨密度的临床观察 ----------------------- 赵欢,尤丽英 599 

PU-0322 秘鲁酸浆低聚糖提取物抑制炎症性肠病 ------------------------------- 王德智,康倩,盛剑秋 600 

PU-0323 350 例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特征分析 ------------------------------------- 李健,刘博伟,肖伟等 601 

PU-0324 piR-823 combines EIF3B and actives  

 hepatic stellate cells via TGF -β1 in liver  

 fibrogenesis---------------------------------------- Tang Xuechan,Xie Xiaoli,Wang Xin etc. 601 

PU-0325 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临床病理相关性分析 ---------------------------------------------张红霞 602 

PU-0326 167 例胃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内镜表现 

 及病理特征回顾性分析 ---------------------------------------------------- 苏惠,李娜,王海红等 602 

PU-0327 克罗恩病、原发性肠道淋巴瘤、肠结核临床特点分析 ---------- 贾燕,潘元明,王继恒等 603 

PU-0328 Variant of SNP rs1317082 at CCSlnc362 creates  

 a binding site for miR-4658 and diminishes the  

 susceptibility to CRC ------------------ Shen Chaoqin,Yan Tingting,Fang Jingyuan etc. 603 

PU-0329 miR-204-5p 在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 

 患者结肠粘膜中的表达及其调控机制的研究 ----------------------------------- 隆鑫,李延青 604 

PU-0330 茵陈蒿汤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保护作用 ----------------------------------- 付亚坤,穆标 605 

PU-0331 脊柱结核病人中胃肠道症状较脊柱 

 退行性变患者更为常见 ------------------------------------------------- 陈其奎,吴挺丰,于涛等 605 

PU-0332 中和 IL-17A 活性改善 EMT 机制引起的肠纤维化 ------------------------------------宋佳佳 606 

PU-0333 地衣芽孢杆菌对小鼠肠道菌群的调控机制研究 -------------------------------- 于宇,李延青 606 

PU-0334 The Therapeutic Role of IL-23 RNA  

 Interference in Experimental Colitis ------------------------ Ren Yutang,Lin Xin,Jiang Bo 607 

PU-0335 蛋白印迹法检测 IBS-D 患者粪便 

 具核梭杆菌特异性 IgA 抗体水平 ---------------------------------------- 宋立锦,顾湘,李铭等 607 

PU-0336 miR-204-5p 在结肠炎后小鼠中的表达 

 及其调控内脏高敏感发生的机制研究 -------------------------------------------- 隆鑫,李延青 608 

PU-0337 HDAC9 可作为胃癌靶向分子成像的标志物 ------------------------------------ 熊凯,丁士刚 608 

PU-0338 三种治疗方案在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中根除率的对比研究--------------------- 樊程,朱莉 609 

PU-0339 酪酸梭菌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引起肠道菌群改变的研究------------ 孙义远,李延青 610 

PU-0340 通过宏基因组测序探究酪酸梭菌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 孙义远,李延青 610 

PU-0341 GDNF 通过激活肠嗜铬细胞释放 5-HT 调节内脏高敏感的研究 ------------ 林琳,李延青 611 

PU-0342 Mucosa microbial dysbiosis in  

 correlation with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 Li Ruifeng,Lu Yanxian,Lai Xiaorong etc.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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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43 Diabetes mellitus increases the risk of  

 enteric infections: a meta-analysis ------------- Yu Tao,Yao MengJing,Li  JieYao etc. 612 

PU-0344 Operativ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tumors:  

 a population based retrospective study. ----Zheng Wenfang,Hu Weiling,Hu Mengjia 612 

PU-0345 普芦卡必利与小麦维素颗粒联合治疗老年人功能性便秘 ---------------------------张长青 613 

PU-0346 白介素 17A 加重 DSS 诱导的结肠炎， 

 但是减轻 oxazolone 诱导的结肠炎 ------------------------------------- 王德智,康倩,陈茜等 613 

PU-0347 谷氨酰胺联合异甘草酸镁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研究-------------------------张长青 614 

PU-0348 超声内镜在胃黏膜下肿瘤诊断中的局限性 ---------------------------- 朱兰平,陈鑫,王邦茂 614 

PU-0349 高盐饮食减轻白介素 10 敲除小鼠的结肠炎 ----------------------- 王德智,康倩,陈琳晓等 615 

PU-0350  SPOP 通过 Hh/Gli 信号通路影响 

 胃癌发生发展的机制研究 ------------------------------------------- 曾春艳,罗时文,吕农华等 616 

PU-0351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结合 DNA 倍体分析对胃癌诊断价值研究 ------------- 熊利芬,李蜀豫 616 

PU-0352 Sox9 transcriptionally regulates 

 Wnt signaling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stem cells in hypomethylated crypts  

 in the diabetic state ----------------------------------- Yu Tao,Huang CanZe,Li JieYao etc. 616 

PU-0353 ZHX2 转录水平抑制 HBV 活性的分子机制研究 --------------- 徐蕾琪,马春红,梁晓红等 617 

PU-0354 Certain dietary habits contribute to the  

 functional dyspepsia in south China region  --------Yu Tao,Xu JiHao,Wang SiYi etc. 618 

PU-0355 普通与无痛胃镜套扎治疗急性食管 

 静脉曲张性出血的应用比较 ---------------------------------------------- 沈文拥,杨丹,唐静等 618 

PU-0356 G-POEM 治疗胃流出道梗阻的临床应用探讨 ------------------------ 刘爱民,杨丹,唐静等 619 

PU-0357 血栓弹力图在大肠腺瘤内镜切除 

 术后出血患者治疗中的价值 ---------------------------------------------- 唐静,余俊红,薛琰等 619 

PU-0358 SPOP 在人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 

 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 曾春艳,罗时文,吕农华等 620 

PU-0359 基于人工智能的结肠镜质控研究 ------------------------------------- 宿静然,李真,刘冠群等 620 

PU-0360 消化道溃疡的心理动力学分析 ---------------------------------------------------------------刘媛 621 

PU-0361 胃食管反流病量表微信自测效能研究 ---------------------------- 宿静然,李竹青,左秀丽等 621 

PU-0362 DSS 肠炎小鼠模型揭示 OX40L 与炎症关系----------------------- 王楷若,金碧莹,李铭等 622 

PU-0363 幽门螺杆菌毒力因子 CagA 对胃上皮细胞 

 表型及转录组学的影响 ------------------------------------------------- 殷稳柱,赵汝霖,王乐等 622 

PU-0364 OPN inhibits autophagy and accelerates  

 lipid accumulation i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 Tang Min,Yang Changqing,Li Jing 623 

PU-0365 小肠细菌过生长与糖尿病胰岛功能的相关性 ----------------------------------- 闫丽辉,穆标 624 

PU-0366 MicroRNAs 作为结直肠癌诊断性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张晓红,南琼 624 

PU-0367 1 例首发胃肠表现的淀粉样变性 

 并发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的护理 ---------------------------------- 刘梅红,林征,丁霞芬等 625 

PU-0368 结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的饮食护理措施研究 ---------------------------------------------臧玲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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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9 两种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大鼠模型效果对比分析 ---------------------------------------贺星 626 

PU-0370 品管圈活动对提高肠镜检查患者肠道准备合格率的应用分析----------------------祝三秀 626 

PU-0371  PTPN22.6 mRNA expression was increased 

  in active disease and may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of Crohn's disease -------------Chen Zhitao,Zhang Heng,Liao Yushen etc. 627 

PU-0372 Eradication of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East Asian:  

 Meta-analysis ------------------------------------------ lu shuyuan,Zhang Wei,Rao Huiying 627 

PU-0373 小肠细菌过度生长与腹部手术关系研究 ------------------------------------------------刘新尧 628 

PU-0374 益生菌通过肠胶质细胞调节肠上皮屏障的机制研究 -------------------------- 林琳,李延青 628 

PU-0375 Th9 细胞在肝脏储备功能不同的乙肝肝硬化患者的表达变化 ------------ 赵彩红,王丽华 629 

PU-0376 多病灶肝癌的基因组异质性和克隆演变 ------------------------------- 许丽霞,黄曼玲,彭穗 629 

PU-0377 具核梭杆菌加剧母婴分离大鼠内脏高敏感的相关机制研究-------- 顾湘,宋立锦,李铭等 630 

PU-0378 柚柑通过上调脂肪酸氧化以及降低炎症 

 反应缓解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 冯泽民,高建国,李春晓等 631 

PU-0379 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小切开联合气囊扩张术 

 在治疗 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合并胆总管结石中的临床应用 -----------------------杜志强 631 

PU-0380 Research progress of nonalcoholic fat pancreas ----------------------------- yuan beibei 632 

PU-0381 BCAA 通过激活 mTOR/4E-BP1 和 Akt 

 促进肝切除小鼠肝脏蛋白合成及肝再生 ------------------------------- 迟毓婧,吴哲,李玫等 633 

PU-0382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对溃疡性结肠炎炎症程度分级的研究------------------ 郭婧,李延青 633 

PU-0383 Runt-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2  

 (Runx2) inhibits apoptosis of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in Crohn’s disease ------------------------------------------------ Zhao Juan 634 

PU-0384 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联合多烯磷脂酰胆碱治疗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疗效观察 ---------------------------------------------------------王少鑫 635 

PU-0385 内镜下结肠息肉治疗术后迟发性出血危险因素分析 ---------------------------------闫志辉 635 

PU-0386 miRNA-30e 通过下调 Dll4 表达来调节 

 糖尿病小鼠中小肠上皮细胞的异常分化 ---------------------------- 陈其奎,赖宇,黎洁瑶等 636 

PU-0387 敲除 linc-UFC1 在结直肠癌中抑制细胞 

 增殖并诱导细胞的凋亡 ------------------------------------------------- 陈其奎,黎洁瑶,赖宇等 636 

PU-0388 慢性胃炎患者胃内菌群的培养与可疑致病菌的分选 ------------- 刘金哲,薛艳,周丽雅等 637 

PU-0389 RAN 促进肝细胞肝癌发生发展的机制研究 --------------------------------------------沈钟一 637 

PU-0390 单气囊小肠镜诊断隐源性多灶性溃疡性狭窄性小肠炎一例----- 孙艺宁,马田,左秀丽等 638 

PU-0391 磷酸化应激诱导蛋白 1 介导不全射频消融后肝癌转移 ------------- 许丽霞,汤咪咪,彭穗 638 

PU-0392 ESD 与 EMR 对早期胃癌的疗效研究 ---------------------------------------------------鲍璐璐 639 

PU-0393 益生菌大肠杆菌 Nissle 1917 对健康小鼠肠道菌群的影响 --------------- 李理想,李延青 640 

PU-0394 食管颗粒细胞瘤 1 例并国内文献复习 ------------------------------- 云晓静,白玉焕,计蓓等 640 

PU-0395 老年人十二指肠憩室出血的诊治体会 ----------------------------------------- 李大欢,许良璧 641 

PU-0396 微血管侵犯是指导中期复发性肝癌选择 

 索拉菲尼联合经动脉化疗栓塞治疗的标志物 ------------------------- 朱万杰,汤咪咪,彭穗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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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97 Netrin-1 Promotes Liver Cancer Cell Collective  

 Invasion in a 3D Cell Culture Model --------------- Han Ping,Li  Dongxiao,Lei Yu etc. 642 

PU-0398 多灶肝癌肝内转移的相关分子特征 ------------------------------------- 黄曼玲,汤咪咪,彭穗 642 

PU-0399 瑞巴派特通过 β-catenin 的积聚促进 

 阿司匹林诱发的小肠黏膜损伤的修复 ------------------------------- 陈其奎,赖宇,黎洁瑶等 643 

PU-0400 利用单病种数据库分析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特点和发病因素-------------------------罗明武 643 

PU-0401 血清学标志物预测溃疡性结肠炎 

 患者内镜下活动度的相关研究 ------------------------------------------- 杨敬泽,张岩,李延青 644 

PU-0402 MiR-429 调控 Occludin 在糖尿病小鼠 

 肠屏障功能障碍中的作用及其机理研究 ---------------------------- 陈其奎,程帝,黎洁瑶等 644 

PU-0403 光学增强内镜诊断胃粘膜上皮内瘤变的可行性研究 ---------------- 顾湘,季锐,于岩波等 645 

PU-0404 抗氧化剂对幽门螺杆菌根除的影响： 

 一项系统综述合并荟萃分析 ------------------------------------------- 欧阳耀斌,胡奕,祝荫等 646 

PU-0405 全凭放射影像引导结肠支架植入术治疗 

 恶性结肠梗阻的临床实践与思考 ---------------------------------------- 孙昱,季尚玮,荆涛等 646 

PU-0406 多学科协作护理 1 例胆囊胃瘘并发 

 感染性休克行 OTSC 缝合术患者  ----------------------------------- 刘梅红,林征,丁霞芬等 647 

PU-0407 Relationships of capsule endoscopy  

 Lewis score with clinical disease activity  

 indices, C-reactive protein and small bowel  

 transit time in pediatric and adult patients with  

 small bowel Crohn’s disease ---------- He Chengcheng,Zhang Jie,Chen Zhenyu etc. 648 

PU-0408 IBS-D 患者肠胶质细胞调控肠粘液屏障改变的机制探讨 ----------- 李冰,于岩波,左秀丽 648 

PU-0409 一例误诊为异位胰腺的胃部肿物 ------------------------------------------------------------吕霞 649 

PU-0410 SCFA 通过下调结肠癌中 miR-125b-5p 

 表达发挥抗肿瘤效应的机制研究 ------------------------------------- 李林静,侯利丹,黄欣等 650 

PU-0411 西藏高原地区消化性溃疡发病特征的单中心研究 -------------------------------- 曹柳,李康 650 

PU-0412 一例重度全结肠溃疡性结肠病例汇报及 

 裸鼠结肠转输粪便 CD45RBhigh CD4+ T 细胞分析 ------------- 崔潇,周如琛,左秀丽等 651 

PU-0413 液体复苏对急性胰腺炎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者的影响-------- 李蕾,刘黎黎,罗添成 651 

PU-0414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治疗贲门失弛缓症 10 例疗效及随访 -----------李佳玲 652 

PU-0415 超声内镜引导下腹腔神经丛阻滞术治疗胰腺癌疼痛不同术式间的疗效对比 -------时光 652 

PU-0416 维生素 D3 防治 DSS 诱导的慢性结肠炎的疗效及作用机制研究 ---------------------常冰 653 

PU-0417 关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粪便悬浮液影响裸鼠 

 胸腺外免疫产生类结肠炎症状的相关研究 ---------------------------- 周如琛,崔潇,李铭等 654 

PU-0418 胃黏膜不同组织病理学状态及不同幽门螺杆菌 

 感染状态下胃内菌群的特征分析 ---------------------------------------- 马田,左秀丽,李延青 654 

PU-0419 2 型自身免疫性胰腺炎（AIP）与 1 型 AIP 的临床差异 --------------------------------雅敏 655 

PU-0420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 TIPS 术后肝脏体积的变化 --------------------------- 陈伟庆,敖飞 656 

PU-0421 Synergistic action of Argon Plasma Coagulation 

  (APC) on esophageal varices --------- LV XIA,Takahashi Hiroshi ,Gomi Kuniyo  etc. 656 

PU-0422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易感基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分析 ------- 孙晓娅,王立群,贺志强等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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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23 还原型谷胱甘肽联合复方甘草酸苷 治疗药物性肝损伤疗效评价 --------------------林红 658 

PU-0424 pkm2 基因沉默对大肠癌 ls-147t 和 sw 620 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敖然 658 

PU-0425 HBx 通过 MPTP 诱导肝细胞炎症损伤机制的研究 ------------ 谢文辉,蔡得恩,凌利容等 658 

PU-0426 不同胃疾病来源幽门螺杆菌菌株 vacAi 分布频 率及其意义 -----------------------陈莫耶 659 

PU-0427 定量比较饮食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 

 小鼠模型并鉴定出具有稳定进行性肝纤维化的模型 ---------------- 汤咪咪,许丽霞,彭穗 660 

PU-0428 Endoscopic Resection Via Antral  

 Submucosal Tunneling (ERAST) for  

 Safe En Bloc Removal of Subepithelial  

 Tumors in the Duodenal Bulb --------------- Huang Junsheng,Luo Xiaobei,Li Yue etc. 660 

PU-0429 3D 打印技术用于实时测定离体肠上皮黏液 

 层厚度的新型夹片装置的设计 ---------------------------------------------- 姜煜东,徐言,宋军 661 

PU-0430 一项关于高清白光胃镜检查前西甲 

 硅油最适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 ---------------------------------------- 丰丙程,张明明,季锐等 662 

PU-0431 抑制 NF-Kappa B 活性加重小鼠 APAP 急性肝损伤 ------------------- 范圆圆,陈熙,丁雯 663 

PU-0432 幽门螺杆菌分泌蛋白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特性的影响 ------- 施慧英,孟令君,樊梦科等 663 

PU-0433 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性肠炎临床 

 病理特征分析及与炎症性肠病鉴别 ------------------------------------- 刘蓉蓓,姜支农,曹倩 664 

PU-0434 母体产前应激诱导子代小鼠肠道低度炎症及肠道发育不良----------- 孙悦,李璐,姜葵等 664 

PU-0435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儿童生长发育迟缓之间 

 的相关性：Meta 分析 -------------------------------------------------- 魏舒纯,彭磊,党旖旎等 665 

PU-0436 The Microbiota Regulates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 Shi Huiying,Meng Lingjun,Fan  Mengke etc. 665 

PU-0437 基于肛管 MRI检查的克罗恩病无症状肛瘘  

 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 蒋晓东,张敏,苏明丽等 666 

PU-0438 N-linked glycosylation of CREBH improves  

 lipid metabolism and attenuates inflammation  

 in NAFLD by regulating SCD-1 and 

  MCP-1 ------------------------------------- Zhang Ning, ZHANG  Jun-li,LIU  Bei-bei etc. 667 

PU-0439 肠道微生态改变与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病发病风险关系的 Meta 分析 ----------------------------------- 李福曦,叶俊钊,邵琮翔等 667 

PU-0440 阿拉坦五味丸联合 PPI治疗 HP 阳性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临床观察 ------ 郎轶萱,孙远杰 668 

PU-0441 Prenatal maternal stress induced  

 intestinal low grade inflammation and  

 impaired intestinal development of offspring mice ----- Sun Yue,Li Lu,Jiang Kui etc. 668 

PU-0442 降低服药信念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症状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茜,贺国斌 669 

PU-0443 NF-κB 信号通路对胰腺导管黏膜 

 屏障损伤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苏州,龚雅慧,邓德海等 669 

PU-0444 慢性低背痛和背痛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症状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 王志惠,贺国斌 670 

PU-0445 生物钟基因和炎症相互作用共同参与炎症性肠病发病 ------------- 刘晓晶,于然,邹开芳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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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46 Microbiota diversity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is associated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 Wu Yaxin,Fu Xiangsheng 671 

PU-0447 以腹痛、巨脾为主要表现的原发性脾血管肉瘤一例 ---------- 郑梦琪,于岩波,张明明等 672 

PU-0448 BMP9 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发生发展的影响 ----------------------------- 刘贝贝,徐可树 672 

PU-0449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焦虑、抑郁水平与伴随的心身问题 ----------------------- 刘通,左秀丽 673 

PU-0450 水胶体敷料在治疗慢性肝病患者长期输液引起静脉炎的护理疗效观察 ----------胡玉媛 673 

PU-0451 肠道炎症加重高脂饮食小鼠肝脏损伤： 

 聚焦肠血管屏障功能在 NASH 中作用 --------------------------------- 成纯伟,谭君,张磊等 674 

PU-0452 EGLN3 upregulates MAPK signaling pathway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s via ERK  ------------------------------------------- LI CHUSHU 674 

PU-0453 不同浓度西甲硅油溶液对结肠镜镜头清洁作用的研究 ------------- 宋彦,王璞,刘晓岗等 675 

PU-0454 非转移性食管鳞癌中 SPOP 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唐晓禹,郭婷,谭玉勇等 676 

PU-0455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of TEAD2 by 

  Wnt signaling enhances stem-like traits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 Wang Tao,Wang Bin,Chen Dongfeng 676 

PU-0456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易感基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分析 ------- 孙晓娅,贺志强,王立群等 677 

PU-0457 沙利度胺治疗 6 例成人难治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王彤钰,牟丹,左秀丽 677 

PU-0458 杏仁核代谢性谷氨酸受体第五亚型（mGluR5）参与慢性胃食管反流病模型的作用机制

研究 赵艳,蔡国洪,任牡丹等 --------------------------------------------------------------------------678 

PU-0459 埃索美拉唑单用与埃索美拉唑+氟哌噻吨美利 

 曲辛联用治疗糜烂性胃炎(伴有负面情绪)的对比研究 ------------------------ 张禹,薛玲珑 678 

PU-0460 循证护理用于原发性肝癌晚期患者临终关怀的效果研究 ------------------------------胡帆 679 

PU-0461 VIRUSES IN HUMAN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HOMEOSTASIS AND DISEASE ------------------------------------------------------- Li Jiaqi 679 

PU-0462 单气囊小肠镜在诊治小肠狭窄方面的应用价值 ---------------------- 王君珂,马田,左秀丽 680 

PU-0463 MUSE™胃底折叠术系统治疗胃食管反流 

 病规范化护理流程的建立 ---------------------------------------------- 王潇潇,赵会君,艾洁等 681 

PU-0464 MiR-885-5p Negatively Regulates  

 Warburg Effect by Silencing Hexokinase  

 2 in Liver Cancer --------------------------------------------- Xu Fei,Zhao Qiu,He Xing-xing 682 

PU-0465 网络和社交媒体对中国炎症性肠病患者的影响：  

 一项多中心问卷调查研究 ---------------------------------------------- 余乔,徐丽怡,李丽丽等 682 

PU-0466 Gut Microbiome Predicts Primary Response to  

 Infliximab Therapy in Crohn's Disease ----------------------------- Liang Huifen,Chen Ye 683 

PU-0467 肠结核患者肠道菌群结构特征及其与克罗恩病的差异分析----------- 王欢,何丛,舒徐等 684 

PU-0468 循环微小 RNA -146b-5p 优于 CRP 可预测 

 炎症性肠病患者疾病活动 ------------------------------------------------- 陈芃,周高适,冯瑞等 684 

PU-0469 Do we have to exclude epigastric symptoms  

 to diagnose GERD? --------------------------- Zhang Mengyu,Tan Niandi,Li Yuwen etc. 685 

PU-0470 美沙拉嗪联合益生菌治疗轻中度溃疡性结肠炎疗效的系统评价----------------------杨梅 686 

PU-0471 川南地区内镜介入小儿异物 101 例：10 年的收获与体会 ------ 马雨凡,蒲垠全,彭莉等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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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72 克罗恩病诱导缓解治疗对肠黏膜菌群的影响 ---------------------------- 何丛,王欢,舒徐等 687 

PU-0473 胃食管反流病相关基因初探研究 ---------------------------------- 张梦宇,谭年娣,李雨文等 687 

PU-0474 幽门螺杆菌流行病学研究及预防筛查 ---------------------------- 朱旭东,陈昱倩,党旖旎等 688 

PU-0475 硬化剂联合组织胶注射与单纯套扎治疗 

 对肝硬化并食管胃静脉曲张 GOV1 型疗效的比较------------------- 游宇,李盼,江晓梦等 688 

PU-0476 重症急性胰腺炎机械通气患者计划镇静镇痛的应用观察及护理------------ 陈琳琳,何燕 689 

PU-0477 克服上消化道严重狭窄完成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 1 例 ------- 黄海锋,舒建昌,叶国荣等 689 

PU-0478 急性胰腺炎的营养支持治疗研究进展 ----------------------------------------- 舒建昌,朱永建 689 

PU-0479 结肠镜退镜时间与大肠息肉检出率的关系 ------------------------------------------------吴双 690 

PU-0480 Effect of Selective Nuclear Export  

 Inhibitor KPT-330 on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 MIA Paca-2 ------------------------------------------- Li Yuanhua,Huang Xianxian 690 

PU-0481 肝特异性转录因子 CREBH 在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炎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 张君丽,李桂馨,张宁等 691 

PU-0482 Tec 酪氨酸激酶对急性胰腺炎肺损伤的作用 ------------------------ 沙硕,孟一腾；任洪波 692 

PU-0483 Choledochal cyst as a cause of recurrent  

 epigastric pain: two case reports and a brief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Li Yuanhua,Huang Xianxian 692 

PU-0484 iTRAQ 结合 MALDI-TOF-MS 筛选的 HBV 

 肝纤维化差异表达蛋白的研究 ------------------------------------------------------------吕小平 693 

PU-0485 双气囊小肠镜在老年人小肠疾病中的应用 ------------------------------- 苑坤,齐玲芝,于燕 693 

PU-0486 参苓白术散抗 IBD 作用与调节肠 

 上皮细胞自噬的机制研究 ---------------------------------------------- 游宇,刘玉晖,廖旺娣等 694 

PU-0487 冷圈套息肉切除术与热圈套息肉切除术 

 的切除宽度及深度的比较研究 ------------------------------------------- 谢娇,王雯,李达周等 694 

PU-0488 NOD2/CARD15 基因 P268S、JW1 及 

 N852S 多态性与广西壮族人群克罗恩病的相关性研究------------------------------吕小平 695 

PU-0489 纳米炭标记在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非手术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徐桂林,谢娇,叶舟等 696 

PU-0490 PTPN2 基因多态性与广西炎症性肠病的相关性研究 --------------------------------吕小平 696 

PU-0491 肌球蛋白轻链激酶介导胰腺粘膜屏障功能变化的研究 ---------- 龚雅慧,苏州,邓德海等 696 

PU-0492 TLR4 和 TLR2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 

 广西壮族人炎症性肠病的相关性研究 ---------------------------------------------------吕小平 697 

PU-0493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胃肌电节律探讨及其可能机制 ---------------- 孙晓萌,陈强,张妮娜等 697 

PU-0494 雌激素受体 β 通过诱导 Treg 细胞 

 分化缓解小鼠实验性结肠炎 ---------------------------------------------- 郭荻,程玲,凌方梅等 698 

PU-0495 姜黄素通过 TLR4/NF-κB 信号通路 

 调控 IL-23、IL-27 在大鼠结肠炎中表达的作用研究 ---------------------------------吕小平 698 

PU-0496 两种饮食方案对肠息肉内镜黏膜切除术后护理的效果研究----- 王小红,莫焱,杨慧莹等 699 

PU-0497 TIPS 和 内镜治疗+β 受体阻断剂治疗 

 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临床效果比较 ---------------------- 王君,郑丹,吴杰 700 

PU-0498 电针刺激足三里治疗术后肠梗阻的效应及机制探讨 -------------------------- 宋双宁,刘诗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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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99 TAP-1 Mediates Chemoresistance through  

 the Hedgehog Signaling Pathway in  

 Poorly-Differentiated Hepatoma Cells ---- Ding Jia,Zhou Xiaotian,Zhang Yufeng etc. 701 

PU-0500 肠道菌群通过调控炎症介质影响肠易激综合征发病 ------------------------------------王侃 701 

PU-0501 食管胃静脉曲张并上消化道表浅粘膜病变的内镜治疗 ---------------------------------张帅 702 

PU-0502 应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炎症性肠 

 病患者早期应答的相关预测指标评价 ------------------------------- 田雪丽,周丽雅,顾芳等 702 

PU-0503 南昌市铁路地区部分居民大肠癌筛查项目分析 ----------------------------- 章智艳,王农荣 703 

PU-0504 延续性护理在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出院患者随访中的应用效果-------- 刘凤,朱其华,梁娣 703 

PU-0505 内镜下结直肠小息肉最佳切除方式的研究 ---------------------------- 谢娇,王雯,李达周等 704 

PU-0506 门诊结直肠微小息肉不同治疗策略的回顾性研究 ----------------------------- 邓雪瑜,徐杨 705 

PU-0507 The effect of antibiotic on high-fat,  

 high-fructose diet induced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 Huang Xiaoquan,Su Shawan,Zhang Rui etc. 705 

PU-0508 人工肝治疗患者心理调查分析及心理干预方法 ---------------------- 叶西,庞玉玲,彭娜等 706 

PU-0509 自身免疫性肝病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 

 疾病的临床特征分析 ---------------------------------------------------- 卢书明,李艳苓,张璐等 706 

PU-0510 Association of active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anemia in elderly males ----------------- Hou Baicun,Zhang Meifang,Liu Miao etc. 707 

PU-0511 循证护理在急性重症胰腺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罗书兰 708 

PU-0512 观察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血清胃蛋白酶原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李大军 708 

PU-0513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异常和糖尿病相关----------------------杨文 708 

PU-0514 不同幽门环内径对反流性食管炎大鼠模型存活率的影响研究----------------------王宝珊 709 

PU-0515 乙型肝炎后肝硬化脾功能亢进部分 

 脾动脉栓塞术的疗效分析 ---------------------------------------------- 钟嘉玮,郭贵海,王健等 709 

PU-0516 ESD 治疗巨大粗蒂型结直肠息肉的疗效及安全性 ------------------ 盛建文,范惠珍,王河 710 

PU-0517 慢性乙型肝炎及乙肝肝硬化患者血清 

 IL-6、IL-17、GP73 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 赵永忠,申文晓 710 

PU-0518 光学增强内镜在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筛查中的作用 ------------- 寇冠军,于岩波,张岩等 711 

PU-0519 射频消融联合胆道支架对比单独胆道 

 支架治疗恶性梗阻性黄疸的荟萃分析 ---------------------------- 石梦琳,罗薇薇,李静泊等 711 

PU-0520 电针刺激通过 SDF-1/CXCR4 和 SCF/Kit-ETV1 

 信号通路增加糖尿病小鼠胃组织 ---------------------------------------------- 赵娇,安婧,刘诗 712 

PU-0521 MS-HRM 检测粪便 DNA/miRNA 基因甲基化筛查结直肠肿瘤的研究 --------------孟岳 712 

PU-0522 上皮细胞转化序列 2 癌基因与  

 食管腺癌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 王美倩,申雪雪 杨晓云 713 

PU-0523 乳糜泻在我国北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 

 病人中的患病率的研究 ---------------------------------------------- 于岩波,寇冠军,左秀丽等 713 

PU-0524 内镜经黏膜下隧道肿瘤切除术  

 治疗源于固有肌层的上消化道黏膜下肿瘤 ------------------------- 田雪丽,黄永辉,李渊等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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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25 Constitutive TL1A expression on antigen  

 present cells exacerbated chronic  

 experimental colitis ------------------------------Han Fei,Wang Dong,Yang Mingyue etc. 715 

PU-0526 细针型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对 

 胰腺囊性病变诊断的 meta 分析 ----------------------------------------- 游航,张明明,李延青 715 

PU-0527 Hp 感染对胃 ESD 术后创面溃疡愈合的影响 ------------------------- 盛建文,谢萍,钟谷平 716 

PU-0528 鼻胃镜在胃十二指肠球部恶性狭窄 

 支架置入术中的临床应用 ------------------------------------------------- 盛建文,李川,谢萍等 716 

PU-0529 衰弱老年人急性期照护模式在消化道 

 出血老年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 周敏,任宏飞,王瑞 716 

PU-0530 GNMT negatively regulates MAPK  

 Pathway and suppresses the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Hepatocellular cancer cells ------ Jiang shanshan,Fang Jingyuan 717 

PU-0531 溃疡性结肠炎结直肠瘤变风险因素分析 ---------------------------- 陆美娇,邱新运,张红杰 718 

PU-0532 白细胞衍生趋化因子 2（LECT2） 

 在肝脏脂毒性中的作用研究 ---------------------------------------- 王景骅,徐承富,虞朝辉等 718 

PU-0533 Endoscopic follow-up without CT  

 scans could deadly underestimate the  

 long-term risk after non-curative endoscopic  

 resection of early gastric caner ----------------Jiang Chen, Jiang Yongxiang,Lin Rong 719 

PU-0534 肝脏畸形病例报道一例 ----------------------------------------------------------- 孙梦涵,左秀丽 719 

PU-0535 单钳道内镜下荷包缝合术在预防较大 

 ESD 创面迟发性出血及穿孔的中作用研究 --------------------- 盛建文,吴裕文,范惠珍等 720 

PU-0536 粪钙卫蛋白和炎性指标在溃疡性结肠炎病情评估中的研究----------------------------张弢 720 

PU-0537 放射性碘 125 粒子联合胆道支架对比 

 单独胆道支架治疗恶性梗阻性黄疸的荟萃分析 ------------------- 石梦琳,谭蓓,李静泊等 721 

PU-0538 食管皮脂腺异位 1 例并文献复习 ------------------------------------- 刘晴,史景丽,沈丹华等 722 

PU-0539 Assessing the gut microbiota heterogeneity  

 and assembly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the IBD ----------------sun yang,Yinglei Miao 722 

PU-0540 育龄期女性克罗恩病患者卵巢功能横断面调查 ------------------------- 彭翔,郅敏,高翔等 723 

PU-0541 血钠、血氯、血糖、年龄、性别影响反流性食道炎的发生-------------------------丁文博 723 

PU-0542 超声内镜引导下的深挖活检在胃淋巴瘤诊断中价值 ----------------------- 盛建文,吴裕文 724 

PU-0543 LCI、BLI结合放大内镜技术在早期胃癌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 盛建文,范惠珍,吴裕文等 724 

PU-0544 慢性肾功能衰竭并剥脱性食管炎一例分析 -------------------------------------- 罗娟,李晓燕 725 

PU-0545 100 例功能性胃肠病患者的临床分析 ------------------------------------- 易健,吴裕文,傅鑫 725 

PU-0546 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固体吞咽与液体吞咽的食管动力特征差异--------------- 牟彤,侯晓华 725 

PU-0547 冷圈套息肉切除术和热活检钳夹术在 

 结直肠小息肉切除中的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 ------------------------- 谢娇,王雯,李达周等 726 

PU-0548 肠内营养、生长抑素联合乌司他丁 

 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疗效分析 ---------------------------------------------- 易健,范惠珍,桂冠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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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49 TMEM119 通过 STAT3 信号通路促进 

 胃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 郑培奋,王卫峰,季木西等 727 

PU-0550 幽门螺杆菌感染对宿主胃黏膜胃动蛋白 

 1 表达水平调控机制的研究------------------------------------------------------ 郭燕磊,丁士刚 728 

PU-0551 BRD4 及 MMP-13 在胃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张舒,黄淑玲,王雷等 728 

PU-0552 经胃自然腔道内镜手术（NOTES） 

 诊断不明原因腹水的临床研究 ---------------------------------------------- 易健,吴裕文,傅鑫 729 

PU-0553 肝窦综合征 6 例临床诊治分析 -------------------------------------------------------- 易健,傅鑫 729 

PU-0554 中国大学新生肠易激综合征发病相关心理因素分析 ------------------- 蒋晨,白涛,侯晓华 730 

PU-0555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炎症性肠病肠黏膜修复作用的研究 ---- 张启芳,罗文捷,孟云超等 730 

PU-0556 经皮微波消融治疗肝硬化脾功能亢进疗效的相关因素分析----- 潘昭杰,聂飚,江向武等 731 

PU-0557 结直肠癌患者血脂水平回顾分析 ---------------------------------------- 周智勇,姜泊,李恕军 731 

PU-0558 光动力联合支架置入姑息性治疗中晚期 

 食管癌恶性腔道梗阻的疗效观察 ------------------------------------------- 桂冠,范惠珍,易健 732 

PU-0559 己酮可可碱通过调节水通道蛋白 4 对大鼠 

 急性肝性脑病脑水肿的作用和机制 ---------------------------------- 罗妙莎,冯云,任牡丹等 732 

PU-0560 单中心克罗恩病患者的营养状态与疾病活动度相关性分析------------ 贾萃君,欧阳春晖 733 

PU-0561 SBAR 沟通模式在消化病房与消化内镜中心无缝隙交接中的应用 --------- 姜佳慧,吴宇 733 

PU-0562 结肠憩室近 16 年内镜及临床特点分析 -------------------------- 李雨文,谭年娣,张梦宇等 734 

PU-0563 乳果糖联合枯草杆菌二联活菌治疗 95 例 

 老年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疗效评价 -------------------------------------------------- 桂冠,吴裕文 734 

PU-0564 1 例输液外渗致皮肤损伤的肝性脑病患者的护理 -------------------------------------高境蔚 735 

PU-0565 静脉输液治疗的持续质量控制：单科室前后自身比较 --------- 王 瑞,任宏飞,李佳昕等 735 

PU-0566 超声内镜联合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治疗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的临床观察 ------ 桂冠,谢萍 736 

PU-0567 大肠癌组织和血液中 PIK3CA, BRAF 及 BAT26 基因突变的检测  -------------金英敏 736 

PU-0568 早期胃黏膜病变经内镜切除治疗前后病理差异分析 ---------- 贺艳婷,杨少奇,张艳婷等 737 

PU-0569 内镜超声指导下内镜黏膜下剥离术诊治 

 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价值研究 -------------------------------------------------- 桂冠,盛建文 737 

PU-0570 枳术宽中胶囊有效缓解功能性消化不良症状： 

 中枢和外周作用机制 ----------------------------------------------------------------- 张磊,侯晓华 738 

PU-0571 西藏地区胆总管结石的危险因素分析 ------------------------------------------------------任燕 738 

PU-0572 结直肠癌患者血清脂联素与 Cyclin D1 和 

 NF-κB 的 相关性研究及临床意义 ----------------------------------- 黄曼玲,徐丹,孙圣斌等 739 

PU-0573 Correlated effects of 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on splenomegaly in liver cirrhosis: 

  A retrospective study ----------------Lin Chuangzhen,Pan Zhaojie,Jiang Xiangwu etc. 739 

PU-0574 UDCA 成功治疗 PBC 合并 SS 一例 -----------------------------------------------------张爱青 740 

PU-0575 安胃疡联合窄带成像内镜下氩离子 

 凝固术治疗老年性 Barrett 食管的临床研究 ---------------------------------------- 桂冠,谢萍 740 

PU-0576 老年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临床特点分析 ------------------------------- 李玉琴,唐彤宇,何川等 741 

PU-0577 改良式腹水枕的制作及其在肝硬化大量腹水中的应用 ---------- 靳晓雯,李燕玲,卢莹等 741 

PU-0578 窄带成像技术在儿童食管息肉诊疗中的应用 ---------------------- 张海军,刘海峰,汪星等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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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79 ERCP 胆管塑料支架置入治疗胆囊切除术后胆管狭窄研究 -------------- 张善金,吴裕文 742 

PU-0580 西藏地区三种手术方式治疗胆总管结石的临床研究 ------------------------------------任燕 743 

PU-0581 CT 小肠造影在静脉硬化性肠炎中的诊断价值---------------------------------- 赵雪松,缪飞 743 

PU-0582 综合护理干预在药物性肝炎患者的应用与临床效果探讨 ------------------------------王玥 744 

PU-0583 专家注水肠镜的学习曲线 -------------------------------------------------------- 李姗姗,杨幼林 744 

PU-0584 探讨无血清培养体系是否能替代含 

 血清培养体系进行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原代培养 ---------------------------------------周婷婷 745 

PU-0585 慢乙肝患者应用 PEG-IFN 期间症状困扰与焦虑、抑郁的相关性研究 -----------郭燕云 745 

PU-0586 炎症性肠病育龄期女性患者生育相关 疾病认知现状调查 --------- 林晓清,毛仁,赵月等 746 

PU-0587 NBI内镜诊断 103 例食管上段胃粘膜异位症的临床分析 -----------------------------宋敏 746 

PU-0588 PI3K/AKT-mediated upregulation of 

  Complement component 7 (C7) promotes  

 colorectal cancer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 Sang Nan,Li Xueliang 747 

PU-0589 溃疡性结肠炎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的临床分析 ------------------------------------------谢佩 747 

PU-0590 布拉氏酵母菌联合标准三联疗法根除  

 幽门螺杆菌的单中心开放性随机对照研究 -------------------------------------- 陆冰云,刘乐 748 

PU-0591 The study on the "gliocyte-lik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henotypic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 Cui Lianlian, Shi Huiying,Fan Mengke etc. 749 

PU-0592 西部地区 65 结核性腹膜炎临床特征分析 ----------------------------------------------王治兰 749 

PU-0593 导尿管特制幽门环内径对建立反流性食管炎大鼠模型的影响-------------------------柳刚 750 

PU-0594 高甘油三酯血症程度与胰腺坏死的关系 ------------------------------- 张悦,何文华,祝荫等 750 

PU-0595 导管风险评估表在 ERCP 术后鼻胆管引流患者中的应用 -------------------- 吴雪,陈淑华 751 

PU-0596 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 曹艳杰,孙剑经 752 

PU-0597 溃疡性结肠炎感染 EB 病毒的危险因素、临床特征、临床结局分析 -------------张莎莎 752 

PU-0598 小檗碱调控内质网应激水平影响 

 UC 结肠炎症反应的实验研究 ----------------------------------------- 沈雁,王章流,郑华君等 753 

PU-0599 海南候鸟人群与当地居民消化科住院疾病谱分析 ---------------------- 聂燕,孙刚,黄启阳 753 

PU-0600 人文护理在肝癌患者介入治疗中的实施效果及评价 ----------------------- 付丽蓉,庞玉玲 754 

PU-0601 健康教育临床路径在消化内镜检查及治疗患者中的应用 ---------------------------陈淑华 754 

PU-0602 产丁酸菌通过 mTOR/S6K1 通路抑制结直肠癌的机制研究 ---------------------------芦曦 754 

PU-0603 SphK1 调控钙卫蛋白分泌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刘佳文 755 

PU-0604 CCND1 基因多态性与胃癌易感性的相关性研究 ----------------- 高琳琳,宋光,唐印华等 755 

PU-0605 8 例内镜下袖状胃成形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 黄蕊,卞秋桂 756 

PU-0606 外周血 Septin9 基因甲基化检测在早期结直肠癌筛检中的价值 -------------------吴秀方 756 

PU-0607 盐酸小檗碱对内质网应激 caspase-12/caspase-3 

 信号通路介导的小鼠肠上皮细胞凋亡的影响 ---------------------- 沈雁,王章流,郑华君等 757 

PU-0608 HBsAg 定量在 40 岁以上慢性 HBV 感染者中的研究意义 ---------------- 李伟琴,徐光华 757 

PU-0609 Endoscopic treatment of multiple sessile polypoid   

 gastr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A case report ------------ Li Ying,Zhang Fan,Xu Hong 758 

PU-0610 ERB-041 通过调节 AMPK/p-mTOR 

 表达减轻小鼠 DSS 肠炎 -------------------------------------------------- 程玲,凌方梅,郭荻等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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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11 VDR 在 CD 纤维化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孙菁 759 

PU-0612 Bacterial signatures for the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by fecal metagenomics  

 analysis ------------------------------------ Zhang Xinyu,Zhu Xiaoqiang,Cao Yingying etc. 759 

PU-0613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焦虑及抑郁症状分析 ---------------------------------------------------韩意 760 

PU-0614 深在性囊性胃炎 10 例的诊治体会 ----------------------------------------------------------濮田 760 

PU-0615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PT for food  

 allergy in childr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Luo Ying, Zhang Guo Qiang,Li Zhong Yue 761 

PU-0616 295 例小肠疾病的临床诊断及检查策略分析----------------------- 邱春华,张志宏,肖迅等 761 

PU-0617 使用抗凝药物的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患者 

 再出血的风险因素评估 ---------------------------------------------------- 李汉华,潘燕,李良平 762 

PU-0618 长链非编码 lncRNA-MALAT1 通过调控 

 miR-200b/CDK2 通路影响胃癌凋亡和迁移的研究 ---------------------------- 刘颜敏,张姮 762 

PU-0619 THE POSSIBLE GENETIC BACKGROUND  

 OF ALCOHOL-INDUCED  PANCREATIC  

 STEATOSIS ------------------------------------------------------- Li Jing,Xie Yi,Song Bin etc. 763 

PU-0620 结肠镜检查中肠道准备的不同方法比较 ------------------------------- 陈小林,任宏宇,刘俊 764 

PU-0621 GDF15 在肝细胞肝癌中的作用及机制的初步研究 -----------------------------------张晓华 764 

PU-0622 胶囊内镜联合小肠镜诊断 Meckel’s 憩室 1 例 -----------------------------------------郭晓娟 765 

PU-0623 质子泵抑制剂影响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 

 肠道菌群多样性的研究： 一项临床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 马骁,刘苓,黄志寅等 765 

PU-0624 FBXO32 和 Smad4 参与结直肠癌发病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袁学敏,李延青 766 

PU-0625 英夫利西治疗中国人群中重度溃疡性 

 结肠炎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 卫珮如,林创珍,白杨 767 

PU-0626 重庆市消化内镜专科护士实践培训体系的研究 ---------------- 滕冬梅,王俊莉,甘秀妮等 767 

PU-0627 入院动脉血乳酸是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 

 继发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 舒文清,万剑华,陈杰等 768 

PU-0628 老年急性胰腺炎临床特征分析 

 －－基于大数据库的回顾性研究 ---------------------------------------- 孟飞,袁景,汤小伟等 768 

PU-0629 一例胃粘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恶化的诊治分析及文献复习----------------------斯轶凡 769 

PU-0630 一例胃多发粘膜病变的诊疗过程分享及多发早期胃癌文献复习-------------------斯轶凡 769 

PU-0631 不同类型的胃大部切除术式 24h 食管 pH 监测的临床研究 -------------------------陈龙平 770 

PU-0632 Dieulafoy 病 30 例病例分析 ------------------------------------------------- 童欢,兰天,魏波等 770 

PU-0633 单日集中高分辨率食管测压操作及分析培训 

 对初学者的培训效果研究 ------------------------------------------- 向雪莲,张小昊,谢小平等 771 

PU-0634 肝肾综合征药物治疗的探讨 ------------------------------------------------------------------肖菲 771 

PU-0635 心理干预在肝脏穿刺活检术中的应用 ------------------------------------------------------蒋莉 772 

PU-0636 一例食管狭窄、消化道腐蚀伴气管切开患儿行胃造瘘的护理----------------------任树荣 772 

PU-0637 妊娠期急性胰腺炎临床特点分析 ---------------------------------------------- 袁景,孟飞,彭燕 773 

PU-0638 我们能为这些妊娠相关胃癌患者做些什么呢？ ------------------- 刘晓波,潘俊,谢国建等 773 

PU-0639 海南地区幽门螺杆菌治疗现状分析 ---------------------------------- 王聪,赵义明,王淑芳等 774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6 

PU-0640 炎症性肠病合并巨细胞病毒性肠炎 7 例临床分析 -------------------------- 张馨梅,张振玉 774 

PU-0641 静脉输注蔗糖铁所致静脉炎的护理 ------------------------------------------------------王常凤 775 

PU-0642 无菌动物模型在肠道微生态研究中的应用 -------------------------------------- 齐诗蕊,孙刚 775 

PU-0643 血必净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细胞因子 

 水平的调节作用临床观察 ---------------------------------------------- 李亚岭,殷景远,罗建平 776 

PU-0644 G 蛋白偶联受体 120 激动剂缓解 DSS 诱导急性结肠炎 -------------------------------刘晗 776 

PU-0645 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改进方法探索 ------------------------------------------------------袁湘庭 777 

PU-0646 A Designed Peptide Suppressed Tumor  

 Growth By Activates P53 --------------------------------------------- Wang Huanbin,XU JIE 777 

PU-0647 T 辅助细胞 17（Th17）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D）脂肪变性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 何淑英,蒋永洪,陈学清等 778 

PU-0648 放大窄带内镜诊断上消化道病变的学习曲线 ------------------- 樊梦科,施慧英,侯晓华等 778 

PU-0649 以急性胸痛为表现的消化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 刘瑞雪,李志涵 779 

PU-0650 个性化护理干预对重症肝炎患者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卓越 780 

PU-0651 Upper Esophageal  

 Sphincter Abnormalities  

 and Esophageal Functional  

 Changes after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for Achalasia --------- LIN SIHUI,CHEN YINGLING,LUO TIANCHENG etc. 780 

PU-0652 短链脂肪酸在结肠息肉患者、结肠癌患者 

 以及正常人粪便中水平的比较 -------------------------------------------------- 丁虹霖,杨幼林 782 

PU-0653 T 辅助细胞 17（Th17）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D）脂肪变性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 何淑英,蒋永洪,陈学清等 783 

PU-0654 高脂饮食诱导的肠癌小鼠的肠道 

 菌群促肠腺瘤癌变的研究 ------------------------------------------- 郭子宣,曹海龙,刘天宇等 783 

PU-0655 采用 STOPP/START 标准筛查 

 住院老年胃癌患者潜在不适当用药 ---------------------------------------- 元刚,高翔,陈旻湖 784 

PU-0656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贲门失迟缓症的临床随访观察 -------------------- 刘瑞雪,佟晗 784 

PU-0657 Characteristics of gut microbiota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cholestasis ----------------------------------------- Zhou Xueqian 785 

PU-0658 Trx-1 通过树突状细胞介导肠易激综合征 

 患者肠道 Th17/Treg 免疫失衡的作用研究 ---------------------------- 胡玥,陈超英,张梦等 786 

PU-0659 不同护理流程预防肝硬化患者内镜下 

 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后低血糖的对比研究 ------------------------- 杨小莉,陈丽,李罗红等 786 

PU-0660 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术在肠内营养之外的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舒建昌 787 

PU-0661 伴有免疫学指标异常的药物性肝病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 卢书明,王晓媛,李艳苓 787 

PU-0662 索拉非尼联合盐霉素对人胃癌 MGC-803 

 细胞增殖的影响及对 RAF/MEK/ERK 通路的调控-------------------------- 李晓蓉,李国庆 788 

PU-0663 老年缺血性肠病的护理 ---------------------------------------------------------------------王常凤 788 

PU-0664 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人口干涩症经验谈 ------------------------------------------------杨瑞征 789 

PU-0665 血常规相关指标在恶性腹水患者中的预后价值 ---------------- 刘莹莹,郑国启,梁育飞等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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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66 间充质干细胞联合粒细胞集落刺激 

 因子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动物实验研究  -----------------------------------------------唐印华 790 

PU-0667 综合护理干预功能性胃肠病的疗效分析 ---------------------------------------------------严苹 790 

PU-0668 内脏高敏感性及十二指肠粘膜免疫在 

 功能性消化不良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 陈小丽,陈彬睿,陈新等 791 

PU-0669 新疆哈萨克族与汉族食管癌患者血清 

 P53 抗体水平变化初步探讨  -------------------------------------------------------------李紫琼 791 

PU-0670 Evaluation of blood and ascites parameters  

 as prognostic factor in Pretreatment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 zhang guo zun,Zheng Guoqi,Liang Yufei  etc. 792 

PU-0671 延续护理在克罗恩患者实施家庭管饲肠内营养中的应用 -------------------- 姜佳慧,汤雯 792 

PU-0672 PKN2 通过下调结肠癌细胞 VEGFA 与 

 bFGF 分泌抑制肿瘤血管新生的机制研究 ----------------------------- 程旸,耿岚岚,龚四堂 793 

PU-0673 The role of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prognosis of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 Song Hui,Zheng Guoqi,Guo Xiaozhong 793 

PU-0674 内镜下袖状胃成形术减重初探 ------------------------------------------- 张国新,姜柳琴,彭磊 794 

PU-0675 CARD9 风险等位基因与家族克罗恩病 

 易感性的相关性研究 ---------------------------------------------------- 胡俊,张珊珊,张媛琪等 795 

PU-0676 IMP3 a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 Song Hui,Zheng Guoqi,Guo Xiaozhong 795 

PU-0677 MRI differentiation of 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and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 yin wen jie,Zheng Guoqi 796 

PU-0678 The value of COX-2, NF-κB and blood  

 routine indexes in the prognosis of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 yin wen jie,Zheng Guoqi 796 

PU-0679 Effect of proton pump inhibitor on the  

 penetr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across the  

 mucus layer to the gastric lumen ------------- su shanshan,Zheng Guoqi,Liu Yingying 797 

PU-0680 The detection rate and changing pattern  

 analysis of gastric polyps and gastric cancer  

 during 85887 gastroscopy over 15 years ----LIN YONG,ZHAO JING,NIE YUQIANG 798 

PU-0681 肠上皮细胞 TLR4/PKD2 轴对克罗恩病 

 嗜酸性粒细胞聚集的影响及其机制研 究 ------------------------------ 程旸,耿岚岚,龚四堂 798 

PU-0682 胃底腺息肉与大肠息肉和结直肠癌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 ---------- 林泳,袁筱茵,何媛等 799 

PU-0683 T 辅助细胞 17（Th17）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D）脂肪变性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 何淑英,蒋永洪,陈学清等 799 

PU-0684 基于列线图模型预测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 

 误诊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风险的模型建立与验证 ---------------- 叶俊钊,王伟,黄漾等 800 

PU-0685 分泌型磷脂酶 A2 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病肝脏脂肪沉积及代谢异常的相关分析 ------------------------- 叶俊钊,邵琮翔,胡璇等 801 

PU-0686 内镜下行肠息肉术后早期饮水的临床观察及护理 -------------------------- 李罗红,杨小莉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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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87 舒芬太尼联合咪达唑仑与单用咪达唑仑 

 用于超声胃镜检查的镇静效果分析 ------------------------------------------------------何小建 802 

PU-0688 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浓度对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 ------------------------- 谢川,荣建芳,舒徐 802 

PU-0689 国产胶囊内镜在体检中应用价值及安全性研究 ------------------- 史立军,史家宁,付军等 803 

PU-0690 法舒地尔抑制 MCD 饮食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进展 --------------- 桂文芳,杨玲 803 

PU-0691 P.copri 介导树突状细胞活化参与调节肠易激 

 综合征大鼠肠道 Th17/Treg 免疫失衡的机制研究 ------------------- 胡玥,戴金锋,陈芳等 804 

PU-0692 超声内镜结合数字图像分析技术对胃 

 固有肌层病变鉴别诊断的应用研究 -------------------------------------------- 文黎明,曹耀丹 804 

PU-0693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家系临床特征和 APC 基因突变分析 --------- 陈春燕,刘炯,汪芳裕 805 

PU-0694 英夫利昔联合肠内营养治疗克罗恩病合并小肠狭窄的疗效评估--------- 冯晓玥,汪芳裕 805 

PU-0695 RES 对小鼠自身免疫性肝炎的保护作用 --------------------------------------------------孙菁 806 

PU-0696 162 例肝硬化腹水患者并发自发性腹膜炎的危险因素分析 -------------------------侯佳滨 806 

PU-0697 医务人员对《第四次全国幽门螺杆菌 

 感染处理共识报告》的认知现状的调查 ------------------------------- 关月,刘晨晨,樊叶等 807 

PU-0698 高尿酸上调肝细胞 miR-34a 表达并影响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机制研究 ---------------------------------- 陈盛晖,王景骅,王馨雨等 807 

PU-0699 结直肠腺瘤上皮内瘤变高危因素分析 ----------------------------------------- 李加欢,刘劲松 808 

PU-0700 干细胞与大肠癌的发生 ---------------------------------------------------------------------魏周玲 808 

PU-0701 489 例炎症性肠病患者临床特点的研究 ——基于医院的回顾性研究 --------------黄奇 809 

PU-0702 细胞角蛋白 8 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 

 诱导的肠上皮通透性改变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胡玥,陈超英,张梦等 809 

PU-0703 BISAP 评分联合促炎/抗炎细胞因子检测对 

 重症急性胰腺炎预后评估的临床价值 ---------------------------------------------------陈卫国 810 

PU-0704 Role of cytokeratin 8 on the changes of  

 intestinal epithelial permeability induced by  

 corticotropin releasing factor ---------------- hu yue,Chen Chaoying,Zheng Meng etc. 810 

PU-0705 双生子感染 HBV 不同临床转归的 TCR 组库分析 ----------------------------- 姜琼,汪芳裕 811 

PU-0706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及碘染色对早期食管 

 鳞状细胞癌及癌前病变的诊断价值 -------------------------------------------- 李加欢,刘劲松 811 

PU-0707 肠道隐窝干性因子 Ascl2 介导肿瘤缺氧 

 微环境形成并促进结肠癌细胞 EMT 发生及转移的机制研究 -----------------------尚杨杨 812 

PU-0708 Integrative analysis of the gut microbiome 

  and metabolome in a rat model with stress  

 induced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 hu yue,Chen Chaoying,Zhang Meng etc. 813 

PU-0709 Lenti-CRISPR 病毒库筛选胰腺癌细胞 

 CD47 分子表达调控基因  ------------------------------------------------ 丁晓凌,曹维,周国雄 813 

PU-0710 肝星状细胞促进肝硬化时肝细胞向肝祖细胞的转化 ----------------------- 鲁智文,宋宇虎 814 

PU-0711 经鼻空肠管中消化道灌注复合益生菌治疗自身免疫性胃炎的探讨 ----------------黄秀江 815 

PU-0712 EUS-FNA 明确诊断的钙化性转移 1 例 -------------------------------- 康颖,王震凯,魏娟等 815 

PU-0713 内镜辅助肠梗阻导管置管在结直肠癌性梗阻患者中的应用--------------- 尚国印,尚国印 815 

PU-0714 人体成份分析仪在炎症性肠病患者营养管理中的应用效果----------------------------何燕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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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15 基于风险系数的护理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张先军 816 

PU-0716 硫唑嘌呤治疗炎症性肠病的疗效研究 ------------------------------------------------------黄奇 817 

PU-0717 粪便 HMGB1 鉴别 IBD 与 IBS 的价值及与 IBD 炎症程度相关性 --- 王玲利,宴维,付妤 817 

PU-0718 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在人工肝治疗肝衰竭患者中的应用 -------------------------- 彭娜,雷英 818 

PU-0719 PRKCB 基因对胃癌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 --------------------------- 廖婉玉,汪芳裕 818 

PU-0720 Clostridium symbiosum promotes  

 prolifera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by activating p38/MAPK signaling pathway ----------------------------------- Ren Yimeng 819 

PU-0721 表浅型食管鳞癌发生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分析 ----------------------------- 陆恒,汪芳裕 819 

PU-0722 某传染病医院临床科室护理风险系数评定与绩效分配分析-------------------------张先军 820 

PU-0723 食管神经内分泌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分析： 

 55 例外科手术病例的回顾性分析 ------------------------------------------------- 陆恒,汪芳裕 820 

PU-0724 Analyzing the Cost- effectiveness of  

 Azathioprine Therapy for the Induction of  

 Remission in Steroid – dependen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patients. --------------------------------------------------------------黄奇 821 

PU-0725 血栓弹力图、D-二聚体及纤维蛋白原与溃疡性结肠炎的相关性研究------ 王慧,汪芳裕 822 

PU-0726 肝硬化腹水患者的综合护理 ---------------------------------------------------------------何长伟 822 

PU-0727 1128 例门诊老年人胃食管反流病的诊治分析 ------------------------ 许卫君,魏娟,刘畅等 823 

PU-0728 SOX2 蛋白在早期食管癌鉴别诊断及微浸润判断的研究 ------------------------ 王渝,徐红 823 

PU-0729 Detection Rate of Esophage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High-risk groups in recent  

 10 years in Xinjiang ------------------------------------------------------------------ 卢加杰,高峰 824 

PU-0730 鼻胆管引流及胆道塑料支架置入在 ERCP 

 胆总管取石术后的早期疗效观察 ---------------------------------------- 吴琳,刘炯,陈春燕等 824 

PU-0731 奥曲肽通过调控脂肪酸代谢缓解非酒精性脂肪胰 ------------------- 甘灿,陈艳华,赵翀等 825 

PU-0732 家庭式延续性护理对炎症性肠病患者预后效果的研究 ------------------------------李夏薇 826 

PU-0733 幽门螺杆菌感染可能会增加 GERD 发病 ------------------------------ 许庆洪,陈志涛,吴杰 826 

PU-0734 经鼻插入型肠梗阻管患者的宣教及心理干预 ------------------------------------------缪川莉 827 

PU-0735 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治疗高龄胆总管结石的临床疗效观察----------------------刘丹 827 

PU-0736 130 例儿童电子单气囊小肠镜检查结果分析------------------------------ 欧阳红娟,赵红梅 827 

PU-0737 内镜下不同止血方法治疗消化道出血的疗效观察 ---------------------------------------刘丹 828 

PU-0738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 

 的近中期食管动力分析 ---------------------------------------------------- 何承海,李蒙,吕宾等 828 

PU-0739 紫藤凝集素阳性巨噬细胞结合蛋白在 

 肝硬化患者肝功能评估和预后预测中的作用 ---------------------- 王泽瑞,许文萍,邹霞等 829 

PU-0740 内镜下治疗胃早癌及癌前病变的临床分析 ------------------------------------------------刘丹 830 

PU-0741 TGF-β1 和 TSA 对不同分化程度胰腺癌细胞 EMT 相关的调节作用 --------- 余巧,丁震 830 

PU-0742 以反复胆囊炎起病的 5 岁先天性胆总管囊肿 1 例 -------------------------- 赵秋菊,赵玉岐 831 

PU-0743 血清肝纤维化指标与肝纤维化病理改变的研究发展 ---------------------- 李雯,杨雪,王珊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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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44 Tim-3 信号通路调控的巨噬细胞极化 

 幽门螺杆菌感染致病中的作用 ---------------------------------- 诸葛丽雅,王友华,赵巧云等 832 

PU-0745 回盲部非特异性溃疡病变鉴别诊断的临床研究 -------------------------------- 格日乐,陈平 833 

PU-0746 IBS 患者胃肠道外躯体症状特点-------------------------------------------- 夏静,白涛,徐言等 833 

PU-0747 间充质干细胞通过改变肠道细菌含量减轻小鼠结肠炎症 ---------- 刘适,张玉鹏,刘岚等 834 

PU-0748 肠罗斯氏菌调控 3 型固有淋巴细胞 

 （ILC3）转化在克罗恩病中发挥作用的机制研究------------------ 罗薇薇,谭蓓,全永胜等 835 

PU-0749 罗马 IV 标准 FD 患者的诊治需更多重视 --------------------------------- 徐言,白涛,侯晓华 835 

PU-0750 Cytokine IL9 triggers the pathogenesis of  

 Crohn's disease through the  

 miR21-CLDN8 pathway ----------------------- Li Li,Huang Shanshan,Zhou Gaoshi etc. 836 

PU-0751 PMP22 介导脓毒症中肠屏障损伤--------------------------------- 王鹏,李延青,Xiao-Di Tan 837 

PU-0752 SOX9 在肝癌发生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丁凯,郑百男,冯吉锋等 837 

PU-0753 FKBP12 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表达及意义 ---------------------- 王碧蓉,周国雄,丁晓凌等 838 

PU-0754 非酒精性脂肪肝与慢性丙型肝炎并 

 脂肪肝患者中维生素 D 水平的比较分析---------------------------------------------------李磊 838 

PU-0755 乳胶套在上消化道异物取出中的应用 ------------------------------- 叶连松,刘苓,吴春成等 839 

PU-0756 临床护理路径在反流性食管炎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邓明 839 

PU-0757 PCR 技术检测肝硬化患者腹水中细菌编码 16S rRNA 基因的研究 --------------李胜男 840 

PU-0758 MBD3 通过 Hippo 信号通路抑制胰腺 

 癌细胞的干性和增殖 ------------------------------------------------- 王慧之,何俊波,马原欣等 840 

PU-0759 急性胰腺炎早期预防性抗生素使用及 

 后期多重耐药菌真菌感染的现状调查 -------------------------------------------- 黄鑫,何文华 841 

PU-0760 中医穴位服帖法治疗肝硬化腹水 30 例临床观察--------------------------------------李文征 842 

PU-0761 Genome-wide associations for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through meta-analysis  

 and whole exome pooled-sequencing ----------- Zhu Shiwei,Liu Zuojing,Wei Hui etc. 842 

PU-0762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胃固有肌层肿瘤的可行性及疗效分析-------------------------林晔 843 

PU-0763 长链非编码 RNA PVT1 在结直肠癌 

 患者血浆中的表达与临床意义 ---------------------------------------------- 周改,周朦,冯雯等 843 

PU-0764 护理干预对肝癌介入治疗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陈俊华 844 

PU-0765 无痛胃肠镜检查对术后早期认知功能的影响 ---------------------------------------------林晔 844 

PU-0766 胶囊内镜评分指数与红细胞沉降率、 

 血清 C-反应蛋白评估小肠克罗恩病活动度的相关性分析------------------------------林晔 845 

PU-0767 急性肝衰竭大鼠血清 MLT 水平变化及其意义 --------------------------------------------刘颖 845 

PU-0768 早期恢复经口进食进行肠内营养在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中的应用 -------------------林晔 846 

PU-0769 慢性乙型肝炎与肝衰竭患者免疫功能的临床研究 ------------------------------------田方圆 846 

PU-0770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中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及低度炎症反应的发生率 -------------------陈坚 846 

PU-0771 血管紧张素 II通过 TGF-β/Smad 信号 

 通路促进结肠癌增殖和上皮间质转化 ---------------------------------- 杨萧天,苏兆亮,徐岷 847 

PU-0772 雷帕霉素及环孢素对人类调节性 T 细胞增殖影响的实验研究 ---------------------赵冰清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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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3 ―胃气‖评分联合 I-MELD 评分对 HBV 

 相关慢加急（亚急）性肝衰竭患者预后评价的研究 ------------------------------------朱波 848 

PU-0774 乙型肝炎病毒与直肠癌发生的相关性研究 ------------------------------------------------杨青 849 

PU-0775 IRF8 介导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分泌白介素 28 调节 Lgr5+结肠肿瘤细胞 ----------董旻昱 849 

PU-0776 Linc-RoR 通过 Hippo 信号通路 

 促进胰腺癌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 ------------------------------------------- 陈伟,龚爱华,徐岷 850 

PU-0777 水交换结肠镜辅助二氧化碳注气法在治疗结肠息肉中的应用----------------------杜志强 850 

PU-0778 Fibroscan 数值升高的慢性 HBV 携带者临床及肝脏病理分析 ---------------------张孝盈 851 

PU-0779 LncRNA UCA1 通过调控 KRAS 表达 

 增强胰腺癌细胞的干性及增殖能力 ------------------------------- 刘雅雯,顾漱溟,王慧之等 851 

PU-0780 体检筛查自身免疫性肝病高危人群： 

 可行性分析及早期预测模型的建立 ------------------------------------- 王一,李燕妮,张洁等 852 

PU-0781 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中门静脉压力无创评价参数分析----- 李锦伟,朱昌鹏,谢渭芬 852 

PU-0782 20 例食物介导的儿童严重过敏反应的分析 --------------------------- 张娟,李在玲,周薇等 853 

PU-0783 IBD 患儿血常规、凝血功能情况与疾病活动度关系的研究 -------- 张娟,李在玲,李军等 853 

PU-0784 MiR-19a-3p 通过 PI3K/AKT 通路促进 肝细胞癌发展 -------- 黄晓曦,江雪梅,余湘南等 854 

PU-0785 综合性护理干预对射频消融术治疗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效果观察-------------------佟永娥 854 

PU-0786 长链非编码 RNA w01880 与胃癌的临床相关性分析 ------------ 宋皓军,林梦婷,丁小云 855 

PU-0787 结直肠肿瘤患者肠道菌群结构的差异性研究 ---------------------------- 王蕊,刘红,吴静等 855 

PU-0788 晨交班培养低年资护士临床思维能力的实践体会 ---------------------------------------刘春 856 

PU-0789 代谢综征合各组分与胃癌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 董璐,汪泳,常敏等 856 

PU-0790 Standing type magnetically guided capsule  

 versus gastroscopy for gastric examination:  

 a multi-center blinded comparative  

 trial --------------------------------------------- Lai Huasheng,Wang Xinke,Cai Jianqun etc. 857 

PU-0791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modification  

 enhances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bone 

  marrow stem cell therapy against  

 CCl4-induced liver cirrhosis in rats ------------ Zhang Yichi,Li Ruini,Rong Weiwei etc. 857 

PU-0792 H.pylori 感染不能有效诱导 CD19-/-小鼠 Treg 细胞扩增 -------------- 李夏,谭江,薛倩等 858 

PU-0793 The BH3 mimetic ABT-199 enhances  

 the sensitivity of gemcitabine in pancreatic  

 cancer in vitro and in vivo ------------------------------- xue ruyi,Zhang Si,Shen Xizhong 859 

PU-0794 一例以腹痛为主诉的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的个案报道 ------------------- 叶蕾,陆恒,蒋康等 859 

PU-0795 柔性管理护理模式对消化内科患者治疗认知度与满意度的影响-------------------李红永 860 

PU-0796 圈套器辅助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患者一例----- 黄祯子,毛仁,崔毅等 860 

PU-0797 胶囊小肠镜在小年龄儿童小肠疾病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 赵泓,彭克荣,马鸣等 861 

PU-0798 ATP 荧光实时检测技术在消化内镜洗消中的作用 ----------------------------- 云小余,文丹 861 

PU-0799 热休克转录因子 2 通过 PI3K/AKT/Mtor 

 通路调节肠上皮细胞自噬 ---------------------------------------------- 张峰睿,王雯,冯煜然等 862 

PU-0800 儿童胃十二指肠异物胃镜治疗的回顾性分析 ---------------------- 周立群,罗优优,赵泓等 862 

PU-0801 以乳糜性腹水为突出表现的霍奇金淋巴瘤 1 例 ------------------- 苏振华,魏新亮,魏思忱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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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02 乳酸菌表达重组人 bFGF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研究 ------------- 蒋永洪,何淑英,彭亮等 863 

PU-0803 Esophageal Carcinoma Patients Have  

 an Increased Risk of cardia carcinoma ------------------------------ wu hailu,Shi Ruihua 864 

PU-0804 赋能授权理论的多维化护理对肝癌微创治疗患者的影响 ------------------------------潘璇 864 

PU-0805 Active Smoking and the Risk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Sai Xiaoyong 865 

PU-0806 诃黎勒酸对葡聚糖硫酸钠结肠炎的影响及机制 ------------------------- 胡美,崔德军,刘琦 865 

PU-0807 1,25（OH）2-D3 通过上调 Smurf2 抑制肝纤维化 ------------------ 左瑞静,李校天,尹燕 866 

PU-0808 Hepatic cellular fate conversion upon chronic  

 liver injury --------------------------------------------- Deng Xing,Zhang Xin,Li Weiping etc. 866 

PU-0809 Active Smoking and the Risk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赛晓勇 868 

PU-0810 食管/胃内 PH 监测在儿科的临床应用 ---------------------------- 李慧雯,耿岚岚,龚四堂等 868 

PU-0811 Spermine oxidase is up-regulated and  

 promotes tumor growth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 Hu Tingting,Sun Dalong,Jie Zhang etc. 869 

PU-0812 使用金属夹或尼龙绳阻断粗大长蒂息肉血流 

 在 EMR 术中可靠性安全性效果评价 ----------------------------------- 田乐,赵丽,赵义名等 870 

PU-0813 惰性 T 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一例 ---------------------------------- 马铭骏,郑梦琪,胡俊楠等 870 

PU-0814 如何提高内镜诊疗前知情同意沟通的有效性 ------------------------------------------王东旭 871 

PU-0815 结直肠息肉智能诊断新技术 -------------------------------------------------------- 王瑞刚,陈震 871 

PU-0816 消化性溃疡患者的全科医生管理效果评价 ---------------------------- 田乐,李军,欧珠罗布 872 

PU-0817 超声内镜引流和经皮引流治疗胰腺液体积聚的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吴当彦 873 

PU-0818 食管结核误诊分析并文献复习 ---------------------------------------------------------------陈琴 873 

PU-0819 川南地区上消化道出血临床特征回顾性分析（1301 例） --------------------------张友健 874 

PU-0820 Effects of Constitutive TL1A Expression  

 on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in DSS-induced colitis -----------------------Yang Mingyue,Jia Wenxiu,Wang Dong etc. 874 

PU-0821 3 个家系全基因组外显子测序发现 

 自身免疫性肝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 

 炎重叠综合征潜在新致病基因 ---------------------------------------- 王一,李燕妮,王晓艺等 875 

PU-0822 易误诊为恶性肿瘤的自身免疫性胰腺炎 

 及胆管炎的临床病例特点分析 ---------------------------------------- 陈思,朱秀丽,张开光等 876 

PU-0823 川南地区急性胰腺炎临床特点的分析 ------------------------------------------------------王瑶 876 

PU-0824 幽门螺杆菌对克拉霉素耐药过程中 

 AcrAB-TolC 外排泵表达和特异性耐药基因 

 突变的变化及意义 ---------------------------------------------------------- 王友华,李真,安莹等 877 

PU-0825 健康宣教在儿童高分辨率食管测压检查中的作用 ------------- 张含花,骆娜妮,范丽金等 878 

PU-0826 首次择期食管静脉曲张硬化剂治疗后胸腔 

 积液危险因素分析 ------------------------------------------------------- 梁成海,吴长亮,黄杰安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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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27 长链非编码 RNA LINK-A 的表达与结肠癌的进展 

 及预后的相关研究 ---------------------------------------------------- 叶颜婷,黄志寅,高锦航等 879 

PU-0828 9 例酷似克罗恩病的全结肠肠结核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分析 --------------- 陆晓娟,马贤纵 879 

PU-0829 SOX9 在肝癌发生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丁凯,郑百男,冯吉锋等 880 

PU-0830 Tojapride prevents CaSR mediated  

 NLRP3 inflammation activation in  

 refluxates induced esophageal epithelium  

 inflammatory injury. ----------------------------Yin Xiaolan,Wang Fengyun,Tang Xudong 880 

PU-0831 瑜伽呼吸之调息法对结肠镜检查中缓解患者腹胀的影响 ------------------------------宋玲 881 

PU-0832 抗返流黏膜切除术(ARMS)治疗 

 5 例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的初步报道 --------------------------------------------- 刘明,温合理 881 

PU-0833 43 例儿童上消化道化学腐蚀性损伤的临床分析 ------------------ 杨洪彬,方莹,任晓侠等 882 

PU-0834 长链非编码 RNA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结肠癌相关性的研究 --------- 郭占军,赵乐,张瑞星 883 

PU-0835 利用高通量分析平台预测人类肝 

 细胞癌中 A-to-I RNA 编辑事件 ------------------------------------ 宋光启,赵翊丞,祝继敏等 883 

PU-0836 Fecal calprotectin as a surrogate  

 marker for predicting relapse in adul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A meta- analysis --------Li Jiajia,Zhao Xiaojing,Zhang Hongjie 884 

PU-0837 Prokinetic effects of spinal cord stimulation  

 and its autonomic mechanisms in dogs-------------------Zhang Bo,Ji Feng,Tu Lei etc. 885 

PU-0838 开放式 POEM 治疗贲门失弛缓症 13 例报道 ----------------------------------- 刘明,张依枫 885 

PU-0839 硫酸镁 vs 双氯芬酸钠预防 ERCP 术后胰腺炎的差异 -------- 罗艺星,洪军波,杨真真等 886 

PU-0840 长链非编码 RNA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肝癌患者预后的关系 --------- 赵乐,郭占军,张瑞星 887 

PU-0841 快速中消化道置管术（TET）在 

 小儿消化系统疾病中的临床运用 ------------------------------------- 杨洪彬,方莹,任晓侠等 887 

PU-0842 床旁超声预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误吸风险的临床价值 ---------- 傅蕊,周国强,巩晓洁等 888 

PU-0843 内镜下放射状切开术治疗小儿食管良性狭窄的疗效评估 ------- 杨洪彬,韩亚楠,方莹等 888 

PU-0844 饮酒与胃食管反流病相关性的 meta 分析 -------------------------- 潘佳琪,岑莉,陈卫星等 889 

PU-0845 英夫利昔单抗在早发型炎症性肠病中的 

 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 ------------------------------------------------- 罗优优,方优红,余金丹等 889 

PU-0846 ―健脾益气生血法‖对胃癌贫血患者细胞 

 免疫功能的影响及临床意义 ------------------------------------------- 沈雁,王章流,郑华君等 890 

PU-0847 5 例儿童黑斑息肉综合征的临床资料分析及文献回顾 -------- 任晓侠,张含花,杨洪彬等 890 

PU-0848 新型经内镜中消化道植管术： 

 一项前瞻性单中心研究（含视频） ---------------------------------- 龙楚彦,崔伯塔,张婷等 891 

PU-0849 TRANSCRIPTION FACTOR GRAINYHEAD-LIKE  

 2 (GRHL2) PLAYS DUAL ROLES IN COLORECTAL  

 CANCER UNDER HYPOXIC  

 CONDITIONS ------------------------------------ Zhou Fan,Jin Jingjing,Zou Xiaoping etc. 891 

PU-0850 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的内镜特征 -------------------------------------------------- 祁海峰,方莹 892 

PU-0851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胃食管反流病中医证候分布规律研究 ------------- 沈雁,李思,王瑾等 893 

PU-0852 中药黄芪根除慢性胃炎患者幽门螺杆菌的临床研究 ----------------------- 王兴民,侯广涛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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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53 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临床疗效观察 ------ 宫大为,陈凌 894 

PU-0854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老年慢性胃炎病理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 王瑞玲,胡文炜,刘建军等 894 

PU-0855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心理应激 

 作用与护理干预的调节作用分析 ----------------------------------------------- 王秀波,唐文静 895 

PU-0856 生化指标及肿瘤标志物对腹水性质的鉴别诊断价值 ----------------------- 彭超男,倪润洲 895 

PU-0857 湿疹血小板减少伴免疫缺陷综合征 3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李虹,祁海峰,王峰等 896 

PU-0858 环境和遗传因素的累积效应可预测肝癌患者的发病年龄 ------- 王玉琪,王婷,张焜和等 896 

PU-0859 肠胃舒胶囊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湿热 

 蕴结证 226 例疗效观察 ---------------------------------------------------------- 许永攀,王捷虹 897 

PU-0860 儿童结直肠息肉与血脂异常的临床观察 ---------------------------- 韩亚楠,夏红,秦四梅等 897 

PU-0861 粪菌移植有效增加活动期溃疡性 

 结肠炎患者的菌群多样性并改变其代谢能力 ---------------------- 李潘,张发明,崔伯塔等 898 

PU-0862 小鼠小肠树突状细胞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关性的研究-------- 方家恒,喻玮,周刚等 898 

PU-0863 NR1D1 在 Helicobacter pylori 

 诱导胃癌细胞侵袭转移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郝传杰,吕一品,滕永生等 899 

PU-0864 经口内镜下环肌切开术在儿童贲门失弛缓症中的应用 ------- 郑玉灿,刘志峰,凌亭生等 899 

PU-0865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检测在儿童炎症性肠病中的临床价值 ---- 韩亚楠,杨洪彬,祁海峰等 900 

PU-0866 不同方案根除 Hp 的疗效及分析 -------------------------------------------------------------李扬 900 

PU-0867 基于护理内涵本质进行内镜护士专业素质教育 ---------------------------------------陆秋香 901 

PU-0868 小儿慢性腹痛临床特点及其与 

 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性分析 ---------------------------------------- 韩亚楠,高天娇,祁海峰等 901 

PU-0869 胆结石患者胆汁微生物分离及鉴定 -------------------------------------------- 李理想,李延青 902 

PU-0870 肠易激综合征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对 Th17 细胞比例的影响 ------------------ 刘君,李延青 902 

PU-0871 复方谷氨酰胺肠溶胶囊联合美 

 沙拉嗪肠溶片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48 例疗效观察------------------ 许永攀,王捷虹,杨燕燕 903 

PU-0872 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术在儿童单纯性阑尾炎中的应用 ------- 方莹,杨洪彬,任晓侠等 903 

PU-0873 高分辨率显微内镜对食管鳞状细胞癌及其癌前病变诊断价值的探讨 ----------------舒娟 904 

PU-0874 经肠超声内镜检查对直肠癌分期的诊断价值 ------------------------- 魏珏,沈杰,胡志前等 904 

PU-0875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肠内外营养及中药干预的效果 ---------- 王亚民,葛振明,仇建伟等 905 

PU-0876 复方苦参注射液在体外抑制结直肠癌 

 细胞增殖的潜在分子作用机制 ---------------------------------------------- 孙洁,李玫,王地等 905 

PU-0877 活化肝星状细胞调控肝细胞去分化 ---------------------------------- 邓星,冯仁鑫,丁晨虹等 906 

PU-0878 miR-520a 抑制 RAB22A 表达并抑制结肠癌的增殖和侵袭 ----- 崔曼莉,张明鑫,王景杰 906 

PU-0879 记 1 例食管隆起病变 ESD 术后带胃管出血的原因分析 ------------ 刘凤,朱昌敏,占小丽 907 

PU-0880 清化肠饮通过提高肠黏膜屏障改善 DSS 诱导小鼠的炎症反应 柯晓,刘丽雅,赵培琳等 907 

PU-0881 亲情护理模式在 TIPS 治疗酒精性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中的应用 ---------------------------------------- 庞玉玲,付丽蓉,叶西 908 

PU-0882 小肠淋巴瘤致胶囊内镜滞留一例 ---------------------------------------- 李雪,潘蕾,陈村龙等 908 

PU-0883 Fentanyl inhibits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via enhancing miR-520a  

 expression in colon cancer  ------------ Zhang Lingmin,Mingxin Zhang,Manli Cui etc. 909 

PU-0884 食管反流病的临床分型初探 ------------------------------------------------------------------陆珉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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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85 Isogenic SW480 和 SW620 结肠癌细胞 

 转录组学上基因差异表达的分析 ------------------------------------------- 王地,李玫,孙洁等 910 

PU-0886 PTEN 调控 p66shc 表达影响结肠癌侵袭转移的机制研究 -----------------------王政强 910 

PU-0887 Clinical value of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with traction techniques for gastric  

 cancers: a meta-analysis of nine  

 observational studies ---------------- Zhang Haiping,Wang Jian-ping,Yang Sheng etc. 911 

PU-0888 肠道菌群介导的内皮祖细胞衰老在老年血管内皮损伤中的作用------------ 张磊,侯晓华 911 

PU-0889 NUDT15 在评估服用硫唑嘌呤后并发白细胞减少症中的作用 ---------------------严宇青 912 

PU-0890 低分子肝素治疗溃疡性结肠炎高凝状态的研究 ----------------------------- 王立梅,李延青 913 

PU-0891 RNA 结合蛋白 HuR 通过改变 NPM 

 依赖的 Rac1 亚细胞分布调节肠上皮生长 ----------------------------- 张玉鹏,刘适,赵秋等 913 

PU-0892 云南省炎症性肠病患者生存质量及影响因素的分析 ----------------------- 张海燕,徐琼苏 914 

PU-0893 miRNA-155 及 Wnt/β-catenin 通路在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凋亡机制的研究 ------------------------------- 刘月白,陈果,辛辰等 914 

PU-0894 SWELL1 对肝癌细胞增殖和凋亡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卢盼盼,刘梅 915 

PU-0895 消化道出血并发急性心肌梗死的相关因素分析 -------------------------------- 杨艳,周中银 915 

PU-0896 5.9mm 内镜可以提高困难结肠镜插镜质量 --------------------------------------------杨幼林 916 

PU-0897 不同类型区域性门脉高压 3 例诊治分析 ------------------------------------------------赵连武 916 

PU-0898 溃疡性结肠炎合并动静脉血栓形成及硫唑 

 嘌呤相关性胰腺炎一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谷艺修 917 

PU-0899 ITGB5 在大肠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分子机制研究 ------------------------------史薇 917 

PU-0900 品管圈活动联合 SBAR 模式在提高 

 消化道出血患者交接班完整中的应用 -------------------------------------------- 钱丹霞,田园 918 

PU-0901 克罗恩病和肠白塞鉴别诊断评分模型建立 ---------------------------- 张慧敏,韩伟,刘炜等 918 

PU-0902 Curative effects and safety of microwave  

 ablation and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meta-analysis ------------------ Ma Jingjing,Dong Weiguo 919 

PU-0903 内镜下结直肠息肉摘除术后出血相关因素及护理干预 ------------------------------邢玉芳 920 

PU-0904 不同发病年龄儿童炎症性肠病的临床特征 ---------------------- 方优红,罗优优,余金丹等 920 

PU-0905 托伐普坦片治疗合并低钠血症的肝硬化腹水患者的临床观察------------ 郎轶萱,孙远杰 921 

PU-0906 小体积肝移植后小体积综合症的外科防治 ------------------------- 冯彦虎,陈昊,李玉民等 921 

PU-0907 内镜下胃粘膜剥离术后出血的预防措施及护理对策 ----------------------- 胡纪云,钱丹霞 922 

PU-0908 黄芩苷对 DSS 诱导小鼠溃疡性结肠炎 

 的作用及对 Hedgehog 通路影响 -------------------------------------------------- 吕婷婷,沈磊 922 

PU-0909 Ulcer with adherent clots treated with  

 gastroscopy or not had no difference in 

  reducing the risk of recurrent hemorrhage . ---------------- Lin Chuangzhen,Bai Yang 923 

PU-0910 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治疗 40 例胃角黏膜病变的评价------------------------------- 杨雷,沈磊 923 

PU-0911 一项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克罗恩病和 

 肠道溃疡型淋巴瘤鉴别诊断评分模型建立 ---------------------------- 张慧敏,韩伟,刘炜等 924 

PU-0912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 20 例临床分析 ------------------------------------------------ 高天娇,方莹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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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13 粪便潜血试验联合 HGF 检测对大肠癌早期诊断的意义 ------------------- 孙远杰,郎轶萱 925 

PU-0914 延续护理对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陈莎,杨小莉 925 

PU-0915 肠系膜血管增多与克罗恩病 

 病情活动及肠道并发症关系研究 ------------------------------------- 张慧敏,金梦,陈轩馥等 926 

PU-0916 分层心理护理模式在失代偿肝硬化患者中的实践及效果 ---------------------------陈志琼 926 

PU-0917 记录自制日记卡对 AP 患者依从性和复发率的影响研究 ----------------------------刘爱莲 927 

PU-0918 克罗恩病的上消化道病变：一项横断面队列研究 ------------------- 黎苗,高翔,赵俊章等 927 

PU-0919 LPS 诱导巨噬细胞 HMGB1 外泌体 

 通过激活 NLRP3 炎性小体引发肝细胞焦亡 ----------------------- 王国振,金思一,胡烨等 928 

PU-0920 消化内科 8727 例检验标本不合格原因分析 ------------------------------------ 阳凤,江秋霞 928 

PU-0921 血栓弹力图在评估不同程度肝硬化患者凝血状态中的作用--------------- 白艳霞,戴光荣 929 

PU-0922 无症状人群胃黏膜低级别上皮 

 内瘤变危险因素分析及随访 ---------------------------------------- 刘应玲,蔡余利,张开光等 929 

PU-0923 血脂异常与结直肠息肉临床相关性的分析 ---------------------------------------------杨立明 930 

PU-0924 核因子相关因子 2（Nrf2）在胃食管反流病变中的作用机制 -------- 姚荔嘉,柳刚,王雯 930 

PU-0925 三叶青黄酮通过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对结肠癌抑制作用研究 ------------------------------------- 吴晓尉,余纳,张钰坪等 931 

PU-0926 重症急性胰腺炎并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 ---------- 覃凌燕,韦珍平,黄华丽等 931 

PU-0927 聚普瑞锌颗粒在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后创面应用的临床研究--------------- 王曼彤,王宏光 932 

PU-0928 一例食管高分化鳞癌伴腺样囊腺癌报道 ---------------------------------- 陈简,陆恒,汪芳裕 932 

PU-0929 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术在 

 上消化道壁外占位性病变诊断中的价值 ------------------------------------------------熊超亮 933 

PU-0930 EGCG 的食管上皮细胞 NF-κB 信号通路抑制作用研究 ---------------------- 刘畅,汪芳裕 933 

PU-0931 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老年发病的 

 克罗恩病临床特点分析 ------------------------------------------------- 苏明丽,刘晓凡,郅敏等 934 

PU-0932 IBD 患者肠道真菌菌群分析 -------------------------------------------------------- 卓玛,王玉芳 934 

PU-0933 蓝激光内镜联合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对 

 ―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诊治价值 ------------------------------------------------ 熊超亮,吴裕文 935 

PU-0934 经超声肠镜下阑尾造影及支架引流等治疗术 

 在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治疗中的临床应用观察 -------------------------------- 熊超亮,吴裕文 935 

PU-0935 克罗恩病的上消化道病变：一项横断面队列研究 ------------------- 黎苗,高翔,赵俊章等 936 

PU-0936 超声内镜引导下胆道穿刺引流会师术在 

 ERCP 插管造影失败胰头癌患者治疗中的临床实践 ----------------------- 熊超亮,吴裕文 936 

PU-0937 超声内镜引导下射频消融治疗晚期胰腺癌的临床分析 -------------------- 熊超亮,吴裕文 937 

PU-0938 超声引导经皮经肝胆囊穿刺置管引流 

 治疗老年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的可行性及疗效 ----------------------------- 熊超亮,吴裕文 937 

PU-0939 microRNA-106b-5p 通过 BTG3/Bcl-xL/p27 

 途径调控肝细胞性肝癌的增殖和对索拉菲尼的敏感性 --------------------------- 英和娜拉 938 

PU-0940 Association of ulcerative colitis with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1, Th2 and Th17  

 cells in the colonic tissues  ----------------------- Xia Shenglong,Jiang Yi,Wang Xiaoqi 938 

PU-0941 微小 RNA-497 低表达介导的结直肠癌细胞免疫逃逸的机制研究 -----------------杨东梅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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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42 藤黄酸对人食管癌细胞 Eca109 增殖及表达的影响 ----------------------------------孙立影 939 

PU-0943 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对溃疡性结肠炎诊断 

 及其严重程度评估的临床意义 -------------------------------------------------- 贾文秀,张晓岚 940 

PU-0944 Photofrin 光动力治疗中晚期结直肠癌 近期疗效观察 --------------------- 熊超亮,吴裕文 940 

PU-0945 Predication of recurrence in negative-node 

  gastric adencarcinoma through quantitative  

 histomorphometric features of nuclear in digital  

 H&E images ----------------------------------------------------------- JI MENG YAO,Yuan Lei 941 

PU-0946 Analysis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Intestinal Behcet disease ------------------ Bai Xiaoyin,Zhang Huimin,Jin Meng etc. 941 

PU-0947 消化性溃疡的流行病学研究 ------------------------------------------------------------------张艳 942 

PU-0948 结肠镜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对结直肠息肉检出率的影响 ---------- 贺新珏,虞朝辉,厉有名 942 

PU-0949 胃癌患者 Hp 感染诊治现状——附 1153 例胃癌分析 ------------------------- 徐灿霞,李明 943 

PU-0950 醛固酮通过 ROS 活化 NLRP3 炎症小体 

 /IL-1β/Smad 通路促进肝纤维化机制研究 -------------------------------------------------黄珊 943 

PU-0951 自身免疫性肝炎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研究 ---------------------------------张红英 944 

PU-0952 不同胶囊内镜评分体系与炎症指标之间的关系 ------------------- 陈轩馥,金梦,张慧敏等 945 

PU-0953 调节 miR-155 影响急性胰腺炎小鼠肠道 

 炎症以及改变肠道菌群对肠粘膜屏障的保护作用 ---------------- 杨晓宇,万剑华,何丛等 945 

PU-0954 经鼻胃镜导丝引导下放置鼻胃管 

 在儿童食管狭窄治疗中的应用 ------------------------------------------- 任晓侠,杨洪彬,方莹 945 

PU-0955 酪酸梭菌活菌片联合标准四联疗法在根除幽门螺杆菌中的疗效-------------------廖远行 946 

PU-0956 类克治疗克罗恩病患者心理韧性及其心理干预方式的研究进展----------------------李娟 946 

PU-0957 醋酸奥曲肽联合口服去甲肾上腺素在消化性溃疡并出血治疗中的应用 ----------廖远行 947 

PU-0958 炎症性肠病合并血栓回顾性研究 ---------------------------------------- 李瑾,魏娟,汪芳裕等 947 

PU-0959 儿童消化性溃疡 274 例临床资料分析 ---------------------------- 任晓侠,杨洪彬,张含花等 948 

PU-0960 IL-6、IL-10 急性胰腺炎病程中的表达及意义------------------------------------------廖远行 948 

PU-0961 综合护理在 ERCP 患者中的应用 --------------------------------------------------------王思思 948 

PU-0962 炎症性肠病与焦虑抑郁关系的初探 ---------------------------------------------------------罗丹 949 

PU-0963 PASS 评分预测急性胰腺炎预后的临床研究 ----------------------- 吴东,柏小寅,熊洋洋等 949 

PU-0964 绩效考核对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护理质量及住院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王思思 950 

PU-0965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using  

 Flush knife and SB knife Jr: a  

 retrospective study ----------------------------- Mu Ganggang,Li Hongyan,Yu Honggang 950 

PU-0966 消化内科老年患者的护理风险管理及对策 ---------------------------------------------王思思 951 

PU-0967 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of an esophageal duplication  

 cyst ----------------------------------------------- long yanqin,Liu Weili,Jiang  Zhinong etc. 951 

PU-0968 Effects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and joint application of probiotics on rats with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 Huang Huping,Lin Zhihui 952 

PU-0969 十二指肠旁胰腺炎的临床特点和转归 ------------------------------------- 吴东,曹迪,李娟等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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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0 血清 CST-4 诊断食管鳞癌的临床价值的研究 --------------------------- 韦成,刘畅,汪芳裕 953 

PU-0971 ASC-/-高脂饮食构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肠-肝轴‖小鼠模型及 HMGB1 相关作用机制的研究 ---------------- 孙焕焕,陈羽,和水祥 953 

PU-0972 炎症性肠病患者的心理症状及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 张淑艳,刘炯 954 

PU-0973 中药黄芩汤以不同给药方式治疗实验性结肠炎的疗效比较--------------- 吴慧敏,汪芳裕 954 

PU-0974 窄带谱成像放大内镜技术对早期食管癌 

 及其癌前病变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 张惠晶,冯明亮,矫太伟等 955 

PU-0975 Histopathological scoring system can  

 be helpful in diagnosing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 from suspected patients-----------------Liu Yiqi,Li Ping,Liu Liang etc. 955 

PU-0976 粪便钙卫蛋白预测溃疡性结肠炎镜下活动及严重程度的价值----- 陈立亚,刘畅,汪芳裕 956 

PU-0977 急性胰腺炎早期干预时效性的综述 ---------------------------------------- 孙翰,柏小寅,吴东 956 

PU-0978 内镜粘膜切除术治疗结肠息肉临床疗效观察 ---------------------------------------------姜淼 957 

PU-0979 AGXT2L1 在消化系统肿瘤中的表达及其机制研究 ------------------------ 邓云超,于红刚 957 

PU-0980 The effect of polaprezinc on dextran  

 sulfate (DSS)-induced acute mice colitis ----------------------------- 王征,杨红,张慧敏等 958 

PU-0981 炎症性肠病患者心理一致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吕红利,王丽娟,许诺等 958 

PU-0982 非甾体类抗炎药对急性胰腺炎治疗意义 ----------------------------------------- 柏小寅,吴东 959 

PU-0983 行结肠镜检查患者的意愿及肠道准备现状调查与分析 -------------------- 卢玉文,周岩岩 959 

PU-0984 肝硬化患者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套扎术后疼痛评估现状及分析。----------------------骆欧 959 

PU-0985 临床规范化治疗与幽门螺旋杆菌根除率的相关研究 ------------- 刘静,李月月,纪超然等 960 

PU-0986 炎症性肠病生活功能问卷的汉化及临床应用研究 ---------------- 马涵,楼丹娜,虞朝辉等 960 

PU-0987 Resveratrol improves liver fibrosis by  

 upregulating endogenic Interleukin-10 

  to reprogramme macrophages phenotype ------ yu bing,Luo Wei,Lu Jiong-ming etc. 961 

PU-0988 培菲康对抗菌药物相关肠道菌群失调的预防作用及肠道微生态影响 -------------吴建浓 961 

PU-0989 探讨不同性别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在重症病房的临床特点--------- 向红雨,周中银 962 

PU-0990 PVC 血管层级管理在无痛胃肠镜麻醉治疗中的应用 ------------------ 叶玲玲,李丹,赵阳 962 

PU-0991 IBS 患者肠道菌群对肠上皮内淋巴细胞的调控机制研究  ------------------- 于宇,李延青 963 

PU-0992 人工智能电子染色内镜在消化道疾病诊治中的应用 -------------------------- 杨雅蓉,刘畅 963 

PU-0993 Cavernous Transformation of Portal Vein:  

 Report of 50 Cas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 Wan Qinsi,Li Bimin,Zhu Xuan etc. 963 

PU-0994 自拟复方中药汤剂对肝纤维化大鼠相关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 叶国荣,舒建昌 964 

PU-0995 角蛋白 1 对实验性结肠炎小鼠肠黏膜屏障功能的影响 ---------------------------------吴静 964 

PU-0996 补中封髓丹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 30 例 -------------------------------------------------郑伟伟 965 

PU-0997 粪菌移植治疗自闭症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 ------------------------- 李宁,魏艳玲,陈东风 966 

PU-0998 白介素-21 基因多态性与慢性乙型肝炎 

 核苷类似物治疗 HBeAg 血清学应答的关系 ----------------------- 胡璇,叶俊钊,邵琮翔等 966 

PU-0999 蓝激光放大内镜技术在上消化道早癌诊断中的临床研究 ----------------------- 谢萍,桂冠 967 

PU-1000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zation of gut microbiota  

 among faecal samples, colonic lavage and colonic  

 biopsies in NAFLD patients --------- Yang Zhao,Yang Miao-Fang, Huang Ze-Xin etc.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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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1 克罗恩病术后复发合并十二指肠－回结肠瘘一例合并文献复习----------------------陈洋 968 

PU-1002 阿司匹林所致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特点 ---------------------------------------------------王泽涛 969 

PU-1003 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内镜下 

 治疗失败的危险因素分析 ---------------------------------------------------- 谢萍,范惠珍,桂冠 969 

PU-1004 吉林市 400 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病抗病毒级耐药情况调查 ------- 王晓燕,刘爽,孙震等 970 

PU-1005 老年营养不良与幽门螺杆菌感染之间的关系 ---------------------------------------------龙云 970 

PU-1006 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内镜治疗术后 

 再出血危险因素评估分析 -------------------------------------------------------------- 谢萍,李骥 970 

PU-1007 干扰素-γ 基因多态性与慢性乙型肝炎 

 抗病毒治疗中患者 HBeAg 血清学转换的关系 -------------------- 胡璇,叶俊钊,邵琮翔等 971 

PU-1008 基于 Fisher 判别模型：血清、腹水肿瘤标志物、 

 球蛋白比值在结核、恶性腹水中的诊断价值研究 ---------------- 余韬,赖永康,陈幼祥等 972 

PU-1009 监测英夫利昔单抗血药浓度和抗抗体 

 水平在治疗儿童炎症性肠病中的作用 -------------------------------------------- 张娟,李在玲 972 

PU-1010 同时性多发早期胃癌主要病变和次要病变 

 临床病理学特点的相关性分析 ------------------------------------- 刘世育,陈光侠,吴传楠等 973 

PU-1011 A novel role of cytoplasmic polyadenylation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3 in regulating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in colorectal  

 cancer --------------------------------------------------- Yan Qun,Fang   Yuxin,Li Aimin etc. 973 

PU-1012 以肝衰竭为首发的白塞病 ------------------------------------------------------------------廖艳霞 974 

PU-1013 C 反应蛋白、红细胞压积及白蛋白预测 

 急性胰腺炎病情严重程度的价值 ---------------------------------- 韦珍平,覃凌燕,黄华丽等 974 

PU-1014 内镜逆行下行阑尾炎治疗术在临床应用中的系统评价 ---------------------------------杨梅 975 

PU-1015 电针刺激足三里修复糖尿病大鼠胃窦 cajal 间质细胞的机制研究 --------------------陈艳 975 

PU-1016 Upper Gastrointestinal Tract Phenotype 

 of Crohn’s Disease in China:Endoscopic  

 Features and Early Prognosis  ---------------- Sun Xiaowei,Wei Juan,Yang Zhao etc. 976 

PU-1017 蓝激光内镜下诊断为胃早癌的胃血吸虫病一例 -------------------------------- 刁文秀,沈磊 977 

PU-1018 探讨直肠顺应性和内脏敏感性在功能性肠病中的作用及相互作用 --------- 黄智慧,戴宁 977 

PU-1019 A case-control study on association of  

 ulcerative colitis with FCGR2A gene  

 polymorphisms in Chinese patients  ----------- Wang Xiaoqi,Jiang Yi,Xia Shenglong 978 

PU-1020 乙肝病毒感染和消化道肿瘤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陆婷娜 978 

PU-1021 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临床病理特征的回顾性分析 ---------------- 王琳,吴静,刘揆亮等 979 

PU-1022 克罗恩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状态研究 ---------------------------------- 何尧儿,陈茜,范一宏 979 

PU-1023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ase  

 Management Model on Complications  

 and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 Chen Cui,Yin Kun,Zeng Yanbo etc. 980 

PU-1024 i-scan 内镜对食管鳞状上皮内瘤变的诊断性研究 ------------------------------ 郭婧,李延青 981 

PU-1025 不同喂养方式极低出生体重儿的胃电图特点及生长发育随访------------ 王子靖,李在玲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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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6 人工智能技术在上消化道内镜检查质控中的作用          

 ——新型人工智能胃镜口垫的设计与应用 ---------------------------------------------李广超 982 

PU-1027 益生菌 VSL＃3 抑制 RAGE-HMGB1 信号通路， 

 改善白介素 10 敲除 UC 模型鼠的肠道炎症浸润 ------------------ 孙勖人,张依宁,孙明军 982 

PU-1028 一种新型塑料抗返流胆道支架 ---------------------------------------- 吴春成,刘伟,叶连松等 983 

PU-1029 索拉菲尼联合肝动脉栓塞化疗治疗晚期肝癌的研究 ---------------------------------谭松龄 983 

PU-1030 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对十二指肠隆起性病变中的临床应用 ---------------------------杨珍明 984 

PU-1031 lncRNA Ftx 促进肝癌细胞抗失巢凋亡 --------------------------------- 赵琪,张娣,王雯雯等 984 

PU-1032 EV71 感染人扁桃体隐窝上皮细胞的研究 -------------------------- 邢娇,孙萌怀,刘志峰等 985 

PU-1033 小儿消化性溃疡 320 例临床及内镜特征分析 ---------------------- 朱忠生,周少明,王朝霞 985 

PU-1034 肝硬化患者血清学和超声心动图检查对 

 肝硬化心肌病早期诊断的价值 ---------------------------------------------- 宿慧,吴静,刘红等 986 

PU-1035 高甘油三酯血症胰腺炎中受损自噬和内质网应激相关性的研究-------------------梅启享 986 

PU-1036 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通过旁分泌维持 

 CD24+肝癌干细胞―干性‖的机制研究 --------------------------------------------- 李雅雯,程斌 987 

PU-1037 改良型圈套器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切除胃、 

 食管上皮内瘤变的疗效评 ------------------------------------------------- 梁凤,乔晓,刘树青等 987 

PU-1038 超声内镜引导下经胃穿刺双蘑菇头覆膜 

 金属支架引流术治疗胰腺假性囊肿 21 例疗效与安全性评价 ------------- 雷宇鹏,余明桔 988 

PU-1039 重症急性胰腺炎相关性 MiR-551b-5p 对 

 Cajal 细胞 C-KIT 基因的表达和细胞内钙离子浓度的影响-----------------------------李骥 988 

PU-1040 GPR120 激动剂抑制 CBir1 T 细胞转输诱导的慢性结肠炎 ----------------------------刘晗 989 

PU-1041 以单纯腹痛为临床表现的腹型过敏性 

 紫癜 1 例报道及小肠镜下特征分析 ----------------------------------------------- 马田,左秀丽 989 

PU-1042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Membrane 

  Derived Vesicles Promote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in Dextran Sulfate Sodium-Induced Colitis --------------- Liu Le,Chen Ye 990 

PU-1043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与生命早期抗生素应用的关系 -------------------------- 朱巍巍,李在玲 991 

PU-1044 ERCP 在急性胆源性胰腺炎应用中的回顾性分析 ---------------------------------------李骥 991 

PU-1045 AIMS65、Glasgow-Blatchford 和 

 Rockall 预后评分系统在静脉曲张性和 

 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中的比较 -------------------------------------------- 卢学峰,陈洪 992 

PU-1046 Complete Esophageal Obstruction  

 After Endoscopic Variceal Ligation: 

 Case Report and Review ---------------------------------------- Zhang wei sen,Yao Yi Ran 993 

PU-1047 儿童幽门螺旋杆菌检测率的影响因素 ---------------------------------------------------叶安青 993 

PU-1048 结直肠息肉与血脂水平、脂肪肝发病的相关性研究 ------------------- 王松,方放,陈思等 993 

PU-1049 内镜胆道支架置入与胆道旁路 

 手术治疗恶性胆管梗阻的 Meta 分析 -------------------------------- 聂丹丹,辛辰,吕沐瀚等 994 

PU-1050 lncRNA Ftx 促进慢乙肝肝纤维化中肝星状细胞的激活 ---------------- 张娣,赵琪,李晓等 994 

PU-1051 胆道细胞刷检细胞学单独或联合肿瘤标记物在胆道狭窄中的诊断价值 ----------钟谷平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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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52 降结肠巨大息肉合并血友病 A 伴 I型血管 

 性血友病内镜手术治疗 1 例 ---------------------------------------------- 汪星,刘海峰,张海军 995 

PU-1053 维生素 D 对油酸诱导的脂肪变 HepG2 

 细胞的凋亡、脂质代谢的调控作用 -------------------------------------------- 俞媛洁,谭诗云 996 

PU-1054 KIF20A promotes cellular malignant  

 behaviors and enhances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y in colorectal cancer through  

 regulation of JAKSTAT3 signaling pathway  --------------------------------------------熊漫 996 

PU-1055 非麻醉医师实施的丙泊酚镇静下行急诊 ERCP 的可行性 --------------------------钟谷平 997 

PU-1056 肝癌抑癌基因 LHPP 的分子结构与功能 ---------------------------------- 成镀,徐铭,于红刚 997 

PU-1057 腹腔镜胆囊摘除术前 ERCP 的临床研究 -----------------------------------------------钟谷平 998 

PU-1058 优质护理在乙肝后肝硬化伴上消化道出血中的影响 ------------------------------------王玉 998 

PU-1059 抗生素在预防 ERCP 术后胰腺炎和胆管炎中应用------------------------------------钟谷平 999 

PU-1060 轻微型肝性脑病患者脑组织磁共振研究进展 ---------------------------- 吴凡,李晖,郑丹等 999 

PU-1061 老年人胆总管结石大球囊扩张的临床意义 ---------------------------------------------钟谷平 1000 

PU-1062 ATOH8 调控肝细胞肝癌免疫微环境的初步研究 ---------------------------- 陈丽萍,程计林 1000 

PU-1063 IgG4 相关性肠病---------------------------------------------------------------------- 宋正己,万苹 1000 

PU-1064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预后因素及鉴别诊断指标的分析研究-------- 詹会,黄丽涓,张洁等 1001 

PU-1065 Stenosis and endoscopical disease  

 activity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in  

 Crohn’s disease --------------------------------------- Chen Liya,Yuan Bosi,Wei Juan etc. 1002 

PU-1066 P53、TNF-α 在二甲双胍治疗 Barrett 

 食管前后表达改变及意义 ---------------------------------------------- 杨炳银,宗君,仓艳红等 1002 

PU-1067 氢溴酸东莨菪碱在探头式共聚焦胃镜检查中的临床应用 ------- 刘冠群,赵姗姗,李延青 1003 

PU-1068 RIP3 对 AIH 巨噬细胞活化的影响及其 

 作为分子靶点在硫唑嘌呤介导的免疫反应中的重要作用 ---------- 周思敏,张君,周璐等 1004 

PU-1069 Fas signaling induces stemness properties 

  in colorectal cancer by regulation of Bmi1 ---------------------------------- Chen Jiaxuan 1004 

PU-1070 基于血液检查指标建模的肝癌患者 

 肝功能评价及肿瘤分期 ------------------------------------------------- 王婷,袁海良,张焜和等 1005 

PU-1071 个体化护理措施对克罗恩病合并肛瘘患者的护理分析 ----------------------- 刘成,杨家乐 1005 

PU-1072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 L. 

  protects against Helicobacter  

 pylori-induced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a preliminary study of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 Shi Zongming,Ye Hui,Yu Jing etc. 1006 

PU-1073 VEGF165b 在结肠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作用机制 ----------------------------- 张舵舵,赵燕颖 1006 

PU-1074 基于舌苔微生态研究愈疡汤对干预复发性口腔溃疡（ROU）的机制 ------------时小红 1007 

PU-1075 Is it safe to wait 5~10 years after  

 an initial negative colonoscopy result? -------LIN YONG,ZHAO JING,NIE YUQIANG 1007 

PU-1076 胰腺假性囊肿的治疗进展 ----------------------------------------------------------- 陈娜,周中银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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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7 血清学优化指标在克罗恩病黏膜愈合判断中的诊断效能 ---------------------------袁嘉伟 1009 

PU-1078 指南如何推荐炎症性肠病患者优化肿瘤监测 ------------------------------------------魏云浩 1009 

PU-1079 炎症性肠病脑功能变化研究进展 ---------------------------------------- 杨宇霖,刘畅,汪芳裕 1010 

PU-1080 超声内镜联合弹性成像评估胃癌术前 N 分期的临床价值 ---------- 张健锋,耿静,毛振彪 1010 

PU-1081 miR-877-5p involved in aspirin-induced  

 injury via regulating PDK1 expression in  

 gastric epithelial cells--------------------------- Han Weiwei,Jiang Zongdan,Li Chao etc. 1010 

PU-1082 UBE2T 通过调控细胞周期 G2/M 

 检测点促进肝癌细胞增殖 ---------------------------------------------- 刘黎黎,祝继敏,沈锡中 1011 

PU-1083 注水式结肠镜床面污染解决方法的研究 ------------------------------- 刘鸿儒,吴锋,杨幼林 1012 

PU-1084 亚洲克罗恩病腹内脂肪分布特点及鉴别诊断价值 ------------------- 姚昕,林一鸣,虞朝辉 1012 

PU-1085 People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Have Higher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Rate --------------------------------------------------- Li Mingke,Ma Lanqing 1013 

PU-1086 经皮肝穿活检确诊为继发性含铁血黄素沉积症 1 例 ---------------------------------张海静 1013 

PU-1087 萎缩性胃炎和肠上皮化生患者根除幽门螺杆菌 

 治疗预防胃癌的 Meta 分析 -------------------------------------------- 毛小萍,辛辰,吕沐瀚等 1014 

PU-1088 The effects of exendin-4 on colonic motility  

 in rats and its mechanism ---------------------- Yan Lin,Tang  Qincai,Ren  Haixia etc. 1015 

PU-1089 痛泻要方对肠易激综合征大鼠肠道 TLR4 信号通路的影响 -------- 李蒙,王霄腾,胡玥等 1015 

PU-1090 肠道微生物及代谢产物与粘膜免疫系统 

 相互作用影响自身免疫病发病的研究进展 -------------------------------- 牛海涛,马祎杨子 1016 

PU-1091 造口袋在腹腔穿刺置管术后腹水渗漏患者中的应用分析 -------------------- 刘成,杨家乐 1016 

PU-1092 Pokemon 过表达通过增加肝细胞脂质 

 沉积促进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进展 -----------------------------------------周静平 1016 

PU-1093 高分辨率食管测压在非心源性胸痛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 李蒙,吕宾,何承海 1017 

PU-1094 内镜下治疗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临床效果观察  ------------------------------- 李峥,高山 1018 

PU-1095 Evodiamine can improve visceral hy 

 persensitivity of rats induced by chronic water avoidance stress ----------------任海霞 1018 

PU-1096 结肠镜腹痛预测方法的研究 ---------------------------------------------------------------刘宇新 1019 

PU-1097 口服靶向巨噬细胞的基于阳离子多聚肽 

 自组装纳米载体携带 miR-146b 治疗小鼠 IBD 模型的研究 -------------- 鲍丹丹,鲍丹丹 1019 

PU-1098 The mechanism of CPEB3 in regulation of 

  malignant progress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through JAK-STAT pathway  ------------------------------------------------------- Fang yuxin 1020 

PU-1099 自身抗体在自身免疫性肝病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 王晓艺,李燕妮,王一等 1021 

PU-1100 CD6 通过配体依赖及非依赖方式促进 

 炎症性肠病患者 Th1 和 Th17 细胞免疫应答 -------------------------------- 马彩云,刘占举 1021 

PU-1101 短时间咀嚼口香糖对小肠胶囊内镜胃肠通过时间的价值研究-------- 黄亮,胡玥,金波等 1022 

PU-1102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对小鼠结肠 

 平滑肌细胞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 陈飞雪,李延青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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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03 Receptor-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  

 3 mediates macrophage/monocyte  

 activation in autoimmune hepatitis and  

 and its important role as a molecular 

  target in azathioprine-mediated 

  immune response ------------------------------------ Zhou Simin,Zhang Jun,Zhou Lu etc. 1023 

PU-1104 复发性口腔溃疡与口腔微生态的关系 ---------------------------------------------------时小红 1023 

PU-1105 Cronkhite-canada 综合征 -----------------------------------------------------------------陈亚兰 1024 

PU-1106 Low drug levels during infliximab  

 maintenance therapy in remitted  

 patients predict successful drug withdrawal ------- Tang Jian,Gao Xiang,Zhi Min etc. 1024 

PU-1107 应用多种手段综合评估英夫利昔单抗对克罗恩病（CD）的疗效 --------------------孙菁 1025 

PU-1108 应用图像绘画心理分析技术解决临床症状 ---------------------------------------------严雪敏 1025 

PU-1109 药物性肝病与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临床特征的比较分析 ------- 卢书明,王晓媛,赵丹等 1026 

PU-1110 拉萨、北京两家不同海拔地区三甲医院肠镜检出的比较研究------------ 李军,次仁央金 1026 

PU-1111 SES-CD 评分联合血清白蛋白预测 

 克罗恩病短期内肠腔狭窄形成 ------------------------------------- 张義捷,袁嘉伟,庄康敏等 1027 

PU-1112 LPL 基因突变致高脂蛋白血症 I型 1 例及文献复习 ----------------------------------郭红梅 1027 

PU-1113 肠道细菌移位与自身免疫性肝病的相关性分析 ------------------------- 刘曼,周思敏,周璐 1028 

PU-1114 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复方苦参注射液 

 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研究 ---------------------------------------- 容谦,梁仲惠,许春本 1029 

PU-1115 IL-9 及 TL1A 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黏膜组织中的表达变化 ----- 段洋洋,王冬,张晓岚 1029 

PU-1116 合并肝脏多发病变的克罗恩病一例报道 ---------------------------- 徐雪梅,解丽,方华蓥等 1030 

PU-1117 大鼠反流性食管病变的性别差异及其机制研究 ------------------- 林燕芳,王宝珊,王雯等 1030 

PU-1118 丁酸对炎症性肠病中黏液屏障的保护作用研究 ------------------------- 梁丽萍,刘乐,陈烨 1031 

PU-1119 miR-425 通过抑制肠上皮细胞 BTG3 

 表达促进 IBD 发生发展 --------------------------------------------- 郭珍臻,王金霞,高采平等 1032 

PU-1120 超声内镜在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诊治中的价值 ---------------------- 高山,田爱霞,王玮等 1032 

PU-1121 结肠镜检查无异常者结肠镜复查时间探 ---------------------------------- 林泳,何媛,赵晶等 1033 

PU-1122 Vasopressin aggravates TNBS-induced  

 colitis by promoting mucosal  

 prostaglandin release --------------------------- Jing Haiyan,Li Jingxin,Dou Dandan etc. 1034 

PU-1123 基质 Gla 蛋白（MGP）在溃疡性结肠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董旭旸,武美序,金梦等 1035 

PU-1124 结肠 CT 三维成像在诊治消化系统疑难杂病例中的应用 ----------------------------沈许燕 1035 

PU-1125 一例以淋巴结肿大为表现的腹水患者的诊治思考 ---------------- 吕超蓝,王巧民,叶飞等 1036 

PU-1126 2 例Ⅲ型糖原累积症患儿基因型和表型分析 --------------------------------- 张志华,郑必霞 1036 

PU-1127 瑜伽呼吸疗法对晚期肝癌患者轻、中度疼痛的影响 ---------------------------------崔洋洋 1037 

PU-1128 集束化护理在急性重症胰腺炎肠功能障碍中的应用 -------------------------- 莫焱,王小红 1037 

PU-1129 一例以便血为主要症状的 Wiskott-Aldrich 综合征 ------------------- 李虹,吕茵,张含花等 1038 

PU-1130 肠罗斯氏菌鞭毛蛋白对实验性结肠炎小鼠肠黏膜屏障的作用研究 ------ 全永胜,王晓艳 1038 

PU-1131 长链非编码 RNA-RP11-317J10.2 低表达促进大肠癌细胞增殖和侵袭 ------ 罗佳,黄跃 1039 

PU-1132 溃疡性结肠炎合并肛瘘伴有大便失禁患者的护理个案 -------------------- 黄燕青,黄贤丽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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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33 Autoimmune diseases concomitance  

 among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atients  

 a single-institution cohort study ---------- Xu Tianming,Li Jingnan,Qian Jianming etc. 1040 

PU-1134 LncRNA-uc002mbe.2 调控人肝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 -------- 王坤元,古诚鑫,余柑祥等 1040 

PU-1135 使用儿童气管套管替代胃造瘘管的个性化老年护理案例 ----------------- 李琳丽,王丽媛 1041 

PU-1136 二代测序分析散发性结直肠癌和息肉的基因突变 ----------------------------- 张生君,黄跃 1041 

PU-1137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Novel Nomogram for Pretreatment  

 Prediction of Liver Metastasis in Pancreatic  

 Cancer ----------------------------------Chen Shangxiang,Guoda Lian,Shaojie Chen etc. 1042 

PU-1138 特殊小儿消化道异物导致严重并发症临床诊治经验分享 ------- 方莹,任晓侠,杨洪彬等 1042 

PU-1139 长链非编码 RNA LINC00152 表观调控 LRIG1 

 影响胆管癌细胞增殖和转移的机制研究 ------------------------------- 王妮,于洋,章明炯等 1043 

PU-1140 无痛胃肠镜检查和治疗的严格规范化管理研究 ---------------------------------------王晓霞 1043 

PU-1141 应用三腔二囊管 取出艾滋病患者乙状结肠巨大异物 ---------------------- 陈丽萍,程计林 1044 

PU-1142 婴儿早期幽门螺杆菌感染胃镜改变 ---------------------------------------- 袁岚,向梅,袁岚等 1044 

PU-1145 内镜下治疗儿童上消化道异物 180 例 -------------------------------------------- 葛库库,方莹 1045 

PU-1146 探讨海南地区门脉高压精准治疗阶梯护理的应用 ----------------------------- 叶玲玲,李丹 1046 

PU-1147 双侧鼻胃管在儿童食管异物并发症的治疗 20 例------------------------------- 葛库库,方莹 1046 

PU-1148 ALDH1A3-PROMOTING PANCREATIC  

 CANCER METASTASIS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GLYCOLYTIC UPTAKE  

 AND ROS PRODUCTION ---------- Qian Xuetian,Shen Shanshan,Yu Yuanyuan etc. 1047 

PU-1149 Novel Prognostic Factors for Pancreatic  

 Cancer with Liver Metastasis: A Retrospective  

 Multi-Institution Study ---------------Chen Shangxiang,Guoda Lian,Shaojie Chen etc. 1047 

PU-1150 口服肠内营养提高成人克罗恩病黏膜愈合率的研究 ------------- 贺青,陈佳敏,何丽雯等 1048 

PU-1151 含荆花胃康胶丸四联疗法补救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疗效评价--------- 姚国鹏,尹合坤 1048 

PU-1152 Notch signal modulates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and phagocytosis through  

 direct suppression of SIRPα expression --------------------------- lin yan,Zhao Jun-long 1049 

PU-1153 略论克罗恩病的中医辨治 ------------------------------------------------- 司敏,沈洪,周晓波等 1049 

PU-1154 运脾益肾法治疗老年慢性便秘的临床疗效观察 ------------------- 陈丹丹,沈洪,周晓波等 1050 

PU-1155 黄芩苷通过抑制原癌 microRNA 的表达 

 诱导结肠癌细胞凋亡 ------------------------------------------------- 陶以理,詹守斌,王延博等 1050 

PU-1156 益气健脾法在胃癌术后中的应用及疗效分析 ------------------------- 陈敏,沈洪,周晓波等 1051 

PU-1157 结肠肿瘤中 KIAA1199 的表达及对 

 细胞生物学功能影响的初步研究 ----------------------------------------------- 董晴晴,朱黎明 1052 

PU-1158 IL10 轴基因缺陷相关 VEOIBD 的基因型与临床表型：  

 基于一项大样本的研究 ------------------------------------------------- 郑翠芳,黄瑛,胡文慧等 1052 

PU-1159 ERCP 在毕 II式胃大部分切除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探讨 ---------- 陈汶,李国庆,陈宏辉等 1053 

PU-1160 HLA-I类基因多态性与儿童克罗恩病相关性的研究 ----------- 夏海娇,黄志恒,邢清和等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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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61 The cost-effectiveness features for colonic  

 ESD patients ------------------------------------------ cui ning,Yu Honggang,Luo Hesheng 1054 

PU-1162 不同时间应用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对胶囊 

 内镜检查患者肠道准备的影响 ------------------------------------------- 刘苗,邓涛,万新月等 1054 

PU-1163 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临床特点及预后分析 ---------------------------------------------于继红 1055 

PU-1164 终末期肝病模型与血清钠比值对于肝硬化患者短期预后的评估-------------------吕晓辉 1055 

PU-1165 氧化铁纳米微粒偶联单链抗体进行 MRI成像-胰腺癌诊断研究---------- 邹金茂,黄开红 1056 

PU-1166 CCL7 促进胰腺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及转移的机制研究 ---- 李若梦,邹金茂,李雅晴等 1056 

PU-1167 Tumor-driven macrophages  

 display a mixed phenotype and 

  secrete IL-8 to promote tumor  

 metastasis in PDAC ------------------------------ Chen Shaojie,Lian Guoda,Li Jiajia etc. 1057 

PU-1168 MiR-543 inhibits the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of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 Li Yaqing,Lian Guoda,Chen Shaojie etc. 1057 

PU-1169 The Effects  of MicroRNA-543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s ----------------- Lian Guoda,Chen Shaojie,Li Xianna etc. 1058 

PU-1170 急性胰腺炎早期 SOD 活性变化及其 

 预测器官衰竭和死亡风险的价值 ---------------------------------------- 郑西,何文华,祝荫等 1059 

PU-1171 集束化干预降低内科危重病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效果观察-------------------------陈建荣 1059 

PU-1172 Video education can improve awareness  

 of risks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 a randomized trial ----------- Bai Yu,Tian Xia 1060 

PU-1173 Does mesalazine improves symptoms  

 in adults suffering from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 Shen Xiaoxue,Yu Ting,Lin Lin 1060 

PU-1174 胆汁反流伴胃粘膜肠化患者中医 

 体质特征的病例对照研究 ------------------------------------------- 肖定洪,黄智萍,李静波等 1061 

PU-1175 Gastric Xanthelasma May be an 

  Independent Endoscopic Warning Sign  

 of Intestinal Metaplasia: a Single-center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led Study - Xiao Dinghong,Yuan Xiaoqin,Wu Yunlin etc. 1062 

PU-1176 腔壁贴合型金属支架在治疗胰周液体积聚中的价值 ------------- 沈永华,朱浩,邹晓平等 1062 

PU-1177 幽门螺杆菌对慢性胃炎和胃溃疡患者胃内微生物的影响 ----------------- 刘湘红,徐美华 1063 

PU-1178 幽门螺杆菌感染现状分析 ------------------------------------------------------------------张永炯 1063 

PU-1179 牙线悬吊牵引法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 

 治疗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中的应用 ---------------------------------- 时强,姚礼庆,钟芸诗等 1064 

PU-1180 四种评分系统评估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比较 ---------------------------------------张湘霓 1065 

PU-1181 炎症性肠病患者希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尚星辰,林征,卞秋桂等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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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2 Effect of supplemental simethicone for  

 bowel preparation on adenoma detection  

 during colonoscopy: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 Pan Peng,Zhao Sheng-Bing,Li Bing-Han etc. 1066 

PU-1183 门静脉高压症的诊治现状及展望 ------------------------------------- 唐郑一,邵雪,张传辉等 1066 

PU-1184 mTOR 信号通路在实验性小鼠结肠炎 

 结肠纤维化发生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 徐萍萍,徐丽,崔秀秀等 1067 

PU-1185 肺炎克雷伯菌肝脓肿以肌无力及茶色尿起病 

 一例报告及相关病例报告回顾分析 ------------------------------------- 邓利华,郏荣,李卫等 1067 

PU-1186 甘油三酯葡萄糖乘积指数与老年人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性研究 ---------------------------------------------- 邓利华,魏雅楠,王晶桐 1068 

PU-1187 Targeting IRAK1 as a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Colorectal cancer ----------------------- Wang Na,Weile Cai,Dexin Zhang 1068 

PU-1188 组织胶改良注射方法联合硬化治疗食管 

 胃静脉曲张出血的临床疗效观察 ---------------------------------------------------------杨云锋 1069 

PU-1189 Polo-like 激酶 1 在肝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杨云锋 1070 

PU-1190 Research progress of phenylpropanoid glycoside  

 in inhibiting malignant tumor --------- xiong wanyuan, Ma  Qiang,Yu  Xiaohui  etc. 1070 

PU-1191 BMI与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的关系： 

 高分辨食管测压和 24 小时食管 PH－阻抗监测结果分析 -------------------- 郭宝娜,张川 1070 

PU-1192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ipid profile of patients with HBV or HCV 

  infection---------------------------------------------- Chen Yanzhen,Hong Yu,Tian Xing etc. 1071 

PU-1193 Characteristic comparison between 

  lean and obes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patients in northeast China ---------- Chen Yanzhen,Hong Yu,Tian Xing etc. 1071 

PU-1194 Association of two polymorphisms rs 

 11614913 in miR-196a2 and rs3746444 

  in miR-499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A meta-analysis ------------ Qi Ran,Zhang Yingjian 1072 

PU-1195 Preliminary Study o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agnetically Controlled Capsule Endoscopy  

 in Diagnosing Gastric and Small Intestinal Mucous  

 Injuries in Patients Taking Enteric-coated Aspirin.-- Gao Feng,Zhang Jie,Chen Xue 1072 

PU-1196 苦参碱通过 ERK 信号通路对 HepG2 

 肝癌细胞增殖及迁移的影响 ------------------------------------------- 于晓辉,杨婉,翟卫春等 1073 

PU-1197 苦参碱抑制 HepG2 肝癌细胞的靶点—ERK 信号通路-------------- 于晓辉,杨婉,郑英等 1073 

PU-1198 P-J 综合症结肠镜下结肠多发性息肉高频电凝电 

 切除术后并发肠套叠 1 例及文献复习 ----------------------------------------- 王志勇,唐森森 1074 

PU-1199 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内镜治疗现状 ------------------------------------------------王志勇 1074 

PU-1200 结肠癌术后复发并低位肠梗阻行结肠镜 

 检查罕见横结肠穿孔 1 例 ------------------------------------------- 王志勇,郑庆春,吴忠明等 1075 

PU-1201 PIGC 在肝癌中的表达及其与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 田山,刘正茹,陆世珉等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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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2 Correlation between Lifestyle and  

 Social Factors in Undefined Functional  

 Dyspepsia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 Single Center Study---------------- Huang Zhenpeng,Wang Ke,Duan Yu-hang etc. 1076 

PU-1203 多种护理方式合作在结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中的临床效果探讨-------------------李源化 1077 

PU-1204 我国小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及其智能内镜无创诊断探讨 ---------- 朱金水,陈伟,张靖等 1077 

PU-1205 幽门螺旋杆菌抗体血清学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 ------------------------------------------王龙 1078 

PU-1206 胃窦腺肌瘤 3 例分析 ------------------------------------------------------- 王龙,刘志,吴玲玲等 1078 

PU-1207 结肠镜术前肠道准备清洁效果研究 ---------------------------------- 丁文琴,尚星辰,卞秋桂 1078 

PU-1208 二甲硅油内镜下直接喷洒法对比口服法 

 在透明帽辅助结肠息肉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 ---------------------------- 尤嘉璐,高峰,张杰 1079 

PU-1209 老年人应用奥美拉唑的不良反应及防治 ----------------------------------------- 王金太,何兰 1079 

PU-1210 重症胰腺炎后假性囊肿体积的相关预测因子分析 ------------- 张泽锋,王启仪,布小玲等 1080 

PU-1211 Degrad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caveolin-1  

 promotes liver sinusoidal endothelial cells  

 defenestration ------------------------------------ Luo xiaoying,Wang Dan,Zhu Xintao etc. 1081 

PU-1212 miRNA-1290 在幽门螺杆菌相关胃疾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李春霞,王学红 1081 

PU-1213 Pancreas divisum without chronic pancreatitis 

  is a risk factor for post-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pancreatitis  ------------------------- Bai Yu,Meng Qianqian 1082 

PU-1214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arbohydrate  

 antigen 72-4 for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cy  

 screening in Chinese patients: a prospective study------------- Wang Shuling,BAI YU 1082 

PU-1215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erminal ileal intubation  

 and biopsy in routine colonoscopy practice ----------------------- Wang Shuling,BAI YU 1083 

PU-1216 Comparison of Efficacy of Colonoscopy  

 between the Morning and Afterno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Zhao Shengbing,Bai Yu 1084 

PU-1217 Developing trends of research in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from 1996 to 2016:  

 an analysis of 1210 articles ---------------------------------------- Zhao Shengbing,Bai Yu 1084 

PU-1218 益生菌对小鼠阿司匹林相关胃和小肠黏膜 

 损伤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初探 ------------------------------------------------- 陈雪,张杰,高峰 1085 

PU-1219 早期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内镜下表现 

 及其年龄分布情况的分析 ---------------------------------------------- 杨波,惠洋洋,朱兰平等 1085 

PU-1220 Endoscopic features of early adenocarcinoma  

 of the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Hui Yangyang,Yang Bo,Zhu Lanping etc. 1086 

PU-1221 Comparison of curative effec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program in Hp related  

 gastritis in Qinghai  Region ------------------------------------------------- Zhang Hongyan 1086 

PU-1222 超声内镜对乙肝后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进展危险因素的评估----- 李爽,陆伟,张德发等 1087 

PU-1223 探讨物理疗法在脂肪肝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黄杰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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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24 Slc26a9 基因缺失致使胃粘膜上皮细胞 

 分化及稳态紊乱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 ---------------------------- 刘雪梅,李涛浪,李云花等 1088 

PU-1225 Absence of Slc26a9 causes the disorder 

  of gastric epithelial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homeostasis resul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 Liu Xuemei,Li Taolang,Li Yunhua etc. 1089 

PU-1226 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性相关疾病的研究进展 -------------------------------- 乔亚琴,于晓辉 1090 

PU-1227 肠道准备患者舒适度的研究进展 -------------------------------------------------- 朱秀琴,王霞 1090 

PU-1228 消化系统疾病并发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防治进展 -------------------------------- 朱秀琴,程捷 1091 

PU-1229 荜铃胃痛颗粒联合奥美拉唑或莫沙必利 

 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观察 -------------------------------------------------- 张兰芳,孙军 1092 

PU-1230 CK 联合 TACE 治疗合并扩张型心肌病的 HCC 并肝内转移 1 例分析 ---- 郑英,于晓辉 1092 

PU-1231 西甲硅油在结肠镜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蔡景园 1093 

PU-1232 Gene Polymorphism and Functional  

 Dyspepsia Susceptibilit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Du Lijun,Chen Binrui,Zhang Yawen etc. 1093 

PU-1233 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的相关因素 ------------------------------------------------------殷楠楠 1094 

PU-1234 光动力疗法治疗晚期上消化道肿瘤的临床研究 ---------------------------------------陈士林 1094 

PU-1235 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出血 102 例临床诊治体会 ---------------------- 张孟,丁利敏,刘城等 1095 

PU-1236 Association of a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of IL-21 Gene with  

 Autoimmune Hepatitis type-1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 Xu Guangre 1095 

PU-1237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modification  

 enhances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bone  

 marrow stem cell therapy against CCl4-induced  

 liver cirrhosis in rats ------------------------------ Zhang Yichi,Li Ruini,Rong Weiwei etc. 1096 

PU-1238 白藜芦醇对溃疡性结肠炎小鼠结肠黏膜 

 氧化应激水平及 SIRT3 表达的影响 ------------------------------------ 马升高,孙倩,郭保华 1096 

PU-1239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对胃癌术后患者 CRP 影响的探 --------------------------------马升高 1097 

PU-1240 十二指肠主乳头异位一例报告 ------------------------------------------------------------张志成 1097 

PU-1241 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的临床筛查 ---------------------------------------------------------刘冰 1098 

PU-1242 Postprandial Proximal Gastric Acid  

 Pocket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Esophageal Acid Reflux in Barrett’s  

 Esophagus Patients ---------------------- Nian Yuanyuan, Wu Jing, Wang Xue-qin etc. 1098 

PU-1243 BE、RE 和 NERD 患者的胃食管反流特点 

 ---应用食管 pH-阻抗监测的研究-------------------------------------- 张玉萍,王学勤,年媛媛 1099 

PU-1244 Evaluation of the ultrastructure of intestinal  

 mucosa of diarrho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 zhao dongyan,Qi Qingqing,Long Xin etc. 1100 

PU-1245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性 ------------------------------------王砚砚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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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6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the elderly ------------------------- Deng Lihua,Li Jiaojiao,Wei Yanan etc. 1101 

PU-1247 老年人群 NAFLD 患者中，肠道菌群 

 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探究 ------------------------------------------- 邓利华,李娇娇,魏雅楠等 1101 

PU-1248 microRNA-100 在胃癌患者血浆中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的研究 ----------------------张铭 1102 

PU-1250 催产素受体在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中的研究 ---------------------- 陈俊杰,杨长青,张晓俊等 1103 

PU-1251 消化内镜在炎症性肠病诊治中的应用探究 ------------------------------------------------姜哲 1104 

PU-1252 肝硬化并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后出血的预防 ------------------------- 汪安江,朱萱,李弼民 1104 

PU-1253 结直肠癌患者口服化疗药依从性与健康信念相关性的研究----------------------------徐丹 1104 

PU-1254 探讨消化道早癌应用消化内镜技术的诊断价值 ------------------------------------------姜哲 1105 

PU-1255 RGC-32 induces EMT of pancreatic cancer in vivo ---------------------------- Zhu Liang 1105 

PU-1256 PHQ-9 和 GAD-7 量表在功能性胃肠病 

 患者精神心理评测的应用研究 -------------------------------------------------- 李金英,梁列新 1106 

PU-1257 影响登革热肝损害的相关性研究 ---------------------------------- 黄文恒,罗肇文,朱明古等 1106 

PU-1258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营养状态和代谢组学的初步研究----------- 叶青,张磊,王昕等 1107 

PU-1259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液菌群特点 -------------------------------------- 董丽娜,王俊平 1107 

PU-1260 金龙蛇口服液对Ⅲ-Ⅳ期胃癌患者 

 血浆氨基酸代谢物的影响 ------------------------------------------- 修丽娟,矫健鹏,张映城等 1108 

PU-1261 双岐杆菌三联活菌联合铋剂四联方案治疗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 Meta 分析 ----------------------------------------------- 程飞,方念,郑丽等 1108 

PU-1262 结直肠小锯齿状腺瘤完整切除后 

 5 年内复查结肠镜的结果分析 ----------------------------------------- 金多晨,曹海龙,王邦茂 1109 

PU-1263 Low detection rate of advanced neoplasia 

  within five years after polypectomy of small  

 serrated adenoma---------------------------- Jin Duochen,Cao Hailong,Wang Bangmao 1110 

PU-1264 奥曲肽联合标准三联方案治疗出血性 

 消化性溃疡患者 Hp 感染的疗效观察 -------------------------------- 程飞,陈幼祥,曾春艳等 1110 

PU-1265 新型树脂 ERM-0100 的制备及吸附实验 ------------------------------------------- 饶瑶,陆伟 1111 

PU-1266 微小 RNA 对食管癌患者的诊断及预后价值的 meta 分析 ------ 刘海宁,姚灿,沈锡中等 1111 

PU-1267 粪便钙卫蛋白和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 

 脂质运载蛋白对于炎症性肠病患者疾病活动度监测作用的研究----------------------马颖 1112 

PU-1268 炎症性肠病患者主观幸福感与乐观、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尚星辰,林征,卞秋桂等 1113 

PU-1269 食管胃连接部混合性腺神经内分泌癌 1 例并文献复习 -------------------- 袁晓艳,黄颖秋 1113 

PU-1270 熊去氧胆酸胶囊治疗原发性胆汁性 

 肝硬化患者 60 例肝功酶谱变化观察 ------------------------------------------ 袁晓艳,黄颖秋 1113 

PU-1271 溃疡性结肠炎合并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一例 -------------------------------- 袁晓艳,黄颖秋 1114 

PU-1272 腺苷蛋氨酸预防结肠癌肝转移新辅助化疗肝损害的价值 ------- 王志红,邓光锐,黄光胜 1114 

PU-1273 硒结合蛋白 1 在肝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 杨子荣,刘 城,张孟等 1115 

PU-1274 胆管癌患者凝血功能的变化及其临床预后意义分析 ------------- 王慧珊,葛贤秀,王飞等 1115 

PU-1275 Dickkopf-3 在结肠癌间质微血管和肿瘤细胞中 

 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 杨子荣,刘城,丁丽敏等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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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76 Dieulafoy 病破裂出血 10 例临床诊治分析  ---------------------------------- 孟庆媛,黄颖秋 1116 

PU-1277 肝病患者血清自身抗体检测及临床意义 -------------------------------------- 孟庆媛,黄颖秋 1116 

PU-1278 Risk of colorectal polyps in patients with  

 sporadic gastric polyps: A case-control study ---------------wang xiaoyong,Huang Jin 1117 

PU-1279 原发性胃肠道淋巴瘤 68 例临床及误诊分析 ------------------------------------ 杨偲,陈安海 1117 

PU-1280 普鲁士蓝纳米药物（MPBs）治疗 DSS 

 诱导的急性 IBD 小鼠模型效果及机制研究 ---------------------- 赵九龙,蔡晓军,李兆申等 1118 

PU-1281 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在慢性肝病中的应用价值 -------------------------------- 王妍,吕宜光 1119 

PU-1282 Serum levels of SIRT1 associate with  

 Predicting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 Chen Jie,Wan Jianhua,Shu Wenqing etc. 1119 

PU-1283 TN 治疗 FC 对粪便胆汁酸 与肠道菌群的影响-------------------- 杨航,刘博佳,陈建德等 1120 

PU-1284 五联七天疗法对幽门螺杆菌感染 

 初治患者的根除效果的研究 ------------------------------------------- 叶剑芳,洪军波,祝荫等 1121 

PU-1285 两种剂量泮托拉唑治疗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疗效观察 -------------------俞峻 1121 

PU-1286 原发性肝癌早期诊断方法的研究进展 ---------------------------------------------------张华伟 1122 

PU-1287 中草药致药物性肝损害死亡 1 例报道 ---------------------------------------------------张华伟 1122 

PU-1288 食管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健康教育 ---------------------------------------------------张华伟 1123 

PU-1289 PAK2 对肝癌细胞细胞周期的影响 -------------------------------- 朴莲淑,于庆功,杨子荣等 1123 

PU-1290 熊去氧胆酸联合布地奈德治疗 

 PBC-AIH 重叠综合征-Meta 分析 ---------------------------------------------------------张华伟 1124 

PU-1291 牛磺胆酸对肝细胞、肝星状细胞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 刘志敏,段志军 1124 

PU-1292 胆总管结石内镜治疗后结石复发的危险因素 ------------------------- 邓峰,周小江,陈幼祥 1125 

PU-1293 以肝功能异常为首诊表现的 Shwachman 

 –Bodian–Diamond 综合征 1 例并国内流行病学分析 ---------------------- 赵秋菊,徐樨巍 1125 

PU-1294 Long non-coding RNA FIRRE predicts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 prognosis ------------------------- Li zhengyang,Fan Xiaoming 1126 

PU-1295 Increased artemin contributes to  

 abdominal pain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 Li zhengyang,Fan Xiaoming 1127 

PU-1296 新型钙离子通道 TRPV6 对结肠癌发生、发展的影响 --------------------- 谢臣武,刘模荣 1127 

PU-1297 生命早期母体西式饮食诱导子代肠道菌群 

 失调增加子代成年期结肠炎易感性  -------------------------------- 谢润祥,曹海龙*,王邦茂 1128 

PU-1298 生命早期母体高脂饮食抑制子代小鼠肠道发育 ------------------ 谢润祥,曹海龙*,王邦茂 1129 

PU-1299 内镜下超声小探头诊治上消化道黏膜下肿物的临床价值分析-------------------------王宏 1129 

PU-1300 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心电图改变与 MELD 评分及预后的关系 ---------------------赵一品 1130 

PU-1301 内镜诊疗患者护理安全风险关键因素分析与对策 ---------------------------------------刘艳 1130 

PU-1302 托伐普坦治疗肝硬化顽固性腹水合并低钠血症疗效 ---------------------------------王砚砚 1130 

PU-1303 上消化道粘膜下隆起病变超声内镜的诊断价值 ----------------------------- 蒋汉梅,马臻棋 1131 

PU-1304 内镜下黏膜切除术治疗≥3cm 的胃肌层肿瘤的临床评价  ----------------- 向圆圆,李国华 1132 

PU-1305 胃癌患者血清 CA724、CA50、CA242、CRP 联合检测的临床意义 ----- 张君,芦永福 1132 

PU-1306 系统护理干预对晚期胃癌化疗患者癌因性疲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晓玲 1133 

PU-1307 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在肠易激综合征中的 

 患病率和预测因素：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 陈彬睿,杜丽君,张雅雯等 1133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1 

PU-1308 Systematic review with meta-analysis: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Chen Binrui,Du Lijun ,Zhang Yawen  etc. 1134 

PU-1309 冷圈套切除技术治疗结直肠息肉的疗效分析 ------------------------- 朱晓佳,杨力,方军等 1135 

PU-1310 Ser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IgG and IgE  

 antibodies against food antigens in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 wang haiyang,Zhang Hongjie 1135 

PU-1311 脓毒症休克患者血清 C 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及 D-二聚体的变化 --------------------郜茜 1136 

PU-1312 人胃黏膜巨噬细胞表型鉴定分子的文献研究 ---------------------- 高淑靖,潘静琳,刘凤斌 1136 

PU-1313 内镜下鼻胆引流管与生长抑素单用或 

 联用预防胆管多发结石患者 ERCP 

 术后急性胰腺炎及高淀粉酶血症效果分析 ---------------------------------------------王桂良 1137 

PU-1314 早期应用 LCBDE+LC 与 ERCP/EST+LC 

 治疗胆囊结石并胆总管结石的胆源性轻症急性胰腺炎的疗效分析 ----------------王桂良 1137 

PU-1315 术前应用结肠支架对高位结肠癌梗阻手术及预后的影响 ---------------------------王桂良 1138 

PU-1316 应用蛋白芯片技术检测幽门螺杆菌分型及对其根除率影响的研究 ------ 朱明飞,王立军 1138 

PU-1317 生长抑素预防 ERCP 术后胰腺炎及高淀粉酶血症有效性的 Meta 分析 -------------黄妹 1139 

PU-1318 MUC2 和 Villin 在人结肠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牟丹,赵逵 1139 

PU-1319 微生态制剂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 王芳,王学红 1140 

PU-132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and colorectal polyp-adenomatous  

 neoplasm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Feng Xue,Yong Xin,Xu Hui 1140 

PU-1321 HSF1 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黄妹 1141 

PU-1322 Progress and prospect in the pathogenesis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 Zhu Guipeng,Li Chunyan,Meng  Hua etc. 1141 

PU-1323 继发于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感染性胰腺 

 坏死的新危险因素：早期增强 CT 的作用 -------------------------------- 丁玲,余晨,邓峰等 1142 

PU-1324 ESD 术前疑诊为胃间质瘤的静止 

 期胃杜氏病临床特征分析 ---------------------------------------------- 马嘉珩,曹海龙,王邦茂 1142 

PU-1325 Chemopreventive Effects of Silibinin on  

 Colitis-associated Tumorigenesis via  

 Inhibiting IL-6/STAT3 Signaling  

 Pathway ------------------------------------- Ma Jiaheng,Zheng Rongjuan,Wang Dan etc. 1143 

PU-1326  超声内镜、腹腔镜和开腹手术治疗胰腺假性囊肿疗效分析 -----------------------林秋满 1144 

PU-1327 内镜下套扎术分别联用生长抑素、特里加压素 

 及奥曲肽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成本-效果分析 --------------------------------林秋满 1144 

PU-1328 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结合 TNF-α 在 

 判断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及预后中的意义 ---------------------------------------------舒宏春 1145 

PU-1329 Blatchford、Rockall 和 AIMS65 评分系统 

 预测老年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预后的研究 ---------- 季成菊,马臻棋,王学红 1145 

PU-1330 女性更年期糖尿病合并消化性溃疡患者采用抑酸维持治疗的获益分析 ----------盖守娟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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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31 血清胆碱酯酶和前白蛋白检测在肝脏疾病患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田春生 1146 

PU-1332 内镜下治疗结直肠大息肉的临床研究 ---------------------------------------------------马升高 1146 

PU-1333 血清甘油三酯与低密度脂蛋白升高促进结肠息肉发生 ------- 谢晨曦,巩锦华,许鸿志等 1147 

PU-1334 塞来昔布对结肠癌干细胞中 β-catenin 及干性和分化程度的影响 ----------------朱生琳 1147 

PU-1335 Overexpression of UGT2B15  

 regulate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 Li Defeng,Jun Yao,Li-sheng Wang 1148 

PU-1336 老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危险因素分析 ------------------------------------------------刘国旺 1148 

PU-1337 熊去氧胆酸治疗脂肪性肝病疗效的 Mate 分析 --------------------------------- 刘林,王朝晖 1149 

PU-1338 Effect of probiotics or synbiotics  

 supplementation on metabolic syndrome 

  in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 Liu Liang 1149 

PU-1339 消化系统疾病老年住院患者抑郁状态调查研究 ---------------------------------------王爽爽 1150 

PU-1340 酪酸梭菌二联活菌联合四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疗效观察--------------- 宋丹丹,李静 1150 

PU-1341 超声内镜在消化道隆起病变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 王义,崔旭 1151 

PU-1342 探讨 21 例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意义 -------------------------------------------------------黄杰 1151 

PU-1343 中国消化科门诊成年患者肠易激综合征 

 的患病率和诊断率：LINGO 研究 --------------------------------------- 白涛,商红岩,栾琼等 1152 

PU-1344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儿童肝硬化一例 ----------------------------------------- 穆锴,王红美 1153 

PU-1345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herapy for liver cirrhosis in child-------------------------- MU Kai,WANG Hongmei 1153 

PU-1346 乙肝肝硬化与乙肝肝硬化合并糖尿病患者的肠道菌群研究-------------------------刘保文 1154 

PU-1347 Long non-coding RNA ANRIL  

 promot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by epigenetically repressing  

 ERRFI1 expression in cholangiocarcinoma-----------------------------Yu Yang,Miao Lin 1154 

PU-1348 Estrogen regulates duodenal calcium  

 absorption through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estrogen receptor alpha and beta on calcium  

 transport proteins------------------------------- Nie Xubiao,Wen Guorong,Xu Jingyu etc. 1155 

PU-1349 脉动与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不同频次肠道准备的比较研究------------------ 石蓉,孙军 1156 

PU-1350 LIPOIC ACID INHIBITS THE ACTIVATION  

 OF PANCREATIC STELLATE CELLS BY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 Xue Ran,Jianyu Hao 1157 

PU-1351 Mitofusin2 induces cell autophagy of  

 pancreatic cancer through inhibiting the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 Xue Ran,Jianyu Hao 1157 

PU-1352 Metabolites of Bifidobacterium longum prevent  

 IFNgamma/ TNFα induced disruption of mucosal  

 tight junction in human colonoid -------------han Xu,Owyang Chung,Huang Sha etc.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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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53 肝硬化腹水感染组和非感染组临床资料的比较及易感因素的研究 -------------------钟燕 1159 

PU-1354 PER3、Notch1 在人结直肠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何沂洋 1159 

PU-1355 CD34、D2-40、GAS 等在胃神经内分泌肿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成绍敏 1160 

PU-1356 Deoxycholic acid activates EGFR  

 and promotes intestinal carcinogenesis  

 by ADAM17-dependent ligand release ------- Dong Wenxiao,Cao Hailong,Liu Li etc. 1161 

PU-1357 3D 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经阴道取标本的应用体会 ------ 李兴旺,李柄辉,王晨宇等 1161 

PU-1358 3D 和 2D 腹腔镜治疗结直肠癌效果的 Meta 分析 ------------- 李兴旺,李柄辉,王晨宇等 1162 

PU-1359 一例结肠恶性肿瘤患者口服替吉奥导致粒细胞缺乏 的护理体会 --------------------刘珊 1162 

PU-1360 含荆花胃康胶丸根除幽门螺杆菌方案的疗效分析 ---------------------------------------孟华 1163 

PU-1361 枸杞多糖改善美沙拉嗪对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效果的研究----- 葛君,刘爱琴,黄文宇等 1164 

PU-1362 Trek1 expression decreased in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of DSS-induced ulcerative  

 colitis mice ---------------------------------------------------Ge Jun,Li Wenyan,Liu Aiqin etc. 1164 

PU-1363 益生菌治疗 NAFLD 的荟萃分析 ----------------------------------------------------------苏淑婷 1165 

PU-1364 PDGFR、NF-κB 在人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的研究 ------------- 张益,刘勇钢 1165 

PU-1365 大肠癌中端粒酶组分基因表达及与 bcl-2 蛋白表达的关系--------- 方向明,张英,郑永芳 1166 

PU-1366 钙信号介导的肠黏膜离子转运的调节机制 ---------------------------- 何佳霖,庹必光,董辉 1166 

PU-1367 a-甘草酸调节肠道菌群保护肠 

 屏障防治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研究 ---------------------------------------- 李云,刘天宇,闫晨等 1167 

PU-1368 PTCD+LCBDE 与 ERCP 对胆源性 

 重症急性胰腺炎合并梗阻性黄疸的疗效比较 ------------------------------------------林秋满 1167 

PU-1369 肠道微生态失调与婴幼儿湿疹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 狄佳,张军,程妍等 1168 

PU-1370 不同剂量曲美布汀联合雷贝拉唑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疗效观察----------------------白晓云 1168 

PU-1371 慢性肝病患者肠屏障损伤的治疗及其进展 ---------------------------------------------郭启阳 1169 

PU-1372 圈套器在 ESD 手术中的运用 -------------------------------------------------- 李兴,唐琳,韩明 1169 

PU-1373 肠外营养在胰腺炎治疗中的应用  --------------------------------------------------------夏欢欢 1170 

PU-1374 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经内镜下套扎术后 

 生长抑素不同使用疗程预防再次出血的效果分析 ---------------------------------------文萍 1170 

PU-1375 超声介入在原发性肝癌治疗中的应用 ---------------------------------------------------赵江洋 1171 

PU-1376 2014-2016 年天津地区新发 HIV 感染者的 

 流行病学特点及 HIV/HCV 基因亚型分布特点 -----------------------------------------王子瑜 1172 

PU-1377 探讨血清标志物 PGⅠ/Ⅱ、G17、HPAb-IgG 

 作为杭州地区胃癌高危人群筛查指标的临床价值 -------------------------- 王志勇,唐森森 1172 

PU-1378 内镜下注射 A 型肉毒毒素预防较大面积 

 食管早癌 ESD 术后狭窄的效果分析 -------------------------------------------------------文萍 1173 

PU-1379 替普瑞酮联合雷贝拉唑三联疗法在治疗幽门螺杆菌 

 阳性消化性溃疡的疗效观察 -------------------------------------------------------- 刘道江,方念 1173 

PU-1380 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的疗效观察--------------- 刘道江,方念 1174 

PU-1381 中西医结合治疗对幽门螺杆菌根除补救治疗的疗效评价 ------- 李春艳,孟华,姜丽萍等 1174 

PU-1382 纳洛酮治疗重症手足口病神经免疫学指标变化及意义 ---------------------------------肖力 1175 

PU-1383 不同年龄健康儿童粪便中 SIgA、VIP 和 5-HT 水平的检析----- 黄永坤,袁嘉丽,刘莉等 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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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4 大剂量甲氨蝶呤对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患儿胰腺功能的影响 ------------------------------------------- 熊朝霞,刘梅,熊晶晶等 1176 

PU-1385 过敏性紫癜患儿粪便和全血中 EB 病毒的检测和分析 ----------- 黄永坤,王小云,曹佳等 1176 

PU-1386 早期肠内营养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营养状况及肠粘膜屏障的影响 -------------朱国福 1177 

PU-1387 GLS1 在胃癌组织表达水平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朱国福 1177 

PU-1388 血清内毒素联合降钙素原在肝硬化患者腹水感染中的诊断价值-------------------朱国福 1178 

PU-1389 112 例颈段食管胃粘膜异位患者的临床观察 ----------------------------------------------张野 1178 

PU-1390 信息化系统在评价肠镜检查肠道准备效果中的应用研究 ------- 卞秋桂,王荣,丁文琴等 1179 

PU-1391 Fusobacterium nuclcetum may  

 promote glycolysis via modulating  

 lncRNA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Guo Fangfang,Ma Dan,Shen Chaoqin etc. 1179 

PU-1392 急慢性布氏菌病住院患者营养风险筛查及营养状态评估 ---------- 刘亚敏,李颖,任倩倩 1180 

PU-1393 Berberine-based quadruple therapy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a meta-analysis--------------------------------- Si Xiaobei,Lan Yu 1180 

PU-1394 鼠李糖乳杆菌上调五羟色胺 4 受体改善排便功能的研究 ------- 周国琼,曹海龙,姜葵等 1181 

PU-1395 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生活方式干预治疗 

 非酒精性脂肪肝 100 例临床疗效分析 ----------------------------------------- 金玉书,王朝晖 1182 

PU-1396 无痛胃镜在内镜下黏膜切除术中的应用及护理配合  -----------------------------------汪艳 1182 

PU-1397 Early life intestinal colonization with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 contributes to  

 the intestinal development via inhibition  

 of low grade inflammation in the 

  offspring mice -------------------------------------------- Liu Xiang,Jin Ge,Cao Hailong etc. 1183 

PU-1398 PTEN 沉默通过下调 PI3K/AKT 

 信号通路参与 Noscapine 介导的 

 人结肠癌 5-Fu 细胞耐药性的实验研究--------------------------------- 刘蒙,韩峥,朱庆曦等 1183 

PU-1399 ERCC6L promotes cell growth and  

 invasion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 Xie Yang,Qi Jian 1184 

PU-1400 MBD2 and EZH2 regulate SFRP1 Expression  

 without affecting its hypermethylat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 ---------------------------------------------------- Xie Yang,Qi Jian 1184 

PU-1401 Associations of SFRPs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Xie Yang,Qi Jian 1185 

PU-1402 Effects of Entecavir, Partial Splenic Artery  

 Embolization, and Salvia miltiorrhiza on 

  Patients with Hypersplenism due to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Cirrhosis -------------------------------------------------- Qiu Ping 1186 

PU-1403 胃康胶囊联合为力苏治疗慢性胃炎合并消化不良症状的疗效观察 ----------------王福成 1186 

PU-1404 益生菌 VSL#3 对实验性结肠炎和肠易激综合征大鼠的疗效及相关机制的研究 --戴聪 1187 

PU-1405 RNAi 抑制胰腺癌细胞 HSF1 基因表达增强细胞辐射敏感性的实验研究 -----------黄妹 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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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6 Comparative Effects of PTCD+LCBDE versus  

 ERCP on Patients with Biliary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Associated with Obstructive Jaundice:--------------------------- Huang Mei 1188 

PU-1407 乌索酸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治疗作用的研究 ---------------------------------------李妍霞 1188 

PU-1408 敲减 Rrp15 基因通过破坏糖代谢平衡 

 诱导 p53 突变型肝细胞肝癌凋亡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张斌,邹晓平,诸葛宇征 1189 

PU-1409 DNMT1 在胃癌和肠癌发生发展动态改变过程中的表达特点 ----------------------马天邈 1190 

PU-1410 经内镜黏膜下隧道肿瘤切除术治疗上消化道 

 黏膜下肿瘤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系统评价及影响因素探究-------------------------宋顺喆 1190 

PU-1411 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系统评价----------------------杨慧姗 1191 

PU-1412 TM6SF2-rs58542926 与 NAFLD 及血脂的关系   ---------------------------------张淑文 1191 

PU-1413 炎症性肠病早期治疗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 周文鹏,白爱平 1191 

PU-1414 125I粒子支架和普通胆道支架在无法切除 

 的胆管癌患者中姑息治疗的疗效比较: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 黄妹,文剑波 1192 

PU-1415 无痛胃镜检查中应用芬太尼与酮咯酸氨丁三醇注射液比较体会-------------------吴细明 1192 

PU-1416 国产与进口套扎器在肝硬化食道 

 胃底静脉曲张出血套扎应用临床对照研究 ---------------------------------------------吴细明 1193 

PU-1417 非梗阻性食管源性吞咽困难食管动力的价值 ---------------------------------------------邵蔚 1193 

PU-1418 Effects of Enteral Nutrition on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and Cytokine  

 Production in Ra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Lin Qiuman 1194 

PU-1419 胃食管反流病与心理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孙园园 1194 

PU-1420 胃食管反流病的两种分型和代谢综合征组分之间的相关性----------------------------许婷 1195 

PU-1421 RNAi of hsf1 increased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pancreatic cancer---------- Huang Mei 1196 

PU-1422 溃疡性结肠炎组织中 TF 及 TFPI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 何灏澜,李倩 1196 

PU-1423 Heat Shock Factor 1 Inhibits the  

 Expression of 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  

 1 in Cerulein-Induced Acute Pancreatitis -------------------------------------------- qiu ping 1197 

PU-1424 泮托拉唑联合克拉霉素、阿莫西林治疗消化性溃疡的疗效观察--------------- 陆明,王晓 1197 

PU-1425 西罗莫司对蓝色橡皮疱痣综合征的治疗作用 ------------------------- 潘燕,李汉华,李良平 1198 

PU-1426 身心疾病在胃肠道表现的门诊识别与处置 --------------------------- 王 东,文剑波,文萍等 1198 

PU-1427 The expression of gastrin and CCK-BR in  

 progression of gastric cancer---------------------------------------------------------- chen tao 1199 

PU-1428 Colorectal cancer surgery brings  

 quick decline in fecal abundance of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test and  

 validation studies ------------------------------------ Yu Siyi,Xie Yuanhong,Qiu Yiwen etc. 1200 

PU-1429 P 16、CyclinD1 和 CDK4 在大肠癌组织中表达及意义 --------------------------------姜晗 1200 

PU-1430 过量服用对乙酰氨基酚致肝衰竭 11 例护理体会 --------------------------------------王铁莹 1201 

PU-1431 尿 KIM-1、NGAL 联合血清 Cys C 在 

 预测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继发急性肾损伤中的价值 ------------------------------------雷蕾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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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2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P infection rate and types of gastric polyps. ------------------CHEN CHAO,Li Hongyi 1202 

PU-1433 Efficacy of two treatments for esophageal  

 and gastric varices bleeding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Chen Chao,Li Hongyi 1202 

PU-1434 Curative effect analysis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 Chen Chao,Li Hongyi 1203 

PU-1435 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应用中医护理干预集束化护理的探析 ---------------------------宫欣茹 1203 

PU-1436 小建中汤治疗胃肠疾病的研究进展 ---------------------------------------------------------赵娜 1204 

PU-1437 专科护理质量指标在结肠镜肠道准备患者中的应用 ---------------------------------朱秀琴 1204 

PU-1438 精神心理因素与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相关性 ---------------------------------------------宋艺伟 1205 

PU-1439 左、右半大肠腺瘤性息肉特点比较及其临床意义 ----------------------------- 杨雪,刘培曦 1205 

PU-1440 乳果糖预防食管胃底曲张静脉道破裂出血后 

 肝性脑病的作用 ------------------------------------------------------- 祝志太,祝华斌,朱国福等 1206 

PU-1441 特利加压素治疗肝硬化顽固性腹水合并 

 Ⅱ型肝肾综合征患者的疗效观察 ---------------------------------------------------------朱国福 1206 

PU-1442 ERCP 失败的原因分析 ------------------------------------------------- 祝志太,郑要初,吴细明 1206 

PU-1443 上消化道出血的急诊胃镜检查的时机 ---------------------------- 祝志太,熊艳艳,余盈娟等 1207 

PU-1444 米曲菌胰酶片联合莫沙比利治疗老年人功能性 

 消化不良的疗效观察 ------------------------------------------------------- 黄海,王一倩,陈洁等 1207 

PU-1445 中西医结合治疗反流性食管炎 45 例 ----------------------------------------------------车宇光 1208 

PU-1446 优质护理在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内镜术术后护理的应用效果分析----------------------万敏 1208 

PU-1447 戊二醛致化学性肠炎 2 例并文献复习 ---------------------------------- 邵丽春,关斌,袁硕等 1209 

PU-1448 乳果糖口服液在肝性脑病治疗中的作用 ------------------------------------------------郑要初 1210 

PU-1449 复方阿嗪米特肠溶片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疗效观察 ------------------------------郑要初 1210 

PU-1450 CSA 在重度溃疡性结肠炎中的应用 ------------------------------------------- 郝志明,王立军 1210 

PU-1451 FibroTouch、APRI及 FIB-4 单独及联合 

 应用对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的诊断价值比较 ---------------------------------------张馨元 1211 

PU-1452 异甘草酸镁联合前列地尔注射液治疗药物性肝炎疗效分析-------------------------熊艳艳 1211 

PU-1453 胃黄斑瘤病理特征及与幽门螺杆菌相关性分析 ---------------------------------------熊艳艳 1212 

PU-1454 CEA、CA724、CA153 联合检测对结直肠癌的诊断价值 --------------------------佟美慧 1212 

PU-1455 胃癌癌前疾病的 D-二聚体、血小板检测水平分析 -----------------------------------郝雨晴 1213 

PU-1456 胃肠道神经内分泌瘤 60 例病例分析 ----------------------------------------------------吴丽娇 1213 

PU-1457 CEA、CA724、CA125 联合检测对胃癌的临床意义 --------------------------------史欢欢 1214 

PU-1458 不同部位胃肠间质瘤的临床分析 ------------------------------------------------------------梁超 1215 

PU-1459 细胞连接蛋白在肝星状细胞活化中的作用 ------------------------------------------------刘爽 1215 

PU-1460 血清中的过氧化物酶-1（Peroxiredoxin-1） 

 作为一种新的 DAMP 通过促炎作用加重急性肝损伤------------ 何影,阳惠湘,彭张哲等 1216 

PU-1461 奥曲肽在预防 ERCP 术后急性胰腺炎的预防作用研究 ------------------------------郭松林 1216 

PU-1462 直肠吲哚美辛栓联合应用生长抑素对 ERCP 

 胆总管取石术后胰腺炎预防作用差异分析 ------------------------------------------------蔡军 1217 

PU-1463 芒硝联合大黄治疗急性胰腺炎疗效观察 ---------------------------------------------------王超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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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4 乌司他丁联合奥曲肽用于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的效果 ---------------------------------贾晨 1218 

PU-1465 胃间质瘤内镜下治疗疗效分析 ---------------------------------------------------------------蔡博 1218 

PU-1466 探讨检测血清癌胚抗原(CEA)对胃肠息肉初步诊断鉴别的临床应用价值-----------刘鹏 1218 

PU-1467 LncRNA XLOC_010588 及 LncRNA  

 NAV2-AS5 调节结直肠癌侵袭和迁移机制的研究 ---------------------------------------李月 1219 

PU-1468 老年患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骨代谢指标、 

 骨密度相关性研究 ------------------------------------------------------------- 薛倩,王楠,王晶桐 1220 

PU-1469 乙型肝炎肝硬化在阿德福韦酯结合恩替卡韦治疗中的疗效分析----------------------吴垒 1220 

PU-1470 ERCP 胆管引流技术在治疗胆管梗阻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荣维 1221 

PU-1471 南昌市西湖区结直肠癌筛查和结直肠腺瘤发生因素分析 ---------------------------邹夏慧 1221 

PU-1472 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合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病例分析 ---------------------------陆东红 1222 

PU-1473 标准化健康教育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肠道准备中的应用效果 ----------------潘小红 1222 

PU-1474 静默 lncRNA ZFAS1 抑制胃癌细胞的机制的研究 ------------------- 张帆,徐为然,李蓥等 1222 

PU-1475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道微生物组与饮食结构的变化分析 ------------------------------筱荷 1223 

PU-1476 异甘草酸镁治疗药物性肝损害 60 例疗效观察 ----------------------------------------刘敦菊 1223 

PU-1477 舒适化护理在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尚拾玉 1224 

PU-1478 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后生存质量研究分析 ------- 王春燕,黄中兰,叶丹等 1224 

PU-1479 胃癌组织中 FKBP51 的表达及其与巨噬细胞 

 极化之间关系的初步研究 -------------------------------------------------------- 范亚雯,李国华 1225 

PU-1480 胃癌细胞系 EMT 标志物表达与其 侵袭、 VM  

 形成及化疗的体外研究 ---------------------------------------------------------------------张芝华 1226 

PU-1481 糖皮质激素对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及其与 FKBP51 的关系 -------------- 范亚雯,李国华 1226 

PU-1482 四种含铋剂四联方案根除幽门螺杆菌的临床观察 -------------------------- 张芝华,张志广 1227 

PU-1483 Effects of Monothepary or Combinative  

 Therapy of Somatostatin and Endoscopic Nasal  

 Biliary Drainage on the Prevention of Post-ERCP  

 Pancreatitis for the Patients with Multiple Choledocholithiasis ----------------- qiu ping 1227 

PU-1484 肠道粘膜相关菌群在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中的研究 ------------- 陈俊杰,杨长青,柯少雄等 1228 

PU-1485 高龄患者上消化道出血的病因及临床分析 ------------------------------------------------王飞 1229 

PU-1486 慢性胰腺炎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精神状况分析  ------------------------ 龚敏,赖丽霞,唐琳等 1229 

PU-1487 胃黏膜自发性撕裂出血病例一例 ------------------------------------------------------------李强 1229 

PU-1488 贲门失迟缓的内镜治疗分析 ---------------------------------------------------------------宋丽媛 1230 

PU-1489 活化白细胞黏附分子对肝癌 HepG2 细胞 

 体内外生物特性的影响 ------------------------------------------------- 王南萍,王逸云,钟立等 1231 

PU-1490 经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治疗食管固有肌层肿瘤的疗效分析 --------- 朱晓佳,杨力 1231 

PU-1491 水下内镜黏膜切除术治疗结直肠息肉的疗效分析 ----------------------------- 朱晓佳,杨力 1232 

PU-1492 内镜超声检查在胃异位胰腺诊断及内镜下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冷芳,杨力 1232 

PU-1493 炎症性肠病患者肠道菌群变化与发病关系研究 -------------------------------- 杨姝,刘晓波 1233 

PU-1494 内镜套扎后剥离治疗小于 1.3cm 起源胃 

 固有肌层的平滑肌瘤疗效分析 -------------------------------------------------------- 方军,杨力 1233 

PU-1495 内镜直视下食管癌恶性狭窄扩张及金属支架置入术疗效分析--------------- 朱晓佳,杨力 1234 

PU-1496 内镜下尼龙绳圈联合高频电切治疗大肠巨大带蒂息肉 32 例分析 ------------- 方军,胡娜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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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7 自噬蛋白 Parkin 和 p62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王晓林,熊枝繁,曹仕琼 1234 

PU-1498 结肠镜下结直肠息肉的临床特征研究 -------------------------------------------- 方军,朱晓佳 1235 

PU-1499 内镜粘膜下剥离术治疗消化道良性肿瘤 30 例临床分析 ---------------------- 朱晓佳,杨力 1235 

PU-1500 Analysis of Therapeutic Effect of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Laparoscopy  

 and Laparotomy on Pancreatic Pseudocysts ---------------------------------- Lin Qiuman 1236 

PU-1501 内镜金属钛夹治疗上消化道 Dieulafoy 病的疗效分析 ------------------------ 叶长根,方军 1236 

PU-1502 超声内镜在上消化道粘膜下肿瘤诊断与微创治疗中的价值--------------------- 冷芳,杨力 1237 

PU-1503 急诊内镜治疗消化性溃疡并出血的临床疗效观察 ----------------------------- 朱晓佳,杨力 1237 

PU-1504 注水肠镜对于普通肠镜检查患者舒适度改善分析 ----------------------------- 朱晓佳,杨力 1237 

PU-1505 根除 Hp 治疗对 2 型糖尿病合并胃轻瘫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 甘丽虹,幺玲,方念等 1238 

PU-1506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 281 例临床与病理学分析 -------------------------------------- 方军,胡娜 1238 

PU-1507 伊托必利在便秘患者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的效果分析 ----------------------- 朱晓佳,杨力 1238 

PU-1508 强化营养疗法在内镜治疗肝硬化伴食管静脉曲张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向阳,方军 1239 

PU-1509 联合血液净化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疗效探讨 ----------------------------- 方军,杨力 1239 

PU-1510 心得安联合内镜套扎治疗预防食管静脉曲张再出血的疗效分析------------ 杨力,朱晓佳 1240 

PU-1511 护理干预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留置鼻空肠管中的应用 ----------------- 徐玲燕,吴白慧 1240 

PU-1512 胃结肠息肉患者应用内镜切除的术后护理体会 ----------------------------- 徐玲燕,吴白慧 1240 

PU-1513 化性溃疡患者中特发性溃疡的比例 ---------------------------------------------------------刘敏 1241 

PU-1514 胃石及溃疡的治疗 ----------------------------------------------------------------- 刘晓波,孟凡军 1241 

PU-1515 40 例肝硬化合并肝性脑病临床分析 --------------------------------------------------------王宇 1242 

PU-1516 抗幽门螺旋杆菌四联方案与三联方案 HP 根治率效果比较 ---------------------------李晨 1242 

PU-1517 不同剂量生长抑素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疗效对比观察-------------------------刘飞 1243 

PU-1518 High dose dual therapy vs. bismuth  

 quadruple therapy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treat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yang xue,Wang Jin-xia , Li Liang-Ping etc. 1243 

PU-1519 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早期置入空肠营养管对病情进展及预后的影响 ------ 蔡宇,邱新平 1243 

PU-1521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大肠息肉发生及恶变的相关性分析 ------------------------------张婉婷 1245 

PU-1522 Rab23 promote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migration via Rac1/TGF-β signaling ------------------------- Zhang Li, Zhang Bingqiang 1245 

PU-1523 以黑便为首发症状的晚期肺鳞状细胞癌 1 例 ------------------- 杨真真,周晓东,刘志坚等 1246 

PU-1524 TIPS 联合弹簧圈栓塞治疗十二指肠静脉曲张出血 --------------- 李伟之,薛挥,刘梦莹等 1246 

PU-1525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胆碱酯酶、前白蛋白水平与 

 乙型肝炎后肝硬化相关性研究 ---------------------------------------------------------------黄静 1247 

PU-1526 消化性溃疡内镜形态与出血情况的相关性研究 ---------------------------------------白一玄 1247 

PU-1527 不同水平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对 FibroTouch 测量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脏纤维化结果的影响 ---------------------------------------------王文玲 1248 

PU-1528 改良抵钉座体外置入法在经肛门外翻切除标本的 

 腹腔镜低位直肠癌根治术中的应用 ------------------------------- 李兴旺,陈河金,张军杰等 1249 

PU-1529 奥美拉唑和泮托拉唑治疗 HP 阳性胃溃疡疗效对比研究 ----------------------------杨姣姣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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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30 对 TIPS 与腹腔穿刺联合白蛋白治疗难治性腹水的 

 Meta 分析 -------------------------------------------------------------- 刘梦莹,李伟之,李培杰等 1250 

PU-1531 The Different Course of Alcoholic and  

 Idiopathic Chronic Pancreatitis: A Long-Term  

 Study of 2,037 Patients ----------------------------------- Liu Yu,Hao Lu,Hu Lianghao etc. 1250 

PU-1532 慢性胰腺炎胰管结石的空间分布 ------------------------------------------- 刘雨,王腾,郝璐等 1251 

PU-1533 从护理角度谈消化内镜质量保证的具体要求 ----------------------------------- 张丽梅,董营 1251 

PU-1534 胃痛消痞方对肝郁脾虚型 FD 大鼠 CGRP 

 及 CGRP-mRNA 表达影响的实验研究 -------------------------- 何马可,陈苏宁,何马可等 1252 

PU-1535 Efficacy Of Oral Mixture Of Hydrocortisone 

  Sodium Succinate And Aluminum Phosphate  

 Gel For The Prevention Of Esophageal Stricture 

  And Restenosis ------------------------------------------ Nie Dan,Huang Yonghui,Yan Xiue 1252 

PU-1536 药物性肝损伤对宿主糖脂代谢的影响 ----------------------------------------- 李银玲,王炳元 1253 

PU-1537 药物性肝损伤时肾功能指标的改变及其临床意义 -------------------------- 李银玲,王炳元 1254 

PU-1538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临床特征 --------------------------- 吴思思,王炳元 1254 

PU-1539 伪膜性肠炎的诊疗分析 ---------------------------------------------------------------------张文秀 1255 

PU-1540 外周血 Th17Treg 细胞和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对 

 原发性肝癌预后的影响 ----------------------------------------------------------- 李雨涵,向晓星 1255 

PU-1541 不同年龄层次老年缺血性结肠炎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 贾明磊,胡晓娜,庄艳等 1256 

PU-1542 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 ---------------------------------------------------------------------------荀光 1256 

PU-1543 Meta-analysis of Effect of somatostatin on  

 prevention of post-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pancreatitis and  

 hyperamylasemia  ---------------------------------------------------- Huang Mei,Wen Jianbo 1257 

PU-1544 Upregulation of HSF1 Contributes to  

 Tumor Angiogenesis and Poor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ncer ---------------------------------- Huang Mei,Wen Jianbo 1257 

PU-1545 P53、MSH-2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 ------------------- 刘秋香,白春侠,卫广辉 1258 

PU-1546 L-阿拉伯糖用于急诊肠镜的肠道准备 ----------------------------------------- 周长江,张桂华 1258 

PU-1547 瞬时弹性成像（FibroScan）用于上海学龄前 

 体检儿童肝脏硬度及脂肪定量检测研究 ------------------------------- 曾静,黄丽素,潘勤等 1259 

PU-1548 Analysis of Effect of Endoscopic Ligation  

 Combined with Somatostatin of Different  

 Duration for Esophageal Varicose Bleeding ----------------------------------- Lin Qiuman 1259 

PU-1549 直肠神经内分泌瘤超声内镜特点分析 ----------------------------------------- 周长江,张倩倩 1260 

PU-1550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Somatostatin,  

 Ulinastatin, Octreotide and Gabexate for the 

  Prophylaxis of post-ERCP hyperamylasemia and pancreatitis ------------ Lin Qiuman 1260 

PU-1551 13 例药物性肝炎的临床分析 -----------------------------------------------------------------今晨 1261 

PU-1552 13 例药物性肝炎的临床分析 -----------------------------------------------------------------金晨 1261 

PU-1553 小肠血管畸形出血应用沙利度胺治疗的效果 -------------------------------- 周长江,张静静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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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4 经鼻肠梗阻导管治疗肠梗阻临床效果分析 ---------------------------- 周长江,张倩倩,徐岩 1262 

PU-1555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biological roles  

 of cyclins in gastric cancer --------------- Zhang Haiping,Li Shuyu,Wang Jianping etc. 1262 

PU-1556 高龄老年人电子肠镜检查诊断价值及安全性评估 ------------------- 于子涵,陈凌,肖静等 1262 

PU-1557 NICE 分型对结直肠肿瘤性病变的诊断价值的研究 --------------------------- 陈涛,樊小勇 1263 

PU-1558 miR-124 mediates the impairment of  

 intestinal epithelial integrity by targeting 

  AHR in Crohn’s Disease ---------------------------Zhao Xiaojing,Li Jiajia,Zhang Hongjie 1263 

PU-1559 腹水超滤浓缩回输联合腹腔内注射 

 抗生素治疗肝硬化顽固性腹水的临床研究 ------------------------- 王立军,李华伟,刘巍等 1264 

PU-1560 联合应用雷贝拉唑肠溶胶囊和瑞巴派特片治疗活动期胃溃疡的疗效分析 ----------李青 1265 

PU-1561 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溶胶囊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观察----------------------吴细明 1265 

PU-1562 酪酸梭菌活菌胶囊治疗儿童功能性消化不良临床观察 ------------------------------吴细明 1265 

PU-1563 胃镜下应用可旋转重复开闭软组织 

 夹联合圈套器治疗巨大胃石 17 例 ----------------------------------------- 李玉,吕宜光,姜瑾 1266 

PU-1564 芒硝外敷治疗急性腹膜炎所致腹胀的疗效观察 ---------------------------------------童玉梅 1266 

PU-1565 芒硝外敷治疗急性胆囊炎 22 例 -------------------------------------------------------------夏锐 1267 

PU-1566 ERCP 术后胰腺炎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 李媛媛,叶玲 1267 

PU-1567 microRNA-7 在炎症性肠病动物模型 

 中对肠黏膜保护因子 TFF3 的调控作用研究 -------------------------------------------杨丽娟 1268 

PU-1568 辽宁省辽阳地区幽门螺杆菌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赵文娟,侯新 1268 

PU-1569 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与凝血酶原时间相关性研究 ----------------------------- 杨奇,邱新平 1269 

PU-1570 FibroTouch 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于金莲 1269 

PU-1571 VEGF 与 Survivin 在胃癌中的表达特征及相关性研究 ------------------------------孟凡军 1270 

PU-1572 新生血管靶向肽 GX1 二聚体抑制胃癌血管生成 --------------------------------------罗莹莹 1270 

PU-1573 BILT 肝病治疗仪辅助治疗乙肝肝硬化的临床观察------------------------------------蒋义贵 1271 

PU-1574 焦虑抑郁状态、幽门螺杆菌感染与慢性萎缩性胃炎关系的研究--------- 周秀彦,姚晨旭 1271 

PU-1575 三维高分辨肛门直肠测压在高龄 

 老年人功能性排便障碍中的应用 ---------------------------------------- 邓罡,徐丽姝,张晓南 1272 

PU-1576 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腹水的 Meta 分析 ----------------------------------------------涂园园 1272 

PU-1577 老年人急性胰腺炎 106 例临床特点分析 ------------------------------------------------王娜娜 1273 

PU-1578 胃息肉合并大肠息肉相关因素的初步分析 ----------------------------------------- 段佳,姜虹 1273 

PU-1579 胃息肉合并大肠息肉相关因素的初步分析 ----------------------------------------- 段佳,姜虹 1274 

PU-1580 聚乙二醇分次和单次口服在肠道准备中的效果观察 ---------------------------------孙丽彬 1274 

PU-1581 应用钛夹形成假蒂切除广基平坦息肉替代 EMR 及小型 ESD 的临床研究 ------李伟华 1275 

PU-1582 10 例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临床特点分析 ------------------------------------ 孙帅,孙梅,腾旭 1276 

PU-1583 小剂量阿司匹林致老年人消化道出血的临床分析 ----------------------------- 甘颖,李虹怡 1276 

PU-1584 腺苷 A3 受体调节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结肠粘膜 5-羟色胺系统发挥抗炎作用 ------------------------------- 任天华,肖鹏,林燕生等 1277 

PU-1585 肾移植术后药物性肠炎与肠道微生态变化临床实践初探 ------------- 王芬,唐丹,岳纯等 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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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86 Gastrojejunocolic fistula as a complication of 

  Billroth II gastrectomy, description of two cases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Peng Haili,Liao WangDi 1278 

PU-1587 TRAF1 对胃上皮细胞生物学特性及 NF-κB 通路的影响 -------------- 唐丹,袁玲芝,王芬 1278 

PU-1588 益生菌在功能性肠病中的应用 ---------------------------------------------------------------刘姝 1279 

PU-1589 荷包缝合技术在内镜粘膜下剥离术 

 所致医源性穿孔中的应用 ------------------------------------------- 吴姹妍,陈幼祥,熊丹丹等 1280 

PU-1590 舒肝解郁胶囊治疗伴焦虑抑郁状态的消化性溃疡的临床观察-------------------------李丽 1280 

PU-1591 上消化道粘膜下小肿块诊治体会 ---------------------------------------- 付云辉,李兴,龚敏等 1281 

PU-1592 胃镜透明帽法辅助食管异物取出术临床分析 ---------------------- 吴文朝,叶哲,赖运庆等 1281 

PU-1593 Fibroscan 在不同病因慢性肝病中评估肝纤维化程度的应用 -----------------------绽永华 1281 

PU-1594 鼠李糖乳杆菌早期定植抑制肠道炎症促进子代肠道发育 ---------- 金歌,刘响,曹海龙等 1282 

PU-1595 胃巨大溃疡与非巨大溃疡临床比较分析 -------------------------------------- 洪景访,冯晓莹 1282 

PU-1596 磷酸铝凝胶在溃疡性结肠炎治疗中的应用 ---------------------------- 甘丽虹,邓峰,方念等 1283 

PU-1597 帕罗西汀联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治疗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效果观察 ---------------------------------------- 甘丽虹,幺玲,郑丽等 1284 

PU-1598 熊去氧胆酸+莫沙必利+铝碳酸镁片+泮托拉唑 

 治疗胆汁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疗效 ------------------------------------------------------慕奕彤 1284 

PU-1599 胃巨大溃疡与非巨大溃疡临床比较分析 -------------------------------------- 洪景访,冯晓莹 1284 

PU-1600 超敏 C 反应蛋白/白蛋白比值与炎症性肠病的 

 疾病活动度具有相关性 ---------------------------------------------------- 刘爱玲,吕红,钱家鸣 1285 

PU-1601 一例焦虑共病贲门失迟缓症的案例报告 ------------------------------------------------李杨玲 1286 

PU-1602 化瘀通阳方对溃疡性结肠炎大鼠中凝血酶原片段 1+2 的影响 -------------- 赵双,施丽婕 1286 

PU-1603 普拉梭菌对白色念珠菌生长与致病力的影响及相关机制 ---- 毛夏琼,张红杰,邱新运等 1287 

PU-1604 早期结直肠癌活检与术后病理诊断差异性分析 ---------------- 熊丹丹,陈幼祥,曾春艳等 1287 

PU-1605 FIB-4 在评价初治 HIV/HBV 共感染者 

 ART 后肝纤维化中的局限性 ---------------------------------------------------------- 王爽,闻颖 1288 

PU-1606 电话信息干预对提高幽门螺杆菌根除率的应用价值： 

 前瞻、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 ------------------------------------------- 王新,赵艳,卢新兰等 1288 

PU-1607 餐后不适综合征（罗马 IV 标准）药物治疗前后 

 的胃肌电活动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 王丽雅,段志军 1289 

PU-1608 水飞蓟宾联合酪酸梭菌肠球菌三联活菌片对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 方艳丽,郭莲怡 1290 

PU-1609 206 例青年胃癌临床回顾性分析-------------------------------------------------- 宋璞,王芳薇 1290 

PU-1610 不同类型药物所致肝损伤的特点分析与机制探讨 ----------------------------- 陆晓天,强晖 1291 

PU-1611 220 例自身免疫性肝病临床分析----------------------------------------------------- 张彤,严艳 1291 

PU-1612 缺血性结肠炎 30 例临床分析 ----------------------------------------- 李明明,孙占埠,韩建阳 1292 

PU-1613 中西医结合治疗胃结石 40 例临床分析 ----------------------------- 李明明,孙占埠,韩建阳 1292 

PU-1614 Paneth 细胞 ERS-IRE1/JNK 通路对应激时 

 CRH 调控 IBD 肠道黏膜屏障功能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王树玲 1293 

PU-1615 223 例单人操作结肠镜下息肉切除治疗的护理配合 --------------------------- 张丽梅,董营 1293 

PU-1616 联合用药治疗肝硬化并上消化道出血的疗效分析 ------------------------------------邓文珺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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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7 小肠结外 NK/T 细胞淋巴瘤（鼻型）临床分析及鉴别诊断： 

 1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董营,冯晓莹,乔秀丽 1294 

PU-1618 缺氧促进 BVES 甲基化调控肝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 ---------------- 雷宇,韩平,林卓颖等 1294 

PU-1619 高脂饮食致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机制的研究 ---------------------------- 乔秀丽,姜春萌,董营 1295 

PU-1620 乳头括约肌小切开联合球囊扩张术治疗 

 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合并胆总管结石的临床疗效观察 ------------- 程平,詹晓文,刘敦菊 1296 

PU-1621 Clinical analysis of three cases of internal 

  hernia after Billroth II gastrectomy misdiagnosed  

 as acute pancreatitis ------------------------------------------------------- Dong Ying,Qi Bing 1296 

PU-1622 血清 IL-12、HGF、CDT 及内毒素在酒精性 

 肝病各阶段的早期诊断价值 ----------------------------------------------------- 陈洪锁,孟宪梅 1297 

PU-1623 188 例大肠息肉内镜下黏膜切除术的临床分析----------------------------------------李龙飞 1297 

PU-1624 中药联合三联疗法治疗肝胃郁热型 

 幽门螺杆菌相关性慢性胃炎的临床观察 ------------------------------------------------马文强 1298 

PU-1625 西宁地区氟哌噻吨美利曲辛联合胃苏颗粒 

 治疗老年女性伴有焦虑抑郁状态的慢性胃炎患者的疗效观察-------------------------刘慧 1298 

PU-1626 磁共振小肠成像技术在回盲部病变中鉴别 

 肠结核和克罗恩病的作用：一项前瞻性研究 ---------------- 林燕生,司徒伟基,赵允恒等 1299 

PU-1627 GerdQ 评分在胃食管反流病诊断和疗效评价的特征分析 -------------------- 劳思,冯晓莹 1299 

PU-1628 High-Resolution Anorectal Manometry 

  in the Diagnosis of Functional Defecation  

 Disorder in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 ZHAO YAN,Ren Xiaoyang,Qiao Wen etc. 1300 

PU-1629 Caspase-1-dependent cell death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 Zhou Cheng-Bei,Fang Jing-Yuan 1300 

PU-1630 胃癌患者循环肿瘤细胞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刘国梁 1301 

PU-1631 非胰源性区域性门脉高压一例诊治分析及文献回顾 ---------------------------------赵连武 1301 

PU-1632 Different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Metformin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Esophageal  

 Cancer Cells and normal human esophageal  

 epithelial cells In Vitro ---------------------------Peng Jianwei,Hong Danmian,Hu Xi etc. 1302 

PU-1633 HMGB1 通过激活自噬促进肝星状细胞的增殖、迁移和活化 -------- 王梓,田德安,晏维 1302 

PU-1634 溃疡性结肠炎复发相关因素临床分析 ---------------------------------- 李琴,乔秀丽,程慧等 1303 

PU-1635 中西合璧  内外兼修---快速外科康复理念在消化道早癌 ESD 术应用 -----------江秋霞 1303 

PU-1636 莫笑东施，效颦也堪怜-----护理专病门诊 

 个案管理对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焦虑、抑郁 

 及自我管理行为干预效果研究 -------------------------------------------------- 班春景,江秋霞 1304 

PU-1637 Expression of miR-299-3p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rvival time ----------- Dang Shan,He Shuixiang 1304 

PU-1638 悬灸神门、足三里配合针刺头穴治疗中青年不寐的临床研究 

 ————心脾两虚型 ------------------------------------------------------------------------于靖儒 1305 

PU-1639 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autophagy in acute liver injury  ------------------ Gao Wei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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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40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炎症性肠病患教活动参与患者心理健康状况 

 及健康教育需求调查分析 -------------------------------------------------------- 江秋霞,班春景 1306 

PU-1641 胃息肉和结肠息肉的相关性分析 ---------------------------------------------------------刘文新 1306 

PU-1642 HLA-E 在老年人群结肠癌前病变中的表达研究 ---------------------------------------史冬梅 1307 

PU-1643 口服小剂量阿司匹林预防结直肠腺瘤复发 -------------------------------------- 邱坚,冯晓莹 1307 

PU-1644 胃癌细胞系 MGC803、 BGC823、 SGC7801，迁移、侵袭力的比较--------刘国梁 1308 

PU-1645 老年胆总管结石患者行 ERCP 取石的效果及安全性分析 ------- 邵丽春,关斌,徐宝满等 1308 

PU-1646 重度溃疡性结肠炎糖皮质激素治疗的疗效及其相关因素的分析----------------------赵霞 1308 

PU-1647 水飞蓟宾下调 IL-6/STAT3 通路抑制小鼠 

 结肠炎相关肠癌的研究 ---------------------------------------------- 郑荣娟,曹海龙,马嘉珩等 1309 

PU-1648 Fluorofenidone Reveals a Novel  

 Function for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A3 in inhibiting Hepatic Stellate Cell Activation  

 and Hepatic Fibrosis-------------------------------- Peng Yu,Chen Haihua,Gan Qixin etc. 1310 

PU-1649 中国天津结直肠癌发生部位的变化趋势分析 ------------------ 吴静怡,曹海龙*,陈丹凤等 1310 

PU-1650 The mechanism of TLR2/NF-KB pathway  

 activation modulated by microbiota metabolite  

 butyrate in gastric injury ------------------------------------ Dang Yini,Li Xuan,Yan Jin etc. 1311 

PU-1651 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在肝纤维化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 刘心怡,王雪梅,范文婷等 1312 

PU-1652 被误诊为急性胆囊炎的人粒细胞无形体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张春燕,于晓红 1312 

PU-1653 白蛋白治疗肝性脑病的疗效：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 白朝辉,祁兴顺,李宏宇 1313 

PU-1654 疼痛强化管理在原发性肝癌患者 

 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肝区疼痛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潘月 1313 

PU-1655 环状 RNA 在肝纤维化模型中的差异表达初步研究--------------- 周玉平,吕雪幼,璩辉等 1314 

PU-1656 成人大便失禁应对体验的定性系统性评价 ------------------------- 赵媛媛,顾洁,张媛媛等 1314 

PU-1657 炎症性肠病患者症状负担调查分析 ---------------------------------- 赵媛媛,顾洁,张媛媛等 1315 

PU-1658 二氢杨梅素通过铁自噬途径抑制铁过载诱导的肝星状细胞活化----------------------曾斌 1315 

PU-1659 儿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复制与肝脏脂肪变性的探索 -------------------------- 王璐,赵景民 1316 

PU-1660 LCAT 作为新型肝细胞癌诊断及预后标志物的研究 -------------- 赵立华,李曦,徐鹏飞等 1316 

PU-1661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和 Hp 感染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 韩川,张剑,时永全 1317 

PU-1662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促进 Fas 介导的肝细胞凋亡及肝脏损伤 ----------- 刘伟,仝巧云 1317 

PU-1663 醋酸靛胭脂染色在根治 Hp 

 前后辅助诊断早期胃癌效果的比较 ------------------------------- 李建琦,程梦华,陈文习等 1318 

PU-1664 如何提高结肠腺瘤检出率的技术进展 -------------------------------------------- 白成,侯晓佳 1318 

PU-1665 慢性 HBV 携带者肝纤维化无创方法诊断的临床价值 --------------- 张孝盈,钱静,李萍等 1319 

PU-1666 DDR1a 在小鼠实验性结肠炎中的作用及机制 -----------------------------------------郭丽芳 1319 

PU-1667 拉呋替丁联合美沙拉嗪对小鼠葡聚糖硫酸钠结肠炎的疗效及机制 ------ 张翠霞,张德奎 1320 

PU-1668 脱氧胆酸破坏肠粘膜屏障促进肠腺瘤癌变的研究 ---------------- 刘丽,曹海龙,董文逍等 1320 

PU-1669 Deoxycholic Acid Disrupts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and Promotes Intestinal  

 Carcinogenesis ------------------------------------ Liu Li,Cao Hailong,Dong Wenxiao etc.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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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70 生物反馈结合基于微信平台的心理支持治疗对 

 慢性便秘患者疗效的临床观察 ------------------------------------------------------------刘婷婷 1322 

PU-1671 生物反馈结合基于微信平台的心理支持治疗对 

 慢性便秘患者疗效的临床观察 ---------------------------------------------- 刘婷婷,谢玥,毛华 1322 

PU-1672 干细胞治疗肝病的研究现状 ------------------------------------------------------------------张静 1323 

PU-1673 Acid bile salts-induced APE-1 inhibit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via activating 

  NF-κB-mediated transcription of PRDX2  

 in Barrett’s esophagus and esophageal  

 adenocarcinoma --------------------------------------- Yan Jin,Lu Heng,Zhang Guoxin etc. 1323 

PU-1674 HOXC10 directly regulated by miR129-5p 

  can modulate WNT signaling pathway in 

  gastric cancer: CCND1 is a crucial target  

 gene. ----------------------------------------------------He Jiamin,Lin Renbin,Chen Luyi etc. 1324 

PU-1675 Long noncoding RNA NEAT1 mediates  

 gastric carcinogenesis by functioning as a  

 competing endogenous RNA --------------------------- Yan Jin,Liu Shiyu,Zhang Guoxin 1325 

PU-1676 糜蛋白酶在恶性胆管梗阻引流后再梗阻治疗中的作用 ---------------------------------白成 1325 

PU-1677 伴肛周病变的克罗恩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及不良结局 ------------- 黄珊珊,李彤,张盛洪等 1325 

PU-1678 SNHG16 影响 miR-183 调控 PDCD4 

 在食管鳞癌发生发展中的机制研究 ----------------------------------- renlihua,葛敏,叶慧等 1326 

PU-1679 腹腔镜治疗食管裂孔疝的临床效果分析 ---------------------------------------------------李卓 1327 

PU-1680 急诊内科急性腹痛患者的临床诊疗观察 ---------------------------------------------------李卓 1327 

PU-1681 泮托拉唑联合奥曲肽治疗上消化道出血的临床疗效分析 ------------------------------李卓 1327 

PU-1682 散发性内脏肌病一例 ---------------------------------------------------------- 徐柳,李胜保,金曙 1328 

PU-1683 胰腺分裂症内镜诊治方法及临床价值 ------------------------------- 黄平晓,范彦,狄书杰等 1328 

PU-1684 CCL7 基因敲除可降低小鼠对 DSS 敏感性 ---------------------------------- 兰庆芝,董卫国 1329 

PU-1685 "幽门螺杆菌抗体分型检测在上消化道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 栗华,萧芳福,陈清虹 1329 

PU-1686 胃癌患者血浆外泌体中 MicroRNA-29a、b、c 

 与 MicroRNA-570 表达变化的临床研究 ------------------------------- 王洁,张光波,陈卫昌 1330 

PU-1687 237 例原发性小肠肿瘤临床分析 ------------------------------------- 史玉雪,余祖红,冷霞等 1330 

PU-1688 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2 分子探针应用于 

 结直肠癌的检测研究 ------------------------------------------------- 余祖红,栾富娟,史玉雪等 1331 

PU-1689 外周血甲基化 SEPT9 基因检测在结直肠癌 

 和腺瘤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 冷霞,余祖红,史玉雪等 1331 

PU-1690 外周血 SEPT9 基因甲基化检测联合肿瘤标志物、  

 粪便免疫隐血试验在结直肠癌和腺瘤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 冷霞,史玉雪,余祖红等 1332 

PU-1691 miR-17-92 基因簇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 

 与胃癌临床病理学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 刘菲,钱夷婷,国风等 1333 

PU-1692 P53 ex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 associated with dysplasia and carcinoma:  

 a systematic meta-analysis ---------------------------------------------------------------卢筱洪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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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93 广州市结直肠癌筛查成本效益分析 ---------------------------------- 冯志强,聂玉强,曹杰等 1334 

PU-1694 奥曲肽对粘连性肠梗阻的疗效研究 ------------------------------------------- 曾珺,吴杰,张姮 1334 

PU-1695 Diarrhea、fever、colon ulcer、mutations 

  in interleukin-10 receptor A and no  

 response to infliximab ------------------------------ Chen Dan,Chen Yang,Zhang Lixi etc. 1335 

PU-1696 miR-17-92 基因簇对胃癌细胞生物学功能的研究 ----------------------- 刘菲,国风,陈卫昌 1335 

PU-1697 TRAF3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胃癌 

 临床病理学指标的相关性及预后分析 ---------------------------------- 刘菲,钱夷婷,国风等 1336 

PU-1698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胶囊内镜检查分析 -------------------------------------- 周长江,张倩倩 1336 

PU-1699 泮托拉唑治疗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实例分析 -------------------------------- 周长江,王曦宇 1337 

PU-1700 IL-8 基因多态性与散发性大肠癌发病风险相关的 Meta 分析 --------------- 谢玲,李瑜竹 1337 

PU-1701 第三例粪菌移植治疗患者临床效果分析 -------------------------------------- 周长江,张静静 1337 

PU-1702 长期进食酸奶患者幽门螺杆菌复发率低 ------------------------------------------------周长江 1338 

PU-1703 胃上皮内瘤变及早癌内镜切除术前后病理结果对比分析 ------------------------------黄根 1338 

PU-1704 高龄良性梗阻性黄疸经 ERCP 胆道支架治疗的价值------------------------------------黄根 1338 

PU-1705 自闭症儿童肠道微生态菌群和短链脂肪酸相关研究 ---------- 刘思濛,李恩耀,孙臻誉等 1339 

PU-1706 南通市市级机关工作人员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影响因素观察  -----------------------郭锡明 1339 

PU-1707 超声内镜在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诊治中的应用 ------------------------------------------王义 1339 

PU-1708 整肠生联合铋剂四联疗法治疗消化性溃疡疗效分析 ------------------------------------崔旭 1340 

PU-1709 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发病机制的研究 ------------------------------------------------------李慧 1340 

PU-1710 饮食习惯改变对胃黏膜损伤修复的影响 -------------------------------------- 白玉焕,敬长春 1341 

PU-1711 食管空肠转流术治疗肥胖症并 2 型糖尿病的实验研究 ---------------------------------郑丽 1341 

PU-1712 认知行为治疗对胃-食管反流病合并焦虑患者治疗效果的影响------------------------曹燕 1342 

PU-1713 早期胃癌 ESD 术后迟发性出血危险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刘丽君 1342 

PU-1714 双气囊小肠镜对儿童 Peutz-Jeghers 

 综合征的诊断及治疗作用 ------------------------------------------- 朱珍妮,胡赤军,王凤革等 1343 

PU-1715 依托必利与雷贝拉唑联合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效果评价 ---------------------------杨思贤 1343 

PU-1716 优质护理在消化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周雯 1343 

PU-1717 中药阿胶辅助治疗老年贫血病例一则 ------------------------------------------------------杨坤 1344 

PU-1718 图示法宣教对结肠镜检查患者肠道准备质量影响的研究 ------------------------------顾勇 1344 

PU-1719 中国启东地区乙肝病毒潜在肝癌高危 

 基因位点联合突变的相关性研究 ------------------------------------- 瞿利帅,陆翠华,倪润洲 1345 

PU-1720 The role of combined high risk spot  

 mutations in hepatitis B 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Qidong, China   ----------------------- Qu Lishuai,Lu Cuihua,Ni Runzhou 1345 

PU-1721 不同胰腺细胞氧化应激状态差异的研究 ------------------------------------------------邵晓冬 1346 

PU-1722 内镜下胆道支架置入术治疗恶性胆道梗阻的疗效影响因素-------------------------邵晓冬 1346 

PU-1723 双气囊小肠镜检查时机对小肠出血诊治的意义 ---------------------------------------邵晓冬 1347 

PU-1724 婴幼儿社区获得性肺炎使用抗生素后肠道菌群代谢改变的探讨----- 武庆斌,李想,王欣 1347 

PU-1725 窄带成像与卢戈氏碘染色诊断老年患者 

 食管早癌及癌前病变的对比研究 ------------------------------------------- 徐瑾,邱雁,赵君宁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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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26 Phosphocreatine protects against Tusanqi 

  induced hepatocyte apoptosis by inhibiting 

  mitochondrial ROS --------------------- Li Dongping,Jiang Hongyue,Chen Yingling etc. 1348 

PU-1727 Heme Oxygenase-1 and CORM-2 Improves 

  the barrier function of Caco-2 partly through 

  regulation of p38MAPK ------------------------------------------- Zhang Lijing,D uan Zhijun 1350 

PU-1728 多种益生菌联合双环醇治疗脂肪肝 

 所致肝损伤的临床疗效观察 ---------------------------------------------- 李兰,何兴祥,林达等 1350 

PU-1729 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在肝脂肪变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 刘心怡,王雪梅,范文婷等 1351 

PU-1730 TIPS 对于抗凝治疗无效的急性吡咯 

 生物碱相关肝小静脉闭塞症患者可能有效 

 -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 张玮,张明,张峰等 1351 

PU-1731 不同四联方案根除幽门螺旋杆菌(Hp)临床疗效研究----------------------------------魏国强 1352 

PU-1732 甘肃省三级医院消化科护士对幽门螺杆菌 

 感染知晓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温萌,张德奎 1353 

PU-1733 结直肠碰撞癌 1 例报道 ---------------------------------------------------------------------丁晓蕊 1353 

PU-1734 CXCL10 基因启动子区 G-201A 单核苷酸 

 多态性与隐匿性 HCV 感染的关系 -------------------------------------- 王眭,王颂,刘振华等 1354 

PU-1735 婴幼儿胃窦息肉 2 例病例分析 ---------------------------------------------------------------陈涣 1355 

PU-1736 关于消化内科无痛胃肠镜临床的应用 ------------------------------------------------------魏培 1355 

PU-1737 89 例海南黎族儿童急性上消化道出血胃镜检查分析 ---------------------- 吴冬寒,吴冬冰 1355 

PU-1738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nd elevate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in  

 Chongqing city, China ----------------------- sun wenjing,Chen Dongfeng,Gu Xiaohong 1356 

PU-1739 122 例肝癌患者根治性肝切除术后预后的多因素分析  --------------------------------张瑞 1357 

PU-1740 消化疾病护理 ---------------------------------------------------------------------------------马洪奇 1357 

PU-1741 一例肝硬化合并多种并发症患者的病例报告 ---------------------- 许项波,祁兴顺,郭晓钟 1358 

PU-1742 消化内科风险控制与护理管理探讨 ---------------------------------------------------------袁娜 1358 

PU-1743 胆胰疾病的内镜介入治疗及护理 ---------------------------------------------------------马洪奇 1359 

PU-1744 优质护理在消化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魏培 1359 

PU-1745 Application effect of quality chain  

 management for ERCP treated elderly 

  patients with bile duct stones -------------------------------------- Yi Ying,Zhang Chunhua 1360 

PU-1746 应用生长抑素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以 

 降低假性囊肿发生率的临床研究 -------------------------------------------------- 侯悦,郭晓钟 1360 

PU-1747 2 例婴儿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并文献复习 --------------------------------- 陆童,单庆文 1361 

PU-1748 96 例食管溃疡的病因分析  ---------------------------------------------------- 任丽楠,郭晓钟 1361 

PU-1749 内镜切除术对胃小间质瘤患者焦虑程度 

 影响的随机对照前瞻性研究 ---------------------------------------- 嵇梦玥,史冬涛,殷国建等 1362 

PU-1750 不同病因肝硬化患者血清肝纤维化指标结果分析 -------------------------- 任丽楠,郭晓钟 1362 

PU-1751 自我管理行为干预对炎性肠病患者的影响研究 ------------------- 关玉霞,赵艳伟,尤丽丽 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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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52 肝硬化的认识与护理 ---------------------------------------------------------------------------罗丽 1363 

PU-1753 1 例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肠炎合并代谢性脑病的循证护理 ----------- 叶维,关玉霞,尤丽丽 1364 

PU-1754 反流性食管炎相关因素及护理对策 ------------------------------------------------------张丽娟 1364 

PU-1755 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 ---------------------------------------------------- 蒋杰,郑鹏远,黄煌等 1365 

PU-1756 ESD 患者护理 -------------------------------------------------------------------------------张丽娟 1365 

PU-1757 结肠息肉的病理分型与脂质代谢及相关因素的临床回顾性研究------------ 阚娜,周永健 1366 

PU-1758 内镜下胃底静脉曲张组织粘合胶治疗术的护理体会 -------------------------- 范佳鑫,张微 1367 

PU-1759 优质护理在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作用 ------------------------------------- 范佳鑫,邹德莉,张微 1367 

PU-1760 内镜中心与病房转运交接单的应用 ------------------------------------- 费腾,邹德莉,孙蕊等 1367 

PU-1761 胃多发息肉行 EMR 治疗术后禁食时间的研究 ----------------------- 费腾,邹德莉,孙蕊等 1368 

PU-1762 妊娠晚期合并高淀粉酶血症 28 例临床分析 -------------------------------------------余志强 1368 

PU-1763 优质护理模式对肝硬化患者的疗效分析 ---------------------------------- 韩方,邹德莉,靳宁 1368 

PU-1764 Endoscopic resection for the anxiety 

  level of patients with small gastric GISTs:  

 A randomized prospective research -------Ji Mengyue,Shi Dongtao,Yin Guojian etc. 1369 

PU-1765 食醋保留灌肠治疗肝性脑病的观察与护理 ------------------------------- 靳宁,邹德莉,韩方 1370 

PU-1766 应用品管圈对提高结肠镜检查肠道准备成功率效果 ------------------------------------李娜 1370 

PU-1767 螺旋形鼻肠管鼻胃镜下导丝引导法在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应用 ---------------------------------------- 梁振东,张侠,殷媛媛等 1371 

PU-1768 延续性护理在肝性脑病随访与治疗中的应用 ---------------------------------------------孙蕊 1371 

PU-1769 胰腺炎分期饮食指导对胰腺炎恢复的意义 ---------------------------------------------杨丽伟 1372 

PU-1770 内镜下活动性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的特点和疗效 ---------------------------殷媛媛 1372 

PU-1771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常见的心理问题及心理干预 ----------------------------- 张微,邹德莉 1372 

PU-1772 上消化道出血的护理与健康教育 ---------------------------------------------------------郑潇钰 1373 

PU-1773 芒硝外敷治疗高血脂性急性胰腺炎的个体化护理配合 ---------- 邹德莉,孙蕊,殷媛媛等 1373 

PU-1774 双气囊小肠镜对消化道出血的诊断价值及护理体会 ---------------- 邹德莉,孙蕊,殷媛媛 1374 

PU-1775 总住院护士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作用 ---------------------------------- 邹德莉,孙蕊,张微等 1374 

PU-1776 消化内镜护士长对男护士实施人文关怀的举措及技巧 ---------------------------------孙蕊 1374 

PU-1777 母亲饮食回避在纯母乳婴儿排便困难的疗效研究 ---------------------------------------任路 1375 

PU-1778 泮托拉唑钠干扰蛋白降解系统增加肿瘤细胞 

 对内质网应激诱导剂和线粒体抗凋亡蛋白抑制剂的敏感性-------- 曹裕,陈敏,唐德华等 1375 

PU-1779 肠道菌群变化与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生化指标的相关性 ---------- 任士萌,梅璐,黄煌等 1376 

PU-1780 Supplemented use of pre-, pro- and  

 synbiotics i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an 

  updated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13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 Tian Xu,Chen Wei-Qing,Liu Xiao-Ling etc. 1376 

PU-1781 射频消融术联合无水酒精术治疗老年肝癌的临床研究 ---------- 符亮,温春阳,王爱平等 1377 

PU-1782 无痛结肠镜检查前当日服用药物进行肠道准备的评价 ------------- 朱宏斌,田戬,张靖等 1377 

PU-1783 Effectiveness and complication of  

 achalasia treatment_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network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 Peng Lei,Zhang Guoxin 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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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84 Has_circ_0000234 functions as a  

 competitive endogenous RNA to regulate 

  VAMP3 expression by sponging miR-142-3p  

 in gastric cancer ------------------------------------------------------ Peng Lei,Zhang Guoxin 1379 

PU-1785 单独药物或联合内镜治疗对肝癌合并 

 急性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的疗效：一项倾向性匹配分析研究-------- 彭忠,祁兴顺,郭晓钟 1379 

PU-1786 入院时间对肝硬化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结局的影响： 

 工作时间入院 VS 非工作时间入院 ----------------------------------- 李莹莹,祁兴顺,李宏宇 1380 

PU-1787 盐酸普萘洛尔有效预防食管静脉曲张出血复发一例 ------------- 李莹莹,祁兴顺,李宏宇 1380 

PU-1788 CAMSAP2 介导的非中心体微管乙酰化 

 修饰促进肝细胞癌转移并提示不良预后 ------------------------- 李冬筱,丁向明,李德宇等 1381 

PU-1789 一例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合并缺血性肠病的病例报告 ---------- 李谦谦,祁兴顺,郭晓钟 1381 

PU-1790 1 例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合并门脉高压症患者的护理 ----------------------------------冯建春 1382 

PU-1791 飞燕草素通过 PI3K / Akt 途径保护 β 

 2m-/ Thy1 +骨髓衍生的肝样干细胞免于 

 TGF-β1 诱导的氧化应激和细胞凋亡的体外研究 ----------------- 陈江,郭晓钟,李宏宇等 1382 

PU-1792 转染肿瘤细胞总 RNA 与融合胰腺癌细胞的 

 树突细胞诱导的体外抗胰腺癌 CTL 特异性 

 免疫反应效应的比较研究 ---------------------------------------------- 郭晓钟,陈江,李宏宇等 1383 

PU-1793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合并脂肪肝的危险因素 --------------------------------------- 余姣, 郑丹 1383 

PU-1794 PPARγ 通过 JAK2/STAT3 减轻肝细胞脂肪变性的机制 ------------ 毕俭,谭晓燕,李娜等 1384 

PU-1795 MiR-187 影响胃癌 SGC7901 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的研究 -- 张永国,郭晓钟,李宏宇等 1384 

PU-1796 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研究----------------------李欢 1385 

PU-1797 DBC1 在食管癌中的表达和临床意义 ---------------------------- 张永国,李宏宇,邵晓冬等 1385 

PU-1798 消化道出血病因的临床分析 ---------------------------------------- 王鹤智,郭晓钟,张宁宁等 1386 

PU-1799 胶囊内镜检查胃部滞留的影响因素分析 -------------------------------------- 王鹤智,李宏宇 1386 

PU-1800 寒区军人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调查分析 ------------------------------- 刘旭,郭晓钟,李宏宇等 1386 

PU-1801 Beers 标准评价老年消化科住院患者潜在不适当用药 -------------------------------张春燕 1387 

PU-1802 胆总管结石内镜下取石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研究 ------------- 史晨辰,张媛媛,陈国栋等 1387 

PU-1803 mTOR/PKM2 和 STAT3/C-MYC 信号通路 

 串话调控胃癌能量代谢和酸性微环境的机制研究 ------------------------------------高苏萌 1388 

PU-1804 IL-17 诱导的内质网应激对 DSS 诱导的小鼠 

 慢性肠道炎症的影响 ------------------------------------------------------- 陈燕,陈永昱,董卫国 1388 

PU-1805 粪菌移植治疗难治性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疗效研究 ------------------------------吴康棋 1389 

PU-1806 具核梭杆菌激活 NOD2/CARD3/IL-17 信号 

 通路在溃疡性结肠炎发生中的机制研究 ------------------------------- 陈永昱,陈燕,董卫国 1389 

PU-1807 益生菌、益生元对急性结肠炎模型小鼠炎症 

 程度及肠道菌群的影响 ---------------------------------------------- 王亚楠,孟祥辰,董一凡等 1390 

PU-1808 肠镜下导丝法治疗阑尾出血一例 ---------------------------------------- 覃刚,朱季香,吴莉莉 1391 

PU-1809 Endoscopic ultrasound elast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pancreatic masses:  

 a meta-analysis ------------------------------------ Zhang Binglan, Li Pan, Yu  Shishi etc. 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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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10 鹅去氧胆酸对 Caco-2 细胞黏液屏障损伤的  

 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 董欢,赵红靓,王娜 1392 

PU-1811 1 例克罗恩病合并腹腔脓肿肠道皮肤瘘患者的护理 -------------------------------------李丽 1392 

PU-1812 TWEAK-Fn14 通过活化 NF-κB 信号通路 

 及诱导趋化因子分泌激活肝星状细胞 ---------------------------------- 苏敏,张玮,诸葛宇征 1393 

PU-1813 不同营养素饮食对大鼠肠道菌群的影响 -------------------------------------- 殷亚妮,魏宏云 1393 

PU-1814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合并胆石症 1 例 ---------------------------------------- 苏涛,林建姣,项立 1394 

PU-1815 甲胎蛋白对乙肝相关的慢加急性肝功能衰竭的预后评估 ----------------- 汤善宏,王孝平 1394 

PU-1816 幽门螺杆菌 cagA 和 vacA 基因型对胃上皮细胞 

  DNA 损伤修复的影响 ------------------------------------------------------ 董海滨,米阳,黄煌等 1395 

PU-1817 IGRAs、ESR、ADA、CA125、hs-CRP 

 联合检测对结核性腹膜炎的诊断价值 -------------------------------------------- 何锡东,刘琦 1396 

PU-1818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with IGRAs, ESR, ADA, CA125 and hs-CRP for  

 tuberculous peritonitis -------------------------------------------------------- He Xidong,Liu Qi 1396 

PU-1819 生长抑素联合三腔二囊管治疗肝硬化门脉 

 高压病引起的上消化道大出血的临床诊疗观察 ---------------------------- 李峥,高山,杨伟 1397 

PU-1820 过表达 FGD6 对肝干细胞分化的调控作用 ------------------------- 余师师,沙鸥,王南萍等 1398 

PU-1821 双气囊小肠镜在小肠疾病诊断中的价值分析 ---------------------------------------------田野 1398 

PU-1822 消化性溃疡 100 例流行病学分析------------------------------------------------------------刘涵 1399 

PU-1823 胰管扩张在 CT 及磁共振检查中的诊断意义 ----------------------------------------------刘涵 1399 

PU-1824 肝硬化并上消化道大出血患者行三腔二囊管置管护理 ------------------------------艾青霞 1399 

PU-1825 葡萄糖舒张肠系膜微细动脉的机制研究 ------------------------------------------------郭艳军 1400 

PU-1826 南通市市级机关工作人员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影响因素观察-------------------------郭锡明 1399 

PU-1827 Down-regulation of CAMSAP2 

  induces mitotic arrest and inhibits HCC 

  cell proliferation by modulating the kinetics of  

 centromere-associated protein E. -------- ding Xiangming,Li Dongxiao,Xia Limin etc. 1401 

PU-1828 miRNA-140 作用于恶性肿瘤研究进展综述 --------------------------------------------王小玉 1402 

PU-1829 关于中医对脾胃虚弱的论述 ---------------------------------------------------------------刘永生 1402 

PU-1830 索拉非尼联合 TACE 治疗中国中晚期肝细胞癌疗效的 meta 分析 -------------------冯悦 1402 

PU-1831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 

 与结直肠癌患者不同期别预后生存关系的研究 ---------------------------------------杨雁鸿 1403 

PU-1832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在结直肠癌临床预后中的研究进展 -------王小玉 1403 

PU-1833 中医对疾病的诊治要明确病因 ------------------------------------------------------------刘永生 1404 

PU-1834 中医治疗疾病 8 种方法 ---------------------------------------------------------------------刘永生 1404 

PU-1835 中医中药总汇配对的用法 ------------------------------------------------------------------刘永生 1404 

PU-1836 集束化干预降低内科危重病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效果观察-------------------------陈建荣 1405 

PU-1837 慢性 HCV 感染者 ITPA rs1127354 单核 

 苷酸多态性特征及其与抗病毒疗效的关系 ------------------------- 刘振华,王眭,亓文骞等 1405 

PU-1838 生物反馈联合黛力新治疗直肠高敏感便秘患者的疗效观察-------------------------张颖慧 1406 

PU-1839 ESD 治疗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临床疗效安全性及有效性分析 ------------------刘姚江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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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40 IL-33 参与食管腺癌早期发生的机制探索 ------------------------------ 单晶,胡霞,孙晓滨等 1407 

PU-1841 维生素 B12 缺乏至严重麻痹性肠梗阻 ---------------------------------------- 郭秀丽,徐有青 1407 

PU-1842 炎症性肠病患者心理状况与其疾病活动度的关系 -------------------------------- 南楠,田丰 1407 

PU-1843 RACK1 is a new player in the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induced by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through regulating  

 integrin β-1 --------------------------------------------- Hu Yi,Liu Jian-Ping,Li Xue-Yang etc. 1408 

PU-1844 咖啡因介导的肠上皮离子转运的分子机制研究 ---------------------------------------张枫莲 1409 

PU-1845 临床护理路径在急性胰腺炎应用的 RCT 研究现状及效果的系统评价 -----------刘春雨 1409 

PU-1846 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疗效分析 ---------------------------------王艳玲 1410 

PU-1847 内镜下窄带成像技术（NBI）在结直肠息肉病 

 变性质中的诊断价值 ---------------------------------------------------------- 刘雪,蔡洪,汤建华 1410 

PU-1848 胃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 2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 张盼盼,吴贵恺,刘国祥 1410 

PU-1849 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治疗高龄胆总 

 管结石的临床疗效观察 ------------------------------------------------------------------------刘丹 1411 

PU-1850 结构化教育在慢性病自我管理中的研究进展 ---------------------- 顾芳臣,林征,尚星辰等 1411 

PU-1851 Epidemiology and etiology of acute  

 pancreatitis in urban and suburban areas 

  in Shanghai: a retrospective study -------- Fan Junjie,Huang Chunlan,Zeng Yue etc. 1412 

PU-1852 KAI1 Regulates th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Liu xu,Guo Xiaozhong,Li Hongyu etc. 1412 

PU-1853 结直肠息肉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后出血的相关因素分析 ---------- 李培培,王宇晴,倪永等 1413 

PU-1854 先天性门静脉狭窄致肝前性门脉高压症 ---------------------------- 汤善宏,秦森,王孝平等 1413 

PU-1855 益生菌联合铋剂四联方案在幽门螺杆菌根除中的应用 ------------- 张灵云,蓝宇,王玘等 1414 

PU-1856 超声内镜鉴别胃内胃肠道间质瘤和平滑肌瘤的价值 -------------------------- 李梦颖,齐健 1414 

PU-1857 含米诺环素、甲硝唑的铋剂四联方案根除 

 幽门螺杆菌的临床观察 ---------------------------------------------------- 张灵云,蓝宇,王玘等 1415 

PU-1858 胃癌中上调的 SIRT1 通过 STAT3/MMP-13 

 信号通路抑制肿瘤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 ----------------------------------------- 杨阳,张舒 1415 

PU-1859 经胃、肠镜活检孔道置入鼻空肠营养管的技术比较 ---------------- 宋森涛,孙燕,朱峰等 1416 

PU-1860 肝纤维化中 Prrx1 调控 PDGF 诱导肝星状细胞的迁移的作用及机制 ---------------龚瑾 1417 

PU-1861 信息化平台应用于肝硬化失代偿期 TIPS 术后患者的效果分析 ------------ 罗珍利,周爽 1417 

PU-1862 慢性乙肝合并脂肪肝的炎症病因研究 ------------------------------- 徐亮,张舰琼,宓余强等 1418 

PU-1863 粪菌移植治疗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的短期临床疗效观察 ---------- 陈敏,韩霜,李亚妮等 1418 

PU-1864 PROK2 在原发性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林承杰,袁观斗,何松青 1419 

PU-1865 快速反应团队工作模式在上消化道出血  

 患者救治中的优化管理 ------------------------------------------------------- 周爽,罗珍利,赵蓉 1419 

PU-1866 中国与日本 0-3 岁健康婴幼儿肠道菌群的横断面研究 --------------------- 王继恒,孙丽艳 1420 

PU-1867 胆总管结石内镜治疗后结石复发的风险因素 ------------------------- 周小江,邓峰,刘丕等 1420 

PU-1868 复方阿嗪米特联合疗法治疗老年人功能性 

 腹泻临床疗效研究 ------------------------------------------------------- 梁心慧,陈斌,杨招娣等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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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9 Adenoma detection rates is associated with 

  respective withdrawal time in different colon  

 segments. -------------------------------------------yang cheng,Zhan Qiang,Wang Hui etc. 1421 

PU-1870 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对冠心病患者消化道出血的影响 ------------------------------赵燕颖 1422 

PU-1871 TIPS 联合术中顺行性栓塞治疗肝硬化 

 自发性门体分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评价 ---------------------------- 冷霞菲,张峰,郭慧雯等 1423 

PU-1872 透明帽辅助装置及加服二甲硅油进行 

 肠道准备对结肠镜检查结肠息肉检出率的研究 ------------------------------------------徐涛 1423 

PU-1873 大肠黑变病的临床分析（附 256 例报告） ---------------------------------------------孙远杰 1424 

PU-1874 酪酸梭菌改善 BTBR 自闭症小鼠行为症状 

 和肠道黏膜屏障功能 ---------------------------------------------------- 刘思濛,黄煌,孙向东等 1424 

PU-1875 我国结直肠息肉和结直肠癌流行病学特点： 

 近 10 年多中心 342922 例结肠镜检查大数据回顾性分析 ------ 王淑芳,杨云生,孙刚等 1425 

PU-1876 中药治疗肝肾综合征：一项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 宋廷雪,祁兴顺,郭晓钟 1426 

PU-1877 辣椒素对食管鳞癌细胞侵袭转移的机制研究 ------------------------- 冯吉,房殿春,郭晓钟 1426 

PU-1878  空肠血管瘤致反复消化道出血 1 例 ----------------------------------------------- 王然,郭晓钟 1427 

PU-1879 血清 HBeAg 和 HBV DNA 载量在乙肝相关 

 肝硬化患者的临床意义：一项回顾性观察研究 ------------------------------------------史强 1427 

PU-1880 疏肝健脾法与蒙脱石散、匹维溴铵等西药治疗 IBS-D 的荟萃分析 ---------------侯飞飞 1428 

PU-1881 胸腔积液在肝硬化患者中的患病率、风险因素及预后的相关研究 ----------------侯飞飞 1428 

PU-1882 抑酸制剂在内镜治疗胃食管静脉曲张 

 治疗患者的疗效：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滕菲 1429 

PU-1883 Peutz-Jeghers 综合征：病例报道 ----------------------------------------------- 王然,郭晓钟 1429 

PU-1884 ARP3 Promotes Tumor Metastasis  

 and Predicts a Poor Prognos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 Lv Jiale,Qu Lishuai,Liu Jinxia etc. 1430 

PU-1885 ERCP 联合腹腔镜胆囊切除一步法治疗胆囊结石 

 合并胆总管结石的临床评价 ---------------------------------------- 冯亚东,陶庆松,欧希龙等 1431 

PU-1886 Hydrotalcite can prevent the damaging effect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on gastric epithelial cells ------------- Shi Yanyan,Ding Shigang 1431 

PU-1887 铝碳酸镁对幽门螺杆菌感染胃粘膜上皮细胞的保护作用 ----------------- 石岩岩,丁士刚 1432 

PU-1888 1 例经内镜下难取特殊罕见异物的护理配合和体会 ----------------- 吴念宏,王晓,胡兵等 1432 

PU-1889 益生菌、益生元对正常小鼠肠道菌群的影响 ------------------- 王亚楠,孟祥辰,董一凡等 1433 

PU-1890 ERCP 诊断及治疗影像学检查诊断不清的胆总管末端狭窄 ------------------------张艳琳 1433 

PU-1891 自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急性放射性肠损伤的效果评估----- 许文达,陈江,李宏宇等 1433 

PU-1892 不同辐射剂量诱导的急性放射性肠损伤模型的 

 建立与组织学评估 ------------------------------------------------------- 许文达,陈江,李宏宇等 1434 

PU-1893 一例肝源性溃疡患者的病例报告 ------------------------------------- 郑可心,祁兴顺,郭晓钟 1434 

PU-1894 CRRT 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的有效性研究 ------------------------------------------------林浩 1435 

PU-1895 比较盐酸达克罗宁胶浆与盐酸奥布卡因凝胶在 

 胃镜检查中的应用效果 ----------------------------------------------------------- 许田英,孙占埠 1435 

PU-1896 255 例下消化道出血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 张静,李熳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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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97 Necl-5 在肝癌形成中的作用 ------------------------------------------------------------------陈雪 1436 

PU-1898 盐酸小檗碱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大鼠免疫屏障影响的研究------------ 崔素娴,王玉珍 1437 

PU-1899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mproves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and  

 regulates inflammation in mice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by up-regulating AhR expression through  

 tryptophan metabolism-------------------------- Wei Yanling,Chen Yuqin,Gong Hao etc. 1437 

PU-1900 EUS 联合肿瘤标记物及影像学检查 

 提高胰腺癌高危人群早期筛查诊断率的研究 ----------------------------------- 王晓凡,高山 1438 

PU-1901 康复新液灌肠联合免疫抑制剂对难治性 CD 疗效观察 -------------------------------杨宇龙 1438 

PU-1902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causes 

  of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 growth in senile  

 constipation  ---------------------------------------------------------- zhang xiaonan,Xu Lishu 1439 

PU-1903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分层核心能力 

 培养在消化科护理亚专科人才梯队建设中的应用及效果 ---------------------------江秋霞 1440 

PU-1904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predict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in moderately  

 severe and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 Qiu Qiu,Tang Liang,Guo Yan etc. 1440 

PU-1905 4 例先天性胆汁酸合成障碍 2 型临床特点及转归分析 ----------- 周建利,张巧,周少明等 1441 

PU-1906 磁共振无创诊断儿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临床应用研究--------------- 赵煜桢,周少明 1442 

PU-1907 先天性克罗恩病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 周建利,朱忠生,周少明 1443 

PU-1908 消化科老年住院患者营养状况调查  ------------------------------------------- 王玉含,江秋霞 1443 

PU-1909 中医药治疗成人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疗效的系统评价 -------------------------- 王垂杰,陈青 1443 

PU-1910 肠宁汤加减方治疗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的作用机制探究 -------------------- 王垂杰,刘晴 1444 

PU-1911 和胃理气方对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胃肠动力 

 及 c-kit/ SCF 信号通路的影响 -------------------------------------------------- 王垂杰,周剑杰 1444 

PU-1912 成功治疗肝硬化失代偿期并肺曲霉菌感染 2 例 ---------------------------------------郭瑞雪 1445 

PU-1913 和胃理气方治疗肝郁脾虚型功能性消化不良 

 对大鼠脑肠相互作用的实验研究 -------------------------------------------------- 王垂杰,程寒 1445 

PU-1914 和胃反流康对胆汁反流性胃炎 

 大鼠胃黏膜 NF-κB 表达的影响 --------------------------------------- 王垂杰,谷文文,李玉锋 1445 

PU-1916 肝硬化并尖端扭转性室性心动过速 2 例 -------------------------------------- 赵黎东,赵黎东 1446 

PU-1918 Age at onset, maintenance therapy 

  an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anal fistula in  

 Crohn’s disease -------------------------------------- Lian Guanghui,Peng Yu,Liu Xiaowei 1447 

PU-1919 急性胰腺炎初期液体管理的研究进展 ----------------------------------------------- 苏涛,项立 1447 

PU-1920 发病年龄，维持治疗方式及红细胞沉降率 

 是克罗恩病合并肛瘘的独立危险因素 ---------------------------------- 练光辉,彭誉,刘小伟 1448 

PU-1921 哨兵息肉与近端结肠癌的相关性研究 ----------------------------------------------- 王曼,高峰 1448 

PU-1922 儿童 Shwachman-Diamond 综合征 3 例临床特点及基因分析 ------ 周锦,郭姝,徐樨巍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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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23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 and Endoscopic  

 Necrosectomy for Infected Walled-off Pancreatic Necrosis -------------------- Yong Xin 1449 

PU-1924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慢性肝病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 豆正莉,陈熙,任晓非等 1450 

PU-1925 Galectin-3 和 CD105 在胃癌进展过程中的表达 --------------- 高玉涛,王凯悦,王一军等 1451 

PU-1926 急性胰腺炎患者外周血 microRNA-216a 测定及临床意义 ------ 靳晓旭,周雪,李真真等 1451 

PU-1927 内镜下密集套扎结合小剂量硬化剂注射 

 治疗肝硬化食管胃重度静脉曲张随访追踪观察研究 ---------------- 娄晓,史真雁,蒋树林 1452 

PU-1928 超声内镜在胃间质瘤内镜下治疗中的评估作用 ---------------------- 秘建威,张君,赵东强 1452 

PU-1929 FOXO1 及其下游蛋白在胃癌发生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穆宗伟,谢金霞,郭昱 1453 

PU-1930 日本血吸虫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对实验性 

 结肠炎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 李路,陈熙,徐永伟等 1453 

PU-1931 FoxM1：条条道路促肿瘤转移 ---------------------------------------------------------------刘诚 1454 

PU-1932 聚乙醇酸片预防早期消化道肿瘤内镜黏膜下 

 剥离术后出血的有效性的 Meta 分析 ----------------------------------- 王丹,李南,张梦晨等 1454 

PU-1933 CD44v9 在胃癌进展过程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 王凯悦,王一军,高玉涛等 1455 

PU-1934 磁控胶囊内镜在胃及小肠疾病诊断中的价值及应用推广 -------------------- 王帅,杨川杰 1455 

PU-1935 经口双气囊小肠镜后高淀粉酶血症、 

 急性胰腺炎相关因素的研究 ---------------------------------------- 王一军,王凯悦,高玉涛等 1455 

PU-1936 VPAC1 通过 TRPV4/Ca2+信号促进胃癌侵袭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 -----------------唐波 1456 

PU-1937 胶囊内镜诊断小肠疾病临床分析 ---------------------------------------- 谢金霞,穆宗伟,郭昱 1456 

PU-1938 超声内镜在胰腺肿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 张君,秘建威,赵东强 1457 

PU-1939 索非布韦联合雷迪帕韦及其加用 

 利巴韦林治疗 1 型丙型肝炎的荟萃分析 ------------------------------ 赵旸,张梦晨,王丹等 1457 

PU-1940 一例重度溃疡性结肠炎行全结肠及直肠切除术病人的护理------------------ 高境蔚,陈丽 1458 

PU-1941 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 Omentin-1 测定及临床意义 ---------------- 周雪,李真真,靳晓旭等 1458 

PU-1942 黏膜桥法治疗胃小弯侧巨大黏膜病变的 

 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 张幸,史冬涛,李锐等 1459 

PU-1943 miR-363 inhibits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rogression by directly targeting  

 SPAG5 ----------------------------------------------- Mingxin Zhang,Cui Manli,Wang Jingjie 1459 

PU-1944 消化道瘘内镜处理的临床研究 ---------------------------------------- 张幸,周书成,史冬涛等 1460 

PU-1945 胆总管结石导致 CA19-9 显著升高：病例报道 ------------------------------ 王晓晰,郭晓钟 1460 

PU-1946 急性广泛性门静脉系统血栓介入导管溶栓治疗一例 ------------------------------------唐黎 1461 

PU-1947 NCX1 在食管壁肌间神经元机械敏感性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董辉 1461 

PU-1948 脯氨酰顺反异构酶 Pin1 在促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中的作用 --------------------------陈杨 1462 

PU-1949 不同分化类型早期胃癌病灶的白光内镜下特征分析 ---------------- 刘鑫,张静,张贺军等 1462 

PU-1950 小檗碱通过减少 ROS 增加紧密连接改善实验性结肠炎 -------- 王玉明,张明明,于成功 1463 

PU-1951 康复新液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 Meta 分析 -------------------------------------------费素娟 1464 

PU-1952 结直肠癌患者外周血 Vδ2 T 细胞 IL-17A 的表达研究 ------------------------- 韩春,费素娟 1464 

PU-1953 Current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circular  

 RNA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 Liu Jiao 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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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54 健脾补肾方联合柳氮磺吡啶肠溶片对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疗效及炎症因子影响 ------------------------------------------刘春雨 1465 

PU-1955 艰难梭菌感染与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期的关系研究 ---------------------- 陈立平,韦旺,周琦 1465 

PU-1956 经验性抗结核治疗可疑克罗恩病 1 例 ------------------------------------- 陈立平,韦旺,周琦 1466 

PU-1957 整体护理在进展期胃癌治疗前后对患者 

 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春雨 1466 

PU-1958 肝穿刺确诊肝转移性黑色素瘤 1 例 ------------------------------------- 陈立平,龚瑾,张振纲 1466 

PU-1959 KAI1 Gene Regulation of Ferroptosis  

 through FPN in Pancreatic Cancer -------------- Liu xu,Guo Xiaozhng,Li Hongyu etc. 1467 

PU-1960 5-FU 通过上调自噬水平介导胆管癌化疗不敏感的机制研究 ------ 辛辰,笪俊,李明轩等 1467 

PU-1961 抑制 SIRT1 泛素化降解在 NAFLD 中的作用 -------------------------------- 邓晓玲,徐可树 1468 

PU-1962 炎症性肠病患者肠内营养支持治疗与护理进展 -------------------------------- 吴敏,赵新鲜 1468 

PU-1963 贲门失弛缓症患者食管硫化氢合成酶表达的研究 ------------------- 张莉莉,赵威,晋弘等 1469 

PU-196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通过Wnt3a/TGIF/β-catenin 

 信号通路促进具核梭杆菌感染致结肠癌发生的实验研究 ------- 韩超群,丁震,施慧英等 1469 

PU-1965 Evaluation of FibroScan and CT in 322 cases  

 of ALT normal lea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diagnosed by ultrasound -- Chen Yanzhen,Jiao Jian,Chen Chengliang etc. 1470 

PU-1966 探头式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在体诊断缺血性 

 肠炎的临床应用一例 ------------------------------------------------- 张明明,郑梦琪,李长青等 1471 

PU-1967 智能分光比色技术(FICE)下发现苍白区对 

 早期食管癌与癌前病变的诊断价值 ---------------------------------- 李渊,周丽雅,丁士刚等 1471 

PU-1968 糖皮质激素对预防食管癌 ESD 

 术后狭窄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 姚静,辛辰,王烜等 1472 

PU-1969 SLC1A5 在胃癌中的表达及其调控肿瘤增殖发展的体内外研究 ----------------------陆健 1473 

PU-1970 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的内科护理与体会 ------------------------------------------------------李帆 1473 

PU-1971 消化内科护理临床实践 ------------------------------------------------------------------------李帆 1474 

PU-1972 普拉梭菌上清液抗炎物质的分析及作用机制的研究 ------------- 周黎行,张明明,于成功 1474 

PU-1973 体质量指数及血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系 -------------------------------- 王东旭,林连捷 1475 

PU-1974 醋酸泼尼松预防食管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狭窄的疗效观察----- 石亮亮,凌亭生,王雷等 1475 

PU-1975 内镜超声引导下纵隔占位穿刺活检中 

 procore 针和普通穿刺针的比较 ----------------------------------- 田爱霞,丁祥武,许东强等 1476 

PU-1976 RGDC 肽修饰的金纳米粒子协同光热效应 

 杀伤胰腺癌细胞的研究 ------------------------------------------------------- 余跃,任乐,陈军等 1476 

PU-1977 β 连环蛋白在大鼠酒精性肝纤维化中的表达及意义 ----------------- 吴雄健,朱海燕,郑虹 1477 

PU-1978 刷状聚磷酸酯包载阿霉素形成的纳米颗粒 

 抗胰腺癌的初步研究 ------------------------------------------------------ 余跃,杨席席,任 乐等 1477 

PU-1979 H2S 在糖尿病大鼠小肠的表达及半夏泻心汤的干预作用 ---------- 余跃,蒋楠,袁莉莉等 1478 

PU-1980 丹酚酸 A 对肝纤维化大鼠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影响 -------- 吴雄健,朱海燕,郑虹 1478 

PU-1981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alcium  

 signaling in the modulation of small intestinal  

 ion transports and bicarbonate secretion ------------------------------------------- Yang Xin 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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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82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直径>50mm 的 

 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回顾性临床研究 ---------------------------- 贾婷婷,夏满奎,郭慧敏等 1479 

PU-1983 二甲双胍通过逆转 Warburg 效应增强 BG45 

 诱导的胆管癌凋亡的研究 ---------------------------------------------- 唐德华,徐磊,张明明等 1480 

PU-1984 抗线粒体抗体阴性的原发性胆汁性 

 胆管炎-自身免疫性肝炎重叠综合征临床病理分析 ------------------ 谭晓燕,苗琪,陈晓宇 1481 

PU-1985 质子泵抑制剂调控 TERT 基因进而抑制胃癌侵袭性的机制研究 --------------- 扎西潘多 1481 

PU-1986 术前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EUS-FNA)对 

 可切除胰腺癌患者诊断之安全性及准确性分析 -------------------------------- 李洪焱,王敏 1482 

PU-1987 不同剂量普萘洛尔对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 

 患者血流动力学应答的影响 ------------------------------------------------- 张峰,徐慧,陈敏等 1482 

PU-1988 特利加压素联合前列地尔对肝硬化难治性腹水患者肝肾功能的影响 --------- 李健,王敏 1483 

PU-1989 CSCs in digestive system cancers --------------------------------------------------- Qiu Wen 1483 

PU-1990 内镜粘膜下剥离术治疗大肠侧向发育型息肉初步报告 ------------------------------赵燕颖 1484 

PU-1991 血清巨噬细胞因子联合胃蛋白酶原、HP 

 检测在早期胃癌流行病学中的临床研究 ------------------------------------------------孙远杰 1484 

PU-1992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内镜联合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 ---------------------------------孙远杰 1485 

PU-1993 23 例结肠癌致肠梗阻螺旋 CT 的诊断体会 ---------------------------------------------刘志忠 1485 

PU-1994 肝硬化食道胃底静脉曲张套扎治疗对门脉 

 高压性胃病影响的研究 ---------------------------------------------- 王东明,郭双双,刘晓丽等 1486 

PU-1995 ENO1 在胰腺上皮内瘤变和胰腺导管腺癌中的表达 ---------------- 王磊,毕蓉蓉,尹航等 1486 

PU-1996 Enhanced LKB1-AMPK-MMPs signaling suppress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Peutz-Jeghers  

 Syndrome -------------------------------------------------------------- Chen Jing,Wu Baoping 1486 

PU-1997 同步化经皮电针联合深呼吸训练治疗对 rGERD 

 反流症状及心理状况的影响。 ------------------------------------------- 余跃,刘志,韦瑞玲等 1487 

PU-1998 慢性神经源性肠功能障碍、炎症性肠病患者和 

 健康人肠道菌群的变化研究 ---------------------------------------------------- 李军,于涛,吴超 1488 

PU-1999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原发性肝内胆管腺癌一例： 

 巧合还是独立的危险因素？ ------------------------------------------- 高春,李晓瑶,樊艳华等 1488 

PU-2000 血清胆碱酯酶对评估炎症性肠病活动度的价值研究 ---------------- 陆世珉,田山,董卫国 1489 

PU-2001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与内镜下黏膜切除术治疗直肠类癌的临床研究 ----------------夏满奎 1489 

PU-2002 BOP1 对胃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张娜 1490 

PU-2003 肝豆状核变性误诊为酒精性肝病 1 例分析 -------------------------------------- 张倩,金珍婧 1491 

PU-2004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合并乙型肝炎致肝衰竭 1 例 ---------------------- 吴萌,杨岚岚,邵雪等 1491 

PU-2005 进展性结直肠锯齿状病变的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 刘天宇,曹海龙,王邦茂 1491 

PU-2006 幽门螺杆菌根除方案中铋剂使用的思考 ------------------------------- 唐莉,蔡燕峰,杨勤等 1492 

PU-2007 圈套器联合金属夹辅助牵引技术在内镜治疗 

 胃角切部黏膜病变中的应用 ---------------------------------------------- 朱晓佳,杨力,方军等 1493 

PU-2008 星形胶质细胞 NDRG2 在 CTX 预处理抗内脏 

 伤害性刺激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 杨敏,吴丹,王彦钧等 1493 

PU-2009 2 型糖尿病患者 C 肽、GHbA1 水平与结直肠腺癌关系的探讨 --------------------付小君 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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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10 HK-II的表达与胃腺癌化疗敏感性关系的探讨 -----------------------------------------付小君 1494 

PU-2011 EUS-FNA 对小胰腺实性肿瘤的诊断价值 ----------------------- 李洪祯,彭春艳,沈珊珊等 1495 

PU-2012 膈肌训练在胃食管反流中的研究进展 ----------------------------------------- 查倩倩,钮美娥 1495 

PU-2013 Image J 软件分析迷你探头超声内镜食管 

 早癌及癌前病变粘膜下层灰度值与 ESD 

 手术黏膜下层剥离时间的相关性研究 ------------------------------- 陈敏,姚玉玲,张晓琦等 1496 

PU-2014 粪便 SNCG 对结直肠癌筛查的意义 ------------------------------------------------- 毕玮,毕玮 1496 

PU-2015 胶囊内镜在儿童消化道出血中的诊断价值 ---------------------------------------------陈佩瑜 1497 

PU-2016 胃复春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研究 ---------------------------- 崔静静,史晓筠,何春艳等 1497 

PU-2017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 ---------------------------------------------魏丽娜 1498 

PU-2018 肝性脑病患者身体约束与其心理护理的关系 ---------------------------------------------王椒 1498 

PU-2019 不同剂量普萘洛尔对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 

 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影响及普萘洛尔基因多态性的研究 ---------------------------------陈敏 1499 

PU-2020 是否使用二甲硅油对肠镜检查效果的影响 ---------------------------------------------程海涛 1499 

PU-2021 前列地尔在急性重症胰腺炎治疗中的疗效 ---------------------------------------------程海涛 1500 

PU-2022 ERCP 联合经胆管内超声检查在胆道微胆石诊断中的价值分析--------- 李运泽,蔡怀阳 1500 

PU-2023 TGF-β1 刺激下 L929 细胞生长及凋亡情况 --------------------------- 王凌,覃语思,彭贵勇 1501 

PU-2024 胃泌素 17、胃蛋白酶原、幽门螺旋杆菌与 

 萎缩性胃炎和胃癌的相关性研究 ---------------------------------------- 吴军,韦明勇,杨艳等 1501 

PU-2025 介入治疗中晚期肝癌护理体会 ---------------------------------------------------------------尹娟 1501 

PU-2026 Sirt2/cMyc 信号通路协同调控代谢重编程 

 促胆管癌发生发展机制研究 ---------------------------------------------- 徐磊,张明明,邹晓平 1502 

PU-2027 70 例胰腺囊腺肿瘤临床分析 ---------------------------------------------------- 陈国栋,刘玉兰 1503 

PU-2028 CircMRPS35 suppresses gastric cancer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via the acetylation  

 of FOXO1 and FOXO3a promoter regions --------------------------------- Jie Mengmeng 1503 

PU-2029 HBV 相关性肝癌中 Mig 调控肝癌细胞失巢凋亡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李鑫 1504 

PU-2030 益生菌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微生态重建中的作用 ----武艳芳,陈平 （通讯作者） 1504 

PU-2031 离子通道 TRPV1 功能异常促进小鼠急性结肠炎 ----------------- 吴婷,王超卉,柯子良等 1505 

PU-2032 The different effects between common  

 gastroscopy and painless gastroscopy on  

 endoscopic diagnosis --------------------------------- jin haifeng,Lv Bin,Haung Liang etc. 1506 

PU-2033 TRPV1 在结直肠癌患者中的表达及 

 与肿瘤生物学特性的关系 ------------------------------------------- 惠宇航,王超卉,柯子良等 1506 

PU-2034 Vitamin D receptor interacts with NLRP3 

  to restrict the allergic response ------------------------- Huang Huang,Zheng Pengyuan 1507 

PU-2035 Endoscopic surgery for giant esophageal leiomyoma:  

 a case report;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s. ----------- jin haifeng,Lv Bin,Zhang Shuo etc. 1507 

PU-2036 熊果酸与紫杉醇对胃癌细胞环氧化酶-2 表达与凋亡的影响 ---------------------------徐娴 1508 

PU-2037 骨形成蛋白-9 减轻油酸诱导的肝细胞脂肪变的实验研究 ------------- 钟岚,王玮,刘菲等 1508 

PU-2038 急性胰腺炎并发胸腔积液及其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 ------------- 左丽婷,张海蓉,陈建等 1509 

PU-2039 不同气体收集方法对甲烷-氢呼气实验的影响研究 ---------------------------- 唐金莉,荣加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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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40 集束化护理干预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肠内 

 营养支持中的应用与观察 ------------------------------------------------- 左晓侠,荣加,唐金莉 1510 

PU-2041 肝肾综合征治疗方案 ---------------------------------------------------------------------------赵芮 1511 

PU-2042 银杏叶提取物对 ERK 介导的胃癌侵袭转移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 ---- 符振华,刘诗权 1511 

PU-2043 氨基酸代谢失衡在结直肠腺瘤及腺癌的研究 ---------------------- 路丽娟,刘明浩,王瑞玲 1512 

PU-2044 表皮生长因子和前列腺素 E2 在合并幽门螺杆菌 

 感染的胃上皮内瘤变中的作用 ------------------------------------------- 徐丹,黄曼玲,张姮等 1512 

PU-2045 常规实验室检查对妊娠合并急性胰腺严重 

 程度的早期预测价值：一项回顾性研究 -------------------------------------------- 金迪,刘苓 1513 

PU-2046 食管癌演化过程中 PINCIN1 的表达研究 -----------------------------------------------鄢明果 1513 

PU-2047 结肠癌细胞生长及侵袭性与 CINPIN1 基因表达相关性研究 -----------------------鄢明果 1514 

PU-2048 Conventional and molecular cyto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a human cell line, NCI-N87,  

 established from gastric carcinoma ----------------------------------------- Liu Guangming 1514 

PU-2049 药敏实验指导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临床探讨 ---------------------------------------姜宗丹 1515 

PU-2050 PTEN inhibits metastasis by regulating  

 cell autophagy and the epithelial to 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 Feng Ji,Li Hongyu,Guo Xiaozhong 1515 

PU-2051 SphK1 通过 Cx43 调节 VM 生成促进结肠癌侵袭转移 -------------------- 苏颖洁,黄杰安 1516 

PU-2052 Association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with thyroid fun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Qi Xingshun,Guo Zeqi 1517 

PU-2053 ABO blood type and risk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meta-analysis-----------------------------------------Qi Xingshun,Liu Fufang 1517 

PU-2054 难治性多发性消化道溃疡 1 例 ---------------------------------------------------------------梁洁 1518 

PU-2055 HDGF/Nucleolin 信号轴影响人结肠癌细胞 

 SW480 对奥沙利铂的化疗敏感性------------------------------------ 彭湃澜,苏文豪,董卫国 1519 

PU-2056 食管气管瘘一例 -------------------------------------------------------------------- 刘彬彬,王化虹 1519 

PU-2057 DJ-1 通过调节 KRAS 转录、膜转位、 

 蛋白修饰等方式调节胰腺癌 KRAS 活性-------------------------------------- 何相宜,袁耀宗 1520 

PU-2058 Alteration of the fecal microbiota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chronic pancreatitiszhou chunhua,Meng Yuting,Xu Jiajia etc. 1520 

PU-2059 SphK1 通过调控 FAK/p-FAK 促进结肠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及迁移 1 - 徐春燕,黄杰安 1521 

PU-2060 腺瘤性肠息肉切除后肠镜随访时间间隔的比较观察 -------------------------- 张莉,任宏宇 1522 

PU-2061 粪菌移植体系成功治疗 1 例特殊的溃疡性结肠炎 ---------------- 王宏刚,张梦辉,沈鹏等 1522 

PU-2062 SphK1 通过 Cx43 调节 VM 生成促进结肠癌侵袭转移 3 ------------------ 徐春燕,黄杰安 1523 

PU-2063 SphK1 通过 Cx43 调节 VM 生成促进结肠癌侵袭转移 4 ------------------ 徐春燕,黄杰安 1523 

PU-2064 葡萄糖饥饿/乏氧肿瘤微环境对胃癌细胞 

 MMP-2、MMP-9 的表达调控及意义 ----------------------------- 肖士渝,周丽雅,李司柱等 1523 

PU-2065 单发与多发结肠息肉的临床及病理特征对比分析 ----------------------------- 张莉,任宏宇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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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6 Helicobacter pylori and risk of  

 metachronous recurrence after endoscopic 

  resection for early gastric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Xiao Shiyu,Li Sizhu,Zhou Liya 1525 

PU-2067 比较超声内镜与 CT、MRI在胰腺疾病诊断中的价值 --------------------- 张志宏,李良平 1526 

PU-2068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127 cases of pancreatic cancer-------------- Li Xueting,Liu Hui,Huang Liya 1526 

PU-2069 DSA 下与内镜下放置食道支架治疗中晚期食道癌的临床体会 ------------------------文静 1527 

PU-2070 动脉灌注化疗联合艾迪注射液治疗胃癌临床疗效观察   ------------------------------文静 1528 

PU-2071 胃癌组织 HIF-lα、GLUT-1 及 LDH-5 表达 

 及其与病理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 王华欣,尉鹏 1528 

PU-2072 Protective role of ABCG2 against  

 oxidative stress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its  

 potential underlying mechanism ------- Nie Shuang,Huang Yaqing,Shi Mengyue etc. 1529 

PU-2073 Study on the clinicopathology of the  

 heterotopic pancreas and its potential for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 Nie Shuang,Shi Mengyue,Qian Xuetian etc. 1529 

PU-2074 经双气囊小肠镜检查发现少见原发性小肠腺癌的临床意义及特点 ----------------杜亚奇 1530 

PU-2075 小肠克罗恩病的早期诊断：十年临床资料回顾分析 ------------- 杨川华,邬思远,孙筱等 1530 

PU-2076 认知行为干预在青年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应用及效果观察-------- 冯欣伟,王蓓,张珠华 1531 

PU-2077 高转移胃癌细胞分泌的外泌体中 miR-17-92 

 激活低转移胃癌细胞共同促进胃癌远处转移 ------------------------- 陈升,刘彩芳,吴琼等 1531 

PU-2078 益生菌和中药与标准四联药物在根除幽门螺杆菌 

 疗效及安全性的平行对比临床观察 ------------------------------------------------------刘东屏 1532 

PU-2079 Tips 术后肝性脑病的预见性护理 ------------------------------------------- 赵蓉,周爽,王姣姣 1532 

PU-2080 对病人及家属的心理护理 ------------------------------------------------------------------吴娟娟 1533 

PU-2081 ACT 疗法在改善肝硬化腹水住院患者心理灵活性中的运用 ------------------------李燕玲 1533 

PU-2082 同质性团体心理辅导在改善肝硬化腹水患者配偶心理状况中的应用 ----------------卢莹 1534 

PU-2083 内镜、手术及生长抑素类似物治疗后 1 型胃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复发率及其影响因素的 

 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 -------------------------------------------------- 陈楚岩,徐天铭,李景南 1534 

PU-2084 慢性肝病慢病管理模式在肝硬化腹水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王红丽 1535 

PU-2085 环状 RNA 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表达谱分析 

 及对肠上皮细胞屏障功能的影响 ---------------------------------- 王婷婷,张育军,高芳芳等 1535 

PU-2086 循证护理在反流性食管炎病人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徐永香 1536 

PU-2087 食道胃钡餐检查可安全有效检测老年胃食管返流病 ---------------- 张岱,王儒阳,王炳元 1536 

PU-2088 降脂益生菌调节胆固醇代谢改善小鼠非酒精性脂肪肝 ---------- 曹少锋,郑鹏远,梅璐等 1537 

PU-2089 肠道细菌相关 SFRP1 通过抑制 Th17 细胞分化 

 调节肠道炎症发生 ---------------------------------------------------------- 肖捷,王金霞,彭坤等 1537 

PU-2090 晚期老年胃癌患者肠内营养途径选择的体会 ----------------------------------- 张岱,王炳元 1538 

PU-2091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治疗晚期胃癌的临床疗效观察 ---------------- 王英南,吴忱思,张瑞星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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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92 Identification of sequence polymorphisms in the 

  mitochondrial cytochrome c oxidase genes as risk  

 factors for gastric cancer ------------ wang yingnan,Wang Hongcai,Guo Zhanjun etc. 1539 

PU-2093 pi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in colorectal cancer using deep sequencing ---------尹洁 1539 

PU-2094 基于常规临床资料的原发性肝癌胸 

 腹部转移的诊断及其预测因素分析 ------------------------------------- 胡佳,王婷,张焜和等 1540 

PU-2095 Expanding the Proposed Indications for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to Include  

 Mixed-type Early Gastric Cancer: A Twelve-year 

  Retrospective Study ---------------------------- Sheng Yuan,Wu Haibo,Zhang Kaiguang 1541 

PU-2096 绿茶对大鼠胃粘液屏障和胃排空的影响及其量-效关系 --------------- 贾林,邓祺,郭婉薇 1541 

PU-2097 Bcl-9 通过维持肠上皮屏障功能及抑制炎症因子 

 分泌参与调节肠黏膜炎症发生 ------------------------------------------- 彭坤,王金霞,肖捷等 1542 

PU-2098 无痛胃镜未必适合高龄患者的单纯胃镜检查及各种营养管的置入 ------ 刘露露,王炳元 1542 

PU-2099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及球囊扩张术治疗 

 贲门失迟缓疗效观察 ---------------------------------------------------- 徐洪雨,狄育竹,杨幼林 1543 

PU-2100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对急性胰腺炎 

 病情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 -------------------------------------------------------- 郭宏华,狄艳青 1543 

PU-2101 浅谈慢性胃炎的中西医结合诊治 ----------------------------------------------- 王彦斌,孙敏娴 1544 

PU-2102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Background  

 Music on Colonoscopy ---------------------------- Chen Qiuyu,Zhao Wei,Zhang Xin etc. 1544 

PU-2103 分级心理护理在减轻消化内科病人文化休克中的应用 ------------------------------徐爱玲 1545 

PU-2104 结直肠癌患者粪便中 SOX21 基因甲基化检测 

 的临床意义 -----------------------------------王农荣,邹鸿志、刘相林,牛凤、赵荣淞、齐岩 1545 

PU-2105 社会心理因素对胃粘膜肠上皮化生的影响 ------------------------------- 刘洁,韩川,时永全 1546 

PU-2106 长链非编码 RNA DANCR 通过竞争结合 

 miR-27a-3p 调控肝癌增殖与侵袭迁移的机制研究 --------------------------------------郭丹 1546 

PU-2107 肝硬化门静脉血栓形成相关危险因素研究 ---------------------- 丁艳菲,杨卓鑫,郑文文等 1547 

PU-2108 规范化使用橡皮瓶塞加 HP 敷料在防止腹腔 

 穿刺漏液中的应用 ------------------------------------------------------- 高玉霞,江秋霞,于颖等 1547 

PU-2109 肝硬化并发肝性脑病患者应用益生菌制剂和 

 乳果糖的疗效及预后比较 -------------------------------------------------------- 王桢李,金珍婧 1548 

PU-2110 莫沙比利联合质子泵抑制剂（PPI）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研究 --------------------谷源波 1548 

PU-2111 蓝激光成像技术在上消化道早癌中的诊断价值 ---------------------------------------李千迅 1549 

PU-2112 血清总胆红素可作为溃疡性结肠炎严重程度的预判指标 ---- 张梦辉,汪忠红,王宏刚等 1549 

PU-2113 消化科慢病管理护理门诊的构建与实践 ------------------------- 高玉霞,江秋霞,班春景等 1549 

PU-2114 COX-2 和 CEA 在大肠肿瘤中表达的研究 -------------------------------------------------张辉 1550 

PU-2115 降钙素原及白细胞/血小板比率对肝硬化并发 SBP 的诊断价值的探讨 ----------郭宏华 1551 

PU-2116 纵轴超声内镜和 MRCP 在 疑诊胆总管 

 结石患者 ERCP 术前诊断价值比较 --------------------------------------------------------王剑 1551 

PU-2117 肝癌合并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不同治疗方法研究 ----------------------- 彭志,高艳景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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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18 肝癌组织内 GPC3 的表达程度对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  

 预后评价的 meta 分析 ------------------------------------------------------------------ 赵曌,赵平 1552 

PU-2119 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乳果糖口服液、二甲硅油 

 散联合应用 在老年便秘患者结肠镜检查肠道准备中的应用效果 --------------------罗斌 1553 

PU-2120 离子通道 TRPV1 功能异常促进小鼠炎症 

 相关性结肠癌发生和进展 ---------------------------------------------- 王超卉,吴婷,柯子良等 1554 

PU-2121 AFP 与原发性肝细胞癌术后进展和复发的关系 ----------------------------------- 戴晶,赵平 1554 

PU-2122 射频消融术治疗慢性放射性直肠炎 ---------------------------------------- 姚荔嘉,柳刚,王雯 1555 

PU-2123 胃镜下 E-NOTES 经脐保胆取石术及 

 胆囊息肉切除术的临床观察 ------------------------------------------- 张晓兰,王雯,李达周等 1555 

PU-2124 内镜下粘膜剥离术治疗胃巨大间质瘤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雷宇鹏,周晓东,陈峭峰 1556 

PU-2125 以皮肤转移瘤为首发表现的胆管细胞癌 1 例 ---------------------- 杨红岩,邵雪,张传辉等 1556 

PU-2126 磁共振波谱分析在肝脏病变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 张千,亓文骞,王江滨 1557 

PU-2127 恩替卡韦联合强肝胶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的临床疗效--------------- 陈岩,鲁素彩 1557 

PU-2128 恩替卡韦对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 

 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长期抗病毒疗效  

 及其与肝组织学改善的关系 ------------------------------------------- 徐严,张永贵,亓文骞等 1557 

PU-2129 KKAy 小鼠肝脏中 Poldip2 表达抑制导致血糖异常的研究 ---------------- 岳萍萍,孔德润 1558 

PU-2130 CXCL10 基因启动子区 G-201A 单核苷酸多态性  

 与隐匿性 HBV 感染的关系 ----------------------------------------------- 亓文骞,王眭,张千等 1559 

PU-2131 1 例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术治疗巨大食管憩室报道 ------------------------- 张国新,李璇 1559 

PU-2132 超声内镜弹性成像在胃粘膜下肿瘤诊断中的价值 ------------------------------------叶颖剑 1560 

PU-2133 原发性小肠淋巴瘤临床特征与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一项 81 例样本的单中心研究 ------------------------------------- 顾于蓓,许彭鹏,吴强强等 1560 

PU-2134 Overstitch 缝合胃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创面初探 --------------------------------- 李璇,张国新 1561 

PU-2135 患者肠道准备自我评估在肠镜诊疗中的意义 ---------------------------- 吴宇,彭誉,练光辉 1561 

PU-2136 奇壬醇对炎症性肠病 CD4+ T 细胞免疫调节作用及机制研究 -------------------------石岩 1562 

PU-2137 SEPT2 与 CDK2 的相互作用调控 HCC 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研究 ----- 陆翠华,许晨舟 1562 

PU-2138 谷氨酰胺转胺酶 2 通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2 通路调控克罗恩病中炎症相关的血管生成 ----------------------- 周高适,张盛洪,陈旻湖 1563 

PU-2139 核苷(酸)类药物不当停药一例 --------------------------------------------------- 王文睿,金珍婧 1563 

PU-2140 从菌群到肠型——肠道菌群数学模型的动力学解释 -------------------------- 李铭,李延青 1564 

PU-2141 Identification of Molecular Markers with High  

 Diagnostic Value for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Gastric Cancer -------------------------------- Min Congcong,Zhang Jing,Wang Ye etc. 1564 

PU-2142 lemmel 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刘梦晓 1565 

PU-2143 Pneumatic dilation, more than a treatment 

  of achalasia - Evaluation of compliance of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by Pneumatic  

 dilation balloon before POEM ------------------------- Jin hong,Wang Bin,Zhao Wei etc.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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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44 LncRNA-AK012226 促进 db/db 

 小鼠非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病细胞模型中的脂质蓄积 ------------------------------------------- 陈杏田,徐扬志,赵丹等 1566 

PU-2145 疏肝解郁胶囊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疗效观察 ---------------------------- 魏思忱,孔郁,魏新亮 1567 

PU-2146 早期肠内营养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疗效评价 ------------------------------------------吴姿 1567 

PU-2147 Whole exome sequencing of colitis associated  

 colorectal cancer in long-standing ulcerative colitis ------ Yan Pengguang,Li Jingnan 1568 

PU-2148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与外科手术治疗早期 

 胃癌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 Meta 分析------------------------------------------------------马丽 1569 

PU-2149 TANK 基因多态性与汉族人群无症状 

 乙肝病毒携带者易感性研究 ---------------------------------------------- 宋起龙,郑丹,李晖等 1569 

PU-2150 以贲门失弛缓症为首发表现的原发性肝癌 1 例 ---------------------- 张梦瑶,张倩,邵雪等 1570 

PU-2151 和谐夹联合圈套器牵引在胃角病变 ESD 中的作用 ------------------ 肖勇,陈明锴,于红刚 1570 

PU-2152 急诊内镜干预方式在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费效比研究--------------- 肖勇,陈明锴 1571 

PU-2153 重庆地区胃息肉的临床、内镜和病理特征分析 ------------------- 何金龙,陈磊,陈文生等 1571 

PU-2154 胃镜引导下置入鼻胆管替代空肠营养管在 

 毕Ⅱ式术后吻合口梗阻患者中的效果及内镜护士配合的作用----- 吴宇,卢朝霞,欧阳淼 1572 

PU-2155 生物反馈联合乳果糖治疗出口梗阻型便秘临床研究 -------------------------- 杨梅,刘永东 1572 

PU-2156 导师制联合目标教学法在消化内镜新护士准入培训中的应用----- 吴宇,卢朝霞,余意等 1573 

PU-2157 八宝丹胶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疗效观察 ------------------------------------------------连桂秀 1573 

PU-2158 肠易激综合征及分型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陈岩 1574 

PU-2159 芳香烃受体通过 MLCK 信号通路调控 

 肠粘膜屏障功能影响肠道炎症形成的研究 ------------------------- 马海芹,赵小静,张红杰 1574 

PU-2160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MMP quantitative  

 array in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 Liu Jian,Zhou Liya,Lin Sanren etc. 1575 

PU-2161 多伦多肝细胞癌风险指数在我国肝硬化患者中的验证：  

 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 张慧娴,朱锦舟,奚黎婷等 1575 

PU-2162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comparison between lean  

 and obes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 JIAO JIAN,Hong Yu,Chen Yanzhen 1576 

PU-2163 双环醇通过调控自噬及抗氧化应激参与保护肝损伤的机制研究-------------------吕后宁 1577 

PU-2164 我国消化系统恶性肿瘤 2010-2014 年流行趋势： 

 一项生态学研究 ------------------------------------------------------- 奚黎婷,朱锦舟,张慧娴等 1577 

PU-2165 锌缺乏对溃疡性结肠炎的影响及其表观遗传学机制的研究------------------ 张蕊,刘文天 1578 

PU-2166 结直肠息肉与血脂、血尿酸及 NLR 的相关性研究 ------------------------- 姚燕梅,王玉珍 1578 

PU-2167 miR-541-ATG2A/RAB1B 调控通路在肝癌恶性 

 表型及耐药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许文萍,刘金培,冯吉锋等 1579 

PU-2168 药物性肝损害患者自身抗体系列的测定及临床意义 ------------------------------------周贺 1580 

PU-2169 miRNA-182-5p 在结肠癌组织中表达的临床意义及预后分析 ----------------------何培元 1580 

PU-2170 食管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疗效分析 ------------------------------------------------------陆斌 1581 

PU-2171 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的病因分析 ------------------------------------------- 于帆,亓文骞,王江滨 1581 

PU-2172 胃癌发生过程中胃黏膜与胃液菌群特征 ------------------------------- 何丛,夏忠奎,肖亮等 1582 

PU-2173 消石利胆与艽龙胶囊联合治疗慢性胆囊炎消化不良的疗效观察-------------------李翠翠 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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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74 肝螺杆菌感染不同品系小鼠消化道组织中肝螺杆菌特异性--------------- 张永贵,王江滨 1583 

PU-2175 功能性便秘患者的心理韧性与社会支持、 

 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 王美峰,尚星辰,顾芳臣等 1583 

PU-2176 IgG4 相关肝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 陈文旺,姜海行 1584 

PU-2177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治疗贲门失弛缓症中期疗效分析 ------ 陈秀秉,姜海行 1584 

PU-2178 miR-21/143/145/155/200a 在乙型肝炎肝硬化腹水中的表达及意义 --- 黄菲菲,姜海行 1585 

PU-2179 盐酸小檗碱增强美沙拉嗪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 李洪梅,张君红 1586 

PU-2180 窄带成像技术联合超声内镜在壶腹部肿瘤中的诊疗价值 -------------------- 唐硕,覃山羽 1586 

PU-2181 抗 α4β7 整联蛋白类生物制剂治疗 

 克罗恩病有效性与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 熊琳琳,黄雪 1587 

PU-2182 白细胞介素与肿瘤坏死因子表达变化与肠易激综合征相关性研究 ----------------曾明曦 1587 

PU-2183 姜黄素抑制 IL-21 调控滤泡辅助性 T 细胞 

 和滤泡调节性 T 细胞缓解小鼠实验性结肠炎的机制研究 ----------------- 李世权,吕小平 1588 

PU-2184 Norrin 对胃癌细胞增殖的促进作用及可能机制 ------------------------- 刘磊,王斌,陈东风 1588 

PU-2185 96 例炎症性肠病患者营养状况评估 -----------------------------------------------------张泽群 1589 

PU-2186 重症高甘油三酯性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特点研究 ---------------------------------------唐永凤 1590 

PU-2187 瑞巴派特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和激活自噬 

 通路减轻乙醇过度刺激诱导的胃上皮细胞凋亡 ------------------- 刘梦静,赵经文,姜葵等 1590 

PU-2188 内镜联合体外震波碎石治疗慢性胰腺炎胰管结石的护理 ------------------------------陈燕 1591 

PU-2189  抗菌肽 Cathelicidin 对结肠癌转移的抑制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王佳妮 1591 

PU-2190 胃癌白细胞介素 IL1B 基因多态性及序列测定的研究 ------------------------------何向民 1592 

PU-2191 重组腺相关病毒介导的 EGFRvⅢ 

 修饰树突状细胞诱导 CTL 细胞对 EGFRvⅢ 

 阳性胃癌细胞的选择性杀伤作用 ---------------------------------- 夏兴洲,李金丽,王万聪等 1592 

PU-2192 胃黏膜萎缩背景下 H.pylori 与 TLR4／CDX2 的相关性研究 ------ 许琳,陈婷,王凤云等 1593 

PU-2193 肝血管系统疾病临床诊治进展 ---------------------------------------- 曾海军,汤善宏,秦森等 1593 

PU-2194 溃疡性结肠炎 Access 数据库的初步建立 ------------------------------------ 陈修利,王英德 1594 

PU-2195 选择性白细胞吸附疗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 毛靖伟,曲珂秋,王英德 1594 

PU-2196 Establishment of stable cell lines in  

 which the HBV genome replicating episomally  

 on evaluation of antivirals ------- Sun Suofeng,Han Shuangyin,Zhang Bingyong etc. 1595 

PU-2197 白细胞吸附疗法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清细胞因子的影响-------- 唐海英,刘宁,王英德 1596 

PU-2198 利用共聚焦内镜观察炎症性肠病 gaps 形成 

 及益生菌对 gaps 作用的研究 ------------------------------------------------------ 刘君,李延青 1596 

PU-2199 血清 D-二聚体、PT、FIB、PLT 在 

 溃疡性结肠炎中临床意义的探讨 ---------------------------------------- 李娜,褚胜苹,王英德 1597 

PU-2200 CBX4 表达与 AFB1 相关性肝癌预后的关系研究 ----------------- 王超,龙喜带,黄小英等 1598 

PU-2201 胃病患者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检测 

 及根除治疗疗效的分析 ---------------------------------------------- 陈修利,牛占欣,毛靖伟等 1598 

PU-2202 microRNA-455-3p 在胰腺癌中表达下调并参与胰腺癌的增殖及耐药 ---------------占婷 1599 

PU-2203 白藜芦醇通过促进枯否细胞表型转化 

 改善四氯化碳诱导小鼠肝纤维化的实验研究 --------------------------------- 于 冰,姜海行 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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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04 布拉氏酵母菌对轻中度溃疡性结肠炎治疗效果的临床研究-------- 毛靖伟,吴昊,王英德 1600 

PU-2205 大柴胡汤与双歧杆菌治疗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 ---------------------------------------王雪娇 1601 

PU-2206 16 例吡咯烷生物碱（PA）相关肝窦 

 阻塞综合征（HSOS） 的临床病理分析 ------------------------------ 保洁,王泰龄,徐芸等 1601 

PU-2207 儿童获得性气管食管瘘临床内镜表现及处理 ------------------------------------------王跃生 1602 

PU-2208 M2 诱导剂调控 M(LPS)型巨噬细胞表型转化的体外实验研究 -------------- 于冰,姜海行 1602 

PU-2209 PTEN 和 p27 表达与胃上皮瘤变组织病理分级的关系及相关意义 ------------------谢莹 1603 

PU-2210 普拉梭菌及其上清液有助于缓解 TNBS 

 诱导小鼠肠炎的肠屏障缺陷及下调 PD-L1 分子的表达 ------ 周有连,徐豪明,聂玉强等 1603 

PU-2211 钛夹联合丝线法置入空肠营养管的临床观察 ------------------------------------------卞孝平 1604 

PU-2212 RhoGDI2 在 CRC 中的表达及其对 CRC 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 柳思琪,金珍婧 1604 

PU-2213 白介素-9 促进胰腺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的作用 及机制研究 ------------- 黄秋兰,覃山羽 1605 

PU-2214 基于激光诱导自体荧光诊断消化道早癌检测系统的研究及临床实验 -------------陈正义 1606 

PU-2215 复发性急性胰腺炎的病因及临床特征分析 -------------------------------------- 陈建,张海蓉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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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性细胞对 Caco-2 的保护性实验研究 -------------------------------- 徐永伟,陈熙,李路等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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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罗恩病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 刘维新,兰雨桐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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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08 个体化护理模式在炎症性肠病患者中的应用 ------------------------------------------肖世莉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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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与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关系 ------------------------------------- 马升高,孙倩,郭保华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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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1 

Impact of intraduodenal acetic acid infusion on pancreatic 
duct cannulation during ERCP: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Yu Bai
1
,Fang Jun

1,2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China 

 
Objective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 is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complications. Methods to facilitate ductal cannulation may reduce complications. Intraduodenal 
acid infusion is a physiological approach to stimulate secretin release in human body and may 
facilitate cannulation.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traduodenal 
acid infusion on pancreatic duct cannulation during ERCP. 
Methods It was a single center, doub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onsecutive patients 
undergoing first ERCP for pancreatic diseases were randomized to receive 50ml acetic acid 
intraduodenal infusion at ERCP (acetic acid group) or 50ml saline (control group). The primary 
outcome, difficult cannulation rate (cannulation time > 5 min), i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21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105 in each group). The difficult 
cannulation rate were 39.1%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20.9%% in the acetic acid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04). The overall successful deep cannulation rate 
was 89.5% and 85.7%, respectively (p = 0.402). The cannulation time was remarkably shortened 
(182 vs. 286 s, p = 0.018), and the cannulation attempt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3.4 vs. 4.4, 
p = 0.008). The fluoroscopy time was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60 vs. 86 s, p = 0.028). The 
incidence of post-ERCP pancreatitis (PEP) and hyperamylasemia were comparable (7.6% vs. 
10.5% and 10.5% vs. 19.1%, p > 0.05). 
Conclusions Intraduodenal acetic acid infusion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difficult pancreatic 
cannulation rate, facilitate pancreatic duct cannulation, reduce radiation exposure. 
(ClinicalTrials.gov number, NCT02800772). 
 
 

Y-02 

Helicobacter pylori CagA to induce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gastric carcinogenesis by dysregulating the 

Hippo/YAP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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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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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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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ng He

1
,Chuan Xie

1
,Yaobin Ouyang

3
,Zhijun Lu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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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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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nghua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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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China 

2.2. Division of Comparative Medicin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77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9， USA. 

3.3.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72 East Concord Street， Boston， 

MA 02118， USA 

 
Objective CagA is a defined virulenc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whose inf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gastric carcinoma. However, it is unclear what its role in 
oncogenic YAP pathway a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during gastric 
tumorigenesis. 
Methods YAP and E-cadherin protein in human gastric tissues were assessed. H. pylori strains 
(7.13 and PMSS1) and their DcagA mutants were co-cultured with gastric epithelial AGS cells. 
Immunofluorescence, Western blot and qRT-PCR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for the alte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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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P pathway. Moreover, EMT and cell invasion were investigated after inhibition of YAP in 
response to H. pylori infection. 
Results Increased YAP in concert with decreased E-cadherin were identified in the human 
gastric tumorigenesis cascade; further YAP expression is enhanced in H. pylori+ chronic non-
atrophic gastritis tissues (CNAG) compared with H. pylori- CNAG. In AGS cells, CagA+ H. pylori 
strains upregulated expression and nuclear translocation of YAP, then elevated its downstream 
genes and promoted EMT, which was abolished by knockout of CagA. In addition, H. pylori-
induced EMT, c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by treatment of YAP 
inhibitor.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H. pylori CagA activates the oncogenic YAP pathway to 
induced EMT in gastric tumorigenesis. 
  
 

Y-03 

Gut Dysbiosis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Gastric Pain in 
Diabetic Gastroparesis: Treatment Effects with Rifaximin 

 
Ting Yu

1
,Lin Lin

1
,Xiaoyin Wu

2
,Gillilland Merritt

2
,Shiyi Zhou

2
,Chung Owyang

2
 

1.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bjective Pain is a major symptom among patients with severe diabetic gastroparesis. Most 
studies show a poor correlation between dyspeptic symptoms such as pain and delayed gastric 
emptying. Recent clinical studies suggest that diabetic gastroparesis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upper GI symptoms have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The mechanism responsible for this sensory 
abnormality is unknown. Gut dysbiosis is common among poorly controlled diabetic patients. 
Studies from our laboratory showed that disturbance in the gut microbiome is associated with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in IBS patients.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hypothesis that gut 
dysbiosis contributes to gastric hypersensitivity in diabetic mice. 
Methods We used a streptozotocin-induced diabetic mouse model and germ free mice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Results The diabetic mice showed increased fecal LPS levels (57.3 vs 34.3 EU/mg, P<0.01) and 
gastric hypersensitivity at 4 weeks after streptozotocin injection. Pain behavior studies showed 
VMR to gastric distension with 0.6 mL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in diabetic mice compared to 
control mice (AUC: 315 ± 96 vs 11.5 ± 7, uV/20s, P<0.05). Two weeks of oral rifaximin (250 
mg/kg/d) normalized fecal LPS level and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VMR response to gastric 
distension (AUC: 113 ± 43 vs 315 ± 96, uV/20s, P<0.05) indicating gut dysbiosis may contribute 
to gastric hypersensitivity. High-throughput 16S rRNA sequencing of fecal samples confirmed gut 
dysbiosis in diabetic mice. This was characterized by a12% increase in Gram-negative bacteria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Of note, the enterobacteriaceae group increased from 0.007% to 
7.7% (P< 0.001). Rifaximin treatment reduced this group from 7.7% to 0.8% (P<0.001). Three-
dimensional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plots, created using θyc distances, revealed that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he diabetic mice was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Rifaximin altered the bacteria community structure observed in diabetic mice. To demonstrate 
that gut dysbiosis contributes to gastric hypersensitivity we performed fecal transplant 
experiments using germ free mice. The germ free mice conventionalized with diabetic mice with 
gut dysbiosis showed greater increase in VMR to gastric distension compared to control mice 
(AUC: 645 ± 33 vs 110 ± 76 uV/20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we showed that gut dysbiosis characterized by an overabundance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 occurred in diabetic mice and this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gastric hypersensitivity in diabetes. This suggests antibiotic treatment with 
rifaximin may reduce gastric pain in diabetic gastropar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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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pioneer microbiota in China neonates 
delivered naturally or by cesarea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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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microbiome composition of C-section and vaginal delivered on the first 
day of delivery, when the infants had little to be fed with to affect the meconium microbiome. 
Methods Prospective study of Chinese cohort 8 vaginal and 10 cesarean section (C-section) 
delivered infants including 2 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 newborn fecal during the first 24h of birth 
was included.Delivery mode was collected from medical records. 
Results We found that meconium mirobiome diversity of vaginal delivered infants was higher 
than C-section delivered infants. Vaginal delivered infants had the most abundant species of 
Propionibactium, while C-section had the greatest presence of Bacillus licheniformis. In addition, 
IVF newborn by C-section delivered was similar to the vaginal microbiome in both composition 
and metabolic pathways. Furthermore, the C-section group metabolism function was suffered 
m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dominant group of Bacillus licheniformis, while vaginal group was more 
homogeneity in metabolism dominated by multi-microbes. Moreover, influence of a different mode 
of delivery on the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 (ARG) showed that different delivery model affects 
ARG prevalence. 
Conclusion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elivered model and the associated environmental factor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neonates gut microbiome composition and relevant metabolism 
function. Among them, Bacillus licheniformis was significantly abundant in C-section infants, while 
Propionibacterium was the predominant bacteria in the vaginal delivery infants. Correlation of 
vaginal delivered neonates gut micorbiota was more associated with each other on the 
metabolism, while the gut microbiome of C-section delivered newborns may inhibits the diversity 
metabolism of the overall microbiome as the dominant distribution of Bacillus licheniformis. 
 
 

Y-05 

BRD4 promotes gastric cancer cell invasion through post-
translational stabilizaion of snail protein 

 
Zhongyi Qin,Tao Wang,Bin Wang,Dongfeng Chen 

Institute of Surgery Research， Daping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China 

 
Objective Bromo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4 (BRD4) is a member of the bromodomains and 
extra terminal (BET) family of proteins that play critical roles in various cellular processes, 
including the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BRD4 functions as transcriptional co-activators, but its 
post-translational regulatory roles remain largely unclear. Snail is a labile protein that is actively 
degraded through the ubiquitin-proteasome pathway.  Here we report that BRD4 promotes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GC) cells by post-translational stabilization of snail 
protein. 
Methods We performed animal study. Felmale athymic nude mice 4-6 weeks of age was used to 
construct the subcutaneous injection and tail vain injection model to evaluate the ability of gastric 
cancer cell initiation and metastasis. We did western-Blot and protein half-life assays to measure 
the half-life of snail protein in cells, cycloheximide (CHX) has been used. Other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includes immunohistochemistry, CCK-8 assay, colony formation assay, 
immunofluorescence, co-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 Ni-NTA pull down and Next generation RNA 
seq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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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abundance of BRD4, but not other BET proteins,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probability of distal metastasis of GC, a highly invasive human malignancy. 
Consistently, genetic or pharmacological depletion of BRD4 repressed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GC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Intriguingly, impairment of invasiveness in BRD4-/- cells was not 
rescued re-introducing c-Myc, a putative BRD4 downstream target gene, suggesting that BRD4 
may promote cancer cell metastasis through other mechanisms. 
Importantly, we identified that Snail protein levels were tightly regulated by BRD4 in GC cells, and 
loss of invasiveness in BRD4-/- cells was readily rescued by re-introducing Snail protein. We 
found that BRD4 interacted with Snail to decrease its ubiquitination levels by directly recognizing 
two lysine residues (K146 and K187) in the snail protein in an acetylation-dependent manner. 
Overexpressing the Snail acetyltransferase CBP or inhibiting HDAC by TSA promo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RD4 and Snail by elevating Snail acetylation levels. Conversely, mutating 
the two lysine residues (K146R or K187R) attenuate the Snail acetylation, leading to impaired 
association between BRD4 and Snail to promoting Snail protein ubiquitination and degradation. 
Mechanically, BRD4 competed with a several E3 ligase, for Snail interaction, thereby reducing its 
ubiquitination and proteasomal degradation. Moreover, through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we 
demonstrated that Snail-associated transcriptome in cell motility was mostly overlapped with 
BRD4, indicating a critical role for the BRD4/Snail axis in regulating cancer invasiveness. 
Conclusions Together, our study reveal that BRD4 could promote th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cell by stabilizing the Snail protein in an acetylation manner, leading to reduced 
Snail ubiquitination and proteasomal degradation. These findings represent a novel role for the 
BRD4/Snail axis in cancer biology and may have extensive implications to therapeutic targeting of 
BRD4 in clinical settings. 
 
 

Y-06 

Omeprazole's Acid-Independent Mechanism—— 
Omeprazole regulates Hedgehog and BMP4 signaling in 

Barrett Esophagus 
 

Hua Xiong,Jiao Huang,Hua Liu 

Division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Barrett's Esophagus(BE) is a premalignant condition defined by replacement of the 
squamous epithelium in the distal esophagus by specialized intestinal metaplasia. Previous work 
implicated that hedgehog signaling and BMP4 signaling were involved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quamous epithelium toward intestinal-type columnar epithelium , which was characterised by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columnar cell transcription factors, such as sox9 and CDX2.Conceivably, 
inhibitors targeting hedgehog signaling and BMP4 signaling might block progression of BE. 
Clinical studies revealed that the use of Proton pump inhibitors (PPIs) but not histamine receptor 
antagonists wa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risk of oesophageal adenocarcinoma, indicating that 
PPIs could benefit BE patients by Acid-Independent Mechanism. We studied omeprazole’s 
effects on activation of hedgehog signaling and BMP4 signaling, and expression of columnar cell 
transcription factors , such as sox9 and CDX2. 
Methods We exposed CPA and CPB cells to omeprazole, and evaluated its effects on activation 
of hedgehog signaling and BMP4 signaling , expression of CDX2 and SOX9 by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 Moreover, miRNA microarray technology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ialy 
expressed miRNAs in BE organoids treated with Omeprazole, realtime PCR validated these 
results. Dual Luciferase Assay was used to validated miRNA/mRNA interactions. 
Results Omeprazole inhibited activation of hedgehog signaling and BMP4 signaling ,and reduced 
expression of CDX2 and SOX9. Moreover, Omeprazole inhibited hedgehog signaling and BMP4 
signaling by up-regulating hsa-miR-2116-3p and hsa-miR-18a-5p,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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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In Barretts Esophagus cells, omeprazole inhibits CDX2 and SOX9 expression 
through effects on hedgehog signaling and BMP4 signaling, which is entirely independent of 
effects on gastric acid secretion. These previously unrecognized PPI effects might contribute to 
blocking progression of BE. 
 
 

Y-07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primary 

gastrointestinal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a single 

center study of 312 patients 
 

Yubei Gu,Pengpeng Xu,Qiangqiang Wu,Jie Zhong 
Rui Jin Hospital， affiliate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China，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patients with primary 
gastrointestinal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PGI-DLBCL). 
Methods De novo PGI-DLBCL patients treated in Shanghai Ruiji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0 to 
January 2017 were enrolled. Clinical data, endoscopic profiles, imaging, pathological feature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Survival estimat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Kaplan-Meier method. 
Univariat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Log-rank test. Hazard ratio was estimated from multivariat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s.  
Results A total of 312 PGI-DLBCL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173 males and 

139 females. The median age of onset was 59 years. ①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bdominal pain 

(183/312,58.7%) and B symptoms (107/312,34.3%) were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PGI-DLBCL. Other manifestations included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intestinal 

obstruction, abdominal mass and perforation. ②The involved areas: With endoscope and 

radiology, the most involved areas were stomach,58.3% (182/312), colon,28.2% (88/312), 
duodenal and small intestine,20.2% (63/312) and esophagus (2/312, 0.6%), among which 23 

cases (7.4%) presented multiple involve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tract. ③The endoscopic features 

and diagnostic rate: 258 patients had complete endoscopic profiles, and the endoscopic subtypes 
were ulcer type,46.5% (120/258), diffuse infiltration, 27.1% (70/258), uplift the lump, 17.4% 
(45/258) and superficial lesions,8.9% (23/258).Of these, 131 underwent one or more endoscopic 
biopsies or EMR/ESD to clarify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However, the endoscopic diagnostic 
rat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lesions: esophagus (1/2,50%), stomach 

(90/182,49.5%), duodenum and small intestine (16/63,25.4%), and colon (24/88,27.3%). ④
Diagnostic method: 131 cases (42.0%) were confirmed by endoscopic diagnosis, and the rest 

were confirmed by surgical pathology (158/312,50.6%) or puncture pathology (23/312,7.3%). ⑤

Prognostic factors：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of the patients was 36.9 months (range: 0.2-

317.4), and the three-year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rate and overall survival rate were 73.6% and 
78.7% respectively.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performance status (ECOG score), B 
symptoms, staging, multiple extranodal involvement, elevated lactate dehydrogena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 (IPI) were prognostic factors of overall survival.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IPI [risk ratio (RR)=2.038, 95%CI 1.641-2.529, P<0.001] and B symptom 
(RR =1.829, 95%ci 1.092-3.063, P=0.022) were independent adverse prognostic factors. The 
cumulative 3-year overall survival rates of the surgical and the non-surgical group were 63.4% 
and 52.9%, respectively, with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708). 
Conclusions PGI-DLBCL does not have specific clinical symptoms. The most common site of 
lesion is stomach, but the whole digestive tract can be involved. The diagnosis of this disease is 
mainly by endoscopy or surgical pathology, and the endoscopic diagnostic rate is affected by the 
lesion site. The prognosis is poor, and increased IPI and B symptoms suggest poor prognosis. 
Surgery cannot improve the overall survival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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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8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alidomide in Adults with 
Refractory Crohn’s Disease to Maintain Clinical Remission: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Lang Lin,Zicheng Huang,Kang Chao,Xiaofan Liu,Jie Huang,Xiang Gao 

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alidomide is effective in inducing clinical remiss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refractory Crohn’s disease (CD). However,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alidomide in adult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CD to maintain clinical remission remain unclear. 
Methods Seventy-nine consecutive adult CD patients in remission, who were refractory or 
intolerant to thiopurines and dependent on steroid before, wer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Thalidomide (50-100mg/d) was administrated to maintain clinical remission. Patients who were 
induced by other immunosuppressants before would continue the concomitant therapy in low 
dose. Primary outcome was the time of clinical relapse that defined as the Harvey-Bradshaw 
Index (HBI) scores>4. Mucosal healing after thalidomide treatment was defined as simplified 
endoscopic activity scores for CD (SES-CD) =0. 
Results By week 48, the clinical remission rate was 70.89% out of all the 79 patients. 
Normalization of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levels (hs-CRP) at baseline (adjusted relative 
risk, 5.209; 95%CI, 1.402-19.349; P=0.014) predicted the efficacy of remission maintenance 
(Figure 1). Forty-four patients consented to undergo colonoscopy at the time before and after 
thalidomide treatment. The mucosal healing rates after thalidomide treatment was 14.63% 
(Figure 2). Adverse events occurred in fifty-four (68.35%) patients, but only 8 (10.13%) patients 
had to discontinue therapy. None of the side effect was irreversible. 
Conclusions Low-dose thalidomide was efficacious in maintaining clinical remission in 48 weeks 
and achieving mucosal healing in adult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CD. The patients with normal hs-
CRP levels at baseline may have a longer duration of clinical remission maintenance. The side 
effects of thalidomide were mild, tolerable, and reversible. Therefore, thalidomide may be an 
alternative candidate for adult refractory CD patients. 
 
 

Y-09 

Effec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therapy on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yanying zhao 
The fourth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after aspirin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and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eradic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on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Methods 199 cases of CH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rom July 2012 to June 2016 with 
positive results of 14C- urea breath test, and 90 patients with negative CHD were selected. All 
patients were examined by medical history, electrocardiogram, myocardial enzymes, coronary CT 
or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CHD, and signed informed consent. 
The results of the 14C- urea breath test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without the 
eradication of H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HP treatment). There were 52 males and 49 
femal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50 males and 48 femal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of 14C- urea breath test wer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43 male and 37 fema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sex, course of disease and BMI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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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patients were excluded from peptic ulcers, acute gastric mucosal lesions, gastric fundus 
and esophageal varices, digestive tract tumors, cirrhosis, blood system diseases, serious liver, 
renal impairment, and heart failure. Other drugs such as hormones, aspirin and other non 
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are excluded.  All patients were given CHD basic treatment and 
aspirin 100mg 1 times a day after breakfast. None of the patients had previously received aspirin 
or other drugs.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a walk 
eradic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for 2 weeks. After 4 weeks of complete discontinuation, the 
14C- urea breath test was reviewed. All patients were observed for 12 months after group 
treatment. Daily observation of hematemesis, black stool, monitoring patients'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stool color, routine stool routine every week, examination of blood routine and occult 
blood test every month, and found the stool routine, blood routine and occult blood test, record 
blood pressure data and detection indexes at any time.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of 
hematemesis, black stool or hematemesis, gastroscopy, such as any manifestation of active 
bleeding, ulcers and mucous erosion under the mirror, was judged to b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No hematemesis or black stool, such as stool occult blood 3 times positive, select 
gastrointestinal examina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Results after 12 months of follow-up, the incidence of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7.14% to 0.99%, x=4.166, 
P<0.05), and the incidence of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in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was 1.25%. 
The difference of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rate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rate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It is necessary to detect Helicobacter pylori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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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Clostridium Difficile(C. Difficile) colitis is a leading cause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any populations including: the hospitalized elderly, those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d 
immunocompromised patients. Little is known of the mechanisms involved in innate protection 
and recovery from C. Difficile toxin-induced colitis. Intestinal Trefoil Factor (ITF) has both 
protective and restorative roles in the gut. We hypothesized that ITF protects and against C. 
Difficileinduced injury. 
Methods C. Difficilecolitis was induced in 129/Sv (Wild Type) and ITF-/- mice via intrarectal 
administration of C. Difficile toxin. In vitro models of toxin exposure, IECs (Caco2) and fresh 
human colonic biopsies were assessed. C. Difficileinjury was assessed via histology, 
cytokine/chemokine profiles, and epithelial proliferation/apoptosis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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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Intrarectal C. Difficiletoxin resulted in acute goblet cell depletion and marked reduction in 
ITF, but it increased during resolution phase. Although ITF-/- mice had similar histological 
damage as WT mice at 4h post toxin exposure, they had marked impairment in recovery from 
colitis (significantly higher cytokine/chemokine levels and histological scores at 48h and 72h post 
toxin exposure vs. WT). Loss of ITF also resulted in increased epithelial apoptosis, impaired 
proliferation and a close to 10 fold increased incidence in Pseudomembranous Colitis (1 of 33 WT 
mice (3%) vs. 6 of 24 ITF-/- mice (25%)). Intrarectal supplementation of recombinant ITF 
protected WT mice from toxin-induced injury and enhanced recovery. In vitro studies showed that 
recombinant ITF decreased C. Difficiletoxin induced cell death inn Caco2 cells, promoted cell 
proliferation, enhanced cell migration and altered cell cycle dynamics (enhancing cell survival) 
following toxin exposure. Furthermore, recombinant ITF also decreased C. Difficiletoxin induced 
cell death in human colonic biopsy tissue. 
Conclusions In both humans and mice, C. Difficiletoxin induces rapid depletion of goblet cells 
and ITF. We clearly show that ITF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the innate protection against C. 
Difficilecolitis, and is critical in mucosal healing following C. Difficilecol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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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with Additional 
Radiotherapy in Treatment of Intramucosal and 

Submucosal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 
Short-term Primary Outcome of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Yuhang Zhang,Qiming Wang,Chuncheng Wu,Wei Liu,Liansong Ye, 
Shan Jiang,Xianhui Zeng,Xianglei Yuan,Bing Hu 

West China Hospital 

 
Objective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has been an alternative of esophagectomy 
in treatment of early stage or some superfici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he deeper tumor 
invades, the more likely recurrence or metastasis will occur.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retrospective studies featuring additional chemoradiotherapy or radiotherapy after ESD. The 
efficacy of reducing recurrences was validated in these trials. But no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has yet been reported. In this study, we tri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post-ESD 
radiotherapy on intramucosal and submucos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Methods  67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intramucosal (m1-m3, pT1aN0M0) or 
submucosal (sm1-sm2, pT1bN0M0)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fter ESD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to radiotherapy (RT) group (n=31) or non-RT group(n=36). A median radiation dose of 54Gy was 
applied to each patient within 2months. Recurrence, cause-specific survival (CSS), overall 
survival (OS), metachronous second primary carcinoma and complication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3-year locoregional control in R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non-RT group 
(88.9% vs. 67.5%, p=0.031). However, the 3-year CSS and OS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100% vs. 97.1%, p=0.332).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additional radiation was expected to be a 
good prognostic factor (OR 0.131), but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61). Procedure-
related esophageal stenosis was the most common complication (34.3%, n=23). Circumference 
over 3/4 and longer longitudinal diameters were risk factors indicating greater likelihood of future 
stenosis. 
Conclusions ESD combined with additional radiotherapy reduced local recurrence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ertaining to intramucosal and submucosal invasion, but 
did not improve survival outcome. Esophageal defect over 3/4 or with longer longitudinal diameter 
we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stenosis, and should be avoided as much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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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 diet low in FODMAPs (fermentable oligo-, di- and monosaccharides and polyols) 
improves IBS symptoms in western populations. We performed a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low-FODMAP diet in Chinese adults with diarrhea-predominant IBS (IBS-
D). 
Methods Patients with IBS-D (Rome III criteria) seen at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from 
3/2017 to 5/2018 were randomized to receive low-FODMAP diet or standard dietary advice (NICE 
Guidelines modified according to DRIs for Chinese population) for 3 weeks after 2-week 
screening. Primary endpoint was a >50-point reduction in IBS Symptom Severity Score (IBS-SSS) 
at 3 weeks. Predictors of response to low-FODMAP diet including fecal short-chain fatty acid 
(SCFA) levels were analyzed by logistic binary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108 patients randomized. 
100 (mean age 44±13 years; 53 (53%) males) completed the study.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met in 30/51 (59%) patients in the low-FODMAP and 26/49 (53%) in the standard dietary advice 
groups (difference=+6%, 95%CI -13% to 24%; p=0.562). Similarly, no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IBS symptoms were present between groups at 3 weeks. Among the 51 patients who completed 
the low-FODMAP diet, fecal butyric acid (P=0.04) decreased while isobutyric (P=0.01) and 
isovaleric acid (P=0.007) levels increased during intervention. By contrast, no changes 
in SCFA were found in group on standard diet. 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the presence of severe 
symptoms (IBS-SSS >300 (OR=10.7, 95%CI 1.7-67.4)), lower proportion levels of fecal 
butyric acid (OR=8.4, 95%CI 1.7-42.9), or valeric acid (OR=7.3, 95%CI 1.5-36.2) were associated 
with improvement on low-FODMAP diet. None of these factors predicted patients’ response to 
standard dietary advice. 
Conclusions The low-FODMAP diet and standard dietary advice both reduced symptom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IBS-D. The presence of severe symptoms and low levels of specific SCFAs 
in stool predicted response to low-FODMAP diet but not to standard dietary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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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Imbalanced gut microbiota including a decrease in the biodiversity and the abundance 
of the dominant phylum Firmicutes has been reported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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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F. prausnitzii, FP) is an anti-inflammatory commensal bacterium, 
while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its beneficial effects are still unknown. Here, we tested the 
effects of both F. prausnitzii and its culture supernatant in a TNBS-induced acute colitis mouse 
model. 
Methods Acute colitis was induced by intrarectal administration of TNBS. Mice were 
intragastrically administered either with F.prausnitzii or with its culture SN for 9 days. The severity 
of colitis at the time of being sacrificed was assessed by weight los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DAI) 
score and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scores. Changes in gut microbiota and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SCFAs) were studied by using barcoded 16S rRNA amplicon sequencing and gas 
chromatographic-mass spectrometry (GC-MS) analysis respectively. 
Results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either F. prausnitzii or its supernatant led to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colitis severity in colitis models. FP and FP supernatant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abundance of Firmicutes, Clostridiales, Ruminococcaceae, Clostridiales_vadin, 
Lachnospiraceae_NK4A136, Eubacterium_xylanophilum, Lachnospiraceae_bacterium_COE1, 

Blautia_coccoides，Butyricicoccus, Roseburia, Ruminiclostridium, Lachnospiraceae, Oscillibacter, 

Anaerotruncus, Alistipes, Rikenella, Alloprecotella, Desulfovibrio and Mucispirllum. And the shift 
of gut microbiota was more obvious in Fp supernatant group. It is surprising that the increased 
Butyricicoccus, Roseburia, Lachnospiraceae, Anaerotruncus, Ruminococcaceae, Rikenella, 
Blautia and Eubacterium_xylanophilum are all the SCFAs-producing bacteria. In addition, F. 
prausnitzii and its supernatant can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abundance of SCFAs including 
acetic acid, propionic acid, butyric acid and amyl acid.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how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both F. prausnitzii and its supernatant 
in mice colitis and counterbalancing the gut microbiota dysbiosis using F. prausnitzii and its 
supernatant as probiotic or prebiotic may be a promising strategy in IB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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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M5B mediated down-regulation of miR-99b-5p cluster 
contributes to GC drug resistance by regulating multiple 

signaling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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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otherapy remains the main treatment option for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though recently 
more evidence reinforced the importance of targeted therapy treatment for various cancers 
including gastric cancer. However, along with the chemotherapy or even targeted therapy 
inevitably drug resistance will emerge and become the unconquerable obstacle for full tumor 
regression. In a previous study a functionally prominent miRNA cluster-miR-99b-5p cluster was 
identified and shown to play critical role in gastric cancer drug resistance. Further study revealed 
that miR-99b-5p cluster was under direct regulation of KDM5B demethylase, which was found in 
both our and previous study to drive drug resistance in various cancers. Moreover 
IGF1R/PI3K/MTOR/AKT and P38 MAPK signaling pathway were identified as relevant 
downstream functioning pathways of miR-99b-5p cluster. Finally both patient derived xenograft 
and clinical patients samples validation confirmed the feasibility of targeting KDM5B or relevant 
pathways in overcoming drug resistance of gastr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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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cRNA SNHG6 promotes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by activating TGF-β/Smad signaling 

pathway via targeting UPF1 and inducing EMT through 
regulating Z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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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are non-protein coding transcripts longer than 200 
nucleotides in length. They drive many important cancer phenotypes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 with 
other cellular macromolecules including DNA, Protein, and RNA. Recent studies indicate a 
numerous lncRNAs characterized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SNHG6 has been reported to have 
on oncogenic role in multiple cancers. However, the role of biology and mechanism of SNHG6 in 
the tumorigenesis of CRC has rarely been reported.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role of 
SNHG6 in CRC development. 
Methods TCGA data set was used to find SNHG6 expression in different human cancers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NHG6 expression and patients’ prognosis by Kaplan-Meier 
method analysis. SNHG6 expression in 77 pairs of CRC tissues and different CRC cell lines were 
determined by qRT-PCR. The CCK-8 assay was used to assess the cell proliferation, transwell 
assay to detect the cell migration, and tumor growth was investigated by nude mice model in vivo. 
Whether UPF1 and ZEB1 are downstream targets of SNHG6 was verified by bioinformatics target 
gene prediction,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TCGA data showed that SNHG6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colorectal cancer in 
comparison with the normal counterparts (P < 0.01), CRC patients with high level of SNHG6 had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overall survival than those with low level of SNHG6 (P = 0.0162). qRT-PCR 
confirm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SNHG6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CRC tissues and cell 
lines. Upregulation of SNHG6 expression induced HCT116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while downregulation of SNHG6 expression repress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of RKO 
cells, and also repressed tumor growth in vivo. UPF1 was upregulated and ZEB1 was decreased 
when SNHG6 knockdown, regulating TGF-β/Smad pathway and inducing EMT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SNHG6 may play an oncogenic role in CRC cells by activating TGF-β/Smad 
signaling pathway via targeting UPF1 and inducing EMT through regulating ZEB1, and could be 
an prognostic biomarke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for 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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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distinction of intestinal fibrosis from inflammation in Crohn’s disease (CD) 
associated strictures has important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Ultrasound elastography is useful in 
evaluating the degree of fibrosis in liver, but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whether it can assess fibrosis 
in the bowel. We determined whether shear-wave elastography (SWE), a novel modification of 
elastography, quantifying tissue stiffness, could differentiate between inflammatory and fibrotic 
components in strictures of patients with CD. 
Methods Consecutive CD patients with ileal/ileocolonic strictures who underwent SWE within one 
week to surgical resection were enrolled. The SWE value of the stenotic bowel wall was 
compared to the grade and severity of fibrosis and inflammation, respectively, in the resected 
bowel specimen. 
Results Thirty-fiv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The mean SWE value of stenotic bowel wal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evere fibrosis (23.0±6.3 Kpa) than that in mild-moderate fibrosis (17.4±3.8 
Kpa) (P=0.008). Using 22.55KPa as the cut-off value in discriminating between mild-moderate 
and severe fibrosi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as 69.6 % and 91.7% with an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0.822 (P=0.002).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garding mean SWE existed 
among different grades of inflammation.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bowel vascularization 
score on conventional ultrasound in differentiating severe inflammation from mild/moderate was 
87.5 % and 57.9% with AUC of 0.811 (P=0.002). Combining SWE and conventional ultrasound 
(bowel vascularization score), we propose a bowel ultrasound classification of intestinal strictures. 
A moderate agreement between ultrasound and pat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was observed 

(κ=0.536, P＜0.001). 

Conclusions SWE can quantify intestinal fibrosis in CD. After validation, combing SWE and 
bowel vascularization on conventional ultrasound might be applied to guide a management 
strategy in CD patients through defining the type of intestinal str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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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and Sequence Dependent Analysis of Gastric 
Microbiota with Chronic Gastritis 

 
Jinzhe Liu,Yan Xue,Liya Zhou,Sanre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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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is never the only bacteria that can colonize in the 

gastric mucosa. Maastricht V/Florence Consensus reported that stomach has its own unique 
microbiota, which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mouth and throat bacterial flora.  Hundreds of 
microbes in the stomach play a vital role in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gastric health and disease. 
Some experts believe that Helicobacter pylori is one of the commensal bacteria in the stomach. 
Chronic gastrit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diseases, and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has been 
considering 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However, gastritis may be another nonspecific infection 
disease, which can be also trigger by other gastric bacteria except Helicobacter pylori. How to 
select and identify those potential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Revisit the gastritis-associated 
bacteria is prior to understand the pathogenesis of chronic gastritis. 
Methods We collected gastric mucosa and gastric juice samples from chronic gastritis and 
normal people, and the bacterial species and abundance information of the bacteria in the 
stomach were obtained on the cultrring plate. Clinical specimens were processd immediately after 
collection using Colombian blood plate and selective karmali blood plate. Culture conditions 
included aerobic condition, micro-oxygen condition and anaerobic condition. Identity of the colony 
was determined by using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er. Statistic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positive rate of bacteria in the mucosa and 
gastric juice beteeen chronic gastritis and normal group. 
The bacterial genomic DNA of all collected clinical samples were extracted. The qualified libraries 
were paired-end sequenced by the Illumina platform.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microbiota between chronic gastritis patients and healthy group by bioinformatics. 
Using FITC labeled mice anti human-IgA antibody mark the IgA-coating bacterium from the 
gastric juice, and sort out IgA negative and IgA positive bacterial flora by flow cytometer. Then 
IgA-coating bacteria (P) and IgA negative bacteria (N) were analiesed by 16 s rRNA gene 
sequencing, together with the total bacterial flora in the samples before sorting. ICI(IgA-coating 

index）was used to figure out those IgA high affinity species. 

Results 103 cases of gastric mucosa and gastric juice were cultured. 81 bacteral species were 
isolated, including 56 species from gastric juice and 53 species form stomach mucosa. Rothia 
mucilaginosa, Helicobacter pylori and Streptococus oralis were common in the mucosa with the 
positive rates of 23.3%, 23.3% and 22.3% respectively. While in gastric juice common species 
were Candida albicans (14.6%), Streptococcus oralis (9.7%) and Rothia mucilaginosa (8.7%). 
Odds Radio (OR) values of the bacterial positive rate between chronic gastritis and normal group 
were used to assess disease risk. The following four positive gastric mucosa bacteria were 
associated with chronic gastritis: Helicobacter pylori (or=17.03, [CI, 3.74-77.59]), Streptococcus 
mitis (or=4.13, [CI, 1.26-13.57]), Neisseria flavescens (or=2.66, [+ CI, 1.00-7.16]), Neisseria 
perflava (or=11.40, [CI, 1.40-92.69]). In gastric juice Streptococcus oralis (or=10.023, [95%CI, 
1.22-82.319]) was associated with chronic gastritis. 
16S rRNA library of Fifty-one samples were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for sequencing, including 
seven atrophic gastric mucosa, nine atrophic gastritis gastric mucosa, eight gastric mucosa, 14 
chronic gastritis gastritis and gastric juices. We obtained 1482 OTUs from 29 phylum, 77 classes, 
138 orders, 259 families and 515 genera. The average OTU in each gastric mucosa was about 
219, and the average OTU in each gastric juice was about 220, which much higher than that 
could be cultured. The main phyum were Proteobacteria, Firmicutes, Bacteroides, Actinobacteria, 
Fusobacteria, and Acidobacteria. 
The alpha diversity of gastric mucosal flora in chronic gastriti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gastric juice samples and normal gastric mucosa, and the OTU diversity of normal gas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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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osa flora was the highest in all groups. 16S rRNA sequenc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was found 
in all gastric mucosa samples and partial gastric juice samples. Moreover, H.p dominated the 
mucosal microbiota of chronic gastritis. OTU-based PCA analysis, species-based PCoA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revealed two gathering trends. One cluster was a set of normal gastric 
mucosal samples and all gastric juice samples, and another cluster included atrophic gastritis and 
non-atrophic flora cluster, two groups of separation trend is obvious. 
The Kruskal test indicated that the abundance of many common species decreased in atrophic 
gastritis and non-atrophic gastriti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to normal gastric mucosal 
microbiota Whereas Helicobacter pylori wa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gastric mucosal microbiota 
of chronic gastritis. 
Twelve gastric juice samples incubated wiht FITC marking goat-anti human IgA antibodies. Six 
were from atrophic gastritis samples and six were from non-atrophic gastritis samples. The 
proportion of IgA positive bacteria in the gastric juice of atrophic gastritis was higher than that 
from non-atrophic gastritis juice (35.55% vs. 23.15%), though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CI of Rothia aeria and Rothia dentocariosa were as high as 19.2 and 18.2 respectively. While the 
ICI of H.pylori was about 6.8. And other species with a greater ICI were those Streptococcus 

anginosus(8.6), Streptococcus infantis(7.9) ， Capnocytophaga ochracea(7.6) and Prevotella 

melaninogenica(6.9). The average relative abundance of H.pylori is 0.22%. While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Rothia aeria, Rothia mucilaginosa, Streptococcus anginosus, Streptococcus 
infantis, and Prevotella melaninogenica were richer than H. pylori. In addition, Kruskal test 
indicated the first four species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IgA positive and IgA negative 
micorobiota. 
Conclusions Plenty of bacterial species can be detected in the stomach by culture and 
sequencing. Positive rate of H. pylori, Streptococcus and Neisseria was significant higher in the 
chronic gastritis patients’ mucosa, indicated that Nesseria and Streptococcus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chronic gastritis as well as H. pylori. The sequencing data show that H. pylori was positive in 
all mucosal samples. Diversity of mucosal bacteria decreased sharply after chronic gastritis 
occurred. Excessive prolifer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lead the symbiosis of gastric microbiota, 
which may be the key to trigger the chronic gastritis. The high affinity of Rothia aeria, Rothia 
mucilaginosa, Streptococcus anginosus, Streptococcus infantis, and with IgA in the stomach 
indicates that they may be the potential pathogens in the stom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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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T1DM)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s of enteric infection. 
Paneth cells constitute the first line of the gut defense.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impact of T1DM 
on the bactericidal function of intestinal Paneth cells. 
Methods A T1DM mouse model was induced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streptozocin. The 
analysis of intestinal microbiota and the mucosal bactericidal assay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intestinal innate defense. Numbers of Paneth cells and their expression of related antimicrobial 
peptides were analyzed. Expression of total insulin receptor (IR) mRNA and relative levels of IR-
A/IR-B were analyzed. The primary mouse small intestinal crypt cultu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sulin and glucose on the expression of related antimicrobial peptides of Paneth cells. 
Results In T1DM mice, bacterial loads were increased and there was an alteration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intestinal microflora. Exogenous bacteria had better survival in the small bowel 
of the T1DM mice. The expression of Paneth cell-derived antimicrobial peptide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T1DM mice, although the number of Paneth cells was increased. Relative levels 
of IR-A/IR-B in Paneth cells of diabetic mice were elevated, but the total IR mRNA did not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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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lin treatment restored the expression of antimicrobial peptides and normalized the microbiota 
in the gut of T1DM mice. Subsequently, in vitro culture assay demonstrated that insulin rather 
than glucose was essential for the optimal expression of Paneth cell-derived antimicrobial 
peptides. 
Conclusions The bactericidal function of intestinal Paneth cells was impaired in STZ-induced 
diabetic mice, resulting in the altered intestinal flora, and insulin was essential for the optimal 
expression of Paneth cell-derived antimicrobial pep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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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Hepatic ischemia/reperfusion (I/R) is a major challenge for liver surgery and specific 
severe conditions of chronic liver disease. Current surg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trategies are 
limited to improve liver function after hepatic I/R injury. Thu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liver I/R mechanism is pivotal to develop new therapeutic methods. The cellular repressor of E1A-
stimulated genes (CREG), a key regulator of cellular proliferation, exerts protective role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participates in lipid accumulation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the 
liver. However, the role of CREG in hepatic I/R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Methods A genetic engineering technique was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function of CREG in 
hepatic I/R injury.In vivo, hepatocyte-specificCregknockout (CregΔHep) and transgenic (HTG) 
mice were generated and subjected to hepatic I/R injury, as were the controls. H&E staining, 
immunofluorescence, western blot and PCR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cell death and inflammatory 
infiltration after the hepatic I/R injury. In vitro,primary hepatocytes isolated from CregΔHepor 
control mice were challenged by hypoxia/reoxygenation insult. Western blot, PCR and ELISA 
were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cell death and inflammatory state of hepatocyte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inner molecular mechanism, western blot and co-immunoprecipitation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Upon finding out the target molecular, selective inhibitor was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function of CREG in hepatic I/R injury. 
Results CREG in hepatocytes prevented against liver I/R injury by suppressing cell death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vivo and in vitro. The deletion of Cregexhibited more severe cell death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during hepatic I/R injury or hypoxia/reoxygenation insult. The 
molecular experiments investigating the inner mechanism showed that CREG suppressed MAPK 
signaling by interacting with TAK1 and inhibiting the phosphorylation of TAK1.After inhibiting 
TAK1 by 5Z-7-ox or mutating the TAK1-binding domain of CREG, theprotective role of CREG 
was abolished. 
Conclusions These data demonstrated that CREG prevents hepatocytes from liver I/R injury. 
The CREG-TAK1 interaction inhibited the phosphorylation of TAK1 and the activation of MAPK 
signaling, which protected against cell death and inflammation during hepatic I/R injury.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6 
 

Y-20 

Expression of inhibitory B7 family molecule VISTA in 
colorectal cancer 

 
Shan Xie

1,2
,Ling Ni

2
,Jia Huang

3
,Chen Dong

2
,Bo Jiang

1,2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Beijing Tsinghua Changgung Hospital 

2.Institute for Immunology and School of Medicine， Tsinghua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Objective Colorectal carcinoma (CRC)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cies in the 

world. Recently negative checkpoint blockade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has gain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with the completion of clinical trials demonstrating efficacy. However, PD-1/PD-L1 
inhibitor for treatment of the patients with both melanoma and prostate cancers resulted in VISTA 
upregulation. These lay a foundation for designing VISTA-targeted approaches in combination 
with PD-1/PD-L1 inhibitors for CRC immunotherapy. So far no reports about VISTA expression in 
clinical resected CRC tumor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is study, we take advantage of clinical 
resected therapy-naïve CRC specimen to assess VISTA expression. 
Methods All the procedures in this study were approved by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were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itutional guidelines. All patient data 
were pseudonymzed before study inclusion. Fresh specimens and matched blood of CRC 
patients were obtained from hospital.  All fresh samples were snapped in liquid nitrogen and 
embedded in OCT for immunofluorescence. Each slide was incubated with the primary antibodies 
against PD-L1, VISTA, CD45 and CD68. Blood from CRC patients was drawn into heparinized 
tubes and centrifuged on Ficoll-Hypaque gradients for isolation of PBMCs, while specimens of 
patients were digested for isolation of tissue-infiltrating leukocytes. FACS cell surface staining 
was done on these isolated cells above. 
Results Similar to PD-L1 expression, VISITA expression is high in the tumor compared with 
para-tumor and normal tissue. In tumor section, the majority of VISTA-expressing cells are CD45 
positive, while CD45-tumor cells also express VISTA. Unlike intratumoral VISTA, PD-L1 is 
expressed mainly by CD45-cells in CRC specimen. Smilar to VISTA expression, the highest 
expression level of PD-L1 is detected in tumor section compared to para-tumor and normal 
section. Peripheral VISTA is mainly expressed by monocytic MDSCs (mMDSCs, CD45+HLA-DR-
CD14+) and monocytes (CD45+HLA-DR+CD14+), while intra-tumoral VISTA can be detected on 
all the tested subsets of myeloid cells.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intratumoral VISTA 
expression and gender, age, tumor stage (T-category), lymph node metastases (N-category), 
distant metastases (M-category). More VISTA-expressing cells have been detected in female 
CRC patients than male CRC patients. 
Conclusions PD-L1 and VISTA act non-redundantly to help cancer cells from immune 
surveillances. VISTA is a promising immunotherapy target and combination immunotherapy of 

PD-L1/PD-1 blockade and VISTA blockade may be an effective treatment strategy in 
CRC patients. 
 
 

Y-21 

Genipin alleviates CCl4/IL-6 induced acute liver injury by 
restoring autophagy 

 
Ya Wang,You Deng,Jingwen Zhao , Chao Sun, Kui Jiang,Bangmao Wa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the General Hospital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liver is the largest organ in the body, having important metabolic and clearance 
functions. Viral infection,trauma, chemical reagents and other causes can cause acute liver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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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eventually developing into other undesirable outcome. Gardenoside , 
which is well known to have anti-inflammatory, antibacterial and antioxidative properties, was 
clinically applied to treat acute liver injury. However, the molecular interactions were still not well 
understood. In addition, we found an aglycon, Genipin, which is extracted in Gardenoside. 
Autophagy is an essential cytoprotective system which is rapidly activated in response to various 
stimuli including inflammation and microbial infection. Hence, w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mechanisms of genipin against acute liver injury induced by CCl4/IL-6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autophagy-related signalling pathways. 
Methods Liver injury was induced by CCl4 in vivo and IL-6 in vitro, while it was ameliorated by 
genipin both in vivo and in vitro. And 3-Methyladenine(3-MA) ,a kind of autophagic inhibitor, was 
utilized to inhibit autophagy . Liver specimens were obtained to examine surface damage. 
Hepatic damage was quantified via measuring serum concentration of ALT , and liver tissue was 
subjected to H&E staining and pathological scoring. Expression of autophagy-related protein was 
assessed by Western Blot. The production of serum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were determined 
using Milliplex.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was applied to observing the formation 
of autophagic vesicles through. In vitro, AML12 cellular impairment was induced via incubating 
with IL-6. The production of autophagy-related proteins was compared by western blot, and the 
express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was detected by RT-PCR. A fluorescent microscope 
was applied to observe labeled fluorescence after LC3-GFP plasmid transfection. In addition,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autophagic flux changed basing on atg5 siRNA transfection, respectively. 
Results In our study, genipin alleviated surface lesion of liver specimens after CCl4 damaged. 
And i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at genipin decreased serum concentration of ALT after CCl4 
administration. Besides, the group which is deal with genipin obtained lower pathological scores 
of H&E staining .The expression of autophagy-related protein Atg12-Atg5 conjugate increased 
after CCl4 challenging, and this increase was further enhanced by genipin. Moreover, genpin 
restored autophagic flux, which was indicated by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LC3-II and decreased 
p62 protein. Along with up-regular of MTOR protein and MAPK protein,which were autophagy 
upstream regulation signals, enhanced autophagy by genipin has been further verified. Moreover, 
genipin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fter CCl4 
administration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 In addition, the formation of autophagic 
vesicles increased with genipin supplement .While all these effects were abolished by 3-MA. The 
consequences of autophagy-related protein and pro-inflammatory in vitro assay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in vivo experiments.Meantime, LC3-GFP plasmid transfection caused enhanced 
labeled fluorescence,while atg5 siRNA transfection diminished autophagy flux.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Genipin protected against acute liver injury by restoring 
MTOR-depentent and MAPK-depentent autophagy signalling pathways. Therefore, genipin might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agent for ameliorating acute liver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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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 

经内镜超声引导下经口胆囊镜保胆取石术的护理 
 

高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探讨经内镜超声引导下上消化道-胆囊吻合术及经口胆囊镜术保胆取石的护理方法。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行内镜超声引导下上消化道-胆囊吻合术及经口胆囊镜术的患

者，术前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饮食指导、睡眠管理，术后进行给药护理、观察引流情况、生命体

征的观察、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完善出院指导。 

结果 经护理人员的精心护理后，患者积极配合治疗，术后恢复好，术后并发症得到有效控制。 

结论 内镜超声引导下上消化道-胆囊吻合术及经口-胆囊镜术治疗胆囊结石，加强患者的一般护理、

相关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对提高疗效有主要的作用。 

 
 

OR-02 

食用白醋保留灌肠治疗肝性脑病有效浓度的随机对照研究 
 

任宏飞,刘常清,魏明芳,申明,王瑞,张铭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食用白醋保留灌肠治疗肝性脑病的有效浓度，为统一临床治疗标准提供循证依据。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我院消化内科住院的 140 例肝性脑病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其分为试验组 70 例和对照组 70 例。在其他治疗方法一致的情况下，试验组和对照组分别采用

等渗性灌肠液（食醋 35ml+生理盐水 100ml）和经验性灌肠液（食醋 30ml+生理盐水 100ml）进行

保留灌肠。分别于灌肠前、灌肠后 1 天和灌肠后 2 天观察两组患者神志恢复情况、静脉血氨和血

pH 的变化。 

结果 两组不同时间测得血氨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186，P=0.673），两组灌肠前后不同

时间静脉血 pH 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F=0.535，P=0.477）。与灌肠前比较，灌肠后 1 天血

氨和血 pH 下降幅度较大，而灌肠后 2 天血氨和血 pH 又反弹上升，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35，P=0.027）。 

结论 采用等渗性的食用白醋灌肠液治疗肝性脑病有效，安全性较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OR-03 

消化内镜治疗围术期规范化护理落实单的设计及应用 
 

熊宇,胡灵芝,谢进芝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通过设计消化内镜治疗围术期规范化护理落实单，为护士提供标准化的安全护理指导工具，

并探讨其在消化内镜治疗围术期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由科室消化内镜治疗亚专科小组进行落实单的设计，在参考国内外消化内镜治疗方面的多个

指南、专家共识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际，经 3 轮专家讨论、临床试用 1 月、2 轮专家

讨论和落实单修改等顺序及步骤后，最终确定落实单的终版，内容包括患者基本信息、护士落实项

目 2 部分。落实项目根据围术期过程分为治疗前一日、治疗日晨、治疗中、治疗后、出院共 5 个时

间段，落实单使用方法包括启用、落实、交接班、核查和归档。应用落实单前，由消化内镜治疗亚

专科小组中 1 名医生和护理组长共同对科室护士进行培训和抽考。采取便利抽样法，选择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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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2018 年 3 月入住消化内科行内镜治疗的 2526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比较落实单使用前(2017

年 4-9 月)和使用后(2017 年 10 月-2018 年 3 月)的护理综合质量指标和护理专项质量指标。 

结果 使用消化内镜治疗围术期规范化护理落实单后，护理综合质量指标中护理评估、患者准备、

健康教育、病情观察、护理技术、护理措施落实、出院随访 7 项内容的单项得分和总分较使用前有

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757～-14.851,均 P＜0.001)。护理专项质量指标包括 4 级内镜

治疗患者术前准备合格率、护士对患者病情动态掌握达标率、内镜治疗相关迟发性并发症(出血)发

生率、出院患者对护理服务整体满意率，使用前分别为 5.82% (6/103)、6.67% (8/120)、0.92% 

(11/1197)和 2.17% (26/1197)，使用后分别为 14.81%(16/108)、22.5% (27/120)、0.30% (4/1329)

和 3.76% (50/13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074～12.075,均 P＜0.05)。 

结论 消化内镜治疗围术期规范化护理落实单的应用，能有效提高消化内镜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指引预见性、程序化、时效性的护理过程，规范护士的安全护理行为，有利于进行工作管理及

过程监控，促进了消化内镜治疗围术期护理质量的提高。 

  
 

OR-04 

自闭症患儿消化道粪菌移植的护理配合及效果观察 
 

李佼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探讨自闭症患儿在麻醉状态下使用细径内镜经消化道粪菌移植的有效护理配合操作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40 例经细径内镜接受粪茵移植治疗的自闭症患儿的护理配合过程，统计菌液在

3min 内注入时所用不同型号注射器注入的效果、注入的总量、注入过程中患儿有无反流及呛咳等

不良反应，总结粪菌移植前护士准备及注入过程中的护理配合方法 

结果 20 例患儿用 50ml 注射器注射菌液总量在 40ml 左右，相同时间内另外 20 例患儿用 20ml 注射

器注射菌液总量在 70ml 左右，用 20ml 注射器在 3min 以内注射完毕约 90.2%患儿退镜无反流,仅

9.8% 的患儿退镜时有少许菌液反流入胃内，用 50ml 注射器在 3min 以内注射完毕约 66.1%患儿退

镜无反流,，约 33.9% 的患儿退镜时有较大量菌液反流入胃内。 

结论 通过恰当的护理配合经细径内镜中消化道粪菌移植的操作方法有效、安全，但护士对于注射

器型号的选择会影响到菌液在相同时间内注入的总量，选择容量小的注射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患

儿胃内的反流。 

 
 

OR-05 

肠道菌群失衡在高脂饮食诱导肠腺瘤癌变中的机制研究 
 

曹海龙,刘天宇,王邦茂* 

General Hospital，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 探讨高脂饮食（HFD）对肠道菌群的影响及其加剧肠腺瘤恶变的可能分子机制。 

方法 4 周龄 Apcmin/+小鼠分为 HFD 组（60%脂肪含量）和对照组（常规饮食）。饲养 12 周后收集

粪便，焦磷酸测序法分析肠道菌群变化，气相色谱法检测小鼠回盲部粪便短链脂肪酸变化。剩余粪

便作为粪便供体进行粪菌移植实验。抗生素鸡尾酒与 HFD 共同处理观察肠腺瘤进展的变化。处死

后观察各组小鼠肠道腺瘤数目、大小及分布。HE 染色评价腺瘤病理类型，Ki-67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评价肿瘤细胞增殖水平，TUNEL 法评价肿瘤细胞凋亡。实时荧光定量 PCR、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

蛋白质免疫印迹评价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及其受体 CC 趋化因子受体 2（CCR2）的

mRNA 及蛋白表达。免疫荧光双染法检测肠道肿瘤组织中巨噬细胞表面分子 F4/80 、M1 型及 M2

型巨噬细胞表面分子的表达。最后结合结肠镜数据库，评价 HFD 对肠道肿瘤影响，并检测肿瘤组

织 MCP-1、CCR2 及 M2 型巨噬细胞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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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HFD 组肠道腺瘤总数及恶变程度较对照组明显增加。HFD 可促进肠道肿瘤细胞增殖，抑制其

凋亡。HFD 组小鼠肠道菌群多样性明显降低，致病菌数量增多，益生菌数量明显降低，同时 HFD

组短链脂肪酸（乙酸、丙酸及丁酸）水平较对照组明显下降。HFD 组肠道组织 MCP-1 及 CCR2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免疫荧光双染提示 HFD 组巨噬细胞表面分子 F4/80 和 M2

型巨噬细胞表面分子 MR 阳性表达明显增加，M1 型巨噬细胞表面分子 iNOS 阳性表达明显减少；

HFD 组小鼠粪菌液可明显促进 Apcmin/+小鼠肠道肿瘤数目增多，并增加 MCP-1 和 CCR2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加剧肠腺瘤进展；抗生素鸡尾酒处理后可明显抑制 HFD 诱导的肠腺瘤进展。临床

研究也发现，HFD 与进展期结直肠肿瘤发生密切相关。HFD 组与普通饮食组相比，肿瘤组织中

MCP-1、CCR2 及 M2 型巨噬细胞表达水平增高。 

结论 HFD 诱导的肠道菌群失衡可活化 MCP-1/CCR2 信号轴募集和极化 M2 型巨噬细胞，进而加剧

肠腺瘤恶变。 

 
 

OR-06 

水交换肠镜在腺瘤发现率上优于传统注水肠镜 
 

杨志平,石鑫,樊代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 

 

目的 结肠镜是诊疗结直肠疾病的重要方法，研究者一直希望通过改进结肠镜的方法来提高腺瘤和

早癌的发现率。水辅助肠镜（包括水交换 WE 和注水 WI 两种方法）可以提高腺瘤发现率。但是对

这两种方法直接比较的研究十分有限。本研究旨在通过网络 meta 分析方法整合直接和间接比较证

据，以此来对比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 

方法 我们严格遵循 PRISMA 国际规范标准开展此项研究。我们在 PubMed、Web of Science 和

Cochrane 图书馆等数据库中检索符合纳入标准的随机对照试验，每一个研究中至少含有一组是

WE 或 WI。两名独立研究员进行按照既定表格进行数据提取，并对每一项纳入的研究进行质量和

风险偏倚评估，如果二人有分歧则讨论达成一致。我们开展一项混合比较的贝叶斯随机效应网络

meta 分析，将 WE 和 WI 直接比较的结果和间接比较的结果纳入在一起进行分析。运用 R 软件通

过贝叶斯马科夫链蒙特卡洛计算方法得出风险比（RR）或均数差（MD）及其 95%可信区间

（CrI），并用蒙特卡洛仿真模拟对几种肠镜方式进行排序。通过 Egger 检验判断本项 meta 分析的

发表偏倚情况。 

结果 29 项研究共计 11464 名病人纳入本项网络 meta 分析。在腺瘤发现率上，水交换与注水（RR 

1.2, 95% CrI 1.1-1.3）、注空气（RR 1.3, 95% CrI 1.1-1.4）、注二氧化碳（RR 1.2, 95% CrI 1.1-

1.5）相比均有统计学显著差异。通过蒙托卡洛仿真模拟对这四种方式进行排序，在腺瘤发现率上

最高到最低依次为（括号内百分比是其排序最高概率）：水交换（100%）、注水（82%）、注空

气（67%）、注二氧化碳（73%）。而在疼痛评分、再次肠镜的意愿、回盲部插管成功率和总体操

作时间上，水交换和注水肠镜没有显著差异，但水交换的插管时间稍长于注水肠镜。 

结论 本项网络 meta 分析证实了水交换肠镜在腺瘤发现率上优于注水肠镜，并且不影响其他操作质

量和病人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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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 

青年人结直肠癌癌变基因研究 
 

袁思依
1
,李景南

2
 

1.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2.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探究散发青年人结直肠癌患者的肿瘤癌变基因谱和常见突变基因频率，并比较其与老年人结

直肠癌癌变基因的异同。 

方法 首先通过对 Cosmic 基因数据库的大样本数据分析，比较年龄≤40 岁的结直肠癌人群基因序列

与老年结直肠癌人群基因序列的差异。 

然后从北京协和医院收集 10 例青年人结直肠癌标本以及 10 例老年人结直肠癌标本，对每例标本的

癌和癌旁正常组织均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 

比较测序结果中，青年人结直肠癌与老年人结直肠癌突变频率具有差异的基因位点，并探究青年人

结直肠癌中具有较高突变频率的基因。 

结果 首先通过 Cosmic 数据库，以 P-value < 0.01 为筛选条件，筛选得到突变频率具有显著性差异

的 6 个基因，分别为 TNNB1,CNTN4,GLI3,BRAF,EPHA3,MSH2。通过对比本地样本的体细胞突变

频率得出，除了 BRAF 之外，其他的基因在公共数据库和本地样本中均一致。也就是说

TNNB1,CNTN4,GLI3,EPHA3,MSH2 在本院标本的全外显子组测序中均表现出青年人组突变频率高

于老年人组的特点。在 Cosmic 数据库中，Braf 在青年人结直肠癌组和老年组的突变频率分别为：

0.09 和 0.21（P＜0.01），在老年组的突变频率更高。而在本院数据中，青年人组 Braf 突变频率

为 0.2，老年人组为 0.1（P=0.59）。虽然不具有显著性差异，但是仍表现出我国人群中青年人组

可能具有 Braf 突变频率高于老年组的特点，并且有文献相支持。并且通过全外显子组检测，发现

青年人组突变频率前 30 的基因谱不同于老年人组，具有差异的突变基因包括：SYNE1、

RANBP2、MUC4、CCDC168、AHNAK2、ADGRV1 等。 

结论 青年人结直肠癌具有不同于老年人结直肠癌的基因突变谱和具有显著性差异的基因突变位

点，TNNB1,CNTN4,GLI3,EPHA3,MSH2 均在青年人组中突变频率降低，而 Braf 则在中西方人群

中具有相反的结果。 

青年人结直肠癌可能具有不同于普通结直肠癌的癌变模式，值得进一步探究。 

 
 

OR-08 

产丁酸菌调节肠道菌群下调 Wnt 通路防治肠癌发生的研究 
 

金多晨,曹海龙,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肠道菌群在肠癌的发生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肠癌患者肠道产丁酸菌丰度明显降低。目前关

于补充产丁酸菌对肠癌发生有何影响知之甚少，本文旨在探究补充产丁酸菌（丁酸梭菌）对肠道菌

群结构和肠癌进展的影响及机制。 

方法 高脂饮食喂养的 Apcmin/+小鼠以 2.5×108 CFU / 0.3ml 的剂量灌胃丁酸梭菌（Clostridium 

butyricum），每周 3 次持续灌胃 12 周。高脂饮食喂养的 Apcmin/+小鼠灌胃无菌磷酸盐缓冲液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PBS）作为高脂饮食对照组，普通饮食喂养的野生型小鼠灌胃 PBS

作为完全对照组。灌胃 12 周后处死小鼠，收集三组小鼠粪便进行焦磷酸测序检测肠道菌群组成结

构，气相色谱法测定肠道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s）含量。分别计数每只小

鼠肠道肿瘤数量及大小，对每组小鼠肠道肿瘤负荷进行统计学分析。分离肠道肿瘤组织检测肿瘤细

胞增殖及凋亡水平，及肿瘤相关 Wnt 信号通路表达水平。最后分析三组小鼠肠屏障功能及结肠炎

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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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灌胃 PBS 的高脂饮食 Apcmin/+小鼠相比，补充丁酸梭菌的 Apcmin/+小鼠肠道肿瘤负荷明显降

低（P < 0.01）。肠道肿瘤负荷高的小鼠可发现明显的肠屏障功能受损及结肠慢性低度炎症（P < 

0.05）。补充丁酸梭菌的 Apcmin/+小鼠肠道机会性致病菌丰度明显降低，包括各类产丁酸菌在内的

益生菌丰度升高。不仅如此，与两组对照组相比，接受丁酸梭菌灌胃的小鼠盲肠内容物中的

SCFAs 浓度显著升高，且 Wnt信号通路相关分子表达水平降低。 

结论 补充丁酸梭菌可抑制肠癌发生，其原因可能与调节肠道菌群及抑制 Wnt 信号通路有关。本研

究可为产丁酸菌防治肠癌提供实验依据。 

 
 

OR-09 

无菌大鼠接受不同 BMI 健康志愿者粪菌移植后的 

变化及可能机制 
 

贾琼,张璐,张晋东,朱诗玮,孙清华,段丽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不同 BMI健康志愿者的粪便菌群对无菌大鼠的影响，研究其可能的影响机制。 

方法 雄性无菌 SD 大鼠分别接受 BMI26.7 和 BMI22.9 的健康志愿者粪便菌群灌胃，定义为 O 组

（overweight FMT，n=5）和 N（normal FMT，n=6）组。留取粪菌移植两周后大鼠的血清和粪便

标本进行分析。记录体重变化；血清生化检测每组大鼠的高、低密度脂蛋白（HDL，LDL），脂肪

酶（LPS），总胆固醇（CHO）和甘油三酯（TG）；提取粪便菌群 DNA 进行 16S rDNA 测序分

析；采用 13C 同位素标记样本衍生法检测粪便短链脂肪酸；Spearman 相关性分析菌群和生化指

标，寻找潜在关联。 

结果 1、体重变化： N 组大鼠体重增长值显著低于 O 组（p=0.043）。 

2、生化结果：O 组血清 HDL，LDL，CHO，TG，LPS 均高于 N 组，且 LDL 和 CHO 具有显著性

（p<0.05）。   

3、粪便结果：16S rDNA 测序 α 多样性组间 T 检验 shannon 指数 P 值 0.02。β 多样性 ANOSIM

中 R 为 0.98，提示组间差异大于组内差异。门水平 N 组排前三位的是厚壁菌门（68.71%），拟杆

菌门（27.01%）和疣微菌门（3.54%），O 组排前三位的是拟杆菌门（81.58%），厚壁菌门

（12.94%）和变形菌门（2.55%），属水平 N 组排前三位的是拟杆菌属（ 21.27%），

Faecalibacterium 属（12.69%）和罗斯氏菌属（11.32%），O 组排前三位的是拟杆菌属

（63.96%），Paraprevotella 属（13.16%）和副杆状菌属（7.06%）。粪便短链脂肪酸 O 组乙

酸、丙酸、丁酸均高于 N 组，且乙酸和丙酸具有显著性（p<0.0001），异丁酸和异戊酸 O 组低于

N 组（p<0.05）。 

4、相关性分析：两组差异的菌属大部分与 LDL 和 CHO 相关，其中双歧杆菌，肠球菌属，真杆菌

属等与 LDL 和 CHO 成显著正相关，毛螺菌属，乳酸杆菌属，罗斯氏菌属以及瘤胃菌属等与 LDL

和 CHO 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 无菌大鼠接受正常 BMI与超重 BMI健康志愿者粪便菌群粪菌移植后，O 组体重增长量，血清

LDL 和 CHO 含量，粪便中乙酸和丙酸含量较 N 组显著增加，同时血清 LDL 和 CHO 含量与双歧杆

菌等呈正相关，与乳酸杆菌属等呈负相关，提示上述菌属与改变宿主的脂肪代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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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0 

一种新颖的荧光生物传感系统对大肠杆菌的荧光检测 
 

余跃,任乐,杨席席,韦瑞林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究一种新颖的一维（1D）结构的凝胶/PDA 纤维为基础的光波导传感系统应用于大肠杆菌

（E.coli）的荧光检测. 

方法  分别将大肠杆菌（ATCC 25922），鼠沙门氏细菌（CS093 菌株）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25923 ）与之前制备好的 1D 结构的凝胶/PDA 纤维共培养，然后利用荧光显微镜每隔 2 小

时观察并记录纤维产生的荧光，同时通过扫描电镜（SEM）观察了与大肠杆菌组共培养前后的纤维

表面的变化。最后利用构建好的这个光波导传感系统记录了与不同浓度的大肠杆菌共培养后的纤维

的荧光强度。 

结果  在与大肠杆菌共培养 4 小时后的纤维的荧光明显强与另外两组细菌以及对照组

（F=9.289,P<0.001）。纤维在于大肠杆菌共培养 4 小时后 SEM 显示其表面上出现大肠杆菌聚集

和生物膜形成。不同浓度的大肠杆菌和纤维共培养 6 小时后，细菌浓度的对数值和纤维输出端的耦

合光强度呈现线性关系(Y=42.328X-420.633)。 

结论  基于这种新颖的 1D 结构的凝胶/PDA 纤维构建的光波导传感系统实现了对初始浓度为

107CFU / mL 大肠杆菌 4 小时的方便快捷的荧光检测。 

  
 

OR-11 

结肠腔内多巴胺调节粘液分泌并在上皮细胞中代谢 
 

朱进霞,刘晨喆 

首都医科大学 

 

目的 多巴胺（dopamine，DA）是一种重要的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在消化道具有抑制胃肠动力、

调节黏液分泌、促进离子转运和增强黏膜屏障等功能。DA 与受体结合后需要快速降解以确保其正

常调节功能的发挥。代谢 DA 的酶包括单胺氧化酶（MAO）和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COMT），

在中枢和外周组织中广泛表达。除了结肠组织，近年来发现结肠腔内容物中存在高浓度 DA，而在

无菌鼠其 DA 含量显著降低。腔内 DA 能否被结肠粘膜摄取或影响结肠黏膜功能尚不清楚。结肠组

织中是否存在 MAO 和 COMT？结肠内 DA 如何代谢？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结肠腔内 DA 能否

作用于结肠上皮、可否进入结肠上皮细胞、并被 MAO/COMT 所代谢。 

方法 采用免疫荧光法、蛋白免疫印记法和/或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 MAO 和 COMT、DA 转

运体（DAT）和 DA 受体（D1、D2和 D5），以及黏蛋白 2（Muc2）的表达。采用高效液相色谱-电

化学检测法检测肠腔内容物中 DA，组织中去甲肾上腺素（NE）、DA 和 5-HT 以及其代谢产物的

含量。利用体外孵育实验检测结肠腔内 DA 的代谢及其对黏液分泌的影响。 

结果 1.大鼠结肠上皮细胞的顶膜侧表达 DAT、五羟色胺转运体（SERT）、DA 受体 D1和 D5。 

2.MAO 和 COMT 在大鼠和人的结肠黏膜广泛表达。免疫荧光双标记结果显示 MAO-B 在肠神经元

和神经胶质细胞中均有表达。而 MAO-A 只表达在肠神经元中。 

3.大鼠结肠腔内存在高浓度的 DA，其含量远高于结肠组织和血液。 

4.在新鲜分离的结肠黏膜的腔面侧加入 DA，可以显著升高黏膜 DA 及其代谢产物二羟基苯乙酸

（DOPAC）和高香草酸（HVA）的含量，抑制 DAT 则明显减弱上述过程。MAO 或 COMT 抑制剂

也可显著降低腔面膜侧 DA 在结肠黏膜的代谢。 

5.结肠上皮 D5 与杯状细胞标志物 Muc2 共存，腔面膜侧 DA 明显升高结肠黏膜 Muc2 和肠三叶因

子（TFF3）的 mRNA 水平，并促进黏液分泌。该作用可被 D5 抑制剂以及 D5 敲除显著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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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结肠腔内 DA 可通过 DAT 转运到结肠上皮细胞，被 MAO 和 COMT 代谢，同时腔侧 DA 可促

进黏液的合成和分泌，该作用主要通过 D5。 

 
 

OR-12 

双歧杆菌 BB-12 对婴幼儿腹泻的临床疗效研究 
 

孔文文 

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双歧杆菌 BB-12 治疗婴幼儿腹泻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对肠道菌群及短链脂肪酸的影

响。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8 月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消化内科住院治疗的 120 例腹泻

患儿，随机分为 3 组，为治疗组、阳性对照组、安慰剂组，分别给予双歧杆菌 BB-12、枯草杆菌二

联活菌、安慰剂，每组各 40 例，同时收集基线时，用药后 1、3、5 天时不同时间点患儿的粪便。

各组患儿对应应用相应的药物，配合蒙脱石散及口服或静脉补液治疗，比较各组病例的临床疗效并

对粪便中的肠道菌群及短链脂肪酸进行分析。 

结果 1、各组之间患儿在年龄、性别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之间在大便次

数、伴随症状及实验室检查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疗效判定方面：治疗组的显效率、有效率分别为 37.50%、52.50%，阳性对照组为 42.50%、

42.50%，安慰剂组为 17.50%、52.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与阳性对照组相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大便次数：第 4 天治疗组（3.10±1.41）次/d、阳性对照组（3.05±1.63）次/d、安慰剂组

（3.93±1.91）次/d；第 7 天治疗组（1.45±0.64）次/d、阳性对照组（1.43±0.90）次/d、安慰剂组

（1.95±1.30）次/d，3 组较治疗前均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组与阳性

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安慰剂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4、3 组患儿治疗后腹泻好转时间方面，治疗组、阳性对照组及安慰剂组分别为（4.20±1.32）d、

（4.40±1.37）d、（5.18±1.57）d，3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组与阳性对照组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5、3 组患儿在不同时间点肠道菌群门水平及短链脂肪酸未见到一致性变化，在属水平上添加益生

菌组菌群组成更加多样化。 

结论 双歧杆菌 BB-12 治疗婴幼儿腹泻安全有效，在肠道菌群门水平和短链脂肪酸未见到一致性变

化，添加益生菌在属水平上菌群组成更加多样化。 

 
 

OR-13 

幽门螺杆菌感染，根除治疗和益生菌补充对肠道 

微环境稳态的影响 
 

陈璐祎
1,2

,徐雯丽
1,2

,王岚
1,2

,姒健敏
1,2

,陈淑洁
1,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浙江大学胃肠病研究所 

 

目的 幽门螺杆菌感染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仍有很高的患病率。目前已有研究证实幽门螺杆菌感染与

胃内微生态的重建有关。然而，对于幽门螺杆菌感染，根除治疗和补充益生菌对肠道微生物群影响

的全面性分析仍然是缺乏的。本研究旨在通过相关探索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 

方法 本前瞻性研究共纳入了 70 例幽门螺杆菌阳性患者和 35 例幽门螺杆菌阴性患者。 幽门螺杆菌

阳性患者被随机分配到 A 组和 B 组。A 组患者接受 14 天铋剂四联疗法，该疗法由泮托拉唑，阿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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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林，呋喃唑酮和胶体铋果胶组成。 B 组患者在铋剂四联疗法的基础上补充了丁酸梭菌。在第

0,14 和 56 天收集幽门螺杆菌阳性患者的粪便样品，在第 0 天收集幽门螺杆菌阴性患者的粪便样

品。通过 16S rRNA 测序研究肠道微生物群的差异与变化。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患者在第 56 天通过
13C 尿素呼气试验重新评估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状态。 

结果 63 名幽门螺杆菌阳性患者和 35 名幽门螺杆菌阴性患者完成了此项研究。代表群落物种丰富

程度的 Sobs 指数在幽门螺杆菌阳性样本中显著高于幽门螺杆菌阴性样本（p<0.05）。根据 16S 

rRNA 功能预测，几种重要的代谢通路在幽门螺杆菌阳性样本中更为活跃，而一些与人类疾病相关

的信号通路在幽门螺杆菌阴性样本中更为活跃（p<0.05）。大多数产丁酸菌的丰度在根除治疗后显

著降低，而一些有害菌的丰富明显增高。尽管肠道微环境稳态有恢复的趋势，但 6 周并不足以使其

在根除治疗后完全重建。补充丁酸梭菌可以缓解更多的胃肠道症状，尽管根除率没有明显变化。 

结论 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可以引起肠道微生物生态和结构的广泛变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幽门

螺旋杆菌可能更应该被视为一种致病共生体，虽然可导致大约 20％的感染者产生并发症，但也可

能与宿主存在共生关系。因此，根除的决定应基于对患者的个体化全面分析，尤其是无症状的幽门

螺杆菌感染患者。 

 
 

OR-14 

生命早期抗生素应用对肠道菌群代谢产物的影响 
 

朱巍巍,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研究肠道菌群代谢产物中短链脂肪酸（乙酸、丙酸、丁酸）与是否应用抗生素的关系。同时

观察可能的混杂因素对于胎龄、分娩方式、喂养方式对其有无影响。 

方法 纳入 2017.1 月-2017.6 月生后在我院 NICU 中住院治疗的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 20 名，胎龄

在 29 周~35+2周，出生体重在 1100g~2270g，剖宫产分娩 15 名，阴道分娩 5 名。生后奶粉喂养

10 名，母乳喂养 10 名。生后早期应用抗生素者 15 名，未应用者 5 名。同时，纳入儿童保健发展

中心随访的早产儿 11 名，其中生后 3 个月早产儿 5 名，生后 8 个月到 1 年早产儿 6 名。健康足月

婴儿，生后早期未应用抗生素者 13 名，其中生后 1 个月足月儿 7 名，生后 1 年足月儿 6 名。阴道

分娩：剖宫产分娩 1:1，生后喂养方式为母乳喂养。 应用气相色谱法对粪便菌群的代谢产物进行分

析并比较。 

结果 1、应用抗生素的早产儿，生后 30 天粪便中乙酸、丙酸、丁酸含量均低于未应用组，其中乙

酸（P=0.005）和丙酸（P=0.011）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母乳喂养的早产儿，乙酸含量较

奶粉喂养低，丁酸含量较高，丙酸含量两组均为 0mg/g。3、剖宫产分娩的早产儿，乙酸、丙酸、

丁酸含量均较阴道分娩者含量低，其中丙酸（P=0.019）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不论早产

儿还是足月儿，无论生后月龄，菌群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中均是乙酸含量最丰富，丙酸其次，丁酸

含量最少。随着日龄的增加，短链脂肪酸的含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第 1 个月到 3 个月，乙酸减

少，丙酸及丁酸增加；第 3 个月到 1 年，乙酸、丙酸、丁酸均有增加，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5、早产儿与足月儿相比，生后 1 个月，乙酸、丙酸及丁酸含量均较低，但到生后 1 年，丙酸及丁

酸含量比足月儿增高，乙酸含量仍较低。 

结论 应用抗生素后，肠道菌群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含量有所减少，其中乙酸及丙酸减少更明显。随

着日龄的增加，肠道菌群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含量呈逐渐增加趋势。剖宫产分娩儿菌群产生的短链脂

肪酸含量低于阴道分娩儿。母乳喂养儿，乙酸含量较低，丁酸含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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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5 

低聚木糖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菌群影响的体外实验研究 
 

李正鹏
1
,朱立颖

2
,陈镜刚

2
,何慧琴

3
,王欣*

2
,杨云生*

1
 

1.解放军总医院 

2.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3.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通过人肠道菌群体外静置发酵模型研究益生元低聚木糖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菌群的影

响。 

方法 纳入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4 月就诊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消化内科门诊的溃疡

性结肠炎患者 22 例（缓解期 8 例和活动期 14 例）及同期健康志愿者 12 例并记录相应临床信息，

留取新鲜粪便于 1h 内进行体外静置发酵（不含碳源的 YCFA 基础培养基为空白对照、含低聚果糖

的 YCFA 培养基为阳性对照）培养 48h，使用 16S rDNA 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肠道菌群改变，使用

气相色谱技术检测肠道菌群重要代谢产物丁酸含量改变，分析低聚木糖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菌

群的影响。 

结果  ①缓解期和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菌群的 α 多样性指数明显低于健康志愿者

（P<0.05）。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与健康志愿者肠道菌群的 β 多样性差异明显，缓解期溃疡

性结肠炎患者肠道菌群 β 多样性介于两者之间并与健康志愿者相近。LEfSe 结果显示溃疡性结肠炎

患者摩根菌属、沃氏嗜胆菌属、奇异菌属等有害菌较多而罗斯氏菌属等丁酸产生菌较少，同时发现

缓解期和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粪便丁酸含量显著低于健康志愿者（P<0.05）。②经低聚木糖

发酵，缓解期和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菌群的 α 多样性指数无明显改善。经基础培养基

YCFA 发酵的菌群结构与原肠道菌群结构相近，而经低聚木糖发酵的菌群结构则与经低聚果糖发酵

的相近。LEfSe 结果显示，与经基础培养基 YCFA 发酵相比，低聚木糖发酵可明显增加溃疡性结肠

炎患者肠道菌群双歧杆菌等有益菌含量，效果与低聚果糖相当。经基础培养基 YCFA 发酵，缓解期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与健康志愿者肠道菌群产丁酸无明显差异，均明显高于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P<0.05）。经低聚木糖和低聚果糖发酵，缓解期和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同健康志愿者肠道

菌群产丁酸无明显差异。 

结论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菌群及其代谢失调，而体外研究证实低聚木糖可改善这种失调，提示

低聚木糖对溃疡性结肠炎有潜在的治疗价值。 

 
 

OR-16 

110 例 NSAIDs 相关小肠损害的临床特征分析 
 

梁金,甘华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非甾体抗炎药（NSAIDs）相关小肠损害的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住院并完成胶囊内镜和（或）小肠镜检

查的患者，根据是否有 NSAIDs 药物服用史及内镜下发现小肠粘膜损害筛选患者，并根据 NSAIDs

的药物种类及用药时长，分为服用阿司匹林者与服用非阿司匹林 NSAIDs 者、服药持续时间≥3 个

月者与＜3 个月者，对这些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对比分析。 

结果 （1）有明确 NSAIDs 药物服用史的患者 171 例，110 例（64.33%）患者发生小肠粘膜损

害，以老年人多见，且随年龄增长，患病率呈上升趋势。（2）主要临床表现为黑便和贫血。（3）

误诊率为 28.18%，以误诊为缺血性肠病最常见。（4）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贫血（<120g/L）

和血清白蛋白降低（<35g/L），大便隐血阳性见于绝大多数患者。（5）内镜下肠粘膜损害以糜烂

最常见，小肠溃疡以多发、圆形、浅溃疡为主，直径以<1cm 多见。（6）小肠粘膜损害病变分

布：充血水肿、糜烂、粘膜下出血以空肠多见，溃疡以回肠多见。（7）服用阿司匹林者与服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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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 NSAIDs 者的小肠黏膜损害发生率和内镜下小肠粘膜损害无明显差异（p>0.05）。（8）

服药持续时间≥3 个月者小肠黏膜损害发生率和内镜下小肠粘膜糜烂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服药持续时

间＜3 个月者（p<0.05）。（9）绝大多数患者以内科治疗为主，少数的患者为非内科治疗（包括

内镜下止血、介入及手术治疗），所有患者均好转出院。 

结论 （1）服用 NSAIDs 的患者发生小肠粘膜损害很常见，且以老年人群多见，并随年龄增长，患

病率呈上升趋势。（2）NSAIDs 相关小肠损害的临床表现和内镜特点无特异性，易被误诊。病变

通常较轻微，停药后好转，以内科治疗为主。（3）NSAIDs 诱导的小肠粘膜损害与 NSAIDs 的种

类无关，与服药的持续时间有关，服药持续时间越长，越易发生粘膜损害。 

 
 

OR-17 

老年与青年克罗恩病临床特点的比较及随访研究 
 

吕红,刘爱玲,钱家鸣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比较老年和青年 CD 临床特点及预后的差异. 

方法 自 2012 年至 2018 年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诊治的老年 CD 患者（入院年龄≥60 岁）共 39 例，

分为老年起病的患者（老年起病组，确诊年龄≥60 岁）25 例和青年起病的老年患者（长病程组，

确诊年龄＜60 岁）14 例。按照病程及随诊时间匹配的原则（±3 年），将老年起病组以 1:3 比例纳

入青年 CD（青年组，入院年龄＜60 岁）75 例。比较老年起病与长病程的老年 CD、青年 CD 临床

特点及预后。 

结果 1.老年起病组与青年组病程相近；与老年起病组比较，长病程组病程较长（P=0）。三组性别

比、吸烟、饮酒、过敏发生率相近。老年起病组和长病程组有心血管疾病、抑郁症的比例相近；青

年组无一例有心血管疾病史，抑郁症的比例较老年起病组低（P＜0.01）。 

2.与青年组比较，老年起病组回肠受累较多（P＜0.01），回结肠较少(P＜0.01)；肛周病变较少

（P<0.05）;两组疾病类型相似。与长病程组比较，老年起病组回结肠受累较少（P＜0.05）,两组

疾病类型、肛周病变发生率相近。 

3.与青年组比较，老年起病组便血较常见（P＜0.01），腹痛、腹泻、腹部包块、发热、体重下降

发生率相近。老年起病组和长病程组比较，临床表现相似。 

4.与青年组比较，老年起病组静脉血栓、并发症的发生率高（P＜0.05）。两组总体肠外表现发生

率相近。老年起病组与长病程组比较，总体肠外表现、并发症发生率相近。 

5.老年起病组和青年组比较，CDAI、WBC、PLT、Hgb、Alb、ESR、hsCRP 水平相近；与长病程

组比较，老年组 ESR 水平较高（P＜0.01），两组 CDAI、WBC、PLT、Hgb、Alb、hsCRP 水平

相近。 

6.与青年组比较，老年起病组激素、IFX 使用率较低（P＜0.05）;两组 5-ASA、免疫抑制剂使用率

及手术率相近。老年起病组和长病程组用药及手术率相近。  

7.中位随访 1.8 年，与其他两组比较，老年起病组手术率较高（P＜0.05）。与青年组比较，老年

起病组机会性感染率高（P＜0.05）。 

结论 1.与青年患者比较，老年起病的 CD 患者合并抑郁症较多，回肠受累较多，肛周病变较少，便

血常见，并发症较多；较少使用激素及 IFX。中位随访时间 1.8 年，老年起病的 CD 患者手术率、

机会性感染率高。2.与长病程的老年 CD 患者比较，老年起病的 CD 患者回结肠受累少。中位随访

1.8 年，老年起病的 CD 患者手术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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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8 

肝脏血清酶学在不同年龄段的变化趋势 
 

李银玲,王炳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肝脏血清酶学在不同年龄段的变化趋势，对正确认识老年人的肝脏损伤具有一定的指导

作用。 

方法 对检验科同一天检测的 2584 例没有特殊疾病的健康体检人员血清酶学，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碱性磷酸酶（ALP）和 γ 谷氨酰基转移酶

（GGT），观察不同年龄段（从<20 岁到>80 岁，每 10 年一个年龄段）肝功酶学的变化趋势；同

时对同一天检测的 21312 例没有任何肝病或肝损伤的住院患者的血清酶学，观察不同年龄段（从

<1 岁到>90 岁，每 10 年一个年龄段）肝功酶学的变化趋势。 

结果 2584 例体检人员中男性 1043 例，女性 1541 例。ALT 在<20 岁为 15.75±5.56 U/L，40-49 岁

和 50-59 岁年龄段达到高峰（22.33±13.821 和 23.59±12.959U/L），60-69 岁、70-79 岁和>80 岁

年龄段分别为 21.9±11.909、20.15±11.799 和 15.17±8.913U/L；21312 例没有肝病的住院患者中

男性 9422 例，女性 11890 例。ALT 在<20 岁为 18.41±13.827U/L，40-49 岁、50-59 岁、60-69

岁、 70-79 岁、 80-89 岁和>90 岁分别为 22.5±14.873、 22.12±13.205 、 20.11±11.859、

18.07±10.969、16.82±10.753、13.8±7.094 U/L。AST 在两组中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ALP

在两组中均在 60-69 岁段达到高峰；GGT 类似于 AST。以 60 岁为界，<60 岁和>60 岁的体检人

群，ALT（20.23±7.135 和 22.67±8.019，p<0.001）、AST（21.68±14.432 和 20.98±11.791，

p =0.456）、 ALP（ 64.04±18.561 和 74.63±21.206 ， p<0.001 ）、 GGT（ 28.21±25.023 和

26.23±22.628，p =0.226）；住院患者也有同样的趋势。 

结论 无论是健康体检人群，还是无肝病的住院患者肝功酶学随年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 ALT 随年

龄呈倒“U”字形变化，特别是老年人 ALT 的基础值较低。 

 
 

OR-19 

81 例小肠出血患者临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郝若玲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1.回顾性分析 SBB 住院患者的出血病因、临床表现、疾病结局，了解近年来小肠出血的发病

现状、病因变化，并探讨 CE 和 DBE 在 SBB 中的应用价值。 

2.探讨 CRS、GBS、AIMS65 三种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评分系统是否对 SBB 患者同样具有预

测不同临床结局的价值，并研究与 SBB 患者不同临床结局有关的危险因素。 

方法  

3.通过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科 2016 年 06 月 0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 CE 及 DBE 数据

库进行分析，并对筛选出的收治入院的 81 例小肠出血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4.计算 CE 和 DBE 对 SBB 病因的检出率及诊断率，评估两者在 SBB 方面的应用价值。 

5.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计算 ROC 曲线下面积（AUROC）评估 CRS、GBS

及 AIMS65 这三种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评分系统是否对 SBB 患者同样具有预测不同临床结局

的价值。采用 Logistic 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探讨与 SBB 患者不同临床结局相关的危险因

素。 

结果 1.小肠血管畸形、炎症性病变和各种小肠良恶性肿瘤是 SBB 的主要病因。2.CE 和 DBE 对

SBB 病变检出率分别为 87.27%和 87.23%，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BE 对 SBB 的病因

诊断率高于 CE，分别为 61.82%和 80.8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CRS、GBS 及 AIMS65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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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系统在预测 SBB 患者不同临床结局方面具有一定的适用价值。各评分系统中再出血患者评分较

非再出血患者高，需临床干预患者评分较不需临床干预患者评分高，住院时间长者较住院时间短者

评分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4.年龄、入院前 HB、ALB、BUN、SIVMF 及凝血功能异常与

SBB 患者再出血相关，其独立的危险因素为凝血功能异常和 HB。入院前 HB、ALB、BUN、

SIVMF 及凝血功能异常与临床干预治疗相关，多因素回归分析示：入院前 HB<70/L 是 SBB 患者需

进行临床干预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1.小肠血管畸形、炎症性病变、各种小肠良恶性肿瘤为 SBB 的主要病因。2.CE 和 DBE 是诊

断 SBB 的有效手段，两者可互补，但同时也要考虑经济效益，选择对患者最有效的诊断方法。

3.CRS、GBS、AIMS65 评分系统对 SBB 患者不同临床结局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但并非理想模

型。4.凝血功能异常、入院前 HB 水平是 SBB 患者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入院前 HB 水平是

SBB 患者需临床干预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0 

老年难治性慢性胃炎与维生素 B12 缺乏之间的关系 
 

党小红,王晓红,张佳佳,王冰心,闫欢欢,白珊珊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索老年难治性慢性胃炎与血清维生素 B12(Vit B12)缺乏之间的关系及 Vit B12缺乏的早期发现

指标。 

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 60 岁及以上慢性胃炎患者，根据中国慢性胃炎共识，综合

治疗慢性胃炎 2 月后症状无缓解者 95 例。对于这些患者，详细询问病史及饮食习惯，按纳入标准 

有 68 例患者诊断为 Vit B12缺乏性老年难治性慢性胃炎，作为自身对照实验组纳入该研究。实验组

给予补充 Vit B12，观察其临床症状及体征改善情况，血红蛋白、MCV、MCHC、Hcy 的变化，复

查胃镜。计算有效率。 

结果 Vit B12 缺乏性慢性胃炎病人 68 例，其中患者平均年龄：66.62 岁，男性：21 人女性：47

人。其中素食者占 71%，不明原因者占 7%，饮酒占 15%，且均为男性，长期口服二甲双胍、PPI

药物占总人数 7%。48 例以食欲下降伴恶心就诊，20 例以腹部不适、腹胀伴食欲下降、恶心就

诊；68 例患者中有 35 例有舌痛，可见牛肉舌或镜面舌，42 例有味觉改变，可见舌乳头萎缩，有

部分伴舌炎，口角炎，16 例有情绪低落，乏力。实验组给与肌注 Vit B12 后食欲不振、舌痛症状多

在 2 天后改善，味觉、睡眠、腹部不符合适及情绪在 1-2 周内改善。5 例腹胀改善不满意。16 例有

情绪低落，乏力患者中，10 例症状缓解，6 例改善不满意。总有效率 83.8%。但其他症状在所有

患者中均有不同程度缓解。实验室指标：血清 Vit B12、Hb、MCV 在所有患者均改善，60 例 Hcy 升

高患者中 50 例恢复正常或降低，8 例下降不明显。总有效率 88.2%。胃镜下活动性炎症减轻有效

率为 84.2%，总有效率 47.1%。   

结论 Vit B12 缺乏部分反映了病人的营养摄入及消化吸收方面障碍，是慢性胃炎的原因，在老年人

慢性胃炎中更常见。Vit B12 缺乏相关性慢性胃炎可能是一种独立疾病。慢性胃炎可能是 Vit B12 缺

乏的早期表现。Hb 下降、MCV升高、Hcy 升高也可能为 Vit B12缺乏的早期表现。在临床上，我们

要注重了解病人饮食、服药、饮酒情况，对于消化道以外的症状、体征不能忽视，结合 Hb、

MCV、MCHC、血清 Vit B12、Hcy 水平的改变，才能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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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21 

高龄消化系统肿瘤患者自然病程回顾性分析 
 

王刚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癌症是一个老年性疾病，由于老年机体的脏器功能减退以及共病性等特点，使得老年癌症患

者的治疗更为特殊。对没有接受过抗肿瘤治疗的老年癌症患者自然病程的了解，有助于这些患者在

其生命后期的决策，为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案提供更多信息。 

方法 2007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因各种消化系统肿瘤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病故的高龄患者 57 例，

平均年龄 87.6 岁（75-94 岁）。这些患者因各种原因未采用手术、化疗、放疗等现代医学方法针

对肿瘤进行治疗，治疗目标是在保证生活质量的基础上有效延长生存期。通过采集临床资料，重点

回顾性分析了患者的脏器受累和生存情况，并分析各种积极的对症支持治疗手段对患者生存的影

响。 

结果 57 例患者中 49 例为进展期癌，8 例为早期癌（其中，胰腺癌 5 例，肝癌 2 例，十二指肠腺癌

1 例）。该组患者的总体平均中位生存期为 11.0 个月，其中进展期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 7.28 个

月。在疾病过程中，患者的各重要脏器功能如：心、肺、肝、肾、血液、胃肠道和内环境（酸碱水

电平衡）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损。内环境紊乱是最常见的问题，所有患者均有多个脏器受累现

象，平均每位患者的受累脏器数目为 3.68。经过积极支持和对症治疗，最终直接因肿瘤导致多脏

器功能衰竭（2 个以上脏器功能同时出现衰竭）而病故的患者仅占 54.39%（31/57），其他患者则

因为某些单一因素至单个脏器功能障碍，使其不足以维持生命而病故，这些损伤因素按出现频次高

低依次为：肺部感染致呼吸衰竭、肝功能衰竭、肿瘤破溃出血、胆系感染和心功能衰竭。17.6%

（9/51）的肺部感染、15.9%(7/44)的肝功能损伤和 18.4%(7/38)的肾功能不全患者经过积极治疗，

脏器功能得以很好维护，患者最终的死因与该病变无关。 

结论 脏器功能保护是癌症综合处置中的最基本要素，预防性脏器功能保护可以使高龄癌症患者获

益。 

 
 

OR-22 

血小板相关指标对于儿童克罗恩病疾病活动度的判断价值 
 

钟瑶瑶,韩秀新,徐樨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分析血小板相关指标对于儿童克罗恩病（CD）疾病活动度的判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就诊的诊断明确的 CD 患儿，均符合“2010 年儿童

炎症性肠病诊断规范共识”。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感染性疾病(2)合并糖尿病、肝肾功能异常、

血液系统疾病病。最终纳入标准的 CD 共 61 例，其中男 39 例，女 22 例。回顾性地收集上述患儿

的临床资料、血小板相关指标：血小板数量（PLT）、平均血小板体积（MPV）、血小板分布宽度

（PDW）、血小板比容（PCT）及血红蛋白（Hb）和红细胞比容（HCT）值。采用儿童 CD 疾病

活动指数（PCDAI）对患儿进行疾病活动评分，PCDAI≤10 分为缓解，11-30 为轻度活动，≥31 为

中重度活动。 

结果 1.同一患儿不同活动度血小板指标比较： 

采用广义估计方程比较血小板指标在同一患儿不同活动度之间的变化。分析结果显示 PLT 在

活动组轻度、中重度 CD 中的表达均较缓解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活动组中重度 PLT

数量较轻度明显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PV 在活动组轻度、中重度 CD 中的表达均较缓解组

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活动期中重组 MPV 较轻度组明显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CT、 PDW 与疾病活动度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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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活动度血小板指标比较： 

采用完全随机分组的方法对 61 例 CD 患儿进行疾病活动度的分组,缓解期 20 例，轻度活动期

20 例，中重度活动期 21 例。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血小板指标在不同活动度之间的变化。分析

结果显示 PLT 在活动组轻度、中重度 CD 中的表达均较缓解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活动

组中重度 PLT 数量较轻度明显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PV 在活动组轻度、中重度 CD 中的表

达均较缓解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活动期中重组 MPV 较轻度组明显降低,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CT、PDW 与疾病活动度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3.相关性分析 

采用 spearman 分析对血小板相关指标与 Hb、HCT 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PLT 与 Hb、HCT 之间呈负相关，有统计学意义。MPV 与 Hb、HCT 之间呈负相关，有统计学意

义。PCT 与 Hb 呈负相关，有统计学意义；PCT 与 HCT 无明显的相关关系。PDW 与 Hb、HCT 之

间无明显相关关系。 

结论 PLT、MPV 对于儿童 CD 活动度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价值，并与 HCT、Hb 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 

  
 

OR-23 

6 例儿童自身免疫性肝炎临床特点分析 
 

黄宁
1,2

,单庆文
1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西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 AIH）的临床表现、生化特征、肝脏病理及

治疗转归，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7 月—2018 年 1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住院及门诊随访的 

6 例儿童 AIH 的临床、肝脏病理、治疗及随访资料，参照 AIH 国际诊断评分标准对每个病历重新予

以评分。 

结果 ①一般情况：患者平均起病年龄为 2.39±2.11 岁，年龄中位数 1.795 岁（0.49 岁-6.25 岁），

男性 4 例，女性 2 例。治疗平均治疗时间为 18.83±17.1 月。②2 例为隐匿性起病，4 例为急性病毒

性肝炎样起病。2 例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起病，1 例合并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③实验

室结果：ALT15-1190U/L，AST33-11803U/L，TBIL1.8-321.4umol/L，DBIL1.1-194.3 umol/L。

IgG 均升高，(1．1—3．6 倍)。本组 AIH-I 型有 4 例，本组无 AIH-II 型，未分型 2 例。4 例抗核抗

体（ANA）阳性，其中 ANA≥1:100 有 3 例，ANA≥1：320 有 1 例；抗平滑肌抗体（SMA）阳性 2

例，其中 1 例为抗平滑肌抗体（SMA）为胞浆肌动蛋白荧光阳。1 例存在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浆

抗体(pANCA)阳性。④肝脏组织病理结果：炎症程度≥G3 为 2 例，纤维化分期≥S3 为 3 例。界面性

肝炎及肝细胞点状坏死均 6 例，桥接性坏死 2 例。2 例存在明显肝小叶结构破破坏，门管区纤维化

5 例，肝硬化 3 例。3 例可见玫瑰花环。⑤治疗和转归：本组 6 例病人确诊后均使用糖皮质激素治

疗。单纯使用糖皮质激素 1 例，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 5 例。在糖皮质激素或联合硫唑嘌呤的早期

治疗中有 2 例达到临床症状及生化学指标的完全应答（例 2、6），临床症状及生化学指标部分应

答 4 例，2 例病程中曾出现脓毒症，1 例病程中合并肝功能衰竭、肝性脑病等表现。  
结论 1.本资料儿童 AIH 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主要以发热、黄疸等表现起病，且以 AIH-1 型为主； 

2.本资料显示儿童 AIH 对糖皮质激素和（或）联合硫唑嘌呤早期治疗效果良好，早期易误诊，需要

长期随访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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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24 

儿童炎症性肠病肠外表现的临床特征 
 

单承颜,许春娣,肖园,王歆琼,余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总结我国儿童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肠外表现（Extraintestinal 

manifestations，EIMs）的临床特征并分析其发病危险因素，为 IBD 患儿尤其是以 EIMs 为首发症

状患儿的及时正确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儿内科住院的

161 例 IBD 患儿的临床资料，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儿童 IBD EIMs 的发病率， EIMs 与患儿性别、

年龄、病变部位、疾病行为、疾病活动度及肛周病变的关系，以及 EIMs 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161 例 IBD 患儿中 88 例（54.7%）出现了 EIMs，生长迟缓作为儿童不同于成人的一种特殊

EIMs，其发病率最高（24.2%）。免疫相关 EIMs 的发病率为 41.6%，口腔溃疡最常见，其次是关

节病变和皮肤病变。26.7%的患儿在 IBD 确诊前就出现了 EIMs，大部分患儿病程中只出现 1 种

EIMs。关节病变、皮肤病变和眼部病变容易和其他 EIMs 重叠出现。EIMs 在 CD 中的发病率明显

高于 UC（P<0.01）。生长迟缓在男性中发病率高，而免疫相关的 EIMs 在女性中发病率高，但两

者差异均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生长迟缓在极早发型 IBD（Very early-onset IBD，

VEO-IBD）中发病率明显高于大年龄组患儿（P<0.01）。CD 中皮肤病变在结肠受累时发病率明显

高于单独回肠病变（P<0.05）。EIMs 在不同疾病行为中的分布无差异（P>0.05）。生长迟缓在初

诊时中重度活动组发病率明显高于不活动组和轻度活动组（P<0.05）。初诊时合并肛周病变的患

儿 EIMs 的发病率明显高于无肛周病变患儿（P<0.05）。诊断为 CD 和出现肛周病变是发生 EIMs

的危险因素。此外，VEO-IBD 和初诊时中重度活动是生长迟缓的发病危险因素。 

结论 EIMs 在我国 IBD 儿童中发病率高，超过 1/4 患儿出现在 IBD 确诊前。生长迟缓是发病率最高

的一种 EIMs。无论是生长迟缓还是免疫相关的 EIMs 均好发于 CD 和合并肛周病变的患儿，此外生

长迟缓还好发于 VEO-IBD 和活动期的患儿。诊断为 CD 和合并肛周病变时需警惕 EIMs 的发生。 

 
 

OR-25 

运用 Graham 列线图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儿童使用 

伴同疗法根除治疗的研究 
 

樊程,朱莉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目的 运用幽门螺杆菌列线图（Graham 列线图）初步评估伴同疗法（质子泵抑制剂+阿莫西林+克

拉霉素+甲硝唑）在幽门螺杆菌感染儿童的根除率情况，并预测伴同疗法的临床研究结果；对该治

疗方法是否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得出结论。 

方法 对 2017.06-2017.09 就诊于贵阳市儿童医院消化专科门诊，有消化道症状，2 周内未服用质子

泵抑制剂（PPI），4 周内未服用抗生素和铋剂，对研究所使用药物无过敏史，经电子胃镜取胃黏

膜，行快速尿素酶试验阳性和 13C 尿素呼气试验阳性，明确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初诊儿童（3-14 岁）

40 例；给予伴同疗法（质子泵抑制剂+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甲硝唑）规范治疗 14 天，停药 4 周

后，复查 13C 尿素呼气试验，计算伴同疗法根除率；根除率=13C 尿素呼气试验阴性的患儿/伴同疗

法治疗的患儿（40 例）。查阅资料了解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耐药率及根除率情况，根据资料绘

制伴同疗法幽门螺杆菌列线图（纵坐标为根除率，横坐标为耐药率）；根据贵阳地区抗生素耐药率

情况，在幽门螺杆菌列线图得到伴同疗法的根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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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临床研究中的伴同疗法的根除率为 90%（36/40）；幽门螺杆菌列线图预测的伴同疗法根除率

为 88.91%；临床研究所得本地区伴同疗法根除率与应用幽门螺杆菌列线图预测伴同疗法的根除率

相接近，并且根除率接近 90%。 

结论 1.运用 Graham 列线图预测本地区伴同疗法根除率为 88.91%；在临床应用中本地区伴同疗法

根除率为 90%。2.应用 Graham 列线图可以预测伴同疗法根除率。3.伴同疗法可以在本地区临床治

疗中开展实施。 

 
 

OR-26 

小儿呕吐的多病因分析 
 

李虹,吕茵,张含花,高天娇,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呕吐是小儿常见的临床症状，除消化系统疾病外，神经系统、内分泌、代谢紊乱等多种病因

均可引起呕吐，本文旨在观察探讨儿童呕吐的病因。 

方法 小儿呕吐的多病因分析对 2017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我院消化内科收治的 606 例

呕吐小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 

结果 606 例中：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3 周岁）222 例，学龄期儿童（3-14 周岁）384 例。消化

道疾病引起的呕吐为 537 例，呼吸道疾病引起的呕吐为 41 例，脑炎及颅内占位引起的呕吐为 7

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1 例。消化系统疾病中排在前四位的疾病为：胃炎（207 例），肠炎（104

例），消化性溃疡（74 例），食管狭窄（63 例）。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呕吐病因以肠炎，呼吸道

感染，胃炎，牛奶蛋白过敏以及消化道先天畸形为主。学龄期儿童呕吐病因以胃炎、肠炎、溃疡及

食管狭窄为主。 

结论 小儿呕吐的病因复杂多样，但是以消化道感染性疾病多见。不同年龄所对应的疾病谱不尽相

同。对于小儿呕吐，应该开阔思路，尽早明确诊断，积极祛除病因，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OR-27 

IL-10R1 在食物过敏儿童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中的表达 
 

孙晋波,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研究白细胞介素 10 受体 1（interleukin-10 receptor 1， IL-10R1）在食物过敏儿童外周血 T

淋巴细胞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食物过敏门诊就诊，且

诊断为食物过敏的儿童 40 例作为食物过敏组，选择同期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童健康发展中心做

健康体检的儿童 15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食物过敏症状、体征在不同年龄食物过敏儿童中有无差

异。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IL-10R1 在两组儿童外周血 CD4+T 淋巴细胞及 CD8+T 淋巴细胞表达

阳性率及平均荧光强度值（MFI）。根据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结果，比较 IL-10R1 在过敏原特异

性 IgE 阳性与阴性儿童外周血 CD4+T 淋巴细胞及 CD8+T 淋巴细胞表达阳性率及平均荧光强度

值。根据食物过敏儿童症状、体征严重程度进行赋值评分，分析食物过敏儿童 IL-10R1 在外周血

CD4+T 淋巴细胞及 CD8+T 淋巴细胞表达阳性率与食物过敏症状、体征评分有无相关性。 

结果 1、小于等于 1 岁年龄组儿童呕吐、腹泻等消化道异常表现要高于 1-3 岁及 3 岁以上儿童年龄

组，对于呼吸系统异常表现，小于等于 1 岁年龄组低于其他两个年龄组（χ2 值分别为 13.624、

20.218、8.913，p 值分别为 0.001、0.000、0.013）。2、IL-10R1 在食物过敏组儿童外周血

CD4+T 细胞，CD8+T 细胞表达阳性率和 MFI 均低于对照组，其中 IL-10R1 在食物过敏组 CD4+T

细胞表达阳性率和 MFI 中位数分别为 56.57、17.70；在对照组 CD4+T 细胞表达阳性率和 MFI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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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58.96、21.00。二者在两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 值分别为-2.40、-3.32；p 值分

别为 0.016、0.001）。食物过敏组 CD8+T 细胞 IL-10R1 表达阳性率和 MFI中位数分别为 33.80、

12.86；对照组 CD8+T 细胞 IL-10R1 表达阳性率和 MFI中位数分别为 42.00±4.02、18.39。二者在

两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 值分别为-3.35、-4.21；p 值分别为 0.001、0.000）。3、IL-

10R1 在过敏原特异性 IgE 阳性与阴性儿童外周血 CD4+T 淋巴细胞及 CD8+T 淋巴细胞表达阳性率

及 MFI没有差异。3、食物过敏儿童 IL-10R1 在外周血 CD4+T 淋巴细胞及 CD8+T 淋巴细胞表达阳

性率与食物过敏症状、体征评分无相关性。 

结论 1、不同年龄儿童食物过敏临床表现不同。2、IL-10R1 在外周血 CD4+T 淋巴细胞和 CD8+T

淋巴细胞表面表达减少可能与食物过敏发病有关。 

 
 

OR-28 

儿童功能性便秘结肠传输功能的相关研究 
 

张洁,金玉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功能性便秘患儿结肠传输功能及相关症状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3 月我院就诊的符合罗马Ⅳ儿童功能性便秘诊断标准患儿 110 例为

研究对象。法定监护人自愿接受结肠传输试验并完成相关问卷调查。采用不透 X 线标记物法行结肠

传输试验，110 例参与研究的功能性便秘患儿均口服 20 粒不透 X 射线的标记物，于口服标记物后

的 48 小时、72 小时分别摄腹部 X 线平片，观察标记物的在肠内的运行情况。患儿监护人在规定的

时间内完成便秘相关症状问卷。根据结肠传输试验结果将功能性便秘患儿进行分型，并分析不同类

型儿童功能性便秘的临床表现及特点。 

结果  110 例功能性便秘患儿中，结肠传输时间正常者 49（44.5%）例，传输时间延长者 61

（55.5%）例，其中慢传输型便秘 10（9.1%）例 ，出口梗阻型便秘 50（45.5%）例，混合型便秘

1（0.9%）例。传输时间正常患儿的布里斯托大便分型：Ⅰ型 21 例，Ⅱ型 18 例，Ⅲ型 7 例，Ⅳ型

1 例，Ⅴ2 例；慢传输型便秘患儿的布里斯托大便分型：Ⅰ型 3 例，Ⅱ型 4 例，Ⅲ型 2 例，Ⅳ型 1

例；出口梗阻型便秘患儿的布里斯托大便分型：Ⅰ型 18 例，Ⅱ型 22 例，Ⅲ型 6 例，Ⅳ型 4 例；1

例混合型便秘患儿的布里斯托大便分型为Ⅰ型。与传输时间正常患儿相比，慢传输型便秘患儿排便

频率、排便持续时间、排便疼痛频率无明显差异；出口梗阻型便秘排便频率显著降低

（P<0.05），排便持续时间、排便疼痛频率无明显差异。而慢传输型便秘与出口梗阻型便秘的排

便频率、排便持续时间、排便疼痛频率均无显著差异。 

结论 儿童功能性便秘 44.5%患者结肠传输时间正常，在 55.5%结肠传输时间延长的患儿中，以出

口梗阻型为主，占 45.5%，其次为慢传输型，混合型便秘少见。不同类型儿童功能性便秘的相关临

床症状无明显特异性表现。 

 
 

OR-29 

脂联素与酒精性脂肪胰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及其机制 
 

杨文娟,李静,黄路明,黄志寅,唐承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脂联素是脂肪细胞分泌的一种脂肪因子。低脂联素血症参与饮酒导致的多脏器脂代谢紊乱。

甜菜碱可纠正酒精性低脂联素血症。该研究旨在探讨脂联素与酒精性脂肪胰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及其

机制。 

方法 45 只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 3 组：1）对照组：予以纯水；2）乙醇组：予以 25%

（vol/vol）乙醇溶液；3）甜菜碱组：予以 25%（vol/vol）乙醇+1%（wt/vol）甜菜碱溶液作为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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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酶比色法检测胰腺甘油三酯（TG）和游离脂肪酸（FFA）。油红 O 染色和透射电镜观察

胰腺形态。ELISA 测定血清和胰腺脂联素、瘦素和 TNF-α 水平。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和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免疫组织化学、Western blot 和实时定量 PCR（qRT-PCR）测定胰腺固醇调节元

件结合蛋白（SREBP）-1c 和脂肪酸合成酶（FAS）水平。脂联素对乙醇干预的 SW1990 细胞

SREBP-1c 表达的影响采用 Western blot 和 qRT-PCR 检测。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饮酒组胰腺腺细胞中出现大量脂滴沉积，胰腺 TG 和 FFA 含量分别增加

89.6% 和 88.5% （P<0.01），而血清和胰腺脂联素明显降低 61.0% 和 44.1%（P<0.01）。甜菜

碱组与饮酒组相比血清和胰腺脂联素显著增高，胰腺腺细胞脂质沉积明显减轻，胰腺 TG 和 FFA

含量明显降低，且均维持在对照组水平。与对照组相比，饮酒组血清瘦素水平明显增高

（P<0.01）；而甜菜碱组与饮酒组相比血清瘦素水平无明显差异（P>0.05），仍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血清脂联素水平与胰腺 TG 和 FFA 含量均呈明显负相关（r=-0.656， P=0.000；r=-

0.633，P=0.000），且为独立影响因素。但胰腺脂联素和血清瘦素不是胰腺 TG 和 FFA 含量的独

立影响因子。而血清和胰腺 TNF-α 和胰腺瘦素低于检测下线。与对照组相比，胰腺 SREBP-1c 和

FAS 表达明显增高；甜菜碱组与饮酒组相比胰腺 SREBP-1c 和 FAS 表达明显减低且保持在对照组

水平。体外实验显示，乙醇诱导 SW1990 细胞 SREBP-1c 蛋白和 mRNA 表达明显增高（P < 

0.01）；脂联素（0.5 μg/mL）能显著抑制乙醇（100 mmol/L）诱导的 SREBP-1c 表达增加（P < 

0.01）。 

结论 血清脂联素与酒精性脂肪胰严重程度呈负相关，其机制与脂联素下调胰腺 SREBP-1c-FAS 表

达抑制脂质合成相关。 

 
 

OR-30 

急性胰腺炎并发呼吸衰竭的危险因素分析 
 

金梦,张慧敏,陈轩馥,武美序,钱家鸣,杨红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呼吸是重症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中最早受累的器官之一，对预后有重要影

响。本研究通过分析 AP 早期合并呼吸及器官功能衰竭的危险因素，加强对器官衰竭的早期识别，

指导临床工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1 日北京协和医院收治的 AP 患者，搜集患者

人口学资料及入院 48 小时内的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资料。急性胰腺炎、胰腺坏死的诊

断标准均依据 2012 年亚特兰大新分类标准。呼吸衰竭的诊断标准依据改良 Marshall 评分。采用单

因素 ANOVA 分析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进行危险因素分析。 

结果 1、共 271 例 AP 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 158 例（58.3%），平均年龄 49.8±18.5 岁，入

院 24 小时内出现呼吸衰竭患者 65 例（24.0%），持续呼吸衰竭（呼吸衰竭时间>48 小时）患者

39 例（14.4%）。2、单因素 ANOVA 分析显示，24 小时内呼吸衰竭患者在体重、病因、是否胰腺

坏死、腹部症状、体温、心率、呼吸及实验室指标上与非呼吸衰竭患者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入院即刻的心率、呼吸频率、血 WBC、Urea 以及胰腺坏死是

24 小时内呼吸衰竭的独立危险因素。3、持续呼吸衰竭患者在病因、胰腺坏死、腹部症状、生命体

征及实验室指标上与非持续呼吸衰竭患者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入院

即刻呼吸频率、平均动脉压及血 K、Urea、Lac 以及胰腺坏死是持续呼吸衰竭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胰腺坏死、生命体征、WBC、Urea、Lac、K 等有助于早期识别 AP 患者是否合并呼吸衰竭，

并可帮助预测器官衰竭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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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31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联合液体隔离量对急性胰腺炎严重程

度的预测价值 
 

韩超群,曾珺,蔺蓉,钱伟,刘俊,丁震,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近年来急性胰腺炎发病率逐年增高，病情复杂多变、并发症及死亡率高，早期准确预测急性

胰腺炎严重程度对判断其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联合液体隔离量（fluid sequestration，FS）预测急性胰

腺炎严重程度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28 例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其分为轻度急性胰腺炎(MAP)及重度急性

胰腺炎组(SAP)，观察各组患者外周血 WBC，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NLR 及 FS 在入院后第 1

天、第 2 天、第 3 天时的动态变化。Spearman’s 等级检验评估 NLR 及 FS 与 Ranson 评分、住院

天数的相关性，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 Ranson 评分、NLR、FS 及 NLR 联合 FS

预测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有效性。 

结果 SAP 组 NLR 及 FS 水平在 SAP 组患者中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与

Ranson 评分及住院天数呈正相关（分别为 r=0.329．P=0.000；r=0．174，P=0.002；r=0．549，

P=0.000; r=0.309．P=0.000）。入院后第 1 天、第 2 天、第 3 天 NLR 预测 SAP 曲线下面积为

0.723（CI=0.672-0.771）, 0.762（CI=0.712-0.807）, 0.711（CI=0.659-0.760）,敏感性 77-82%,

特异性 50-55%，阳性预测值 60-63%，阴性预测值 71-76%（对应阈值为 9.64, 6.66,6.50）；FS 

预测 SAP 曲线下面积 0.660（CI=0.606-0.711）, 0.717（CI=0.665-0.765）, 0.675（CI=0.621-

0.725），敏感性 62-75%,特异性 51-57%，阳性预测值 57-60%，阴性预测值 61-70%（对应阈值

1375ml, 2345ml ,3424ml）。将 NLR 与 FS 联合后可提高诊断敏感性达 82.3%，曲线下面积与

Ranson 评分相似（0.810 vs 0.824，P=0.6054）。 

结论 NLR 及 FS 水平与急性胰腺炎疾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NLR 联合 FS 在预测急性胰腺炎严重

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OR-32 

大肠疾病和大肠癌筛查预警系统的初步建立 
 

王淑芳
1
,杨云生

1
,孙刚

1
,栾哲

1
,李丛勇

1
,周恩明

1,2
,陈俊

1
,齐诗蕊

1
,王会超

13
,牛太阳

14
,王聪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北京明辰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3. 北京永洪商智科技有限公司 

4.北京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目的 探索基于症状学评分的大肠疾病和大肠癌筛查预警系统，并完成其对大肠器质性疾病良恶性

判定预测力的评估，为探索建立结肠镜检查决策的提供依据。 

方法 对拟行结肠镜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包括：一般情况、既往史、症状和患者自查的体征等，

以结肠镜检查和组织活检判断有无大肠疾病和/或大肠癌。从 2456 调查问卷中随机抽取 1000 份病

例，完成各项特征点与结肠镜结果的相关分析，通过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计算其危险度（odd 

ratio, OR 值）。对各项特征点进行人工赋值，原则为：（1）对 6 项公认的结肠癌报警症状(暗红色

血便、大便潜血阳性、不明原因消瘦、不明原因贫血、腹部包块、腹水)赋值均为 10 分；（2）对

与结肠镜检查大肠疾病和大肠癌两项均有相关性的数据点，根据 OR 值排序赋值 6-9 分；（3）对

与大肠疾病有相关性而与大肠癌无相关性数据点赋值 3-5 分；（4）与二者均无相关性者赋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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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再将所有病例随机分为 4 组，进行人工赋值系统建立的大肠疾病和大肠癌预警模型验证及测

试，以预测两类疾病准确率最高的 cut-off 值为最优化模型。 

结果 基于临床主诉建立的赋值模型特征点数目 23 个，其中 OR 值＞1 的大肠疾病及癌的特征点分

别为 17 个和 11 个。该系统对大肠疾病及恶性疾病的最优化 CUT-OFF 值是 46 分、45 分。对大肠

疾病和大肠癌的预测敏感度及准确率为 80%、60%。通过四次抽样测试，该模型对大肠良、恶性

疾病预测的整体识别能力呈上升趋势（拟合函数[fitting function, FF]： 0.014、0.010）。 

结论 我们首次建立基于症状学为主的大肠疾病/癌预警系统，通过特征数据点选取和人工赋值，建

立评分为主的预测模型。通过抽样测试选取最优化 CUT-OFF 值，该系统操作简易，对大肠的良恶

性疾病有较好的判定和预测价值。通过更多数据验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模型，最终建立结肠镜检

查申请决策平台。 

 
 

OR-33 

GSDMD plays a key role as a pyroptosis executor of non-
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and colitis 

 
梁洁,许冰,陈迪,吴开春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Gasdermin D (GSDMD) executed programmed necrosis in inflammation and controls IL-1β 

release. However, the role of GSDMD in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 and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remains unclear. 

方法 Human tissues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patients and control subjects as 

well as ulcerative colitis (UC) were obtained to evaluate GSDMD expression. GSDMD knockout 
(GSDMD-/-) mice, obese db/db mice and their wild-type (WT) littermates were used further.  

结果 GSDMD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liver tissues of human NAFLD and colitis compared 

to their normal counterparts. GSDMD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secret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1β, TNF-α and MCP-1) and persistent activation of NF-ĸB signaling 
pathway.GSDMD-/- mice showed similar results. 

结论 GSDMD plays a key role as a pyroptosis executor in the pathogenesis of steatohepatitis of 

NASH and colitis by controlling cytokines secretion, NF-ĸB activation and lipogenesis. 
  
 

OR-34 

轻微型肝性脑病患者肠道微生态的变化及其对疗效的影响 
 

王吉耀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通过对轻微型肝性脑病患者肠道微生态的分析，探讨乳果糖治疗前后以及治疗有效和无效者

肠道菌群的特点和功能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在全国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在住院肝硬化患者中筛选出 MHE 患

者 2:1 随机分入乳果糖组（30-60ml，每天 2 次，60 天）和空白对照组。60 天后再进行认知功能、

生活质量、肝功能和肠道菌群评估。收集健康志愿者与 MHE 患者治疗前后新鲜粪便，-80ºC 保

存、干冰运输到上海中心实验室，进行 DNA 抽提并采用 Illumina MiSeq 平台进行测序。本研究

中，对采集样本进行了 alpha-多样性分析、物种丰富度方差分析，并采用 PICRUSt 进一步分析了

群落功能基因，在 KEGG-L2 水平涵盖了器官系统、代谢、人类疾病、遗传信息、环境信息、细胞

进程及未定型等 7 个类别。比较 MHE 患者与健康志愿者、MHE 患者乳果糖治疗与否、有效者与无

效者之间的肠道菌群及菌群功能差异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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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研究纳入健康志愿者 24 例、乳果糖治疗组 36 例（其中有效 25，无效 11 例）、空白对照

组 17 例，共 77 例研究对象、130 份粪便样本，分析得到高通量序列 6302897 个高质量序列。

alpha-多样性分析显示，乳果糖治疗后群落多样性增高。与健康志愿者相比，MHE 患者肠道菌群

中的变形菌门显著增多（4.65% vs 12.27%，p<0.05）。乳果糖治疗后，肠道菌群改变，其中双歧

杆菌、乳酸杆菌、瘤胃球菌增加，而理研菌科下降。乳果糖有效与无效患者中，放线菌门、拟杆菌

门、厚壁菌门及变形菌门下多个菌科存在显著差异（p<0.05）。PICRUSt 菌群代谢功能预测显示

健康志愿者与 MHE 或者在多类别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氨基酸代谢功能。在进一步分析乳果糖治

疗有效与无效患者的治疗前后菌群功能变化，发现有效与无效患者在多个功能类别上存在显著差

异，尤其是在代谢功能方面，乳果糖有效组治疗后总体菌群的代谢功能降低，而乳果糖无效组则为

增强。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基线 NCT 测定值可预测口服乳果糖疗效。 

结论 MHE 患者肠道菌群构成和功能与健康志愿者间存在显著差异。乳果糖对 MHE 的治疗作用可

能与其改善肠道微生态的及菌群代谢功能变化有关。 

 
 

OR-35 

低剂量利福昔明预防失代偿期肝硬化肝性脑病的临床价值 
 

谭炜,曾欣,谢渭芬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评估低剂量利福昔明（800mg/d）在预防失代偿肝硬化患者发生肝性脑病（Hepatic 

encephalopathy，HE）中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上海长征医院住院医院治疗的，符合纳入标准，

不符合排除标准的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通过电话、门诊和查阅住院病历的形式进行获取患者随访

信息，直至患者发生终点事件或研究结束。本研究收集肝硬化患者首次入院及随访第 6 个月的可能

与预后相关的指标，包括患者一般情况、既往史和肝硬化并发症情况、实验室指标、影像学指标、

心电图、胸片，患者生存情况和肝移植情况、利福昔明治疗不良事件情况。本研究将纳入的患者分

为对照组和利福昔明组，利福昔明组为口服利福昔明 800mg/d 连续治疗 6 个月的患者，对照组为

仅给予常规对症支持治疗的患者。终点事件的判定：本研究以首次入院治疗为起始时间，随访时间

为半年，终点事件为患者发生 HE。累积 HE 发生率的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和 Log-rank

检验。所有统计学结果均以 P<0.05 为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低剂量利福昔明（800mg/d）治疗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 6 个月后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显著低

于治疗前[（26.44±11.41）μmol vs（39.92±29.09）μmol，P=0.046]，治疗后血清白蛋白水平显著

高于治疗前[（34.36±6.42）g/L vs（31.14±4.03）g/L，P=0.047]；治疗后 Child-Pugh 评分较治疗

前显著降低（6.81±1.50 vs 8.35±1.61，P=0.001）。治疗 6 个月后，利福昔明组患者累积 HE 发病

率低于对照组（8.0% vs 17.2%）,但无显著差别（P=0.291, Log-rank 检验）。将 HE 患者分为既

往无 HE 史和有 HE 史两个亚组，在无 HE 史患者中对照组与利福昔明组治疗 6 月后 HE 发病率无

统计学差异，但既往有 HE 史患者中利福昔明组治疗 6 月后 HE 发病率显著低于对照组（75% vs 

12.5%，P=0.030）。 

结论 低剂量利福昔明（800mg/d）可有效预防既往有 HE 史的患者复发 HE，同时可改善肝硬化患

者肝功能，且利福昔明用药不良事件少，安全性高，是一种全新的预防 HE 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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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36 

VDR 通过炎症及胰岛素信号调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张虹,虞朝辉,张洁,张瑜玮,陈祎,余梦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炎症和胰岛素信号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新近研究表明维

生素 D 受体（VDR）基因在代谢相关疾病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然而其在 NAFLD 中作用机制尚

未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 VDR 基因通过调节炎症和胰岛素信号在 NAFLD 发病中的影响及其具体

机制。 

方法 采用人正常肝细胞 7701 细胞系，经软脂酸(PA)刺激 24h 构建 NAFLD 细胞模型；通过高脂饮

食喂养肝细胞 VDR 基因条件性敲除的 C57 小鼠建立 NAFLD 动物模型，在体外运用 siRNA 干扰

VDR 在 7701 细胞的表达，用 1,25（OH）2VD 刺激 7701 细胞诱导 VDR 过表达。测定肝 TG 含

量，采用油红 O 染色观察肝脂变程度，运用 q-PCR 检测炎症因子表达变化，运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 NF-κB 炎症信号通路和 IRS1-AKT 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表达变化。运用 GTT、ITT 试验评

价小鼠胰岛素敏感性。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在 NAFLD 动物模型中，VDR 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细胞模型中 VDR 表

达先代偿性升高，随后显著下降。肝细胞特异性 VDR 敲除小鼠相比于对照 Flox 小鼠，在高脂喂养

后肝脏脂肪变性程度明显加重，肝脏 TG含量显著升高，GTT 和 ITT 试验表明敲除小鼠葡萄糖耐量

和胰岛素耐量受损；同样地，在 7701 细胞中对 VDR 进行干扰后，TG 升高。1,25（OH）2VD 刺

激 7701 细胞后，可以降低 PA 诱导升高的 TG 水平。进一步在细胞上的机制研究揭示 NF-κB 炎症

信号通路和 IRS1-AKT 胰岛素信号通路在 VDR 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调节过程中起主要介导作用。 

结论 VDR 基因可能通过调节炎症和胰岛素信号影响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生发展。 

 
 

OR-37 

超声内镜、ARFI 与肝脏病理联合评估早期肝硬化的价值 
 

周学超
1,2

,李嘉
1
,陆伟

1
,高敏

1
,马莹

1
,周莉

1
,王春妍

1
,翟璐

1
 

1.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  比较超声内镜（EUS）和胃镜（EGD）辅助早期肝硬化诊断的作用，以及分析 EUS 联合肝

脏病理（LH）和 ARFI诊断早期肝硬化。 

方法 收集 214 例存在慢性肝损伤患者，全部行 EGD、EUS、LH、 ARFI检查。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或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分别构建 EUS-

ARFI 、EUS-LH、ARFI-LH 和 EAL（EUS and ARFI and LH）肝硬化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

曲线特征（ROC）和曲线下面积（AUROC）评价不同诊断方法预测早期肝硬化的效能。 

结果 临床诊断为慢性肝病患者 146 例，早期肝硬化（child-pugh A 级）患者 68 例。早期肝硬化组

EGD 下有静脉曲张 26 例（38.2%），EUS 下有静脉曲张 48 例（70.6%），早期肝硬化组 EUS 下

静脉曲张明显比例高于 EGD（P=0.002），EGD 和 EUS 下早期肝硬化组静脉曲张比例均高于慢性

肝病组（38.2% vs 5.5%, P=0.000；70.6% vs 28.8%，P=0.000）。早期肝硬化组 ARFI高于慢性

肝病组（1.65 vs 1.27m/s，P=0.000），其预测早期肝硬化 cutoff 值为 1.36m/s。早期肝硬化组肝

脏病理可见假小叶有 28 例（41.2%）。EAL 预测早期肝硬化优于 EUS（P<0.0001）、ARFI

（P<0.0001）、LH（P<0.0001）、EUS-ARFI（P=0.0009） 、EUS-LH（P=0.0013）和 ARFI-

LH（P=0.0160），其 AUROC 面积是 0.891（95%CI：0.840-0.930）。 

结论 早期肝硬化时 EUS 优于 EGD 发现食管和胃底静脉曲张并用于辅助早期肝硬化的诊断。

EUS、 LH 和 ARFI联合诊断可显著提高早期肝硬化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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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38 

熊去氧胆酸治疗胆囊结石的前瞻性多中心队列研究 
 

史晨辰,张媛媛,刘玉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熊去氧胆酸（UDCA）治疗胆囊胆固醇性结石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为临床胆囊胆固醇性

结石的内科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对 UDCA 治疗胆囊胆固醇性结石的效果进行前瞻性多中心队列研究。收集自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10 月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佑安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的胆囊胆固醇性结石患者，入组患者结石直径≤10mm 且

透 X 线。采集患者基本信息，对其胆源性腹痛及消化不良症状评分，记录 B 超所示胆囊结构及胆

囊结石的类型和大小。治疗组予 UDCA 10mg/kg/d 睡前顿服共计 6 个月，对照组无药物治疗。每 3

个月随访，6 个月时复查腹部 B 超。分析两组治疗前后胆囊结石体积及症状变化，以及 UDCA 溶

石治疗效果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计 100 例患者完成随访，UDCA 治疗组 55 例，对照组 45 例，两组间性别、年龄、合并疾

病情况、以及胆囊结构及结石特征均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治疗组应用 UDCA 10mg/kg/d 6

个月，完全溶解率为 16.4%，部分溶解率为 23.6%，治疗有效率为 40.0%，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经 logistic 分析，UDCA 溶石效果的影响因素有胆囊结石病程（OR 0.859, 95%CI 0.746-0.988，

p=0.033）和胆囊壁粗糙（OR 0.073, 95%CI 0.008-0.638, p=0.018）。UDCA 治疗组治疗后较治

疗前胆源性腹痛评分显著降低（ p=0.000），6 个月随访时治疗组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31）。UDCA 治疗组治疗后较治疗前消化不良评分显著降低（p=0.005），但 6 个月随访

时治疗组与对照组消化不良评分仍无显著差异（p=0.091）。 

结论 1. 应用 UDCA 10mg/kg/d 6 个月治疗透 X 线的胆囊胆固醇性结石，完全溶解率为 16.4%，部

分溶解率为 23.6%，治疗有效率为 40.0%。2. 胆囊结石病程长及胆囊壁粗糙是 UDCA 溶石治疗效

果不佳的影响因素，胆囊结石病程长是其独立影响因素。3. UDCA 可显著改善胆囊结石患者胆源性

腹痛及消化不良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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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39 

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非干预研究评价美沙拉秦在溃疡性结肠炎

维持期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胡品津
1
,陈旻湖

2
,刘思德

3
,吴开春

4
,王化虹

5
,侯晓华

6
,魏东

7
,庞智

8
, 

沈洪
9
,马用江

10
,蒋益

11
,田字彬

12
,于成功

13
,吕农华

14
,郝建宇

15
,陈东风

16
,刘艳迪

17
, 

赵晔
18

,王巧民
19

,王英德
20

,唐文
21

,王江滨
22

,战淑慧
23

,汪芳裕
24

,杨玉秀
25

,罗和生
26

 

1.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4.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6.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附属协和医院 

7.解放军第 150 医院 

8.苏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9.江苏省中医院 

10.鹤壁市人民医院 

11.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2.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3.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4.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6.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7.天津市人民医院 

18.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9.安徽省立医院 

20.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2.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23.青岛市市立医院 

24.南京军区总医院 

25.河南省人民医院 

26.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美沙拉秦在长期维持期治疗中的中国数据目前并不多见。此项前瞻性、多中心、非干预研究

旨在评估美沙拉秦在中国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维持期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在 2013 年 4 月 24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0 日，中国 26 家中心纳入了确诊为轻或中度 UC 的患

者。UC 患者均使用美沙拉秦缓释颗粒（艾迪莎®，0.5g/袋）用于维持期治疗。研究者每 90 天对患

者进行一次随访，观察直至疾病复发或最长 5 年结束。在第 17 次随访（1440 天）时按照计划进行

第四次中期分析，使用研究人群数据对疗效进行评估。研究人群定义为所有被招募并签署知情同意

的患者，并且至少使用过一次美沙拉秦。主要目的是评估美沙拉秦预防 UC 复发的疗效。次要目的

是评估预测 UC 复发或结直肠癌的生物或组织学参数。安全性评价是通过患者自发报告不良事件到

药物警戒数据库来完成。 

结果 总共 606 名患者被纳入研究，其中 4 名患者数据缺失，最终 602 名患者被用于 UC 复发的分

析。截止到第 17 次随访，总共 167 例患者复发，因为研究尚未完成 UC 复发的中位时间未能获

得。在第 360、720、1080 和 1440 天，UC 累计复发率分别为 18.2%（95%CI：15.2%；

21.5%），25.1%（95% CI：21.7%；28.7%），27.1%（95% CI：23.6%；30.8%）和 27.6%

（95% CI：24.0%；31.3%）。从基线到第 360、720、1080 和 1440 天的平均生活质量总评分变

化值分别为 9.6，12.4，13.4 和 16.4。在第 360、720 天，便血的累计复发率为 22.4%和 29.7%。

在第 1080 天和 1440 天没有新发便血的患者。总共有 208 例首发便血事件，首发便血的中位时间

为 72 个月。从基线到第 360、720、1080 和 1440 天的改良梅奥评分变化分别为-0.5，-0.6，-0.8

和-1.2。至第 17 次随访，没有新发结直肠癌报告，并且生物标志物未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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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中国 UC 患者长期维持治疗中使用美沙拉秦是有效且耐受性良好的。在这项观察性研究的

中期分析中，累计复发率低于目前已发表的文献，这提示了长期维持治疗的重要性。在此研究结束

后还将继续探索影响 UC 发展为结直肠癌的因素。 

 
 

OR-40 

小肠克罗恩病 37 例临床特点及诊断策略分 
 

陈丹,吴东,刘炜,周炜洵,钱家鸣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探究结肠镜检查未发现病变的小肠克罗恩病（Small bowel Crohn’s disease, SBCD）患者与

结肠镜检查发现病变的 SBCD 患者临床特征的异同及 SBCD 患者的诊断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于 1994 年至 2013 年期间在我院诊断并且完成结肠镜检查的 37 例 SBCD 患者的

临床资料，根据结肠镜下是否发现病变分为结肠镜检查阳性组（n=25）和结肠镜检查阴性组

(n=12)。 

结果 结肠镜检查阴性组 SBCD 患者就诊于我院时病程及诊断用时均较结肠镜检查阳性组 SBCD 患

者长（74.1±107.9 月 vs 32.4±44.2 月,P=0.031；51.4±92.7 月 vs 13.9±29.8 月,P=0.009）。结肠

镜检查阴性组 SBCD 患者呕吐、肠外表现及口腔溃疡发生率均较结肠镜检查阳性组低(66.67% vs 

28.00%，P=0.036；16.67% vs 68.00%，P=0.005；8.33% vs 60.00%，P=0.004）。结肠镜检查

阴 性 组 红 细 胞 沉 降 率 （ Erythorcyte sedimentation rate ， ESR ） 及 超 敏 C 反 应 蛋 白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升高比例均低于结肠镜检查阳性组(33.33% vs 

72.00%,P=0.036；33.33% vs 90.00% ，P=0.013)。与结肠镜检查阳性组相比，结肠镜检查阴性组

回盲部受累比例更低（41.67% vs 100.00%，P=0.000），而两组的上消化道、空肠、回肠受累比

例无差异。结肠镜检查阴性组和结肠镜检查阳性组行胶囊内镜、小肠镜、CT 小肠成像（Computed 

axial tomography enterography，CTE）比例分别为 41.67% vs 12.00%(P=0.083)、66.67% vs 

28.00% (P=0.036)、91.67% vs 56.00%（P=0.058）。结肠镜检查阴性组 CTE 发现肠壁增厚、浆

膜面毛糙比例低于结肠镜检查阳性组 (54.55% vs 100.00%，P=0.009；0.00% vs 50.00%，

P=0.008）。两组患者内镜下表现、手术比例及手术镜下病理表现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结肠镜检查阳性组 SBCD 患者疾病炎症活动程度更高；对于疑诊 SBCD 的患者，建议完善

CTE 联合内镜(胶囊内镜或小肠镜)检查，可提高小肠病变的检出率。 

 
 

OR-41 

黏膜愈合可预防克罗恩病致残事件的初发及再发 
 

黄珊珊,李莉,张盛洪,冯瑞,邱云,陈白莉,何瑶,曾志荣,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黏膜愈合是克罗恩病（CD）“Treat to Target”治疗策略中的核心靶标，该治疗策略旨在预防残

疾的发生。然而并无相关数据表明达到内镜下黏膜愈合能减少 CD 中残疾的发生。本研究旨在探讨

CD 致残事件的发生率及黏膜愈合和致残事件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回顾性研究，共纳入 319 例 2004 年至 2016 年间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连续随访至少 1 年的 CD 患者。主要结局为致残事件的发生，次要结局为致残事件再发。致残事件

定义为以下事件其中之一：手术，达到三次及以上住院治疗，激素依赖和新发不良事件如肠道穿

透、肠道狭窄或肛周病变。本研究使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生存数据并估算致残事件的累积发生

率，使用 Log-rank test 及 Cox 风险比例模型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结果 在中位数随访时间为 37.2 月（四分位数间距：22.7 -57.6 月）的时间里，319 例 CD 患者中

有 117 例（36.7%）发生致残事件，其中有 29 例（9.1%）再发致残。明确诊断 CD 后随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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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年，致残事件的累积发病率分别为 12.5%、30.6%、45.0%、78.2%。多因素分析表明黏膜

愈合是致残事件发生的独立保护因素(风险比 [HR]: 0.213; 95% 置信区间 [CI]: 0.124-0.365)，而初

诊时穿透型的疾病行为则为独立危险因素(HR: 2.881; 95% CI: 1.783-4.656)。在黏膜愈合的患者

中，手术、新发穿透及新发狭窄的发生显著低于未达粘膜愈合的患者（分别为 p = 0.003, p < 

0.001, p = 0.003）。另外在已发生致残事件的 117 例 CD 患者中，致残前达到黏膜愈合可独立地

预防致残事件的再发（HR:0.092; 95% CI: 0.012-0.714）。但在致残前未达黏膜愈合的 101 例 CD

患者中，致残事件初发后达到黏膜愈合并不能预防致残事件再发（HR:0.747; 95% CI: 0.283-

1.968）。 

结论 致残事件在中国 CD 患者中常见，且其发生率在随访过程中不断增高。但在致残事件发生前

达到黏膜愈合可预防致残事件的初发及再发。 

 
 

OR-42 

溃疡性结肠炎的自然病程分析 
 

邱云,李玉斐,陈白莉,张盛洪,何瑶,毛仁,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不同临床特征患者进行药物使用率、激素疗效、疾病范围进展等若干提示预后的临床

变量的差异性分析，了解本地区 UC 患者自然病程特点、影响药物疗效的危险因素，同时明确疾病

范围进展的危险因素和与预后的关系。 

方法 以 200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间我科 IBD 门诊就诊和（或）住院治疗的确诊的 UC 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记录患者自确诊至末次随访期间疾病严重程度、药物使用情况及疗效、内镜下疾病范

围、结肠切除术等。对以上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使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各临床事件的累

积发生率，log rank 法用于比较各分层因素间临床事件累积发生率差异，COX 回归模型评价影响各

临床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疾病范围进展指内镜下见病变向近端的肠段进展。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632 例患者，男女比例为 1.42:1，中位年龄 42.1 岁，UC 病程中仅使用 5-ASA

制剂的患者占 59.0%；曾使用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的患者分别占 35.4%、17.3%、

1.7%。不同性别、发病年龄、确诊时疾病范围、确诊时疾病严重程度不同的患者药物使用率方面

均存在差异。632 例 UC 患者自确诊至末次随访期间 88 例（13.9%）出现激素依赖，11 例

（1.7%）出现激素无效，61 例（9.7%）曾出现重度 UC，87 例（13.8%）出现疾病范围进展，10

例（1.6%）接受结肠切除术。病程中出现激素依赖的患者其疾病范围累积进展率相对较高

（p=0.042）；而性别、吸烟状态、发病年龄、确诊年龄、确诊时疾病范围及严重程度等均不是疾

病范围进展的危险因素。进展组患者在确诊后第 1-5 年时激素累积使用率为 28.2%、39.0%、

43.6%、48.9%、59.7%，未进展组则为 22.9%、28.3%、32.4%、36.8%、40.8%，进展组激素累

积使用率高于未进展组（p=0.025）；进展组患者在确诊后第 1-5 年时免疫抑制剂累积使用率为

9.6%、20.9%、27.0%、31.0%、41.9%，未进展组则为 6.3%、10.0%、16.0%、17.9%、

20.4%，进展组免疫抑制剂累积使用率高于未进展组（p=0.000）；两组间激素依赖、激素无效、

重度 UC、结肠切除手术累积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确诊时疾病范围广泛者，激素、免疫抑制剂使用率相对较高。病程中曾出现疾病范围进展的

患者，其激素、免疫抑制剂累积使用率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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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43 

粪菌移植升阶策略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估 
 

李倩倩
1,2

,丁筱
1,2

,张发明
1,2,3

,聂勇战
4
,吴开春

4
,樊代明

4
 

1.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医学中心 

3.南京医科大学整合肠病实验室 

4.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消化疾病研究所 

 

目的 粪菌移植对多种疾病均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因而成为目前医学研究的热点。本研究旨在评

估粪菌移植升阶治疗策略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本临床研究纳入从 2012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入我院进行粪菌移植治疗的中度至重度溃疡

性结肠炎患者，我们采用部分 Mayo 评分来评估粪菌移植的疗效、EQ-5D 指数监测患者治疗前后 1

年生活质量的变化。粪菌移植升阶治疗由 3 个步骤组成，包括：第 1 步，单次粪菌移植治疗；第 2

步，2 次及 2 次以上粪菌移植治疗；第 3 步，粪菌移植治疗后加用免疫抑制剂。在长期随访中，我

们还评估了每次粪菌移植的安全性，随访时间最长达到 5 年。 

结果 本试验共纳入 149 名中度到重度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其中 124 名患者完成了最终调查和随

访。粪菌移植升阶治疗策略的 3 个步骤在第一次粪菌移植治疗后 1 个月分别取得了 46.8%、62.9%

和 74.2%的临床应答率。患者治疗后 1 年的生活质量较治疗前 1 年有明显改善（p＜0.01）。总计

278 次粪菌移植中，共发生粪菌移植相关的不良反应事件 48 例，且使用自动化分离机器制备的菌

液进行粪菌移植不良反应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使用人工制备的菌液（p＜0.001），但是两者的临床

疗效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粪菌移植升阶治疗策略对于中度到重度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来说是安全、有效的，同时可以显

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自动化分离机器在不影响粪菌移植临床疗效的前提下可显著减少相关不良反

应事件的发生率。 

 
 

OR-44 

内脏脂肪素在大鼠结肠平滑肌细胞收缩障碍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张灵,汤玉蓉,林琳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源于脂肪组织的脂肪因子如内脏脂肪素（VF）介导了代谢紊乱诱发的全身低度炎症，而炎症

介质可以通过干扰平滑肌 Ca2+转运等途径影响胃肠平滑肌细胞收缩。既往研究显示 VF 能够抑制

血管及子宫平滑肌收缩，但机制不明。本研究旨在探讨 VF 是否能够通过发挥其促炎效应参与结肠

平滑肌细胞收缩障碍。 

方法 在离体肌条试验中，取正常 SD 大鼠的结肠环状肌条，置于器官浴中用 K 氏液灌注，观察 VF

对 ACh 诱导的收缩的影响。体外结肠平滑肌细胞试验中，测量给予 VF 后结肠平滑肌细胞内 ROS

含量、NF-κB 核转录活性、膜 L 型钙通道（Cav1.2 通道）在 mRNA 及蛋白水平的表达、细胞内钙

离子浓度的改变和 MLC 磷酸化水平，观察 ROS 抑制剂（NAC）和干扰 NF-κB 对膜 Cav1.2 通道

表达的影响。 

结果 VF (200ng/ml)显著降低正常大鼠结肠环状肌条收缩力，在结肠平滑肌细胞试验中，给予 VF

（200ng/ml）引起结肠平滑肌细胞内 ROS 超载、NF-κB 核转录活性增加、膜 Cav1.2 通道表达下

调、胞外 Ca2+内流减少、最终使 MLC 磷酸化水平降低。ROS 抑制剂（NAC）和干扰 NF-κB 能逆

转 VF 引起的膜 Cav1.2 通道表达下调。 

结论 VF 可经 ROS/NF-κB 途径，从核转录水平降低结肠平滑肌细胞膜上 Cav1.2 通道的表达，通过

干扰 Ca2 +内流引起结肠平滑肌收缩障碍。肥胖、糖尿病等患者的血清 VF 水平升高，VF 可能参与

这些疾病状态下的结肠动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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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45 

对不同亚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类胶质细胞”特性的研究 
 

崔莲莲,施慧英,樊梦科,钱伟,丁震,蔺蓉,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本实验主要研究在体外模拟神经损伤高谷氨酸微环境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两个亚群—上

皮样骨髓间充质干细胞（eMSCs）和纤维样骨髓间充质干细胞（fMSCs）生物学特性的变化及差

异；进而探讨谷氨酸差异性刺激不同表型 MSCs“类胶质细胞”特性的统一机制和效能，为 MSCs 更

优化地启动激活肠神经再生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体外培养 MSCs, 利用 BMP-7 体外诱导建立经典 MET 表型转化模型,体外模拟神经损伤高谷

氨酸环境干预 MSCs，利用实时定量 PCR 技术检测两亚型 MSCs 的神经生长因子（NGF）、胶质

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DN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mRNA 的表达情况；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两亚型 MSCs 的 GDNF 及 p-ERK、ERK、胶原纤维酸性蛋白(GFAP)的表达情况；

Elisa 技术检测两亚型 MSCs 向胞外分泌 GDNF 的含量；流式细胞术检测两亚型 MSCs 的增殖特

性，进而探讨谷氨酸差异性刺激不同表型 MSCs“类胶质细胞”特性的统一机制和效能，为 MSCs 更

优化地启动激活肠神经再生提供理论基础。 

结果 1.从 RT-PCR、Western blot、Elisa 检测结果表明谷氨酸可以促使 fMSCs 的 GDNF等神经营

养因子表达增加，从而促进 fMSCs 向细胞外分泌 GDNF 增加，但是 MSCs 发生 MET 诱导，成为

以 eMSCs 为主的细胞亚群时，谷氨酸不再使其 GDNF 表达增加；即谷氨酸差异性刺激

eMSCs/fMSCs 的“类胶质细胞”特性。 2.eMSCs 和 fMSCs 差异性表达 ERK 信号通路，与 eMSCs

相比，fMSCs p-ERK 表达较高。3.谷氨酸可使 MSCs 的 p-ERK 蛋白表达增加，表明谷氨酸可以激

活 MSCs 细胞内 ERK 信号通路；此外，当抑制 ERK 信号通路后，谷氨酸不再使 MSCs 的 GDNF

表达增加；因此谷氨酸是通过激活 ERK 信号通路，进而促进 GDNF 分泌增加。4.流式细胞术结果

显示，谷氨酸对两亚型 MSCs 的增殖特性无明显影响。 

结论 神经损伤高谷氨酸微环境可以差异性地激活 eMSCs/fMSCs 的 ERK 信号通路，进而差异性调

控 eMSCs/fMSCs 的“类胶质细胞”特性，分泌 GDNF、NGF、VEGF 等神经营养因子，对促进肠神

经再生起到启动激活作用。 

 
 

OR-46 

鼠李糖乳杆菌上清液对感染后肠易激综合征大鼠 

5-羟色胺转运体表达调控的研究 
 

王玉明
1
,曹亚男

1
,丰立娟

2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邢台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利用空肠弯曲杆菌构建 PI-IBS 大鼠模型，给予不同浓度 LGG 上清液治疗，评估 LGG 上清液

对大鼠肠道 5-羟色胺转运体（Serotonin Transporter, SERT）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的调控作

用。 

方法 首先构建 PI-IBS 动物模型，25 只 SD 成年雄性大鼠予 PBS 溶液 2ml 灌胃持续 7 天，作为对

照组，85 只大鼠 1010cfu/ml 空肠弯曲杆菌菌悬液 2ml 灌胃持续 7 天，作为模型组；通过持续监测

排菌情况，评估是否进入感染后期；其次，随机抽取大鼠行肠道传输试验和腹壁撤退反射试验，评

价建模效果；最后，将大鼠重新分组，原对照组不变，命名为 M 组，予 PBS 溶液灌胃，模型组重

新分为 4 组，A 组予 PBS 溶液灌胃，B、C、D 组分别予未稀释、2 倍、3 倍稀释浓度的 LGG 上清

液灌胃，每只每天灌胃 2ml，共持续 4 周，应用 RT-PCR 和 Western-blot 技术检测结肠 SERT 表

达水平变化。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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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空肠弯曲杆菌感染急性期模型组体重显著下降，粪便湿重比明显增加，第 70 天进入感染后

期；模型评估显示大鼠肠道传输速率加快，呈内脏高敏感状态；B、C、D 组结肠 SERT mRNA 和

SERT 蛋白表达量均高于 A 组。B 组 2 周 SERT mRNA 表达水平是 2.67 倍 M 组（P = 0.018），

随着灌胃时间的增加，B 组表达量逐渐增加；C 组对肠道 SERT 上调作用与 B 组相似；D 组在第 1

周时表现显著上调作用，SERT mRNA 表达量约是 6.9 倍 M 组，但于灌胃 2 周后呈现骤降趋势，

为 2.3 倍 M 组。B、C、D 组对肠道 SERT 蛋白上调作用较为平稳，在灌胃后第 2 周、3 周，三组

组间差异较小，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空肠弯曲杆菌可以用来构建感染后肠易激综合征大鼠模型，在给予 LGG 上清液治疗后，大鼠

肠道组织 SERT mRNA 和 SERT 蛋白表达显著增高。 

 
 

OR-47 

不同亚型的钾离子通道在调控肠道离子和葡萄糖 

转运中的作用研究 
 

陈思源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的 K+通道在小鼠小肠中的表达与定位，并分析各类钾通道对离子和葡萄糖运输

的具体作用。 

方法 通过 Ussing Chamber 体外检测小肠短路电流和碳酸氢盐分泌情况；运用 RT-PCR, western 

blotting 和免疫组化技术证明不同钾通道在小鼠肠粘膜中的表达及定位；通过糖尿病小鼠造模，并

用药物 4-AP 和 TEA 进行处理，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分析不同钾通道的功能。 

结果 我们检测了小肠上皮中 KCa3.1 (KCNN4), Kv1.1, Kv1.3 以及 Kv7.1 (KCNQ1)这几种钾离子通

道对于离子转运和葡萄糖吸收的作用，发现在小鼠小肠中，Carbachol (CCh)、1-EBIO 和 forskolin

能够显著引起小肠短路电流和碳酸氢盐分泌，而 chromanol 293B 则不能引起此效应。此外，CCh

和 forskolin 在 KCNQ1 基因敲除小鼠和野生型小鼠中均可激发小肠短路电流和碳酸氢盐分泌。

Clotrimazole 在野生型小鼠中不能改变 forskolin 引起的小肠短路电流和碳酸氢盐分泌，但可以解除

KCNQ1 基因敲除小鼠中 CCh 引起的小肠短路电流和碳酸氢盐分泌。在小肠上皮细胞中，当细胞膜

去极化或是抑制 KCa3.1 时，可以通过 CFTR 通道而增加 HCO3-的通透率。葡萄糖能够显著激发

小肠短路电流，此作用能被 phlorizin, 4-AP, PAP-1 及 TEA 所抑制，但不受 clotrimazole 的影响。

最后，研究发现 4-AP 能显著抑制正常小鼠和糖尿病小鼠的体重增加，并且 4-AP 和 TEA 对降低糖

尿病小鼠的血糖含量具有重要作用。 

结论 1）KCa3.1 特异性调节 Ca2+介导的小肠离子转运和 HCO3
-分泌，但 Kv7.1 不参与 Ca2+和

cAMP 介导的离子转运；2）Kv1.1 和 Kv1.3 在调节肠道葡萄糖吸收中起重要作用，而 KCa3.1 不参

与此生理过程。3）KV 通道可能是通过调节正常和糖尿病小鼠的葡萄糖吸收而起到调节体重和血糖

作用的。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亚型的 K+通道在小肠离子和葡萄糖转运的调节中功能各

异。 

 
 

OR-48 

大鼠脂肪间充质干细胞促平滑肌细胞修复的实验研究 
 

阎丽,徐丽娟,阎丽,令狐恩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胃食管反流病（GERD）的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其发病机制主

要是由多种因素所致的食管下括约肌功能障碍，虽然药物治疗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症状，但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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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微创手术不能逆转受损的食道括约肌功能。脂肪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ADSCS）在平滑肌再生

过程中显示出多种分化潜能，为 GERD 的治疗提供新的视角。 

方法 体外实验部分采用 HE 染色、扫描电镜技术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细胞活体 3D 成像技术检测脂

肪间充质干细胞与再生丝素蛋白（RSF）的相容性。并利用 TGF-β1、PDGF-BB 和 β-巯基乙醇诱

导 ADSCs 分化为功能性平滑肌细胞，采用免疫荧光、PCR 及 Western 检测诱导成的平滑肌样细

胞。建立大鼠 GERD 动物实验模型。然后分别将 ADSCs、ADSCs-RSF、RSF 支架和诱导的平滑

肌细胞-RSF 移植到大鼠胃食管反流病的动物模型中，在移植的 2 周、4 周、6 周取材。 

结果 HE 染色、扫描电镜技术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细胞活体 3D 成像技术显示 ADSCs 与 RSF支架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免疫荧光、PCR 及 Western 显示 ADSCs 被成功诱导为功能性平滑肌细

胞。小动物活体荧光技术显示 ADSCs 能够长期在食管下端定植。同时实验结果结果表明，ADSCs

能促进 LES 的再生。HE 染色显示 ADSCs 组、ADSCs -RSF 组和平滑肌肌细胞-RSF 组食管粘膜

厚度明显大于对照组。ADSCs 组、ADSCs -RSF 组和平滑肌肌细胞-RSF 组食管黏膜炎症程度较

对照组轻。 

结论 ADSCs-RSF 复合材料对 GERD 损伤的修复具有巨大的治疗潜力，有望将来在临床开展治

疗。 

 
 

OR-49 

伴胸痛的难治性 GERD 患者的食道测压特点及 其 

症状相关因素分析 
 

李媛,段志军（通讯作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烧心、反流是胃食管反流病（GERD）的典型表现，近年来发现 GERD 患者中不典型症状的

发生率逐渐增加。许多 GERD 患者在应用双倍剂量的质子泵抑制剂（PPI）治疗 8-12 周后 GERD

症状仍无明显改善称为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RGERD），而这些 RGERD 患者的症状常以不典型

症状为主，其中胸痛最为常见。为明晰 RGERD 相关胸痛发生的原因及影响因素，进行本次研究。 

方法 研究招募 2016.02.15-2017.1.22 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就诊，符合入选标

准，不符合排除标准的门诊及住院的 RGERD 患者 83 例。根据是否伴有非心源性胸痛分为胸痛组

（P 组）及非胸痛组（NP 组），观察比较两组患者食道上括约肌（UES）、食道下括约肌

（LES）、食管远端收缩积分（DCI)等食管动力学参数及食管蠕动情况。同时行问卷调查，包括：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反流性疾病问卷(RDQ)、食管外症状调查问卷、SF-36 生活质量量表、生活暴

露因素调查问卷、Zung 焦虑自评量表（SAS）和 Zung 抑郁自评量表（SDS）等。根据胃镜结果

将 P 组分为反流性食道炎组（RE 组）、非糜烂性反流病组（NERD 组）、Barrett 食管组（BE

组），再根据胃镜下食道炎情况（LA 分级）将 RE 组分为 A 组、B 组、C 组、D 组，采用中文简

化版 McGill 疼痛问卷（SF-MPQ）对比 P 组不同组别间疼痛强度。 

结果 1.P 组患者 RDQ 评分明显高于 NP 组； 

2.P 组患者 LES 静息压、LES 残余压、DCI均较 NP 组低； 

3.NERD 组与 RE 组、NERD 组与 BE 组的疼痛强度具有明显差异； 

4.P 组患者对饮酒、咖啡、甜食、过饱、压力的暴露情况较 NP 组患者高。 

结论 1.反流可能是引起胸痛的原因。 

2.RGERD 患者胸痛的发生可能与 LES 静息压、LES 残余压及 DCI降低相关。 

3.伴胸痛的 RGERD 患者内镜下不同分型间胸痛强度存在差异。 

4.饮酒、咖啡、甜食、过饱、压力、焦虑、抑郁可能是 RGERD 患者胸痛发生的诱因。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8 
 

OR-50 

贲门失弛缓症 POEM 术后食管体部蠕动恢复相关因素分析 
 

张妮娜,凌亭生,王雷,吕瑛,杨天,郭慧敏,石亮亮,杨华,殷芹,邹晓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芝加哥标准中，贲门失弛缓症被定义为整合松弛压增加（IRP≥15mmHg），同时伴有食管体

部无正常蠕动。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被证实是缓解贲门失弛缓症状的有效治疗方法。然

而，POEM 术后食管体部蠕动能否恢复以及与什么因素相关，目前尚无研究。该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贲门失弛缓症 POEM 术后是否能改善食管体部动力，以及食管体部蠕动恢复的相关因素。 

方法 这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收集了 2014 年 1 月到 2016 年 5 月进行 POEM 手术的贲门失弛缓患

者。患者 POEM 术前、术后均进行高清食管测压，同时收集人口学资料，评估 Eckardt 评分（体

重减轻/吞咽困难/胸痛/胃食管反流）及术后 GERD-Q 评分。根据芝加哥标准 v3.0 判定的弱蠕动和

片段收缩被定义为食管体部蠕动恢复(图 1)。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分析

POEM 术后食管体部蠕动恢复的相关变量。 

结果 1）共有 103 名患者（46 名男性，平均年龄 40 岁）纳入研究，其中贲门失弛缓 I型 34 名，II

型 70 名，三型 2 名。24 名患者（23%）POEM 术后在食管远端 2/3 段可见蠕动收缩，包括 23 个

2 型（32%）和 1 个 3 型（50%）。2）应用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食管体部蠕动恢复与贲门

失弛缓症分型、术前 LES 静息压力， Eckardt 评分，体重减轻评分有明显相关性（P<0.05），与

性别、年龄、病程、术后 IRP、术后 LES 静息压力、手术前后 LES 静息压力差、手术前后 IRP 压

力差均无明显相关性。3）应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贲门失弛缓分型（P=0.009），术后

LES 静息压力（P=0.013），Eckardt 评分(P=0.002)，与术后食管体部动力恢复有明显相关性。

4）GERD-Q 评分与食管体部蠕动恢复有明显相关性（r=-0.589, P<0.001）。 

结论  POEM 术后部分贲门失弛缓患者食管体部蠕动恢复，而贲门失弛缓症的分型、LES 静息压力

以及症状评分是较好的预测因子，同时食管体部动力恢复有助于预防 GERD 症状。 

  
 

OR-51 

针刺治疗对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患者食管动力的影响 
 

赵雨娉,汤玉茗,朱颖,吕佳君,姚玮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采用高分辨率食管测压检测作为客观评价标准，观察针灸治疗前后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

（rGERD）的食管压力及蠕动功能的改善情况，初步探究针刺治疗对 rGERD 的临床疗效。 

方法 以具有反流相关症状、胃镜检查发现反流性食管炎或 24 小时食管 PH 监测明确有酸反流，且

经 8 周标准剂量 PPI 治疗症状持续存在为标准，选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就诊的

rGERD 患者 66 例，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各 33 例。在首次高分辨率食管测压检测后对照组平卧

30min，试验组行针刺治疗并留针 30min，针刺穴位为双侧足三里、公孙、内关。治疗结束后再次

行高分辨率食管测压，使用 ManoViewESO3.0 测压分析软件对前后两次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rGERD 患者 66 例中男性 34 例，女性 32 例，年龄 47.3±12.5 岁，GERD 评分 8.5±2.5 分，

最高 14 分，最低 3 分; GERD-HRDQ7.8±8.2 分，最高 33 分，最低 0 分。试验组治疗前后 LES 长

度分别为 3.1±1.1 和 3.8±1.0cm，LES 静息压分别为 22.0±10.0 和 25.1±11.5mmHg，评估 LES 以

上 3.0cm 与 7.0cm 波幅平均值分别为 82.13±45.04 和 87.16±45.54mmHg，LES 上沿以上 11.0cm

蠕动波持续时间分别为 2.9±0.6 和 3.2±0.6sec，UES 静息压分别为 63.5（39,82.4）和 52

（32.6,68.45）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平卧前后 LES 长度、LES 静

息压、LES 以上 3.0cm 与 7.0cm 波幅平均值、远端收缩积分、UES 静息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治疗前后 LES 残余压分别为 10.8（7.5,13.3）和 10.4（7.4,14.7）mmHg、收缩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9 
 

前沿速度分别为 3.5（3.0,4.6）和 3.5（3,4.3）cm/s、UES 残余压分别为 3.3（-0.85,6.5）和 3.4

（-1.2,6.6）mmHg，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平卧前后 LES 残余压、收缩前沿

速度、UES 残余压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针刺治疗可以延长 LES 长度、调节 LES 及 UES 压力、提高食管体部蠕动波波幅平均值，缩

短蠕动波持续时间从而改善 rGERD 患者的食管压力水平及蠕动功能。高分辨率食管测压是未来探

究针刺治疗 rGERD 患者的长期疗效及潜在食管动力机制的重要客观评价工具。 

 
 

OR-52 

贲门失弛缓症上食管括约肌高分辨率测压 

参数的变化与其亚型的相关性 
 

王丹,徐晓雯,贾玉婷,徐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高分辨率测压（high resolution manometry,HRM）检测，探讨上食管括约肌(upper 

esophageal sphincter，UES) 相关参数的变化与贲门失弛缓症亚型的相关性，为利用上食管括约肌

指导疾病诊治提供新的证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3 月—2018 年 4 月于我院胃肠内科行 HRM 检查后，全部病例根据 2014

年芝加哥分类标准 3.0 版重新分析，诊断为食管流出道梗阻包括食管胃连接部（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EGJ）流出道梗阻（具有完整的食管体部蠕动）和贲门失弛缓症的患者共 369 例。EGJ

流出道梗阻患者 95 例；贲门失弛缓症患者共 274 例（I型 67 例, Ⅱ型 181 例和Ⅲ型 26 例）。另选

取本中心无症状健康志愿者 20 例为正常对照组（26.55±4.73 岁，50％为女性）。利用单因素和多

因素分析比较各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和 HRM 相关参数。 

结果 在贲门失弛缓症亚型中，Ⅱ型是最常见的类型（181 名患者，占 66.1％）。贲门失弛缓症 I型

和Ⅱ型的患者平均年龄显著低于其他形式的食管流出道梗阻患者（P＜0.001）。与正常对照组比

较，EGJ 流出道梗阻及贲门失弛缓症患者下食管括约肌综合松弛压（ IRP）显著增高（P＜

0.001），且 IRP 值均符合芝加哥分类标准，但不适用于区分贲门失弛缓症亚型。EGJ 流出道梗阻

及贲门失弛缓症患者的 LES 长度，UES 松弛时间(relaxation time to nadir)和 UES 残余压力（UES 

residual pressure, UES-RP）与正常对照组比，均存在显著差异（P1＜0.001，P2＜0.001，

P3=0.009）。但在多因素方差分析中，只有 UES-RP 和 UES 松弛时间在每个亚组之间比较仍保持

显著性差异（每次比较 P＜0.001），而且 UES-RP 和 UES 松弛时间参数值在Ⅱ型贲门失弛缓症

中最高（与其他亚型和对照相比 P＜0.001）。 

结论 在贲门失弛缓症患者中，亚型为Ⅱ型的 UES-RP 和 UES 松弛时间参数值最高，利用 HRM 中

UES 相关参数异常变化的特点，尤其是 UES-RP 和 UES 松弛时间可以区分贲门失弛缓症的亚型，

作为食管体部及下食管括约肌参数的有效补充。 

 
 

OR-53 

EGJ 流出道梗阻患者临床特点及食管动力特征分析 
 

刘霞,王红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 EGJ 流出道梗阻患者临床特点及食管动力学特征，提高对 EGJ 流出道梗阻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 3 年期间因各种消化道症状就诊于贵州省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消化内科门诊，经过胃

镜、HRM 等检查除外胃肠道器质性病变，按照 2015 版芝加哥食管动力障碍分类标准明确诊断为

EGJ 流出道梗阻（Eoo 组）和非 EGJ 流出道梗阻（非 Eoo 组），共纳入 120 例，并其中 Eoo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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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例，非 Eoo 组 49 例。回顾性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材料，包括一般临床资料、症状以及高分辨率

食管测压参数指标，比较统计分析上诉指标在两组患者中的差异，探讨 Eoo 组患者的临床特点及

食管动力学特征。 

结果  1）Eoo 组患者中女性 52 例，男性 19 例，平均年龄为（45.04±10.26）岁，体重

（54.99±7.18）Kg，身高为（159.38±6.62）cm。Eoo 组患者与非 Eoo 组在发病年龄、体重、身

高之间比较无差异；2）在 71 例 Eoo 组患者中，症状主要表现为胸骨后烧心或反酸（44%）、梗

阻感（32%）、胸痛（21%）、呃逆或腹胀等非典型 GERD 症状（21%）、上腹痛（6%）。3）

两者 HRM 相关参数比较得出：UESP、UESRP、CFV、蠕动波平均持续时间在两组之间比较无差

异；Eoo 组患者的 IRP、LESL、LESP、IBP 大于非 Eoo 组患者，Eoo 组患者的 LES 松弛率%、

DCI 小于非 Eoo 组患者。4）在 71 例 EGJOO 患者，将 IRP 进行分段比较，分组为轻度组、中度

组、重度组，三组之间分别予以两两比较得出结论：LES 松弛率、LESL、UESP、UESRP、

CFV、DL、蠕动波平均持续时间三组比较均无差异；IBP：轻度组低于中度组、轻度组低于重度

组；DCI：轻度组低于中度组； 

结论 1）EGJOO 患者中，女性多见，好发年龄为 30-50 岁之间。2）EGJOO 患者临床症状主要以

烧心或反酸、吞咽困难多见。3）EGJOO 患者 LESP 高于非 EGJOO 患者，LES 松弛率低于非

EGJOO 患者。4）IRP 可较好的体现 LES 松弛功能，IBP 升高是 EGJ 松弛障碍的间接表现，IRP

值与 IBP 值呈正相关关系，IRP 越高，IBP 越高，梗阻越严重。5）EGJOO 患者的 DCI 小于非

EGJOO 患者，食管体部蠕动越弱，吞咽困难就越多，程度越高。 

 
 

OR-54 

环境因素对 Lynch 综合征的影响 
 

钱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  Lynch 综合征是最常见的一种遗传性结直肠癌综合症，Lynch 综合征患者的 DNA 错配修复基

因发生种系突变，导致其发生结直肠癌的风险显著高于普通人群。研究表明吸烟、肥胖、饮食等环

境因素可能对 Lynch 综合征相关性结直肠肿瘤的发生发展起一定作用。 

方法 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吸烟、肥胖、饮食等环境因素与散发性结直肠癌及结直肠腺瘤的发

生相关。一些研究表明上述环境因素可能也对 LS 相关性结直肠肿瘤的发生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结果 1.吸烟对 Lynch 综合征的影响：吸烟与 LS 患者发生结直肠癌的风险相关。Watson 等对

hMLH1 及 hMSH2 基因突变的携带者进行了队列研究，研究表明吸烟显著增加了结直肠癌的发生

风险(风险比 1.43:1)。Mala Pande 等对 752 名 MMR 基因突变的携带者进行队列研究，发现相比

从未吸烟的携带者，吸烟的携带者发生结直肠癌的风险比为 1.62。RENATE M. WINKELS 等针对

386 名 LS 患者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正在吸烟的 LS 患者发生结直肠腺瘤

的风险比从未吸烟的 LS 患者高(风险比 6.1:1)，已戒烟的患者发生结直肠腺瘤的风险有所降低，但

仍比从未吸烟者高(风险比 3.0:1)，并且每日吸烟的数量越多、吸烟的年数越长，发生结直肠腺瘤的

风险越高。 

2.肥胖对 Lynch 综合征的影响：Akke Botma 等对 486 名 MMR 基因突变的 LS 患者进行前瞻性队

列研究，其中 243 名未曾发生过结直肠癌的患者中，男性超重与其发生结直肠腺瘤有统计学上的显

著相关，但这种相关性并未出现在超重的女性上，另外 243 名曾经患结直肠癌的 LS 患者中也未见

这种相关性。Campbell 等的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显示了基本一致的研究结果，该研究选取了符合

Amsterdam 或 Bethesda 标准的 Lynch 综合征的患者，发现超重、肥胖的男性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增

高，而女性则不然。但这个研究的缺点是研究对象的 MMR 基因是否突变并不清楚。 

3.饮食对 Lynch 综合征的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环境因素与结直肠癌及结直肠腺瘤的发生相关，但是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是针对

散发性结直肠肿瘤，针对 Lynch 综合征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对其病理生理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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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55 

早期食管癌 ESD 非治愈性切除的预后研究 
 

杨佳佳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内镜粘膜下剥离（ESD）是早期食管癌完全切除的有效方法。然而，由于某些患者术后存在

切缘阳性等非治愈性切除的因素，易导致肿瘤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因而 ESD 非治愈性切除术后

患者的预后情况至今仍不甚明确。本实验旨在评估早期食管癌 ESD 非治愈性切除后患者的预后情

况及非治愈性切除的风险因素。 

方法 本实验为回顾性兼前瞻性研究，包含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行食管病变 ESD 手术

的食管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或早期食管癌患者，统计患者的一般情况及手术相关信息，主要根据其术

前及术后病理结果（病灶分型、剥离粘膜大小、浸润深度、脉管转移、合并溃疡，切缘阳性）判定

其是否为治愈性切除。随访患者的残留或复发以及后续的治疗情况（再次 ESD、外科切除、

APC、放化疗等）。 

结果 共纳入 525 例患者，其中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348 例，早癌食管癌 177 例。早癌非治愈性切除

共 79 例，此外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非治愈性切除（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残留）有 55 例，早期食管癌

ESD 切除后残留有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组织的有 15 例。中位随访时间为治愈性切除组 26.7 个月，

非治愈性切除组 29.2 个月。两组总体生存率没有显著差异（P = 0.42）。7 例出现局部复发，其中

治愈性组 2 例，非治愈性组 5 例（P=0.037），4 例脉管转移，均为非治愈性切除（P=0.029）。

非治愈组 12 例追加了外科食管切除术，6 例再次行 ESD 手术治疗（非治愈性组），均未出现肿瘤

复发或远处转移情况，与单纯随访观察存在统计学差异（P=0.046），而生存率无明显差异

（P=0.61）。肿瘤分型、病变大小、浸润深度、脉管浸润等可能为非治愈性切除的相关风险因素

（P<0.05）。 

结论 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治疗早期食管癌一种可靠的治疗选择。当实现治愈性切除时，单

纯随访即可观察到良好的预后，若存在非治愈性切除的情况，追加手术或再次行 ESD 治疗可改善

患者的预后。对于分化程度较低，病变范围较大，粘膜下浸润深度较深（超过 ESD 手术相对适应

症）及存在脉管浸润的患者，选择 ESD 手术治疗需充分评估。 

 
 

OR-56 

微小 RNA 对胰腺癌患者的诊断及预后价值的 meta 分析 
 

刘海宁,李煜,沈锡中,刘韬韬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与健康人群相比，多种微小 RNA 在胰腺癌患者的血液循环中的表达量不同。已有数十项研究

表明，微小 RNA 对胰腺癌具有良好的诊断及预后价值。本研究旨在系统评价微小 RNA 对胰腺癌的

诊断及预后价值。 

方法 检索 PubMed、Embase 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截止日期设为 2017 年 10 月

16 日。此外，对入选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手工检索。入选标准为探讨胰腺癌患者血液循环中微小

RNA 的诊断及预后研究的文献。排除标准为重复报道的研究，数据缺失导致无法定量合成且未能

通过邮件形式获得原始数据的文献，非人类样本、综述、会议摘要、信件。由两位研究者独立进行

文献的选择、质量评价及资料提取。采用 QUADAS-2 标准评价每一个入选文献。对于诊断试验，

通过汇总各纳入研究的数据，得到每一个微小 RNA 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其相应的 95%可信区间

（95%CI），并计算出曲线下面积（AUC）。用 Deeks 检验评价发表偏倚。对于预后研究，通过

汇总危险比（HR），得到每一个微小 RNA 的预后价值。用 Egger's 检验和 Begg's 检验评价预后

研究的发表偏倚。本研究采用 Stata 12.0 及 Revman 5.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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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初步检索到 448 篇文献，经筛选后纳入 45 篇。其中，41 篇文献进行了诊断研究，11 篇文献

进行了预后研究。诊断研究共纳入 73 个微小 RNA，5582 例胰腺癌患者和 5210 例健康对照者，预

后研究纳入 16 个微小 RNA 和 1099 例胰腺癌患者。根据 QUADAS-2 标准，高质量研究占大多

数。对于诊断研究，73 个微小 RNA 中有 14 个的 AUC 大于或等于 0.9。73 个微小 RNA 的总灵敏

度为 0.79（95%CI 0.77-0.82），总特异度 0.81（95%CI 0.78-0.84），总 AUC 为 0.87（95%CI 

0.84-0.90）。Deeks 检验表明诊断研究不存在发表偏倚。对于预后研究，总体生存的总 HR 为

1.61（95% CI 1.14-2.28），肿瘤无进展生存的总 HR 为 1.49（95% CI 0.35-6.33）。Egger's 检

验和 Begg's 检验表明预后研究不存在发表偏倚。 

结论 微小 RNA 作为胰腺癌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具有很高的诊断及预后价值，应尽快应用于临

床。 

 
 

OR-57 

重症急性胰腺炎早期并发门脉系统血栓：临床表现和危险因素 
 

丁玲,余晨,邓峰,何文华,夏亮,黄鑫,雷宇鹏,周小江,祝荫,吕农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一般认为门脉系统血栓（portosplenomesenteric vein thrombosis，PVT）发生于急性胰腺炎

病程后期，而关于 PVT 发生于病程早期的报道较少。本文的目的是研究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发病早期并发 PVT 的发生率、危险因素以及临床表现。 

方法 本文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诊于南昌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SAP 患者，由影像科医生重新阅片获取患者的影像学信息。根据患者发病早期是否并发 PVT，将

患者分为 PVT 组和非 PVT 组。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发生 PVT 的独立危险因素，对

有意义的指标构建 ROC 曲线评估其预测的准确性。 

结果 共纳入 140 例 SAP 患者，其中 25 例（17.86%）患者并发 PVT，所有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54.59±15.90 岁，其中男性 67 例，女性 73 例。从发病到发现血栓的平均时间为 6.19±2.43 天，其

中脾静脉血栓 10 例，肠系膜上静脉血栓 5 例，门静脉血栓 4 例，脾静脉合并门静脉血栓 3 例，脾

静脉合并肠系膜上静脉血栓 1 例，脾静脉合并门静脉及肠系膜上静脉 2 例。多因素逐步 Logistic 回

归分析表明更高的 Balthazar’s CT 评分 (OR: 2.742; 95% CI: 1.664-4.519; P=0.000), 低蛋白血症 

(血清白蛋白<25g/L) (OR: 0.031; 95% CI: 0.003-0.369; P=0.006)和胃肠道炎症(OR: 4.367, 95% CI: 

1.218-15.658; P=0.024)是 SAP 患者发病早期继发 PVT 的独立危险因素。Balthazar’s CT 评分预

测 PVT 的最佳临界值为 5.5 分，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77，敏感度为 52%，特异度为 93%。 

结论 SAP 患者发病早期并发 PVT 的发生率高。Balthazar’s CT 评分、低白蛋白血症及胃肠道炎症

是 SAP 患者早期继发 PVT 的独立危险因素。Balthazar’s CT 评分预测 PVT 的发生有较高的特异

性。 

 
 

OR-58 

吸烟相关型慢性胰腺炎的临床特征 
 

郝璐,李兆申,胡良皞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目的 慢性胰腺炎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随着对慢性胰腺炎认识的深入，吸烟已被明确报道为

慢性胰腺炎的危险因素，且可以与酒精协同，对胰腺产生毒性作用。基础研究也证实，烟草会使胰

腺产生慢性炎症性损伤。因此，吸烟很有可能是慢性胰腺炎的独立病因。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自 2000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在我中心就诊的慢性胰腺炎患者（2000 年 1 月

至 2004 年 12 月为回顾性研究， 2005 年 1 月以后为前瞻性研究）。根据既往研究、本队列中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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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量分布、及不同吸烟量患者的病程特征对比，我们将吸烟>600 年支的患者定义为吸烟相关。

本研究中吸烟>600 年支且不饮酒的患者纳入吸烟组，饮酒>80g/d（男性）或 60g/d（女性）且不

吸烟的患者纳入饮酒组，不吸烟且不饮酒的特发性慢性胰腺炎患者纳入空白对照组。比较 3 组患者

的人口学及临床特征；采用 Kaplan Meier 法分别计算 3 组患者慢性胰腺炎起病后糖尿病、脂肪

泻、胰腺结石、胰腺假性囊肿和胆道狭窄的累积发病率。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324 例慢性胰腺炎患者。其中吸烟组 55 例，饮酒组 80 例，对照组 1189 例。

通过比较发现，吸烟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在许多方面与其他两组不同，其中慢性胰腺炎的发病和确诊

年龄、首发症状和疼痛分型均有显著差异。吸烟组患者糖尿病（P＝0.011）和胰腺假性囊肿（P＝

0.033）的发生率较其他两组显著升高，且发展更快。吸烟组患者脂肪泻的发生率比对照组显著升

高且发展更快（P＝0.029）。 

结论 本研究排除了同时吸烟、饮酒的混杂因素，发现烟草和酒精均可单独对胰腺产生毒性作用。

但吸烟相关型慢性胰腺炎与酒精型慢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特征有显著差异。烟草可加速慢性胰腺炎

患者的内分泌和外分泌功能丧失，促进胰腺假性囊肿的发生。随之而来，吸烟相关型慢性胰腺炎发

生腹痛的患者较少。因此，我们认为吸烟可作为慢性胰腺炎的一个独立病因，吸烟型慢性胰腺炎可

作为慢性胰腺炎的一个独立分型。 

 
 

OR-59 

慢性胰腺炎胰管结石形成的危险因素分析及风险预测列线图建立 
 

刘雨,郝璐,胡良皞,李兆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目的 胰管结石是慢性胰腺炎重要的病理生理特征，胰管结石会导致胰管高压，引发复发性急性胰

腺炎及反复胰性腹痛。本研究旨在明确胰管结石的危险因素，建立慢性胰腺炎胰管结石风险预测列

线图，从而对慢性胰腺炎患者是否发生胰管结石进行个体化预测及管理。 

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我中心 2000 年至 2013 年的慢性胰腺炎患者共 2287 名，排除慢性胰腺炎确诊 2

年内癌变、沟槽性慢性胰腺炎、自身免疫性慢性胰腺炎 134 名后，共 2153 例患者纳入分析。将患

者随机分为建模组和验证组，利用建模组进行危险因素分析和风险预测列线图的建立，再通过验证

组进行列线图的内部验证和外部验证。其中危险因素分析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对患者每

个可能是危险因素的变量（如年龄、性别等）进行单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

素分析，最终得出胰管结石的危险因素。最后利用 R 软件进行风险预测列线图的建立和验证。 

结果 纳入分析的 2153 名患者中有 1626 名患者存在胰管结石，慢性胰腺炎起病年龄、体重指数、

吸烟史、糖尿病、胰腺囊肿、胆总管狭窄、重症急性胰腺炎史、疼痛类型是发生胰管结石的危险因

素。最后验证发现这 8 个因素建立的列线图有良好的准确度。 

结论 风险预测列线图可以帮助慢性胰腺炎患者个体化预测胰管结石的发生，可以帮助胰管结石的

早期诊断。控制危险因素可能有助于胰管结石的预防。 

 
 

OR-60 

树突状细胞分泌抗 DCR3 抗体增强胰腺癌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应答的体外研究 
 

陈江,郭晓钟,李宏宇,王迪,赵佳钧,邹德利,许文达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分泌抗 DCR3 单克隆抗体（mAb）的树突状细胞（DCS）体外诱导胰腺癌（PC）增强的

细胞毒 T 淋巴细胞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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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从 PC 患者获得 DC，T 淋巴细胞和原代 PC 细胞。 通过使用电穿孔技术用设计的人源化抗

DcR3 单克隆抗体重链和轻链 mRNA 和/或总肿瘤 RNA（DC-肿瘤 - 抗-DcR3 RNA 或 DC-总肿瘤

RNA）转染 DCs。Western blotting 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DC-tumor-anti-DcR3 RNA 分泌的抗

DcR3 单克隆抗体的鉴定，浓度和功能。 在自体分离的 PC 细胞与靶向 DC 共培养后，通过 MTT

分析和流式细胞术评估分泌抗 DcR3mAb 对 RNA-DC 生存力和凋亡的影响。 使用 51Cr 释放测试

进行分析由抗 DcR3mAb 分泌性 DC 诱导的抗 PC 增强的抗原特异性免疫应答。 通过测量细胞因子

水平（包括 IFN-γ，IL-10，IL4，TNF-α 和 IL-12）分析由负载 RNA 的 DC 诱导的 T 细胞应答。 

结果 由 DC 分泌的抗 DcR3mAb 与重组人 DcR3 蛋白反应并产生 35kDa 分子量的条带。分泌的

mAb 是短暂的，在 24 小时达到峰值并且在 72 小时后变得检测不到。与 DC-tumor-anti-DcR3 RNA

共同孵育指定时间后，自体 PC 细胞上清液中 DcR3 水平显着下调（P <0.05）。与 DC 总肿瘤

RNA 相比，分泌抗 DcR3mAb 的 DC 可以提高细胞活力并减缓 RNA 加载的 DC 的凋亡（P 

<0.01）。由 DC-肿瘤 - 抗-DcR3 RNA 分泌的抗 DcR3mAb 与由 DC 总共刺激的 CTL 相比，可以增

强对 RNA 转染的 DC，原代肿瘤细胞和 PC 细胞系的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CTL）活性的诱导肿瘤

RNA 或对照组（P <0.05）。同时，抗原特异性 CTL 应答是 MHC I类限制性的。 CD4 + T 细胞和

CD8 + T 细胞与抗 DcR3 单克隆抗体分泌的 DCs 相比，可以产生极高水平的 IFN-γ 和低水平的 IL4

（P <0.01）。 

结论 设计用于分泌抗 DcR3 抗体的 DC 可以在体外增强针对 PC 的 CTL 应答，并且免疫增强作用

可部分归因于其降低 DC 凋亡和调节 Th1 / Th2 细胞因子网络的能力。 

 
 

OR-61 

肠黏膜屏障在自身免疫性肝炎发病中的作用 
 

张红霞,蔡王锋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观察并分析肠黏膜屏障在自身免疫性肝炎发病中的作用，为阐释 AIH 发病机制和探索基于肠

道的治疗新策略提供方向。 

方法 1、于我科就诊的 AIH 患者中筛选 13 例不伴肝硬化者，以及健康对照 8 例，ELISA 法检测血

清 D-LA 和 DAO 浓度；筛选 14 例（无肝硬化 6 例、肝硬化 8 例）和健康对照 10 例，收集肠黏膜

组织，检测 ZO-1、Occludin、TLR4 及炎症因子表达，检测巨噬细胞及 sIgA 表达水平的差异 

2、将小鼠分为空白组、DSS 组、ConA 组、DSS+ConA 组和 DSS+灌菌+ConA 组。各组小鼠均喂

养 7 日。有 DSS 干预的组别均日常饮用 1% DSS 水。灌菌组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生理盐水混

悬液灌胃。检测各组血清 ALT 和 AST 水平、肝脏及结肠组织学改变，PCR 法检测肠黏膜 ZO-1 和

Occludin 的表达 

结果 1.1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AIH 组血清 D-LA 和 DAO 水平升高 

1.2 AIH 肝硬化组回肠末端黏膜 ZO-1、Occludin 相对表达量均低于无肝硬化组和对照组，无肝硬化

AIH 患者 ZO-1 相对表达量较对照组减少，Occludin 表达量有减少趋势。 

1.3 AIH 肝硬化组回肠末端黏膜巨噬细胞计数增加，IL-2、IFN-γ 及 TLR4 表达水平较对照组升高，

sIgA 蛋白表达水平降低；AIH 无肝硬化组巨噬细胞计数，炎症因子的表达量及 sIgA 水平仅有下降

趋势，无统计学差异。 

2.1 ALT、AST 水平：ConA 组水平高于空白组；DSS+ConA 组水平高于 ConA 组；DSS+灌菌

+ConA 组水平低于 DSS+ConA 组。 

2.2 注射 ConA 的小鼠肝脏 HE 染色均可见炎细胞浸润和肝实质坏死，炎症活动度评分示

DSS+ConA组高于 ConA 组，DSS+灌菌+ConA 组有低于 DSS+ConA组的趋势。 

2.3 结肠 ZO-1 及 Occludin 表达水平：与空白组相比，DSS 组两者均下降；与 ConA 组相比，

DSS+ConA组两者均减低；DSS+灌菌+ConA 组高于 DSS+ConA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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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早期无肝硬化 AIH 患者肠道通透性增高，并且存在黏膜机械屏障、免疫屏障破坏，AIH 肝

硬化患者较非肝硬化者更为显著。 

2. 急性 ConA 造模可引起明显肝损伤但对结肠黏膜屏障无影响。DSS 引起肠黏膜损伤后可以加重

ConA 诱导的急性肝损伤的肝脏炎症。双歧三联活菌可以通过保护和修复 DSS 引起的肠黏膜损

伤，相对减轻 ConA 急性肝损伤的肝脏炎症程度。 

 
 

OR-62 

三种不同病因的肝窦阻塞综合征的 MRI 表现 
 

宋宇虎,李欣,杨小倩,叶进,徐可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化疗药物奥沙利铂和吡咯生物碱(pyrrolizidine alkaloid, PA)的药物是肝窦

阻塞综合征常见病因，目前未见三种不同病因的 HSOS MRI表现的影像学特征的比较，本研究将

对此进行评价。 

方法 本回顾性分析研究从 2006 年 01 月至 2016 年 6 月共纳入 39 例吡咯烷生物碱诱导的肝窦阻塞

综合症患者，６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HSOS,4 例奥沙利铂化疗后的 HSOS, 分析其 MRI特征。 

结果 吡咯生物碱肝窦阻塞综合征患者 MRI 共同表现为：腹水（100%），肝肿大（61.54%），胆

囊壁水肿  (92.31%)，门脉区水肿  (97.44% )，  胸腔积液 (58.97%)，  肝脏不均一低信号病变 

(100%)，肝右静脉狭窄 (61.54% )，肝右静脉显影不清 (38.46%)，下腔静脉狭窄(97.44%)。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的 HSOS 的 MRI 表现：肝脏增大（4/6, 66.67%），肝实质密度不均匀

(6/6,100%)，增强扫描肝实质强化不均(100%)；腹腔积液(66.67%)，双侧胸腔积液 (3/6,50%).奥沙

利铂的 MRI表现增强扫描肝实质强化不均(100%) 

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反映不同病因的 HSOS 其 MRI 表现是不同的，这将为 HSOS 的鉴别诊断提

供帮助。 

 
 

OR-63 

FibroScan 和 CT 在经超声诊断的 322 例 ALT 正常的非肥胖型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中的应用评价 
 

陈艳珍,焦健,陈成良,洪宇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通过对比 FibroScan、CT 与超声检查在 ALT 正常的非肥胖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诊断中

的应用，了解这些非侵入性方法评估脂肪性肝病的差异，分析它们在脂肪性肝病不同阶段中的诊断

价值，从而为临床合理应用这些方法诊断 NAFLD 提供参考。 

方法 2015 年 7 月-2018 年 1 月就诊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消化内科经腹部超声诊断的 322 例

ALT 正常的非肥胖型（BMI<24kg/m2）NAFLD 患者，按不同 FibroScan CAP 值分为两组，即

FibroScan CAP NAFLD 组 （ CAP ≧ 238dB/m ） 与 FibroScan CAP 非 NAFLD 组

（CAP<238dB/m）；按不同 CT 肝/脾密度比值分为两组，即 CT 肝/脾密度比 NAFLD 组（比值≦

1）与 CT 肝/脾密度比非 NAFLD 组（比值>1），结合 LSM（肝脏硬度）值，对比分析不同 LSM

值状况下 FibroScan、CT 与超声诊断非肥胖型 NAFLD 符合率的差异，探讨不同检查方法在

NAFLD 不同发展阶段的选取时机，并对疾病严重程度评估提供依据。 

结果 1.在经腹部超声诊断脂肪肝的患者中，有 47.52%的患者 CAP 值不符合脂肪肝的诊断，

67.70%的患者 CT 肝/脾密度比值不符合脂肪肝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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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比 FibroScan CAP 值与超声诊断脂肪肝的符合率，在 LSM<7.9 组和 LSM≧9.8 组间相比有显

著差异（p＜0.05）。但两组患者间 CT 肝/脾密度比与超声诊断脂肪肝的符合率，无统计学差异。 

3.两种/两种以上诊断方式对 NAFLD 诊断阳性率在不同 LSM 值患者间具有差异。当 LSM<9.8kPa

时，CAP NAFLD 组与 CT NAFLD 组相比有显著差异；CT NAFLD 组与 CAP 和/或 CT NAFLD 组

相比有显著差异。当 LSM≧9.8kPa 时，CAP NAFLD 组与 CAP 和/或 CT NAFLD 组相比有显著差

异；CT NAFLD 组与 CAP 和/或 CT NAFLD 组相比有显著差异。 

4.不同 LSM 值脂肪肝患者采用 FibroScan 与 CT 肝/脾密度比这两种诊断方式在判断 NAFLD 严重

程度时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腹部超声、FibroScan 和 CT 肝/脾密度比在非肥胖型 NAFLD 诊断上存在差异，其中 LSM 值

影响腹部超声、FibroScan、CT 肝/脾密度比三者的诊断符合率，因此临床上不能单凭一种方式诊

断脂肪肝，应结合 LSM 值采用不同方法结合诊断脂肪肝。 

 
 

OR-64 

塞来昔布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缓解大鼠肝纤维化 
 

苏薇
1,2,3

,邰阳
1,3

,汤诗杭
1,3

,高锦航
1,3

,赵翀
1,3

,唐承薇
1,3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3.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消化疾病研究室 

 

目的 内质网应激（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ERS）诱导的细胞凋亡是肝纤维化发生发展的

关键事件。我们前期研究发现抑制环氧合酶-2（Cyclooxgenase-2，COX-2）可以改善肝纤维化和

门静脉高压。但抑制 COX-2 缓解肝纤维化的机制有待完善。本研究拟探讨塞来昔布是否通过抑制

内质网应激减少肝细胞凋亡，进而缓解大鼠肝纤维化 

方法 采用腹腔注射硫代乙酰胺（TAA）诱导肝纤维化模型。45 只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随机

分为对照组、TAA 组和 TAA+塞来昔布组（TAA+C）。检测大鼠血清肝功能指标（AST、ALT）；

HE 和天狼星红染色观察肝脏组织学改变，Ishak’s 评分、肝脏羟脯氨酸含量评估纤维化程度；

Westen blot 检测 Caspase-3、Caspase-12 和 CHOP 反映细胞凋亡；Western blot 检测肝组织、

GRP78、PERK、IRE1 和 ATF6 等内质网应激相关蛋白表达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TAA 组大鼠肝脏病理变化程度、炎症活动度、纤维化程度、血清 AST 和 ALT 

含量以及 Caspase-3、Caspase-12、CHOP 蛋白表达量均显著升高（P < 0.01），与 TAA 组比

较，TAA+C 组大鼠肝脏病理变化程度、炎症活动度、纤维化程度、血清  AST 和 ALT 含量以

及 Caspase-3、Caspase-12、CHOP 蛋白表达量均显著下降（P < 0.05），此外，与对照组相

比，TAA 组大鼠中 ERS 关键分子（Grp78、PERK、IRE1、ATF6）表达量均显著升高（P < 

0.01），与 TAA 组比较，TAA+C 组大鼠中 ERS 关键分子（Grp78、PERK、IRE1、ATF6）表达

量均显著下降（P < 0.05） 

结论 塞来昔布可有效降低肝硬化大鼠肝脏细胞凋亡水平，进而缓解肝纤维化，其机制可能与其抑

制内质网应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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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65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影像学特征与外周血管 

病变发生风险的关系研究 
 

叶俊钊,邵琮翔,王伟,黄漾,胡璇,钟碧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显著增加，既往研究显示病理评估的

肝脏纤维化程度是唯一预测 NAFLD 远期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但相关结论是否同样

适用于非肥胖型 NAFLD 患者并不明确。本研究分析比较非肥胖型和肥胖型 NAFLD 患者影像学评

估肝脏脂肪定量、纤维化与双颈动脉内中膜 厚度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生的关系，为 NAFLD 远期

并发症风险预测提供参考。 

方法 连续性纳入 2015 年 1 月-2018 年 3 月我院就诊的 NAFLD 患者 202 例，所有诊断根据腹部超

声， 根据人体质量指数 BMI小于 25kg/m 2分为非肥胖和肥胖组，其中非肥胖 NAFLD 组 62 例，

肥胖 NAFLD 组 140 例。所有患者检测人体学指标和生化代谢指标。并进行双侧颈部血管彩超 、

基于磁共振的 DIXON/IDEAL 水脂分离成像测量肝脏肪数及二维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评估肝脏硬度

值。采用受试者曲线下面评估不同指标对颈动脉病变（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及颈动脉内膜增厚）发生

的诊断价值。 

结果 NAFLD 肥胖组和非肥胖组性别、年龄无差异。非肥胖 NAFLD 组人体学指标（BMI、腰围、

腰臀比、血压）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空腹胰岛素(FINS)、

肌酐(Cr)、尿酸(UA)及全肝平均脂肪含量更低，肝脏硬度值无差异（P<0.05）。两组患者颈动脉内

中膜厚度（ IMT）、颈动脉内中膜增厚的比例（ IMT>10mm）及斑块检出率均无差异（p

均>0.05）。以双侧颈动脉超声诊断的颈动脉斑块及内膜增厚超过 10mm 为标准，上述指标中年

龄、血肌酐、空腹血糖（FBG）对诊断非肥胖 NAFLD 组斑块的发生具有统计学意义，其 ROC 曲

线下面积分别为 0.819（p=0.028）、0.788（p=0.035）和 0.775（p=0.042），而肝脏脂肪含量、

硬度值未发现有统计学差异；诊断肥胖 NAFLD 组存在颈动脉病变预测发现空腹血糖、年龄、全肝

平均脂肪含量均能预测，各自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69（p=0.031）、0.833（p=0.041）

和 0.810（p=0.046），其余指标未发现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非肥胖 NAFLD 患者与肥胖者相比外周血管病变发生风险相当，肝脏脂肪定量对肥胖 NAFLD

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但对非肥胖 NAFLD 患者预测价值有限。 

 
 

OR-66 

色素内镜和普通内镜在溃疡性结肠炎癌变监测中不典型增生检出

率的比较--一项中国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万健
1
,吴开春

1
,“十二五”炎症性肠病癌变项目组

2
 

1.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十二五”炎症性肠病癌变项目组 

 

目的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发生结直肠癌的风险高于普通人群。内镜下活检监测发现早期粘膜改变如

不典型增生并进行早期有效的干预是防治溃疡性结肠炎相关结直肠癌的重要手段。本研究比较色素

内镜和普通内镜对不典型增生和结直肠癌的人数检出率和人次检出率的差异。 

方法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设计，于 2011、2012 年从全国 12 家中心入选确诊溃

疡性结肠炎病史 6 年以上的成人患者。随机将其分为 3 组：A 组采用普通内镜每 10cm4 象限随机

活检、B 组采用普通内镜靶向活检、C 组采用色素内镜靶向活检。经过 5 年的随访，比较每组患者

不典型增生和结直肠癌的人数检出率和人次检出率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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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入选 154 例患者，其中符合研究标准 123 例：A 组 40 例、B 组 43 例、C 组 39 例，各组基

线资料如性别、年龄、病程及病变范围等没有明显差异（P＞0.05）。关于不典型增生人数检出率

的比较：A 组与 C 组的检出率均高于 B 组（25.0% vs 4.7%，P=0.008；23.1% vs 4.7%，

P=0.014），但 A 组与 C 组没有差异（P=0.842）。关于不典型增生人次检出率的比较：5 年随访

过程中，A 组、B 组和 C 组分别共进行 148、154、145 次内镜检查。A 组与 C 组的检出率均高于

B 组（8.1% vs 1.9%，P=0.014；9.7% vs 1.9%，P=0.004），但 A 组与 C 组没有差异

（P=0.642）。三组患者在 5 年随访中均未检出癌变。关于活检块数的比较：A 组患者明显多于 B

组和 C 组（16.4±5.1 vs 4.3±1.4，P=0.000；16.4±5.1 vs 4.3±3.5，P=0.000），但 B 组与 C 组没

有差异（P=1.000）。 

结论 色素内镜靶向活检和普通内镜随机活检较普通内镜靶向活检均可提高溃疡性结肠炎相关不典

型增生的检出率。色素内镜靶向活检与普通内镜随机活检在检出率上没有明显差异，但活检数目明

显减少。因此，在长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癌变监测中应该使用色素内镜。在没有色素内镜技术情况

下，应该使用普通内镜每 10cm4 象限随机活检方法进行监测。 

 
 

OR-67 

美沙拉秦栓剂联合片剂治疗轻中度左半结肠或全结肠型溃疡性结

肠炎的疗效是否优于单独片剂--- 

一项前瞻随机、开放的多中心研究 
 

叶玲娜
1
,黄益彪

1
,陈春晓

2
,吕文

3
,范一宏

4
,杨黄欢

5
,朱雅碧

6
,邵利红

7
,曹倩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下沙院区炎症性肠病中心 

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4.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浙江省中医院 

6.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7.丽水市人民医院 

8.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美沙拉秦栓剂替代灌肠液联合片剂治疗轻中度左半结肠或全结肠型 UC

的疗效是否优于单独片剂，可更有效地获得临床缓解和实现直肠黏膜缓解。 

方法 采用前瞻随机开放的多中心研究方法，纳入轻中度活动且有直肠炎症（总 Mayo 评分为≥3

分，但≤10 分且直肠黏膜的肠镜下 Mayo 评分≥2 分）的左半结肠或全结肠型 UC 患者。随机分为单

独片机组（美沙拉嗪 1g 4 次／天口服）和片栓联合组（美沙拉嗪 1g 4 次／天口服+美沙拉嗪栓 1g/

天）。统计美沙拉嗪治疗轻中度 UC 的总体疗效，比较两组间 4 周、8 周的临床缓解（总 Mayo 评

分≤2 分）和直肠黏膜缓解（内镜下 Mayo 评分为 1 分）的差异。  
结果 91 个 UC 患者中失访 3 例，共 88 例最终纳入分析，其中左半结肠型 37 例，全结肠型 51

例。美沙拉嗪治疗 4 周时 52 例达临床缓解，临床缓解率达 59.09%；对 52 例获得临床缓解的 UC

患者采用 Log-Rank 检验得出片栓联合组较单独片剂组 4 周内获得临床缓解例数多，差别有统计学

意义（X2 =9.46，P=0.002）。88 例 UC 患者美沙拉嗪治疗达 8 周时， 64 例达到临床缓解，缓解

率 72.73 %；单独片剂组 46 例，临床缓解率 58.70%（27/46）；片栓联合组 42 例，临床缓解率

88.10%(37/42)；片栓联合组 8 周的临床缓解率高于单独片剂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X2 

=9.5671，P=0.002）。片栓联合组与单独片剂组治疗 4 周分别有 27 例和 33 例完成直肠黏膜的内

镜缓解评估，两组间直肠黏膜的内镜下缓解率比较均没有统计学差异 (31/33 vs 20/27，

P=0.0650)；治疗 8 周结束时片栓联合组与单独片剂组分别有 45 例和 40 例完成直肠黏膜的内镜缓

解评估，片栓联合组 8 周直肠黏膜的内镜下缓解率高于单独片剂组(36/40 vs 31/45，P=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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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美沙拉嗪治疗轻中度左半结肠及全结肠型 UC 8 周的临床缓解率较高，联合栓剂相比单独片剂

可以增快 4 周内的缓解速度，也可以提高 8 周的临床缓解率及直肠黏膜的内镜下缓解率。 

 
 

OR-68 

用药前检测 NUDT 15 R139C 基因型对减少硫唑嘌呤相关白细胞

减少不良反应的作用-前瞻、随机、对照、双盲研究 
 

晁康
1
,黄益彪

2
,张财斌

3
,林朗

1
,王雪丁

3
,胡品津

1
,黄杰

1
,刘晓凡

1
,曹倩

2
,高翔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2.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3.中山大学药学院 

 

目的 韩国、日本及我国等研究已确定 NUDT15 R139C 基因型与硫唑嘌呤治疗 IBD 时所引起的白细

胞减少不良反应存在密切关系，且敏感性及特异性高。因此，我们推测使用硫嘌呤类药治疗炎症性

肠病前，检测 NUDT15 R139C 基因并根据检测结果决定治疗剂量，有可能降低白细胞减少不良反

应。然而，这一策略的价值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比较依据 NUDT15 R139C 基因型调整药物剂量

方案与传统剂量调整方案白细胞减少不良反应的差异。 

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前瞻、隨机、对照、双盲研究方法。纳入 2016 年 7 月 1 日后于中山大学附属第

六医院及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就诊的需使用硫唑嘌呤的炎症性肠病患者，除外存在使用硫唑嘌呤禁

忌症、之前使用过巯嘌呤类药物或已知 NUDT 基因型及合并使用 5-氨基水杨酸或别嘌醇者。干预

组（依据 NUDT15 R139C 基因检测结果降低药物剂量方案组）于治疗前检测基因型并告知研究

者，并根据基因型调整药物剂量。其中野生型按照传统剂量调整方案，杂合突变者目标剂量 1-

1.5mg/kg/d，纯合突变不用药。对照组（传统剂量调整组）目标剂量 2mg/kg/d，12 周末如白细胞

＞5×109/L 且未达临床缓解可加量，最大剂量 2.5mg/kg/d。参考既往研究结果计算样本量两组均为

200 例。主要研究终点为白细胞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随访期 24 周。 

结果 研究至 2017-11-31 完成入组，共纳入 400 例患者。 两组 NUDT 基因型 NUDT15 R139C 基

因型、性别、年龄等基线资料无明显差异。干预组白细胞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降低（17.8% vs 

29.6%; P=0.01; relative risk=0.514;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314-0.841 ）。且干预组出现白细

胞减少不良反应者主要为轻度(Grade 1：68.6% vs 45.8%，P=0.04).。干预组未发生重度骨髓抑

制，而对照组 2 例患者发生严重骨髓抑制。 

结论 根据 NUDT15 R139C 基因型调整药物剂量可减少硫唑嘌呤相关白细胞减少不良反应，其对疗

效的影响有待进一步随访评估。 

 
 

OR-69 

血清英夫利昔浓度可预测克罗恩病患者粘膜愈合 
 

冯婷,毛仁,陈白莉,邱云,张盛洪,冯瑞,何瑶,曾志荣,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粘膜愈合是克罗恩病达标治疗和维持长远疗效的重要指标，英夫利昔单抗已被证实可诱导并

维持粘膜愈合，但是血清英夫利昔浓度与粘膜愈合的关系在中国人群中并不明确。因此，本文旨在

研究血清英夫利昔浓度与克罗恩病患者粘膜愈合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从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来我院行规律英夫利昔单抗治疗（5mg/kg，第 0

周、2 周、6 周后每隔 8 周）的克罗恩病患者。收集患者的人口学资料，基线、第 30 周的临床特

征，血清学指标及肠镜资料等。用 ELISA 法检测第 30 周英夫利昔治疗前血清中英夫利昔和抗英夫

利昔抗体浓度。粘膜愈合定义为肠镜下的溃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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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有 109 名患者符合入选标准，中位年龄 19 岁，男性 69%，中位病程 1 年。第 30 周时，59

名患者 (54.1%) 达到粘膜愈合。粘膜愈合患者的血清英夫利昔浓度明显高于未达到粘膜愈合的患者

（5.9 (1.6, 9,8) vs 0.5 (0.2, 2.4) ug/mL，p<0.001），血清 CRP 水平显著下降（1.2 vs 9.7 mg/L, 

p<0.001）、PLT 水平明显下降（246.9 vs 313.2 *10^9/L，p<0.001）、ALB 水平升高（44.5 vs 

39.5, p<0.001）。同时，粘膜愈合患者血清中抗英夫利昔抗体的阳性率明显少于未粘膜愈合患者

（13.6% vs 30.0%, p=0.036）。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血清英夫利昔浓度是粘膜愈合的独立

预测因素（OR 1.218, 95% CI: 1.065-1.393, p=0.004）。血清英夫利昔浓度>2.85 ug/mL 可有效预

测第 30 周粘膜愈合（曲线下面积 0.752，95% CI：0.656-0.848, p<0.001）。 

结论 高浓度血清英夫利昔浓度与克罗恩病患者的粘膜愈合率增加存在量效关系，监测英夫利昔浓

度对于指导英夫利昔治疗的克罗恩病患者有重要意义。 

 
 

OR-70 

Complications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 30-year 
retrospective study from 1985 to 2014 

 
金梦,钱家鸣,杨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目的 We aimed to describe the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UC) and Crohn’s 

Disease (CD) and their effects on disease prognosis. 

方法 A 30-year retrospective cohor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at PUMCH from 1985 to 2014.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结果 In total, 1467 patients (898 UC and 569 CD) were included. Toxic megacolon was the most 

common complication in UC (1.78%), while intestinal obstruction (22.50%) was the most common 
complications in C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time and the prevalence of 
complications (P>0.05).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oxic megacolon, sepsis shock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in-hospital mortality in UC. Intestinal obstruction, intestinal perforation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urgery in UC. Intestinal fistula, intestinal perforation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in-hospital mortality and surgery in CD.  

结论 Toxic megacolon was the most common compl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UC and had a crucial 

effect on prognosis. Intestinal obstruction and intestinal fistula were both common and 
determinant in patients with CD. 
 
 

OR-71 

体表穴位电刺激联合电针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观察 
 

郭洁
1
,时昭红

1
,魏玮

2
,刘登科

2
,刘凡

1
,尹璐

2
 

1.武汉市第一医院 

2.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FD)发病率高且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起源于中国传

统针灸的电针治疗已证实可以有效地改善 FD 症状，但由于治疗频次及场所的限制，疗效受到影

响。体表穴位电刺激(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stimulation, TEA)是一项可由患者在家完成的

新型无针神经调控治疗技术。本研究旨在观察体表穴位电刺激联合电针治疗 FD 的临床疗效，比较

联合治疗与电针单独治疗的组间差异，并探讨其可能的胃肠动力及神经调控机制。 

方法 29 例 FD 患者被随机分为三组，电针组患者接受 4 周的电针治疗，每周二次，每次 30min；

电针+TEA 组患者除接受同样的电针治疗外，每天给予两次 TEA 治疗，每次 45min，一共治疗四

周；电针+假性 TEA 组患者除选择假性穴位给予 TEA刺激外，其余治疗均与电针+TEA 组相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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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组前，治疗 2 周末及 4 周末分别采集患者的 FD 症状评分，多导胃电图，心率变异性及胃容受性

数据。 

结果 1. 经过 2 周的联合治疗，患者 FD 症状积分明显降低(13.7±2.7 VS. 28.7±3.5, p=0.004), 经过

4 周的联合治疗，FD 症状积分下降更显著(13.1±3.0 VS. 28.7±3.5, p=0.008). 单项症状里以鼓胀

(5.3±0.7 vs.2.4±0.6, p=0.003)及餐后饱胀感(5.1±0.6 vs.2.8±0.7, p=0.019)改善最明显。2. 患者胃

最大容受体积经过 4 周的联合治疗后较基线期增加，但差异不显著 (818.9±60.9 VS. 675.6±87.2, 

p=0.07)。3. 经过 4 周的联合治疗，患者正常胃慢波百分比显著提高(82.6±3.9 %VS. 65.2±3.7%, 

p=0.001)。4. 经过 4 周的联合治疗，患者的迷走神经活性显著增加(0.74±0.03 VS.0.62±0.05, 

p=0.042)。5. 组间比较发现，4 周的联合治疗较单独的电针治疗可以更好地改善患者 FD 症状

(F=3.516, p=0.045)，提高迷走神经活性 (F=3.46, p=0.047) 并恢复正常胃电节律  (F=3.299, 

p=0.053)。 

结论 本研究初步证实了传统的电针与体表穴位电刺激技术相结合，联合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较

单独的电针治疗能更好的改善患者 FD 症状、恢复正常胃电节律，迷走神经活性的提高是其可能的

神经调控机制。 

 
 

OR-72 

消化门诊腹胀患者的疾病谱调查研究 
 

谭年娣,张梦宇,李雨文,林玉清,陈旻湖,肖英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腹胀作为消化科门诊患者的常见主诉之一，可为多种不同疾病的共同表现，它明显影响了患

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旨在调查以腹胀为主诉就诊消化专科的患者的症状特点和疾病谱。 

方法 2018 年 3 月至 5 月对以腹胀为主诉就诊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专科门诊的患者进行面

对面访谈和问卷调查，主要记录患者一般信息、腹胀特点（病程、部位、频率、严重程度等）、伴

随症状、合并症以及相关检查（胃镜、肠镜、腹部彩超等）。病程≥6 个月考虑为慢性病程，按

Rome IV 诊断标准判断是否存在功能性胃肠病。病程＜6 个月者，则进一步追踪随访。 

结果 3 个月内共有 7111 人次就诊于消化专科，其中共有 470 人（%）主诉为腹胀。最终有 305 人

接受了访谈及问卷调查而纳入研究，患者平均年龄为 45±15 岁，女性 172 例（56.4%），平均

BMI 21.9±3.2 kg/m2。占 62.3%（190/305）患者描述腹胀为 “主观感觉膨胀 ”，占 24.6%

（75/305）为“客观可见的肿胀”，而“身体因疾病或受伤产生的感觉”、“恶心、想吐的感觉”和“吃得

过饱”的比例分别为 3.0%(9/305)、7.9%(24/305)和 2.3 %(7/305)。以 9 分法对腹部分区，发现患者

腹胀部位主要位于上腹部（62.3%），其次为脐周（15.7%）。近期患者腹胀的发生频率主要为至

少每日一次（56.4%）；每次发作时间主要为半小时-2 小时（26.9%）和持续一天（30.1%）；严

重程度评价主要为中度（52.8%）。绝大部分患者诉其腹胀症状与进食相关（46.2%），缓解方式

主要为就医（22.0%）。其中因病程不足 6 月或未完善相关检查而未能最终确诊的患者有 118 例

（38.7%），存在可能导致腹胀症状的器质性疾病包括消化性溃疡（12 例）、胃食管反流病（9

例）、胃肠道手术（2）例、肾病（7 例）、心血管疾病（2 例）、肝胆疾病（3 例）、肿瘤（4

例）、内分泌疾病（9 例）。最终 139 例（45.6%）诊断为功能性胃肠病，包括功能性消化不良

（51 例）、功能性腹胀（42 例）、肠易激综合征（22 例）、功能性便秘（14）、功能性腹泻

（10）。 

结论 腹胀是消化科门诊患者的主要症状之一，主要病因为功能性胃肠病，但潜在的器质性疾病并

不少见，建议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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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73 

功能性消化不良与十二指肠粘膜胃上皮化生的关系 
 

季锐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十二指肠粘膜胃上皮化生（GM）定义为在十二指肠上皮中出现胃型粘液分泌细胞，一般认为

与十二指肠球内酸损伤引起非特异炎症有关。同时近年来十二指肠酸清除障碍被认为参与了功能性

消化不良（FD）的发病。在本研究中，我们观察 FD 患者中十二指肠胃上皮化生的发生情况，探讨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方法 选择 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11 月以消化不良症状就诊的连续患者，符合罗马 III 中 FD 诊断

标准，行共聚焦显微内镜代替普通内镜检查的患者纳入本研究。另选择 25 例查体患者作为健康对

照。符合首先进行普通内镜观察十二指肠球部大体改变，然后用探头式共聚焦显微内镜观察，判断

有无 GM 的存在，最后对观察区域靶向活检行 H-E 和 AB／PAS 染色。 

结果 共计 51 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上腹痛综合征（EPS）22 例，餐后不适综合征（PDS）29

例，FD 组与对照组间 HP 感染率无明显差异。病理结果显示 FD 患者中十二指肠胃上皮化生发生

率高于对照（33.3% vs 12%,  p<0.05），虽然在上腹痛综合征中 GM 发生率更高，但与餐后不适

综合征比较差别未达到统计学差异。在 HP 阳性的患者中 GM 的发生率为 37.9% (11 / 29)，HP 阴

性的患者中 GM 的发生率为 19.1% (9 / 47)，两者未见统计学差异。 

结论 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中十二指肠胃化生的发生率和高于对照组患者，在上腹痛综合征中更明

显，提示十二指肠的过多酸灌注可能为 FD 和 GM 的共同原因。对出现 GM 的 FD 患者，抑酸治疗

可能更为有效。 

 
 

OR-74 

功能性消化不良分型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关系 
 

王慧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比较不同 FD 亚型在 HP 感染方面是否存

在差异。探讨 HP 感染在 FD 各个亚型中可能存在的病理生理机制以及对 HP 阳性 FD 患者的治疗

反应是否根据其亚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方法 收集 2017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门诊的 424 例

患者。排除 110 例器质性疾病患者。218 例符合罗马Ⅳ标准的 FD 患者，其中 EPS118 例、PDS67

例及混合型 33 例。96 例无症状者作为对照组。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患者的性别、年龄、主要临

床症状以及是否存在 HP 感染等情况进行问卷调查。HP 是否感染根据 C13 呼气试验的结果进行判

断。 

结果 1、符合罗马Ⅳ标准的 FD 患者共 218 例，其中 EPS118 例，PDS67 例，混合型 33 例，男性

80 例（36.7%），女性 138 例（63.3%）。对照组共 96 例，其中男性 36 例（37.5%），女性 60

例（62.5%）。FD 组与对照组比较在性别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FD 组与对照组比较在年

龄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2、218 例 FD 患者中 HP 阳性为 124 例，HP 感染率为 56.9%。

其中 EPS 组 HP 感染率为 66.1%，PDS 组为 43.3%，混合型为 51.5%。96 例对照组中 HP 阳性为

40 例，HP 感染率为 41.7%。FD 组与对照组比较，二者在 HP 感染方面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卡方值为 6.18，P=0.009）。进一步分析发现，对照组与 EPS 组在 HP 感染方面有明显的统计

学差异（P=0.003，OR2.73，95%CI 1.56-4.76）。而 PDS（P=0.06，OR0.83，95%CI 0.32-

1.02）和混合型（P=0.46，OR0.67，95%CI 0.36-1.59）与对照组相比较在 HP 感染方面无明显统

计学差异。3、本试验共选择四个 FD 的主要临床症状，作为对 Hp 检测阳性患者给予根除治疗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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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缓解情况的比较。四种症状的缓解率分别是：上腹痛 81.8%、上腹灼热感 62.5%、早饱

63.2%、餐后饱胀 58.8%，其中以上腹痛缓解率最高。 

结论 1.EPS Hp 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两个亚型。Hp 可能参与 EPS 的发病。2.Hp 根除治疗后上腹

痛缓解率明显高于其他症状。 

  
 

OR-75 

穴位针刺法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胃动力和 

感觉功能的作用机制研究 
 

金捷,周乐盈,袁渝萍,朱丽明 

温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穴位针刺法对功能性消化不良（FD）患者症状改善的胃动力和感觉功能的病理生理机

制。 

方法 选取门诊 2015.04~2017.04 符合罗马 III 诊断标准的 FD 且实验室检测存在胃排空障碍的患者

82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41 例）和对照组（41 例），治疗组采用虚实辨证穴位针刺法进行治疗，

对照组采用安慰性穴位针刺法治疗，治疗 3 个疗程。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并通过标准

液体营养胃负荷试验（LNLT）和超声检测技术观察两组患者胃动力和近端胃感觉功能的变化。 

结果 表 1 治疗前后罗马 III症状评分  

组别 例数 针刺治疗前 治疗终止时 

治疗组 41 18.35±3.71 9.56±2.18ab 

对照组 41 18.62±3.86 15.68±3.09a 

注：与针刺治疗前相比，aP <0.05；与对照组相比，bP<0.05 

                                         表 2 治疗前后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1 17 11 3 10 75.6a（31/41） 

对照组 41 5 4 4 24 34.1（14/41） 

                          注：与对照组相同参数值比较，a P<0.05 

表 3 治疗后 LNLT 餐后不同时刻超声胃容积比较  

组别 例数 饱足感（mL） 1h（mL） 2h（mL） GET2h（%） 

治疗组 41 785.24±38.17a 243.12±45.57a 172.20±38.89a 76.45±0.09a 

对照组 41 570.28±29.95 466.6 ±61.94 329.48±50.91   42.09±0.04 

注：与对照组相同参数值比较，aP<0.05 

表 4 近端胃适应性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MV（ml） 治疗后 MV（mL） 

治疗组 41 432.64±25.18   974.68±93.05ab 

对照组 41 395.34±24.49 447.14±70.17 

注：与对照组相同参数值比较，aP<0.05；与治疗前相同参数值比较，bP<0.05 

结论 穴位针刺法能够促进胃排空，提高近端胃功能，明显改善 FD 患者的临床症状，值得临床应用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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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76 

西宁地区功能性便秘直肠肛管测压临床特点 
 

马雪芹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大量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年龄 FC 直肠肛管测压结果有所异同，本研究通过测定 FC 和健康志

愿者直肠肛管各压力和感觉指标，并按性别、年龄进行分组，比较男女性、老年与非老年 FC 病理

生理机制上的异同，有利于临床针对其不同发病机制制定更有效治疗方案。 

方法 收集 2015 年 6 月-2017 年 6 月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诊断符合罗马Ⅲ标准的 40 例 FC 患者和

20 例健康志愿者，按性别分别将病例组和对照组分成男性组和女性组，按年龄分别将病例组和对

照组分成老年组(≥60 岁)和非老年组(＜60 岁)，应用直肠肛管测压仪器检测直肠肛管动力及感觉功

能，包含肛管静息压、最大缩榨压，直肠初始感觉、初始便意、排便窘迫、最强耐受阈值、引出直

肠肛门抑制反射(RAIR)的最小松弛容积（MRV），并对 FC 患者进行分型。 

结果 1.与对照组对比，男性 FC 患者的最大缩榨压降低，直肠四个感觉阈值及引 

出 RAIR 的 MRV 增加，另外，分型中盆底肌协同失调(I 型和Ⅲ型)占 66.38%，排便推动力不足(Ⅱ

型)占 29.73%，正常型占 3.89%。女性 FC 患者肛管静息压及最大缩榨压与对照组对比无差异，直

肠初始感觉、初始便意阈值增加，引出 RAIR 的 MRV 增加，分型中盆底肌功能紊乱占 59.38%，排

便推动力不足占 24%，正常型占 16.62%。男女性 FC 患者直肠最强便意和最大耐受阈值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2.与对照组对比，老年 FC 患者的肛管静息压及最大缩榨压无差异，直肠四个感觉阈值

增加，引出 RAIR 的 MRV 增加，分型中盆底肌协同失调占 42.67%，排便推动力不足占 44.83%，

正常型占 12.5%。非老年 FC 患者的直肠初始感觉及最大耐受容量增加，引出 RAIR 的 MRV 增

加，余检测指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型中盆底肌协同失调占 81.77%，排便推动力

不足占 10.54%，正常类型占 7.69%。 

结论 FC 的发病机制包含直肠肛管压力异常和直肠敏感性改变，直肠高耐受在男性组更明显，盆底

肌功能紊乱和排便推动力不足均参与男女性 FC 的发病。老年 FC 较非老年 FC 直肠低敏感和高耐

受更明显，非老年 FC 以盆底肌协同失调为主，老年 FC 除了盆底肌功能失调，排便推动力不足也

是重要因素。因不同性别、年龄直肠肛管测压指标有所异同，可针对其不同发病机制制定更有效治

疗方案。 

 
 

OR-77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血清生物标志物的鉴定 

——HuProtTM 蛋白芯片法 
 

樊文娟
1
,胡朝军

2
,费贵军

1
,李永哲

2
,方秀才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 

2.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与检验诊断科 

 

目的 采用 HuProtTM 蛋白芯片法鉴定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患者血清生

物标志物。 

方法 纳入符合罗马Ⅲ诊断标准的 IBS 患者，对照组包括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HCs）和疾

病对照（disease controls，DCs）。通过两个研究阶段采用 HuProtTM 蛋白芯片，每张芯片含有超

过 19000 种特异性蛋白，鉴定 IBS 相关自身抗体（包括 IgG 型和 IgA 型）。在第一阶段，分别纳

入 30 例 IBS 患者，20 例 HCs 和 20 例 DCs（包括炎症性肠病、慢传输型便秘和假性肠梗阻），患

者血清与 HuProtTM 蛋白芯片进行杂交反应。采用 GenePix Pro 软件采集每一个蛋白点的荧光信号

强度。通过第一阶段得出的组间和亚组（轻中度 IBS 比重度 IBS）的差异蛋白，制备包含 54 种特

异性蛋白的 IBS 相关候选自身抗体靶抗原蛋白质芯片。在第二阶段，分别纳入 255 例 IBS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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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例 HCs 和 160 例 DCs，进一步验证 IBS 相关自身抗体。采用卡方检验分析组间 IBS 相关自身

抗体的阳性率差异，建立决策树 C4.5 算法模型寻找自身抗体组合。 

结果 在第一阶段，共发现 47 种差异蛋白，包括 8 种 IgG 型、2 种 IgA 型 IBS 和 HCs 差异蛋白；

13 种 IgG 型、13 种 IgA 型 IBS 和 DCs 差异蛋白；9 种 IgG 型、2 种 IgA 型轻中度 IBS 和重度 IBS

差异蛋白；此外纳入既往文献报道的 7 种 IBS 相关自身抗原包括 ELAVL3, ELAVL4, SNRPA 等。

在第二阶段，IBS 患者 IBS 相关候选自身抗体的阳性率和 DCs 组均无显著差异；IBS 患者有 14 种

IgG 型（RIOK1 等）、14 种 IgA 型（PIGP 等）IBS 相关自身抗体阳性率显著高于 HCs，其中 IgG

型 RIOK1 阳性率最高（16.1%比 5.3%，P=0.002），IgA 型 PIGP 阳性率最高（16.9%比 4.6%，

P=0.001）。在决策树模型中，发现 5 种 IgG 型（RIOK1 等）和 7 种 IgA 型（PIGP 等）自身抗体

组合作为 IBS 血清生物标志物（图）。决策树模型用于诊断 IBS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40%和

86.3%（IgG）、46.7%和 79.4%（IgA）。 

结论 我们发现了自身抗体组合用于鉴别 IBS 和健康人，尚不能单纯通过血清自身抗体鉴别 IBS 和

疾病对照。 

 
 

OR-78 

中国成人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低 FODMAP 饮食治疗疗效研

究：一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张雅雯
1,2

,冯丽君
1
,王欣

3
,罗靓

1
,陈淑洁

1,2
,杜丽君

1
,陈彬睿

1
,胡浙芳

1
,徐莉

1
,戴宁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浙江大学胃肠病研究所 

3.浙江省农科院 

 

目的 探究低 FODMAP 饮食治疗中国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患者的有效性及疗效预测因

素。 

方法 采用前瞻、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方法，纳入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5 月就诊于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消化内科，且符合罗马 III 诊断标准的 IBS-D 患者。患者完成 2 周基线症状观

察及基线 IBS 症状严重程度评分量表（IBS-SSS）后，收集治疗前粪便，并随机分为低 FODMAP

饮食组和标准饮食建议指导组，给予 3 周饮食治疗，记录治疗期间消化道症状变化情况。3 周后予

患者随访，评估 IBS-SSS、单一 IBS 症状（大便性状及频率、腹痛、腹胀、排气、排便紧迫感、

排便不尽感）及消化道整体舒适度情况，并收集治疗后粪便。定义 3 周后 IBS-SSS 评分下降 50 分

及以上者为饮食治疗有效者，分析比较两组饮食治疗有效性、单一及整体症状改善情况。气相色谱

法检测患者干预前后粪便短链脂肪酸含量，利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究低 FODMAP 饮食疗效

的预测因素。 

结果 纳入 108 例 IBS-D 患者随机分组，共计 100 例完成研究（平均年龄 44±13 岁，53 例男性，

低 FODMAP 饮食组 51 例、标准饮食指导组 49 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低

FODMAP 饮食组患者治疗 3 周后，总体有效率为 59%（30/51） ,标准饮食指导组为 53%

（26/4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ifference=+6%, 95%CI -13% to 24%; P>0.05）。治疗 1 周后，

低 FODMAP 饮食组大便频率、排气改善均大于标准饮食指导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4

和 P=0.011）；治疗 3 周后，两组间单一症状改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低 FODMAP 饮

食组患者治疗后粪便丁酸（P=0.040）降低，异丁酸（P=0.010）及异戊酸（P=0.007）升高，而

标准饮食指导组粪便短链脂肪酸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重症 IBS（IBS-SSS>300，OR=10.7，95%CI 

1.7-67.4）、粪便低丁酸百分比（OR=8.4，95%CI 1.7-42.9）和低戊酸百分比（OR=7.3, 95%CI 

1.5-36.2）是低 FODMAP 饮食治疗有效的独立预测因素，标准饮食指导组中各类因素均无法预测

其疗效。 

结论 低 FODMAP 饮食和标准饮食指导均能改善中国 IBS-D 患者症状。IBS 症状严重程度和粪便短

链脂肪酸水平可预测患者低 FODMAP 饮食治疗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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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79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脑功能连接密度变化的静息态 MRI 研究 
 

杨宇霖,刘畅,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由脑-肠轴失调导致的常见功能性胃肠道疾病。然而，其确切的神经

机制仍然不清楚。本实验使用功能连接密度（FCD）研究了 IBS 全脑内在功能连接模式的变化。 

方法 我们采集了 32 名 IBS 患者和 32 名健康对照者的静息状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数据。

功能连接密度是一种数据驱动算法，用于计算每个受试者大脑中每个体素的长程功能连接密度值和

短程功能连接密度值，反映皮质中枢远处和局部功能连接的数量。比较 IBD 患者和健康对照的

FCD 图。同时在患者的异常 FCD 值与临床/心理评分之间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与健康对照相比，IBS 患者显示双侧中间扣带回前部（aMCC）和顶下小叶（IPL）中的长、

短程 FCD 均下降， 右侧前脑岛内长程 FCD 下降，双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回下膝部皮质和尾核

短程 FCD 下降。IBS 患者还存在初级感觉运动皮层的长、短 FCD 的增加，以及右侧辅助运动区远

程 FCD 增加，枕叶短程 FCD 增加。部分脑区 FCD 的改变揭示功能异常连接与 IBS 患者疼痛网络

有关。此外，右侧前脑岛和左侧尾状核 FCD 异常值分别与 IBS 患者症状严重程度和疾病持续时间

显着相关。 

结论 IBS 患者多个脑区 FCD 改变，具体表现为在稳态传入网络，情绪产生和认知调节的脑区中下

降，而在与感觉运动调节相关的脑区中增加。功能连接改变揭示了 IBS 患者疼痛网络复杂的工作模

式。这项研究为我们开辟了 IBS 潜在脑网络拓扑的新视野。 

 
 

OR-80 

精神心理异常与肠易激综合征相关性的 Meta 分析 
 

张阿静,张军,狄佳,程妍,常丹燕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具有复杂病理生理机制的异质性疾病。其中遗传、环境、感染、精神

心理等因素在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 Meta 分析来进一步明确精神心理异常（主要是

焦虑、抑郁、躯体化）与肠易激综合征及其亚型的关系。 

方法 分别检索了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 三大数据库，收集了从建库起至 2018 年

5 月的关于精神心理异常与肠易激综合征相关性的文献。纳入的文献为病例对照研究且对照组须为

健康人群。 

结果 严格按照文献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共纳入 25 篇文献。用 State12.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获

取以下数据：整体分析、亚组分析、敏感性分析、发表偏倚。结果显示：（1）整体分析：总研究

对象 IBS 组在焦虑、抑郁、躯体化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1）焦虑水平：IBS 组明显高于健康

对照组（SMD=0.66,95%Cl：0.60-0.72，P＜0.01）；2）抑郁水平：IBS 组也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组（ SMD=0.68,95%Cl ： 0.63-0.74 ， P ＜ 0.01 ）； 3 ）躯体化： IBS 组高于健康对照组

（SMD=0.66,95%Cl：0.55-0.78，P＜0.01）。（2）亚组分析：焦虑、抑郁均与 IBS 的三种亚型

（IBS-C、IBS-D、IBS-M）有关。（3）敏感性分析：1）由于焦虑、抑郁水平相关性整体分析时

异质性均较大（分别为 I2=92%, I2=91%,经敏感性分析剔除 2 篇文献，分别为 I2=89%，

I2=79%，）故选用的随机效应模型(异质性较大的原因均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精神心理

量表的不同引起，另一方面认为与各研究中女性比例不同有关)；2）由于躯体化 I2=0%,因此未做敏

感性分析。4.发表偏倚 : 1）焦虑：Pegger=Pbegg’s=0.004,抑郁：Pegger=Pbegg’s =0.006,（均小于

0.01），说明两者均存在发表性偏倚（由于一个 Meta 分析纳入研究所包含的研究的文献通常不是

这个研究所有的文献，缺失研究的原因主要包括：检索策略不足和其他原因，另外，一些小样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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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阴性结果不易发表也是其主要的原因）；2）躯体化：Pegger=Pbegg’s =0.212（大于 0.05）说明

无发表性偏倚。 

结论 该 Meta 分析显示，在焦虑、抑郁、躯体化水平，IBS 组（而且无论哪种亚型）明显均高于健

康对照组。这为 IBS 患者进行恰当的精神心理干预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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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 

三种胃癌淋巴结分期方法判断胃癌患者预后的系统比较--对数优

势比：一种新的胃癌淋巴结分期方法 

 
王喜

1
,Appleby DH

2
,万飞

2
,马炬明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17 医院 

2.Center for Clinical Epidemiology and Biostatistics，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104， USA 

 

目的 区域淋巴结状态是胃癌最重要的临床病理参数之一。准确评估胃癌患者的区域淋巴结状态，

是判断预后和制定治疗方案的前提。在过去的 50 年里，人们先后提出了多个胃癌淋巴结分期方法

以评估胃癌的区域淋巴结状态。例如，在国际抗癌联盟（UICC）第 5-7 版 TNM 分期中，淋巴结分

期都是依据转移淋巴结的绝对数目而定的。日本胃癌学会（JGCA）则根据胃淋巴引流的解剖学特

点，将胃癌转移淋巴结分组分站，并一直沿用至第 13 版《胃癌处理规约》。2010 年 JGCA 第 14

版《胃癌处理规约》放弃了以转移淋巴结的解剖位置进行分站分组的分期方法，实现了与 UICC 第

7 版 TNM 淋巴结分期方法的统一。但这种以转移淋巴结绝对数为基础的淋巴结分期方法（pN 分

期）极易受到淋巴结检查总数的影响，常常出现―分期偏移‖而造成―分期低估‖。为避免 pN 分期的不

足，近年来有学者又提出了基于转移淋巴结数与淋巴结检查总数比值（rN 分期）和基于转移淋巴

结对数优势比（LODDS 分期）的胃癌淋巴结分期方法。本研究即是系统评价 pN、rN 和 LODDS

这三种胃癌淋巴结分期方法的优劣。 

方法 以来源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 SEER 数据库的 12443 例胃癌病例为主要研究队列，另有来自

中国的 866 例胃癌病例作为独立样本对研究结果进行独立验证。对 pN、rN 和 LODDS 三种淋巴结

分期方法的数理特点及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应用 Harrell's C 指数、Schemper's PEV 指数和

Royston's D 指数评价三种淋巴结分期方法的预后判断能力，并将三种淋巴结分期方法分别与其他

独立预后变量整合建模，综合考察各模型预后判断的综合能力。 

结果 无论是来源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 SEER 数据库的研究队列，还是来自于中国的独立样本，

LODDS 分期较 pN 分期和 rN 分期都显示出更高的预后异质性鉴别能力和预后判断准确性。利用

LODDS 构建的多变量模型较利用 pN 构建的多变量模型表现出更佳的预后判断能力。LODDS 分期

较 pN 分期或 rN 分期更少受淋巴结检查总数的影响，从而可以更为有效地减少―分期偏移‖对胃癌临

床诊疗带来的困扰。而且，LODDS 分期还能将无淋巴结转移或淋巴结全部转移病人预后的异质性

进一步有效鉴别和分层，而 pN 分期或 rN 分期不能。 

结论 LODDS 分期独特的数理特点使其较 pN 分期或 rN 分期具有明显的预后判断优势。LODDS 分

期可作为 TNM 淋巴结分期的重要补充，特别是对淋巴结检查总数不足的胃癌患者。 

 
 

PO-002 

Four-hands Technique of doctor-nurse collaboration mode 
vs One-hand mode in 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for 

Colorectal Polyps :  a clinical comparison 

 
dongmei teng,Lei Deng,Xiaodong Guo,Bo Ning,Junli Wang,Song He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endoscopic procedures and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Four-hands Technique of doctor-nurse collaboration mode in 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EMR）for colon polyps . 

Methods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1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for colorectal polyps, who me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nd agreed to particip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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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tudy in the period between July in 2017 and March in 2018.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hands mode group(n=56) and One-hand mode group(n=64). In Four-hands mode group, 
doctor control colonoscope with two hands, nurse control instruments with two hands, completing 

the following 3 procedures collectively: submucosal injection、snare resection and mucosal 

closing; in One-hand mode group, the colonoscope was controlled by doctor with one hand, 
doctor‘s other hand control insertion portion of the instruments, while the instruments‘ hand le was 
controlled by nurse with one hand.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 time and first-time success rate of 

submucosal injection、snare resection and mucosal closing, to compare the superiority of Four-

hands cooperation model; Conduct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compare the medical and nurse 
cooperation by fill in the NPCS in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ur-hands Technique 
of doctor-nurse collaboration. At the same time, patients in each period i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fill in the questionnaire of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procedure time and success rate of first-time submucosal injection、snare resection 

and mucosal closing were superior in Four-hands mode group(P<0.05),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ur-hands operation of doctor and nurse, medical coope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0.05),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tient satisfaction(P>0.05) 
Conclusions During colonoscopy, only two hands can control colonoscope steady, so doctor has 
no more hand for instruments. Putting forward the Four-hands mode and the instruments‘ 
controler for nurse give back two hands to doctor, so doctor and nurse can complete surgery 
precisely.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operation mode of "one hand operation", the new mode 
of cooperatio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endoscopic surgery effect and medical 
cooperation. However, it needs further improvement in clinical practice. 
 
 

PO-003 

老年人结肠黏膜组织学及超微结构的增龄变化 

 
卢萌,郑松柏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结肠黏膜在组织学及超微结构的增龄变化，探讨肠黏膜屏障老化的特点。 

方法 选取因结肠肿块行左半结肠切除术或因直肠恶性肿瘤行 Dixon 或 Miles 手术治疗的患者为研究

对象。按年龄分为中青年组（＜65 岁，n=12）、低龄老年组（≥65 岁且＜75 岁，n=11)和高龄老

年组（≥75 岁，n=12）。取结肠黏膜标本，光镜下观察结肠黏膜大体形态、肠腺分布情况、炎症细

胞浸润程度、测定肠腺实质与间质的面积比率以及固有层的厚度，计数杯状细胞的个数；透射电镜

下观察结肠黏膜上皮吸收细胞以及杯状细胞的超微结构，黏膜上皮细胞间连接、微绒毛、基底膜以

及杯状细胞内酶原颗粒的超微结构，测定黏膜上皮细胞内线粒体的数目和面积分数。 

结果 光镜下观察结果：老年组结肠黏膜内大肠腺数目稀疏，肠腺间隙增宽，排列散乱，间质组织

增多，间质纤维组织增生明显（P＜0.05）。中青年组、低龄老年组和高龄老年组杯状细胞的数目

逐渐减少（F=8.476，P＜0.05），但固有层厚度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025，P＞

0.05）。透射电镜观察结果：各年龄组间结肠黏膜上皮细胞内各细胞器的形态也并未见明显的差

异。与中青年组相比，老年组杯状细胞内的黏原颗粒的排列比较稀疏，大小不一，且细胞间间隙明

显增宽。老年组肠黏膜上皮细胞内线粒体的面积分数（P=0.008）及数量（P=0.011）均明显高于

中青年组。 

结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结肠黏膜在形态学上出现一定老化的表现，可能是肠黏膜屏障增龄退化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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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4 

肝损伤伴发血清 IgG4 升高的免疫学评价 

 
姜丹丹,张跃,周璐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和平区 

 

目的 免疫球蛋白 G4 （Immunoglubin G4, IgG4）是免疫球蛋白 G(Immunoglubin G，IgG)的亚型

之一。临床中越来越多的患者被发现血清 IgG4 水平升高，其中部分患者存在肝功能异常。本研究

通过收集不同原因肝损伤患者的血清，检测伴血清 IgG4 水平升高的肝损伤患者血清中 Th1/Th2 细

胞因子的变化，评价 Th1/Th2 细胞平衡有无异常。旨在分析伴发血清 IgG4 水平升高肝损伤患者血

清 Th1 细胞与 Th2 细胞的细胞因子表达水平。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血清 IgG4 水平升高的 16 例肝

损伤患者（包括 3 例 AIP、3 例 AIH、8 例 IgG4-RD、1 例嗜酸细胞性胃肠炎和 1 例不明原因肝硬

化患者）、17 例 AIH 患者（血清 IgG4 <2.01 g/L）、29 例健康对照组（肝功能正常，血清 IgG4 

<2.01 g/L）患者的血清，应用 Milliplex 多因子检测技术，检测 Th1/Th2 细胞因子谱表达水平。 

结果 分析血清 IgG4 水平升高患者组（n=16）、AIH 患者组（n=17）和健康对照组（n=29）血清

IL-4、IL-5、IL-10、IL-13、IL-21、TNF-α、IFN-γ 和 IL-2 水平，结果显示，血清 IgG4 水平升高患

者组的血清 IL-4 和 IL-5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伴 IgG4 升高的

AIH 患者组的 IL-4、IL-5、IL-10、IL-13 和 IL-21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伴 IgG4 升

高的 AIH 患者组的 IL-4、IL-13 和 IL-21 水平显著高于 IgG4-RD 患者组（p<0.05）。伴 IgG4 升高

的 AIH 患者组的 IL-5、IL-13、TNF-α 水平显著高于 AIH 患者组（p<0.05）。AIH 患者组的 IL-4、

IL-5 和 IL-10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 

结论 伴血清 IgG4 升高肝损伤患者血清 IL-4 和 IL-5 升高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这一免疫学特点与 IgG4-RD 患者相似，提示血清 IgG4 水平的升高与机体免疫功能异常特别

是 Th2 细胞与 Th1 细胞平衡失常有关。 

 
 

PO-005 

Stroop 测试在中国肝硬化患者中诊断隐匿性肝性脑病的价值 

 
曾欣

1
,李雪梅

2
,朱燕华

3
,顾嫣

3
,谢渭芬

1
,刘玉兰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消化内科 

2.北大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3.雅培医学部 

 

目的 隐匿性肝性脑病（CHE）严重影响肝硬化患者生活质量，目前仍然是临床诊断的难点。目前

CHE 诊断最常用的方法是神经心理测试中的肝性脑病心理测量评分（PHES），但需要专门经过培

训的医生指导，临床应用受限。美国的 Bajaj 团队改良了传统的 Stroop 纸笔测试，设计发明了一款

基于 App 平台的精简版颜色-词语模式的 Stroop，并首先将其引入 HE 诊断领域，在欧美人群中具

有良好的诊断效能。本研究拟探讨 Stroop 测试在中国肝硬化患者中诊断 CHE 的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一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以 PHES 为金标准，在肝硬化患者中评价 Stroop 测试诊断

CHE 的敏感性、特异性及 ROC 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 共纳入 160 例患者，经 PHES 检测 69 (43.1%)患者诊断为 CHE。在 Stroop 测试的指标 Off 

time、On time 及 On time + Off time 三个指标中，On time + Off time 的敏感性及 AUC 最高。以

On time + Off time 的 cutoff 值> 186.68 s 为标准，Stroop 测试诊断 CHE 的敏感性、特异性及

AUC 分别为 0.81、0.61、0.76。年龄、酒精性肝病及既往的显性肝性脑病史与 CHE 风险呈正相

关，教育程度与 Stroop 结果负相关。与 PHES 比较，基于 App 平台的 Stroop 测试可以节约 33%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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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初步表明，在中国肝硬化人群中，Stroop 测试是一种方便、省时的 CHE 筛选方式，值

得进一步推广。 

 
 

PO-006 

淋巴管瘤病并结肠侧向发育型肿瘤癌变的内镜特点 

 
丁雪丽,刘华,赵清喜,田字彬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省,青岛市 

 

目的 淋巴管瘤病累及消化道临床罕见，容易漏诊及误诊，本文复习我院病例，进一步了解淋巴管

瘤病消化道受累的内镜表现。 

方法 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资料：患者，男，78 岁，因―反复黑便、乏力半月余‖于入院。查体：贫

血貌，双下肢轻度水肿。ALB20.68g/L， G13.96g/L，LY0.33*109/L，LY%9.9%，Hb63g/L，尿蛋

白阴性，大便 OB+。腹部 CT 提示升结肠壁增厚，肝、脾、肾多发低密度影，胸腹水（图 1）。肠

镜：末端回肠黏膜呈结节样隆起，表面充血，升结肠见巨大 LST，结肠散在囊肿样改变及白色斑点

样改变，局部黏膜充血（图 2：F、G、H、I）。病理提示：绒毛状管状腺瘤，部分区域腺体呈低级

别上皮内瘤变。行根治性右半结肠切除术，病理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局部区域高分化腺癌；淋巴

管瘤样扩张，D2-40 阳性（图 2：J），结合患者反复便血、腹水、胸水等临床表现，TP、ALB、

G 降低，LY 降低，Hb 下降，肝、脾、肾低密度改变、胸水、腹水等表现，内镜提示小肠淋巴管扩

张，回肠末端结节样隆起，表面充血，结肠多发囊肿样改变，白色斑片状改变，病理提示淋巴管扩

张及瘤样扩张，D2-40 阳性，LST 为高分化腺癌，最终诊断为淋巴管瘤病（小肠、结肠、肝、脾、

肾）并 LST 癌变，给予患者沙利度胺 50mg qd 治疗，效果不佳 ，最终于 2017 年 2 月死亡。 

结果 临床出现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或合并蛋白丢失性胃肠病时，应考虑到淋巴管瘤病可能，及

时影像、内镜、病理筛查及免疫组化检查，避免误诊和漏诊。我院病例及结合文献提示淋巴管瘤病

消化道内镜下典型特点：不规则肿物、葡萄样肿物或息肉样隆起，肿物顶端多发白，部分糜烂，部

分渗血，个别可见淋巴管扩张改变。 

结论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及蛋白丢失性胃肠病患者应考虑淋巴管瘤病可能，内镜下注意淋巴管扩

张，多种形态隆起，可表面发白、糜烂甚至渗血。 

 
 

PO-007 

卡培他滨联合替莫唑胺（CAPTEM）方案治疗晚期神经 

内分泌肿瘤：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陈洛海

1
,张雨

1
,林原

2
,陈旻湖

1
,陈洁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 

 

目的 在中国晚期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中，卡培他滨联合替莫唑胺（CAPTEM）方案的抗肿瘤作用

尚无研究报道，同时，O(6)-甲基多胍-DNA 甲基转移酶（MGMT）表达情况与 CAPTEM 方案疗效

的相关性尚不得而知。为此，本研究旨在评估 CATPEM 方案在中国晚期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中的

抗肿瘤作用及其与 MGMT 表达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1 年 10 月至 2017 年 8 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应用 CAPTEM 方案的神经内

分泌肿瘤患者数据，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IHC）方法检测 MGMT 表达情况。肿瘤治疗反应评估

采用 RECIST 1.1 标准。 

结果 共收集 24 例患者。最佳疗效评估为部分缓解、疾病稳定及疾病进展分别有 4 例（16.7%）、

15 例（62.5%）及 5 例（20.8%）患者。MGMT 的阳性表达率为 62.5%，MGMT 表达情况与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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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反应无统计学关联（P>0.05）。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 5.9 个月，PFS 与 MGMT 表达

情况、其它临床病理因素、先前治疗方法均无统计学关联（P>0.05）。但与其它部位神经内分泌

肿瘤相比（3.6 个月），胰腺（7.5 个月）和胃肠道（6.4 个月）的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 PFS 有相

对较长的趋势，同时，与分化差的神经内分泌癌（3.2 个月）相比，分化良好的神经内分泌瘤（7.5

个月）PFS 亦具有较长的趋势，此外，与先前有其它药物治疗（4.9 个月）的患者相比，无先前药

物治疗（7.6 个月）的患者 PFS 亦有较长的趋势。 

结论 CAPTEM 方案可能是中国晚期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有效的治疗方案，而 MGMT 的表达情况

与 CAPTEM 方案治疗反应无关。 

 
 

PO-008 

儿童门静脉海绵样变性的临床特点分析 

 
张斌,蒋丽蓉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目的 分析儿童门静脉海绵样变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方法。 

方法 对 2013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确诊的门静脉海绵样变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36 例经门静脉血管造影或手术探查确诊的门静脉海绵样变患儿。男女之比为 1∶1，年龄 1

岁～１０岁，病程 1 天～3 年。临床表现无任何症状 9 例，呕血、黑便（上消化道出血）27 例；脾

脏肿大 30 例。36 例均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与腹部增强 CT 扫描，其中 22 例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提示门静脉海绵样变，检出率 61.11%。36 例腹部增强 CT 扫描均提示门静脉海绵样变，检出率

100%。20 例消化道出血患儿行电子胃镜检查均示食道静脉曲张。25 例外科手术治疗。 

结论 门静脉海绵样变临床表现虽无特异性，但多见上消化道出血。临床易误诊，相对于彩色多普

勒超声检查，腹部增强 CT 在诊断门静脉海绵样变性更具准确性。 

  
 

PO-009 

奥贝胆酸对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郭利梅,陈熙,丁雯,范圆圆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究奥贝胆酸对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的影响。 

方法 构建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按照体重将 48 只 6~8 周雄性 ICR 小鼠随机分为 8 组：

Control-2 h、8 h 组，OCA-2 h、8 h 组，Alcohol-2 h、8 h 组，OCA+Alcohol-2 h、8 h 组。

Control-2 h、8 h 组给予同体积的生理盐水；OCA-2 h、8 h 组分别经灌胃给予 OCA（10 

mg/kg），每次间隔 24 h，共 5 次；Alcohol-2 h、8 h 组经灌胃给予 50%酒精（4 g/kg），每次间

隔 12 h，共 5 次；OCA+Alcohol-2 h、8 h 组在首次给予酒精前 48 h，分别经灌胃给予 OCA（10 

mg/kg），每次间隔 24 h，共 5 次，分别于末次灌胃给予酒精后禁食 2 h 或 8 h 取血和肝脏组织，

用生化比色法检测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肝组织丙二醛（MDA）水平，还原性谷胱甘肽

（GSH）含量、谷胱甘肽还原酶（GSH-Rd）活力；用 Western blotting 检测肝脏细胞色素 P450 

2E1（Cyp2e1）、血红素氧合酶-1（HO-1）蛋白的表达。 

结果 1.奥贝胆酸能有效改善小鼠肝组织的损伤；2.与 Control-2 h、8 h 组对比，Alcohol-2 h、8 h

组血清 ALT 升高（P<0.05），与 Alcohol-2 h、8 h 组相比，OCA+Alcohol-2 h、8 h 组血清 ALT 降

低（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与 Control-2 h、8h 组对比，Alcohol-2 h、8h 组 MDA 含

量升高（P<0.05），GSH 含量降低（P<0.01 or P<0.05），GSH-Rd 活力降低（P<0.05 or 

0.01）；与 Alcohol-2 h、8h 组相比，OCA+Alcohol-2 h、8h 组 MDA 含量减少（P<0.01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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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GSH 含量增加（P< 0.05），GSH-Rd 活力增加（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4.

与 Control-2 h、8h 组比较，Alcohol-2 h、8h 组肝组织 Cyp2e1 蛋白表达明显升高（P<0.01），与

Alcohol-2 h 、 8h 组比较， OCA+Alcohol-2 h 、8h 组肝组织 Cyp2e1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

（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奥贝胆酸通过抗氧化途径对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发挥保护作用 

 
 

PO-010 

Determination of dermcidin as a novel binding protein of 
lncRNA STCAT3 and its effect on prognosis in gastric 

cancer 

 
jianfeng zhang,Xiaoling Kuai,Yimin Ji,Zhenglong Zhu,Zhenbiao Mao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perform distinct biological functions by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s of genes through various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 physiologic and 
pathologic conditions. However, the function of the lncRNA STCAT3, including its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and its role as a binding protein in gastric cancer (GC), remain unclear. 
Methods The present study screened and identified the interacting proteins of STCAT3 using 
RNA pull-down technology and mass spectrometry assa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were used to detect its expression level. RNA 
binding protein immunoprecipitation (RIP) experiments were also performed to confirm its binding 
protein in GC. Furthermor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STCAT3 in GC as well as its binding protein 
were evaluated using univariat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s.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screened 56 potential binding proteins of STCAT3 through mass 
spectrometry an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Among these, dermcidin, GAPDH, annexin, 
calmodulin-like protein, cathepsin-D, and suprabasin were found to be candidate binding proteins 
through a literature search. We then used RNA-protein interaction prediction to confirm these six 
proteins. Finally, we identified dermcidin as the binding protein of STCAT3 by comparing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these six candidate genes and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STCAT3 in 
various plasmid-transfected BGC-823 GC cell lines as well as by performing further validation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dermcidin and STCAT3 by other GC cell lines. Moreover,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results in 98 GC patients further confirm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ermcidin and STCAT3. Our study also verified that STCAT3 and dermcidin were two 
independent predictors for overall survival in GC patients and were found to be up-regulated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umor/node/metastasis phase.  
Conclusions Dermcidin is a novel binding protein of lncRNA STCAT3,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ress and clinical outcome of GC. 
 
 

PO-011 

液相适配子阵列检测胃癌新技术的建立及其诊断价值初步评价 

 
何瑜婷,王婷,张焜和,袁海良,王玉琪,胡佳,韩芳丽,黄德强,吕农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目前胃癌尚无简便高效的筛查方法。适配子是通过 SELEX 技术筛选出的人工寡链核苷酸配

体，能高特异性、高亲和力结合靶分子，在恶性肿瘤诊断中良好的应用前景。本课题组在前期工作

中，以胃癌血清为靶标成功筛选出 86 个适配子，初步分析对胃癌有较好的诊断价值。本研究将进

一步建立以血清为检材的适配子液相阵列检测胃癌新技术，并评价其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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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胃癌、良性胃病患者及正常人血清标本。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逐个分析 86 个胃癌

血清适配子与胃癌混合血清结合的特异性和亲和力，优选出代表性胃癌血清适配子，用以测定三重

血清荧光（血清自体荧光、加入荧光染料孵育后的荧光、再加入适配子孵育后的荧光）。以荧光指

标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ROC）评价模型对胃癌的诊断价

值，并计算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 

结果 以胃癌和良性胃病血清各 32 例制备混合血清。13 个适配子与胃癌混合血清结合特异性较

好，与良性胃病混合血清的游离带灰度比值介于 0.32~0.56 之间，其中 11 个适配子显示出较强的

亲和力，与胃癌混合血清结合的 Kd 值介于 0.04~0.62μM 之间。以胃癌、良性胃病和正常血清标本

各 96 例分别分析了 3 个适配子在两种染料（EvaGreen、OliGreen）下的三重血清荧光。基于

EvaGreen 染料的各适配子的三重血清荧光指标分别建模，区分胃癌与良性胃病、正常和全部非胃

癌（良性胃病+正常）的 AUROC 分别为 0.78、0.78、0.78；0.73、0.76、0.69 和 0.78、0.89、

0.77，联合建模的 AUROC 分别为 0.88、0.89 和 0.86。基于 OliGreen 染料的各适配子的三重血清

荧光指标分别建模，区分胃癌与良性胃病、正常和全部非胃癌的 AUROC 分别为 0.87、0.78、

0.77；0.73、0.76、0.79 和 0.86、0.88、0.88，联合建模的 AUROC 分别为 0.93、0.94 和 0.94。

双染料各适配子的三重血清荧光指标联合建模，区分胃癌与良性胃病、正常和全部非胃癌的

AUROC 分别为 0.96、0.97 和 0.94，诊断胃癌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 89%、93%，

91%；93%、93%、93%和 77%、94%、88%。 

结论 液相适配子阵列对胃癌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且简便实用、快速高效。  

 
 

PO-012 

Biomarkers identification by a combined clinical and 
metabonomics analysis in Functional Dyspepsia with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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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iyuanHospital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2.Experimental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asses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FD with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to identify metabolic perturbations involved in FD progress, and to combine metabolic 
biomarkers and clinical features into a better prediction for FD with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Methods A total of 312 people were recruited, including 215 FD patients and 61 healthy control 
group (HC).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astric emptying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spleen 
deficiency-FD group and non -spleen deficiency-FD. The serum lipids metabonomics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metabolic differences in spleen deficiency-FD group and HC. 
Results The spleen deficiency group had more severe postprandial fullness (4.56±1.13 vs. 

4.27±1.31, P＜0.05) and early satiety (3.69±1.70vs 3.31±1.58, P＜0.05) vs. the non-spleen 

deficiency group. The gastric emptying rate of the proximal stomach (GERPG) in the spleen 
deficiency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t 90minutes (P < 0.05) and 120minutes (P < 0.01), the 
gastric emptying rate of the distal stomach (GERDG) in the spleen deficiency group decreased at 

120 minutes (P < 0.01) vs. non-spleen deficiency group. The pepsinogen、gastrin、ghrelin、

motilin were reduced(P＜0.05)  and  cholecystokinin was increased(P＜0.05) in spleen deficiency 

group vs. HC. Similar results were obtained vs.non-spleen group except that the change of 

ghrelin was not significant(P＞0.05). The result of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n that 

decreased motilin (OR=0.990, 95%CI(0.982-0.997) ) was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related to 
spleen deficiency in patients with FD. The lipid metabonomic profiles revealed alterations 
between spleen deficiency group and HC. In total, we identified 15 biomarkers for spleen 
deficiency group vs. HC, majority of those metabolites biomarkers belonged to the 
glycerophospholipid metabolic pathway.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15 biomarker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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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een deficiency-FD vs. HC ranged from 0.6790 to 0.9926.The combination of 15 metabolics 
could diagnose spleen deficiency-FD, with the AUC of 0.9943 (95%CI(0.9854-1.0000)), and the 
combination of 15 metabolics and motilin could diagnose spleen deficiency-FD, with the AUC of 
0.9615(95%CI(0.9264-9967)).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supportive evidence that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was 
associated with delayed gastric emptying rate and the glycerophospholipid metabolic pathway 
was perturbed in FD patients. The combination of metabolic biomarkers might facilitate clinical 
diagnosis for FD with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The combination of metabolic biomarkers and 
clinical features provided us with new ideas for multidimensional diagnosis of FD. 
 

 
PO-013 

MPST 在肝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李檬,张洁,蔡昌洲,岑莉,徐承富,虞朝辉,厉有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肝细胞性肝癌（HCC）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二大主导因素。3-巯基丙酮酸转移硫酶

（MPST）是体内产生内源性硫化氢的酶之一，它在肝癌中的表达和功能从未被研究报道过。本研

究旨在探究 MPST 在肝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来自 12 例肝细胞肝癌患者的癌与癌旁组织中 MPST 蛋白的表达。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包含 90 例肝癌患者的组织芯片中样本 MPST 蛋白的表达，并作临床分

析。用人肝癌细胞系 LM3 和 HepG2 做体外研究，并建立裸鼠皮下成瘤模型，并在 MPST 基因敲

除小鼠中注射 DEN 诱导肝癌模型进一步验证效应。 

结果 和癌旁组织相比，12 例患者 MPST 表达在肝癌组织中均呈显著下降的趋势。90 例肝癌患者

组织芯片结果示，与相应癌旁组织相比，80 例患者 MPST 表达在肝癌组织中呈显著下降趋势，更

有 1 例患者呈阴性表达。生存分析示，低表达 MPST 与肝癌患者不良预后密切相关。进一步临床

数据分析示，低表达 MPST 与肿瘤增大密切相关。和人正常肝细胞相比，MPST 在 5 种人肝癌细

胞系中均呈显著表达下降趋势。功能学实验示，在肝癌细胞中过表达 MPST 后不仅抑制了肝癌细

胞的增殖、克隆形成，并显著促进肝癌细胞凋亡。且过表达 MPST 的肝癌细胞接种于裸鼠成瘤后

瘤体大小显著小于阴性对照组。在 DEN 诱导的小鼠肝癌模型中，和野生型组相比，MPST 基因完

全缺失的小鼠肝脏上可见肝癌数目（直径大于 2mm）显著增多，H&E 染色显示其肝癌异型增生区

域更广泛。机制实验提示，过表达 MPST 可诱导肝癌细胞 G1 期阻滞，进而抑制增殖，而这可能与

调控 AKT/Foxo3a 相关的 p-Rb/E2F1 通路有关，并在裸鼠肝癌模型与临床肝癌标本上得到验证，

MPST 表达与 p-Rb 表达呈负相关，且 MPST 基因低表达联合 p-Rb 高表达的肝癌患者预后最差，

进一步揭示了 MPST 基因失活与临床肝癌预后的关系。 

结论 MPST 在肝癌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的生物学作用，主要体现在抑制肝癌细胞增殖上，是一

个潜在的新抑癌基因。并且，MPST 表达与肝癌患者临床预后密切相关，有望成为新的生物标志

物，而过表达 MPST 可成为新的肝癌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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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4 

靶向蛋白质精氨酸甲基转移酶 1 治疗肝癌的作用及机制探讨 

 
丁晨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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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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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2.中科院药物所 

 

目的 PRMT1（蛋白质精氨酸甲基转移酶 1）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增殖转移密切相关，但其对肝癌的

影响及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将在此基础上明确小分子抑制剂 PT1001B 靶向 PRMT1 治疗肝

癌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为肝癌的靶向治疗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 

方法 实时荧光定量 PCR （real-time PCR）检测人肝癌标本中 PRMT1 的表达情况，同时借助

TCGA 数据库分析 PRMT1 的表达与肝癌患者的预后关系。利用慢病毒载体上调或利用小干扰

RNA 下调 PRMT1 的表达，或利用小分子抑制剂 PT1001B 抑制 PRMT1 的活性，CCK-8 实验和迁

移小室实验检测 PRMT1 表达改变或活性受抑对肝癌细胞恶性表型的影响。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

分析 PRMT1 对肿瘤相关信号通路的调控作用，进一步借助蛋白免疫共沉淀实验检测 PRMT1 与相

关信号通路关键蛋白的结合作用，同时利用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ting）实验分析 PRMT1 与

靶向蛋白的调控与修饰作用。另外利用小鼠皮下成瘤实验研究 PT1001B 对肝癌细胞小鼠种植瘤的

治疗作用。  

结果 Real-time PCR 结果显示在 36 对肝癌组织标本中 PRMT1 的表达水平较癌旁组织升高，同时

TCGA 数据库分析显示高表达 PRMT1 的肝癌患者预后不良。初步的细胞学实验表明 PRMT1 可促

进肝癌细胞增殖、转移和侵袭的恶性表型，其靶向小分子抑制剂 PT1001B 对肝癌细胞增殖、转移

和侵袭的恶性表型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对信号通路报告基因实验分析发现 PRMT1 在肝癌细胞中

可促进 Hippo 信号通路重要转录共激活因子 YAP1 的活化，同时免疫共沉淀实验表明 PRMT1 可与

YAP1 蛋白相结合。小鼠皮下成瘤实验证实 PT1001B 对肝癌细胞所成实体瘤具有良好的治疗作

用。 

结论 在肝癌细胞中 PRMT1 可通过结合 YAP1 蛋白促进肝癌的恶性表型，小分子抑制剂 PT1001B

可靶向 PRMT1 治疗肝癌。 

 
 

PO-015 

幼年食管酸暴露的大鼠成年后血清代谢物改变及 

相关代谢通路分析 

 
张巍方,王琨,段丽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早期食管酸暴露导致大鼠成年后中枢神经系统（CNS）长期可塑性改变，而其机制仍不详。

食管外周伤害性刺激，可能影响大鼠的血清代谢物发生改变。我们旨在阐明经历过早期食管伤害性

刺激的大鼠成年后血清代谢物的特征，并初步讨论血清代谢物改变在中枢神经可塑性发生机制中发

挥的作用。 

方法 在大鼠出生后第 7-14 天给予大鼠食管内盐酸（pH = 1）或生理盐水灌注（每天一次，重复 8

天）。出生后第 60 天（大鼠成年后），我们检测了大鼠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和背侧海马中 N-甲基

-D-天冬氨酸受体（NMDA 受体）的表达，并对大鼠血浆进行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 

结果 早期食管酸刺激可导致大鼠成年后内侧前额叶皮层和背侧海马 NMDA 受体-NR1 亚基表达降

低。对大鼠血浆进行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发现早期食管酸刺激的大鼠成年后血浆中存在 10 个显

著降低的离子。其中 1 个差异离子经一级鉴定，可对应到 5 种代谢物（差异离子含量是对照组的

0.54 倍，p = 0.02）。这 5 种代谢物质均显著降低，包括：咪唑乳酸，甲酰异谷氨酰胺，6-羟基烟

酸，N-甲亚胺基-L-谷氨酸和 4-咪唑啉酮-5-丙酸。差异代谢物主要富集在组氨酸代谢通路上，包括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7 

咪唑乳酸，甲酰异谷氨酰胺，4-咪唑酮-5-丙酸和 N-甲亚氨基-L-谷氨酸。这些代谢物质是 L-谷氨酸

的前体，可能会影响 L-谷氨酸的合成。 L-谷氨酸是脑内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代谢所必需的，也是

NMDA 受体的激动剂。此外，尼古丁和烟酰胺代谢通路中的 6-羟基烟酸也显著降低。 

结论 本研究发现早期食管酸暴露引起大鼠成年后血浆代谢物质的特异性变化。 长期改变的血浆代

谢物可能潜在地影响 NMDA 受体活性和 CNS 的活动（通过影响 L-谷氨酸合成）。早期食管酸暴露

所致成年后血浆代谢物变化可能在中枢神经可塑性的形成中发挥作用。 

  
 

PO-016 

Needleless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stimulation: A 
pilot study evaluating improvement in post-operative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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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1)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needleless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stimulation (TEA) 
on postoperative recovery; 2)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involving autonomic function in 
postoperative patients after removal of gastrointestinal cancers. 
Methods  Forty-two patients (33 Male, age: 69.5±1.5 yrs) scheduled for abdominal surgical 
removal of gastrointestinal cancers were randomized to TEA (n=21) and sham-TEA (n=21). TEA 
was performed via acupoints ST36 and PC6 1 h twice daily from the postoperative day (POD) 1 
to day 3. Sham-TEA was performed at non-acupoints. 
Results 1) TEA improved major postoperative symptoms by about 30%, including a reduction in 
time to defecation by 31.7% (P<0.01 vs. sham-TEA), time to first flatus by 35.9% (P<0.001), time 
to ambulation by 42.8% (P<0.01), time to resuming diet by 26.5% (P<0.01) and hospital stay by 
30% (P<0.05) as well as pain score by 50% (P<0.01). 2) TE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vagal activity 
(P<0.001) and decreased sympathetic activity on POD 4(P<0.001) compared with POD1 as well 
as serum level of NE (P<0.05). 3) The vagal activity, high frequency assessed from the spectral 
analysis of heart rate variabili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ime to resuming diet, whereas, the 
sympathetic measurement, serum norepinephrin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ime to resuming 
diet and time to flatus. 4) TEA but not sham-TEA decreased TNF-α by 17.4% from POD 1 to POD 
4. 5) TEA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a shorter hospital stay. 
Conclusions Needleless TEA improves major postoperative symptoms by enhancing vagal and 
suppressing sympathetic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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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7 

Fulminant alimentary tract ulcer: An intestinal Behçet's 
Disease or Merely an Intestinal Complication of Systemic 

Vasculitis? 

 
wei luo,Haixing Ji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Behçet‘s disease (BD) is an idiopathic, chronic, relapsing, multi-systemic vasculitis and 
an uncommon subtype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t can present with a wide array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hat may mimic other diseases including Crohn‘s disease. Establishing the 
diagnosis remains a challenge for clinicians. The optimal medical management is limited by the 
lack of rigorous clinical trial data. 
Methods a 38-year-old male patient initially diagnosed as multiple polypus in colon by 
colonoscopy one month ago with mucous stool in local clinic. The disease ran an aggressive 
course, and eight days before admission hematochezia, diarrhea and fever had rapidly 
developed.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endoscopy revealed unequal sized, irregular shape, 
deep penetrating, discrete border ulcerations from oral to colon including ileocecal location; 
biopsy showed non-specific vasculitis. While sera autoantibodies, CMV and PET-CT examination 
were negative results. The treatment started with high-dose intravenous methylprednisolone 
pulse therapy combined with cyclophosphamide and thalidomide. 
Results  Hematochezia disappeared, diarrhea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body temperature 
returned to normal after one month of therapy. Then he was treated continuously with thalidomide 
to maintain clinical remission after 1 years of treatment and no recurrence was observed for 7 
years follow-up. 
Conclusion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intestinal BD and IBD frequently overlap. Although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endoscopic findings resemble each other, independent characteristics 
can be found through careful clinical evaluation. So far,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IBD have proven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for controlling intestinal BD. 
 
 

PO-018 

不同病理类型胃肠息肉的拉曼光谱特征及其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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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采用近红外激光拉曼光谱检测不同病理类型胃肠道息肉的光谱特征，探讨其相关性。 

方法 对胃息肉组织（23 例胃底腺息肉、27 例胃增生性息肉）及肠息肉组织（49 例腺瘤性息肉、

29 例增生性息肉），21 例正常胃组织及 21 例正常肠组织进行拉曼光谱检测。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及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不同病理类型的胃肠息肉的平均拉曼光谱峰强进行比较，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其相关性。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不同病理类型胃肠组织中 β-catenin 蛋白的表达。 

结果 不同病理类型的胃息肉与正常胃组织及不同病理类型的肠息肉与正常肠组织的典型拉曼谱峰

分布基本一致，主要包括 830cm-1、855cm-1、1003cm-1、1032cm-1、1210cm-1、1323cm-1、

1335cm-1、1450cm-1、1655cm-1 9 个典型的谱带。与正常胃组织相比，胃底腺息肉、胃增生性息

肉在 1323cm-1、1335cm-1、1450cm-1、1655cm-1谱带处的拉曼峰强较高，在 1032cm-1、1210cm-

1 谱带处的拉曼峰强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正常肠组织相比，肠腺瘤性息肉、

肠增生性息肉在 1323cm-1、1335cm-1、1450cm-1、1655cm-1 谱带处的拉曼峰强较高，在 855cm-

1、1032cm-1、1210cm-1 谱带处的拉曼峰强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胃底腺息肉与

肠腺瘤性息肉在 1032cm-1、855cm-1、830cm-1 处的拉曼峰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者间的拉曼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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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呈正相关（r=0.961，P=0.000）；胃增生性息肉与肠增生性息肉在 1210cm-1、1032cm-1、

1003cm-1、830cm-1 处的拉曼峰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者间的峰强呈正相关（ r=0.984，

P=0.000）。胃底腺息肉中 β-catenin 蛋白的异常表达率（60%）与肠腺瘤性息肉中的异常表达率

（53.3%）、胃增生性息肉中 β-catenin 蛋白的异常表达率（66.7%）与肠增生性息肉中的异常表

达率（75%）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不同病理类型胃肠息肉的拉曼光谱特征具有一定的联系，胃底腺息肉与肠腺瘤性息肉、胃增

生性息肉与肠增生性息肉之间存在 β-catenin 蛋白的表达联系。胃肠息肉的同时发生可能与 Wnt/β-

catenin 通路相关，但仍需进一步研究。 

 
 
PO-019 

胶囊内镜前不同时间口服聚乙二醇肠道准备的多中心 

随机对照研究 

 
杨强强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重庆市,沙坪坝区 

 

目的 胶囊内镜（CE）检查前行肠道准备时间间隔越长，受检者出现不适症状几率就越高，检查依

从性越低。本实验分析 CE 检查前 4 小时、6 小时口服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2 升对 CE 图像质量指

标、CE 诊断率、CE 回盲瓣通过率、胃小肠通过时间的差异，为清肠时间提供临床证据。 

方法 于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按纳入及排除标准共纳入 150 例患者，按 1：1 比例随机分

组分为 4 小时组、6 小时组，分别于检查前 4 小时及 6 小时口服聚乙二醇 2L（2 小时内服完）。检

查结束后统计 CE 诊断率、CE 回盲瓣通过率、胃小肠通过时间指标。同时对胶囊回盲瓣通过者的

小肠段影像每间隔 1 分钟图像抽样，剔除临近部相似图像，按事先确定胶囊图像质量标准予以评

分，分析两组 CE 优秀图像质量百分比差异。 

结果 胶囊内镜诊断率（DR）4h 组、6h 组分别为 70.1（53/75）、68%（51/75），P 值无统计学

意义；回盲瓣通过率（CR）分别为 86.7%（65/75）、89.3%(67/75)，P 值无统计学意义；总运行

时（TT）分别为 647±86 分（75）、640±107 分（75），P 值无统计学意义；胃通过时间

（GTT）分别为 56±57 分（75）、43±51 分（75），P 值无统计学意义；小肠通过时间（SBTT）

分别为 269±116 分（65）、314±104 分（67），P=0.019。优秀图像质量指标分析：优秀诊断视

野（DY）（诊断视野面积>=75%图像面积）率分别为 63.73%±17.04%、57.19%±17.78%，

P=0.037；优秀肠液浑浊度率（肠液浑浊度不影响粘膜观察）分别为 66.87%±19.41%、

61.19%±20.77%，P 值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检查前 4 小时口服 2 升聚乙二醇行肠道准备方案较 6 小时方案能提高胶囊内镜图像质量，是

临床上值得采用的胶囊内镜肠道准备时间方案。 

 
 

PO-020 

低浓度分阶段口服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溶液在结肠镜检查前的 

肠道准备的效果分析 

 
张扬,李春花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评价 3L 低浓度分阶段口服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溶液(polyethylene glycol electrolyte ，PEG)

在结肠镜检查前的肠道准备的效果和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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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在本院消化科拟行结肠镜检查的全部患者 300 例作

为研究对象，采用计算机随机数字随机将其分为 A 组（3L 低浓度分阶段组）和 B 组( 2L 传统浓度

组)，结肠镜检查医师和护士盲法采用 Boston 肠道准备量表(boston bowel preparation scale,BBPS)

进行评分和询问记录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A、B 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性别比例、身高、体质量和文化程度等一般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0.05)。A 组肠道准备有效率（BBPS≥5 分）和优良率（BBPS≥8 分）分别为 94.6%

（142/150），62.7%（94/150），均显著高于 B 组的 79.3%（118/150）和 38.0%（57/152）

(P=0.000)；同时 A 组总体不良反应发生发生率为 14%（21/150）显著低于 B 组的 32.0%（P = 

0.000）。  

结论 3L 低浓度 PEG 分阶段口服方案具有较好的肠道清洁效果且副作用发生率相对较低，值得进

一步采用多中心大样本量的随机对照研究进行全面评价。  

 
 
PO-021 

肱动脉和股动脉采血法在消化道大出血患者中应用效果 

比较的随机对照研究 

 
张扬,李春花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目的 评价肱动脉采血法在急性消化道大出血患者的临床效果，为其临床应用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方法 以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住院治疗且需采血检查的急性消化道患者共 98 例

为研究对象，采用计算机随机数字方法随机分为肱动脉采血组（49 例）和股动脉采血组（49

例），随机在 2 位临床经验相当的护士中选择一位按照规范进行采血操作，并收集相关信息；采用

SPSS20.0 软件包进行两组间的临床效果比较。  

结果  肱动脉采血组和股动脉采血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和临床特征未见统计学显著性差异

（P>0.05）；肱动脉采血组一次性穿刺成功率和标本合格率分别为 95.92%和 91.84%,均显著高于

股动脉采血组的 79.59%和 65.31%（P<0.01）；且肱动脉采血组采血时间和不良反应率和患者穿

刺时重度疼痛感发生率均显著低于股动脉采血组（P<0.01）。  

结论 肱动脉采血法在急性消化道大出血患者应用的临床效果优于股动脉采血法，具有临床推广应

用价值。  

 
 

PO-022 

循证护理模式在糖尿病患者 ERCP 围手术期血糖 

管理的应用与效果 
 

申明,任宏飞,张铭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探讨循证护理方法在糖尿病患者 ERCP 围手术期血糖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某三甲医院消化内科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80 名行 ERCP 术伴糖尿病的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采用半随机法将其分为常规组和循证护理组，对其分别采用常规护理及循证护理方法。

循证护理采用提出问题、循证支持、护理干预的顺序进行，最后评估两组血糖达标率。 

结果 实施循证护理后，糖尿病患者 ERCP 围手术期血糖值达标率由 46.5%上升至 71.5%。同时循

证小组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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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开展循证护理能有效提高糖尿病患者 ERCP 围手术期血糖值达标率，加强了血糖管理，取得

满意效果。 

 
 

PO-023 

心理干预对减少肝癌患者治疗中疼痛的应用效果 

 
申明,任宏飞,张铭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观察探讨心理干预对减少肝癌患者治疗中疼痛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1 月我院进行肝癌治疗的患者 180 例，根据干预方式不同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90 例，给予对照组常规治疗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心理干预，比

较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疼痛感、焦虑抑郁情绪情况。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轻度疼痛患者合计 73 例，数量明显高于对照组轻度疼痛感患者 45 例，对比

两组患者轻度疼痛例数之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19.29，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焦虑（SAS）和抑郁（SD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SAS 评分 t=11.04；

SDS 评分 t=10.09，P＜0.05）。 

结论 心理干预可明显减少肝癌患者疼痛发生率，缓解肝癌患者治疗中焦虑抑郁情绪，有利于提高

他们的生活质量。  

 
 

PO-024 

PITX2, a direct target of Nrf2, protects against ferroptos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Qin He

1
,Yu Fu

2
,Dean Tian

1
,Mei Liu

1
,Wei Yan

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Objective Ferroptosis is a recently recognized form of regulated cell death. Given that promoting 
ferroptosis may contribute to inhibit sorafenib resistanc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cells. 
Thus, uncovering the molecules mechanism under ferroptosis caused by sorafenib is critic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anti-cancer strategies in HCC paticents. Here, we aimed at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Pitx2 in ferroptosis in HCC cells and exploring the exact mechanism of 
Pitx2 regulating the ferroptosis. 
Methods The levels of MDA, GSH and iron were detected by the assay kits. The expression of 
Pitx2 and Nrf2 were detected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Pitx2 promoter by Nrf2. Co-Immunoprecipitation (Co-
IP) was used to detect the interaction of Pitx2 and Yap. Pitx2 functional targets were measured 
by RT-PCR. The effect of Pitx2 on ferroptosis induced by sorafenib and erastin was analyzed in 
vivo using nude mouse models. 
 Results Pitx2 expression was increased during ferroptosis caused by sorafenib in a 
transcription-dependent manner. However, the Nrf2 expression in ferroptosis occurred in a 
transcription-independent manner. Nrf2 nuclear translocation was occurr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Nrf2 in nuclear was promoted during ferroptosis. Nrf2 directly bound to the Pitx2 promoter and 
transactivated its expression. Pitx2 and Nrf2 expression contributed to ferroptosis resistance. The 
expression of Pitx2 was increased in nuclei, where Pitx2 and Yap interacted and co-regulated 
their common targets transactivation including ferroptosis-associated regulators and antioxi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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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 The downstream of Pitx2 contributed to ferroptosis resistance. Moreove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shRNA group, sorafenib treatment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size of tumors formed by 
Pitx2 and Nrf2 knockdown cells. The mRNA expression of prostaglandin-endoperoxide synthase-
2, a marker for the assessment of ferroptosis in vivo, was increased,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knockdown of Pitx2 increases ferroptosis in vivo.  
Conclusions Up-regulated Pitx2 induced by Nrf2 contributes to ferroptosis resistance in HCC 
cells by transactivating ferroptosis-associated regulators and antioxidant molecules. Thus, our 
data reveals Pitx2 as a novel regulator of ferroptosis in HCC cells. 
 
 

PO-025 

山东省多地区胃癌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 一项多中心回顾性调查分析 
 

郑文文,李月月,袁文杰,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调查山东省多地区胃癌患者的基本临床病理资料；探讨胃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相关关系，为

临床实际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本研究为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利用疾病 ICD 编码回顾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立医院、济

南军区总医院、滨州市人民医院、聊城市人民医院 2013-2015 年经病理证实为胃癌的住院患者；

排除残胃癌、重复就诊患者、资料不全患者。收集患者基本临床病理等信息，录入 EpiData 软件建

立数据库。根据胃癌患者的年龄、性别及胃癌分期、组织学、发生部位分组，列表进行亚组统计分

析，简洁反映胃癌的临床病理特征。 

结果 1．2013-2015 年共 7060 名胃癌患者纳入统计分析。男性 5513 人，女性 1547 人，男女比值

为 3.56：1。 

2．胃癌患者的年龄为 17-93 岁，51-70 岁为发病年龄高峰。在年龄≤40 岁胃癌患者中，男性胃癌

患者 189 人，女性胃癌患者 185 人。 

3．早期胃癌 835 例（11.8%），进展期胃癌 6225 例（88.2%）。 

4．胃窦及幽门（30.5%）、贲门及胃食管结合部（29.3%）均为胃癌的常见发生部位。女性患者

胃窦幽门癌多见（566 例，36.8%）；在年龄≤40 岁患者中，胃体癌多见（140 例，37.4%）；早

期胃癌好发于胃窦及幽门（305 例，36.5%），其次为胃角（241 例，28.9%）；与男性患者、年

龄>40 岁患者、进展期胃癌患者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5．低分化腺癌常见，3778 例（53.5%），其次为管状腺癌，1765 例(25.0%)。早期胃癌以管状腺

癌（458 例，55.2%）为主；在年龄≤40 岁胃癌患者中，低分化腺癌（251 例，73.2%）为主，其

次为印戒细胞癌（51 例，14.9%）；女性胃癌患者低分化腺癌、印戒细胞癌占比均高于男性患者。 

6. 贲门癌相比胃窦癌具有特殊的临床病理特征。男性多发，男女比值为 7.38：1。早期胃癌占比低

（5.1%），但管状腺癌占比高（35.4%）。 

结论 山东地区胃癌高发年龄为 51-70 岁，多发于男性，男女比值为 3.6：1。早期胃癌 835 例，占

比 11.8%。胃窦及幽门、贲门及胃食管结合部为胃癌常见发生部位，但其临床病理特征不同。低分

化腺癌为主要病理分型，占比 60.1%。青年患者、女性患者具有特殊临床病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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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6 

中国食管鳞状细胞癌高发区胃食管反流病人群调查研究 

 
王琨

1
,张莉

1
,何忠虎

2
,刘作静

1
,张璐

1
,胡南

1
,金珠

1
,柯杨

2
,段丽萍

1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2.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遗传学研究室 

 

目的 研究显示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可导致动物模型中食管鳞状细胞癌发病率上升。但人群中胃食

管反流病（GERD）与食管鳞状细胞癌的关系远未阐明。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我国食管鳞癌高发区人

群进行问卷及内镜筛查，研究 GERD 的流行情况及其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在河南安阳地区进行一项人群随机、横断面研究（注册号：NCT1688908）.所有受试者均填

写问卷、接受胃镜检查，并进行食管及胃窦常规活检。根据结果将受试者分为 GERD 亚组（反流

性食管炎-RE 及非糜烂性反流病-NERD）和对照组。通过单变量及多变量分析研究各组 GERD 患

者危险因素。内镜诊断的其他器质性疾病患者均在后续研究中排除。 

结果 最终共纳入 2844 人。GERD 的总患病率为 17.3%。其中 271 人（9.53%）为 RE。RE 的患

病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45-50 岁，7.09%.；51-60 岁，8.00%；61-69 岁，9.53%；p<0.001）。

RE 中有 67 名（24.72%）为无症状 RE（2.36%）。221 人（7.77%）诊断为 NERD。年龄、男

性、BMI、吸烟史以及经常进食液体食物(OR (95%CI): 1.502(1.076-2.095))是 RE 的危险因素。

NERD 患者中，仅发现年龄为危险因素。 

结论 最终共纳入 2844 人。GERD 的总患病率为 17.3%。其中 271 人（9.53%）为 RE。RE 的患

病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45-50 岁，7.09%.；51-60 岁，8.00%；61-69 岁，9.53%；p<0.001）。

RE 中有 67 名（24.72%）为无症状 RE（2.36%）。221 人（7.77%）诊断为 NERD。年龄、男

性、BMI、吸烟史以及经常进食液体食物(OR (95%CI): 1.502(1.076-2.095))是 RE 的危险因素。

NERD 患者中，仅发现年龄为危险因素。 

 
 

PO-027 

十二指肠球部黏膜活检组织的临床病理特点及其与上消化道 

常见疾病的关系 

 
崔荣丽,周丽雅,闫秀娥,金珠,张贺军,韩亚京,张颖,尚惠茹,李松茹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通过对十二指肠球部黏膜内镜形态、病理组织学及其胃部黏膜病变的特点，比较十二指肠球

部黏膜活检中常见病变的病理组织学类型的分布及其与胃黏膜病变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05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内镜中心行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并于十二

指肠球部及胃黏膜同时活检的患者（活检部位均为内镜下有异常者），分析十二指肠球部活检部位

内镜下形态特点及其相关的组织学表现，十二指肠球部黏膜组织学与对应的胃黏膜的病理组织学之

间有无相关性。排除标准：食管胃恶性肿瘤，消化道手术史者，活检组织过于表浅者。 

结果 纳入符合入组标准者 3540 例，男性 2050 例（男：女=1.38:1）。入组患者年龄 20 岁-96 岁

（56.17±15.49 岁），单纯十二指肠球炎、布氏腺增生及十二指肠球溃疡随着年龄的增高，其检出

率呈下降趋势，而胃黏膜异位、胃上皮化生及十二指肠肿瘤性病变，随着年龄的增高检出率呈上升

趋势。十二指肠球部检出胃黏膜异位 1051 例（29.7%），而在胃部检出胃底腺息肉的 337 例患者

中，十二指肠球部胃黏膜异位的检出率高达 55.5% ，显著高于无胃底腺息肉患者

（OR=3.29,95%CI:2.61-4.13）。胃上皮化生的检出率为 18.5%，而在十二指肠球溃疡现症患者

（440 例）中其检出率为 33.0%(145/440)，显著高于无十二指肠球溃疡的患者（OR=1.96，

95%CI:1.58-2.43）。十二指肠腺瘤 46 例（1.3%），而在胃部有异型增生的患者（337 例）中，

其检出率为 3.6%，显著高于胃部无异型增生的患者（OR=3.60，95%CI:1.83-7.07）。十二指肠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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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胃黏膜异位、胃上皮化生均与 GERD 呈正相关（OR=1.31,1.37；95%CI：1.12-1.54,1.13-

1.65）。幽门螺杆菌阳性者 783 例（22.8%），在十二指肠球部黏膜检出幽门螺杆菌定植者共 186

例，其中 111 例为胃上皮化生者，显著高于无胃上皮化生者（χ2=179.72,P<0.001）。 

结论 内镜下十二指肠球部胃黏膜异位、胃上皮化生及恶性肿瘤的检出率与年龄呈正相关。十二指

肠球部胃黏膜异位与胃底腺息肉、GERD 呈正相关；胃上皮化生与十二指肠溃疡及 GERD 呈正相

关；十二指肠球部幽门螺杆菌常定植于胃上皮化生的黏膜处。 

 
 

PO-028 

41 例胃Ⅰ型类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随访分析 

 
张贺军,金珠,崔荣丽,丁士刚,黄永辉,周丽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本文旨在总结胃Ⅰ型类癌(T1GC)的临床病理特点及随访信息。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胃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数据库。T1GC 诊断标准：1.免疫组化证实的肿瘤组

织位于体窦交界以上的近端胃；2.胃体部黏膜呈现自身免疫性胃炎的表现。 

结果 1.一般特征：2011 年 7 月-2018 年 4 月共诊断胃神经内分泌肿瘤 71 例，包括神经内分泌瘤

53 例，神经内分泌癌 14 例，混合性腺神经内分泌癌 4 例，其中符合 T1GC 共 41 例(57.7%)，平均

年龄 57.2±12.3 岁，男女之比 16/25。与其他病例相比，T1GC 病例显著以女性为主

(61.0%vs33.3%；P=0.021)。 

2.内镜及病理特征 

2.1 内镜特征：内镜表现以山田Ⅰ型隆起最为多见(58.5%)，其次为山田Ⅱ型隆起(30.3%)和山田Ⅲ

型隆起(9.8%)。53.7%(22 例)的病例可在体大弯检出肿瘤，其次为体小弯(26.8%)、体前壁(24.4%)

和体后壁(17.1%)。 

2.2 病理特征：41 例 T1GC 包括 G1 病例 33 例，G2 病例 3 例，G1 与 G2 混合病例 5 例；所有病

例肿瘤均局限于黏膜层 (22 例，MM 组 )或黏膜下层 (19 例，SM 组 )；肿瘤最大径平均为

4.2±3.5mm；51.2%(21 例)的病例为多灶性分布；仅 1 例(2.4%)可见脉管内瘤栓。与 MM 组相比，

SM 组病例肿瘤最大径平均值更大 (6.5mmvs2.3mm；P=0.001)，且更多的呈现为多灶性分布

(73.7%vs31.8%；P=0.007)，但两组之间肿瘤级别构成情况未见显著性差异(26.3%vs13.6%；

P=0.307)。 

3.血液特征：仅 20.0%(10/40)病例存在贫血 (大细胞性贫血 5 例，小细胞性贫血 5 例 )；

45.9%(17/37)例血清 VitB12 水平发生变化(14 例 VitB12 水平降低，3 例 VitB12 水平升高)。自身抗

体筛查结果显示 78.9%(30/38)病例显示 PCA 阳性。 

4.治疗与随访情况：26 例接受内镜切除治疗，2 例接受外科手术治疗。24 例病例接受内镜随访，

中位随访时间为 11 个月(范围 2-57 月)，中位内镜随访 2 次(范围 1-5 次)，37.5%(9 例)病例在胃镜

活检组织中仍检出肿瘤。 

结论 T1GC 是胃神经内分泌肿瘤中常见的类型，以女性多见，体大弯侧最易检出病变；其临床表现

不特异，临床过程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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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9 

CT enterography predict response to Infliximab in Crohn’s 
disease 

 
Mengjie Jiang

1,2
,Xuehua Li

1
,Ren Mao

1
,Ziping Li

1
,Minhu Chen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2.Departmentof Radiology， Hospital of Stomatology， Guanghua School of Stomatology， Sun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Stomatology 

 
Objective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Crohn‘s disease (CD) patients shows no response or a 
limited response to infliximab (IFX).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identify effective CT 
enterography (CTE) findings which can predict response to IFX in CD before therapy. 
Methods 28 CD patients (median age 23.5 years, 20males) commencing their first IFX therapy 
with baseline CT enterography were identified retrospectively. CTE images were finished by a 
blinded radiologist. Patients‘ clinical course was followed up regularly. The physician‘s global 
assessments of the disease activity (remission, mild, moderate or severe) at the time before 
therapy and after 3 regular induction doses of IFX (about 14 weeks later) were assigned. The 
cohort was divided into clinical responders and non-responders and CTE finding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Data were compared using Mann–Whitney U test and t test. 
Results From 28 patients, 9 patients with 21bowel segments were adjudged as non-responders, 
19 patients with 37 bowel segments were adjudged as responders. Thickness of wall differed 
significantly as it was higher in clinical responders (8.0±2.2 vs 6.8±1.8, P=0.043). Other CTE 
findings such as perienteric stranding, target sign, stenosis, comb sign etc. were all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s Thickness of wall might be 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 for predicting the response to 
IFX. More cases and Multicenter studies were needed for further study. 
 
 

PO-030 

靶向蛋白质精氨酸甲基转移酶 5 治疗肝癌及机制探讨 

 
郑百男

1
,丁晨虹

1
,罗成

2
,谢渭芬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2.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目的 体外观察特异性靶向蛋白质精氨酸甲基转移酶 5（PRMT5）对肝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探讨其作用机制，阐明靶向 PRMT5 对肝癌的治疗价值，为肝癌临床治疗提供一个新的策略。 

方法 实时荧光定量 PCR（real-time PCR）检测人肝癌标本中 PRMT5 的表达情况，同时借助

TCGA 数据库分析 PRMT5 的表达与肝癌患者的预后关系。利用小干扰 RNA 下调 PRMT5 的表达

或利用小分子抑制剂 DW14800 抑制 PRMT5 的活性，CCK-8 实验和迁移小室实验检测 PRMT5 活

性受抑对肝癌细胞恶性表型的影响。同时利用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ting）实验检测肝癌细胞

中，小分子化合物 DW14800 对 PRMT5 已知底物 H4R3 的甲基化情况，评估其靶向 PRMT5 的有

效性。通过 DW14800 对肝癌细胞成球能力的作用评估其对肝癌细胞自我更新能力的影响。进一步

借助 real-time PCR 分析 DW14800 对肝癌干细胞及肝细胞分化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的影响。蛋白

免疫印迹实验检测肝癌细胞中，小分子化合物 DW14800 对肝细胞核因子 HNF4α 表达的影响。 

结果 Real-time PCR 结果显示在 36 对肝癌组织标本中 PRMT5 的表达水平较癌旁组织升高，同时

TCGA 数据库分析显示高表达 PRMT5 的肝癌患者预后不良。初步的细胞学实验表明 siPRMT5 可

抑制肝癌细胞增殖、转移和侵袭的恶性表型，其靶向小分子抑制剂 DW14800 对肝癌细胞增殖、转

移和侵袭的恶性表型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蛋白免疫印迹证明小分子化合物 DW14800 可有效降低

PRMT5 已知底物 H4R3 的甲基化情况并减少内源水平的精氨酸残基位点对称二甲基化蛋白，可以

有效靶向 PRMT5。利用肿瘤干细胞成球培养，发现 DW14800 可减少 Hep3B 干细胞球的数目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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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抑制肝癌细胞一次成球及二次成球的能力。real-time PCR 结果显示 DW14800 处理肝癌细胞

后，肝癌干细胞相关基因 CD133、SMO、LIN28 等表达均下降，肝细胞分化相关基因 HNF4α、G-

6-P、GYS2 等表达上升。蛋白免疫印迹实验证明小分子化合物 DW14800 可以上调肝细胞核因子

HNF4α 的表达水平。 

结论 在肝癌细胞中靶向 PRMT5 的抑制剂 DW14800 可抑制肝癌的恶性表型和肝癌细胞的干性，并

调控肝癌细胞中分化相关肝细胞核因子 HNF4α表达。 

 
 

PO-031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贲门失迟缓症的长期疗效观察 

 
何承海,李蒙,吕宾,应笑,王爽爽,马陈皋,金超琼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POEM）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一种新

的内镜治疗方法。目前其短期疗效的研究较多，但长期疗效的研究很少。本研究旨在评估经口内镜

下肌切开术对贲门失弛缓症患者的长期疗效。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115 例在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 POEM 治疗的贲门失弛缓症患者，

平均随访时间为 36 个月，采用贲门失弛缓症临床症状评分系统(Eckardt 评分)评价患者手术疗效，

通过高分辨率食管测压观察贲门失弛缓症患者的食管动力变化，以及通过询问反流症状和胃镜检查

来观察 POEM 术后患者的胃食管反流情况。 

结果 患者在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治疗成功率分别为 90.4％，89.3％，87.7％和

80.8％，在第四年的随访中，患者的平均 Eckardt 评分显著下降（P <0.001），在术后一月随访到

的患者的下食管括约肌压力（ lower esophageal sphincter pressure LESP）和完整松弛压力

（integrated relaxation pressure IRP）显著下降（P <0.001），但在术后两年随访到的测压结果

显示患者的 LESP 和 IRP 下降不明显（p =0.23 p =0.10）。此外，21 例患者在前 2 年随访期间有

反流症状，在随后的 2 年随访期间，仅有 1 例患者出现新发反流症状。此外，71 例患者在 POEM

后接受胃镜检查，其中 13 例患者被诊断为反流性食管炎。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后提示 POEM 术

之前接受了内镜下介入或手术治疗，以及不充分的食管肌切开长度可能是影响 POEM 术治疗贲门

失弛缓症失败的危险因素。 

结论 POEM 术对贲门失弛缓症患者具有较好的远期疗效，在短期内能明显改善贲门失弛缓症患者

食管动力学指标,术后远期食管反流发生率低，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 

 
 

PO-032 

胃 MALT 淋巴瘤患者除幽门螺杆菌外的胃菌群特征及对 

肿瘤复发的预测作用 

 
纪超然,李月月,刘静,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幽门螺杆菌（Hp）是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G-MALT）的主要致病菌， 但有 5%-10%

的 G-MALT 患者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 却能从抗生素根除治疗中获益。本研究将对比 Hp 感染阳性

及 Hp 感染阴性的 G-MALT 患者在根除治疗前后胃内菌群特征，归纳除 Hp 外的胃菌群组成特点；

并追踪其在根除治疗后胃菌群的动态变化，与临床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构建 MALT 淋巴瘤复发的

预测模型。 

方法 前瞻性地纳入自 2016 年 4 月起在齐鲁医院就诊的 G-MALT 初治患者为研究对象，行幽门螺

杆菌感染检测、胃镜病理及超声内镜检查，留取病变区、病变旁正常区胃黏膜各 1 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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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rRNA V5-V6 区高通量测序。以我们既往研究中 15 位健康志愿者的胃菌群测序数据为参考，运

用 QIME 软件进行 Hp 阳性 G-MALT 患者及 Hp 阴性 G-MALT 患者胃黏膜菌群的 α 及 β 多样性分

析、物种丰度分析。继而，对 Hp 阳性及阴性的 G-MALT 患者均行 14 天铋剂四联根除治疗，13C

呼气试验评估根除效果。分别于根除治疗后第 6、12、18、24 个月行胃镜及病理检查评估病情，

留取胃黏膜进行高通量测序，进行胃菌群特征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OPLS-DA 法构建胃

菌群预测模型。 

结果 G-MALT 患者胃菌群在根除治疗前主要由变形菌门、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及梭杆

菌门组成。与 Hp 阳性患者相比，Hp 阴性的 G-MALT 患者 α 多样性和 β 多样性减少，有更高丰度

的放线菌、厚壁菌及除螺杆菌外的变形菌，而拟杆菌、梭杆菌丰度较低。功能预测显示 Hp 阴性的

G-MALT 菌群组成有更高的遗传毒性。根除治疗后菌群丰度变化与患者发病年龄、饮食习惯显著相

关，与内镜下表现、Ki67 阳性率等无明显关系。枸橼酸杆菌属、丁酸梭杆菌属、乳杆菌属、无色

菌属等肠道多见的共生菌丰度增加与临床预后有关。 

结论 Hp 阳性的 G-MALT 患者与 H. p 阴性的 G-MALT 患者胃菌群组成显著不同。Hp 阴性的 G-

MALT 胃菌群丰度减少，有着更严重的菌群失衡。肠道共生菌丰度的增加与临床预后有关。 

 
 

PO-033 

Magnetization transfer imaging adds information to 
conventional MRI parameters for differentiating 

inflammatory from fibrotic intestinal strictures in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zhuangnian fang

1
,Ren Mao

2
,Xuehua Li

1
,Siyun Huang

1
,Jinjiang Lin

1
,Qinghua Cao

1
,Baolan Lu

1
,Minhu Chen

2
,Ziping 

Li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Identifying inflammation or fibrosis predominant strictures in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CD) is crucial for treatment strategy. Conventional MRI parameters such as T2WI 
hyperintensity andenhancement patternwas reported to be useful for assessment of CD 
inflammation. Magnetization transfer (MT) has emerged as a new technique 
in quantitativecharacterization of intestinal fibrosis. However, MT was not sensitive to the 
changes in bowel inflamm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MT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MRI in characterizing types of CD strictures, using surgical histopathologyas a 
reference standard. 
Methods Forty CD patients who underwent MRI scanning before surgery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Region-to-region correlation of specimens and MRI images were performed. MRI 
parameters included: T2WI hyperintensity, bowel wall thickness, changes of enhancement 
pattern over time, enhancement pattern and enhancement gain ratio in each phase of the 
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image, as well as MT ratio. Group difference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independent MRI variables for predicting 
inflammation and fibrosis respectively. A combined index based on independent MRI variables for 
characterizing the type of intestinal stricture was proposed and validated. 
Result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histological inflammation scores were shown for wall 
thickness (r=0.361,P=0.001) and T2WI hyperintensity (r=0.396, P<0.001), whereas histological 
fibrosi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MT ratio (r=0.681, P<0.001) and wall thickness 
(r=0.461, P<0.001). Using T2WI hyperintensity as a predictor, conventional MRI was able to 
differentiate mild and moderate-severe inflammation with a sensitivity of 0.871 and a specificity of 
0.800. Using MT ratio to discriminate mild and moderate-severe fibrosi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0.913 and 0.923 respectively. Using the combination of MT ratio and T2WI 
hyperintensity, MRI classification was in moderate agreement with pat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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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cture (P<0.01, κ =0.567). In the validation set,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2WI hyperintensity 
and MT ratio were 84% and 87%, and a moderate agreement between MRI and pat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method was observed (P<0.01, κ =0.576). 
Conclusions MT ratio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MRI parameters are helpful to simultaneously 
characterize bowel fibrosis and inflammation. T2WI hyperintensity and MT ratio enable to 
accurately differentiate inflammatory from fibrotic intestinal strictures in patients with CD. 
 
 

PO-034 

MRI T2* mapping 评估小肠克罗恩病炎症活动性的应用研究 

 ——以 Clermont 评分为参考标准 

 
黄斯韵,李雪华,张梦晨,孙灿辉,冯仕庭,毛仁,李子平,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探讨 T2*mapping 对小肠克罗恩病（Crohn Disease，CD）炎症活动性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0 例 CD 患者行常规磁共振成象（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肠道造

影 （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enterography, MRE ） 、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及 T2*-weighted imaging（T2*WI）扫描。在后处理 T2*mapping 上测量小肠病变肠壁的

T2*值，以 Clermont 评分（DWI-Magnetic Resonance Index of Activity，DW-MaRIA）为 CD 炎症

活动性的参考标准，分析 T2*值与 CD 活动性的关系。 

结果 96 个小肠病变肠段中，缓解期 CD (Clermont < 8) 4 段，轻度活动期 CD（8 ≤ Clermont 

<13）22 段，中-重度活动期 Clermont ≥ 13）70 段。三组 CD 病变肠壁的 T2*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 P<0.05）。96 个小肠病变肠段的 T2*值与 Clermont 评分具有较好的正相关性 (r=0.739, 

P<0.05)。ROC 曲线分析显示 T2*值在鉴别缓解期和活动期 CD（AUC=0.994）以及鉴别轻度活动

期和中-重度活动期 CD（AUC=0.846）均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其中 T2*值选择阈值为 12.80ms

时诊断缓解期和活动期 CD 的敏感性为 96.8%，特异性为 98.7%，T2*值选择阈值为 19.88ms 时诊

断轻度活动期和中-重度活动期 CD 的敏感性为 71.5%，特异性为 91.9%。 

结论 T2*mapping 及其定量指标 T2*值与 CD 活动性有较好的相关性，可准确诊断 CD 的炎症活动

性。 

 
 

PO-035 

结直肠癌发生与 HPV 关系的描述性评价 

 
靳大川,左雨点,武淑芳,郭师,杨亚琦,李彩云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 

 

目的 人乳头瘤病毒( HPV)不仅是宫颈癌的首要病因，也可能是某些人群中，结直肠癌发生的重要

危险因素之一。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目前仍有较大争议。本研究对国内外结直肠癌组织中 HPV 感

染情况进行了描述性评价。 

方法  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重庆维普（VIP）、万方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及

Pubmed 中关于结直肠癌组织中 HPV 感染情况的研究文献。中文检索词包括―人乳头瘤病毒‖、―结

肠癌 ‖或―直肠癌‖或―结直肠癌‖。英文检索词包括 ―Human papillomavirus‖ 或  ―HPV‖ 和  ―Colon 

cancer‖ 或 ―Colorectal Cancer‖ 或―Rectal cancer‖。检索日期截止到 2018 年 5 月。排除标准:基于

同一项研究，并且数据相同或有所重复的两篇及以上文献，只保留其中一篇，排除其他的文献。采

用 EXCEL 软件对提取的数据进行列表和综合分析。  

结果 纳入相关研究文献 26 篇（中文 9 篇，英文 17 篇）。分析发现我国大陆和台湾的研究，结直

肠癌组织中 HPV 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39.5～73.3%：0～28%），以 HPV16 亚型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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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所有 HPV 阳性总数的 57.9～97.8%，远超其他高危亚型。而国外相关研究报道地域性差异较

大。美国的少部分研究和伊朗、沙特阿拉伯的相关研究未发现 HPV 与结直肠癌发生之间相关，

HPV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阳性率很低(0～6.25%)，个别报道 HPV 感染仅与结直肠鳞癌有关，而与

腺癌无关。巴西、以色列、阿根廷、西班牙和美国大部分研究发现结直肠癌组织中均有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 HPV 阳性率（32～97%：0～33%），与我国的研究发现一致，也以 HPV16 亚型最为常

见。 

结论 高危亚型 HPV 感染，尤其是 HPV16，不仅可能与结直肠鳞癌，也可能与结直肠腺癌的发生

有关。研究标本的处理、检测方法的选择和检测技术等方面会影响检测结果，导致不一致的结论。

此外，由于结直肠癌发生是多因素造成，HPV 感染可能只是其中之一。不同人群 HPV 疫苗接种的

情况，也会直接影响该人群 HPV 阳性率和结直肠癌病因的构成。因此，对于不同的研究结论，需

要进一步具体分析。 

 
 

PO-036 

Comparison of three magnetization transfer ratio 
parameters for the assessment of bowel wall fibrosis in 

Crohn’s disease 

 
Jixin Meng,Siyun Huang,Xuehua Li,Ren Mao,Canhui Sun,Minhu Chen,Ziping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Magnetization transfer ratio (MTR) and normalized MTR derived from MT-MRI has 
been reported as two promising parameters to quantitatively detect bowel fibrosis in Crohn‘s 
disease (CD). However, the use of these two parameters for grading bowel fibrosis has not 
consider the presence of slightly increasing MTR in normal bowel wall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intestine smooth muscle. Hence, we establish a new MTR index which includes the element from 
normal bowel wall.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the three MTR indices for 
the assessment of bowel wall fibrosis in CD and then select an optimal index for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using surgical histopathology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Methods Abdominal MT imaging of 20 consecutive CD patients were analyzed before selective 
operation. The MTR, normalized MTR (MTR in affected bowel wall÷MTR in skeletal muscle), and 
new MTR ( [MTR in affected bowel wall-MTR in normal bowel wall]÷ [MTR in skeletal muscle- 
MTR in normal bowel wall]) were calculated. Region-by-region correlations between MT imaging 
and surgical specimen were performed, and Masson staining was using to manifest the histologic 
degree of fibrosis.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one-way ANOVA test,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63 fibrotic intestinal segments from 20 CD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Normalized MTR showed the strongest correlation with bowel fibrosis score (r=0.700，P <0.001), 

followed by new MTR (r=0.695， P<0.001) and MTR (r=0.590 ，P<0.001).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TR (F=23.13，P<0.001), normalized MTR (F=21.073，P<0.001) and new MTR 

(F=10.577，P<0.001) were found among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bowel fibrosis, respectively. 

MTR (AUC=0.959, P<0.001) and normalized MTR (AUC=0.933, P<0.001) had similar accuracy 
for differentiating moderate-severe from mild bowel fibrosis, followed by new MTR (AUC=0.883, 
P=0.002). 
Conclusions MTR, normalized MTR and new MTR are all able to detect and grade intestinal 
fibrosis in CD. Normalized MTR may be slightly superior to both MTR and new MTR and be an 
optimal index to quantitatively reflect the severity of bowel fibrosis with a simple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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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7 

无警告症状的消化不良患者胃镜检查的价值研究 

 
王爽爽,应笑,金超琼,俞蕾敏,李蒙,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问卷与胃镜检查分析症状与病变之间的关系，探讨胃镜检查在消化不良患者中的临床诊

断价值。 

方法 对因消化不良就诊于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科门诊且接受胃镜检查的患者发放问

卷，收集患者的资料，包括人口学资料、症状，并由具有专业操作资质的内镜医师进行胃镜检查，

常规取黏膜活检行 HE 染色判定组织学变化同时行 Warhtin-Starry 嗜银染色明确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riori，Hp）感染情况。统计学处理采用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应用

Logisctic 回归分析筛选与胃镜结果阳性相关的因素。 

结果 共纳入 521 例患者，其中男性 186 例（35.7%），女性 335 例（64.3%），男女比例为

1:1.8。521 例患者中，存在上腹部疼痛 303 例（58.2%），腹胀 346 例（66.4%），嗳气 245 例

（47%），反酸 218 例（41.8%），早饱 109 例（20.9%），恶心 119 例（22.8%）。胃镜结果仅

表现为胃炎的有 358 例（68.7%），包括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241 例（46.3%）；慢性萎缩性胃炎

117 例（22.4%）。胃镜检查阳性结果 163 例（31.3%），包括糜烂性食管炎 95 例（18.2％）、

消化性溃疡 65 例（12.5%）、上消化道恶性肿瘤 3 例（0.58%）。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男性（OR=1.969，95％CI：1.346-2.883）、上腹痛（OR=1.579，95％CI：1.075-2.320）、Hp

感染（OR=1.815，95％CI：1.176-2.800）为胃镜检查阳性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消化不良是消化科门诊患者主要就诊原因之一，对于这部分病人即使没有任何警告症状仍应

行胃镜检查，特别是男性、有上腹痛症状以及 Hp 感染患者，以防遗漏消化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

甚至恶性肿瘤等器质性疾病。 

 
 

PO-038 

Functional changes of Paneth cells in the intestinal 
epithelium of mice with obstructive jaundice  and aft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biliary drainage 

 
Xiaopeng Tian

1,2
,Zixuan Zhang

1
,Wen Li

1
 

1.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2. Xingtai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al changes of Paneth cells in the intestinal epithelium of 
mice with obstructive jaundice (OJ) and aft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biliary drainage 
Methods The experiment wa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First stage: a total of 100 male C57BL/6J 
mice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wo groups: (I) sham operation (SH); (II) obstructive jaundice 
(OJ). The mice were respectively sacrificed before operation and on the 1st, 3rd, 5th and 7th days 
after operation to collect blood, terminal ileum, liver, spleen and mesenteric lymph nodes 
specimens. Second stage: a total of 40 male C57BL/6J mice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four 
groups: (I) SH; (II) OJ; (III) OJ and external biliary drainage (ED); and (IV) OJ and internal biliary 
drainage (ID). The animals underwent surgical ligation of the bile duct on day 0. They were 
reoperated on day 5 for biliary drainage procedure. Blood and terminal ileum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on day 10. Various indicators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immunohistochemistry, 
Western blot and other methods. 
Results  The number of Paneth cells and expression of lysozyme and cryptdin 4 were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over time in OJ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however, no obvious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different time points of the S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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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The grade of mucosal injury, the level of plasma DAO and the rate of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increased gradually in the OJ group with the extension of time (p<0.05). In 

addition，there were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level of plasma DAO and expression of 

lysozyme (r= -0.729，p<0.05) and cryptdin-4 (r= -0.718， p<0.05) in OJ group. After the 

secondary operation in mice to relieve OJ, the number of Paneth cells and expression of 
lysozyme and cryptdin 4 were increased in ID group and ED group than that in OJ group, and 

more significant in ID group than that in ED group,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s（p<0.05）. In 

addition, the rate of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and plasma DAO were lower in ID group and ED group 
than those in OJ group, which were more obvious in ID group than that in ED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s OJ could cause intestinal Paneth cells dysfunction in mice, which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decrease of Paneth cells number, as well as the decrease of cryptdin-4 and 
lysozyme expression levels. The change of Paneth cells in OJ was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dysfunction and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ID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ED 
in restoring the function of Paneth cells, thereby exerting a role in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of the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It might be one of the mechanisms that ID was superior to ED. 
 
 

PO-039 

冠心病患者消化道出血后发生心血管不良事件危险 

因素分析及评分系统评价 

 
石林,黎昀,卢放根,张洁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探讨冠心病患者消化道出血后发生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及 AIMS65、  Glasgow-

Blatchford(GBS)评分系统预测心血管不良事件的能力。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2016 年于湘雅二医院住院的 219 例冠心病合并消化道出血病人的临床资

料，根据随访时是否发生心血管不良事件分组，分析两组的临床特点、发生终点事件的危险因素及

评估两种评分预测效能。 

结果 219 例病人中，70 人（31.9%）发生心血管不良事件，AIMS65 及 GBS 评分系统预测心血管

不良事件的 ROC 分别为 0.51（p=0.035）及 0.59（p=0.039），单因素分析中年龄、糖尿病、既

往心梗、血红蛋白浓度、住院期间是否使用 PPI、输血有意义（p＜0.05），经多因素分析后血红

蛋白浓度、糖尿病病史、心梗病史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现有的 GBS 评分系统及 AIMS 评分系统对冠心病合并消化道出血患者的远期预后的预测功能

一般，并且贫血、高血压、糖尿病是这部分病人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PO-040 

罗马Ⅳ与罗马Ⅲ标准在浙江省高校大学生功能性胃肠病流行病学

调查中的比较研究 

 
赵珂佳,李蒙,金超琼,马陈皋,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2016 年新发布的罗马Ⅳ标准与罗马Ⅲ标准相比，对功能性胃肠病（FGIDs）具有更严格和精

确的定义。罗马Ⅳ对诊断标准的调整和完善可能影响 FGIDs 的临床诊断。本研究通过对罗马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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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Ⅳ标准在中国高校大学生 FGIDs 流行病学调查中的分析研究，比较罗马Ⅳ与罗马Ⅲ标准对诊

断 FGIDs 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以及比较符合不同标准患者的精神心理和临床特征的差异。 

方法 对前期研究团队建立的浙江省大学生 FGIDs 数据库资料（浙江两所高校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

抽样所得，所有学生入学体检合格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罗马Ⅳ成人 FGIDs 诊断问卷的评分

方法，对原始数据库的数据进行重新评估和分析，删除不符合罗马 IV 诊断问卷评分方法的数据以

及不能分析的数据，组建新的数据库，计算各 FGIDs 的诊断率，并与原始诊断率（罗马Ⅲ标准）

进行比较。 

结果 1870 份数据库资料符合罗马Ⅳ标准的 FGIDs 有 1025 例（54.81%），符合罗马Ⅲ标准的

FGIDs 有 1111 例（59.41%），符合罗马 IV 标准的患者具有更高的强迫、抑郁和焦虑评分。罗马

Ⅳ标准组嗳气症、肠易激综合征（IBS）、功能性腹胀（FAB / D）、餐后不适综合征（PDS）检出

率（1.02%，2.14%，2.78%，1.28%，6.44%））均低于罗马Ⅲ标准组（1.82%，5.83%，

6.90%，4.12%，8.91%）(P<0.05)，罗马Ⅳ功能性腹泻（FDr）、上腹痛综合征（EPS）检出率

（3.85%，2.05%）高于罗马Ⅲ标准组（0.70%，0.09%） (P<0.05)。罗马Ⅳ标准使 11 例

（11.11%）原 PDS 纳入 EPS，罗马Ⅳ标准使 43 例（33.33%）原 IBS 患者纳入 FDr，使 12 例

（9.30%）原 IBS 患者纳入功能性便秘（FC）。两种诊断标准诊断功能性消化不良（FD）的不同

亚型（PDS、EPS）分布具有显著性差异（χ2=25.63，P＜0.01）。两种标准诊断 FD、功能性肠

病（FBD）重叠其他 FGIDS 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罗马Ⅳ标准对于 FGIDs 具有更加严格和精准的定义，罗马Ⅳ标准对诊断标准的调整和完善影

响 FGIDs 的临床诊断，能更好地反映疾病的精神心理和临床特征，准确识别诊断真正需要治疗的

患者，有利指导 FGIDs 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在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中应用更加高效和可行。 

 
 

PO-041 

大肠癌筛查模式探索与实践 ——附 1187 例结肠镜检结果分析 

 
刘阳成,陈娅蓉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参与全国大肠癌普查项目和对 1187 例结肠镜检查资料和相关因素的分析，对大肠癌筛查

模式进行探索和实践。探讨中国大肠肿瘤流行病学情况、评价两种筛查模式的价值，为改进我国大

肠癌筛查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参照 2011 年《中国结直肠肿瘤筛查、早诊早治和综合预防共识意见》，制定自然人群筛查和

伺机性筛查流程及大肠癌高危人群评判标准。伺机性筛查：连续入选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5 月

间，昆医附一院门诊和住院部介绍到消化内镜室就诊的患者，采用问卷调查和粪便潜血试验

（FOBT）相结合的方式初筛大肠癌高危个体 1085 例。自然人群筛查：选取云南昆明安宁的多个

居民社区，多点随机抽样方式入选 102 例受检者，告知结肠镜检查相关事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

外结肠镜检查禁忌症后，标准方法完成结肠内窥镜检查。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包分析受检者性

别、年龄、大肠病变检出情况、病变类型、检出部位等资料，对比两种大肠癌筛查模式的优劣。以

P<0.05 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伺机性筛查与自然人群筛查在大肠疾病总检出率上无显著性差异（26.08%与 31.37%，

P>0.05），但伺机性筛查的大肠癌检出率明显高于自然人群筛查（3.13%与 0%）。无论伺机性筛

查还是自然人群筛查，60 岁以上男性的大肠病变尤其恶性病变均检出率偏高。两种方法检出的大

肠病变在部位分布上无显著性差异（P 均>0.05），提示伺机性筛查与自然人群筛查的结果相关性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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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因疑似症状或大便潜血阳性而推荐行伺机性大肠癌筛查有极高的依从性和恶性病变检出率。

伺机性筛查仍是我国现阶段最高效、简便、安全、经济的大肠癌主要筛查模式。 

2.60 岁以上、男性、消化系统症状和大便潜血阳性是大肠病变尤其恶性病变的易患因素。在资源有

限的情况下开展伺机性或自然人群大肠癌筛查，均应首选具备以上特征的人群。 

3.大肠癌伺机性筛查和自然人群筛查两种模式各有优劣，内镜检查均应将结肠远端肠段作为重点观

察区。鉴于当前国情和医疗保健体制，自然人群筛查实施难度较大。 

 
 

PO-042 

血清学不同分层方法在人群胃癌筛查中的比较研究 

 
倪栋琼,吕宾,黄宣,包海标,徐毅,金海峰,赵晶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比较 ABC 法、新 ABC 法和新评分系统三种筛查方法在人群胃癌筛查中危险分层和胃癌的检

出率，评价三种方法的一致性。 

方法 对浙江基层人群进行早期胃癌筛查，所有人群先行血清学检查，对高危人群进行内镜及病理

学检查，其中病理学为胃癌诊断的金标准，按三种筛查方法将人群分为低危组、中危组和高危组，

计算三种筛查方法各危险分层的比例和胃癌的检出率，统计软件采用 SPSS19.0，评价筛查方法的

一致性，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 G-17 和 PGR 诊断胃癌的最佳临界值。 

结果 共纳入 30126 名患者。ABC 法中，低危组（A 组）、中危组（B、C 组）和高危组（D 组）

病例数分别为 15368 例（51.01%）、13246 例（43.97%）、1512 例（5.02%）；新 ABC 法中，

低危组（A 组）、中危组（B、C 组）和高危组（D 组）病例数分别为 20584 例（68.32%）、

8990 例（29.84%）、552 例（1.83%）；新评分系统中，低危组、中危组和高危组病例数分别为

20810 例（69.08%）、8059 例（26.75%）、1257 例（4.17%）。其中 1263 名患者进行内镜检

查和病理学检查，检出胃癌 22 例（1.74%），其中早期胃癌 19 例，占 86.4%。ABC 法中，低

危、中危和高危组胃癌检出分别为 1 例（0.35%）、14 例（1.84%）、7 例（3.21%）；新 ABC 法

中，低危组（A 组）、中危组（B、C 组）和高危组（D 组）胃癌检出分别为 7 例（1.68%）、10

例（1.38%）、5 例（4.10%）；新评分系统中，低危、中危和高危组胃癌检出分别为 5 例

（0.66%）、9 例（2.22%）、8 例（7.84%）。两两相比后发现三种筛查方法的筛查结果一致性较

差。新评分系统高危组患者的胃癌检出率高于低危组和中危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拟合 ROC 曲线分析 G-17 和 PGR 的诊断胃癌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588、

0.729。根据本研究拟合模型确定的 PGR 临界值，低、中、高危组的胃癌发生率分别为 0.94%，

1.97%，6.31%。当 PGR＜3.89 为临界值时，敏感度为 0.88，特异度为 0.409。当 PGR＜4.135

为临界值时，敏感度为 0.855，特异度为 0.545。在 2 种临界值下，高危组患者胃癌发生率均高于

低、中危组。 

结论  新评分系统在早期胃癌筛查中有较高的价值，高危组的胃癌检出率高于低、中危组。   

 
 

PO-043 

血浆中 Mac-2Bp、Hcy、Fuc-Hpt 与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炎相关性的探讨 

 
褚倚佑,马岚青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作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on-

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最关键的组织学转变，病情进一步进展可导致肝硬化、肝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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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肝癌。早期诊断 NASH，实施干预，将会改善其组织学预后。目前全球公认的 NASH 诊断金标

准为病理活组织检查，尚缺乏无创性血清学诊断。本研究主要探讨血清中 Mac-2 结合蛋白（Mac-2 

binding protein，Mac-2Bp）、岩糖藻基化触珠蛋白（Fucosylated haptoglobin，Fuc-Hpt）、同型

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水平与 NAFLD 疾病进展关系，对 NASH 无创性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作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on-

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最关键的组织学转变，病情进一步进展可导致肝硬化、肝细

胞肝癌。早期诊断 NASH，实施干预，将会改善其组织学预后。目前全球公认的 NASH 诊断金标

准为病理活组织检查，尚缺乏无创性血清学诊断。本研究主要探讨血清中 Mac-2 结合蛋白（Mac-2 

binding protein，Mac-2Bp）、岩糖藻基化触珠蛋白（Fucosylated haptoglobin，Fuc-Hpt）、同型

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水平与 NAFLD 疾病进展关系，对 NASH 无创性诊断提供依据。 

结果 经过两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对于 NAFLD 组与正常组，Mac-2Bp 血浆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表示其可作为 NAFLD 的无创性诊断预测因子,经 ROC 曲线分析，曲线下面积为

0.754，最佳截点为 4.655ug/ml，敏感性为 77.8%，特异性为 66.7%。对于 NASH 组与正常组，

Mac-2Bp、Hcy、Fuc-Hpt血浆水平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中 Mac-2Bp 因子可作为 NAFLD 的无创性诊断的预测因子。 

 
 

PO-044 

A Predictive Model For Surgery of Chinese Crohn’s 
Disease 

 
Sinan Lin,Yun Qiu,Rui Feng,Shenghong Zhang,Yao He,Baili Chen,Zhirong Zeng,Minhu Chen 

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create a predictive model for surgery of Chinese Crohn‘s disease 
(CD) using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serum biomarker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 retrospective study. Between January 2014 and December 2017, CD 
patients with more than 1 year following-up from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were recruited into this study. Data at first visit including sex, age, duration of disease, 
disease location, disease behavior, perianal lesion, extraintestinal manifestation and serological 
tests were collected.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analysis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of surgery after first visit. A nomogram was built based on th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inally, internal validation was applied to verify the cred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nomogram. 
Results There were 547 patients enrolled in this study. Overall, the surgery rates were 18.8%, 
20.4%, 26.8% and 36.8% in 1 year, 2 years, 5 years and 10 years after first visit, respectively. 
COX analysis showed that male, B2 and B3 phenotype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urgery while hemoglobin (Hb) was the protective one. A nomogram was made by these four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Internal validation showed a c-index of 0.804. 
Conclusions A predictive model for surgery in Chinese CD patients was established with high 
predictive value but still needs further external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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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5 

OLGA/OLGIM 分期与年龄关系及 OLGA/OLGIM 

高分期风险因素分析 

 
张梦

1,2
,包海标

1
, 赵晶

1
,王霄腾

1
,张烁

1
,孟立娜

1
,吕宾

1
 

1.浙江中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中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2.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内镜中心 

 

目的 新的胃炎评价标准（OLGA）和胃粘膜肠化评价标准（OLGIM）被推荐用于胃癌前病变的风

险分层。本研究旨在分析人群中 OLGA/OLGIM 分期与年龄的以及幽门螺旋杆菌的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632 名因消化不良症状而行内镜检查的病人，至少取 3 处病理即胃体小弯（距

离胃角近端 4cm 处取）； 胃角；胃窦小弯（分别距离幽门 3cm 处取），采用 OLGA 和 OLGIM 分

期系统根据病人年龄段对每个病人进行分期，OLGA 及 OLGIM 分期中的 III 期和 IV 期为胃癌发生

高风险人群。 

结果 随着年龄增加，OLGA 和 OLGIM 分期中 III 期和 IV 期所占比例明显增加，高龄（年龄区间在

40-50、50-59、60-69 以及大于 70 的人群 OR 值分别为 1.61(95%CI : 0.28-9.06，P=0.592)、

4.85(95%CI : 1.09-21.67，P=0.039)、5.79(95%CI : 1.30-25.71，P=0.021)和 16.61(95%CI :3.63-

76.10, P＜ 0.001 ）吸烟（ OR=2.07 ，95%CI : 1.09-3.95， P＜ 0.001 ），  幽门螺旋杆菌

（ helicobacter pylori,HP ）感染（OR=2.46, 95%CI :1.37-3.95，P=0.002）是 OLGA 高分期的独

立性危险因素，这些也是 OGLIM 高分期的独立性危险因素。HP 的感染率与 OLGA 及 OLGIM 分

期正相关（P 均＜0.05），OLGA 和 OLGIM 0-IV 期中的 HP 的感染率分别为 23.1%和 22.4%、

22.9%和 23.9%、31.4%和 30.8%、39.5%和 39%、45.0%和 50.0%，年龄区间在小于 40，其

OGLA 高分期的比例分别为 2.4%，而 40-49、50-59、60-69 以及大于 70 的人为 3.0%、9.5%、

11.7%、25.7%，随着年龄增加，OGLA 高分期的比例显著增高，尤其为 50 岁以后，其在 OGLIM

高分期中的结果相类似。 

结论 OLGA 和 OGLIM 高分期在小于 50 岁人群中的比例不高，HP 的感染率与 OLGA 及 OLGIM 分

期正相关，因此在年龄前根除 PH 感染可减少早期胃癌的内镜监测。 

 
 

PO-046 

90 例胃恶性淋巴瘤临床回顾分析 

 
刘卉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总结胃恶性淋巴瘤临床表现、诊疗经验，对比各种治疗方式的 5 年存活率，提升对治疗方式

选择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 200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90 例原发性胃淋巴瘤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

措施及转归。 

结果 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以腹部不适（包括腹痛、腹胀）及消化道出血（呕血、便血、黑便）

为首发症状；胃镜下受累单发于胃窦 24 例（26.67%）、胃体 30 例（33.33%）、胃角 10 例

（11.11%）、胃底 2 例（2.22%）；多发部位包括胃体+胃窦 4 例（4.44%）、胃体+胃角 1 例

（1.11%）、胃体+胃底 6 例（6.67%）、胃底+胃体+胃窦 3 例（3.33%）、胃底+胃体+胃角 2 例

（2.22%）、胃体+胃窦+胃角 4 例及全胃（胃底+胃体+胃角+胃窦）4 例（4.44%）；内镜下形态

弥漫性大 B 细胞型淋巴瘤患者以溃疡型生长有 37 例、结节肿块型 12 例、浸润型 5 例；胃粘膜相

关淋巴瘤以溃疡型表现为 16 例、结节肿块型 12 例、浸润型生长型 7 例；53 例患者接受单纯性

CHOP 方案化疗；26 例接受手术后再追加 CHOP 化疗；3 例患者行放疗；3 例 MALT 患者仅行单

纯根除 Hp 四联方案治疗，未追加其他放化疗；1 例患者行内镜下粘膜切除术后明确诊断 M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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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单纯根除 Hp 治疗；4 例患者因各种因素放弃治疗；5 年存活率比较，化疗或手术后追加化疗

方案无明显差异。 

结论 胃恶性淋巴瘤以弥漫性大 B 细胞型淋巴瘤及胃粘膜相关边缘性淋巴瘤为主要类型，两者在临

床表现、镜下表现及腹部 CT 影像表现均缺乏特异性，外科治疗与内科治疗方式比较在改善患者 5

年存活率上无明显差异，MALT 抗 Hp 治疗应重视。 

 
 

PO-047 

云南省部分少数民族幽门螺杆菌 感染现状及相关因素调查研究 

 
王蓝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深入云南省部分少数民族聚集地义诊，对其健康人群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ylori）感染现状及相关因素调查分析，为少数民族健康人群 H.pylori 感染现状提供参考。 

方法 本研究调查人群为来自云南省 7 个地州市汉族及少数民族健康志愿者，共 1751 人，其中男性

604 人，女性 1147 人。包括昆明市区汉族 204 人、藏族 130 人、苗族 118 人、傣族 128 人、白族

130 人、哈尼族 124 人，昆明富民多宜甲村汉族 213 人，香格里拉建塘镇藏族 126 人，文山市古

木镇黑山村苗族 112 人，西双版纳勐罕镇傣族 186 人，大理洱源县凤羽镇白族 158 人，玉溪市元

江曼来镇哈尼族 122 人。通过 14C 呼气试验检测 H.pylori。对其调查对象根据性别、年龄、海拔、

居住地、民族进行分组，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及构

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c2检验比较， 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在所有参与此研究的 1751 名志愿者中，H.pylori 阳性 793 名，H.pylori 总感染率为 45.29%，

男性感染率稍高于女性；46-50 岁感染率最高，感染率为 66.97%，18-25 岁感染率最低，感染率

为 31.14%，各年龄组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生活在不同海拔地区人群 H.pylori 感染率存不

同，总人群中农村 H.pylori 感染率高于城市，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民族间 H.pylori 感染率

不同，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同一民族农村感染率高于城市，藏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他民

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本次调查人群中 H.pylori 感染率为 45.29%，低于全国平均感染率 54.76%； 

2、H.pylori 感染与性别、年龄、海拔、居住地、民族有关； 

 
 

PO-048 

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型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在体诊断 

胰腺囊性病变的可行性研究 

 
张明明,钟宁,左秀丽,王晓,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胰腺囊性病变(pancreatic cystic lesions, PCLs )的诊断率逐年增加，

但 PCLs 的鉴别诊断面临着巨大挑战。本研究旨在探究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型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

(EUS-guided needle-based confocal laser endomicroscopy, EUS-nCLE)在体诊断 PCLs 的可行

性，评估其诊断价值。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于我院拟行 EUS-FNA 操作评估胰腺囊性病变（囊腔大于 15mm）的患者（年龄

18-75 岁）。所有操作均由一名经验丰富的内镜医师进行。入组患者首先行 EUS 评估，记录 PCLs

的部位、大小、与胰管及周围血管的毗邻关系。然后，内镜医师在 EUS 引导下行 nCLE 检查，保

存 nCLE 视频资料，用于后续分析。EUS-nCLE 操作完成后，行 EUS-FNA 检查，抽取囊液及病理

组织学活检。最终诊断结果：（1）如患者行手术切除，以手术切除标本病理组织学为准；（2）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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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未行手术切除，则由 2 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根据患者的影像学资料（EUS、CT、MRI）、囊液

及细胞学分析、细针穿刺病理组织学、随访情况（＞6 个月）进行综合诊断。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5 例患者，其中浆液性囊性肿瘤（serous cystic neoplasm, SCN）4 例，胰腺

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肿瘤（intraductal papillary mucinous neoplasm, IPMN）5 例，黏液性囊性肿

瘤（mucinous cystic neoplasm,MCN）3 例，胰腺假性囊肿 3 例。其中，经由手术切除确诊 9 例。

PCLs 在 nCLE 的表现为：（1）SCN 呈浅表血管网，似蕨类样改变；（2）IPMN 可见指状乳头样

突出，或呈黑环带亮核样改变；（3）MCN 表现为宽灰色上皮带；（4）胰腺假性囊肿呈大小不

一、亮灰颗粒样改变。与最终诊断结果相比，nCLE 对 PCLs 的诊断符合率为 86.67%（13/15）。

EUS-nCLE 术后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nCLE 是一项安全、有效的内镜技术，能够较准确的诊断 PCLs，用于 PCLs 的鉴别诊断具有

较高的可行性。 

 
 

PO-049 

反向序贯疗法根除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疗效观察 

 
谢静 

广州市儿童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观察反向序贯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疗效。 

方法 随机选择需要行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的患儿 41 例，患儿采用反向序贯疗法，即 5d 奥美拉唑+

克拉霉素+甲硝唑, 随后 5d 奥美拉唑+ 阿莫西林，记录患儿治疗后症状缓解情况及相关实验室检

查。 

结果 41 例患儿经过反向序贯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后全部症状得到缓解，疗程结束后未有反复就

诊，其中 6 例患儿复查 C13 呼吸实验，结果全部为阴性。 

结论 反向序贯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治疗可以达到患儿症状缓解的目的，该疗法为根除幽门

螺杆菌感染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但是仍需做好病人疗效判定的临床管理，进一步研究。 

 
 

PO-050 

Msi2 基因通过 Lfng 活化 Notch1 信号通路参与 CD44V6+ 

肝癌干细胞的―干性‖维持 

 
程斌,王喜菊,望荣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肝癌干细胞是一群被认为具有干细胞潜能的肿瘤细胞，与肝癌的发生、发展、转移、复发与

耐药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献报道及我们基础研究发现 CD44V6 可作为肝癌干细胞的一个表面标

记，且发现 Msi2 基因在肝癌组织中表达高于癌旁组织，并与肝癌患者的肿瘤分化相关。本研究旨

在探究 Msi2 基因对 CD44V6+肝癌干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和具体的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免疫磁珠分选方法分选 CD44V6+/-细胞，分选后的 CD44V6+/-细胞分别用慢病毒转染下

调/上调 Msi2 基因，平板克隆实验、细胞增殖实验、Transwell 实验、Sorafenib 化疗抵抗实验、小

鼠体内成瘤实验检测其生物学行为的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干性‖基因 nanog、sox2 的表达；检

测 Notch1 信号通路关键分子 Notch1、NICD、hes1、hey1 的表达。再用慢病毒转染 CD44V6+细

胞下调 notch1 基因，重复以上实验检测其生物学行为、―干性‖基因的变化。接着慢病毒下调

CD44v6+细胞 Msi2 基因后基因芯片检测 Notch 信号通路分子表达的变化情况，筛选 Msi2 与

Notch 信号通路作用的关键位点，并利用 IP 实验观察其与 Msi2 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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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在 CD44V6+细胞中下调 Msi2 基因后细胞―干性‖特征减弱且―干性‖基因表达降低，而在

CD44V6-细胞中上调 Msi2 基因后细胞迁移及侵袭、小鼠体内成瘤等生物学行为能力增强；2、在

CD44V6+细胞中下调 Msi2 基因后 Notch1 信号通路关键分子表达降低，而在 CD446-细胞中上调

Msi2 基因后 Notch1 信号通路关键分子表达上调，且在 CD44v6+细胞中下调 notch1 基因后细胞

―干性‖特征减弱且―干性‖基因表达降低；3、在 CD44V6+细胞中下调 Msi2 基因后 Notch 信号通路基

因芯片显示 lfng 分子表达下调，Co-IP 实验证实 Msi2 蛋白与 Lfng 蛋白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结论  Msi2 基因参与调控 CD44V6+肝癌干细胞的―干性‖维持，且 Msi2 基因是通过 Lfng 活化

Notch1 信号通路参与 CD44V6+肝癌干细胞―干性‖特征维持的。本课题为研究肝癌侵袭与复发机制

提供了新的思路，可望为肝癌的分子靶向治疗提供潜在的分子靶点，进一步优化肝癌的分子靶向治

疗策略。 

 
 

PO-051 

体表神经调控对 FD 患者胃容受和胃电节律紊乱的改善作用 

 
汤净,谭安萍,陈军,蒋扬青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功能性消化不良（FD）患者都有胃容受性下降和胃电节律紊乱而且治疗困难。胃容受性和胃

电节律由自主神经调节。本研究目的是观察体表神经调控（TEA）在这两方面的治疗潜力及作用机

制。 

方法 入组 FD 患者 120 例,均符合 Rome III FD 的诊断标准，随机分为 TEA 组 60 例和假-TEA 组

60 例。10 例健康对照。所有受试者均测试胃容受、胃电图和心率变异性。胃容受性通过营养液口

服测试来测量。胃电节律通过胃电图（EGG）来评估。TEA 组刺激足三里（ST36）和内关穴

(PC6),假-TEA 组刺激位置位于 ST36 外侧 10-15cm 及远离 PC6 15-20cm 的部位，且不在任何经络

上。刺激参数同 TEA 组。采用双盲交叉方法治疗 4 周，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胃容受、胃电图和临床

症状积分变化；应用心率变异分析评估自主神经功能。 

结果  1.TEA 治疗增加了 FD 患者胃容受。正常对照组 GA 725±46ml,FD 患者 GA 539 

±36ml(p<0.001)。治疗后 FD 患者胃容受 GA 715±32ml ，与治疗前比较 p<0.001。2.治疗前 FD 症

状积分 25.5±2.9，TEA 组治疗后症状积分 11.9±2.1（p<0.001）。TEA 组症状积分明显低于假-

TEA 组(p<0.001)。3.TEA 组餐后的正常慢波百分比（N%）(75.2±3.1%)和餐前 N% (70.9±2.4%)，

与治疗前基线比较以及与假-TEA 组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1)。胃节律过缓比（B%）

11.597±8.642 ,餐后胃节律过速比(T%) 12.578±11.753,胃电节律紊乱比（A%）2.073±4.410 均下

降。与治疗前比较 p=0.000。4.TEA 组餐后主功率(46.23±4.03 db)和空腹主功率(35.35±1.53 db)与

治疗前基线比较有明显差异；与假-TEA 组比较 p<0.001。5. 心率变异分析（HRV）显示 TEA 治疗

低频功率/ (低频功率+高频功率)  下降（0.452±0.134），高频功率 / (低频功率+高频功率) 增加

（0.549±0.133）；与治疗前比较 p=0.000 。 

结论  1. TEA 可以改善 FD 患者的 GA。2.TEA 可以提高 FD 患者的正常慢波百分比,提高餐后主功

率,改善胃电节律紊乱，促进胃动力。3.TEA 显著改善 FD 患者胃容受和餐后胃电节律紊乱，可能通

过迷走神经调控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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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52 

基质金属蛋白酶抗体芯片在胃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刘健

1,2
,周丽雅

1
,林三仁

1
,姚贝

1
,周剑锁

1
,闫秀娥

1
,陆京京

1
,肖士渝

1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2.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市,西城区 

 

目的 探讨人体血清中基质金属蛋白酶（MMP）表达谱用于胃癌（GC）辅助诊断的可行性，筛选新

型胃癌诊断标志物，并与传统血清学肿瘤标志物的诊断价值进行比较。 

方法 应用 MMP 抗体芯片同时检测 12 例 GC 和 10 例胃良性病变（NGD）患者血清中 10 种分泌型

MMP 相关蛋白（MMP-1，MMP-2，MMP-3，MMP-8，MMP-9，MMP-10，MMP-13，TIMP-1，

TIMP-2 和 TIMP-4）的浓度，比较这 10 种蛋白在 GC 和 NGD 组间的浓度差异及其用于胃癌诊断

的能力。并应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AFP、CEA、CA125 和 CA19-9 在上述 12 例 GC 患者血清中的

浓度。 

结果 （1）应用 MMP 抗体芯片的检测方法上述 10 种蛋白在人体血清中的表达丰度如下：呈高表

达（绝对浓度>10000pg/ml）的 MMP 亚型包括：MMP-1，MMP-3，MMP-9 和 TIMP-1；中表达

（ 绝 对 浓 度 1000-10000pg/ml ） ： MMP-8 ， TIMP-2 和 TIMP-4 ； 低 表 达 （ 绝 对 浓 度

<1000pg/ml）：MMP-2，MMP-10 和 MMP-13。（2）与 NGD 组相比，除 MMP-2、MMP-3 和

MMP-13 外，其余 MMP 亚型在 GC 组中的浓度均呈升高趋势。但是除 TIMP-4 外，均未见统计学

差异。（3）MMP 家族各亚型用于胃癌诊断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在 0.500-0.858 之间，联

合诊断的 AUC 值为 0.858（95% CI: 0.699-1.000）。其中 TIMP-4 的 AUC 值最高，为 0.858

（95% CI: 0.692-1.000）。当选取 2438.3 pg/ml 为最佳临界值时，TIMP-4 用于 GC 诊断的灵敏

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 0.833、0.800 和 0.818。（4）GC 组中 AFP、CEA、CA125 和 CA19-

9 的阳性率分别为 0、25.0%、20.0%和 8.3%，联合检测的阳性率为 33.3%。 

结论 传统血清学肿瘤标志物用于胃癌诊断的能力有限，MMP 蛋白芯片检测有望成为胃癌诊断和筛

查的新方法，血清 TIMP-4 有望成为新型的胃癌诊断标志物。 

 
 

PO-053 

Endoscopic retrograde appendicitis techniqu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appendicitis 

 
Yu Zhang,Li-Ping Ye,Xin-Li Mao,Bi-Li He 

Taizhou Hos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endoscopic retrograde appendicitis techniques 
(ERATs) i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acute appendicitis.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14 and December 2014, 22 patients with acute appendicitis 
underwent ERATs. Patient demographics, colonoscopy findings, endoscopic retrograde 
appendiceal radiography (ERAR) findings and treatment outcomes of the ERATs and adverse 
events associated with ERA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 this study, 22 patients with acute appendicitis underwent ERATs. The median age of 
patients was 39.5 years. Colonoscopy findings included mucosal hyperemia and swelling of the 
appendiceal orifice and/or its surrounding mucosa (86.4%, 19/22), and pus at the appendiceal 
orifice (40.9%, 9/22). Endoscopic retrograde appendiceal radiography (ERAR) findings included 
irregular contour (76.2%, 16/21), appendiceal lumen dilation (28.6%, 6/21), appendiceal lumen 
stenosis (42.9%, 9/21), and filling defect of the appendiceal lumen (23.8%, 5/21). Deep intubation 
was successfully performed in 21 of the 22 patients (95.5%). Sixteen patients underwent 
endoscopic appendiceal stent placement (ERSP) after endoscopic appendiceal irrigation (EAI) 
due to lumen stenosis of the appendiceal, excessive pus, or appendiceal fecalith,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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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ining 6 patients only underwent EAI. Among the 22 patients underwent underwent ERATs, 
their abdominal pain was noticeably relieved following the procedure. The main adverse events 
associated with ERATs were spontaneous discharge of the stent, recurrent abdominal pain, and 
recurrent appendicitis. During the follow-up (median 33 months), 2 patients underwent 
laparoscopic appendectomy. 
Conclusions ERATs provide a new alternative therapeutic method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appendicitis, particularly for certain patients who are unwilling to undergo an appendectomy. 
  
 

PO-054 

唾液胃蛋白酶对胃食管反流病食管外表现的诊断价值研究 

 
游婷,王雯,王蓉,陈龙平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福建省,福州市 

 

目的 探索唾液胃蛋白酶对胃食管反流病食管外表现的诊断价值。 

方法 纳入无明显反流症状的健康志愿者 15 例（C 组）及有胃食管反流病食管外表现的患者 15 例

(E 组），均经胃食管反流病量表（GERD-Q）评分、咽喉反流症状指数评分量表（RSI）、咽喉反

流体征评分量表（RFS）及 24 小时多通道食管腔内阻抗-pH 监测（MII-pH）确诊。研究对象分别

于晨起空腹、午餐后 2 小时、晚餐后 2 小时、症状时，共 4 个时间点收集唾液标本，用酶联免疫吸

附剂测定(ELISA)法，对收集的唾液标本进行胃蛋白酶浓度检测，分析两组间、组内各时间点的唾

液胃蛋白酶浓度，探讨唾液胃蛋白酶对胃食管反流病食管外表现的诊断价值。 

结果 1）C 组、E 组的唾液胃蛋白酶浓度分别为 63.59±14.34ng/mL、128.98±17.28ng/mL，E 组唾

液胃蛋白酶浓度明显高于 C 组（p=0.000）。2）对比 C 组、E 组间各时间点的唾液胃蛋白酶浓

度，发现各时间点 E 组唾液胃蛋白酶浓度均明显高于 C 组，p 值均等于 0.000；3）对比 C 组、E

组内不同时间点的唾液胃蛋白酶浓度，发现 C 组内不同时间点的唾液胃蛋白酶浓度无显著差异；E

组内晨起空腹、午餐后 2 小时、晚餐后 2 小时及症状时的唾液胃蛋白酶浓度分别为

124.28±17.50ng/mL、143.54±12.60ng/mL、122.00±15.77ng/mL、126.10±12.60ng/mL，不同时

间点的唾液胃蛋白酶浓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午餐后 2 小时的唾液胃蛋白酶浓度最高，将晨起空

腹、晚餐后 2 小时、症状发生时的唾液胃蛋白酶浓度与午餐后 2 小时比较，p 分别等于 0.003、

0.001、0.008。而 E 组其他时间点之间的唾液胃蛋白酶浓度无显著差异。 

结论 唾液胃蛋白酶对诊断胃食管反流病食管外表现有较好的临床价值，该类患者各时间点的唾液

胃蛋白酶浓度均明显升高，其中午餐后 2 小时的唾液标本的诊断价值最高，其原因可能与研究对象

午餐后立即平躺午睡有关。 

  
 

PO-055 

幽门螺杆菌 cagA 基因敲除的 PMSS1△cagA 

突变菌株构建与鉴定 

 
李年双

1
,丰艳

2
,胡奕

1
,何丛

1
,James G Fox

2
,Zhongming Ge

2
,吕农华

1
 

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2.麻省理工学院（MIT），波士顿，美国 

 

目的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感染是慢性活动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的主

要病因。CagA 是 H. pylori 感染致病最关键的毒力因子之一，CagA 阳性的 H. pylori 菌株可明显增

加胃癌的发生风。PMSS1 菌株是目前用于 H. pylori 研究最为广泛的菌株之一。研究表明，PMSS1

菌株含 3.7 个 cagA 拷贝数，这增加了 cagA 基因敲除突变菌株构建的难度。本研究旨在成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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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SS1△cagA 突变菌株，并进一步探讨 cagA 敲除后 H. pylori 对细胞的毒性。此外，探讨来自胃

黏膜不同癌变阶段的 H. pylori 临床菌株 CagA 的表达。 

方法 重叠 PCR 法将 cagA 基因两端区域扩增的 PCR 片段连接，采用基因同源重组方法将氯霉素

抗性基因 cat（CmR）插入该片段，得到 cagA 基因敲除的重组质粒。通过电转化和自然转化将重

组质粒转化至 PMSS1 野生型菌株，筛选单克隆培养得到 PMSS1△cagA 菌株。PCR 及 Western 

blot 验证突变菌株是否构建成功。将 CagA+H. pylori PMSS1、7.13 菌株与胃癌 AGS 细胞共培

养，Western blot 检测 CagA 转运及磷酸化水平，并观察 cagA 基因敲除后对细胞形态的影响。最

后，将来自于胃黏膜不同病变阶段（慢性胃炎、肠上皮化生、胃癌）的 H. pylori 临床菌株与胃癌

AGS 细胞共培养，检测 CagA 转运水平。 

结果 CagA 存在于 H. pylori PMSS1 及 7.13 菌株中，而 PMSS1△cagA 及 7.13 CagA-菌株均无

CagA 表达。并且，含 cagA 多拷贝数的 PMSS1 菌株 CagA 表达、转运及其磷酸化水平明显高于

7.13 菌株。CagA+H. pylori 菌株 PMSS1、7.13 可诱导胃上皮细胞形态拉伸形成 ―蜂鸟状表型‖ ，

CagA 敲除后细胞形态无变化。此外，来自于胃癌组织的 H. pylori 临床菌株转运至细胞的 CagA 含

量明显高于来自于胃炎、肠上皮化生组织的 H. pylori 临床菌株。 

结论 cagA 基因敲除的 PMSS1△cagA 菌株已成功构建。CagA 基因敲除可显著削弱 CagA+ H. 

pylori 对细胞的毒性。PMSS1△cagA 菌株的构建为进一步探讨 CagA 在 H. pylori 感染致病过程中

的分子机制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验基础。 

  
 

PO-056 

Docosahexaenoic Acid Supplementation Abrogated 
Fibrotic Progression in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by 
Suppressing Activation of Hepatic Stellate Cells through 

GPR91 in Mice 

 
Xuejing Liu

1
,Chen Niu

1
,Jian Wu

1,2
 

1.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Dept.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2.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Shanghai Institute of Liver Diseases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how DHA abrogated fibrotic progression in a 
mouse NASH model induced by feeding high fat/Calorie diet plus high fructose and glucose in 
drinking water (HFCD+HF/G) (Lab Invest 2018; DOI: 10.1038/s41374-018-0074-z). 
Methods  Male C57BL6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 (n=5): controls (normal diet), 
NASH model (feeding HFCD+HF/G for 16 wks), HFCD+HF/G plus 1.5% DHA mixed in the diet 
for 16 wks, and HFCD+HF/G plus DHA supplementation for 8 wks (from 9 to 16 wks). The 
amount of metabolites in the liver was analyzed by GC-MS. 
Results DHA supplementation remarkably ameliorated hepatic steatohepatitis, insulin resistance 
and disordered profile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adipokines as documented by liver 
pathohistology and biochemical tests. Liver levels of procollagen type I mRNA and smooth 
muscle a-actin (α-SMA) protein in mice fed HFCD+HF/G plus DHA were markedly lower than 
those fed HFCD+HF/G only, in consistent with semiquantitative score of hepatic fibrosis. 
Meanwhile, liver hydroxyproline content (0.13, 0.14 vs. 0.26 mg/mg, p<0.05) verified that DHA 
supplementation for 16 or 8 wks blocked fibrotic progression in mice fed HFCD+HF/G. DHA 
supplementation decreased liver succinate content compared to mice fed HFCD+HF/G (0.04, 
0.04 vs. 0.08 nMol/mg, p<0.05).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Western blotting and quantitative 
RT-PCR assays demonstrated that DHA inhibited HSC activation through GPR91 receptor, 
whose ligand is succinate, and improved the deactivation of a-succinatedehydrogenase, malate 
dehydrogenase 1, malate dehydrogenase 2 in the tricarboxylic acid cycle caused by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in mice fed HFCD+HF/G and in HSC lines and primary rat HSCs. 
Conclusions DHA supplementation effectively reversed pathological and metabolic alterations of 
NASH in HFCD-HF/G-fed mice, and halted hepatic fibrosis by suppressing HSC ac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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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decreased activity of GPR91 receptor. The findings of this investigation confer preclinical 
evidence that DHA supplementation is beneficial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ASH, 
particularly being very effective in blocking hepatic fibrosis, and should be included in current 
regimens of NASH treatment. 
 
 

PO-057 

中国杭州有症状儿童幽门螺杆菌耐药率调查研究 

 
舒小莉,殷国锋,刘明南,彭克荣,赵泓,江米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近年来幽门螺杆菌根除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幽门螺杆菌对抗生素耐药性的持续增加。而针对

儿童幽门螺杆菌的抗生素敏感性的研究很少。本研究旨在调查儿童幽门螺杆菌分离株的抗生素耐药

率及耐药方式。 

方法 收集 2012 年-2014 年间接受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并活检胃黏膜标本进行幽门螺杆菌培养及药敏

试验（6 种抗生素，包括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庆大霉素、呋喃唑酮、甲硝唑和左氧佛沙星）的患

儿，对患儿人口统计学资料、培养及药敏结果、病理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入组患儿 1390 例，其中 545 例幽门螺杆菌培养阳性。幽门螺杆菌培养阳性患儿中对

克拉霉素、甲硝唑和左氧佛沙星的总耐药率分别为 20.6%、68.8%和 9.0%。未检测到阿莫西林、

庆大霉素和呋喃唑酮耐药株。在 413 例幽门螺杆菌耐药患儿中，56.1%呈单一耐药，16.7%呈双重

耐药，2.9%呈三重耐药。同时，从 2012 年至 2014 年，幽门螺杆菌耐药率逐年增加。此外，对克

拉霉素、甲硝唑和左氧佛沙星的耐药率与性别、年龄、是否有溃疡无关。 

结论 本研究发现杭州地区儿童幽门螺杆菌耐药率呈较高水平，且在三年间持续上升，强烈支持目

前诊疗指南提出的根除治疗前先进行抗生素药敏试验的推荐意见。 

  
 

PO-058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外周血 IL-8 及其受体 CXCR1、

CXCR2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姚定康,赵健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探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患者血浆白介素-8(IL-8)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 IL-8、

白介素-8 受体 1(CXCR1)、白介素-8 受体 2(CXCR2)、G 蛋白耦联受体激酶 5(GRK5)的表达变化及

其临床意义。 

方法  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法检测 30 例 PBC 患者和 30 例健康人对照组 PBMCs 中 IL-

8、CXCR1、CXCR2、GRK5 的 mRNA 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 CXCR1、CXCR2 蛋白表达水

平，ELISA 法检测血浆 IL-8 的含量，连续监测法测定血清碱性磷酸酶(ALP)、γ-谷氨酰基转移酶

(GGT)含量，并对各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PBC 组血浆中 IL-8 浓度[(74．53±12．26)pg／mL]明显高于对照组[(36．16±11．12)pg／

mL](P<0．01)。PBC 组 IL-8、CXCR1、CXCR2、GRK5 的 mRNA 相对表达水平为 2．21、

1．72、1．70、1．84，高于对照组的 0．98、0．97、1．05、0．9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western blot 结果提示，CXCR1、CXCR2 的蛋白质水平也较对照组升高。PBC 组血清

ALP 活性为 129．0IU／mL，对照组为 56．0IU／mL，P<0．01；PBC 组 GGT 活性为 123．0IU

／mL，对照组为 23．0IU／mL，P<0．O1。PBMC 中 IL-8 mRNA 表达水平与 CXCR1 存在正相

关，相关系数 (r)=0．422，P<0．05；CXCR1 与 CXCR2 呈正相关 (r=0．445，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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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CR2 与 GRK5 呈正相关(r=0．565，P<0．01)；血清 ALP 与 GGT 呈正相关(r=0．722，

P<0．01)，其他指标之间无相关关系。 

结论 PBC 患者外周血 IL-8 及其受体水平升高，推测 IL-8 及其受体信号转导过程可能在 PBC 的发

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为 PBC 的免疫干预治疗途径提供新的方向，但其与 PBC 的严重程度并无明

显相关关系。 

 
 

PO-059 

益生菌种类、剂量和疗程长短影响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治疗效果：

一项 meta 分析 

 
张岩,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方法探讨益生菌种类、剂量和疗程长短对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治疗效果的影

响。 

方法 以―益生菌‖和―肠易激综合征‖为关键词计算机检索 medline、Embase 和 Cochrane 临床试验中

心三个数据库，检索时限为数据库建库至 2015 年 10 月。纳入标准为包括在应用罗马 III 标准诊断

为 IBS 患者中对比益生菌和安慰剂疗效的随机对照试验。有两位评价者按照如何排除标准进行文献

筛选及数据提取，采用 Stata12 软件对数据进行 Meta 分析，连续性数据的合并值用标准化均数差

（SMD）和 95% 置信区间（CI）表示，二分类数据用相对危险度（RR）和 95%置信区间表示。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21 项随机对照研究。在对肠易激患者整体症状的改善上，纳入了 16 项研究的

17 项对比，结果发现益生菌对于改善肠易激综合症患者总体症状(RR: 1.82, 95 % CI 1.27 to 2.60)

上优于安慰剂，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单菌的效果要优于益生菌的联合应用，而低剂量和较短疗程的效

果似乎也优于高剂量和长疗程。在改善 IBS 患者腹痛、腹胀、胀气等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症状上，

益生菌与安慰剂的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亚组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有 9 项研究比较了益生菌

与安慰剂对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益生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低于安慰剂

组生活质量(SMD: 0.29, 95 % CI 0.08 to 0.50)，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单菌、低剂量和较短疗程益生菌

的效果要优于益生菌联合应用、较高剂量和较长疗程。 

结论 益生菌在改善肠易激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上显著优于安慰剂，但在改善腹痛、腹胀等

症状上与 IBS 没有显著差异。亚组分析的结果发现单菌、低剂量和相对较短的疗程对于总体症状的

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似乎更有效，亚组分析中的研究可能存在较大偏倚，并且在研究数量、研究

质量以及疗效评估标准上有较大差异，需要慎重对待亚组分析的结论，仍需要更多大规模随机对照

试验的验证。 

 
 

PO-060 

CACClnc 促进 DNA 同源重组修复参与大肠癌 

化疗耐药的机制研究 

 
洪洁,马丹,曹颖颖,郭方方,陈豪燕,房静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虹口区 

 

目的 肿瘤细胞耐药频繁发生已成为威胁中晚期大癌患者生存质量的重要危险因素，因此我们探索

长链非编码 RNA CACClnc (Chemoresistance Associated Colorectal Cancer lncRNA，CACClnc)

对大肠癌铂类药物耐药的影响并探索其作用机制。 

方法 对 5 对大肠癌和癌旁组织进行基因芯片分析，得到表达显著差异的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实时定量 PCR 检测 50 对大肠癌和癌旁组织及大肠癌细胞系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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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上皮细胞中 CACClnc 的表达差异；Northern blot 和 RACE 鉴定 CACClnc 在大肠癌细胞中存在

及全长； CCK8 和 Tanswell 检测下调 CACClnc 后 CRC 细胞的增殖和侵袭；流式细胞学实验检测

上调或下调 CACClnc 后 HCT116 细胞对奥沙利铂的敏感性；RNA-seq 检测下调 CACClnc 后基因

表达变化并进行 GSEA 分析；同源重组修复实验检测下调 CACClnc 后同源重组修复能力的变化；

蛋白印迹法检测凋亡蛋白和 DNA 损伤修复相关蛋白；荧光素酶基因报告实验检测 CACClnc 对下游

基因的转录调控。 

结果 基因芯片分析发现有 18 条 lncRNA结直肠癌组织中表达显著升高；在结直肠癌临床样本及细

胞系中进行 Real-time PCR 验证，发现 CACClnc 在结直肠癌组织及肿瘤细胞中显著高表达；

Northern blot 和 RACE 结果提示 CACClnc 是一条约 580bp 的 lncRNA；CCK8 和 Transwell 结果

显示 CACClnc 显著促进大肠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流式细胞学实验显示上调 CACClnc 后大肠癌细

胞 HCT116 对奥沙利铂的敏感性降低，下调 CACClnc 后大肠癌细胞 HCT116 对奥沙利铂的敏感性

增加；GSEA 分析发现 DNA 损伤修复基因信号通路在 CACClnc 下调的细胞中受到明显抑制；同源

重组修复实验显示下调 CACClnc 后 CRC 细胞同源修复能力降低；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下调

CACClnc 后促进奥沙利铂诱导 Cleaved-Capase3、Cleaved-PARP 表达的增加。荧光素酶基因报

告实验结果显示下调 CACClnc 后，RAD51 启动子区转录活性明显降低。 

结论 CACClnc 通过激活 RAD51 启动子区转录活性上调 RAD51 的表达，增强 DNA 重组修复能

力，进而促进大肠癌对铂类药物的化疗抵抗。 

 
 

PO-061 

The Genetic Landscape of Clinical Cases of Precursor 
Lesions of Laterally Spreading Tumor via Comprehensive 

Genomic Profiling 

 
Wenjing Wang

1
,Jun Zhan

2
,Hejun Zhang 

1
,Jun Li

1
,Jing Zhang

1
,Ye Wang

1
,Fang Gu

1
,Hongquan Zhang

2
,Shigang 

Ding
1
 

1.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2.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Objective Laterally spreading tumor (LSTs) is a specific subtype of superficial colorectal tumor, 
which is morphologically classified as LSTs granular (LST-G) or nongranular (LST-NG). LSTs 
may exhibit high malignancy and is difficult to be detected by endoscop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landscape genetic changes during LSTs development. We perform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to track the genomic changes during LSTs progression from low-grade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LGIN), high-grade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HGIN) to adenocarcinoma. 
Methods We performed whole-genome analyses (WGS) on ten matched tissues (LSTs 
specimens and matched nontumor tissues), including 5 LGINs, 4 HGINs, and one 
adenocarcinoma. Then we conducted targeted-region (TRS) sequencing analyses for 51 paired 
specimens, including 19 LGINs, 25 HGINs, and seven adenocarcinomas. 
Results We identified 17 significantly mutated genes (SMGs), of which APC and KRAS exhibited 
the highest mutation rate (75.41% and 50.82%, respectively) and they increased the mutation 
burden in LSTs. We identified other significantly mutated genes such as ADAMTS2, BCL9L, 
CHRM2, PREX2, and CTNNB1. In individuals without APC or KRAS mutations, PREX2 and 
BCL9Lwas possibly the driver genes in LSTs. Pathway assessment revealed that somatic 
aberrations were primarily involved in the Wnt, Hippo, and apoptosis pathways. Combining with 
patients' clinicopathological data, KRAS mutations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LST-G 
than in LST-NG cases and were naturally elevated in tubular adenoma than in mixed adenoma.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illustrate a genomic landscape highlighting the genomic changes 
observed in LSTs precancerous lesions and provide a map to identify patients at risk for L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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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2 

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分级护理的体会 

 
邓璇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观察及评估分级护理在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的干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2017 年 9 月在我科住院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常规护

理组及分级护理组，最终纳入常规治疗组 28 例，分级护理组 30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再出血率、护

理满意度、护理依从性等指标及住院时间。 

结果 分级护理组再出血率及患者住院时间低于常规护理组，且护理满意度、护理依从性均高于常

规护理组。 

结论 对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进行分级护理可及时发现病情变化并作出相应的护理措施，从而有效降

低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再出血率，促进临床护理质量的提升，同时减轻了经济负担。 

 
 

PO-063 

胃复发性增生性息肉生物学行为的演进及机制 

 
郭俊怡,陈鑫,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河西区 

 

目的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一类特殊类型胃增生性息肉，其特征为内镜下手术切除后在同一部位

反复发作，复发原因不明。本文通过对这一类型息肉临床资料，病理特点进行分析，试图寻找其原

位复发的原因，对日后治疗该特殊类型的增生性息肉提供依据。 

方法 统计 10 年间胃增生性息肉切除后反复原位发作患者信息（切除次数大于等于 2 次），观察切

除后治疗效果，汇总患者一般情况和临床表现，调查患者家族史，总结患者疾病进程，回顾历次随

访胃镜结果和病理结果。请病理医师进行二次阅片。对患者息肉组织与慢性胃炎、普通胃增生性息

肉和胃癌的组织切片进行 PCNA，Ki-67，Vimentin，p53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 4 组病例上述蛋

白表达情况。对同一患者不同时期标本进行 PCNA，Ki-67，p53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其原位

复发的可能原因。 

结果 统计得到 10 年间胃增生性息肉反复原位发作患者共 9 例，5 名男性，4 名女性，9 名患者的

增生性息肉均生长于胃窦，复发时仍在原位生长。息肉直径 0.5cm 至 2cm。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

示：普通胃增生性息肉，复发性胃增生息肉和胃癌 3 组间 PCNA，Ki-67 表达依次升高，3 组间有

统计学差异。Vimentin 在慢性胃炎、普通性胃增生性息肉、复发性胃增生性息肉和胃癌 4 组中表达

无统计学差异。p53 只在胃癌组织中表达。同一患者不同时期 PCNA，Ki-67 表达无统计学差异，

p53 表达均为阴性。 

结论 统计共发现 9 例患者胃增生性息肉切除后在同一部位反复发作。该类型息肉的 PCNA 和 Ki-67

表达介于普通胃增生性息肉与胃癌之间，提示息肉增生活跃。这可能是它反复发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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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64 

内镜医师和人工智能评估光学增强内镜（OE）在预测结直肠息

肉病理类型中的诊断价值 

 
张岩

1
,邵学军

2
,李延青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2.青岛美迪康数字工程有限公司 

 

目的 评估 OE 结合放大内镜对微小息肉（≤ 5mm）的实时诊断效能能否达到美国消化内镜学会

PIVI的―发现-保留‖和―切除-丢弃‖策略所要求的的阈值。 

评估卷积神经网络下人工智能对 OE 诊断结直肠息肉病理类型的应用价值。 

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6 年 8 月到 2018 年 2 月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接受结肠镜检查的患者。常规结

肠镜操作发现息肉时用冲洗干净后开始观察并录像，用放大 OE 模式抵近息肉后开始近距离观察，

实时预测息肉的病理类型做出内镜下诊断。利用 tensorflow 框架的 Alexnet 模型对放大 OE 内镜观

察到的息肉视频进行图像识别和分析，随机挑选 80%的图像作为训练数据，训练集，20%的图像

作为测试图像，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为确定分类标准、整理训练集、训练模型、测试识别率、提高

模型泛化能力、上线运行。以息肉病理学结果作为金标准计算 OE 内镜光学诊断的诊断效能，本研

究的统计学部分由 NCSS 11 和 R 完成。 

结果 内镜医师部分共纳入 58 例患者和 88 个息肉，病理结果证实 51 个为肿瘤性息肉，37 个为非

肿瘤性息肉。实时分析的高信心度下放大 OE 诊断息肉病理类型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度、阴性

预测值和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0.97，0.50，0.76， 0.95 和 0.71。高信心度下结直肠≤5 mm 的放大

OE 内镜实时诊断的阴性预测值能够达到应用―发现-保留‖策略的阈值，放大 OE 内镜预测随访间期

与病理活检确定的随访间期的一致性可以达到 PIVI 应用于微小腺瘤的―切除-丢弃‖策略的阈值。人

工智能部分共收集 116 例检查录像，其中腺瘤的 80 例，增生性息肉 46 例。经过测试，选用了卷

积 3 层的模型，训练集纳入了 1918 张内镜图片，测试集纳入了 478 张内镜图片，模型在测试集上

识别率达到 92.56% 。 

结论 放大 OE 内镜在实时预测微小息肉病理类型中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其诊断效能能够达到

PIVI 所要求的的―发现-保留‖和―切除-丢弃‖策略的阈值。人工智能协助内镜医师应用于放大 OE 诊断

息肉病理类型有广阔的价值。 

 
 

PO-065 

NLRP3 Inflammasome Formation and Activation in Non-
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Therapeutic Target for 

Antimetabolic Syndrome Remedy FTZ 

 
yu chen

1,2
,Xinxiang He

1
,Pinlan Li

3
,Fachao Zhi

2
,Jiao Guo

4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80， China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3.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School of Medicine，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Richmond， VA， 23298， USA 

4.Department of Medicine，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Objective The Nod-like receptor protein 3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not only serves as 
an intracellular machinery triggering inflammation, but also produces uncanonical effects beyond 
inflammation such as changing cell metabolism and increasing cell membrane permeabilit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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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test whether this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two-hit‘ injury during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 and whether it can be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action of Fufang Zhenzhu Tiaozhi (FTZ), a widely used herbal remedy 
for hyperlipidemia and metabolic syndrome in China. 
Methods We used mice and cell culture experiment. The methords we performed are include oil 
red O stain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confocal microscopic analysis, western blot analysis, IL-
1beta ELISA, ESR spectrometry and so on. 
Results We first demonstrated that NLRP3 inflammasomes formation and activation as well as 
lipid deposition occurred in the liver of mice on the high fat diet (HFD), as shown by increased 
NLRP3 aggregation, enhanced production of IL-1b and 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HMGB1), and 
remarkable lipid deposition in liver cells. FTZ extracts not only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NLRP3 
inflammasome formation and activation, but also attenuated the liver steatosis and fibrogenic 
phenotype changed. In in vitro studies, palmitic acid (PA) was found to increase colocalization of 
NLRP3 components and enhanced caspase-1 activity in hepatic stellate cells (HSCs), indicating 
enhanced formation and activation of NLRP3 inflammasomes by PA. PA also increased lipid 
deposition. Nlrp3 siRNA can reverse this effect by silencing the NLRP3 inflammasome, and both 
with FTZ. In FTZ treated cells, not only inflammasome formation and activation was substantially 
attenuated, but also lipid deposition in HSCs was blocked. This inhibition of FTZ on lipid 
deposition was similar to the effects of glycyrrhizin, an HMGB1 inhibitor. Mechanistically, 
stimulated membrane raft redox signaling platform formation and increased O2

.- production by PA 
to activate NLRP3 inflammasomes in HSCs was blocked by FTZ treatment. 
Conclusions It is concluded that FTZ extracts inhibit NASH by its action on both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liver lipid metabolism associated with NLRP3 inflammasome formation and 
activation. 
 
 

PO-066 

Pdx1 expression regulated by Tet-on system promot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ancreatic-like cells from mouse 

embryonic stem cells through increasing Notch pathway 

 
Tao Yu,Wa Zhong,JieYao Li,Yu Lai,Guangcheng Chen,ZhongSheng Xia,Hui Ouyang,CanZe Huang,Qikui Chen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Objective The specific precursor cells derived from embryonic stem cells (ESCs) after induced 
differentiation offers great potential for repairing damaged pancreas. Therefore, it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to know whether pancreatic precursor cells with Pdx1+ could be induced to 
differentiate into pancreatic-like cells in vitro as well as the probable mechanism underlying. 
Methods  In this study, mouse ESCs (ES-E14TG2a) were divided into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ESC), the blank vector group (Pdx1– ESC), and the Pdx1 lentiviral vector group (Pdx1+ ESC). We 
constructed lentiviral vectors with overexpressed Pdx1 in Tet-on system and screened the stably 
transfected cell lines after transfection. CXCR4+ (C-X-C chemokine receptor type 4) DE cells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seeded (day zero [d0]) after being sorted with immune beads, and 
expression of Pdx1 was induced on the second day (d1). Then, markers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dx1+ pancreatic precursor cells and molecules in the Notch pathway were detected at d3, d7, 
d10, and, d14. 
Results We found that expressions of Ptf1a, CK19, and amylase increased at d3 and d7, Neuro 
D, Pax6, and insulin increased at d10 and d14, as well as Notch1, Notch2, Hes1, and Hes5 
increased at d3 and thereafter declined at d14 in the Pdx1+ ESC group. These expres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ESC group and Pdx1– ESC group, but no marked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the ESC group and Pdx1– ESC group. 
Conclusions We identified that the Pdx1+ pancreatic progenitor cells could differentiate into cells 
with molecular marker of exocrine and ductal cells at early differentiation, and with mole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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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r of endocrine cells at late differentiation in vitro. Furthermore, the activation of Notch 
signaling pathway would induce the progenitor cells to differentitate into excocrine cells and duct 
cells. 
 
 

PO-067 

1500 例经鼻胃镜患者检查护理经验分享 

 
王姿丹,霍雪茹,陆秋香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探讨经鼻胃镜检查与治疗的全程护理,为临床开展和推广经鼻胃镜检查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2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我院进行经鼻胃镜检查 1500 例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采

用回顾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对 1500 例患者分别从检查前期护理、检查操作中护理、检查后护理以

及并发症预防和处理等几方面进行护理流程归纳和经验总结。 

结果 有 12 例患者，占比为 0.8%，因肿瘤导致上消化道狭窄鼻镜不能通过，51 例患者，占比为

3.4%，因鼻腔狭小改为普通胃镜检查，其余 1437 例患者，占比为 95.8%，顺利完成检查。检查时

主要不良反应为鼻腔疼痛 95 例，占比为 6.3%、鼻出血 21 例，占比为 1.4%。 

检查操作时间、检查诊断与常规胃镜比较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检查舒适度和患者满意度经鼻胃

镜患者显著高于常规胃镜检查患者，两者,两者之间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鼻胃镜检查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痛苦不适和恐惧,患者更接受。鼻胃镜检查前做好心理护理及准

备,检查过程中熟练的操作配合及严密病情观察,检查后正确的健康指导,可使患者密切配合,有利于鼻

胃镜检查的顺利开展。 

 
 

PO-068 

JMJD2B 影响葡萄糖缺乏下大肠癌细胞内氨基酸的代谢 

 
谭娟,傅琳娜,王韵茜,刘倩倩,陈萦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虹口区 

 

目的 大肠癌的发病率在我国呈逐年上升趋势，其发生发展是一个多步骤、多阶段、多基因参与的

过程，但具体机制尚未得到完全阐明。细胞代谢（包括糖代谢、氨基酸代谢和脂质代谢等）的改变

是肿瘤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中氨基酸代谢异常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在结直肠癌中，也存在代谢紊

乱的现象。组蛋白翻译后修饰可影响代谢重编程，在肿瘤细胞适应自身生长微环境改变中发挥重要

作用。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JMJD2B 作为组蛋白翻译后修饰的蛋白之一，

在大肠癌组织中表达显著升高，通过人类全基因组表达谱芯片，发现 JMJD2B 在代谢应激下调控

众多细胞过程和信号通路，其中细胞代谢过程和代谢通路占主导地位，包括糖代谢、氨基酸代谢、

脂质代谢等途径。那么 JMJD2B 是否影响大肠癌细胞的代谢过程呢？主要影响大肠癌细胞何种代

谢过程呢？ 

方法 我们应用非靶标代谢组学探究在葡萄糖缺乏下 JMJD2B 对结直肠癌细胞中代谢物的影响，进

一步通过靶标代谢产物检测及代谢产物试剂盒验证非靶标代谢的结果。 

结果 经代谢组学检测及主成分分析，我们发现在大肠癌细胞中特异性抑制 JMJD2B 表达后，细胞

代谢产物在普通培养基及无糖培养基的条件下均产生明显差异，葡萄糖缺乏条件下差异更加明显；

随机森林模型分析发现，JMJD2B 影响细胞代谢最为显著的成分是氨基酸及其代谢产物，进一步分

析发现葡萄糖缺乏引起 27 个氨基酸及其代谢产物升高，敲低 JMJD2B 后有 27 个氨基酸及其代谢

产物出现下降。而在这些代谢物中，有 15 个在葡萄糖缺乏中 的诱导上调依赖于 JMJD2B，即筛选

出 15 个依赖于 JMJD2B 的葡萄糖缺乏诱导的氨基酸及其产物（包含 5 种氨基酸）。进一步通过靶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09 

标代谢产物检测及代谢产物试剂盒检测 5 种氨基酸，我们发现 JMJD2B 在葡萄糖缺乏下影响结直

肠癌细胞内 4 种氨基酸的变化（包括天冬酰胺、组氨酸、苯丙氨酸等）。 

结论 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JMJD2B 可影响大肠癌细胞的代谢过程，影响细胞代谢最为显著的成分是

氨基酸及其代谢产物，但该作用与 JMJD2B 维持并促进肿瘤微环境下大肠癌细胞的生存是否相关

还需进一步探索。 

 
 

PO-069 

miRNA-155 及 Wnt/β-catenin 通路在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炎中凋亡机制的研究 

 
李昌平,刘月白,康敏,陈霞,杨春,吕沐翰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泸州市 

 

目的 明确 miRNA-155 与 Wnt/β-catenin 通路及 MMP9（基质金属蛋白酶 9）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病（NAFLD）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以 C57BL/6J 小鼠为实验对象，实验组饲以蛋氨酸-胆碱缺乏饮食（MCD）构造 NAFLD 模

型，对照组予以蛋氨酸-胆碱充足饲料（MCS）喂养。分别于 4、6、8、10、12、16 周取实验组小

鼠肝组织验证有 NAFLD 后，模型组分别单用 miR-155 类似物（miR-155 agomir）、miR-155 抑制

剂（miR-155 antagomir）及联合 Wnt/β-catenin 通路抑制剂（Wnt-C59）处理各组小鼠，对照组则

用等量生理盐水进行处理。第 16 周末处死小鼠，留取血清和肝组织行 HE 染色和油红染色；荧光

定量 PCR 法检测 miR-155 和 Wnt/β-catenin 通路相关蛋白：β-catenin、Dsh、APC、GSK3-β 的

表达；用 Western blot 检测 Wnt/β-catenin 通路相关蛋白：β-catenin、Dsh、APC、GSK3-β 的表

达；免疫组化法检测 MMP9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示：NAFLD 模型组小鼠肝脏中 miRNA-155、β-catenin、Dsh、

MMP9 的表达高于正常小鼠肝组织（P 均＜0.05）。2.荧光定量 PCR 及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NAFLD 模型组小鼠肝脏中 APC、GSK3-β 的表达低于正常小鼠肝组织（P 均＜0.05）。3.荧光定

量 PCR 及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对 NAFLD 小鼠使用 miRNA-155 类似物处理后，会抑制 β-

catenin、Dsh、MMP9 表达，促进 APC、GSK3-β 表达（P 均＜0.05）。4.荧光定量 PCR 及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对 NAFLD 小鼠使用 wnt-C59 处理后，抑制 β-catenin、Dsh、MMP9，促

进 APC、GSK3-β 表达（P 均＜0.05）。 

结论 （1）miRNA-155 可以促进 NAFLD 的病理过程。（2）miRNA-155 通过抑制 MMP9 基因的

转录，促进肝纤维化的进程。（3）Wnt/β-catenin 通路可以抑制 MMP9 的表达；可以促进 NAFLD

的发病过程。（4）miRNA-155 通过抑制 Wnt 通路中的 β-catenin、Dsh3，促进 APC、GSK3β 的

表达而改变 Wnt通路活性，加速 NAFLD 发病过程。 

 
 

PO-070 

光学增强内镜在食管癌患者中早期检出头颈部浅表鳞状细胞癌的

作用：一项单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杨笑笑,张明明,郑梦琪,孙艺宁,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多发鳞状细胞癌在上呼吸消化道较为常见。将近 10%的食管癌患者会被检出同时或异时的头

颈部肿瘤。然而，大部分患者在诊断时就已经是晚期，失去了手术机会，5 年生存率极低。本研究

比较了光学增强内镜（OE）和高清白光内镜（WLI）在食管癌患者中早期诊断头颈部浅表鳞状细

胞癌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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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纳入 2017.10.01-2018.06.01 期间于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就诊的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将纳入的食管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先 OE 后 WLI组（OW 组）

和先 WLI 后 OE 组（WO 组），每位患者均连续完成两次胃镜检查。主要研究结果为比较 OE 与

WLI诊断头颈部浅表鳞状细胞癌的灵敏度和准确度。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48 例食管癌患者，其中 OW 组 23 例，WO 组 25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

吸烟史、饮酒史、消化道肿瘤家族史等无统计学差异。48 例患者中共发现头颈部病变 9 例，包括

浅表鳞状细胞癌 4 例和非癌病变 5 例。OE 诊断头颈部浅表鳞状细胞癌的灵敏度为 100%，准确度

为 96%。WLI诊断头颈部浅表鳞状细胞癌的灵敏度为 50%，准确度为 92%。 

结论 与 WLI 相比，OE 检出食管癌患者合并存在的头颈部浅表鳞状细胞癌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准

确度。 

 
 

PO-071 

基于间质特异表达基因的大肠癌分子分型模型构建 

及化疗反应预测 

 
陈豪燕,朱小强,张昕雨,曹颖颖,洪洁,房静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通过基因芯片及 RNA-seq 获得的转录组表达谱信息不仅来源于肿瘤细胞本身，而且还来源于

肿瘤微环境中的组分，包括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等。近期的研究发现肿瘤微环境的组分影响了肿

瘤的分子亚型。因此，本研究设想是否能通过间质特异表达的基因分子标签来鉴定大肠癌的分子亚

型，并探索各亚型的分子临床特征。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了 1821 例大肠癌表达谱数据。我们首先通过差异表达的方法筛选出既在大肠癌

间质与上皮间特异表达同时与化疗反应相关的基因表达谱；接着利用 K-means 层次聚类的方法构

建大肠癌分子分型模型，同时采用 NTP 算法预测各亚型对化疗药物的反应；进一步利用生存分析

比较各亚型的预后差异；用 MCP-Counter 算法比较各亚型在 10 种免疫细胞比例上的差异。 

结果 本研究首先筛选出了大肠癌间质特异表达、又与 FOLFIRI 化疗反应相关的 250 个基因。通过

K-means 方法对该 250 个基因进行层次聚类分析，建立了由六个亚型组成的分子分型模型 

(Colorectal Cancer stroma-specific subtypes, CRSS)。六个亚型在临床病理分子特征、突变、表

观遗传改变、信号通路、药物反应、预后和免疫细胞比例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1）CRSS-A: 非

锯齿状腺癌，带有上皮特征，KRAS 突变，对西妥昔单抗敏感，自然杀伤细胞富集；（2）CRSS-

B: 非锯齿状腺癌，肠隐窝基底来源， BRAF 野生型，TP53 突变，染色质稳定，远端大肠癌，对西

妥昔单抗敏感；（3）CRSS-C: 锯齿状腺癌，肠隐窝顶部来源，BRAF 突变，高频突变，染色质不

稳定，高甲基化，近端大肠癌，对吉非替尼敏感，预后好；（4）CRSS-D: 非锯齿状腺癌，肠隐窝

顶部来源，对 FOLFIRI 及 FOLFOX 化疗方案敏感；（5）CRSS-E: 锯齿状腺癌，肠隐窝基底来

源，带有上皮间质转化特征，，预后较差，对 FOLFIRI 及 FOLFOX 化疗方案敏感, 内皮细胞及成

纤维细胞富集；（6）CRSS-F：锯齿状腺癌，肠隐窝基底部来源，带有上皮间质转化的特征，预

后差，对 FOLFIRI及 FOLFOX 化疗方案敏感。 

结论 本研究首先证实了肿瘤间质与上皮间异常表达基因可以预测大肠癌对化疗药物的反应程度和

大肠癌的预后情况，进一步把大肠癌分为六个亚型。该分子分型将有助于大肠癌化疗药物的选择，

还能提高对大肠癌的预后预测，具有较强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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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2 

个性化健康教育对溃疡性结肠炎治疗效果的研究 

 
宫欣茹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个性化健康教育对溃疡性结肠炎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将 55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护理组,两组均给予美沙拉嗪肠溶片 1.0g/次，tid，治

疗周期为两个月，其中护理组再给予个性化护理宣教，加强对患者情志、饮食和生活起居的教育。 

结果 结果：剔除脱落患者，治疗组 21 人中治愈 0 人，显效 5 人，好转 4 人，有效率为 42.85%；

护理组 30 人中治愈 2 人，显效 8 人，好转 12 人，有效率为 73.33%，护理组疗效优于治疗组（P

＜0.05）。在粘膜损伤指数评分方面，治疗组治疗后积分为 2.01±0.97，护理组治疗后积分为

1.59±1.03，护理组疗效也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加强对本病病人的评估及教育的力度,采用个性化健康教育,从而提高本病病人的治疗的效果和

生活的质量。   

 
 

PO-073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与外科手术治疗胃部 GISTs 的疗效对比 

 
牟一,胡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外科切除是治疗原发于胃部的胃肠道间质瘤（GISTs）的首选方案，近年来内镜黏膜下剥离术

（ESD）切除 GISTs 的报道日益增多。然而对于外科手术和内镜治疗的近期、远期疗效对比却鲜

有报道。本回顾性研究旨在对比 ESD 与外科手术切除符合 ESD 适应征的胃部 GISTs 的近、远期

疗效。 

方法 纳入 2009 年 5 月至 2016 年 10 月共 169 例 GISTs 患者，纳入标准为：腔内生长型，肿瘤直

径 1.0-5.0cm，未浸及浆膜层且无淋巴结和远处转移。ESD 组 81 例，外科组 88 例。基于我院初步

制定的 ESD 适应征选择内镜治疗的 GISTs 患者，依据胃镜、超声内镜、腹部 CT（图 1）。完整

切除率、手术相关并发症、局部复发率、远处转移率、手术时间、住院时间等为主要研究目标。 

结果 2 组基线水平无统计学差异。ESD 组和外科组的完整切除率分别是 91.3% 和 98.8% (P=0.29, 

表 1)。2 组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8.6% vs. 11.3%, P=0.55). 在为期 46 个月的随访

中，2 组远处转移率(1.2% vs. 1.1%,P=1.00)无统计学差异，均无局部复发。然而，相对于外科

组，ESD 组手术时间更短 (52.4±17.3 vs. 72.1±19.5 mins, p< 0.05)，住院时间更短(4.1±1.5 vs. 

7.2±1.8 days, P<0.05)。  

结论 我们的研究显示是相对于传统外科手术，内镜治疗是安全、有效的，选择适合 ESD 适应征的

胃部 GISTs 行 ESD，有望取代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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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74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type 2 
diabetes, not type 1 diabetes: an up-dated meta-analysis 

 
Tao Yu,JunZhen Li,JieYao Li,Yu Lai,Guangcheng Chen,Hong Su,QiKui Chen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Objective Extra-gastric manifestation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infection have been 
reported in many diseas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about whether H. pylori 
inf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diabetes mellitus (DM).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 
Methods A systematic search of literature from January 1996 to January 2016 was conducted in 
PubMed, Embase databases, Cochrane library, Google Scholar, Wanfang Data,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database, and SinoMed. Published studies reporting H. pylori infection in both DM 
and non-DM individuals were recruited. 
Results 79 studies with 57,397 individuals were included in this meta-analysis. The prevalence of 
H. pylori infection in DM group (54.9%)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47.5%) in non-DM 
group (OR = 1.69, P < 0.001).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in comparison between type 2 DM 
group and non-DM group (OR = 2.05), but not in that between type 1 DM group and non-DM 
group (OR = 1.23, 95% CI: 0.77-1.96, P = 0.38). 
Conclusions Our meta-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prevalence of H. 
pylori infection in DM patients as compared to non-DM individuals. And the difference is 
associated with type 2 DM but not type 1 DM. 
 
 

PO-075 

转录抑制因子 ZHX2 通过表观机制抑制肝内病毒活动及相关肝癌

的发生发展研究 

 
徐蕾琪

1
,马春红

2
,梁晓红

2
,高立芬

2
,武专昌

2
,左秀丽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2.山东大学,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肝细胞肝癌（HCC）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乙肝病毒慢性感染与其关系

密切，是 HCC 最为重要的诱发因素。从炎症到肿瘤的过程涉及宿主细胞内多种稳态机制失控和病

毒活动性维持，表观遗传学修饰在二者调控中均被证实发挥重要作用。ZHX2 是肝脏内表达丰富的

一种新型抑癌基因，本研究旨在探究 ZHX2 在 HBV 感染及相关肝癌中的表观调控作用及分子机

制。 

方法 为研究 ZHX2 与肝癌发生发展及 HBV 活动间的关系，在肝癌细胞系和多种乙肝细胞模型内过

表达或干扰 ZHX2，利用 CCK-8 试剂检测细胞增殖情况并利用 ELISA、qPCR、免疫荧光等技术对

细胞培养上清内的表面抗原、e 抗原、HBV DNA 及细胞内核心抗原和 HBV RNA 水平进行了检

测，分析对比 ZHX2 对肝癌细胞增殖和对 HBV 活动性的影响。在 HepG2 细胞内过表达 ZHX2 并

进行基因表达谱分析，寻找 ZHX2 下游重要的表观修饰基因，根据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 ChIP-

on-chip 检测分析，寻找 ZHX2 的具体作用位点。利用 co-IP 探究 ZHX2 与表观修饰重要因子的蛋

白间相互作用情况，并利用 ChIP 检测 ZHX2 过表达或干扰后该表观修饰因子下游相关表观修饰的

改变情况，观察 ZHX2 对其功能的影响。从而，探究 ZHX2 对肝癌及乙肝病毒活性的作用及表观遗

传角度的机制。 

结果 抑癌因子 ZHX2 显著抑制肝癌细胞增殖及肝细胞内病毒活动。基因表达谱芯片显示 ZHX2 抑

制肝内具有乙酰基转移酶活性的重要表观修饰相关基因 CBP 和 EP300 表达，ZHX2 结合于位于 16

号染色体的 CBP 基因启动子 3,870,000-3,871,000 间及位于 22 号染色体的 EP300 启动子区

39,817,000-39,819,000 间，在转录水平调控上述两者的表达。此外，ZHX2 与 p300 蛋白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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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抑制其与靶基因结合，并能降低乙肝病毒 cccDNA 上多种激活型乙酰化修饰（H3K27ac, 

H3K122ac）水平，导致病毒表达活性降低，从而发挥抑制病毒和防止癌症发生发展的作用。 

结论 ZHX2 通过对具有乙酰基转移酶活性的 p300/CBP 的转录水平表达调控和蛋白间相互作用，降

低乙酰化修饰对病毒和相关癌基因的激活，在慢乙肝及相关肝癌中发挥重要保护作用。 

 
 

PO-076 

胃小间质瘤的处置建议：积极的内镜切除 

 
朱兰平,陈鑫,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和平区 

 

目的 重新评估胃小间质瘤（直径＜2cm）的潜在风险，评价内镜切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探讨胃

小间质瘤的处置策略。 

方法 2008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713 例于我院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治疗并经病理确诊

为胃黏膜下肿瘤（SMT）患者的病例资料纳入回顾性分析，重点调查胃小间质瘤患者的临床和病理

特征，并分析其潜在风险；记录内镜切除的治疗效果、并发症及术后随访结果；并与同期纳入的

58 例疑诊为胃小间质瘤而选择定期超声内镜（EUS）监测的患者的随访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间质瘤（289 例,40.5%）是最常见的胃 SMT，其中 250 例属于胃小间质瘤。所有胃小间质瘤

的核分裂象数≤5/50HPF，但 122 例（48.8%）有 EUS 下不良因素，主要包括强回声和异质性。不

良因素与肿瘤的大小有关（P＜0.01）。161 例≤1cm 的胃小间质瘤中 64 例(39.8%)有 EUS 下不良

因素，而 89 例 1-2cm 的胃小间质瘤中 58 例(65.2%)有 EUS 下不良因素。所有患者都成功地施行

了 ESD 切除手术，平均手术时间为 68.83±27.34(30-150)min。术中 96 例(38.4%)出现了 2-10mm

的穿孔，经过内镜下钛夹或尼龙绳封堵，无一例中转外科手术。术中创面均有少量出血，平均出血

量 15.96±13.72 mL, 经氩气凝固或电止血钳处理后成功止血。无一例发生严重并发症及围手术期死

亡。术后随访 42.07±22.49(6-90)个月，未发现间质瘤复发和转移。58 例定期监测的患者中，48 例

（82.8%）伴有胃肠道症状,随访期间 85.4%的患者诉症状未得到缓解；16 例（27.6%）有较重的

的心理负担，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而在已切除的 250 例胃小间质瘤患者中，189 例首次发现即选

择切除，61 例随访过程中因症状加重或心理负担等因素而选择切除；86.8%的患者出现胃肠道症

状，术后症状改善率为 80.2%。 

结论 胃小间质瘤合并 EUS 下不良因素的发生率高，且随着肿瘤大小的增长而增加；ESD 切除胃小

间质瘤是安全、有效的，有助于明确诊断，能改善患者症状，减轻心理压力。因此，对于胃小间质

瘤，一经诊断便可考虑切除，而内镜切除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方式。 

 
 

PO-077 

ARMS 治疗难治性 GERD 的初步尝试 

 
杨丹,卢丹萍,薛琰,唐静,刘爱民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重庆市,涪陵区 

 

目的 探讨一种新的抗反流手术-抗反流黏膜切除术( anti-reflux mucosecto 

my，ARMS)治疗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GERD)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6 月至 12 月患者,经过标准剂量质子泵抑制剂治疗 8 周后，烧心、反酸等反

流症状无缓解，确诊为难治性 GERD 患者 8 例。此 8 例患者进行-抗反流黏膜切除术（ARMS），

参照 Savary-miller 评分系统，观察术前术后食管反流的积分情况及该手术并发症，并随访观察疗

效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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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8 位患者均在丙泊酚麻醉下成功接受了 ARMS 治疗，整个手术过程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手术

时间 20-45min，平均 32min，所有患者术后 72h 均进流质饮食，4 例患者感觉上腹轻微不适，于 3

天后缓解，2 例感咽喉部疼痛不适，均于 2d 后缓解，术中 2 例患者粘膜切除后创面出血，均在内

镜下止血，无严重的治疗相关并发症及死亡病例的发生。术后 3 月随访患者临床症状完全缓解 3

例，部分缓解 4 例，无效 1 例。术前平均烧心评分均值为 2.89，3 个月后为 0.75。反流评分术前

均值为 1.67，术后 3 月为 0.44。 

结论 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是临床常见疾病，部分患者需长期服用质子泵抑制剂，不仅对患者造成

经济负担，而且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抗反流黏膜切除术（ARMS）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内

镜手术，该方法简单、创伤小。通过本组 8 例患者观察，术后 3 月随访，患者术后的反流、烧心评

分均较术前有明显下降，说明近期疗效满意。8 例患者术中术后均无严重并发症，说明此手术较安

全，但远期疗效仍需大样本和长期随访研究进一步证实。对于 1 例手术无效的病例，可能与其食管

裂孔疝有关，故此手术的适应症还需进一步研究。 

 
 

PO-078 

Combined oral and suppository treatment with Pentasa 
(mesalazine) is superior to oral therapy alone in patients 

with mild/moderate extensive or left-sided active ulcerative 
colitis---a randomized multi-center controlle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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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iasha Branch of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2.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Center，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3.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4.H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5.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6.Hu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7.Lishui People's Hospital 
8.Ningbo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combining an oral and suppository therapy would 
decrease distal symptoms (bleeding, frequency of bowel movement) and achieve mucosal 
remission of recta more effectively than oral therapy alone in China. 
Methods A randomized multicenter study was performed in 91 UC patients with mild-moderate 
disease activity (3≤full Mayo score≤10 and endoscopic mayo assessment of rectal mucosa 

≥2)with extensive or left sided colitis. All received 4 g/day oral mesalazine for eight weeks，
patients with combination therapy added mesalamin suppository 1g /day. Disease activity was 
assessed using full Mayo score, with clinical remission(full Mayo score≤2) and rectal endoscopic 
remisssion (endoscopic mayo score ≤1)at four and eight weeks. 
Results 91 UC patients were enrolled with 3 patients who failed to follow-up. The rest 88 cases 
were analyzed. Left-sided colitis accounted for 37 cases, and 51 were pancolitis. 52 cases 
achieved remission after 4 weeks of mesalazine treatment, with clinical remission rate of 59.09%. 
Log-rank test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higher remission rate among patients with 

combination therapy as compared to patients on monotherapy (X2 =9.46，P=0.002). 88 cases 

achieved remission after 8 weeks of mesalazine, with clinical remission rate of 72.73%. 
Remission rate for patients on combination therapy were sti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atients on 

monotherapy (88.10%[37/42] vs 58.07% [27/46] , X2 =9.5671，P=0.002).27 and 33 patients from 

combination therapy and monotherapy completed sigmoidoscope assessment after 4 weeks, and 
the endoscopic remission rates of rectal mucosa were not different among the two groups (31/33 

vs 20/27， P=0.0650) ；  45 and 40 patients from combination therapy and mon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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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d sigmoidoscope assessment after 8 weeks, and the endoscopic remission rate of rectal 

mucosa was higher among patients on combination therapy(36/40 vs 31/45，P=0.032) . 

Conclusions Remission rate for mild-moderate disease with pan-colitis or left-sided colitis on 
mesalazine was higher after 8 weeks of therapy. Combination therapy was faster and/or more 
effective in inducing remission, and endoscopic remission in 8 weeks, compared to monotherapy. 
 
 

PO-079 

根除幽门螺杆菌预防异时性胃癌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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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省,连云港市 

2.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评估根除幽门螺杆菌（H. pylori）对早期胃癌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后异时性胃癌发生率的影响；

探讨异时性胃癌发生的风险因素。 

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 2010 年 01 月至 2016 年 09 月 247 例早期胃癌行内镜粘膜下剥离术的患者

的临床资料。我们排除了未行 H. pylori 检查的患者、随访时间<1 年的患者、随访过程中丢失的患

者及追加手术或放化疗患者，最后纳入研究 139 名患者。 

将患者分为无 H. pylori 感染组(H. pylori 阴性组，n=70)，成功根除 H. pylori 组(根除成功组，n=47)

和 H. pylori 根除失败或未根除组(持续性组，n=22)。收集临床数据包括：患者一般资料（年龄、性

别、吸烟、饮酒，消化道肿瘤家族史等），初发病灶及异时性胃癌特点（位置、大小、病理类型、

浸润深度、有无萎缩及肠化，有无淋巴结转移等）。 

 结果 纳入研究 139 名患者，平均年龄 63.5 岁，随访时间 1-7 年。随访期间发生异时性胃癌 11 例

（7.9%[11/139]），其中 H. pylori 阴性组 2 例（2.8%[2/70]）、成功根除 H. pylori 组 3 例

（6.3%[3/47]）、持续性组 6 例（27.2%[6/22]）。 

三组异时性胃癌发生率比较：成功根除 H. pylori 组明显低于持续性组（p=0.016），H. pylori 阴性

组明显低于持续性组（p=0.004），成功根除 H. pylori 组与 H. pylori 阴性组无明显差异

（p=0.355）。三组异时性胃癌病灶发生的位置及浸润深度比较无明显差异（p=0.359）。 

结论 成功根除 H. pylori 组或 H. pylori 阴性组的早期胃癌患者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后异时性胃癌的发

生率明显低于 H. pylori 持续阳性患者，根除 H. pylori 可在长期随访中阻止异时性胃癌的发生。 

 
 

PO-080 

肠道准备失败预测模型在实施个体化肠道准备方案中的 

效果研究：一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李潘,李月月,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据已有文献报道，大约 30%接受结肠镜检查的病人存在肠道准备不充分的问题，由此会导致

息肉检出率降低、结肠镜检查不完全等问题。一项研究综合了各种肠道准备失败的高危因素并建立

了肠道准备失败预测模型，按照该模型中高龄、住院、肥胖、糖尿病、结直肠手术、抗抑郁药、便

秘以及 ASA>3 分这 8 条被列为肠道准备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旨在探究该测模型在实施个

体化肠道准备方案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对进行结肠镜检查的内镜医生实施盲法。试验收入在本院

消化内镜中心接受结肠镜检查的病人，每个病人在预约结肠镜时都接受术前谈话、内镜检查协议书

签署、肠道准备教育等常规项目，然后随机分为个体化肠道准备组和常规肠道准备组。按照肠道准

备失败预测模型对两组中的每一个患者进行危险度评分，划分为高危和低危两个等级。个体化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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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准备失败低危的病人给予常规的肠道准备剂量 1 包和爽(深圳万和制药)，即 2L 复方聚乙二醇

(PEG)电解质溶液,高危的病人给予两包和爽，即 4L 复方 PEG 电解质溶液。而对照组的病人不管

其肠道准备失败的危险度高低，均给予常规的剂量，即 2L 复方 PEG电解质溶液。试验的主要评价

指标是肠道准备成功率，评价标准为波士顿肠道准备评分。次要指标包括结肠直肠息肉检出率，病

人耐受度和满意度等。 

结果 实验总共纳入 429 个病人，个体化组 214 人，对照组 215 人。对主要接结果的 ITT 分析显

示，个体化组和对照组的肠道准备成功率分别为 83.2%和 69.8%(p<0.001)。个体化组中肠道准备

失败高危的病人 73 人，低危 124 人，肠道准备成功率分别为 93.2%和 88.7%，可见该预测模型具

有较好的预测效果。个体化组中高危 78 人，低危 117 人，肠道准备成功率分别为 57.7%和

89.7%，由于对高危病人采用较高的肠道准备剂量，肠道准备成功率相比常规组明显提高

(p<0.001)。个体化组和对照组的息肉检出率分别为 36%和 31.8%(p=0.375),无统计学差异。两组

的病人依从度，不良反应率，满意度和结肠镜检查时间无明显差异。 

结论 应用肠道准备失败预测模型指导实施个体化的肠道准备方案可以明显提高接受结肠镜检查的

病人的肠道准备成功率。 

 
 

PO-081 

CaMKII inhibitor KN93 induces antitumor effect on gastric 
cancer cells via upregulating p21 expression and activating 

mitochondrial apoptotic pathway 

 
dandan wu,Weiguo Dong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Gastric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tumors worldwide. 
Ca2+/calmodulin-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II (CaMKII) was overactivated in many cancers. Here, 
we demonstrate CaMKII inhibitor KN93 could induce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arrest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and unco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Methods Cell apoptosis and proliferation were detected by CCK-8 assay,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and colony formation assay. DCFH-DA and JC-1 were used reflect the levels of 
intracellular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and changes in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Ψm) re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tochondrial pathway proteins and p21 were also 
evalua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KN93 suppressed proliferation of three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in a dose- and time- 
dependent manner and induced cell cycle arrest at the G0/G1 phase. Cell apoptosis was induced 
significantly in the KN-93 treated cells. Mechanistically, KN-93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of ROS, 
causing the loss of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Cyt C and AIF 
increased in the cytoplasm, which are the mediators of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KN-93 also 
elevated Bax/Bcl-2 ratio and protein levels of cleaved caspase-9, cleaved caspase-3 and p21.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CaMKII inhibitor KN93 could prevent cell growth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and would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ally agent against gastric cancer. 
 
 

PO-082 

内窥镜室护士的职业危害分析与防范措施 

 
祝三秀 

鹰潭市人民医院,江西省,鹰潭市 

 

目的 探讨内窥镜室职业危害因素对护理人员的影响程度及如何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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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析内窥镜室护理人员从业危险因素,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安全防护意识,制定完善的科室管理

制度,对内窥镜室护士常见的职业危害因素进行总结分析井提出相应的处理措施。 

结果 内窥镜室护理人员的职业危害因素是多方面的不断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护理人员规范操作,内窥

镜室护理人员的自我防护意识有了加强。 

结论 通过不断加强内窥镜护理人员的专业规范操作,强化护理人员的自我防护理念,科学管理,减少职

业危害因素从而使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和职业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 

 
 

PO-083 

全程综合护理干预在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治疗消化道肿瘤中的应用 

 
王文丹,叶玲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探讨全程综合护理干预在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治疗消化道肿瘤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5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我院行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治疗的 110 例消化道肿瘤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法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资料中术后护理方法不同将其分为对

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 55 例，对照组患者术后予以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予以全程综合护理干

预，两组组患者均干预 4 周，干预结束后比较对两组患者情绪、睡眠质量、自护能力及护理满意度

进行评估，并记录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①研究组干预后其 SAS、SDS 和 PSQI 评分均较对照组降低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

别为（t=4.976，P<0.001；t=6.155，P<0.001；t=6.454，P<0.001）；②研究组干预后其自我护

理能力提高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t=2.809，P=0.006）；ƒ研究组

护理总满意度（94.55%）明显高于对照组（78.18%）（χ2=110.00，P<0.001）；④研究组并发

症发生率（5.45%）明显低于对照组（20.00%）（χ2=110.00，P<0.001）。 

结论 全程综合护理干预在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治疗消化道肿瘤中可明显减轻其焦虑和抑郁程度，改

善其睡眠质量和提高自我护理能力，且更易被患者所接受，可作为消化道肿瘤手术治疗者首选的护

理干预模式。 

 
 

PO-084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型在共聚焦内镜诊断胃部病变中的应用 

 
刘冠群、李广超,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我国是胃癌的高发国家，胃部病变尤其是胃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对于患者的预后和转归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近年来各种内镜设备如放大内镜、电子染色内镜、细胞内镜、共聚焦内镜等，极

大的提高了内镜下诊断胃部病变的准确性。然而，熟练的掌握内镜技术并应用于临床，需要操作者

有丰富的经验累积。在内镜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计算机采集、存储、处

理数据能力的提高，人工智能技术再次被推上新的高度。AI在医疗领域早有涉足，并在影像辅助诊

断、医药开发、医疗机器人等方面颇有成效。共聚焦内镜检查是一种显微内镜成像技术，具有实

时、靶向观察病损组织病理特点的优势。而 AI 与共聚焦内镜的联袂尚无报道，通过人工智能深度

学习模型学习、分析胃部共聚焦检查图像，使 AI 对胃部病变做出较为准确的诊断，进而实现共聚

焦内镜检查中的 AI实时诊断，对内镜医师起到辅助和提示的作用，提高胃部病变诊断的准确率。 

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型中卷积神经网络（CNN），收集了本中心 2015 年至

2017 年的共聚焦视频段，将其展开成单帧图像，选择其中 20603 张清晰图像进行训练，按照探头

式共聚焦内镜胃部病变分类标准分类，通过图像预处理，卷积核过滤，池化，扩大训练集，完成 AI

自动分析学习，选取剩余图像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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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按照探头式共聚焦内镜胃部病变分类标准将图像分为：不能识别（伪影、图像过暗）（No：

8930 张），大致正常（Normal：606 张），非萎缩胃炎（Gastritis：7891 张）、萎缩性胃炎

（Atrophy: 286 张）、肠上皮化生（GIM：1922 张）、胃癌（CA: 968 张），每类病变选取 3/4 的

图像作为训练集，剩余 1/4 图像作为测试集。经反复训练后， AI 识别率达到 No: 

93.50%(2087/2232), Normal: 75.66%(115/152), Gastritis: 94.63%(1867/1973), GIM: 

82.92%(398/480), Atrophy: 71.83%(51/71), CA: 90.49%(219/242)，目前训练集数量仍在扩大，AI

识别率会继续增高。 

结论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型通过分析学习胃部共聚焦检查图像，能够实时、较为准确的诊断胃部

病变，辅助操作者完成共聚焦内镜检查。后续研究 AI 联合共聚焦内镜检查对比常规共聚焦内镜检

查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 

 
 

PO-085 

胃镜下上消化道异物取出术的护理配合体会 

 
孙雪玲 

鹰潭市人民医院,江西省,鹰潭市 

 

目的  总结急诊胃镜下取出上消化道异物的配合技巧及护理体会。 

方法 全面评估患者情况，进行必要的心理护理及术前准备，根据异物的性质和状态选取合适的器

械，密切配合医生开展异物取出术。 

结果  回顾性分析 60 例患者中，58 例成功取出，1 例由消化道排出，1 例失败病例经外科手术均治

疗成功 

结论 急诊内镜下对上消化道异物取出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具有操作简单、创伤小、成功率高 

 
 

PO-086 

幽门螺杆菌外膜蛋白 OipA 及其基因拷贝数变异对 

胃上皮细胞的作用 

 
赵巧云,赵汝霖,王乐,安莹,汪亚,吴双,贺雅静,谢勇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研究 Hp 外膜蛋白 OipA 及其基因拷贝数变异对胃上皮细胞的作用。 

方法 采用同源基因重组技术构建 Hp 临床菌株 CCS9803 的 oipA 单拷贝基因敲除菌株△oipA1，和

双拷贝基因敲除菌株△ oipA2。用野生型（WT）Hp 菌株、△oipA1 和△ oipA2Hp 菌株分别作用胃上

皮细胞 GES-1 和 AGS，CCK8 法检测不同菌株对胃上皮细胞增殖的影响；高内涵细胞成像仪分析

不同菌株对胃上皮细胞凋亡和周期的影响；qPCR 和 ELISA 检测不同菌株对胃上皮细胞炎症因子

MCP-1 和 IL-8 的 mRNA和蛋白表达的影响；检测不同菌株对胃上皮细胞的黏附作用。 

结果 1. OipA 对胃上皮细胞增殖、凋亡和的周期影响：与对照组比较，WT、△oipA1 和△ oipA2 组

均能显著抑制胃上皮细胞增殖（p＜0.01）；WT 组、△oipA1 组、△oipA2 组的细胞增殖率相互比

较，WT 组<△oipA1 组<△oipA2 组，各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早期细胞凋亡比

例和死细胞比例在 WT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oipA 基因敲除组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oipA1 感染组和△oipA2 感染组性比较，死细胞比例和活细胞比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早期凋亡细胞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WT 组、△oipA1 组的细胞周期

的 S 期和 M 期均没有统计学差异；而△oipA2 组与对照组相比，M 期减少，S 期增多，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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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ipA 对胃上皮细胞炎症因子 IL-8 和 MCP-1 mRNA 和蛋白表达的影响：胃上皮细胞 IL-8 和

MCP-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在对照组显著低于 WT、△oipA1 和△ oipA2 组（p＜0.05, p＜

0.01），在 WT 组和△oipA1 组之间无显著差异，在△oipA2 组显著低于 WT 组（p＜0.01）。 

3. OipA 对 Hp 粘附胃上皮细胞的影响：不同 Hp 菌株对胃上皮细胞粘附能力，WT 组>△oipA1

组>△oipA2 组，各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1. Hp 外膜蛋白 OipA 可刺激胃上皮细胞产生炎症因子，oipA 拷贝数变异对其无影响； 

2. Hp 外膜蛋白 OipA 对胃上皮细胞具有具有毒力作用和粘附作用，与 oipA 基因拷贝数相关； 

3. Hp 外膜蛋白 OipA 促进胃上皮细胞早期凋亡，抑制细胞周期向 M 期发展，oipA 拷贝数变异对其

无影响。 

 
 

PO-087 

糖尿病可增加结直肠肿瘤的风险:一篇 meta 分析 

 
陈其奎,黎洁瑶,赖宇,陈广成,于涛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最近的研究证明，糖尿病患者患结直肠癌的风险更高。然而，糖尿病和结直肠腺瘤的风险之

间的联系目前仍未明确。因此我们进行了一次 meta 分析，探讨糖尿病和结直肠肿瘤（包括腺瘤和

癌症）风险之间的关联。 

方法 我们首先搜索数据库，包括 Pubmed，Web of Science， EMBASE，Cochrane CENTRAL，

万方和知网数据库。纳入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所有的文章都在 2015 年 1 月之前发表，每个

研究的质量评价遵循 Newcastle-Ottawa 量表。计算每个研究的优势比(OR)或相对危险度(RR)和其

95%置信区间(CI)，并且采用随机模型生成总的 RR 的 95%CI，并常规评估异质性和发表偏倚。 

结果 本 meta 分析共纳入 29 篇文章，包括 10 个病例对照研究和 19 个队列研究。合并所有文章进

行分析得出，糖尿病与结直肠肿瘤的风险增加相关 (RR=1.35， 95% CI=1.28-1.42)。结直肠癌的

风险(RR=1.37，95% CI=1.30-1.45) 和结直肠腺瘤的风险(RR=1.26，95% CI=1.11-1.44)均显著增

加。亚组分析显示，以性别，区域和糖尿病的种类分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果。 

结论 糖尿病与结直肠肿瘤的风险增加相关。糖尿病患者不仅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增加，患结直肠腺

瘤的风险也更高。 

 
 

PO-088 

IRAK1 分子与肠易激综合征内脏高敏感性相关性研究 

 
李竹青,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内脏高敏感状态为部分 IBS 患者重要的临床特征性表现。肠道屏障功能是维持肠道稳态，阻

止病原体、毒素及细胞因子渗入机体的重要保护因素。IBS 患者肠道中出现的微炎症状态被认为是

破坏肠屏障功能、增加内脏高敏感性的重要因素之一。IRAK1 存在于固有免疫通路中，参与调控多

种炎症相关因子的表达，可促进肠道炎症状态。我们通过临床和动物实验探究 IRAK1 蛋白在肠易

激综合征肠黏膜表达情况及其与腹痛症状及内脏敏感性相关性。 

方法 按照罗马Ⅲ诊断标准纳入 27 例 IBS-D 患者及 22 例健康对照。症状评估量表对所有纳入者进

行腹痛评分，取结肠黏膜行免疫组化染色并进行病理评分。分析比较 IBS-D 患者与对照肠上皮

IRAK1 蛋白表达差异，并分析纳入者肠上皮 IRAK1 表达情况与腹痛程度评分相关性。TNBS 灌肠

成 IBS 小鼠模型，结肠扩张试验评价内脏高敏感性，取结肠进行免疫组化、ELISA 检测肠上皮

IRAK1 蛋白表达情况，并结合内脏敏感性进行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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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IBS-D 患者肠上皮细胞 IRAK1 表达量较对照组升高，且 IRAK1 含量分别与患者腹痛程度评分

及腹痛频率评分成正相关性。IBS 模型组小鼠结肠上皮细胞 IRAK1 蛋白表达上调，IRAK1 表达量

与内脏疼痛阈值成负相关关系。 

结论 本研究初步探索了在 IBS-D 患者肠道 IRAK1 表达情况及其与腹痛症状的相关性，表明 IRAK1

分子可能促进腹痛症状发生。在 IBS 动物肠道中 IRAK1 表达相关分析表明 IRAK1 分子可能促进内

脏高敏感性发生发展。 

 
 

PO-089 

熊去氧胆酸与牛磺熊去氧胆酸治疗慢性胆固醇结石性 

胆囊炎的疗效比较 

 
郑岩 

北京海军总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比较熊去氧胆酸（UDCA）与牛磺熊去氧胆酸（TUDCA）治疗慢性胆固醇结石性胆囊炎的临

床疗效。 

方法 选取于我院就诊的慢性胆固醇结石性胆囊炎患者 118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 59 例。观察组患者给予 UDCA 胶囊每次 0.5g,po,qd(晚餐后);对照组患者给予 TUDCA 胶囊每

次 0.5g,po,qd(晚餐后)。两组患者疗程均为 6 个月。观察两组患者的溶石有效率及治疗前后腹痛评

分[采用疼痛评级指数(PRI)、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和现有疼痛强度(PPI)评价]、胆囊壁厚度,并比

较临床疗效及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脱落 2 例,对照组患者脱落 3 例。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PRI、VAS 评分、PPI、胆囊

壁厚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 PRI、

VAS 评分和 PPI 均与对照组相当,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溶石总有效率

(78.11%)略低于对照组(79.89%),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UDCA 与 TUDCA 对慢性胆固醇结石性胆囊炎的临床疗效相当,且 UDCA 相比 TUDCA 更具有

良好的经济性，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PO-090 

整合环状 RNA 动态网络预测结直肠息肉的恶性进展 

 
施颖

1
,陈埏芳

1
,黄卫

1
,汤绍辉

1
,任建林

2
 

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 

2.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结直肠癌）是第三大肿瘤发病及致死因素，大多经历从正常粘

膜到息肉，最终腺瘤恶变的过程，即时、有效的发现并切断具有高危风险的结直肠息肉，将有望降

低结直肠癌的发生率及死亡率。环状 RNA（circular RNA, circRNA）在血清中广泛且稳定存在，

具有早期诊断肿瘤及癌前病变的潜能。监测血浆 circRNA 的动态网络表达波动，有望成为结直肠癌

癌前诊断及早期治疗的新型标志物。 

方法 分别于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及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集临床初诊结直肠癌患者、非肿瘤

的息肉患者及健康人群，于临床治疗或干预前采集血液，从全血中分离出血浆并提取 RNA，行

circRNA 基因芯片检测（Arraystar Human circRNA Array）。统计分析得出结直肠癌血浆与对照组

相比、具有显著差异（表达差异>1.5 倍且 P<0.05）的 circRNA。对上述初步筛选所得的具有显著

统计学差异的 circRNA 行进一步韦恩分类分析，比对出非肿瘤息肉组与结直肠癌组表达趋势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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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RNA 簇，并通过对基因特征的分析和比对及实时定量 PCR 验证，筛选出具有诊断结直肠息肉

恶性变高危风险的候选 circRNA 簇。随后，对出候选 circRNA 行 MRE 分析，得出与其密切相关的

微小 RNA 簇及候选结合位点。进而筛选了结直肠息肉恶变过程中的整合 circRNA 动态网络。 

结果 通过对 2162 个 circRNAs 的检测分析，我们发现结肠直肠息肉和癌症患者的血清 circRNA 表

达模式与健康个体相比有所差异，但均以外显子 circRNA 居多。通过韦恩分类分析了具有表达差异

的 circRNAs，与健康对照组人群相比，结直肠息肉中的 circRNA_100395，circRNA_101213，

circRNA_101214，circRNA_103400 和 circRNA_104351 表达下降，而在结直肠癌组中的表达增

加。另有 32 个 circRNA 在非肿瘤息肉组中表达较健康对照人群增加，而在结直肠癌组表达降低。

差异表达的 circRNA 与候选 microRNA 及结直肠息肉恶变过程之间形成整合网络相互作用。 

结论 血浆中 circRNA 的动态网络变化有助于对评估高危风险息肉患者具有较大诊断潜力。整合

circRNA 动态网络有望为高风险息肉预测及早期结直肠癌快速筛查带来新的曙光。 

 
 

PO-091 

肝癌免疫学评分的预测：基于普美显增强 MRI 影像组学的 

临床列线图模型 

 
汤咪咪,黄曼玲,彭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肝癌治疗前免疫学评分的预测对于精准免疫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先前的研究证实影像组学特

征与病理微观结构密切相关。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构建和验证一个基于普美显增强 MRI 影像组学的

列线图模型用于肝癌患者治疗前免疫学评分(0-2 vs. 3-4)的预测。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7 例(训练组：150 例；验证组：57 例)肝切除术前行普美显增强 MRI 检查的肝

癌患者。我们选择 MRI 影像肝胆特异期的图像勾画感兴趣区域，包括瘤内区域和瘤周区域。1044

个定量的影像组学特征从感兴趣区域中提取并分析。应用随机森林的方法来筛选用于构建影像组学

模型的特征。通过筛选的影像组学特征和与免疫学评分相关的临床变量，我们构建出一个基于影像

组学的列线图。通过区分度和校准度评估列线图。 

结果 相比于瘤内区域的影像组学模型，联合瘤内区域和瘤周区域的影像组学模型对于免疫学评分

具有更好的预测效能 ( 受试者工作曲线下面积 (AUC), 0.904(95% 置信区间 (CI) ： 0.855-

0.953) vs. 0.823(95%CI：0.747-0.899), P=0.036)。相较于联合瘤内区域和瘤周区域的影像组学模

型，基于影像组学的临床列线图在训练组中提高了免疫学评分的预测效能(AUC, 0.926(95%CI：

0.884-0.967) vs. 0.904(95%CI：0.855-0.953))，虽然这种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128)。结果在

验证组中验证并且校正曲线展现出良好的一致性。 

结论 联合普美显增强 MRI 的影像组学特征和临床数据构建出的列线图模型能够有效预测肝癌患者

治疗前的免疫学评分，因此可以协助临床医生的治疗前决策，从而改善患者的预后。 

 
 

PO-092 

医护四手操作模式与单手操作模式在结肠息肉内镜下 

切除术中的临床比较 

 
滕冬梅,邓磊,宁波,吴素华,何松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探索实践医护四手操作模式在结肠息肉 EMR 手术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用便利取样的方法，选取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3 月符合入组条件并知情同意，自愿参加

本研究的结肠息肉 EMR 手术患者 120 名，分为四手操作组和单手操作组。四手操作组由医生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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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内镜，护士双手控制器械：护士左手控制器械插入部，右手控制器械开关，医护四手配合共同

完成粘膜下注射、勒除息肉、钛夹夹闭创面这三项操作；单手操作组由医生单手控制内镜，另一只

手控制器械的插入部，护士单手控制器械的手柄开关。比较两组粘膜下注射、勒除息肉、钛夹夹闭

创面操作的一次性成功率和操作时间，采用《医护合作量表》（NPCS）评价医护合作情况，调查

患者满意度。 

结果 与单手操作组比较，四手操作组的粘膜下注射、勒除息肉和钛夹夹闭创面操作的一次性成功

率高（P<0.05），医护合作更优越(P<0.05)，患者满意度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医护四手操作提高了手术精准度，缩短了手术时间；医护四手操作模式增加了医护之间的合

作与默契，提高了护士的内镜手术配合技能，为 ESD、POEM、NOTES 等需要医护密切合作的大

型内镜手术的开展提供条件；随着高难度内镜手术的开展，医护四手操作模式也将具有更大的应用

前景。 

 
 

PO-093 

经胃逆行隧道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食管上段痉挛性狭窄 

 
邢象斌,崔毅,黄祯子,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POEM）已成为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一

线治疗方案之一。越来越多研究表明，POEM 已成为治疗食管痉挛性疾病包括 III 型贲门失弛缓

症、远端食管痉挛及 Jackhammer 食管等食管痉挛性疾病的有效方法。然而，针对食管上段痉挛性

狭窄，尤其是狭窄段距食管入口较近时，则难以选择 POEM 方法进行治疗，原因是 POEM 的操作

需要在痉挛段的上方起建立黏膜下隧道。本研究报道了一种经胃逆行隧道内镜下肌切开术

（percutaneous transgastric endoscopic myotomy, PTEM; 或 retrograde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R-POEM））治疗食管上段痉挛性狭窄的新方法，目前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方法 患者 46 岁女性，因―反复吞咽疼痛、吞咽困难 3 年‖入院，患者因长期进食减少，患有重度营

养不良，BMI 仅 14 kg/m2。胃镜示自食管入口起距门齿 15-24cm 长约 9cm 的狭窄段，上消化道造

影和食管测压检查提示食管上段痉挛性狭窄。术中经胃逆行进入食管，在食管痉挛段下方 5cm 粘

膜开窗建立粘膜下隧道，术中见患者局部粘膜下层纤维化明显，建立隧道至环咽肌上方 0.5cm，顺

利行肌切开术切开痉挛肌肉，用钛夹封闭粘膜层切口。 

结果 术后随访患者吞咽疼痛和吞咽困难症状缓解，恢复正常饮食，体重逐步增加。复查食管造影

和食管测压示食管痉挛性狭窄明显改善。 

结论 经胃逆行隧道内镜下肌切开术（PTEM，或 R-POEM）为食管上段痉挛性狭窄的治疗提供了

一种有效方法。PTEM，和 POEM 一起，有望成功消除隧道内镜治疗食管痉挛性疾病的死角。 

 
 

PO-094 

基于真实医疗大数据的肝癌微血管侵犯病理取材规范化研究 

 
黄曼玲,朱万杰,彭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微血管侵犯 (MVI) 是原发性肝细胞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复发和死亡的重要危

险因素。MVI 指的是显微镜下于门静脉或肝静脉小分支内见到癌细胞巢团，且无肉眼可见的肿瘤侵

犯血管。术后辅助治疗能改善 MVI 阳性患者的预后，因此 MVI 的准确诊断有助于识别该部分高危

患者。可能是由于缺乏病理规范取材标准导致不同中心及不同病理医师之间取材操作存在差异，

HCC 术后 MVI 阳性率波动极大（15.0%至 74.4%）。本研究旨在探讨病理取材与 MVI 阳性检出率

的关系，并探讨 MVI充分取材所需的最佳取材数目，为规范化 MVI病理取材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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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我院行根治性手术切除的 919 例 HCC 标本蜡块，

由 2 位病理科专家重新评估蜡块的 MVI 情况。采用统计抽样迭代算法对蜡块进行随机抽样，分析

每个蜡块数目对应的 MVI 阳性率，以及取材数目与 MVI 阳性率的相关性。分别采用多因素线性回

归模型和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 MVI 阳性率和 MVI 取材数目的相关因素。并据此对肝癌患者

进行分层分析，探讨每个分层下 MVI 阳性率与取材数目的相关性以及每个分层下达到充分取材所

需的最少蜡块数目。在此基础上前瞻性收集本中心 100 例行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组织蜡块进行验

证。 

结果 随着病理取材蜡块数的增加，MVI 的阳性检出率逐步增加，在 8 块处达到稳定高值。回归分

析显示肿瘤大小和肿瘤数目是影响真实世界中病理取样数目的两个独立相关因素。根据这两个因素

进行 MVI 取材阈值的分层分析，结果显示：5 个， 6 个和 8 个取材蜡块数分别是单发<3cm，3-

5cm，和>5cm 肿瘤的最佳取材蜡块数阈值。对于多发肿瘤则至少需要 9 个取材蜡块。这些取材阈

值在前瞻性研究队列中得到验证，当取材数目从真实世界的常规数值增加至我们推荐的 4 个肿瘤亚

组的最佳取材阈值，MVI的阳性检出率也随之增加. 

结论 本研究发现随着肝癌病理取材数目的增加，MVI 的检出率也随之增加。我们对不同肝癌亚组

提出了不同的取材数目建议，为 MVI规范化病理取材提供定量依据。 

 
 

PO-095 

118 例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分析 

 
蔺武军,陈东风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目的 通过总结和分析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10 年来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GEP-NENs）患

者的临床特征、病理特点、诊治措施以及预后情况，探讨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特征，为临

床诊治该类疾病提供参考资料和指导。 

方法 收集 2007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就诊，经病理检查确诊为

GEP-NENs 的 118 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回顾性分析这些患者的发病趋势和特点、临床表现、病

理特征、诊治要点和疾病生存预后及影响因素。 

结果 研究组中，男性患者 75 例，女性患者 43 例两者之比为 1.7:1，平均年龄 53.2±13.6 岁。肿瘤

平均直径为 2.72±2.75 cm。高发部位为直肠 60 例（50.8%）、胰腺 25 例（21.2%）、胃 23 例

（19.5%）。主要临床症状为：腹痛 30 例（25.4%）、便血 17 例（14.4%）、腹胀 14 例

（11.9%）。主要临床体征为腹部压痛 8 例（17.0%）、肛门指检肿物 33 例（70.2%）。血清

CA125、CEA、CA19-9、Ferr 中，CEA 的升高与发病部位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27＜

0.05）。G1 级：46 例（42.2%）、G2 级：23 例（21.1%）、G3 级：40 例（36.7%）。TNM 分

期Ⅰ期 49 例 (41.5%)、Ⅱ期 31 例(26.3%)、Ⅲ期 21 例(17.8%)、Ⅳ期 17 例(14.4%)。104 例患者

行手术治疗。性别、肿瘤直径、肿瘤病理分级和分类、T 分期、N 分期、M 分期、TNM 分期、手

术治疗均为影响患者生存预后的因素。 

结论 1、我院 10 年间 GEP-NENs 的病例数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发病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40-69 岁

之间。 

2、内镜检查是诊断 GI-NENs 最有效的检查手段。68Ga-PET-CT 的普及率较低。CT 使用频次最

高。血清肿瘤标志物阳性率低，其中 CEA 的升高多见于 g-NENs（P＜0.05）。 

4、肿瘤直径越大、非功能性 GEP-NENs、出现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以及 TNM 分期越高，肿瘤

病理分级越高（P＜0.05）。 

5、研究组患者 1 年、3 年、5 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90.5%、73.5%、67.3%。女性患者、年龄≤60

岁、肿瘤直径＜2cm、G1 级、T1 期、N0 期、M0 期、Ⅰ期、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的生存预后较

好。M 分期（P=0.003）是影响患者生存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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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96 

SREBP-2 基因 rs2228314 G>C 多态性 与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病关系的研究 

 
王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研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病风险与 SREBP-2 基因多态位点 rs2228314 G>C

（1784G>C）基因多态性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12 月我院 230 例符合要求的体检的临床资料，其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组

110 人，正常对照组 120 人，比较二者 SREBP-2 基因 rs2228314 G>C 多态性的差异。 

结果  CC 基因型和 G 载体（CG + CC）在 SREBP-2 基因 rs2228314 G＞C 多态性与非酒精性脂

肪肝患者的易感性密切相关（χ2=7.212, P=0.007），然而，G 和 C 等位基因在 NAFLD 患者和健

康对照组之间的频率差异无显著性（（χ2=4.590, P=0.032）。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CC

基因型、G 载体（CG + CC），身体质量指数（BMI）、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总胆固

醇（TC）、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 γ-谷氨酰转移酶（GGT）可能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

增加相关（OR 值分别为 14.569、11.557、0.605、35.654、0.030、0.902、0.936，P 值均小于

0.05)。 

结论  针对 SREBP-2 基因 rs2228314 G＞C 多态性的研究，CC 基因型和 C 载体（CG + CC）携

带者可能增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病的风险。 

 
 

PO-097 

SOX2 interferes the function of CDX2 in Bile-acids-induced 
Gastric Intestinal Metaplasia 

 
Ting Yuan

1
,Zhen Ni

1
,Caifang Liu

2
,Nina Sun

2
,Miao Shi

2
,Yali Min

3
,Yongquan Shi

1
 

1.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Xian Medical University 

3.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DX2 is an intestinal specific transcription factor ，which directs and maintains 

intestinal differentiation not only in developing intestine, but also in both gastric intestinal 
metaplasia (IM) and Barrett's metaplasia. Our previous work has demonstrated bile acids could 
increases the expression of CDX2 in a time-dependent and dose-dependent manner. SOX2 is an 
HMG-box transcription factor which is expressed in normal gastric mucosa but downregulated in 
I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DX2 and SOX2 in gastric IM is still obscure. Thus,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CDX2 and SOX2 in bile acids induced gastric IM. 
Methods Normal gastric cell line (GES-1) and gastric carcinoma cell lines (AGS, AZ521, MKN45) 
were treated with deoxycholic acid (DCA)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The expression of CDX2, 
SOX2 and intestinal specific markers such as cadherin 17, klf4 were examined by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WB).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DX2 and SOX2 was detected by Co-Immunoprecipitation and 
immunofluorescence (IF). KLf4 regulation by CDX2 and SOX2 were detected by qRT-PCR, WB. 
Gastritis, intestinal metaplasia and GC tissues were analyzed for CDX2 and SOX2 expression. 
Results CDX2 was downregulated in gastritis and GC tissue while it was upregulated in gastric 
IM tissue. However, SOX2 mainly expressed in the nuclei of the cells in the gastritis tissue while 
decreased remarkably in IM tissue. In normal gastric cell line (GES-1), CDX2, cadherin 17 and 
klf4 were significantly activated by DCA treatment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The expression 
of SOX2 was downregulated in gastric carcinoma cell lines (AGS, AZ521, MKN45). CDX2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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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es the expression of both cadherin 17 and klf4. CDX2 and SOX2 can bind with each other 
in protein level. Furthermore, SOX2 could inhibit klf4 in CDX2 over-expressed and bile-acids-
treated GES-1. 
Conclusions Bile acid exposure could increase CDX2 and other intestinal specific factors while 
inhibit SOX2 expressions. SOX2 can interferes the function of CDX2 by interacting with it in 
protein level.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X2 may act as a protecting factor in bile acids 
induced gastric IM. 
 
 

PO-098 

Serial Dotting Test followed by Stroop Test is an accurate 
and rapid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of C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 

 
Liyuan Zhang,Xin Zeng,Weifen Xi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Objective  To find out an effective and time-saving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 of c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 (CHE) in cirrhotic patients. 
Methods  620 healthy subjects were enrolled to build up the normative data of EncephalApp in 
Chinese healthy individuals and explore its influence factors. 148 cirrhotic patients without 
previous and current 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 (OHE) were recuited to discover an accurate 
and rapid strategy in diagnosis of CHE among Chinese cirrhotic patients. All the cirrhotic patients 
carried out both psychometric hepatic encephalopahty score (PHES) and EncephalApp. 
Results Age, education levels and gender were the independent influence factors in 
EncephalApp outcomes. Normative data of EncephalApp has been built up stratified by the 
influence demographic factors (age, education levels and gender). Cirrhotic patients performed 
worsen in every episode of EncephalApp than healthy individuals. Similary, the CHE patients 
diagnosed by EncephalApp did poorer performance in every subtest of PHES than patients 
without CHE. Furthermore, EncephalApp outcomes were correlated with majority subtests of 

PHES significantly. Importantly, cirrhotic patients with OffTime+OnTime＞209.36 seconds further 

to complete serial dotting test (SDT) was more accurate and took shorter time in diagnosing CHE. 
Conclusions  EncephalApp was turn to be an efficient and fleet screening tool in the diagnosis of 
CHE. SDT followed by EncephalApp should be recommended to make a definite diagnosis of 
CHE with contented accuracy and limit time consuming. 
 
 

PO-099 

慢性腹泻确诊为乳糜泻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陈楚岩,李可敏,李景南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东城区 

 

目的 乳糜泻是一种遗传易感个体摄入含有麸质的食物后诱发的慢性肠病。麸质片段可以激活自身

免疫反应，导致小肠绒毛萎缩，因此患者常以慢性腹泻为主要临床表现。本文总结了以慢性腹泻起

病最终诊断为乳糜泻患者的临床特点，为以期能够增强对乳糜泻的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于北京协和医院住院的 13 例以慢性腹泻起病并

最终确诊为乳糜泻患者的临床资料。乳糜泻的诊断标准参照 2013 年美国胃肠病学会临床指南，需

同时满足血清特异性抗体阳性和小肠绒毛病理示绒毛萎缩。 

结果 13 例患者中，男女比为 10：3，平均发病年龄为 43.9 岁。所有患者均以慢性腹泻起病，有统

计的腹泻量平均达到 10.3 次/天（1430±730ml/天），10 例患者表现为水样便，2 例为稀糊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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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无黏液脓血，5 例含有食物残渣，3 例可见油滴。伴腹痛 1 例，伴腹胀 7 例，伴纳差 8 例，所有

患者均伴体重下降，起病后体重平均下降 13.7±7.4kg，患者 BMI均值为 18.61±3.49。13 例患者中

HGB 均值为 99.4±14.0g/L，多数为营养性贫血。便潜血阳性的有 7 人，便苏丹 III 染色阳性的有 5

人，所有接受 D 木糖试验的 11 例患者结果均为阳性。出现乳糜泻肠外表现的患者较少，仅 1 例合

并关节炎，5 例伴发甲状腺功能减低。13 例患者均接受内镜检查，内镜下表现为小肠黏膜粗颗粒样

改变，可见黏膜充血水肿。小肠黏膜活检，除 1 例直接确诊为 MALToma，另 12 例均可见小肠绒

毛缩短或萎缩，10 例可见上皮内淋巴细胞增多。去麦胶饮食后，全部患者腹泻症状迅速缓解，大

便成形。其中 2 例效果不佳，后期诊断为淋巴瘤。 

结论 乳糜泻导致的小肠吸收不良可以表现为糖类导致的渗透性腹泻及脂肪泻。我院统计的 13 例以

慢性腹泻起病的乳糜泻患者大便性状多为水样泻，患者常伴营养不良，多数伴营养性贫血和低白蛋

白。长期未治疗的乳糜泻有较高发展为淋巴瘤的可能，而肿瘤引起的腹泻性质可能发生变化，需引

起注意。 

 
 

PO-100 

消化科门诊初诊患者精神障碍共病情况分析 

 
陈维娜,蓝宇,贾绮宾 

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市,西城区 

 

目的 调查消化科门诊初诊患者合并精神障碍情况，分析精神障碍合并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的类型。 

方法 分析 2018 年 4 月至 2018 年 6 月于我院消化科门诊（包括普通门诊及专家门诊）就诊的初诊

患者共 589 例，调查存在焦虑抑郁状态的患者例数。分析此部分精神障碍患者在普通门诊及专家门

诊的分布情况，并分析精神障碍所合并的消化系统疾病种类。 

结果 1.消化科门诊初诊患者共统计 589 例，其中普通门诊患者 465 例，专家门诊 124 例。合并精

神障碍者共 142 例，占全部初诊患者的比例为 24.1%。 

2.普通门诊患者中合并精神障碍患者 58 例，共病率为 12.5%，专家门诊 84 例，共病率 67.7%。专

家门诊就诊患者中精神障碍共病率显著高于普通门诊（P<0.01）。 

3.合并精神障碍的门诊患者的就诊疾病类型中，功能性胃肠病最多见，占 65.5%，普通门诊及专家

门诊无明显区别（普通门诊 63.8% vs. 专家门诊 66.7%），其次为胃炎/GERD 19.8%，腹痛

8.4%，肝胆疾病 4.8%，其它 2.1%。普通门诊及专家门诊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1. 消化科门诊就诊患者精神障碍总体发生率 24.1%。专家门诊患者中精神障碍共病率显著高

于普通门诊患者。 

2. 合并精神障碍的消化系统疾病中，以功能性胃肠病最多见，占 65.5%，其次消化系统疾病/症状

依次为慢性胃炎/GERD、腹痛、肝胆疾患、消瘦/乏力、消化道肿瘤。 

 
 

PO-101 

枯草杆菌、屎肠球菌及粪肠球菌上清对肠上皮细胞 5-羟色胺 

转运体表达调控研究 

 
王泽兰,王欣,王玉明,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和平区 

 

目的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是一种以腹痛、腹泻、腹部不适为特征，常

伴有排便频率和（或）粪便性状改变的临床常见的消化道功能性疾病。IBS 严重影响患者的主观感

受及生活质量且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等改变发病率逐年上升。然而，IBS 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

研究表明，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 5-HT）及其转运体（Serotonin Transporter, 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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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谢异常对内脏感觉异常、肠道运动功能紊乱起着重要作用。大量临床试验证明益生菌可以改善

IBS 的腹痛、腹胀、粪便性状等。本课题组前期通过利用空肠弯曲菌构建感染后肠易激综合征

（Post-infectious IBS，PI-IBS）模型并予鼠李糖乳杆菌上清治疗，结果表明其通过上调 PI-IBS 大

鼠结肠 SERT 表达，降低组织间隙中 5-HT 水平。枯草杆菌、屎肠球菌、粪肠球菌也是 IBS 研究中

常用的益生菌。然而此三种益生菌能否通过调控 SERT 表达进而改善 IBS 症状及其具体机制尚不

明确。本研究旨在探究枯草杆菌、粪肠球菌、屎肠球菌对肠道上皮细胞 SERT mRNA 及 SERT 蛋

白表达的影响，从而为益生菌治疗 IBS 的机制提供进一步理论依据。 

方法 本实验分别用 1:100、1:50、1:20 3 种不同稀释浓度（已经过 CCK8 细胞毒性检测）的枯草杆

菌、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上清分别刺激 HT-29 和 Caco-2 细胞 12 小时和 24 小时，应用 RT-PCR

技术检测 SERT mRNA 的表达水平，Western-Blot 检测 SERT 蛋白的表达水平。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100，1:50 和 1：:20 稀释的枯草杆菌、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上清分别刺激 HT-29 和 Caco-2

细胞 12 小时和 24 小时，刺激组 SERT mRNA 表达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各浓度

上清均可上调刺激组 SERT 蛋白的表达。 

结论 枯草杆菌、屎肠球菌、粪肠球菌上清可以上调肠道上皮细胞 SERT mRNA 及 SERT 蛋白的表

达，且该作用可能有时间和浓度依赖性。 

  
 

PO-102 

CREG 对肝脏缺血再灌注的调控作用及机制研究 

 
王玮珺,杨玲,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I/R)是在肝移植、肝切除手术中不可避免的损伤过程，是肝脏外科手术

的一大难题。目前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案是缺血预处理，但在适应症上存在缺陷。因此，对肝脏 I/R

损伤发病机制的深入了解并开发有效的治疗方法显得至关重要。E1A 激活基因阻遏子(CREG)是细

胞增殖的关键调节因子，已有相关文献报道其在心血管疾病中发挥重要的保护作用，同时也可在肝

脏脂质积累和炎症反应发挥保护作用。然而，其在肝脏 I/R 中的作用尚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旨在

探讨 CREG在肝脏 I/R 损伤中的作用，为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诊疗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利用肝细胞特异性 CREG 基因敲除(HKO)小鼠，进行肝 I/R 损伤，并与对照组进行比较，苏

木素与伊红染色（H&E），免疫荧光，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ELISA 试剂盒等实验方法检测 CREG 在缺血再灌注损伤中对肝脏损伤的影响，检测细

胞死亡和炎症浸润情况。western blot 方法筛选 CREG调控的关键信号通路，用免疫共沉淀的方法

筛选出 CREG 作用靶点，特异性靶点抑制剂使用后，免疫荧光，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聚合酶链式反应（PCR），ELISA 试剂盒等实验方法检测 CREG 在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作

用是否发生改变。 

结果 肝细胞特异性 CREG敲除后，H&E 染色结果提示，肝脏坏死面积增大，ELISA 试剂盒检测血

清中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的含量明显升高，提示肝脏损伤

加重。免疫荧光，western blot，PCR，ELISA 等结果提示，在缺血再灌注过程中，与对照组相

比，细胞死亡和炎症浸润相关指标明显增加，细胞增殖相关指标明显减少。western blot 方法筛选

得到 CREG 主要通过调节 MAPK 信号通路发挥作用，免疫共沉淀实验进一步证明 CREG 直接与

TAK1 相互作用并抑制其磷酸化。使用 TAK1 抑制剂后，CREG 过表达引起的保护作用包括降低肝

脏损伤，抑制细胞死亡和炎症反应明显被拮抗。 

结论 在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时，CREG 通过与 TAK1 相互作用抑制 TAK1 的磷酸化和 MAPK 信号

通路的激活，从而在肝脏 I／R 损伤过程中抑制细胞死亡和炎症反应，发挥重要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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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3 

Histone H3 Acetylation Protects Ulcerative Colitis by 
Inhibiting NF-κB/p65 and Enhancing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Function 

 
Chunxiao Li

1
,Yi Chen

1
,Huatuo Zhu

1
,Bing Zhu

2,3
,Youming Li

1
,Jing Sun

4
,Chaohui Yu

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College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3，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2.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2206， China 

3.National Laboratory of Biomacromolecules，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00101， China 

4.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25， China 

 
Objective Ulcerative colitis (UC) is a chronic and non-specific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epigenetic factors participate in UC pathogenesis, however 
corresponding molecular mechanism remains unclear. Here, we studied the role of histone H3 
acetylation in UC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Methods The acetylation of histone H3 was assessed in the colon tissues of 61 UC patients, 38 
Crohn‘s disease(CD) patients and 44 healthy controls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vivo, C57BL/6 
wild-type (control) mice and TLR4-/- mice were administered dextran sulfate sodium (DSS) or 
2,4,6-trinitrobenzenesulfonic acid (TNBS) to induce experimental colitis, and the mice were 
assessed on the basis of colitis symptoms and biochemical approaches. In vitro, human colon 
cancer cells HCT116 were stimulated with TNFα, and mouse macrophages RAW264.7 were 
stimulated with LPS to generate inflammation. Human colon cancer cells Caco2 and RAW264.7 
were co-cultured and stimulated with LPS to analyse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20mg/kg and 1uM 
MS-275[class I histone deacetylases (HDACs) inhibitor] were applied to mice and cells 
respectively to accelerate the acetylation of histone H3 and analyse its function on colitis. 
Results Histone H3 acetylation level in intestinal epithelia cells (IEC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UC and Crohn‘s disease (CD)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and 
quantitively, it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severity, measured by Nancy Index. In 
addition, in 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aiming to identify chemicals that regulates abnormally 
regulated genes in UC patients from the Connectivity Map database, MS-275 (class I histone 
deacetylases inhibitor) induced most similar cell responses to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of UC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colitis model both in vivo and in vitro, histone H3 acetylation 
induced by MS-275 led to relief in colitis activity, symbolled by preserved colon length, inhibited 
epithelial cell apoptosis as well as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and decrease in disease mortality.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followed by sequencing (ChIP-seq) analysis and RNA 
sequencing analysis of histone H3 acetylation promotion in colitis concordantly targeted NF-
κB/p65.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NF-κB/p65 pathway as well as downstream inflammatory 
cytokines was activated in colitis and ameliorated upon histone H3 acetylation enhancement by 
MS-275. In addition, histone H3 acetylation by MS-275 interference improved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function integrity which was compromised in colitis. NF-κB/p65 compromise, induced by 
TLR4 knockout, revealed vanish in protective effect of histone H3 acetylation modification in 
coliti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s that histone H3 acetylation improves colitis through NF-
κB/p65, by inflammation amelioration and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reinforcement, providing new 
strategies for colitis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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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4 

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内镜下表现与焦虑、抑郁水平的相关性 

 
刘通,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溃疡性结肠炎是典型的心身疾病，除腹痛、腹泻、脓血便等肠道表现外，患者还常具有差异

性人格特质、升高的焦虑或抑郁水平、应激状态等。本研究着重探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症状严重程

度及内镜下表现与其焦虑、抑郁水平的相关性。 

方法 入组确诊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的门诊及住院病人，进行一般情况（体温、脉搏）、排便次

数、大便性状、内镜下表现（Mayo 内镜评分）评估及医师总体评价，同时利用公认的医院焦虑抑

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和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Hamilton 

Anxiety/Depressive Scale, HAMA/HAMD）量化评估其焦虑和抑郁水平。利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

析讨论疾病活动度和内镜下表现与患者焦虑/抑郁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36 名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其改良 Mayo 评分 7.5±1.7 分，内镜下 Mayo

内镜评分 1 分 10 例，2 分 18 例，3 分 8 例； HADS 评分 10.2±2.3 分，HAMA 评分 15.6±2.0 分，

HAMD 评分 13.3±1.7 分。患者改良 Mayo 评分与 HADS 评分呈正相关性（r=0.785,p＜0.01），

Mayo 内镜评分与 HADS（r=0.813,p＜0.01）、HAMA（r=0.702,p＜0.01）HAMD（r=0.739,p＜

0.01）均呈正相关性。 

结论 溃疡性结肠炎疾病活动度和内镜下黏膜炎症程度与患者主观焦虑、抑郁成都存在一定正相

关。 

 
 

PO-105 

鼻胆管缠绕固定装置的设计与应用 

 
马雪瑶,张春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设计一种鼻胆管缠绕固定装置，解决导管过长造成的不利于医护人员观察导管状态及导管打

折甚至折断情况，同时提高患者舒适度。 

方法 在使用时，护士先将鼻胆管体外部分缠绕于缠绕装置上并使用固定带将导管固定于缠绕装置

上，再将负压壶从孔洞处穿出与鼻胆管相连接，最后利用夹紧部将整个装置固定于患者衣服上即可

以达到鼻胆管缠绕固定并利于患者活动的目的。或在导管缠于本装置后利用绳子通过孔洞通过将整

个装置固定于床边。当处置该装置时，将该装置弃于医疗废物袋内。 

结果 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专利号:ZL 2016 2 1418393.9。 

结论 由于鼻胆管管道细长,材质较硬，造成患者舒适感降低以及活动不便，鼻胆管缠绕装置可防止

鼻胆管缠绕打折、折断以及缠绕滑脱，使患者不会因为鼻胆管过长而影响活动同时保证鼻胆管通畅

引流，透明材质也利于护士观察，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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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06 

An epigenetic switch employed by Wnt/β-catenin signaling 
to activate ASCL2 transcription and stemness 

 
Tao Wang,Bin Wang,Dongfeng Che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Daping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SCL2, homologous to the Drosophila Achaete-scute complex gene, is highly 
expressed in Lgr5+ crypt stem cells of stomach and intestine and acts as a master regulator of 
stem cell maintenance. However, the properties of ASCL2 high expressing (ASCL2+) gastric 
cancer cells were still unclear. Besides, it‘s well-known that the transcription of ASCL2 gene is 
activated by Wnt/β-catenin signaling, but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ASCL2 activation is elusive. 
Methods To separate and investigate gastric cancer cells with high levels of endogenous ASCL2 
activity (ASCL2+), we took advantages of an ASCL2 promoter-driven lentiviral system and FACS 
sorting technique. We also performed high-throughput RNAi screening to search possible histone 
modification enzymes that participate ASCL2 transcription when Wnt signaling activation.. Clinical 
HCC specimen, mouse xenograft models and gastric cancer (GC) cell lines were also used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that Wnt signaling employed to activate ASCL2 and stemness in GC. 
Results Gastric cancer tissues with high levels of ASCL2 staining accounted for about 46%. 
Consistently, the mRNA levels of ASCL2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GC tissues compared to 
adjacent non-tumor gastric epithelium from 24 patients. The ASCL2+ GC cell subpopulation, 
which proportion was increased by Wnt3a treatment, possessed highly self-renewal ability. 
Classic TCF4/β-catenin complex did not directly participate the activation of ASCL2 upon Wnt3a 
stimulation. However, after RNAi screening of histone modifiers, the histone methyltransferase 
KMT4, KMT2F and KMT3E was found responsible for ASCL2 transcription under Wnt activation. 
Importantly, Wnt3a stimulation elevated the levels of H3K4me2 and H3K4me3 on the promoter 
region of ASCL2, indicated that epigenetic mechanism was employed by Wnt signaling to turn on 
the transcription of ASCL2. 
Conclusions Our data disclose a new cancer stem cell subpopulation of gastric cancer, the 
ASCL2+ cells. Moreover, we reveal an H3K4me3-dependent epigenetic switch of ASCL2 
induction by Wnt signaling, which shed light on the mechanism of ASCL2 activation. 
 
 

PO-107 

站立式磁控胶囊胃镜与传统胃镜的对比研究： 

一项前瞻性多中心对照试验 

 
赖华生

1
,王馨珂

1
,蔡建群

1
,韩泽龙

1
,周平红

3
,胡兵

2
,李爱民

1
,刘思德

1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3.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目的 胃部疾病，包括胃癌和消化性溃疡，是最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现有的卧位式磁控胶囊胃镜

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最近国内出现了一款新型的站立式磁控胶囊胃镜系统（MCE）应用于

胃部检查。为探究站立式 MCE 用于胃部检查的可行性，我们进行了一项前瞻性多中心对照研究，

以比较站立式 MCE 与传统胃镜的准确性、安全性及患者满意度的差异。 

方法 从 2018 年 4 月至 2018 年 6 月，在国内 3 家顶级三级甲等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进行了一项多中心盲法研究，比较 140 例患者的站立式 MCE

检查与传统胃镜检查的结果。所有患者都先接受站立式 MCE 检查，4 小时后进行常规电子胃镜检

查。我们以电子胃镜检查为标准，评估站立式 MCE 与传统胃镜检出胃病灶的阳性一致率，阴性一

致率和整体一致率。试验中记录胶囊滞留率、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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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站立式 MCE 与传统胃镜检查阳性一致率为 95.6％，阴性一致率为 77.2％。总体一致率为

91.3％，kappa 值为 0.745（P<0.001）。共检出 115 个病变，其中 98 个病变两种方法都检出。标

准胃镜检查漏诊 4 个阳性病变（3 个小息肉、1 个小溃疡）。站立式 MCE 无漏诊任何阳性病变

（包括息肉、肿瘤或大溃疡等）。试验中未出现胶囊滞留及相关不良事件。在 140 例患者中，133

例患者反馈会首选 MCE（95.0％）。 

结论 站立式 MCE 检测胃部局灶性病变的准确性与传统胃镜相当。与胃镜检查相比，几乎所有患者

均优先选择 MCE，站立式 MCE 是一种可行的无创胃部检查方法。 

 
 

PO-108 

缺失 PD-L1 的消化道肿瘤可能通过 SEMG2 精囊 

蛋白发挥免疫逃避功能 

 
许杰,王焕彬,房静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虹口区 

 

目的 晚期肿瘤患者缺少有效的治疗手段，而针对 PD-1/PD-L1 的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在一部分患者

中显现出疗效。但是，大多数患者并没有产生良好的应答，提示部分肿瘤可能存在其他抑制免疫监

视的分子和通路。为了探究不依赖于 PD-L1 的免疫逃避机制，我们从全基因组层面出发，分析在

PD-L1 删除或过低表达的情况下特异性扩增的基因，并利用组织染色的方法验证相关基因在肿瘤中

的表达。 

方法 我们利用 ExactReg 模型分析在 PD-L1 删除的情况下表现出―代偿‖扩增的基因。提取和预处理

癌症基因组计划的结直肠癌、胃癌、肺癌、黑色素瘤的表达谱和突变谱数据，进行 ExactReg 分

析，探究在不同肿瘤中都表现出对 PD-L1 具有―代偿‖性扩增模式的基因。最终，通过免疫组化方法

染色和分析 70 例结直肠癌患者的 SEMG2 表达，并分析与肿瘤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在所有分析的肿瘤类型中，编码精囊蛋白 semenogelin 的 SEMG1 和 SEMG2 基因都存在与

PD-L1 删除相应的代偿扩增模式。SEMG1 和 SEMG2 仅局限表达在正常精囊中，在其他正常组织

没有表达。此外精囊蛋白在胸腺中调控 T 细胞耐受，正常 T 细胞功能可能被精囊蛋白抑制。然而在

不同的肿瘤组织中，SEMG2 发生不同程度的异常表达。其中，结直肠癌和胃癌最为显著，在其他

系统的性肿瘤如肺癌、黑色素瘤、前列腺癌等也有一定的扩增和过表达。阻止芯片染色分析表明，

结直肠癌中可发生 SEMG2 的强阳性表达，呈现膜定位特征。重要的是，SEMG2 高表达的肿瘤患

者其生存时间显著短于 SEMG2 弱表达或物表达的肿瘤患者。 

结论 在缺失 PD-L1 的消化道肿瘤细胞，SEMG2 可能发挥免疫抑制功能。SEMG2 作为潜在的肿瘤

免疫治疗靶标，应对其开展深入的转化医学研究。 

 
 

PO-109 

Prevalence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profil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 Fujian Province 

 
Xueping Huang,Zhihui Lin,Yimei Lin,Yushan Chen,Yanling Zeng,Huping Huang 

Fujian Provinci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rug-resistanc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 Fujian Province which can 
help instruct medication for H.pylori eradication. 
Methods H. pylori were isolated, cultured and identified from the biopsy samples of gastric 
mucosa of which patients in Fujian Province came to examine with gastroscopy collected from 
March 2016 to June 2018.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was performed by agar dilu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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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 pylori strains to 6 antibiotics including amoxicillin, tetracycline, clarithromycin, levofloxacin, 
metronidazole and furazolidone. 
Results 251 H.pylori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biopsy samples of gastric mucosa. Overall, 

10.76%，9.16%，32.67%，42.63%，91.63% and 12.75% of the strains were resistant to 

amoxicillin, tetracycline, clarithromycin, levofloxacin, metronidazole and furazolidone, respectively. 
The rates of single resistance, double resistance, multiple resistance and full sensitive were 

9.56%，41.04%，35.06% and 14.34%.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howed that antibiotic resistance rates of H. pylori to clarithromycin, 
levofloxacin, metronidazole were relatively high whereas antibiotic resistance rates of H. pylori to 
amoxicillin, tetracycline and furazolidone were relatively low in Fujian province. There is a need 
for continued monitoring of resistance patterns in  Fujian Province, and for clinical rational use of 
antibiotics. 
 
 

PO-110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对胃癌血管特异性短肽 GX1 在体靶向 

分子成像的研究 

 
李真,左秀丽,李理想,王晓,孙艺宁,丰丙程,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目前，胃癌仍是世界上病死率排名第二的癌症，且其病死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对于早期胃

癌，及时诊断是提高患者生存率，改善预后的关键。而对于进展期胃癌，筛选合适患者进行相应的

生物靶向治疗，同样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显微内镜分子成像技术作为在体诊断和治疗消化道早期肿

瘤的新途径，近年来开始得到了广泛关注。本研究旨在探讨应用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CLE）系统

实现对 Co-HUVEC 等细胞、胃癌动物模型及人体新鲜胃癌组织的活体分子成像的可行性，并应用

GX1-rmhTNF 对原位胃癌动物模型进行干预，进一步阐明 CLE 在分子水平对胃癌组织 GX1 靶向治

疗体内实时监测的价值。 

方法 合成荧光标记的 GX1 分子探针，初步明确 CLE 观察活细胞 GX1 结合情况的可行性。应用野

生 Balb/c nu/nu 小鼠分别建立人胃腺癌细胞株 SGC7901 的荷瘤鼠模型以及原位胃癌动物模型，尾

静脉注射 fluorescein-GX1、照肽 Pep2 或 fluorescein 溶液，先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动态观

察，然后利用 CLE 进行在体观察。将上述 2 种胃癌动物模型各分为 3 组，分别尾静脉注射

fluorescein 标记的重组融合蛋白 GX1-rmhTNFα （ 0.5mg/kg ），或 fluorescein-rmhTNFα

（0.5mg/kg），或 fluorescein-GX1（0.25mg/kg），或生理盐水，动态测量并记录荷瘤鼠肿瘤的

长与宽，以及小鼠的体重，于造模后第 20 天应用 CLE 观察肿瘤部位 GX1-rmhTNFα 的结合情况。

最后再利用 CLE 观察胃镜或外科手术获得的胃癌标本及部分非肿瘤组织标本。 

结果 CLE 可以观察到 fluorescein-GX1 与肿瘤血管的特异性结合。尾静脉注射 fluorescein-GX1-

rmhTNFα 的荷瘤鼠的肿瘤体积显著小于 fluorescein-rmhTNFα。于造模后第 20 天应用 CLE 观察荷

瘤鼠肿瘤部位，fluorescein-GX1-rmhTNFα 组肿瘤部位有特异性结合的荧光信号。进一步对人体新

鲜组织的体外研究表明，通过表面喷洒 fluorescein-GX1，10 例胃癌活组织样本 CLE 均观察到特异

性结合的荧光信号，而 10 例非癌组织有 2 例有弱的荧光信号。 

结论 利用 fluorescein-GX1 可以实现对胃癌细胞系、胃癌荷瘤鼠及新鲜人体胃癌组织的实时分子成

像。CLE 可以实时在体观察 GX1-rmhTNF 在肿瘤部位的特异性结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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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1 

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对功能性消化不良的长期疗效观察：中国地

区 544 例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陈昱桦,张磊,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FD）是一种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疾病（FGID），其发

病机制尚未明确，而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的感染在 FD 患者中广泛存在。一直以

来，抗 Hp 治疗对缓解 FD 症状的疗效在不同地区持有不同观点。为此，我们通过随访观察给予抗

Hp 治疗后 FD 患者的症状缓解程度与持续缓解时间的情况，以阐明中国地区 Hp 的持续感染与 FD

症状长期改善的关系。 

方法 根据罗马Ⅳ标准 544 例 FD 患者入选，所有受试者行快速尿素酶检测及组织学染色后分为 Hp

阳性组和 Hp 阴性组，阳性组随机分为根除组和不根除组。根除组给予四联疗法，即口服埃索美拉

唑 20mg bid，枸橼酸铋钾 220mg bid，克拉霉素 500mg bid，阿莫西林 1.0g bid，疗程 14 天。阳

性不根除组与阴性组给予口服多潘立酮 10mg tid 疗程 14 天。一个月后根除组行碳-尿素呼气试验

(14C-UBT)检测 Hp 根除情况，并于治疗前（0w）和疗程结束后（4w、26w、52w）对每组患者进

行症状评分，记录每组患者的缓解情况，并统计受试者的有效缓解率（缓解程度＞50%的纳为有效

缓解）和完全缓解率（缓解程度=100%的纳入完全缓解）。 

结果 本次研究中，Hp 的感染率为 62.1%，成功根除率为 75.6%。Hp 感染对 FD 症状评分在短期

无影响(P=0.16)，在中长期影响显著(26w *P=0.03; 52w *P=0.02)。Hp 阳性根除组与不根除组的

FD 患者症状有效缓解率与完全缓解率在短中长期均有明显差异（4w 有效缓解率：*p=0.007 完全

缓解率：*p=0.05； 26w 有效缓解率：#p<0.001 完全缓解率：#p<0.001； 52w 有效缓解率：

*p=0.003 完全缓解率： #p<0.001）。Hp 阳性根除成功组与根除失败组短期无明显差异

（P=0.836），中长期症状的持续缓解率有明显差异（26w：#p<0.001；52w：*p=0.001） 

 结论 中国地区，Hp 的感染与 FD 的中长期症状密切相关，且 Hp 阳性的 FD 患者，其根除治疗有

利于症状的长期持续缓解。 

 
 

PO-112 

无神经节细胞性胃轻瘫动物模型的建立 

 
陈昱桦,孟令君,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BAC（苯扎氯胺）去神经节化学方法多用于大鼠先天性巨结肠模型的建立，而小鼠 BAC 模型

因其成模率低，死亡率高，故少有报道。为此，本实验拟探究 BAC 能有效安全的作用于小鼠，选

择性地去除胃窦神经节细胞，建立类似于人类神经性胃轻瘫的小鼠模型。 

方法 采用 10%水合氯醛安全麻醉小鼠，通过小范围的开腹手术，将浸有浓度为 0.5%、0.1%、

0.05%、0.01%、0.005%、0.001%BAC 溶液的纱条，分别以 1cm、0.5cm 包裹于小鼠远端胃窦

10min、15min。用生理盐水作为阴性对照组。每组 5 只小鼠，分别于术后 3 天、7 天、14 天、28

天处死小鼠。观察作用部位的大体解剖变化，并通过免疫荧光、RT-PCR、western-blot 检测局部

胃窦神经节细胞及神经丛的消除情况。 

结果 术后 3 天发现，0.5%和 0.1%浓度的 BAC 溶液对小鼠的毒性作用大，术后第三天死亡率占

90%以上；0.005%和 0.001%的 BAC 溶液对小鼠短时间的致死力明显降低，但是无论作用范围

（1cm、0.5cm）和作用时间（10min、15min）长短，其长期的神经去除作用也受到明显影响，即

14 天、28 天胃窦部神经元标记物（HuC/D、pgp9.5）分别只降低了 30%左右。同等操作范围条件

下，0.01%和 0.05%的 BAC 溶液作用 15min 对小鼠术后存活率均低于 10min，且作用范围以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4 

0.5cm 宽度最为适宜。但 0.01%浓度在 14 天时，胃窦部神经去除作用（神经元标记物降低 60%）

低于 0.05%（神经元标记物降低 90%左右）。 

结论 用 0.05%的 BAC 溶液，0.5cm 作用范围，操作 10min 的方法有效地建立了胃轻瘫动物模型，

为进一步研究该病的神经损伤修复奠定了基础。 

 
 

PO-113 

The Role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Hepatocyte Specific 
Transcription Factor CREBH in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Junli Zhang,Guixin Li,Ning Zhang,Keshu Xu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The hepatocyte specific transcription factor, CREBH, is involved in regulating lipid 
metabolism and mediating acute phase reaction, but its relationship with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 is still not clear.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CREBH in the metabolic stress cell model and NASH mice model. 
Methods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H2O2, LPS and PA were used to induce metabolic stress in 
AML-12 or HepG2 cells. To upregulate hepatic CREBH expression, mice were injected by cauda 
vein with AAV8 Vector and then fed a MCS/MCD or NCD/FFC diet separately in our experiment. 
The liver tissue specimens and serum were collected for a series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immunology tests. Furthermore, we transfected CREBH cDNA into AML-12 cells by lentiviral 
transfection and generated a stable cell line.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reporter gene 
luciferase assay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transcriptional targets of CREBH.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se metabolic stress molecules could significantly activate the 
expression of CREBH. CREBH may play a potential protective role in metabolic stress injury of 
hepatocyte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upregulation of CREBH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hepatic 
steatosis, inflammatory infiltration and fibrosis in MCD or FFC induced NASH mice models. We 
also found that CREBH could bind to the promoters of SCD1 and MCP1. CREBH overexpression 
dramatically increased promoter activity of SCD1 and decreased activity of MCP1.Innovatively, 

our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CREBH could decrease abnormal lipid deposition in liver，
reduce lipotoxicity through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ng desaturase SCD1 and improve hepatic 
inflammatory injury through transcriptional inhibiting inflammatory factor MCP1. 
Conclusions Our data may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target gene for blocking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SH. 
 
 

PO-114 

参苓白术散调节肠上皮细胞自噬治疗葡聚糖硫酸钠所致 

小鼠炎症性肠病 

 
游宇

1
,刘玉晖

2
,廖旺娣

1
,李盼

1
,江晓梦

1
,朱萱

1
 

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2.江西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究参苓白术散对 5%DSS（葡聚糖硫酸钠）所致 BALB/c 小鼠炎症性肠病（IBD）的改善作

用与肠上皮细胞自噬的关系。 

方法 84 只 BALB/c 小鼠，除正常组之外，5% DSS 自由饮用 7 d 诱导急性炎症性肠病，治疗组分

别给予参苓白术散高、中、低剂量（12，6，3g·kg-1·d-1）、美沙拉嗪（2g·kg-1·d-1）、自噬诱导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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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帕霉素（4mg·kg-1·d-1）灌胃。观察小鼠体重、粪便性状、隐血便血, 计算疾病活动度 ( DAI) 积

分；检测小鼠血清中炎症因子 IL-8、IL-10 含量；HE 染色观察结肠组织病理学改变，检测肠组织中

TNF-α 和 IL-1β的表达、肠上皮细胞自噬体形成情况、及自噬相关通路蛋白的水平。 

结果 参苓白术散组小鼠隐血、便血、体重下降、DAI 积分、病理改变等均好于模型组; 与正常组相

比，模型组小鼠血清中 IL-10 含量显著降低（P<0.01），IL-8 含量显著升高（P<0.01），小鼠肠组

织中 IL-1β 和 TNF-α 的表达明显升高（P<0.01），肠上皮细胞自噬体减少，微管轻链蛋白 3

（LC3-II/I）比值含量明显降低；与模型组相比，参苓白术散可以升高小鼠血清 IL-10 含量

（P<0.01），降低 IL-8 含量显著（P<0.05），显著降低 IL-1β 和 TNF-α 的表达（P<0.05），参芩

白术散高剂量组、雷帕霉素及美沙拉嗪组肠上皮细胞自噬体形成显著增多，显著升高 LC3-II/I 比值

含量。 

结论 参苓白术散抗 DSS 诱导的 IBD 的作用与抑制炎症及调节肠上皮细胞自噬有关。 

 
 

PO-115 

肝细胞 TGF-β 信号通过促进衰老介导系统代谢紊乱 

 
赵金芳,王玮珺,杨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细胞衰老与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密切相关，目前有关细胞衰老如何导致代谢紊乱尚不

清楚。肝脏转化生长因子 β (TGF-β) 信号是调节生长发育的重要分子，在肝脏炎症、脂变、纤维化

及癌变中发挥关键作用，但肝细胞内 TGF-β 信号是否参与衰老调节进而影响体统代谢紊乱尚不明

确。 

方法 通过采用 cre-flox 技术构建肝脏 TGF-β 受体 2（Tgfbr2）特异敲除（Tgfbr2ΔHEP）小鼠，高

脂喂养 12 月建立老年脂肪肝和肥胖小鼠模型。 

结果 与野生小鼠相比，Tgfbr2ΔHEP 小鼠体重、肝重及皮下和附睾脂肪组织重量明显减轻；肝脏

HE 染色显示肝脏脂变程度明显缓解，炎症减轻；皮下和附睾脂肪组织 HE 染色可见脂肪细胞体积

明显变小；RT-PCR 结果表明 Tgfbr2ΔHEP 小鼠肝脏，皮下和附睾脂肪组织脂肪酸 β 氧化基因 

（Cpt-1, Lcad, Mcad,Acox and ppar a）显著上调而脂肪酸合成基因(Fasn, Acc1 和 Scd1)和衰老

相关分泌蛋白（IL-6,IL-1β, P19,P21 and P16）显著减少；肝脏及皮下和附睾脂肪组织 P21 表达减

少。 

结论 肝细胞内 TGF-β 信号通过促进肝脏及白色脂肪组织衰老导致系统代谢紊乱。 

 
 

PO-116 

四川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复治患者细菌耐药情况及根据 

药敏结果进行挽救治疗 

 
唐小琼,胡仁伟,李红,杨天阔,申亚琳,唐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目前，幽门螺杆菌抗生素耐药是其根除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且，在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

失败后挽救治疗方案的选择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旨在获取四川地区复治幽门螺杆菌株的抗生素

耐药流行率，并评价根据药敏结果进行挽救治疗疗效。 

方法 在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从到华西医院行胃镜检查的 120 例幽门螺杆菌复治患者

中获取胃窦粘膜标本行幽门螺杆菌分离培养。对分离培养阳性菌株行药敏检测， E-test 法检测对阿

莫西林、克拉霉素、甲硝唑、左氧氟沙星、四环素、利福平的耐药；琼脂稀释法检测对呋喃唑酮的

耐药，最低抑菌浓度折点为 2μg/mL。对幽门螺杆菌培养阳性并行药敏检测患者根据药敏结果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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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泵抑制剂、铋剂及两种敏感抗生素的四联 14 天方案挽救治疗，治疗结束后至少 28 天利用尿素呼

气试验确证根除结果。 

结果 从 120 例幽门螺杆菌感染复治患者（男性 54 例，平均年龄 48.3 ± 12.1 岁）中成功分离出 94

例临床幽门螺杆菌株，分离培养阳性率为 78.3%。复治幽门螺杆菌对常用抗生素耐药率分别为：阿

莫西林 7.4%、克拉霉素 78.7%、甲硝唑 97.8%、左氧氟沙星 71.3%、四环素 4.3%、利福平

30.8%、呋喃唑酮 4.3%。对两种、三种、四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20.2%（19/94）、34.0%

（32/94）及 22.3%（21/94），其中同时对克拉霉素和甲硝唑的耐药率为 76.6%（72/94）。根据

药敏结果，59 例患者完成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疗程，根除率为 94.9%。 

结论 在四川地区，复治患者中幽门螺杆菌对甲硝唑的耐药率最高，几乎达到全部耐药；对左氧氟

沙星、克拉霉素耐药率很高；而对阿莫西林、四环素、呋喃唑酮的耐药率仍较低。根据药敏结果进

行质子泵抑制剂、铋剂及两种敏感抗生素的四联 14 天方案挽救治疗方案仍可达到显著的幽门螺杆

菌根除率。 

 
 

PO-117 

Hepatocyte-specific deleted TGF-β receptor 2 promotes 
white adipose tissue browning in NAFLD mice induced by 

high fat diet 

 
Jinfang Zhao,Ling Yang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TGF-β) signaling in hepatocytes involved in liver lipid 
accumulation and body weight gain, but the underling mechanisms via liver-adipose tissue 
crosstalk was poorly understood.  
Methods  NAFLD and obesity were induced by high fat diet (HFD) for 16 weeks in wild-type (WT) 
and hepatocyte-specific TGF-β receptor type II-deficient (Tgfbr2ΔHEP) mice. And, browning of 
WAT was induced by cold and CL316,243 (β3-adrenergic agonist) for 7 days, re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fat acid transport and browning marker were detected by q-PCR. Liver lipid 
accumulation and adipose tissue were evaluated by haematoxylin and eosin (H&E) staining 
Results Tgfbr2ΔHEP mice were resistant to steatosis and obesity after HFD fed for 16 weeks. 
Liver weight, body weight, and fat weight of inguinal white adipose tissue (iWAT) and epididymal 
white adipose tissue (eWAT) were markedly reduced in Tgfbr2ΔHEP mice fed with HFD than 
those of control mice. Moreover, HE staining displayed that hepatocyte lipid droplets were 
significantly lessen in Tgfbr2ΔHEP mice fed with HFD but not in WT controls. Furthermore, the 
mRNA expression levels of fat acid transport, such as Cd36, Fatp1 and Fabp1,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liver of Tgfbr2ΔHEP mice fed with HFD. Similarly, iWAT and eWAT histological 
analysis showed smaller adipocytes in Tgfbr2ΔHEP HFD-fed mice, whereas WT mice was 
comprised predominantly of larger adipocytes. Additionally, RT-PCR results showed that, in iWAT 
and eWAT, browning marker genes (Ucp1, Prdm16, Dio2 and Pgc-1a) were all robustly elevated 
in Tgfbr2ΔHEP mice fed with HFD than those of littermate controls. In consistence with the gene 
expression, Tgfbr2ΔHEP HFD-fed mice had an increased number of UCP1-immunoreactive 
adipocytes in iWAT and eWAT compared to WT mice. Likewise, two approaches to induce a 
beige phenotype ( under CL316,243 administration or cold exposure) also confirmed that 
Tgfbr2ΔHEP mice displayed a more remarkable browning phenotype.  
Conclusions Hepatocyte-specific tgfbr2 deletion could alleviate steatosis and obesity induced by 
HFD through promoting white to beige fat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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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18 

电针刺激足三里增加糖尿病小鼠结肠骨髓来源的 ICC 

 
安婧,刘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探究不同频率的电针刺激对糖尿病小鼠结肠肌层中骨髓来源的 ICC 的表达的影响，并进一步

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60 只雄性 C57BL/6 野生型小鼠随机分为 6 组：对照组（Control），糖尿病组（DM），骨髓

移植+糖尿病组（BMT+DM），骨髓移植+糖尿病+假性电针刺激组（BMT+DM+SEA），骨髓移植

+ 糖尿病 + 低频电针刺激组（ BMT+DM+LEA ），骨髓移植 + 糖尿病 + 高频电针刺激组

（BMT+DM+HEA）。尾静脉注射 GFP 小鼠骨髓细胞完成骨髓移植，以一次性大剂量腹腔注射

STZ 诱导 1 型糖尿病模型，高频（100HZ，10mA）与低频(10HZ,10Ma)刺激小鼠足三里 8 周，30

分钟/天以进行电针干预治疗，而假性组不给予通电流。采用流式细胞术来检测受体小鼠 GFP 嵌合

率并筛选移植成功小鼠（嵌合率达到 80%以上）作为模型鼠。c-Kit 与 GFP 双阳性细胞在结肠肌层

中的定位及表达情况可采用免疫荧光技术。Western-blot 和 qPCR 技术可用来评估 c-Kit, GFP, 

mSCF, ETV1, SDF-1, CXCR4, TGF-β 和 smad3 指标的表达水平。 

结果  (1) 免疫荧光共定位中，低频及高频电针刺激组中结肠肌层 c-Kit及 GFP 双阳性细胞的数量较

未刺激组及假性刺激组中明显增多，但高频与低频组无明显差异。（2）高频及低频电针刺激可上

调 CXCR4, SDF-1, TGF-β 及 smad3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水平。（3） c-kit, mSCF 和 ETV1 的表

达水平在糖尿病组中显著降低，而在两种频率的电针刺激组中增加。 

结论  (1) 免疫荧光共定位中，低频及高频电针刺激组中结肠肌层 c-Kit及 GFP 双阳性细胞的数量较

未刺激组及假性刺激组中明显增多，但高频与低频组无明显差异。（2）高频及低频电针刺激可上

调 CXCR4, SDF-1, TGF-β 及 smad3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水平。（3） c-kit, mSCF 和 ETV1 的表

达水平在糖尿病组中显著降低，而在两种频率的电针刺激组中增加。 

 
 

PO-119 

十二指肠球部 Rosai-Dorfman 病的临床病理分析 

 
舒密,南琼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十二指肠球部 Rosai-Dorfman 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免疫组化表型、内镜下和临床诊

断、鉴别诊断及治疗。 

方法  本院收集 1 例 Rosai-Dorfman 病患者，发病位置位于十二指肠球部，通过分析  Rosai-

Dorfman 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并通过 ESD 技术切除标本，从而观察其组织学特征，及病理形态

学、免疫组化及表型，并结合文献资料和随访资料进行分析和探讨。 

结果 Rosai-Dorfman 病患者的临床表现为中上腹持续性隐痛，有食管异物波动及反流史，腹膨

隆，无腹胀、腹泻、恶心、呕吐；其 ESD 术中的可表现为表面光滑的隆起物，通过染色后用甘油

果糖肾上腺素稀释液粘膜下注射后抬举征阳性。镜下显示病变组织是由淡染区和深染区构成的结节

状病灶，淡粉染区见组织细胞增生，并形成泡沫细胞和窦组织细胞，在增生的组织细胞，细胞大，

胞质丰富，部分细胞胞质内见吞噬的淋巴细胞、浆细胞；深蓝染区由大量淋巴细胞、成熟的浆细胞

等构成，部分区域还夹杂有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等炎细胞。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增生的组织

细胞胞质 S-100(+)、CD 68 (+)、CD 1a(-)、KI-67(2%+)、CK 广（-）;特染：HP（-），AB/PAS

（+）。十二指肠球部的 ESD 结合 HE 切片及免疫组化结果，诊断为：十二指肠球部 Rosai-

Dorfman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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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十二指肠球部 Rosai-Dorfman 病是一种病因不清 ,罕见的良性自限性的组织细胞疾病 , 多发生

于淋巴结内 ，淋巴结外的 Rosai-Dorfman 病在不同器官和组织上的临床表现不典型 , 有时其主要

症状和伴随症状与其他疾病的临床表现相同或相似，且内镜和组织形态下的表现也不典型 ，易与

各种慢性炎症性及增生性疾病相混淆，如：十二指肠布氏腺腺瘤，感染性肉芽肿等疾病。但由于其

具有独特的病理形态学特征和免疫组化表型，因此，根据典型的组织病理形态学特征及免疫组化染

色标记，是可以明确诊断此病的。重要的是，对增生的组织细胞的本质的正确认识是准确及时诊断

及鉴别诊断，避免误诊此病发生的关键。此外，就目前而言，其治疗方法多样，目前尚无统一意

见，可能最有效的方法是手术切除。 

 
 

PO-120 

大肠锯齿状病变的临床特点研究 

 
陶恩威,高琴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大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是消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分别居

于癌症谱的第 3 位和第 4 位。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20-30%的癌变可能来源于增生性息肉-锯齿状腺瘤

-锯齿状腺癌这一锯齿状通路，因此了解锯齿状息肉的临床特点有助于提高认识、早期诊断和治

疗，减少大肠癌的发生。 

方法 回顾分析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 2012-2018 年行结肠镜检查并确诊为大肠锯齿

状病变的病例 1457 例。了解其形态学特征、分类及临床特点。 

结果 34934 例肠镜检查共检出大肠锯齿状病变为 1457 例，检出率为 4.2%）。其中增生性息肉

（hyperplastic polys, HP）1011 例，占所有锯齿状病变的 69.3%，无蒂锯齿状腺瘤／息肉

（sessile serrated adenoma/polyps, SSA/P）360 例，占所有锯齿状病变 24.7%，传统锯齿状腺瘤

（traditional serrated adenomas, TSA）86 例，占所有锯齿状病变的 5.9%。大肠锯齿状病变的检

出率逐年增加（6 年内每年的检出率分别为 3.51%，2.41%，2.64%，2.89%，5.76%，5.98%）。

在不同类型的大肠锯齿状病变中，男性患病比例均高于女性（HP，705:306，69.73%；SSA/P，

210:150，58.33%；TSA，45:41，52.33%），各类型锯齿状病变检出的平均年龄分别为：HP，

56.77±11.38 岁；SSA/P，60.01±10.05 岁；TSA，62.50±10.38 岁。 

结论 结肠锯齿状病变近几年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临床关注，锯齿状病变好发于 50 岁以上人群，男

性居多。SSA 发生率虽然不高，但具有一定的恶变潜能，应予以重视。 

 
 

PO-121 

Postprocedural bleeding after polypectomy with repeat 
colonoscopy-report from a single tertiary hospital 

 
Man Xie,Zibin Tian,Qingxi Zhao,Xiaoyan Yin,Peng Zhang,Hua Liu,Xiaoyu Li,Wenjun Zhao,Tao Mao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procedural 
bleeding (PPB)after endoscopic polypectomy among the patients with repeat colonoscopy and to 
identify potential risk factors of PPB and evaluate the timing of repeat colonoscopy. 
Methods This was a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which was conducted in a tertiary medical 
center in China. 
Results Thirty-three cases and 162controls were collected. In univariate analysis, polyp 
size≥10mm, pedunculated type, intraprocedural bleeding and prophylaxis clipping were found to 
be risk factors for PPB after polypectomy. Polyp location was not a risk factor (P=0.139).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polyp size ≥10mm was found to b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P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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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ds ratio (OR) 6.233, 95 % confidence interval (CI) 3.924-15.877, P < 0.01). PPB developed 
3.6±2.9 days (median, 3.0 days; range, 1.0−13.0 days) after endoscopic polypectomy. twenty-
eight out of 33 patients (84.8%)received endoscopic intervention for hemostasis during the repeat 
colonoscopy and 23 out of 33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active bleeding. Hemoglobin (Hb)dropped 
more than 2 g/L was associated with active bleeding in the repeat colonoscopy (OR 0.053, 
95 %CI 0.008-0.348, P<0.01). 
Conclusions Large polyp sizes was the only relevant risk factor of PPB with repeat colonoscopy 
after endoscopic polypectomy. No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location of polyp and 
the major PPB with repeat colonoscopy. In addition, Hb decreased >2g/L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useful indicator for repeat colonoscopy and endoscopic hemostasis. 
 
 

PO-122 

肝硬化门脉血栓形成与胃肠道微生态改变 

 
黄晓铨,陈世耀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徐汇区 

 

目的 肝硬化伴随高凝状态，容易出现门脉和体循环血栓，可能与全身炎症状态、胃肠道微生态改

变相关。门静脉血栓形成可进一步增加门脉压力、加剧肝硬化进展，影响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出

血的内镜、介入等治疗疗效和长期生存。因此，寻找门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并进行预防是肝硬化

患者治疗随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本研究为一项基于 RCT 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探索门脉系

统血栓形成与胃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之间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肝硬化门脉高压食管胃静脉曲张入住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的患者，根据门脉 CT 血管检查将患者分为血栓组和非血栓组，所有患者检测外周血清

IL-6、IL-8 和 TNF-α 浓度。并在内镜治疗前收集患者胃灌洗液、新鲜粪便标本等标本进行 16s 

rRNA、宏基因组和代谢组学等检查。 

结果 共纳入 231 名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患者，其中血栓患者 103 人，非血栓患者 128 人。与非

血栓患者相比，血栓患者外周血中 IL-6（4.84 vs 2.99, p=0.000）、 IL-8（12.60 vs10.15，

p=0.082）、TNF-α（10.70 vs 9.07，p=0.020）和 D-二聚体（1.32 vs 0.43，p=0.000）显著升

高。多因素分析提示肝功能 Child 评分和血清 IL-8 与门脉血栓形成独立相关。胃微生态研究发现，

与非血栓组相比，血栓组患者胃内菌属种类明显增多，Rothia、Oribacterium 等菌属显著增加。肠

道微生态高通量测序研究发现，与非血栓患者相比，血栓患者肠道菌群中拟杆菌门丰度升高，厚壁

菌门丰度减少，血栓患者肠道菌群减少以抗炎的益生菌种为主，包括 Phascolarctobacterium sp 

CAG207 和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CAG154 等。血栓患者胃微生态和肠道菌群基因富集，功能

均较非血栓组增强，以碳水化合物活性酶增多，葡萄糖代谢等功能增强为主。宿主菌群共代谢物检

测发现，血栓患者的血清及粪便中多种菌群代谢物明显较非血栓组升高。 

结论 本研究发现，肝硬化合并门脉血栓患者存在血清 IL-6、IL-8、TNF-α 炎症因子升高，胃内菌属

种类增加，肠道菌种多样性减少，菌群碳水化合物、糖代谢等功能增强，代谢物改变，可能与门脉

血栓形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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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3 

VR(visual reality,虚拟现实）在普通结肠镜检查中应用价值的随

机对照研究 

 
郝娇荣,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普通结肠镜为一种侵入性检查方式，会给被检者带来一定的疼痛不适。有研究报道 VR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作为一种无创、相对安全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可减轻烧伤病人理疗

时的疼痛、有助于牙科及儿科操作等。本研究旨在评估 VR 在普通结肠镜检查中缓解患者疼痛不

适、提高患者满意度的应用价值。 

方法 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分为预试验和正式试验阶段。纳入的受检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试验组佩戴 VR 设备观看有声全景自然风景视频，对照组不施加特殊干预，行普通结肠镜检查。结

肠镜检查由有经验且操作熟练程度相当的内镜医师进行。试验者记录受检者一般资料、检查前自觉

焦虑评分、检查过程中疼痛及焦虑评分、满意度及是否仍愿使用该方法，VR 组受检者有无恶心、

头晕及对 VR 情境沉浸程度，记录内镜医师操作难度评分。并记录是否达盲、进镜时间、退镜时

间、总检查时间等。 

结果 截至目前共纳入 10 例受检者,VR 组及对照组各 5 例，两组间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VR 组

检查中最严重疼痛程度小于对照组，满意度稍高于对照组，但最严重及平均疼痛程度、焦虑程度和

满意度在两组间并无显著性差异。VR 组无一例恶心、头晕，对 VR 情境沉浸程度平均为 4.38，内

镜医师评价的操作难度 VR 组低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达盲率 100%，息肉检出率两组相等，

进镜时间及总时间 VR 组稍短于对照组，但二者间无统计学差异。此外，相关性分析显示检查前自

觉焦虑程度与主要结局及次要结局间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 VR 技术无创、相对安全，在普通结肠镜检查中可缓解患者疼痛不适、提高患者满意度，但较

对照无显著性差异；其对结肠镜检查质量的影响与对照相比也无显著差异。 

 
 

PO-124 

胃镜下探条扩张治疗儿童良性食管狭窄的疗效及安全性 

 
万盛华 

江西省儿童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探讨胃镜下探条扩张治疗儿童食管良性狭窄的近期疗效及安全性探讨胃镜下探条扩张治疗儿

童食管良性狭窄的近期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以江西省儿童医院 2010 年 10 月~2015 年 6 月住院诊治的 78 例食管良性狭窄患儿为研究对

象，回顾分析食管良性狭窄患儿临床表现、内镜下特点及胃镜下探条扩张治疗的近期疗效和并发

症，其中 10 例首次扩张前经气管插管口注射美蓝进行测漏。 以江西省儿童医院 2010 年 10 月

~2015 年 6 月住院诊治的 78 例食管良性狭窄患儿为研究对象，回顾分析食管良性狭窄患儿临床表

现、内镜下特点及胃镜下探条扩张治疗的近期疗效和并发症，其中 10 例首次扩张前经气管插管口

注射美蓝进行测漏。 

结果 测漏的 10 例患儿有 2 例在狭窄口上方合并食管-气管瘘，经外科手术修补后再行扩张治疗；

78 例患儿经 1 ～ 20 次间断扩张治疗后基本消除梗阻，喂养困难明显改善，其中扩张 1 次的 34

例，2 次的 16 例，3 次的 9 例，4 次的 3 例，5-7 次的 11 例，7-10 次的 2 例，11-15 次的 1 例，

16-20 次的 2 例；其中 1 例出现气胸、1 例出现穿孔，1 例出现呼吸心跳骤停。 

结论 胃镜下探条扩张儿童食管良性狭窄是一种简单、安全、有效、并发症少的治疗方法，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但首次扩张前最好先行测漏检查排外食管气管瘘，再行扩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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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5 

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反流症状与睡眠障碍的关系 

 
牟彤,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对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患者而言，睡眠障碍是常见的

困扰，通常认为这主要是由夜间反流所引起，但也有不少研究并没有发现反流与睡眠障碍之间的相

关性，其潜在原因可能是既往大多数研究没有区分引起睡眠障碍的原因。因此，本研究拟从患者的

睡眠障碍是否由反流症状引起入手，探索反流相关睡眠障碍和非反流相关睡眠障碍的 GERD 患者

的临床症状有何差异，进一步阐明区分睡眠障碍是否由反流症状引起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行食管动力检查的 GERD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比较

反流相关睡眠障碍、非反流相关睡眠障碍、无睡眠障碍三组间在 GERD 食管症状、食管外症状和

重叠症状（功能性消化不良症状、肠易激综合征症状）上的差异。 

结果 本项研究共纳入了 349 位患者（188 名男性和 161 名女性，平均年龄 49.45±11.49 岁）。其

中，168 位患者无睡眠障碍，65 位患者有非反流相关的睡眠障碍，116 位患者有反流相关的睡眠障

碍。反流相关睡眠障碍的患者比其他患者有更频繁或更严重的食管症状（P<0.001），尤其是烧心

（P<0.001）。相较于反流相关睡眠障碍的患者，非反流相关睡眠障碍的患者的反酸症状更轻（P

＜0.001），无睡眠障碍的患者的胸骨后疼痛症状更轻（P=0.008），且食管外症状更少

（P=0.001）。在男性患者中，反流相关睡眠障碍者的食管症状最为频繁或严重（P<0.001），尤

其是烧心症状（P=0.002），并且与反流相关睡眠障碍者相比，非反流相关睡眠障碍者的反酸症状

更轻（P<0.001），无睡眠障碍者的胸骨后疼痛症状更轻（P=0.008），且食管外症状更少

（P=0.001）。但对女性患者而言，无睡眠障碍、非反流相关睡眠障碍、反流相关睡眠障碍者在食

管症状、食管外症状、功能性消化不良症状和肠易激综合征症状上未见统计学差异。 

结论 在 GERD 患者中，反流相关睡眠障碍可能与更频繁或更严重的食管症状以及更多的食管外症

状有关。这种关系在男性 GERD 患者中也同样存在。及时治疗胃食管反流症状对这类患者而言至

关重要。而对于非反流相关睡眠障碍的患者和反流相关睡眠障碍的女性患者而言，其他治疗措施或

许更为关键。 

 
 

PO-126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 and anti-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antibody favoring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Crohn`s disease and ulcerative 
colitis: a multi-center study in China 

 
Ji Li

1
,Hongjie Zhang

2
,Qin Guo

3
,Qiao Mei

4
,Yufang Wang

5
,Hong Guo

6
,Ruifang Xi

7
,Hong Yang

1
,Jiaming Qian

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3.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4.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5.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6.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Xinqiao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Shanxi Ruihao Biotechonlogy Co.， Ltd 

 
Objective The discriminating potential of the anti-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antibodies (ASCA ) 
and perinuclear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 ( pANCA ) i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UC) and Crohn′s disease ( CD ), was variable due to different detection kits, national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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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status. We carried out the first multi-center study to clarify its discriminating value in 
Chinese patients.  
Methods 459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six tertiary hospital which were located in 
North(1), Middle(3) and South China(2). 130 patients with CD, 129 patients with UC, and 200 
healthy controls were included. The detection kit made by Shanxi Ruihao Biotechonlogy Co., Ltd, 
was used for the detection of iANCA-IgG, ASCA-IgAand ASCA-IgG.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positive iANCA was 66.9% in UC patients and 5.0% in healthy controls, 
with its AUC value of 0.872 for the diagnosis of UC(P<0.05). The prevalence of positive ASCA 
was 41.8% in CD patients and 7.5% in healthy controls, with its AUC value of 0.813 for the 
diagnosis of CD(P<0.05). The prevalence of positive ASCA and negative iANCA was 39.5% in 
CD patients and 7.7% in UC patients(P<0.05). The sensitivityand specificity of the combination 

for the diagnosis of CD was39.5% and 92.5％respectively. The prevalence of negative ASCA and 

positive iANCA was 3.9% in CD patients and 48.5% in UC patients(P<0.05),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combination for the diagnosis of UC was 47.7％ and 95.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Neither ASCA nor iANCA could be as a screening marker for IBD, while the 
combination ASCA and iANCA actually had the discriminating value for UC and CD. 
 
 

PO-127 

内镜下联动成像技术(LCI)联合醋酸靛胭脂染色在胃黏膜肠化 

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易健,范惠珍,桂冠 

宜春市人民医院,江西省,宜春市 

 

目的 分析内镜下联动成像技术(LCI)联合醋酸靛胭脂染色在胃黏膜肠上皮化生(IM)的临床诊断应用

价值。 

方法 选择 2017 年 4 月-2018-4 月在我院收治的怀疑胃黏膜有肠上皮化生的患者 160 例；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将 160 例患者分为普通白光组(40 例)、醋酸靛胭脂染色组(40 例)、LCI组(40 例)和 LCI联

合醋酸靛胭脂染色组(40 例)。各组患者均至少取活检组织 1 块,病理诊断作为金标准,比较 4 组内镜

下诊断方法的符合率、敏感度和特异度。 

结果 普通白光组符合率 71.2%、敏感度 79.8%、特异度 49.0%;醋酸靛胭脂染色组符合率 89.5%,敏

感度 91.9%,特异度 71.1%;LCI 组符合率 91.0%、敏感度 92.1%、特异度 73.0%; LCI 联合醋酸靛胭

脂染色组符合率 95.1%,敏感度 93.2%,特异度 99.0%。与普通白光组比较,LCI 联合醋酸靛胭脂染色

组符合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LCI组和醋酸靛胭脂染色组符合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LCI 组、醋酸靛胭脂染色组、LCI 联合醋酸靛胭脂染色组符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与普通白光组比较,LCI 联合醋酸靛胭脂染色组敏感度较高(P<0.05), 而 LCI 组和

醋酸靛胭脂染色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四组特异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内镜下联动成像技术（LCI）操作简便，单独应用或联合醋酸靛胭脂染色均能较好地识别胃黏

膜肠化病灶,有助于提高阳性活检率，减少漏诊，提高早癌发现率，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PO-128 

食管白斑的内镜及临床特点分析 

 
李雨文,谭年娣,张梦宇,肖英莲,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分析我院近 2 年食管白斑的内镜及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6 年至 2017 年内镜中心经胃镜检查可见食管白斑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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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 年共操作的胃镜例数 31640 例，其中 150 名患者检出食管白斑，白斑的检出率为 0.474%，

白斑数量分布：27 名患者可见一处白斑，4 名患者可见 2 处白斑，2 名患者可见 3 处白斑，大多数

患者（n=117）具有 3 处以上的白斑，约占 77.48%。白斑位置分布：白斑数量为 1，其中位于食

管下段占 53.57%，其次为中段（21.43%）及上段（17.86%）；白斑数量为 2，其中有一名患者

的 2 处白斑分别位于上段和下段，另外 2 名患者的白斑位于上段，1 名患者的白斑位于下段，白斑

数量为 3 的患者，1 例患者位于中下段，1 例患者位于中段；具有 3 处以上白斑的患者，其中 77 例

患者为全段食管白斑，其次为下段（n=10）和中下段（n=10），位于上段最少（n=4）。42 例患

者有活检（n=25）或者刷片（n=17），活检率为 28 %，大部分活检结果为粘膜慢性炎（n=18）,

其次为轻度不典型增生（n=4），乳头状瘤（n=2），1 例隆起白斑的病理结果为食管癌,涂片可见

真菌为 7 例，未见真菌 10 例。腹部不适为最常见的主诉症状（21.33%），其次为腹痛

（8.67%），烧心反酸（8.67%）及吞咽困难（5.33%）。 

结论 食管白斑多发于全段，其次见于下段，病理报告多为慢性炎症，可伴随食管异性增生或食管

癌，应予以重视。 

 
 

PO-129 

间充质干细胞在溃疡性结肠炎炎癌转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贺若杭,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本研究希望探索 MSC 在溃疡性结肠炎炎癌转化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本研究建立溃疡性结肠炎癌模型：8 周龄雄性 C57/6 小鼠腹腔注射 10mg/kg 的 AOM，随后饮

用 2.5%DSS 溶液 7 天，引用无菌水 14 天作为一个循环，重复三个循环建立溃疡性结肠炎模型。

实验用 MSC 提取自野生型 GFP-C57/6 小鼠，早期给予 MSC 模型为饮用 DSS 当天给予 MSC，以

后每周注射 1 次；晚期给予 MSC 模型为第二个循环结束后给予 MSC，以后每周注射 1 次。3 个循

环结束后处死小鼠，测量小鼠肿瘤个数及肿瘤大小，检测肿瘤组织学变化。利用流式细胞学、免疫

荧光、实时定量 PCR 等方法检测不同模型组免疫学变化。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早期给予 MSC 能减少肿瘤个数，但并不能减小肿瘤大小，晚期给予 MSC 肿

瘤个数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但肿瘤平均大小更大。流式结果表明早期给予 MSC 能明显较少

肿瘤组织中 MDSC 的浸润，而晚期给予 MSC 能增加肿瘤组织中 MDSC 的浸润。qPCR 结果显示

早期给予 MSC 能有效减少 CXCR2 受体以及其配体 CXCL1、2、5 的表达；而晚期给予 MSC 则明

显增加 CXCR2 受体及其配体 CXCL1、2、5 的表达。 

结论 1.早期给予 MSC 能减轻炎症，有效减少肿瘤发生，但不能减缓肿瘤发展；晚期给予 MSC 反

而能促进肿瘤发展。2.不同时间点给予 MSC 可能通过调控 MDSC 在肿瘤组织中的浸润程度而影响

肿瘤的发生发展。不同时间点给予 MSC 如何调控 MDSC 有待进一步研究。 

  
 

PO-130 

粪菌移植在艰难梭菌感染合并炎症性肠病患者中的 

治疗作用的 Meta 分析 

 
贺若杭,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本研究旨在汇总近年来报道的粪菌移植对于治疗 CDI合并 IBD 患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本实验已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在 PROSPERO 上注册，计算机检索 MEDLINE、EMBASE、

Cochranelibrary 全文数据库，检索时间截止至 2018 年 6 月。按照 PICOS 原则制定检索策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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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词同时进行主题词和自由词检索。提取文献相关信息，包括样本量、CDI 类型、是否合并

IBD、年龄、捐献者、移植方式、粪便制剂、随访时间等。采用 PRISMA 声明和 MOOSE 声明对文

献质量进行评估。 

结果 纳入 7 篇文献，共 1152 例患者，其中 257 例合并 IBD 患者，895 例非 IBD 患者，单次粪菌

移植的临床缓解率为 78.6%，合并缓解率为 80%[95%CI(75%,85%)];多次粪菌移植的临床缓解率为

91.9%，合并缓解率为 94%[95%CI(90%,98%)]；IBD 患者单次粪菌移植治疗 CDI 的有效率较非

IBD 患者要低[risk ratio:0.911,95%CI(0.83,0.99)];IBD 患者多次粪菌移植治疗 CDI 的有效率较非

IBD 患者无显著差异[risk ratio:1.01,95%CI(0.83,1.21)]. 

结论 FMT 治疗复发性、难治性、为重 CDI安全有效，合并 IBD 的患者，单次 FMT 治疗 CDI的有

效率较非 IBD 有显著差异，多次 FMT 后较非 IBD 无明显差异。故当遇到 CDI合并 IBD 患者，若单

次 FMT 无效，应考虑多次 FMT 以提高疗效。 

 
 

PO-131 

内镜 E-NOTES 保胆取石手术的可行性研究 

 
陈嘉韦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福建省,福州市 

 

目的 胆囊结石的手术治疗经历了多年的发展，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已经充分展现出相对于开腹胆囊

切除术的巨大优势。随着微创外科技术的不断发展，胆囊结石的术式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目前普遍认为胆囊具有储存胆汁及分泌、免疫的功能，在消化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保胆取石手

术就是在保留胆囊的基础上行结石取出术。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NOTES)是近年来兴起的消化内镜

微创手术，经脐部自然腔道手术称为胚胎性自然腔道手术(E-NOTES)，也被称为经脐入路内镜手术

(TUES)。本研究旨在探讨 E-NOTES 保胆取石手术的可行性。 

方法 对 30 例胆囊结石患者拟行 E-NOTES 保胆取石手术，术前完善相关检查，明确无胆囊炎性病

变或胆囊结构异常，胆囊收缩功能正常，胆囊结石小于 5 个，无典型胆囊炎症状或病史，符合内镜

保胆取石手术的适应症且无内镜检查治疗的禁忌症。完善术前准备后行 E-NOTES 保胆取石手术。 

结果 30 例手术均成功完成，手术时间 30-88min，平均 40±5min。术后第二天即可饮水及进食流

质，术后患者手术伤口疼痛轻，恢复快，切口愈合后无明显疤痕，无感染、胆漏、出血等并发症出

现。所有患者术后 5 天内均顺利出院。住院时间为 7-10d，平均 8±2.43d。出院后嘱患者均口服熊

去氧胆酸（约 10mg/kg），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术后 3 个月随访复查无再发胆囊结石。 

结论 内镜 E-NOTES 保胆取石手术具有良好的可行性，手术过程安全性高，术后并发症少，术后

患者恢复快，并可达到体表―无疤痕‖的美容效果，在胆囊结石的治疗中有重要的意义。 

 
 

PO-132 

Gamma-谷氨酰胺转肽酶与血小板比值对慢性乙型肝炎合并非酒

精性脂肪肝患者中的肝脏纤维化评价作用 

 
缪磊,黄智铭,黄燮林,吴茜茜,陈茹茹,谢威,李丹,薛敏,王顺才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 Gamma-谷氨酰胺转肽酶（GGT）与血小板计数（PLT）的比值（GPR），评价其

与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CHB-NAFLD）的患者肝脏纤维化程度的相关性，

探讨其临床与病理特点之间的关系，讨论临床应用价值，寻找需服用抗病毒药物的潜在患者，指导

临床抗病毒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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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并行肝穿刺活检

358 例患者，临床上诊断为慢性乙肝肝炎病毒感染同时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通过记录肝穿刺活检

前 1 周的患者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主诉、病史、身高、体重，同时计算身体质量指数

（BMI），采集分析化验实验室检查（抽血前空腹）如血常规、肝肾功能乙肝病毒 DNA 拷贝定量

分析、甲胎蛋白（AFP）等血清相关指标。同时计算出 GGT 与血小板比值（GPR）、AST 与血小

板比值（APRI），及肝脏纤维化四项评分（Fibrosis 4 score，FIB-4）。通过分析不同的肝脏纤维

化程度与 GPR 指数、APRI指数，FIB-4 指数，制作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无创性肝

脏纤维化模型 GPR、APRI，FIB-4 指数效能，评估在肝脏纤维化程度中的临床诊断作用及应用价

值。 

结果 通过对三个肝纤维化无创评分模型进行两两比较，GPR 值的在肝纤维化分期 S ≥2（显著肝纤

维化以上）的 AUC 为 0.76，高于 APRI（AUC=0.67， P = 0.0023）和 FIB-4（AUC=0.65 ，P 

<0.001）。GPR 值在 S≥4 级 （肝硬化期）的 AUC 为 0.86，高于 APRI （AUC=0.70 ，P 

<0.001）和 FIB-4（AUC=0.72， P = 0.0018）的 AUC，P 值小于 0.05，有统计学差异，证实

GPR 无论在评估显著肝纤维化，和预测肝硬化的效能上都优于 APRI以及 FIB-4 值。 

结论 Gamma-谷氨酰胺转肽酶与血小板计数的比值（GPR）可应用于作为慢性乙型肝炎合并非酒

精性脂肪肝患者的肝脏纤维化程度判断的参考指标，该值对临床抗病毒治疗的时机具有参考指导作

用。 

 
 

PO-133 

CD86+/CD206+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predict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and promoted EMT, partially via 
activation of the AKT/ PRAS40 Signaling Pathway 

 
dalong Sun,Tiancheng Luo,Longzi Liu,Ling Dong 

Shanghai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As the main cellular ingredients of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 play a vital role in tumor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Recently, some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TAMs are sensitive and specific prognostic factors in numerous 
cancers.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TAMs 
in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 and aimed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crosstalk between TAMs and ICC. 
Methods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of CD68, CD86 and CD206 were performed in 
tissue microarrays containing 322 patients who had undergone surgical resection and were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with ICC.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CD68, CD86 and CD206 were 
evaluated by Kaplan–Meier analysis (log-rank test) and nomogram models. THP-1 cells were 
induced to differentiate into M2-like macrophages through treatments with phorbol myristate 
acetate (PMA) and M-CSF. ICC cell lines were co-cultured with M2- macrophages to investigate 
the biological behavior of ICC cells a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associated 
molecular markers. Cytokine levels of co-culture supernatants were measured using Human 
Cytokine Array. Signaling pathways that mediated M2-TAMs promoted HCC migration were 
detected using Intracellular Signaling Array. 
Results We demonstrated that CD86+/CD206+ TAMs model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index for ICC patients. The patients with low CD86+ TAMs and high CD206+ TAMs infiltration had 
a markedly worse prognosis and increased risk of post-operation recurrence when compared with 
high CD86+ TAMs and low CD206+ TAMs intratumoral infiltration,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subgroup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CD86+/CD206+ TAMs model predicted prognosis of ICC patients 
more powerfully than single macrophages immune marker. Interestingly, CD86+/CD206+ T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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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could further distinguish CA-199 negative ICC patients, who were generally supposed with 
favorable prognosis. In order to further perfect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CD86+/CD206+ TAMs 
model, we constructed and validated a postoperative nomogram to predict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time (RFS) in ICC patients. In vitro study, M2 polarized 
macrophages increased secretion of cytokines (IL-6, TNF-α, TREM-1, MIF etc.), chemokines 

(CCL1, CCL3，CCL5) expression, thus modulated the microenvironment of ICC cells. ICC cells 

co-cultured with M2 polarized macrophages displayed an increased metastatic capability and 
expression of EMT markers. Furthermore, the AKT/PRAS40 signaling pathway contributed to the 
effects of M2 polarized macrophages on ICC cells. Phosphorylation of AKT and PRAS40 was 
markedly increased in M2 polarized macrophages cocultured ICC cells at Ser473 and Thr246, 
respectively. AKT inhibitor VIII markedly inhibited the metastatic ability and EMT of ICC cells 
cultured with M2 polarized macrophages.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D86+/CD206+ TAMs model has potential value as a 
novel prognostic factor in ICC patients. M2-polarized macrophages modulate the 
microenvironment of ICC cells and facilitated the migration and EMT of ICC cells, partially via the 
AKT/PRAS40 signaling pathway. 
 
 

PO-134 

不同时间标尺温度补偿点选择对固态高分辨率食 

管测压结果的影响 
 

张小昊,向雪莲,邱博芸,谢小平,侯晓华 

武汉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固态高分辨率食管测压（HREM）导管测压性能受温度影响，HREM 数据分析时采用拔管后

的压力数据进行温度补偿是数据分析的基础和必要环节，用于消除体温和室温差异引起的压力漂

移。国外有研究证明测压持续时间也可引起压力漂移，拔除导管后 0.5 秒和 5 秒时导管漂移的压力

不同，故采用拔管后不同时间点的压力数据进行温度补偿可能引起测压结果差异。目前温度补偿的

时间选取点无统一标准，只需尽量靠近导管拔除时间即可。因压力图显示可放大缩小，即使保证尽

量靠近导管拔除时间，不同时间标尺选取的补偿时间其实差异较大，本研究拟验证在不同时间标尺

时行温度补偿后测压结果是否差异。 

方法 选取 20 例固体 HREM（Sierra Scientific Instruments, Los Angeles, CA, USA）数据，由同一

操作者对测压数据进行分析，在时间标尺为 0.05 秒、0.1 秒、0.25 秒、0.5 秒、1 秒、2 秒、5 秒、

10 秒时行温度补偿后进行测量，比较不同时间标尺下选取补偿时间点行温度补偿后下食管括约肌

静息压(LESP)和 10 次 5ml 水吞咽时 4s 整合松弛压力（4s IRP）有无差异。 

结果 对该 20 例测压数据采用不同时间标尺(0.05 秒至 10 秒)选取补偿点行温度补偿时，测得的平

均 LESP 介于 24.55-24.83mmHg，无统计学差异（p>0.05）；每次吞咽的 4s IRP 值分别采用不同

时间标尺选取补偿点行温度补偿后的测量值均无差异（p 均>0.05）。 

结论 固态 HREM 数据分析时在不同时间标尺（0.05 秒、0.1 秒、0.25 秒、0.5 秒、1 秒、2 秒、5

秒、10 秒）选取补偿点行温度补偿对测压结果无影响，临床实践中数据分析时，只需保证温度补

偿时间选取点尽量靠近导管拔除时间，无需顾虑时间标尺。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47 

PO-135 

改良式灌肠器在急性重症胰腺炎中药保留灌肠治疗中的应用 

 
陈淑华 

宜春市人民医院,江西省,宜春市 

 

目的 观察传统一次性肠道冲洗袋和改良灌肠器在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中药保留灌肠的效果观察比

较。 

方法 选择 80 例无其他并发症的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采取随机数字法进行传统法（一次性肠道冲

洗器）和改良法（一次性输液器去过滤网连接一次性吸痰管）灌肠。观察患者肛管插入后的舒适

度、药物保留时间、灌肠后有无腹部不适及有无明显便意感。 

结果 使用改良灌肠袋中药保留灌肠后患者插管过程中及灌肠后无不适感，传统灌肠法出现不适感

10 例，改良灌肠袋灌肠法舒适度明显优于传统灌肠袋灌肠法；改良灌肠袋控制药液速度平均为 40

滴/分，传统灌肠袋控制药液速度平均为 120 滴/分，改良灌肠袋控制药液速度优于传统法；改良灌

肠袋灌肠后保留时间＞1 小时，传统灌肠袋灌肠后保留时间＜30 分钟，差异有显著意义。 

结论 一次性输液器去过滤网连接一次性吸痰管改良后大黄保留灌肠法可减轻患者在灌肠中的不适

感，准确控制药液速度，延长药物在肠道中的保留时间，明显提高治疗效果。 

 
 

PO-136 

健康人不同体位食管测压时不同类型食团清空状况的研究 

 
向雪莲,涂蕾,谢小平,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阻抗技术能显示食团清空的结果，带阻抗技术的高分辨率阻抗食管测压（HRIM）是目前评估

食管推进功能的最佳手段。一项采用 HRIM 的研究显示少数正常人在卧位食管测压时，水吞咽的不

完全清空率最高能达 50%。对患者的研究相继认为采用不同体位和食团进行食管测压能提高对异

常的诊断率，但也有人指出食管测压的部分动力异常缺乏与症状的相关性。故有必要了解正常人以

不同体位行食管测压时不同食团的清空情况以在使用 HRIM 时更好地区分正常和异常。 

方法 对 17 例无症状且内镜及反流监测均正常的受试者行卧位、坐位 HRIM（体位随机），每个体

位均行 10 次 5ml 水、5ml 黏胶（碎果冻）及小块面包吞咽。总结食团清空异常及其对应的异常测

压表现。 

结果 （1）食管测压时卧位存在异常水、黏胶和固体食团清空异常的健康人分别为 17.6%、29.4%

和 35.2%，坐位分别为 35.2%， 35.2%和 47.1%；（2）10 次吞咽中，食管测压经典的卧位水吞

咽异常清空率为 10%（中位数），与之相比，坐位水吞咽、卧位和坐位黏胶吞咽的异常清空率无

差异，但是卧位和坐位固体吞咽的异常清空率更高（中位数均为 30%， 最大值分别为 70%和

90%，p 均<0.05）；（3）水和黏胶吞咽时异常食团清空与无效食管动力（IEM）（食管测压定义

的弱蠕动）相关，固体吞咽时与 IEM、节段性同步收缩和双峰收缩相关，并且少数固体食团清空异

常见于形态正常的食管蠕动。 

结论 食管测压时，不论卧位还是坐位，正常人行固体食团吞咽时异常食团清空并不少见，临床实

践中对患者引入固体吞咽行食管测压时诊断异常需谨慎，将来针对不同食团和体位的食管测压应该

建立更合理的诊断体系和方法以更好地区分正常及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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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37 

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经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的临床病理分析 

 
贺艳婷,杨少奇,何芳,张丽娜,闪明海,苏厚强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目的 对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经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后病变病理背景进行分析。 

方法 收集 2012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间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内镜中心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

治疗的 213 例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患者的病例资料。整理并统计患者一般资料（年龄、性别、民

族）、病灶部位、术前内镜活检病理、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术后病理等相关资料。 

结果 1.本地区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患者年龄多发生于 50 岁以上，以男性多见，男女比例为 2.4:1。 

2.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主要发病部位为胃窦部，其次是胃体、胃角，贲门，胃底及其他部位（≥2 个

部位或幽门）。 

3.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术后病理背景中萎缩、肠化、炎症所占比例最高，而 Hp 感染所占比例最

低。其中萎缩及肠化组织学分级与胃黏膜病变程度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呈正相关

（分别为 r=0.232，p=0.001；r=0.237，p<0.001）。Hp 感染、活动性、炎症组织学分级与胃黏膜

病变程度之间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相关性分析示胃黏膜病变程度与 Hp 感染分级（r=-

0.067，p=0.334）、活动性分级（r=-0.057，p=0.405）、炎症分级（r=0.116，p=0.093）无相关

性。 

结论 对于年龄大于 50 岁、男性、病灶位于胃窦部、活检提示重度萎缩、肠化及 Hp 感染的患者应

定期进行精细的内窥镜检查。 

 
 

PO-138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肾小球滤过率的相关性研究 

 
李思南,朱薇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随着肥胖症和代谢综合征在全球的流行，NAFLD 增长迅速且呈低龄化发病趋势。非酒精性脂

肪性肝病已经成为目前慢性肝病的主要病因，与年龄和性别相似的普通人群相比，NAFLD 增加了

终末期肝病、肝细胞癌、以及与肝相关的全因死亡的风险。除了对肝脏本身的影响，NAFLD 同时

也是许多肝外疾病的危险因素，如心血管疾病、慢性肾脏疾病、大肠癌、内分泌疾病(包括 2 型糖

尿病和甲状腺功能障碍)和骨质疏松。肾脏疾病是世界性的重大临床和公共卫生问题。慢性肾脏病 

(CKD) 具有患病率高、知晓率低、预后差和医疗费用高等特点，是继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恶性

肿瘤之后，又一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许多研究已经证实 NAFLD 为 CKD 的独立危险因素，

但是 CKD 早期也与极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关，更早期的发现肾小球滤过率（GFR）的异常将变

得意义重大。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旨在通过对普通体检人群中 NAFLD 和 GFR 相关性的研究，探讨

NAFLD 对早期肾小球滤过率的影响。希望可以在 CKD 前期即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干预，减少

CKD 的发生，并且为 CKD 的预防和治疗提供研究靶点。同时，由于 NAFLD 的无症状性以及缺乏

特定的治疗方法，大家对 NAFLD 的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研究加强大家对

NAFLD 的认识，对 NAFLD 引起足够的重视，尽早对其进行干预。 

方法 收集体检人群结果，参考《中国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疗指南(2010 年修订版)》NAFLD 诊断

标准，并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SM）去除代谢综合征征等混杂因素影响，对 NAFLD 和无

NAFLD 组 GFR 进行差异分析。 

结果  和无 NAFLD 组相比，NAFLD 组的肾小球滤过率（ GFR）更低   （99.69(89.72-

108.68)mL/min/1.73m2 vs. 106.05(95.43-115.86)mL/min/1.73m2，P<0.001）。在调整性别、年

龄、代谢综合征、BMI、腰围、空腹血糖、血压、血脂、尿酸等影响后，NAFLD 组和无 NAFLD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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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R 差 异 仍 显 著 （ 99.45(89.72-108.77) mL/min/1.73m2 vs. 103.76(92.61-

113.14)mL/min/1.73m2，P=0.035）。 

结论 NAFLD 的存在与肾小球滤过率（GFR）的降低相关， NAFLD 是肾小球滤过率（GFR）降低

的独立危险因素，这种影响在 CKD 前期即有体现。 

 
 

PO-139 

低剂量万古霉素联合熊去氧胆酸在 PSC 中治疗效果的 

实验性研究设想 

 
周燕,虎金朋,莫丽蓉 

宁夏医科大学 

 

目前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抗生素是作为治疗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的一种

潜在方法，但临床实验较少，需要进一步研究去检验其安全有效性；本实验设计旨在探究抗生素在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中的疗效与安全性；选取若干个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以双盲的方式随机分

到 2 个组，实验组：低剂量万古霉素(125 mg) 4 次/d，联合熊去氧胆酸(15mg/kg/day)，对照组:安

慰剂对照，治疗 12 周后，观察碱性磷酸酶、血清胆红素及对比梅奥 PSC 风险评分等指标； 

 
 

PO-140 

胃癌代谢标志物的研究 

 
江文俊,周丽雅,林三仁,李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全世界胃癌死亡人数仅次于肺癌，居第二位，胃癌治疗的关键在于早期诊断和治疗，但目前

临床上所使用的标志物用于胃癌筛查的价值非常有限。本文对胃癌患者胃液的氨基酸谱进行分析，

发现胃癌患者胃液氨基酸谱特征，期望寻找到有价值的胃癌标志物。 

方法 在我院内镜室收集胃癌（早期胃癌 34 例，进展期胃癌 37 例）和胃炎患者（39 例）的胃液，

通过使用液相质谱（LC-MRM）技术检测胃癌和胃炎患者胃液中的氨基酸浓度，筛选胃癌和胃炎患

者之间的差异性氨基酸。ROC 曲线分析胃液氨基酸判别胃癌的价值。 

结果 发现了 29 种差异性的氨基酸分别存在于早期、进展期胃癌与胃炎患者的胃液中，其中 28 种

氨基酸的浓度在早期胃癌和进展期胃癌胃液中变化一致（27 种氨基酸上升， 仅磷酸乙醇胺下

降），肌氨酸仅在早期胃癌胃液中升高，天门冬酰胺仅在进展期胃液胃液中升高。同时，研究发现

诊断早期胃癌的 5 种氨基酸（异亮氨酸、赖氨酸、缬氨酸、苏氨酸和丙氨酸） AUC 值均为 0.85 

以上。 

结论 胃液中的 29 种氨基酸含量在胃癌的早期阶段就发生升高，胃液中的异亮氨酸、赖氨酸、缬氨

酸、苏氨酸和丙氨酸对早期胃癌有较好的诊断价值。本文的创新性：利用 LC-MS 技术检测胃癌胃

液中的氨基酸谱，发现了更多的氨基酸在胃癌（早期和进展期）胃液中发生了变化，同时，得到 5 

种氨基酸对早期胃癌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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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1 

基于宏基因组学分析构建诊断大肠癌的肠道菌群标签 

 
张昕雨,朱小强,曹颖颖,陈豪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根据粪便样本宏基因组学数据建立肠道菌群标签用于大肠癌的非侵入性筛查与诊断。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285 例样本，根据随机森林分类算法筛选出与是否患有大肠癌密切相关的特征

细菌，利用 6 种不同的机器学习分类模型建立大肠癌的诊断模型并计算诊断模型的准确率，然后利

用内部与外部两组验证集进行内部和外部验证。 

结果 本研究首先筛选出了 9 种与是否患有大肠癌密切相关的特征细菌，然后利用这 9 种细菌根据 6

种机器学习方法在训练集中建立了 6 种诊断大肠癌的模型。这 6 种模型中，随机森林模型在训练集

中的准确率最高，达 0.8477，其在内部验证集和外部验证集中的准确率分别为 0.8158 和 0.7344，

在全集中 ROC 曲线下面积（AUC 值）为 0.894。 

结论 本研究根据粪便样本的宏基因组学数据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了由 9 种细菌组成的诊断大肠

癌的菌群标签，这种标签所选特征较少，且能够有效对健康者与大肠癌患者进行分类，具有发展成

为新型筛查、诊断大肠癌的非侵入性方法的潜力，对临床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PO-142 

塞来昔布通过调节脾-肝轴缓解大鼠肝纤维化的研究 

 
汤诗杭

1
,高锦航

1,2
,赵翀

2
,马骁

1
,甘灿

1
,苏薇

1
,叶颜婷

1
,唐承薇

1,2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消化疾病研究室 

 

目的 脾脏是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脾脏中的免疫细胞和炎症介质经脾静脉入肝，影响肝脏慢性炎

症发展。而环氧合酶-2（cyclooxygenase-2, COX-2）在肝硬化肝脏中高表达，且与肝硬化分期密

切相关。本研究拟探究选择性 COX-2 抑制剂塞来昔布能否通过调节脾-肝轴影响大鼠肝纤维化进展 

方法 24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NC）、肝硬化组（TAA）和肝硬化治疗组（TAA+C）。

NC 组腹腔注射生理盐水，TAA 组腹腔注射硫代乙酰胺（TAA）诱导肝纤维化，TAA+C 组腹腔注

射 TAA，同时给予塞来昔布灌胃治疗。HE 和天狼猩红染色检测肝脏及脾脏组织学变化。脾脏指数

（脾脏重量/大鼠体重）衡量各组脾脏大小。流式细胞学定量检测脾脏内总 T 细胞，细胞毒 T 细

胞，调节性 T 细胞以及总 B 细胞，边缘区 B 细胞和活化 B 细胞的数量。ELISA 检测脾脏内 TNF-

α，IL-1β 炎症介质的表达。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脾脏内 ki-67 表达 

结果 与正常组相比，TAA 组肝纤维化及门静脉压均显著增加，而塞来昔布治疗后均较 TAA 组明显

降低。TAA 组脾脏指数比正常组增加了 73.9%，而塞来昔布显著减小脾脏指数。与正常组相比，

脾内胶原沉积面积显著增加，而塞来昔布显著减少脾内胶原沉积。与 TAA 组相比，塞来昔布显著

抑制脾脏红髓和白髓内 ki-67 的表达。此外，塞来昔布能显著抑制脾内 COX-2，TNF-α，IL-1β 的

表达。且相较于 TAA 组，塞来昔布能显著减少脾内细胞毒 T 细胞，调节性 T 细胞，活化 B 细胞的

数量，但增加边缘区 B 细胞数量 

结论 塞来昔布可能通过抑制脾内纤维化、血管新生、淋巴细胞增殖等病理现象，改善脾内微环

境，减少脾脏 T，B 细胞及炎症介质输出，从而调节脾-肝轴以改善大鼠肝纤维化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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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43 

内镜手术在治疗胃低级别上皮内瘤变中的应用研究 

 
林五连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手术在治疗胃低级别上皮内瘤变中应用和观察。 

方法 搜集 2018 年 1 月-2018 年 6 月至我院行胃镜检查阳性及病理活检提示胃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

患者，分为胃内弥漫病灶活检提示低级别组（A 组）、胃内孤立病灶活检提示低级别组（B 组）。

A 组分别设立内镜下射频消融术治疗 1 次和内镜下射频消融术治疗 2 次为 1 次组、2 次组，分别于

术后 1 月、3 月、6 月随访内镜观察并活检，1 次组采用大口径活检钳活检 1 次，2 次组采用 4 点活

检。对比观察不同次数的射频消融术治疗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效果，探讨治疗低级别上皮内瘤变中

射频治疗的强度，同时探讨内镜随访的时间节点、随访中活检方式的选择。用内镜下病变粘膜切除

术的方法，分别设立 EMR、ESD 治疗方法两组，观察两组的治疗效果，术后随访同射频组。 

结果 A 组中 2 次组于术后 1、3 月复查内镜比 1 次组镜下表现未见明显变化，术后 6 月复查比较 2

次组活检提示低级别比 1 次组例数少（P<0.05）；4 点活检比大口径活检提示低级别阳性率高

（P<0.05）；B 组中 ESD 组在术后 1、3、6 月随访内镜下未见明显变化，活检提示低级别阳性率

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2 次射频治疗胃内弥漫性病灶提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效果好，多次活检阳性率高，术后 6 月随

访内镜可作为内镜随访节点， EMR 和 ESD 均可以治疗病理提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胃内孤立病

灶。 

 
 

PO-144 

胃肠道原发与继发淋巴瘤临床及内镜特点的差异 

 
王晔,张宏娜,丁士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通过回顾分析，比较胃肠道原发与继发淋巴瘤临床与内镜特点的差异。 

方法 检索 2010-2017 我院住院患者病历资料，纳入标准：通过内镜及病理诊断确诊为胃肠道淋巴

瘤的患者。排除标准：临床、内镜资料不完整，没有进行系统的临床评估，无法确定是否为原发或

继发胃肠道淋巴瘤的患者。原发胃肠道淋巴瘤定义为：（1）无病理性浅表淋巴结肿大；（2）无纵

隔淋巴结肿大；（3）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及分类正常；（4）病变原发于胃肠道，除引流区域淋巴结

受累及周围脏器直接受侵犯外，未发现其他肿块；（5）肝脾正常。统计纳入患者的人口统计学资

料、受累部位、临床及内镜表现、病理类型、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分期等指标加以比较，连续变

量采用 t 检验、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P＜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纳入 122 名胃肠道淋巴瘤患者，其中原发组 64 例（男性 33 例），平均年龄 59.2 岁，继发

组 58 例（男性 33 例），平均年龄 60.0 岁，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临床表现上，原发组 17 例患者

（26.6%）存在 B 组症状，继发组 28 例（48.3%）存在 B 组症状（P<0.05）。原发组 31 例为 I-II

期（48.4%），继发组 4 例为 I-II 期（6.9%）（P＜0.01）。受累部位上，原发组单纯胃受累 37

例，单纯肠道受累 19 例，多部位受累 8 例，继发组单纯胃受累 23 例，单纯肠道受累 32 例，多部

位受累 3 例，继发组肠道受累多于原发组（P＜0.05）.病理类型上，两组均以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最常见，但 MALT 淋巴瘤在原发组（15 例，23.4%）明显高于继发组（5 例，8.6%）（P＜

0.05）。原发组中，44 例患者进行了 Hp 感染检查，阳性率为 50%；继发组中，19 例接受了 Hp

感染检查，阳性率为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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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胃肠道原发与继发淋巴瘤在临床、内镜、病理特点上有显著差异，与胃肠道原发淋巴瘤相

比，胃肠道继发淋巴瘤 B 组症状更常见、临床分期更晚、肠道受累更常见，病理类型上，MALT 淋

巴瘤少见，Hp 感染率低于原发组。 

 
 

PO-145 

α-常春藤皂苷通过活性氧-线粒体途径促进食管癌细胞凋亡 

 
李娇,马静静,胡雪,董卫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探讨 α-常春藤皂苷（α-Hederin）食管癌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培养食管癌 Eca109 细胞，加入浓度梯度的 α-Hederin 作用 24 小时，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

能力。将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5、10、20 µM α-Hederin 组，GSH 试剂盒检测各组 GSH 水平。

将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α-Hederin（10µM）组、α-Hederin（10µM）组、α-Hederin（10µM）+ 

BSO 组、α-Hederin（10µM）+ NAC 组，Hoechst 33258 染色检测细胞凋亡，活性氧试剂盒检测

活性氧水平，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相关蛋白水平。 

结果 α-Hederin 呈浓度依赖性抑制 Eca109 细胞增殖（IC50 18.45 μM）。α-Hederin 降低 Eca109

细胞内 GSH 含量（P ＜0.05）。相比空白对照组，α-Hederin（10µM）组细胞凋亡率和细胞内活

性氧水平明显升高（P ＜0.05）。BSO 或 NAC 能够促进或抑制 α-Hederin 对细胞凋亡及细胞内活

性氧的作用。Western blot 显示 α-Hederin 促使胞浆中 AIF 和 Cyt C 水平增高（P ＜0.05）。 

结论 α-Hederin 通过活性氧-线粒体途径促进食管癌细胞凋亡。 

 
 

PO-146 

结直肠癌患者的肠道菌群促进小鼠肠道腺瘤癌变的研究 

 
李璐,曹海龙,李晓飞,孙悦,姜葵,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和平区 

 

目的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世界

范围内位居前列。90%以上 CRC 是由肠道腺瘤进展而来。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失调与 CRC 的发

生关系密切，但其因果关系仍未完全阐明。本研究以可自发形成肠道腺瘤的 Apcmin/+小鼠为研究对

象，探索肠道菌群失调在肠道腺瘤癌变中的作用。 

方法 4 周龄 Apcmin/+小鼠适应一周后，分为正常对照组（FMT-AH）和实验组(FMT-AC)，每组 10

只。实验前 3 天给予两组小鼠饮用抗生素鸡尾酒（氨苄青霉素、新霉素、甲硝唑和万古霉素）预处

理。分别收集制备健康人（n=10）及结直肠癌患者（n=10）的粪菌液，进行菌群移植实验（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FMT-AH 组给予来源于健康人的混合粪菌液，FMT-AC 组给

予来源于结直肠癌患者的混合粪菌液，为期 8 周的菌群移植共 16 次。于第 9 周处死小鼠并评价其

肠道肿瘤数量、肿瘤异型增生程度和癌变情况；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评估肿瘤细胞增殖情况，原位末

端转移酶标记技术评估肿瘤细胞凋亡。同时评价肠道炎症水平及肠粘膜屏障功能；Illumina 测序评

价 FMT 后肠道微生物群丰度和多样性的变化；并评价肿瘤相关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活化情

况。 

结果 与 FMT-AH 组小鼠相比较，FMT-AC 组小鼠肠道腺瘤总数、小肠以及结肠腺瘤数量增多，有

统计学差异（p<0.05）。在 FMT-AC 组中，肿瘤细胞增殖 Ki-67 阳性细胞率明显增加而细胞凋亡百

分比减少。白细胞介素-6（IL-6）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等促炎因子表达显着增加，维持肠道

粘膜完整性的 Claudin-3 和 Ooclaudin 表达降低，而 Claudin-1 表达上调。FMT-AC 组小鼠相比

FMT-AH 组小鼠表现出更为显著的肠道菌群失调，有害菌增加，益生菌减少。在 FMT-AC 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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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肿瘤细胞 β-catenin 的异位表达量明显增加，其下游分子细胞周期蛋白（cyclinD1）阳性表达

率增高。 

结论 CRC 患者菌群可引起 Apcmin/+小鼠肠道屏障破坏，诱导肠粘膜慢性低度炎症以及肠道菌群失

调；同时加剧肠道肿瘤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诱导 Wnt 通路活化进而促进肠道腺瘤癌变。本

研究为肠道菌群诱导肠腺瘤恶变提供直接证据，为建立以肠道菌群为靶点的肠癌防治新策略奠定实

验基础。 

 
 

PO-147 

Cancer cell- intrinsic PD-1 regulated tumor growth 

 
Han Yao,Jie Xu,Jingyuan Fang 

Renji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To study tumor cell- intrinsic PD-1 pathway effects. 
Methods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was conducted by searching the Embase, MEDLINE, 
PubMed and Google Scholar databases to June  2018 to identify all studies or review about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of tumor cell-expressed PD1 and PDL1/PD1 immunotherapy.  
Results Therefore, it hinted that combination of therapies targeting the MAPK pathway with PD-
1/PDL1 blockade may enhance cancer curative effect,  because they concurrently activate tumor-
specific immunity ,block the MAPK oncogenic pathway and also might additionally suppress 
mTOR-associated protumorigenic signals. 
Conclusions Therefore, it is vital to recognize cancer cell-intrinsic PD-1 receptor-driven 
tumorigenesis or tumor-suppression and expand our horizon of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progre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ancer,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further refinement 
of  PD-1-targeted therapies. 
 
 

PO-148 

小肠淋巴瘤造影表现的多样性 

 
王爱英,张耀朋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总结 29 例淋巴瘤的小肠造影表现，并探讨其诊断要点。 

方法 一般资料：男性 21 例，女性 8 例；年龄 27-89 岁，中位年龄 62 岁。主要临床表现：腹痛 19

例，腹泻 12 例，腹胀 8 例，呕吐 6 例，消瘦 15 例，发热 3 例，纳差 4 例，黑便/便血 3 例，腹部

包块 4 例。病理结果：均为 NHL，24 例 B 细胞淋巴瘤，4 例 T 细胞淋巴瘤，1 例 NHL 未分类。总

结小肠造影的主要表现、诊断，病变部位及侵及范围。 

结果 小肠造影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①8 例表现为肠管扩张呈―动脉瘤‖样或―腊肠‖样改变，肠壁欠

柔软，黏膜皱襞消失，4 例伴有多发不规则小龛影。造影诊断淋巴瘤 6 例，小肠肿瘤 1 例，小肠炎

症 1 例。②10 例以肠管不规则狭窄为主要表现，黏膜皱襞破坏、紊乱，结节不平，3 例伴有不规则

龛影,1 例有肠管外压性改变。造影诊断淋巴瘤 7 例，炎性狭窄伴不全肠梗阻 1 例，肠结核 1 例，转

移瘤 1 例。③7 例表现为粘膜皱襞粗大、紊乱，结节不平，肠壁边缘不整，呈―锯齿状‖，2 例伴有

多发不规则龛影，1 例伴有单发约 2cm 不规则龛影。造影诊断淋巴瘤 4 例，淋巴增生样息肉病 1

例，嗜酸细胞性小肠炎 1 例，空肠黏膜病变性质待定 1 例。④1 例表现为空回肠散在大小约 1cm--

1.5cm 不规则龛影，界限清楚，周围无粗大皱襞，无结节状隆起，肠管无狭窄及扩张。造影诊断小

肠多发溃疡，炎症可能。⑤3 例表现为弥漫性黏膜皱襞紊乱，呈―绒毛状‖、―网格状‖，1 例伴有多发

小龛影。造影诊断淋巴瘤 1 例，小肠吸收不良 1 例，小肠炎症 1 例。病变部位：十二指肠 1 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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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 13 例，回肠 22 例，回盲部 3 例。病变范围＜5cm 有 4 例，5~10cm 有 10 例，＞10cm 有 8

例，弥漫性病变 6 例，散在多发溃疡 1 例。 

结论 淋巴瘤的小肠造影表现多种多样。肠管呈―动脉瘤‖样、―腊肠‖样扩张，黏膜皱襞破坏消失；或

肠管非局限性不规则狭窄，黏膜皱襞粗大紊乱，表面有大小不等的结节及多发不规则龛影是小肠造

影诊断淋巴瘤的要点。 

 
 

PO-149 

血管生成素在肠易激综合征及其低 FODMAP 饮食治疗中的  

功能和机制研究 

 
罗靓,陈彬睿,张雅雯,戴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近年来研究表明肠易激综合征（IBS）与内脏高敏感、肠道菌群改变、肠道粘膜屏障、免疫激

活等多方面因素相关，但是 IBS 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仍不明确。低 FODMAP 饮食干预能显著降

低 IBS 症状严重程度，但低 FODMAP 饮食治疗 IBS 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血管生成素

（angiogenin, ANG）通过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存活、迁移和侵袭等过程而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

展相关。既有文献报道发现，ANG 与肠道炎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研究利用 IBS 避水应激小鼠

模型和 ANG 基因敲除小鼠，旨在探究 ANG 在 IBS 及其低 FODMAP 饮食治疗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本研究首先检测 IBS 患者低 FODMAP 饮食治疗前后粪便 ANG 量的变化情况，评估 ANG 在

低 FODMAP 饮食治疗中的作用。同时我们构建了 ANG 敲除小鼠模型，并检测敲除后小鼠肠道菌

群变化情况。另一方面，我们在小鼠 IBS 避水应激模型中，检测各组结肠 ANG 水平，证实 ANG

在避水应激模型 IBS 小鼠中的作用。更进一步地，我们应用 ANG 敲除（KO）小鼠及野生型

（WT）小鼠予以避水应激（WAS）造模，检测 ANG 缺失对 WAS 造模 IBS 的影响。 

结果 （1）在 IBS 患者的低 FODMAP 饮食治疗的临床研究中，我们发现常规饮食指导组粪便中

ANG 量干预前后无差异，而在低 FODMAP 饮食治疗后粪便中 ANG 量显著下降。（2）通过对

ANG 敲除小鼠的粪便菌群检测，我们发现 ANG 敲除后部分产丁酸的梭菌相对丰度升高，且部分拟

杆菌等条件致病菌显著下降，且产丁酸的梭菌将影响肠道代谢产物。（3）构建的小鼠 IBS 避水应

激模型中，结肠的 ANG RNA 在 IBS 组显著升高，并且对照组给予高 FODMAP 饮食治疗较对照饮

食后，结肠的 ANG RNA 水平显著升高。（4）WT 组小鼠 WAS 造模后腹壁回撤反射评分

（AWR，提示内脏敏感性）显著升高，但 ANG 敲除小鼠 WAS 造模后 AWR 评分与对照组无明显

差异。有意思的是，在小鼠体重增长率的比较中，我们发现 WT 组小鼠的 WAS 组体重增长率显著

低于非 WAS 对照组；而 KO组的 WAS 造模小鼠体重显著高于 WT 组的 WAS 造模，即 ANG 敲除

可能逆转避水应激（WAS）造模对于内脏敏感性以及小鼠体重的改变。 

结论 ANG 在 IBS 及其低 FODMAP 饮食治疗中作为重要的功能基因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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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0 

The interaction of beta2-glycoprotein I and the large 
hepatitis B surface protein promotes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in hepatitis B-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Yaming Liu

1
,Jessica L. Maiers

2
,Yajuan Rui

3
,Pujun Gao

3
,Yulan Liu

4
,Jianlin Ren

1
,Lewis Roberts

2
 

1.Zhongshan Hospital Xiamen University 

2.Mayo Clinic 
3.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4.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Beta2-glycoprotein I (beta2-GPI) is an acute phase protein during HBV infection. It is 
upregulated by HBV and the large surface protein (LHBs), also found to be elevated in HBV-
producing hepatoma cells. Intracellular retention of HBsAg induces endoplasmic reticulum (ER) 
stress in hepatocarcinogenesis. We aim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of beta2-GPI and LHBs 
promotes ER stress in HBV-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Methods Beta2-GPI expression at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were assayed by Western Blot and 
RT-qPCR in different cell lines (L02, SMMC-7721, Huh7, BEL7402, HepG2 and HepG2.2.15 
cells) and liver tissues from patients with HBV-related HCC. Next, beta2-GPI and HBV expression 
vectors were co-transfected in 293T cells. Posttransfection 36 hrs, beta2-GPI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d intercellular HBsAg level and HBsAg titer in conditioned 
media were measured by ELISA. Additionallly, 293T cells were co-transfected with beta2-GPI 
and either HBV or LHBs for 36 hrs and examined for expression of ER stress markers Bip, XBP-1 
and CHOP using Western Blot or RT-qPCR assay. 
Results Beta2-GPI expression at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is much higher in HepG2.2.15 cells 
compared to controls (L02, SMMC-7721, Huh7, BEL7402 and HepG2 cells).  It is highly 
expressed in carcinoma liver tissues from patients with HBV infection compared to control or 
adjacent non-tumor tissues (p<0.05). Additionally, HBV upregulates beta2-GPI expression in 
293T cells cotransfected with beta2-GPI and HBV expression vectors. Beta2-GPI overexpression 
inhibits HBsAg secretion, which induces ER stress, as evidenced by production of BiP, XBP1 and 
CHOP.  This effect is mediated by the LHBs, as its reten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beta2-GPI leads 
to ER stress. 
Conclusions The interaction of beta2-GPI and HBV promotes ER stress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HBsAg and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 of hepatocarcinogenesis. 
 
 

PO-151 

初级纤毛与自噬在肝癌中的作用研究 

 
刘莲,黎培员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初级纤毛是一种突出在细胞膜外的细胞器，主要调控信号传导和细胞周期。在肿瘤中，癌组

织相比癌周组织纤毛表达减少。自噬通过维持细胞稳态抑制原发肿瘤的形成，但自噬能增强肿瘤细

胞对压力环境的适应从而促进肿瘤的生长存活。本研究旨在探索肝癌中初级纤毛和自噬的作用，并

在体内外验证初级纤毛缺乏对肝癌形成的促进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肝癌细胞，免疫荧光技术观察细胞初级纤毛的生长。免疫印迹技术检测初级纤毛关

键蛋白 IFT88 的表达和自噬流变化。通过 siRNA 技术干扰细胞 IFT88 和自噬分子 ATG7 的表达，

RFP-GFP-LC3 双荧光标记系统和电镜检测自噬流。通过 CCK-8 实验和 transwell 实验检测细胞增

殖、迁移、侵袭能力。肝癌细胞种植于裸鼠皮下建立移植瘤模型，瘤内注射胆固醇修饰的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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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T88，测量瘤体生长，免疫组织化学观察种植瘤 IFT88 和自噬分子表达。TCGA 数据库分析 IFT8

和 ATG7 与肝癌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肝癌细胞 SMMC-7721 和 Huh7 在乏血清条件下培养初级纤毛变长，IFT88 表达增高，LC3 

II/I 增高，p62 降低，自噬流被激活。沉默 IFT88 基因后，细胞纤毛变短，LC3 II/I 增高，p62 降

低，自噬溶酶体增多，自噬流激活，且细胞增殖、迁移、侵袭能力增强。在干扰纤毛的基础上，沉

默自噬关键基因 ATG7，发现抑制自噬可以降低转染 si-IFT88 肝癌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能力。

裸鼠肝癌皮下移植瘤模型证明，初级纤毛下调对肝癌形成有促进作用（瘤体体积：668.5 mm3 vs 

1109.2 mm3；P<0.01），自噬激活。肝癌组织中 IFT88 高表达和 ATG7 低表达与患者生存期成正

相关。 

结论 抑制初级纤毛可通过激活自噬促进肝癌的体内外恶性行为，纤毛关键蛋白 IFT88 和自噬分子

ATG7 与肝癌患者预后相关。进一步探索初级纤毛和自噬在肝癌生长中的作用和机制，或可为肝癌

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线索。 

 
 

PO-152 

Forrest IIA 级溃疡内镜和介入治疗对比的回顾性研究 

 
兰天

1
,童欢

1
,魏波

1
,钱帅杰

2
,吴浩

1
,唐承薇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2.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消化性溃疡是消化内科常见病之一。8%的消化性溃疡属于 Forrest IIA 级，即内镜下表现为无

活动性出血的血管残端。该型溃疡在无进一步治疗的情况下，再出血率为 43%。对于 Forrest IIA

级溃疡，临床上常采用内镜或介入治疗防治溃疡出血，但治疗后患者仍可出现再出血。本文旨在对

比内镜和介入治疗 Forrest IIA 级溃疡的临床疗效和卫生经济学指标，探讨止血治疗方式选择的合

理临床决策。 

 方法 通过查询华西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查询华西医院近 5 年内镜下诊断为 Forrest IIA 级溃疡，且

住院期间接受过内镜和（或）介入止血治疗的患者，按接受治疗方式将患者分为内镜治疗组，介入

治疗组及联合治疗组，回顾分析各组人口学特征、止血成功率、再出血率、红细胞悬液输注量、住

院费用以及住院天数，并使用 SPSS19.0 软件统计分析各组数据差异的显著性。 

结果 按照纳入排除标准，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华西医院共收治 104 例 Forrest IIA 级

溃疡患者，性别构成为 90:14（男：女），平均年龄为 57.0±17.0 岁。其中，53 例接受内镜治疗，

19 例接受介入治疗，32 例接受内镜联合介入治疗。内镜治疗、介入治疗和内镜介入联合治疗患者

住院期间止血成功率分别为 95.0%，82.4%，100%（p<0.05），术后出现再出血率的比例分别为

28.3%，47.4%，12.5%（p<0.05），红细胞悬液输注量分别为 6.6±5.2U，16.2±6.6U 及 7.3±4.3U

（ p<0.05 ）。三组 患者住院 费用分 别 为 45513.8±41307.3 元， 88486.3±69818.8 元 ，

41885.4±24611.0 元（p<0.05），平均住院天数分别为 16.7±15.4 天,16.9±9.6 天,13.8±4.5 天

(p<0.05)。 

结论 相比单纯内镜或介入治疗，内镜联合介入治疗在 Forrest IIA 级溃疡患者中能获取更好的临床

疗效和更优化的卫生经济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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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53 

不同亚型的贲门失弛缓症患者远端食管平滑肌层的免疫组化研究 

 
张梦宇,邢象斌,王锦辉,谭年娣,李雨文,陈旻湖,肖英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结合最新的芝加哥分类标准，比较不同亚型的贲门失弛缓症（achalasia，ACH）患者的 c-

kit、神经型一氧化氮合酶（n-NOS）、胆碱能转移酶（ChAT）在远端食管平滑肌层的表达情况，

为 ACH 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提供启示。 

方法 纳入自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院确诊为 ACH 并行改良 POEM 手术的患者，并以

食管癌患者作为对照。记录患者的临床特征包括年龄、体重、体重指数（BMI）、病程、E 量表评

分及食管体部最大径。收集 ACH 患者及食管癌患者的食管远端平滑肌进行免疫组化，检测 c-kit

（ Caial 间质细胞的标志物）、n-NOS、ChAT 的表达情况。 分析方法分为定量及半定量。定量分

析：计算患者及对照者食管远端平滑肌阳性表达的细胞数目（5 个不同高倍镜视野下阳性表达的细

胞数目的平均值）。半定量分析：I 级，多数阳性细胞，均匀分布在大部分视野内，为正常；II

级，成片分布的阳性细胞，为轻度减少；III 级，只有稀少或单个阳性表达，为明显减少；IV 级，

无阳性表达，完全丧失。 

结果 共纳入 ACH 患者 54 例，其中男性 28 人，纳入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38.6 ±13.1 岁，中位病程

为 3（0.2—30）年。根据最新的芝加哥分类标准，纳入患者包括 I 型 24 例，II 型 25 例，III 型 5

例。各型之间的临床特征无统计学差异。纳入对照者 10 名（男性 7 人，平均年龄：44.6 ±10.2

岁）。免疫组化结果显示，ACH 患者食管远端平滑肌的 c-kit 表达明显低于对照者（p＜0.05），I

型及 II型 ACH 患者 c-kit 表达呈 III/IV 级减少的比例明显均高于 III型患者（I型 vs III型：62.5% vs 

40%；II型 vs III型：64% vs 40%，p 值均＜0.05）。c-kit 呈 III/IV 级减少的 ACH 患者的病程明显

长于 I/II 级患者（p＜0.05）。类似地，ACH 患者食管远端平滑肌的 n-NOS 表达显著低于对照者，

I型及 II型 ACH 患者 n-NOS 表达呈 III/IV 级减少的比例明显高于 III型患者（p 值均＜0.05）。各型

ACH 患者的 ChAT 表达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ACH I型和 II型的远端食管平滑肌层的 c-kit 及 n-NOS 表达缺失情况相近，III型患者的存留较

多。ACH 患者食管 c-kit 表达与病程呈负相关关系。 

 
 

PO-154 

骨髓基质干细胞（MSC）生长微环境的改变在 Hp 

致胃癌发生中的作用 

 
樊梦科,施慧英,崔莲莲,钱伟,蔺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幽门螺杆菌（HP）感染的情况下，胃肠道呈现低谷氨酰胺（Gln）的状态。有研究表明在低

谷氨酰胺的微环境下，MAPK/ERK 信号通路可能通过改变干细胞三羧酸循环能量代谢特点调控干

细胞甲基化状态，进而影响干细胞生物学特性。本实验主要研究 Hp 感染后胃肠道微环境的变化对

MSC 参与的 Hp 相关胃癌发生中的作用，从而为胃癌的防治提供新思路。 

方法 体外培养 MSCs,利用 Hp 上清、HP 上清+GGT（谷氨酰胺转移酶）抑制剂诱导细胞，体外模

拟 HP 感染的低谷氨酰胺微环境干预 MSCs，使用谷氨酰胺试剂盒检测细胞上清谷氨酰胺浓度、

CCK8 检测不同干预条件细胞的增值情况、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 p-ERK、ERK 的表达情况；将上

述四种干预条件的细胞分别注射到裸鼠的右侧腋窝的皮下，观察肿瘤的形成情况，并取瘤体组织行

HE 染色、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 p-ERK、ERK 的表达情况. 

结果 细胞实验：1.MSC+Hp 组谷氨酰胺浓度低于单纯 MSC 组；MSC+Hp+GGT 酶抑制剂组谷氨酰

胺浓度高于 MSC+Hp 组；低 Gln 组谷氨酰胺浓度低于单纯 MSC 组。2.MSC+Hp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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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Hp+GGT 酶抑制剂组细胞增殖能力大于单纯 MSC 组；低 Gln 组细胞增殖能力低于单纯

MSC 组。3. MSC+Hp 组的 p-ERK 的表达量较 MSC 组高；MSC+Hp+GGT 酶抑制剂组 p-ERK 的

表达量较 MSC+Hp 组低。动物实验：1.空白组及单纯的 MSC 组均没有皮下瘤形成，MSC+HP 及

MSC+HP+GGT 抑制剂组有皮下瘤形成；但 MSC+HP+GGT 抑制剂组皮下瘤的大小及重量小于

MSC+HP，有统计学差异；2.将瘤子取下行 HE 染色，病理结果显示为肿瘤；3.将瘤体组织行

WB，结果表明 MSC+HP+GGT 抑制剂组 p-ERK 活性小于 MSC+HP，与细胞实验结果一致。 

结论 Hp 感染的低谷氨酰胺微环境可以激活骨髓基质干细胞 ERK 信号通路的表达，而抑制 GGT 酶

活性，改变此微环境可以降低 p-ERK 的激活，从而降低肿瘤的发生，为胃癌的治疗提供干预靶

点。 

 
 

PO-155 

TGF-β 信号通路相关的组蛋白乙酰化修饰可调控 

结直肠癌的化疗耐药 

 
田相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化疗耐药是临床关注热点，结直肠癌的化疗耐药是导致其复发及预后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深入探讨其耐药机制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整体的表观遗传修饰异常是肿瘤细胞的一个常见特征，

并可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研究表明，TGF-β 信号通路的激活与化疗耐药密切相关，而且该通路

的激活预示预后不佳。目前，TGF-β信号通路激活相关的整体表观遗传修饰异常尚缺乏系统研究。 

方法 在研究中，我们使用了结直肠癌细胞株 SW1116 及 HCT116。 TGF-β1 用来激活 TGF-β 信号

通路。通过蛋白免疫印迹法及染色体共沉淀技术观察分析组蛋白的修饰的变化。采用 CCK-8, 流式

细胞术及蛋白免疫印迹法分析验证结直肠癌细胞对奥沙利铂化疗耐药情况。 

结果 在体外实验中，TGF-β1 干预结直肠癌细胞后发现，H3K18 and H3K9 乙酰化水平显著升高。

我们进一步发现，组蛋白乙酰化水平的上调可诱导结直肠癌对奥沙利铂化疗耐药，而下调组蛋白乙

酰化修饰则可增加奥沙利铂化疗的敏感性。此外，在 TGF-β1 干预后的结直肠癌细胞中下调组蛋白

乙酰化修饰水平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其对奥沙利铂化疗的敏感性。 

结论 组蛋白乙酰化修饰在 TGF-β 信号通路介导的化疗耐药中发挥重要作用。 

 
 

PO-156 

急性肠系膜缺血 92 例危险因素分析 

 
元刚,陈庭佳,谭文诚,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在欧美国家急性肠系膜缺血（acute mesenteric ischemia, AMI）在急诊住院病人中占有较高

比例。而在亚洲国家发病率相对较低。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合并疾病的增多，发病率正逐年增

加。急性肠系膜缺血患者多数以腹部疼痛为主要表现，但老年患者常因症状不典型，易误诊和漏

诊，常延误治疗。本研究拟探讨急性肠系膜缺血的临床特征和独立危险因素，为早期判断急性肠系

膜缺血疾病严重程度并对治疗决策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05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确诊的 92 例 AMI患者的临床及随访

资料。将患者分为 2 组，生存组（survivors）和死亡组（non-survivors）。比较 2 组临床特征及相

关实验室检查。 

结果 本回顾性分析共纳入 92 例急性肠系膜缺血患者，其中男 71 例，女 21 例，平均年龄为

48.7±15.9 岁。生存组 78 例（男 63 例，女 15 例；70 岁以下 72 例，≥70 岁 6 例），死亡组 1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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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8 例，女 6 例；70 岁以下 7 例，≥70 岁 7 例）。生存组中动脉缺血 23 例，静脉缺血 53 例；

死亡组中动脉缺血 9 例，静脉缺血 5 例。单因素分析显示死亡组和生存组在年龄、动静脉缺血、血

红蛋白、CO2结合力、房颤病史、高血压病史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 Logistic 回归

分析显示年龄≥70 岁、血红蛋白下降、CO2结合力降低是急性肠系膜缺血性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急性肠系膜缺血患者的死亡与高龄、贫血或酸中毒倾向密切相关。 

 
 

PO-157 

胆汁酸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在结肠炎相关肠癌发生中的作用 

 
刘丽,曹海龙,董文逍,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和平区 

 

目的 肠道慢性炎症显著增加发生结直肠癌（CRC）的风险，即结肠炎相关肠癌（CAC）。肠道菌

群与胆汁酸在调控机体稳态中起到重要作用，肠道菌群参与胆汁酸去结合、转化及脱硫等过程，胆

汁酸受体如 FXR 及 TGR5 通过调节胆汁酸代谢间接影响菌群的组成。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胆汁

酸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在 CAC 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SPF 级 7 周龄雌性 C57BL/6 小鼠 10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炎癌组。对照组给予正常饮水，

炎癌组腹腔注射 10mg/kg AOM 后给予 1.5%DSS 饮用水 3 个循环。观察小鼠排便及一般情况，每

周末记录小鼠体重。10 周末，处死小鼠并记录肠道腺瘤数量、大小及分布情况。HE 染色评估肠道

肿瘤病理类型，采用 Realtime-PCR 及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肠道炎症情况、肠道粘膜屏障功能及胆汁

酸受体的表达。留取 10 周末小鼠粪便分别采用 LCMS 及 16S rRNA 方法检测胆汁酸水平及肠道菌

群的组成。 

结果 炎癌组小鼠体重较对照组明显下降，给予 DSS 后出现血便，且结肠可见数枚肿瘤。对照组未

观察到血便及肿瘤形成。Realtime-PCR 结果显示炎癌组肠道屏障功能较对照组减弱，炎症因子的

表达上调。粪便胆汁酸结果显示炎癌组胆汁酸较对照组减少，初级胆汁酸向次级胆汁酸转化的能力

下降。Realtime-PCR 结果显示炎癌组回肠 FXR 的表达减少，FXR-FGF15 轴下调，免疫组化显示

结肠肿瘤及癌旁部位 TGR5 受体的表达增多。肠道菌群结果显示，炎癌组较对照组相比

Bacteroidetes 菌表达下降，Firmicutes 菌表达升高，炎癌组菌群物种多样性及丰度减少。炎癌组机

会致病菌 Ruminococcus 及 Escherichia-Shigella 表达升高，有益菌 Lactobacillus 表达下降。炎癌

组较对照组相比，含胆盐水解酶（BSH）参与胆汁酸去结合作用的 Clostridium XlV 及

Lactobacillus 菌表达下降；含 7α-脱羟基及脱硫作用的 Clostridium XlV 菌表达下降，表明炎癌组胆

汁酸去结合、转化及脱硫能力下降。 

结论 肠道菌群失衡影响胆汁酸的代谢与组成，肠道菌群与胆汁酸及其受体的相互作用与 CAC 的发

生发展密切相关。 

 
 

PO-158 

伴血细胞增高的非肝硬化性门脉高压症 10 例临床特点分析 

 
安瑛

1,2
,宋正己

1,2
,王娅婕

1,2
 

1.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云南省,昆明市 

2.昆明理工大学附属昆华医院 

 

目的 分析、总结伴有血细胞增高的非肝硬化性门脉高压症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份至 2017 年 12 月份入住我院的 10 例伴有血细胞增高的非肝硬化性

门脉高压症患者起病的首发表现、血常规、肝功能、骨穿或骨髓活检、JAK2/V617、胃镜、CT 等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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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0 例患者中，7 例首发表现为消化道出血；2 例首发表现为巨脾；1 例首发表现为纳差、腹

胀。7 例患者外周血血小板增高，3 例患者外周血血红蛋白增高。10 例患者肝功能基本正常。1 例

患者骨髓活检提示：巨核细胞高度增生，成熟巨核细胞增多，确诊为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1 例骨

髓活检提示：三系高度增生伴多形巨核细胞，确诊为真性红细胞增多症。5 例患者骨穿无明显阳性

提示，未行骨髓活检。3 例患者未行骨穿及骨髓活检。8 例患者存在 JAK2/V617 基因突变。2 例未

行 JAK2/V617 基因检测。10 例患者胃镜均提示食管、胃底静脉中-重度曲张。全部患者 CT 均提示

脾脏肿大。2 例肝脏轻度肿大。10 例患者均无肝硬化 CT 影像表现。 

结论  1、临床中当遇到伴有血细胞增高的非肝硬化性门脉高压症患者时，应考虑到血液系统疾病

（骨髓增殖性肿瘤 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s，MPNs））所致的门脉高压，应尽早行骨穿及骨

髓活检明确诊断，避免漏诊、误诊。2、对于存在 JAK2/V617 基因突变，但骨髓活检未提示 MPNs

的患者，应动态追踪随访，监测病情演变，避免漏诊。 

 
 

PO-159 

藏族肝硬化患者肌肉减少症发生率与相关因素的前瞻性研究 

 
宦徽

1
,刘超

1
,李晓萍

1
,陈茉

1
,童欢

2
,唐承薇

2
 

1.四川大学华西第一医院西藏成办分院(原: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探讨藏族肝硬化患者肌肉减少症的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我科 54 例藏族肝硬化患者，通过测量 L3 骨骼肌质

量指数，评估合并肌肉减少症发生率。通过对多个指标与 L3 骼肌质量指数进行相关分析，明确肝

硬化患者肌肉减少症的相关因素。 

结果 54 例藏族肝硬化患者中，有 51 例发生肌肉减少症（94.4％）。血清白蛋白、BMI、Child-

Pugh 评分、胆固醇、纤维蛋白原、血红蛋白、总淋巴细胞数与 L3 骼肌质量指数有显著相关性

（P=0.008、0.049、0.049、0.001、0.000、0.025、<0.001、0.032）。其中，血清白蛋白

（r=0.360）、BMI（r=0.269）、胆固醇（r=0.530）、纤维蛋白原（r=0.306）、总淋巴细胞数

（r=0.292）呈正相关；Child-Pugh 评分（r=-0.424）呈负相关。而肌酐、甘油三脂、低密度脂蛋

白、红细胞平均体积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 藏族肝硬化患者肌肉减少症患病率高达 94%；血清白蛋白、BMI、Child-Pugh 评分、胆固

醇、纤维蛋白原、血红蛋白、总淋巴细胞数与肌肉减少症的发生存在相关关系。 

 
 

PO-160 

恶性腹膜间皮瘤与腹膜转移癌的病理鉴别诊断 

 
张国尊,梁育飞,郑国启 

沧州市中心医院,河北省,沧州市 

 

目的 筛选可用于鉴别恶性腹膜间皮瘤与腹膜转移癌的免疫组化指标。 

方法 收集 2011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沧州市中心医院经超声引导下腹膜穿刺活检或外科手术活

检腹膜标本经病理、免疫组化确诊的 43 例 MPeM 患者和 30 例 PC 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及腹膜蜡块

切片进行 VEGF-3、CD147、Villin 及 ERCC1 的免疫组化染色及比较。 

结果 在 44 例 MPeM 患者中，VEGFR-3 阴性表达 36 例，阳性（+）表达 8 例；CD147 均阳性

（+++）表达；Villin 阴性表达 36 例，阳性（+）表达 6 例，阳性（++）表达 1 例；ERCC1 阴性表

达 12 例，阳性（+）表达 20 例，阳性（++）表达 10 例，阳性（+++）表达 2 例。在 30 例 PC 患

者，VEGFR-3 阴性表达 24 例，阳性（+）表达 6 例；CD147 均阳性（+++）表达；Villin 阴性表达

17 例，阳性（+）表达 6 例，阳性（++）表达 4 例，阳性（+++）表达 3 例，ERCC-1 阴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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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例，阳性（+）表达 7 例，阳性（++）表达 1 例，其中，Villin 和 ERCC1 的表达在两种疾病中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Villin 和 ERCC1 可作为 MPeM 和 PC 患者的鉴别诊断指标。 

 
 

PO-161 

姜黄素抑制肝星状细胞自噬及其作用的研究 

 
舒建昌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观察姜黄素对肝星状细胞（HSC）自噬的影响，探讨其对 HSC 的作用。 

方法 永生化 HSC 株 LX-2 在 EBSS 培养基中培养 4 h 以诱导自噬，以不同浓度姜黄素（0、20 

μmol/L、40 μmol/L、60 μmol/L）处理 24 h 后，观察药物作用后 HSC 凋亡的改变，Western blot

检测自噬相关蛋白 LC3-Ⅱ及 SQSTM1/p62 的表达水平，细胞免疫荧光检测 HSC 自噬相关蛋白

LC3-Ⅱ的表达水平。 

结果 1、倒置显微镜下观察到与正常组相比，随着姜黄素的浓度升高，HSC 的凋亡细胞增多，呈现

为细胞皱缩成圆形、细胞脱落。 

2、Western blot 检测提示姜黄素 0 组与正常组相比，LC3-Ⅱ蛋白表达升高，且 SQSTM1/p62 蛋

白表达降低（P < 0.05）；与姜黄素 0 组相比，LC3-Ⅱ蛋白表达随处理的姜黄素浓度逐渐升高呈现

降低趋势，即与姜黄素浓度呈负相关，而 SQSTM1/p62 蛋白的表达与姜黄素浓度呈正相关（P < 

0.05）。 

3、细胞免疫荧光检测提示姜黄素 0 组的绿色点状颗粒较正常组的表达增多；姜黄素 40 μmol/L 组

与姜黄素 0 组相比，不仅 HSC 数量减少，绿色荧光斑点的表达也减少。 

结论 姜黄素抑制肝星状细胞自噬活性，诱导其凋亡，且具有浓度依赖性。 

 
 

PO-162 

经皮穴位电刺激通过下调 IL-6 及改善内脏敏感性治疗功能性 

消化不良的随机双盲研究 

 
陈小丽,陈新,陈彬睿,王瑜,杜丽君,戴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通过随机双盲对照研究来验证经皮穴位电刺激足三里和内关治疗 FD 的疗效及探索其作用机

制。 

方法 纳入我院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符合罗马 IV 标准中 FD 亚型餐后不适综合征

（Postprandial Distress Syndrome, PDS）的诊断标准和入排标准的患者共 26 例，签署知情同意

书后分为穴位电刺激组和模拟穴位组进行随机双盲对照研究，采用便携式经皮穴位电刺激仪，选取

内关和足三里为治疗穴位，共治疗 4 周。分别测定两组治疗前后胃容受性和核素标记固体标准餐的

胃排空改变、前后症状和功能量表及心电变异的改变；研究 PDS 患者胃和十二指粘膜免疫细胞和

炎症因子的变化。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非参检验。 

结果 26 例 PDS 患者，经皮穴位电刺激足三里和内关穴组 13 例，模拟穴位 13 例，治疗前两组胃

初始饱腹阈值和最大饱腹感值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111.5±44.9ml VS 150.8±82.9ml 和 351.9±34.1ml 

VS 340.4±35.9ml（P 均>0.1）；治疗后胃初始饱腹阈值和最大饱腹感值明显增加 180±12.4ml VS 

121.9±16.9m，（t=2.8，P=0.01）和 480.4±55.7ml VS 338.5±30.2ml，（t=2.2，P=0.03）。治疗

前两组固体标准餐的半排时间 70.5±4.0min VS 68.9±2.9min（t=0.31,P>0.05）,治疗后两组半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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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 61.7±4.1min VS 65.5±3.2min（t=0.72,P>0.05）。治疗前两组在 SAS、SDS、SF-36、尼平

消化不良症状评分、消化不良症状严重程度评分（DSSI）上无统计学差异（P 均>0.05）,治疗后仅

DSSI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13.5±1.5 VS19.9±2.6，t=2.2, P=0.03）。穴位电刺激组治疗后十二指肠球

部粘膜内 IL-6 含量较前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 

结论 经皮穴位电刺激治疗能改善 PDS 患者胃容受性及减轻症状严重程度，下调十二指肠粘膜 IL-6

水平，推测其可能通过调节粘膜免疫改善 PDS 患者内脏敏感性而发挥作用。 

 
 

PO-163 

Pretreatment Controlling Nutritional Status score 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 as predictive markers of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qingqing wang,Guoqi Zheng,Yufei Liang 

Hebei Cangzhou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ntrolling Nutritional Status (CONUT) 
score and ascites fluid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level,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MPeM). 
Methods A total of 125 patients with MPeM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using a pathological 
screening method. Once the diagnosis is established, before the treatment their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nutritional evaluations were recorded including CONUT score and ascites 
LDH level. All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cut-off values for CONUT 
score and LDH, based on the median value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CONUT, ascites LDH, 
and other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including body mass index, asbestos exposure, 
pathological type, and treatment method were analyzed. Prognostic parameters predicting overall 
survival (OS) were analyzed by Cox regression. 
Results High CONUT score, high ascites LDH level, and non-epithelial pathology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MPeM according to univariate analysis (P=0.004, 
P=0.001, and P=0.037, respectively), while CONUT score and ascites LDH wer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a poor prognosis according to multivariate analysis. 
Conclusions CONUT score and ascites LDH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ognosis of 
MPeM patients and should thus be consider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PO-164 

Analysis of clinical path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 
changes of colorectal polyps and cancer diagnosed by 

colonoscopy from 77 978 cases in the past 27 years 

 
YONG LIN

1
,JING ZHAO

2
,YUQIANG NIE

1
 

1.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2.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etection rate of colorectal polyps and colorectal cancer via 
colonoscopy, and clinical pathology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changing trend for the past 27 
years. 
Methods To collect the colorectal polyps and colorectal cancer cases diagnosed by colonoscopy 
between 1991 and 2017 in our hospital and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their gender, age, location of 
colorectal polyps and colorectal cancer, and pathology type. Chi-square was performed for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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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mong 77 978 patients who performed routine colonoscope exams, male and female 
patients account for 50.18% and 49.82%,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age was (52.8±15.7) years 
of age. In total, 23 240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colorectal polyps, with a detection rate of 
29.8%. Th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en (35.11%) than in women (24.45%) 

(c2=1059.16，P＜0.01). The average age of patients diagnosed was (59.2±14.6) years of age. 

The most common location of polyps was left semicolon (48.56%), while the leading pathology 
type is adenoma (60.99%). In addition, 5 204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colorectal cancer, with 

a detection rate of 6.67%, which is higher in men (7.71%) than in women (5.63%）(c2=136.07，

P＜0.01). The average age of cancer patients were 63.5 years of age. The most common site of 

cancer was also left semicolon (73.71%), while the leading pathology type is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adenocarcinoma (83.61%). We divided the period into 3 phases and found a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trend (c2=1353.45，P＜0.01) of colorectal polyps detection rate (12.91% 

for 1991-1999, 22.74% for 2000-2008, and 33.26% for 2009-2017). However, the detection rate 
of colorectal cancer was gradually decreasing (9.03% for 1991-1999, 8.60% for 2000-2008, and 

5.92% for 2009-2017; c2=191.89，P＜0.01).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pathology type for 

colorectal polyps, but an increasing rate of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adenocarcinoma while a 

decreasing rate of high and low grade differentiated type (c2=249.27，P＜0.01). No significant 

change was identified in lesion site. 
Conclusions The detection rate is increasing annually for colorectal polyps while decreasing for 
colorectal cancer. The lesion was more common in elderly men. Colorectal polyps and cancer 
were most prevalent in left semicolon, which should be carefully examined during colonoscope 
examination. 
 
 

PO-165 

14 例儿童贲门失弛缓内镜下球囊扩张术疗效分析 

 
张文婷,游洁玉,陈志勇,陈昌斌,罗艳红,赵红梅,刘莉,欧阳红娟 

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球囊扩张术治疗儿童贲门失弛缓症的可行性、 安全性及疗效。 

方法 对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4 月就诊于湖南省儿童医院的 14 例儿童贲门失弛缓症患者进行内

镜下球囊扩张术，观察手术疗效、相关并发症及再扩张的情况，并对比分析治疗前后 Eckardt 评分

情况。 

结果 14 例患儿成功进行内镜下球囊扩张术且均无严重并发症发生。术后随访时间 12 个月，所有

患者症状缓解[Eckardt 评分平均分从术前的 7.3 分降至术后的 0.79 分(P<0．01)]。 

结论  

内镜下球囊扩张术治疗儿童 AC 是安全、有效的，尤其对于较大儿童，球囊扩张术可作为首选有效

且安全治疗方式，可避免手术治疗风险。 

 
 

PO-166 

ESD 技术在基层医院开展和运行规律的研究 

 
赵义名

1
,王淑芳

1,2
,聂燕

1
,赵丽

1
,田乐

1
,吴晶

1
,冯青

1
,郑思旸

2
,孙刚

1
 

1.301 医院海南分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回顾分析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016.1.1-2017.12.30 期间 ESD 开展情况，探索

ESD 作为一项新技术在基层医院运用开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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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收集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0161.1-201712.31 期间所有 ESD 治疗病例、内镜及临床

资料，以胃部粘膜病变 ESD 技术应用研究其适应症符合情况、ESD 各步骤（标记、环切、剥离）

时间、是否使用圈套器辅助技术、是否使用钛夹闭合创面、根治性切除、并发症等，研究 ESD 独

立开展至规模运行所需时间、手术例次、安全性和有效性情况，探索 ESD 这项技术开展规律。 

结果 2 年期间共完成 ESD158 例，其中 2016 年度 80 例，2017 年 77 例。20 例 ESD 治疗胃粘膜

病变，两年间相比，其 ESD 指南符合率、并发症发生率、根治性切除率无显著差别（P＞0.05

＜）；从 ESD 操作技术比较，病变标记时间、环周切开时间无显著差别（P＞0.05），而病变剥离

时间整体呈下降趋势、圈套器辅助技术减少、钛夹创面闭合使用率降低。 

结论 对于具备高级治疗内镜操作能力（ERCP 及 ESD）的单位，经过前期理论培训、手把手教

学、后期专家帮带后可逐步独立开展 ESD 相关技术。其技术稳定需要 1 年时间，约开展 100 例次

治疗后技术逐渐稳定；通过圈套器辅助技术和钛夹创面闭合技术是从独立开展到规模运行中有效的

辅助技术，能有效降低 ESD 相关并发症发生率，随着技术稳定成熟，这些辅助技术使用率逐步降

低。 

 
 

PO-167 

结肠镜检查中倒镜下内痔硬化术的临床观察 

 
孟星星

1
,乔京贵

1
,姚红娟

1
,赵聪亚

1
,刘鑫成

2
,王雯菁

1
,张博江

1
,尹金平

1
,张拉

1
,宋瑛

1
 

1.西安高新医院消化内二科 

2.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航卫室 

 

目的 评估结肠镜检查中倒镜下内痔硬化术的疗效、术后并发症、住院时间、住院费用、病人满意

度，为内痔微创治疗提供新思路。 

方法 纳入标准：1. 排除其他肛肠疾病如肛周脓肿、肛瘘、肛裂、直肠炎、结直肠肿瘤，排除凝血

功能障碍者、获得免疫缺陷性疾病者、严重抑郁症、智力障碍或精神病史以及不同意此次研究方案

或未签署知情同意书者。2. 年龄大于 18 岁或小于 80 岁的无内痔硬化术禁忌的Ⅰ-Ⅲ期出血性内痔

患者；3. 无全身严重器质性疾病者；4. 临床依从性好者。本研究纳入 54 例Ⅰ-Ⅲ期出血性内痔患

者，术前应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严格肠道准备，使肠道清洁程度处于甲级状态，根据内痔曲张

程度，采用结肠镜检查中倒镜下分 4-6 个位点于痔核处注射聚桂醇，每一位点注射 1-2 ml 聚桂醇，

总量不超过 10 ml，术后 24 h 禁饮食，术后 24-48 h 进无渣流食，随后缓慢向半流食过渡。术后避

免剧烈活动，保持大便柔软通畅。术后 1 月复查结肠镜，观察内痔创面评估疗效，并对术后并发

症、术后住院时间、治疗费用、病人舒适度、满意度等进行评价，随访时间大于 2 个月。 

结果 结肠镜检查中倒镜下内痔硬化术对Ⅰ-Ⅲ期内痔出血止血有效率均达到 100.00 %，术后感染合

并肛门内胀痛 1 例、单纯性肛门内胀痛 0 例，尿潴留 2 例，肛缘水肿 3 例，吻合口狭窄 0 例。术后

2-3 个月无便血复发、肛门内硬结形成、内痔脱出、排便困难、大便失禁等并发症。术后住院时间

为 3.78±1.57 天，治疗费用平均约 2890 元，患者舒适度 96.30 %，满意率 98.15 %。术后 1 月部

分患者复查内痔未见出血、脱垂、肛门狭窄及切口感染等并发症，未见明显曲张静脉。 

结论 结肠镜检查中倒镜下内痔硬化术可以显著减少术后感染、肛门内胀痛、尿潴留、肛缘水肿、

吻合口狭窄、出血等并发症，且具有操作简单、恢复快等优点，对于缓解临床症状、缩小创面、缩

短住院时间、降低治疗费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该方法保留了齿线上肛垫组织的完整性，从而

保护了肛门的精细排便功能，是一种具有应用前景的内镜下内痔治疗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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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68 

胰岛素抵抗程度与乙型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及乙肝合并脂

肪肝患者代谢紊乱的量效关系分析 

 
胡璇,叶俊钊,邵琮翔,李福曦,钟碧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探讨胰岛素抵抗(IR)严重程度对乙型肝炎(CHB)、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及乙肝合并脂

肪肝患者代谢紊乱的影响。 

方法 连续纳入 2009 至 2017 年就诊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门诊患者和同期体检中心健

康体检人群共 2677 例，其中 CHB 组 916 例，NAFLD 组 878 例，CHB 合并 NAFLD 组 216 例，

健康对照(HC)组 667 例。收集人体学资料、血脂、尿酸及血糖等代谢指标。代谢综合征采用改良

2005 年国际糖尿病联盟诊断标准。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评估 IR，根据 HOMA-

IR=3.0 及其 90 百分位数(HOMA-IR=4.1)对 IR 程度进行三等分，并行 Logistic 回归趋势性检验分

析。 

结果 中位年龄 HC 组 40 岁，CHB 组 40 岁，NAFLD 组 41 岁，CHB 合并 NAFLD 组 41 岁，年龄

比较无差异(P=0.090)。男性占比 HC 组 66.0%，CHB 组 67.4%，NAFLD 组 70.4%，CHB 合并

NAFLD 组 74.5%，性别比较无差异(P=0.054)。IR 严重程度与三组肝病患者代谢紊乱发生风险：

以 HOMA-IR<3 为基准，随着 IR 程度等级上升，①CHB 组和 NAFLD 组高血压风险均呈递增趋势

(Ptrend <0.05)，CHB 合并 NAFLD 组仅在 3.0≤HOMA-IR<4.1 时高血压风险增加(OR: 2.57, 95% CI: 

1.24~5.35)；②NAFLD 组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风险呈递增趋势(Ptrend=0.001)，余两组未见

差异；  ③CHB 组仅在 3.0≤HOMA-IR<4.1 时高甘油三酯血症风险增加 (OR: 1.89, 95% CI: 

1.21~2.94)，NAFLD 组仅在 HOMA-IR≥4.1 时高甘油三酯血症风险增加 (OR: 2.27, 95% CI: 

1.47~3.42)，合并组未见风险增加；④高尿酸血症风险仅在 NAFLD 组呈随 IR 等级上升的递增趋势

(Ptrend=0.001)；⑤以代谢综合征发生为结局变量，CHB 组和 NAFLD 组代谢综合征风险呈递增趋势

(Ptrend均<0.001)，CHB 合并 NAFLD 组仅在 HOMA-IR≥4.1 时(OR: 5.65, 95% CI: 2.48~12.86)风险

显著增加。 

结论 随着 IR 严重程度增加，CHB、NAFLD 和 CHB 合并 NAFLD 患者相关代谢紊乱风险呈不同程

度增加趋势，IR 严重程度有利于指导不同慢性肝病患者代谢紊乱的筛查与临床干预。 

 
 

PO-169 

重庆农村地区根除幽门螺杆菌优化方案研究 

 
韩然 

贵州省人民医院,贵州省,贵阳市 

 

目的 基于前期对重庆农村地区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的耐药情况和 CYP2C19 基因多

态性调查，筛选出优化的治疗方案即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hibitor，PPI)联合呋喃唑酮、铋

剂和阿莫西林的四联疗法，与包含克拉霉素和阿莫西林的传统三联方案比，观察对 Hp 的根除效果

及安全性，为重庆农村地区选择合适的抗 Hp 治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 月 Hp 阳性农村患者 270 例为研究对象，将患者按照不同治疗

方案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90 例：A 组：雷贝拉唑(0.02g)/埃索美拉唑(0.02g) +呋喃唑酮(0.10g)+铋

剂(0.20g) +阿莫西林(1.0g)；B 组：兰索拉唑(0.03g)/泮托拉唑(0.04g) +呋喃唑酮(0.10g)+铋剂

(0.20g) +阿莫西林(1.0g)；C 组：雷贝拉唑(0.02g)/埃索美拉唑(0.02g) +克拉霉素(0.50g) +阿莫西林

(1.0g)。每组给药 2 次/d，连续治疗 14d，治疗结束后 4 周，行 13C/14C -尿素呼气试验并比较 A、B

和 C3 组患者的 Hp 根除率、临床症状缓解情况及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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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A、B 和 C 组 ITT 分析的根除率分别为 82.2%、74.4%、64.4%。A 与 C 组的根除率存在差异

(χ2＝7.273，P＝0.007)，A 与 B 组及 B 与 C 组的差异无统计意义(P>0.05)。A、B 和 C 组 PP 分析

的根除率分别为 88.1%、80.7%、68.2%，A 与 C 组的根除率存在差异(χ2＝9.745，P＝0.002)；A

与 B 组及 B 与 C 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 和 B 组临床症状缓解率均高于 C 组(χ2＝

5.180，P＝0.023；χ2＝5.066，P＝0.024)。3 组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各组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雷贝拉唑/埃索美拉唑+呋喃唑酮+铋剂+阿莫西林的四联方案具有较高的 Hp 根除率，改善患者

临床症状，无明显的不良反应，可用于重庆农村患者经验性治疗 Hp 感染。 

 
 

PO-170 

白芍总苷通过抑制树突状细胞活化调节肠易激综合征 

大鼠肠黏膜异常免疫应答 

 
胡玥,戴金锋,陈超英,马陈皋,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肠易激综合征（IBS）的发病机制尚未明了，肠粘膜免疫异常是其主要病理生理学基础之一，

Th17 细胞的分化增多则能持续激活肠黏膜异常免疫应答，本团队前期工作发现肠道树突状细胞

（DC）在 IBS 肠黏膜免疫异常中发挥关键作用。临床实践提示痛泻要方治疗 IBS 有显著疗效，白

芍总苷作为其主要活性成分之一，被报道具有抑制 DC 异常活化的作用，但具体作用机制尚未完全

明确。观察白芍总苷对 IBS 大鼠肠道树突状细胞及相应信号通路表达的影响，探讨其在调节肠易激

综合征肠粘膜免疫异常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32 只成年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成空白对照组、模型组、生理盐水组及药

物组，每组 8 只，模型组、生理盐水组及药物组以结直肠扩张联合束縛刺激建立大鼠内脏高敏感模

型，以腹部收缩反射(AWR)评估大鼠内脏敏感性，模型构建成功后第 2 日药物组予白芍总苷

66mg/(kg*d)灌胃 2 周，生理盐水组予以等量生理盐水灌胃 2 周，空白对照组大鼠不予任何剌激。2

周后再以 AWR 评估大鼠内脏敏感性，流式检测分选纯度及表面 MHCII 分子的表达，Western-Blot

法检测各组大鼠 MLNDC 中 Trx-1、p-ERK1/2 的表达情况；通过混合淋巴细胞反应检测 MLNDC 促

CD4+T 细胞增殖能力，并检测培养上清中 ROS、IL17A 水平；检测大鼠淋巴结中 CD4+的 Th17

细胞占比。 

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大鼠比较，模型组及生理盐水组大鼠内脏敏感性升高 (P<0.05)；与生理盐水组

比较，药物组大鼠内脏敏感性下降(P<0.05)。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与生理

盐水组 MLNDC 表面表达 MHCII 类分子明显上调，药物组则明显下降； 其促 CD4+T 淋巴细胞增

殖能力较生理盐水组减弱，上清中 IL17A、ROS 表达亦下调（P 均<0.05）。而 Western-Blot 结果

提示药物组中 MLNDC 上 Trx-1、p-ERK1/2 的表达水平显著减少（P<0.05）。同时，流式细胞术

亦提示，药物组大鼠淋巴结中 Th17 细胞占 CD4+T 淋巴细胞比例较模型组与生理盐水组下降

（P<0.05）。 

结论 白芍总苷可能通过介导肠道 ROS/ERK1/2/Trx-1 信号传导通路抑制肠道树突状细胞活化，调

节 IBS 肠粘膜免疫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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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1 

Modified colonic transit test in healthy subjects and 
chronic constipated patients: a triple-phase, two-center 

prospective study 

 
Yongxiang Jiang,Rong Lin,Xiaohua Hou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Classic daily-ingestion single-film method using radiopaque markers (ROM) for colonic 
transit time (CTT) is unsuitable for Chinese patients due to rapid colonic motility. A new modified 
method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Methods The triple-phase study was performed. In Phase I, the classic ROM-test was assessed 
to evaluate its feasibility for Chinese subjects. In Phase II, a modified ROM protocol was 
performed in two centers on 180 healthy subjects and 90 constipated patients to determine 
optimal conditions. In Phase III, the simplified protocol was validated on 90 constipated patients. 
Anorectal manometry (ARM) was also surveyed. 
Results  Classic ROM-test is unsuitable for Chinese patients. The 20.9 hr. mean total CTT for 
healthy Chinese subjects was much faster than that seen in Western countries.  As shown by 
Phase II, P2TCTT could better reflect colonic transit than did P1TCTT and P3 barium excretion 
ratio. Therefore, the simplified protocol with single-film taken at 72 hrs was further established. 
The simplified protocol had a diagnostic accuracy for constipation of 0.81, with a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0.46 and 0.97, respectivel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TT and symptoms presents 
differently in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and IBS-C patients. There was no association between recto-
sigmoid CTT and rectoanal gradients in chronic constipated patients. 
Conclusions Colon movement in Chinese individuals is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that of Western 
populations. The diversity of colonic transit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modified 
ROM test generated in this study is appropriate for diagnosis of constipation in population with 
rapid colon motility. 
 
 

PO-172 

Meckel 憩室 30 例临床特点分析 

 
蒋康,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探讨 Meckel 憩室患者的临床表现、并发症、诊断及治疗方法，以提高 Meckel 憩室及其并发

症的诊治水平。 

方法 总结我院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收治的 Meckel 憩室患者 30 例，对这些患者的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 30 例患者纳入分析，其中男性 20 例，女性 10 例，年龄 14～66(平均 32.5)岁。20 例主要

临床表现为消化道出血，3 例为间断腹痛，7 例以急性腹痛等急腹症入院，其中 3 例为其他疾病术

中发现回肠憩室，4 例为憩室引起的并发症而急诊手术。28 例患者行腹部摄片检查,显示肠管扩

张、胀气,有液平面 8 例，膈下有游离气体 2 例；8 例患者行了 B 超、CT 检查发现可疑肿物 2 例; 5

例行了胃镜及肠镜检查,未发现异常。所有患者中有 28 例手术证实为 Meckel 憩室，另 2 例未手术

的患者经小肠镜等检查拟诊。手术患者中 17 例行憩室切除术, 11 例行包括憩室的小肠部分切除

术。病理结果提示 11 例为急性憩室炎，其中 2 例为穿孔性；12 例为先天性憩室；5 例为先天性憩

室糜烂、溃疡、出血。另外手术患者病理中合并异位胰腺 3 例，合并异胃黏膜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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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普通胃肠镜检查无法发现 Meckel 憩室，需行小肠镜检查进一步明确；对有症状的 Meckel 憩

室应行手术治疗，术中偶然发现的憩室也需手术切除；Meckel 憩室合并异位组织的频率较高,异位

组织可为胰腺、胃黏膜。 

 
 

PO-173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roved use of chewing gum in 
influencing capsule endoscopy transit time –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pilot study 

 
yue hu,Liang Huang,Bin Lv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apsule endoscopy (CE) is a powerful tool in the assessment of small bowel 
pathology. However, approximately 1 in 5 CEs does not visualize the entire small bowel at 
completion of the examination by the end of the recording time. Data suggest that chewing gum 
during the whole examination time, simulating sham feeding, may increase CE completion rate, 
but decrease the small bowel transit time (SBTT) that may be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its 
diagnostic rat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chewing gum, during the first one hour of examina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E for GTT and SBTT time and the proportion of cases with complete 
small bowel examination. 
Methods Consecutive patients 16 years of age and older undergoing small-bowel CE from 
November 2017 to April 2018 were assessed for eligibility. Patients chewed one piece of gum for 
approximately 15 min every 30 min at the first hour of the examination. Two blinded 
gastroenterologists examined all studies. The completion rate of CE that reached the caecum 
within 10 h, gastric transit time (GTT) and small bowel transit time (SBTT) were evaluated in all 
patients. 
Results Fifty-two consecutive patients were randomized either to use chewing gum (n = 26) or 
not (n = 26). The mean age was 47.5±18.3 years and 48.0±19.0 respectively. The GTT in the 
chewing-gum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control [35.5 min (interquartile range: 35.25) vs. 
65.5 min (interquartile range: 44.75) (P = 0.000)].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BT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350.0 min (interquartile range: 236) vs. 384.0 min (interquartile range: 
221) (P = 0.701)]. The CE percentage passed into the caecum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chewing 
gum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another (88.5% vs. 76.9% respectively, P = 0.271). 
Conclusions  Chewing gum at the first hour during CE examina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GTT but not SBTT. Its use might improve the likelihood of the diagnostic yield of CE by the 
unaltered small bowel transit during the procedure. 
 
 

PO-174 

炎性因子 Daintain/AIF-1 促进酒精性肝炎肝纤维化 

 
周一楠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目的  Daintain/AIF-1 作为一个与炎症相关的细胞因子，具有广泛的生物学特性，主要由巨噬细胞

和激活的 T 淋巴细胞表达和分泌，是巨噬细胞/小胶质细胞激活和作用过程中的一个免疫调节器。

饮酒是影响人类健康常见的不良生活习惯。饮酒造成的酒精性肝炎、肝硬化的发病率逐年增高。酒

精性肝炎、肝硬化的主要病例学表现包括肝纤维化，其核心是肝脏炎症反应激活肝星状细胞

(hepaticstellate cell，HSC)，活化的 HSC 增殖加快。TGF-β 是目前已明确作用机制的纤维化的关

键因子，其与多种器官和组织发生纤维化相关。肝内含有肝巨噬细胞，又称库普弗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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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pffer cells, KC），在体内及体外，利用人单核巨噬细胞系 THP-1 与人肝星状细胞系 LX-2，

酒精性肝炎大鼠模型 

方法 验证炎性因子在酒精性肝炎中促进肝脏纤维化的作用。将 THP-1 诱导成巨噬细胞，利用 0.2%

乙醇分别刺激 6h、12h、24h、48h。提取上清液，利用 ELISA 试剂盒、PCR 检测上清液及细胞内

AIF-1 的表达量。利用 24h 条件培养基培养 LX-2 细胞，MTT 实验检测 LX-2 的增殖情况。

Westernblot、PCR 检测其 TGF-β、P38 和 MAKP 的表达量。建立酒精性肝炎大鼠模型，按体重用

35%、56%酒精给予灌胃，7ml/kg，1 天 1 次，持续 4 周。后取血，取肝脏组织，固定称重。试剂

盒检测丙氨氨基转移酶（ALT）、谷氨酸氨基转移酶（AST），ELISA 检测 AIF-1 和 TGF-β 的表

达。HE 染色观察肝脏形态，免疫组化检测肝脏中 AIF-1、TGF-β 的表达情况。Westernblot、PCR

检测组织内 AIF-1、TGF-β 及 P38/MAPK 的表达量 Westernblot、PCR 检测组织内 AIF-1、TGF-β

及 P38/MAPK 的表达量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LX-2 增殖明显（P<0.05），体外实验显示高浓度酒精肝炎模型组中 AIF-1、

TGF-β 及 P38/MAPK 的表达量均高于低浓度酒精肝炎模型组及对照组（P<0.05）。 

结论 结论酒精性肝炎中，炎性因子 Daintain/AIF-1 参与肝纤维化，刺激肝星形细胞分泌 TGF-β 促

进肝脏纤维化，可能是通过激活 P38/MAPK 信号通路实现的。 

 
 

PO-175 

大肠癌的发生与干细胞 

 
覃语思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大肠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率和发病率较高，其病理生理等相关机制至今仍在研

究中。有关于大肠癌相关的理论是已知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而成。干细胞的研究是时

下很有前景的对于结直肠癌治疗的研究，在现有的研究中发现，成人结肠干细胞的突变可能引起肿

瘤的变化。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观察到，大肠隐窝干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平衡,对维持大肠上皮的

正常形态和功能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肠癌起源于隐窝干细胞的异常增殖.深入研究大肠

隐窝干细胞的特性及其与大肠癌发生的关系,对最终揭示大肠癌的发病机制及制定新的治疗策略有

重要意义 

方法 综述 

结果 1.正常人的大肠大约 8．2 年(95％ 可信区间为 2．7— 19 年)即发生一次演替,而隐窝的演替过

程均是由多克隆细胞演变为单克隆细胞，所不同的是前者没有形态和功能改变，且演替过程不是由

原癌基因的激活与抑癌基因的失活所驱动。 

2.腺瘤癌序列的–Vogelstein 说明在细胞中积累的突变，导致细胞恶性转化，这些突变还伴随着粘

膜的表型变化 

3 正常干细胞和恶性的大肠癌干细胞的识别一直是困难的。最近有新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识别和隔

离干细胞。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通过免疫组化的表面标记识别,这些表面标记物的存在促进了

肿瘤细胞的子群的致瘤潜能。其他识别方法包括形态特征，如―钟状‖核和它们在隐窝基地的位置。

此外，DNA 的甲基化模式与 RNA 结合蛋白已被用于识别这些细胞 

4.为了进一步提高致癌潜能，核 β-catenin 会增加 survivin 的表达，促进细胞增殖和抗细胞凋亡 

结论 随着我们对结直肠癌干细胞的了解，现在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目前的全身性治疗只会引起部分

或不完全缓解。手术切除是目前我们对这组细胞的唯一有效的管理策略。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开发

新的治疗方法，针对这种独特的癌细胞亚群进行治疗。这种治疗方法会协助根除疾病和保持较长时

间的疗效。不幸的是，干细胞在人体中形成一个核心单元，目前有选择地针对它们是非常困难的。

驻留在结肠隐窝的正常干细胞依赖于粘合剂和可溶性基质上皮细胞的相互作用，以保持分裂和分

化。在大肠癌干细胞的这些监管机制，理论上可以用于癌症的预防和治疗[43]。生长因子和 β-连环

蛋白的核定位的调控似乎在肠道干细胞正常的动态平衡中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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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76 

超声内镜在结直肠癌 T 分期中的作用 

 
唐雪莲,韩超群,丁震 

武汉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研究超声内镜诊断结直肠癌 T 分期的准确性，探寻可能影响超声内镜对结直肠癌 T 分期准确

性的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期间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行超声内镜 T

分期并行手术切除的 511 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人口学资料、超声内镜资料及术后病理资料，所有收集

到的超声内镜图像由一个经验丰富的内镜医师统一进行 T 分期，然后将超声内镜分期与术后病理 T

分期进行对比，探讨超声内镜对结直肠癌术前 T 分期的准确性以及过分期、分期不足的概率，并探

寻影响超声内镜对结直肠癌术前 T 分期准确性的可能因素。 

结果 本研究总共纳入结直肠癌患者 511 例，男性 318 例，女性 193 例，平均年龄 57 岁。超声内

镜分期结果：内镜在诊断结直肠癌 T 分期上，总准确率为：72.80%（372/511），对 T1、T2、

T3、T4 诊断的准确率分别为：57.58%，62.26%，66.96%，93.66%。过分期概率为：11.5%

（58/511），分期不足概率为：15.85%(81/511)。肿瘤分化类型、病变大小、有无腹水、有无癌周

淋巴结肿大及超声类型对超声内镜 T 分期准确性的影响无显著性差异；EUS 对结肠癌 T 分期准确

性较直肠癌高（p=0.04），病变环周程度越高（p=0.001），EUS 诊断准确性越低；当 EUS 图像

出现固有肌层增厚（p=0.02）、病变外缘呈锯齿状（p=0.00）、病变外缘不光整（p=0.00）或壁

外有强回声脂肪区改变（p=0.00）时更易于正确判断 T 分期。 

结论 超声内镜对结直肠癌 T 分期的准确性相对较高，但病变部位、病变环周程度、EUS 图像出现

固有肌层增厚、病变外缘不光整等因素影响其分期的准确性,应用超声内镜对结直肠癌进行 T 分期

时需要重点关注这些可能影响准确性的因素。 

 
 

PO-177 

JAK2/STAT3 信号通路在重症急性胰腺炎大鼠早期炎症 

反应过程中作用机制研究 

 
李敏利,汪芳裕,张晓华,许小兵,王彬 

南京军区总医院 

 

目的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早期炎症介质过度活化是加重器官损伤和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之

一，但其确切的病理生理机制仍未完全明确。探讨早期炎症是否通过胰腺腺泡细胞内 JAK2/STAT3

信号通路活化促进炎症因子分泌，加重胰腺局部炎症与器官损伤，为 SAP 早期治疗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体内实验将 56 只 SD 雄性大鼠随机分成对照组，SAP 组（6h，12h，18h）和治疗组（6h，

12h，18h），采用逆行胰胆管注射 5%牛黄胆酸钠制成 SD 大鼠 SAP 模型；检测血清淀粉酶，光

镜下观察胰腺病理形态学改变，ELISA、RT-PCR 检测血清、胰腺 TNF-α, IL-6, IL-18 表达，免疫

组化、RT-PCR、Western blotting 检测胰腺 JAK2、STAT3 活化情况。体外实验将 SD 大鼠处死后

分离胰腺腺泡细胞，提纯细胞随机分成对照组，试验组和治疗组，其中后两组给予雨蛙素及脂多糖

处理，治疗组给予 JAK2 抑制剂 AG490 预处理；ELISA、RT-PCR 检测细胞上清液、细胞 TNF-α, 

IL-6, IL-18 表达，免疫荧光、RT-PCR、Western blotting 检测细胞 JAK2、STAT3 活化情况。 

结果  SAP 各组淀粉酶、TNF-α, IL-6, IL-18 表达随造膜时间延长表达显著升高，胰腺损伤程度加

重，JAK2、STAT3 活化增加，且与促炎因子表达趋势一致，各治疗组检测指标与相应时间点比较

显著降低，胰腺损伤程度改善；雨蛙素、脂多糖显著增加细胞上清液淀粉酶表达，TNF-α, IL-6, IL-

18 分泌显著升高，AG490 显著抑制细胞内促炎因子分泌以及 JAK2、STAT3 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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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 SAP 早期，炎症反应过程诱导胰腺腺泡细胞 JAK2/STAT3 信号通路活化并促进炎症因子大

量释放，加重胰腺损伤及炎症反应，抑制该信号通路活化可减少促炎因子分泌，减轻胰腺损伤程

度。 

 
 

PO-178 

心理护理对慢丙肝抗病毒治疗患者焦虑状态的影响 

 
孙云红,卢诚震,邓红,李丽萍,王紫琪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对慢丙肝抗病毒治疗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 

方法 由丙肝治疗专家组医生，丙肝科专职护士组成治疗团队，将 86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每组 43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心理护理。通过曼

陀罗绘画治疗，患者在涂色后，介绍作品，包括作品的命名、画中呈现的意象、所使用的颜色等；

描述情感；自由联想；联系现实，把曼陀罗所呈现的意象、所体验的情感及引发的自由联想与现实

生活进行联系，表达自己感受，小组内分享，专家点评；患者通过曼陀罗绘画展示了无意识冲突，

并借助曼陀罗特有的整合功能，整合内心的矛盾，获得内在的稳定和谐。患者可以发挥自己想象力

及任何适应颜色，在绘画中体验到平静、满足、爱、愉悦感。患者在绘画曼陀罗后，自我觉察及主

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提高。曼陀罗涂色增强患者内心的秩序感，从而减少弥散性焦虑的程度。采用

SAS 评分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干预 2 周后、4 周后、6 周后的焦虑状态进行评价。 

结果 观察组患者经心理护理后 SA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 

结论 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能够改善患者的焦虑状态。 

 
 

PO-179 

T 辅助细胞 17（Th17）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 

脂肪变性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何淑英,蒋永洪,陈学清,彭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研究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中 CD4+细胞不同亚型的变化及其在 NAFLD 发生发展中的作

用及其机制。 

方法 高脂模型用蛋氨酸-胆碱缺乏饲料（MCD）喂养，分组如下：正常对照组、高脂 3 周和高脂 6

周；野生型小鼠（WT）高脂和 IL-17A-/-小鼠高脂组；高脂、高脂+ CD4+ (WT)细胞、高脂+ CD4+ 

(IL-17A
-/-)细胞和高脂+IL17A 重组蛋白组；动物模型均用生物化学法检测血清 ALT 和 AST，oil 染

色和病理检测脂肪肝脂肪变性和肝损伤程度，流式分析肝脏组织中的 CD4+细胞及其不同亚型；小

鼠 CD4+细胞诱导活化为 Th17 细胞，慢病毒（sh-mettl3 和 LV-mettl3）或游离脂肪酸干预后，流

式分析 IL17A 和 RORγT，免疫印迹和实时荧光定量检测 IL17A、RORγT 和 mettl3 表达。 

结果 oil 染色和病理结果显示 3 周和 6 周的脂肪肝模型均出现了脂肪变和肝细胞损伤，6 周模型脂

肪变性程度和肝细胞损伤均较 3 周加重，同时 ALT 和 AST 升高也较 3 周明显，病理结果显示 3 周

模型无炎症细胞浸润，6 周模型出现炎症细胞浸润；流式结果分析，相对于正常对照组，CD4+细胞

在 NAFLD 3 周和 6 周模型中均出现了下降，6 周模型下降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 CD4+细胞的不同

亚型，发现 Th1 细胞和 Treg 细胞无变化，而 Th17 细胞在 3 周模型中比例降低，6 周模型中升

高。和野生型小鼠比较，IL-17A-/-小鼠脂肪肝模型肝脂肪变性均较野生型加重，IL17A 重组蛋白可

缓解脂肪变性程度和 ALT、AST 升高；分别从 WT 和 IL-17A-/-小鼠异体移植 CD4+细胞到 MCD-WT

小鼠模型，发现 CD4+（WT）能明显减轻受体小鼠脂肪肝病变程度，而 CD4+（IL-17A-/-）受体的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72 

肝脏脂肪变并未减轻。体外实验通过流式检测发现游离脂肪酸刺激可导致 IL17A 和 RORγT 百分比

下降，mRNA 和蛋白水平检测提示游离脂肪酸可导致 Th17 细胞中的 IL17A、RORγT 和 mettl3 表

达降低；sh-mettl3 预先处理发现在 mRNA 和蛋白水平促进了 IL17A 和 RORγT 表达的下降；LV-

mettl3 则拮抗了游离脂肪酸所导致的 IL17A 和 RORγT 表达降低。 

结论 NAFLD 早期导致 Th17 细胞活性下降并反馈促进 NAFLD 进展，机制研究发现游离脂肪酸通

过 mettl3 抑制 Th17 细胞活性，Th17 细胞活性降低反馈促进脂肪变，最终促进 NAFLD 进展。 

 
 

PO-180 

A mathematical model based on routine laboratory testing 
and CD8+ T cells’ ratio can distinguis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with high efficiency 

 
Shixue Dai

1
,Xiao-ling Bu

1
,Hong-xiang Gu

2
,Hao-hua Huang

3
,Zi-hao Chen

3
,Tiao-si Xing

5
,Yi-ming Fu

4
,Wei-hong 

Sha
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and Guang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3.The Second Clinical Schoo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4.The First Clinical Schoo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5.Department of Anatomy & Cell Biology， Brody School of Medicine，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current mathematical models are not precise enough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thus we aim to establish a novel equation based on 
serological and fecal factors and to evaluate its efficiency o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for patients 
with IBD.  
Methods Ninety-four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IBD and 85 patients with non-IBD were enrolled. 
The variables of blood routine test, inflammatory markers, stool routine test, fecal calprotectin 
(FCP), and CD8+ T cells were screen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o construct primary equations. 
R Project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 3.4.2 was applied to build a regression equ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variables. Another 28 confirmed IBD as well as 30 suspected IBD patients were enrolled to 
verify the essentially best equation. 
Results Ten factors including age, platelet (PLT), hematocrit (Hct),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fecal RBC (FRBC), fecal WBC (FWBC), occult blood (OB), fecal calprotectin (FCP), 
CD8+CD28+ T cells, CD8+CD28- T cells, and CD8+CD28+/CD8+CD28- ratio (CD28r) were found to 
b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ith an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0.810 in 
diagnosing IBD. By regrouping the factors we found that a model built with age, PLT, Hct, OB and 
CD28r has an AUC of 0.890, and when the Y value was more than 0.643, the best diagnostic 
efficiency could be caught, with a sensitivity of 81.9% and a specificity of 82.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se data demonstrate that the mathematical model based on age, PLT, HCT, 
OB, and CD8+CD28+/CD8+CD28- ratio has the optima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n distinguishing 
IBD with the equation score more than 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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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1 

结肠腺瘤/癌切除术后发生异时性腺瘤/异时性进展期 

腺瘤的危险因素分析 
 

李志一,张黎明,刘玉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市,西城区 

 

目的 分析结肠腺癌/腺瘤切除术后发生异时性腺瘤（metachronous adenoma，MA）/异时性进展期

腺瘤（metachronous advanced adenoma，MAA）的危险因素，帮助识别 MA/MAA 发生的高危人

群。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我院行结肠腺瘤切除术（N=1034）和结肠癌内镜

下/手术根治术（N=302）、肠镜随访超过 6 个月的患者。收集患者的基线资料和肠镜随访资料。

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 MA/MAA 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果 1、结肠腺瘤术后和结肠癌术后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 26 个月和 23.5 个月。结肠腺瘤术后

MA 和 MAA 的总发生率分别为 35.0%和 5.5%，结肠癌术后 MA 和 MAA 的发生率分别为 32.1%和

6.6%。2、多因素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显示，结肠腺瘤术后发生 MA 的风险为：男性（HR＝

1.36，95% CI 1.09-1.70）、年龄≥60 岁（HR＝1.30，95% CI 1.03-1.63）、HRA（HR＝1.41，

95% CI 1.14-1.74）、高血压史（HR=1.28，95% CI 1.03-1.60）；发生 MAA 的危险因素为年龄

≥60 岁（HR＝2.30，95% CI 1.25-4.21）和 HRA（HR＝2.00，95% CI 1.18-3.37）。3、结肠癌术

后发生 MA 的危险因素为：男性（HR=2.04，95%CI 1.32-3.17）、年龄≥60 岁（HR=2.71，

95%CI 1.58-4.68）、结肠癌家族史（HR=1.89，95%CI 1.08-3.31）；发生 MAA 的危险因素为男

性（HR=4.52，95%CI 1.30-15.74）、年龄≥60 岁（HR=3.03，95%CI 1.07-8.56）、DM/IFG

（HR=3.15，95%CI 1.16-8.56）、低 HDL-C 水平（HR=4.92，95%CI 1.11-21.75）。 

结论 1、老年和 HRA 是结肠腺瘤术后发生 MA 和 MAA 的危险因素，男性、高血压史是发生 MA 的

危险因素。2、男性和老年是结肠癌术后发生 MA 和 MAA 的危险因素，结肠癌家族史是发生 MA 的

危险因素，DM/IFG 和低 HDL-C 水平是发生 MAA 的危险因素。3、结肠腺瘤术后的随访除了关注

基线腺瘤的危险分层，还需注意老年、男性、高血压史人群的高危性，建议这些人群规律密切随

访。4、结肠癌术后的肠镜随访可据性别、年龄、结肠癌家族史、血糖、HDL-C 水平进一步危险分

层，加强高危人群的监测强度。 

 
 

PO-182 

超声内镜引导下经胃引流治疗早期胰腺假性囊肿临床观察 

 
李峥,高山 

襄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超声内镜（EUS）引导下经胃引流进行早期胰腺假性囊肿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对本院 2014 年 3 月-2018 年 4 月治疗的胰腺假性囊肿患者 48 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所有 48 例均采取超声内镜引导下经胃引流术进行治疗，经线阵扫描型 EUS 插入胃腔以后，对

囊肿的位置，大小，与胃壁之间的距离等通过 EUS 明确，穿刺点选择应避免损伤较大血管。成功

穿刺后，进行囊液抽取并进行化验，经造影检查后确诊为囊肿，将导丝置入，以环形切开刀进行柱

状水囊扩张，扩张完毕后通过导丝将硅胶支架置入。术后使用抑酸，抗生素等药物进行并发症预

防，对患者生命体征，血尿淀粉酶变化，临床症状以及血常规，生化指标进行密切观察。 

结果 48 例胰腺假性囊肿患者中置管成功率为 94．8％，有 7 例患者发生并发症。手术时间 40～

60min，支架置入后患者住院的平均时间为 3—9d，留存支架的平均时间为 4—10 个月，内镜治愈

44 例，没有出现复发囊肿的现象。支架移除后体质量指数（MBI）和疼痛评分（NRS）较治疗前

均有明显改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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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超声内镜引导下经胃引流治疗早期胰腺假性囊肿具有显著的效果，主要体现在：1.能准确找到

穿刺点，明确囊肿壁，十二指肠壁，胃之间的距离是否合适，有效的避免较大血管的损伤。2.能够

将穿刺和置管过程显示出来，如果发现任何问题可及时改正。3.能清楚观察到囊肿的治疗效果，并

表现出来。综上所述，超声内镜引导下经胃引流治疗早期胰腺假性囊肿，安全，创伤小，临床效果

显著，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PO-183 

食管腺癌的外泌体可在 Barrett’s 上皮细胞中诱导上皮-间质转

化：食管腺癌周围 Barrett’s 上皮癌变的潜在机制 

 
梁威,张梦宇,肖英莲,彭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外泌体是由细胞释放的、含有多种分子内容物的膜性颗粒，可影响其他细胞的生物学行为。

由肿瘤细胞释放至胞外的外泌体可能参与了肿瘤周围细胞的癌变过程。食管腺癌起源于 Barrett‘s 化

生上皮，当食管腺癌进展时，紧邻肿瘤细胞的非肿瘤性化生细胞可受食管腺癌外泌体的影响。上皮

细胞通过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可获得间质表型，EMT 在癌

症发生过程中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将探讨食管腺癌外泌体是否可在 Barrett‘s 上皮细胞中诱导 EMT

并促进其癌变。 

方法 以差速超速离心法分离食管腺癌细胞株 OE33、FLO1 条件培养基中的外泌体，以纳米颗粒跟

踪分析法对外泌体进行定量。为确认分离得到外泌体，以 Western blot 检测外泌体标志物 CD63、

TSG101、CD9、HSP90、HSP70，以 CD63 免疫金电镜进行观察。为分析细胞摄入外泌体的过

程，以 PKH67 对外泌体进行荧光标记。对 Barrett's 上皮细胞株 Bar-T、Bar-10T 进行以下处理：

a）以食管腺癌外泌体处理 Barrett's 上皮细胞株 7 天；或者 b）与敲除或不敲除 Rab27a 蛋白（外

泌体释放所需要的蛋白，其敲除可抑制外泌体的释放）的 OE33 细胞共培养。Bar-T、Bar-10T 细

胞经以上处理后，以 Western blot 对 E-cadherin 进行检测，以 Transwell 实验检测迁移能力。对

OE33 外泌体进行 miRNA 测序，以 MirPath 进行 KEGG通路分析进而鉴定 miRNA 的靶点。 

结果  超速离心可获得约 108 颗粒/ml 培养液。分离的外泌体表达 CD63、TSG101、CD9、

HSP90、HSP70，但不表达 Calnexin（阴性对照）。Barrett's 细胞对外泌体的摄取出现于外泌体

处理后 1.5 小时。OE33 外泌体可减少 Barrett's 细胞中 E-cadherin 的表达，提高细胞的迁移能力。

与 OE33 细胞共培养可增加 Barrett's 细胞的迁移，而与 Rab27a 敲除的 OE33 细胞共培养则可减少

Barrett's 细胞的迁移。OE33 来源的外泌体含有约 300 种 miRNA，KEGG 通路分析发现细胞外基

质受体相互作用通路的过表达。 

结论  食管腺癌的外泌体，可能通过 miRNA 导致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通路发生改变，在

Barrett's 细胞中诱导 EMT 进而促进其癌变。 

 
 

PO-184 

四氢生物喋呤改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纤维化 

 
王小兵

1
,王瑞峰

2
,杨幼林

1
 

1.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四氢生物喋呤（BH4）是否改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肝纤维化,以

寻找 NAFLD 治疗新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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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30 只大鼠随机分为三组①对照组②NAFLD 组③BH4 组。肝脏彩超评价肝脏大小，静脉血测

量肝脏功能。光镜和电镜评价肝脏组织学变化，TUNEL 法检测肝细胞凋亡，Masson 染色评价肝

脏纤维化程度。荧光显微镜和比色法共同检测肝脏超氧阴离子的产生。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NAFLD 组肝细胞凋亡(P＜0.01）和间质纤维化(P＜0.01）明显增加，肝脏体

积增加(P＜0.01），肝脏功能恶化(P＜0.01），肝脏细胞超氧阴离子含量增加(P＜0.01），这些效

果可被 BH4 改善。 

结论 BH4 改善肝脏氧化应激，缓解 NAFLD 肝脏纤维化，这也许成为 NAFLD 发生和维持的机制之

一，成为 NAFLD 治疗的新靶点。 

 
 

PO-185 

过继回输 Breg 细胞诱导 CD19-/-小鼠 Treg 细胞扩增 

 
李夏,谭江,薛倩,李雨晨,王晶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市,西城区 

 

目的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显示，H.pylori 感染可以诱导胃黏膜及脾脏、肠系膜淋巴结中 CD19+IL-

10+Breg 细胞及 CD4+CD25+Foxp3+Treg 细胞显著扩增，且 Breg 细胞扩增明显早于 Treg 细胞。

本研究利用 CD19 缺陷小鼠（CD19-/-）过继回输 Breg 细胞，探究 Breg 细胞在诱导 Treg 细胞扩增

中的作用。 

方法 磁珠分选野生型小鼠脾脏中 Breg 细胞及 B 细胞，CD19-/-小鼠分组给予尾静脉回输 Breg 细胞

/B 细胞，1x106cells/只，对照组给予等量 PBS，回输 2 周后处死小鼠。分离小鼠外周血淋巴细胞

（PBMC）、脾脏、肠系膜淋巴结（MLN）及派氏淋巴结（Peyer‘s patches, PP）中淋巴细胞行流

式细胞检测，提取胃黏膜、结肠黏膜 RNA，检测相关转录因子（T-bet、GATA-3、RORγt、

Foxp3）与细胞因子（IL-10、TGF-β、TNF-α、IFN-γ、IL-17）表达水平。 

结果 与 PBS 对照组相比，（1）Breg 细胞/B 细胞回输组 MLN 中 CD4+T 细胞含量显著升高

（37.15±2.83 vs 28.15 ±3.10，p=0.029；42.05 ±0.61 vs  28.15 ±3.10，p=0.003），PBMC、脾

脏及 PP 中 CD4+T 细胞含量无显著变化；（2）Breg 细胞回输组 MLN 中 Treg 细胞含量较对照组

显著升高（13.1 ±0.81 vs 9.84 ± 0.69，p=0.01），B 细胞回输组 Treg 含量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

异；（3）Breg 细胞回输组结肠黏膜 Th 细胞相关转录因子 T-bet、GATA-3 及 RORγt 表达水平呈

降低趋势，Foxp3 表达水平呈升高趋势，但均未达到统计学差异；IL-10 及 TGF-β 表达水平呈升高

趋势，IFN-γ 及 IL-17（0.41 ±0.11 vs 1.50 ±0.60，p=0.04）表达水平降低；B 细胞回输组相关转录

及细胞因子变化趋势不明显，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4）Breg 细胞/B 细胞回输组胃黏膜中相关

转录因子及细胞因子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与 B 细胞相比，Breg 细胞能够诱导 CD19-/-小鼠 MLN 中 Treg 细胞扩增，降低肠黏膜中 Th 相

关转录因子表达水平及促炎性细胞因子（IL-17）的表达，增强肠黏膜相关组织的免疫抑制作用。 

 
 

PO-186 

睡眠障碍对功能性胃肠病症状谱中下消化道症状的影响 

 
张馨,赵威,陈秋宇,王彬,晋弘,张莉莉,赵春山,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和平区 

 

目的 探讨睡眠障碍对功能性胃肠病（FGIDs）症状谱中下消化道症状的影响。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天津市 6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消化内科门诊的 FGIDs 患者（采

用罗马Ⅲ标准）进行问卷调查，评估患者症状严重程度、睡眠质量（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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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QI）、焦虑和抑郁积分（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等，运用两独立样本等级资料 Mann-

Whitney 秩和检验初步分析睡眠障碍对 FGIDs 患者下消化道症状的影响。 

结果 931 例患者有效完成问卷调查，其中 651 例患者存在睡眠障碍，280 例患者无睡眠障碍。功

能性消化不良（FD）患者中睡眠障碍与焦虑抑郁并存者 360 例（43.38%），FD 合并焦虑者 501

例（60.51%），合并抑郁者 495 例（59.78%）。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中睡眠障碍与焦虑抑

郁并存者 138 例（47.26%）， IBS 合并焦虑者 181 例（61.99%），合并抑郁患者 170 例

（58.22%）。FD 中重叠 IBS 患者 81 例，其中存在睡眠障碍者 70 例（86.42%）。在睡眠障碍患

者中 FD 重叠 IBS 的比例高于无睡眠障碍患者中 FD 重叠 IBS 的比例。睡眠障碍患者中下腹痛、下

腹不适（非疼痛）、羊粪样或硬便、用劲排便、稀（软）便或水样便、排便不尽感、便急感、排便

每周<3 次、排便每天>3 次分别占 36.10%、34.56%、21.20%、32.41%、31.64%、44.39%、

27.04%、13.21%、10.75%。下腹痛、下腹不适（非疼痛）、羊粪样或硬便、排便不尽感这 4 种

症状，睡眠障碍组的严重程度明显高于无睡眠障碍组。 

结论 睡眠障碍与焦虑、抑郁在 FGIDs 患者中常同时存在，睡眠障碍明显影响功能性胃肠病症状谱

中下消化道症状的重叠及严重程度。 

 
 

PO-187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结肠黏膜褪黑素的表达及与肠道菌群的关系 

 
王犇,刘作静,段丽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检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结肠黏膜褪黑素表达水平的变化，并探索结肠黏膜褪黑素的分泌与肠

道菌群之间的关系。 

方法 1.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结肠黏膜褪黑素表达水平的检测：纳入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9 月就诊

于北医三院消化科门诊符合罗马Ⅲ标准的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和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志愿

者，于乙状结肠取黏膜活检，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测乙状结肠黏膜上皮褪黑素和褪黑素合成限

速酶 N-乙酰转移酶的表达。于 40X 镜下随机选取 10 个视野，分别统计每个视野下腺体上阳性细胞

数。并采用 Mann-Whitney 非参数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2.结肠黏膜褪黑素的分泌与肠道菌群之间的关系：将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以及健康志愿者的粪菌进行

16S 测序，分析其肠道菌群结构，而后将结肠黏膜褪黑素以及 N-乙酰转移酶表达的阳性细胞数与

所对应个体的粪菌结构进行 Spearman 秩相关热图分析，寻找与褪黑素表达之前存在关联的肠道菌

群。 

结果 1.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结肠黏膜褪黑素表达水平的检测：共纳入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 32

例，健康志愿者 30 例。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乙状结肠黏膜褪黑素表达阳性细胞数要多于健康

志愿者（P<0.05）；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乙状结肠黏膜 N-乙酰转移酶表达阳性细胞数要多于健康志

愿者（P<0.05）；2.毛螺旋菌属及 Phascolarctobacterium 菌属与 N-乙酰转移酶的活性呈正相关。 

结论 1.结肠黏膜褪黑素水平的改变可能参与肠易激综合征的发生发展之中。2.结肠黏膜褪黑素的分

泌与肠道菌群之间可能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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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88 

长链非编码 RNA ABHD11-AS1 对胰腺癌细胞的凋亡、 

侵袭及转移的影响 

 
徐岷

1
,周改

1
,冯雯

1
,周朦

1
,杨萧天

1
,顾漱溟

1
,章美婷

1
,龚爱华

2
 

1.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镇江市 

2.江苏大学医学院 

 

目的 筛选出在结直肠癌（CRC）和癌前病变患者血浆中特征性表达的 lncRNA，并验证其能否作为

CRC 早期诊断及治疗后疗效评价的潜在循环分子标志物。 

方法 运用生物信息数据库分析筛选出与 CRC 相关的 lncRNA；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在临床

血浆小样本中初步筛选出候选 lncRNA；将候选 lncRNA 在 42 例健康对照者、14 例良性息肉、30

例结直肠腺瘤和 90 例 CRC 患者(其中，TNM Ⅰ/Ⅱ期 40 例，TNM Ⅲ/Ⅳ期 50 例)的血浆标本中进

行验证。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评估特征性候选血浆 lncRNA 对 CRC 的诊断效能；

利用统计学方法对 29 例 CRC 患者术前、术后血浆中特征性候选 lncRNA 的表达水平进行对比。 

结果 筛选出 ZFAS1、SNHG11、LINC00909 和 LINC00654 四种特征性 lncRNA，各候选基因在

CRC 患者组血浆标本中的表达水平均高于非癌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腺瘤患者组

血浆标本中 ZFAS1 和 SNHG11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良性息肉组血浆标本中 SNHG 11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血浆 ZFAS1、SNHG11、LINC00909 诊断 CRC 的 ROC 曲线下面积 AUC 分别为 0.850，0.868，

0.886，均高于传统肿瘤标记物 CEA（AUC=0.797）和 CA19-9（AUC=0.603）；将四种特征性候

选血浆 lncRNA 联合后，其对 CRC 的诊断效能均较任意一种单个 lncRNA 或其他任意组合后的诊

断效能高，特别是对相对早期阶段（TNM Ⅰ/Ⅱ）的 CRC 患者。四种特征性候选血浆 lncRNA 分

别与传统肿瘤标记物 CEA、CA19-9 联合后也可进一步提高其对 CRC 的诊断效能。CRC 患者组术

后血浆中以上四种特征性候选 lncRNA 的表达水平均较术前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血浆 lncRNA ZFAS1、SNHG11、LINC00909 和 LINC00654 可作为结直肠癌临床诊断和术后

监测潜在的循环标志物，且对血浆 ZFAS1 和 SNHG11 的检测有助于早期发现癌前病变。 

 
 

PO-189 

SIRT6 可能通过上调 PPAR-a 及阻遏细胞衰老改善 NAFLD 

 
辛晟梁,徐可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从脂类代谢、细胞衰老两个角度探讨 SIRT6 对 NAFLD 的作用与机制。 

方法 分别用 300mM 棕榈酸（PA）及无水乙醇干预 AML-12 细胞 24h，得到细胞脂肪变模型组

（PA 干预组）与对照组；纳入 4 周龄鼠作为基线组不予处理直接处死分析。另外分别用 60%脂肪

供能的饲料及普通饲料连续喂养 6 周龄 C57 小鼠 22 周，得到 NAFLD 动物模型组（HF 组）与对

照组。同时，构建 SIRT6 过表达的慢病毒载体及阴性对照病毒载体，感染 AML-12 细胞或通过尾

静脉注射入鼠体，得到细胞和小鼠的 SIRT6 过表达组（OE 组）及阴性对照组（Null 组）。检测各

组小鼠肝组织及细胞 SIRT6、脂类代谢相关基因、衰老相关分泌模式相关基因、调控细胞周期相关

基因及衰老标志物基因的表达。检测各组细胞及小鼠肝组织的 SIRT6、PPARa、GLB 的蛋白质表

达。 

结果 AML-12 细胞基因水平：PA 组 SIRT6、PPARa、MCM-2 表达下调，而 PPARg、SREBP-

2、SCD-1、CCL-8、HGF、P21、GLB 表达上调。另外相较于 Null 组，OE 组 SIRT6、P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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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ARg、MCM-2 表达上调（P<0.05），而 SREBP-2、SCD-1、IL-6、CCL-8、HGF、P21、GLB

表达下调。SIRT6、PPARa、GLB 的蛋白水平：PA 组 SIRT6 稍下调，PPARa 明显下调，而 GLB

则上调；相较于 Null 组，OE 组 SIRT6 明显上调，进一步证实慢病毒感染成功，同时 PPARa 也上

调，GLB 下调。衰老相关分泌模式 IL-6、CCL-8 在基线组、对照组、HF 组的表达逐次升高，而相

较于 Null 组，OE 组 IL-6、CCL-8 表达下降。SIRT-6、PPARa 的表达 OE 组高于 Null 组，但

PPARg 变化不明显。相较于 Null 组，OE 组的 SIRT6、PPARa 表达均上调，GLB 表达下调。 

结论 NALD 时细胞脂类合成增加而 b 氧化减少，同时伴随细胞衰老化。当 SIRT6 表达升高，

PPARa 基因与蛋白质表达水平也随之上调，细胞衰老也得以遏制，提示 SIRT6 可能通过上调

PPARa 及阻遏细胞衰老改善 NAFLD。 

 
 

PO-190 

24 小时动态 pH 阻抗监测早产儿胃食管反流的特点 

 
茹颖,袁坤,唐晓艳,张玉,李正红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东城区 

 

目的 应用 24 小时动态 pH 和阻抗监测的技术记录早产儿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并总结其临床特点。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收治于北京协和医院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 12 例有反流症

状的早产儿进行 24 小时动态 pH 和阻抗监测，并分析其胃食管反流的特点。 

结果 12 例早产儿中男孩 7 例（58%）、女孩 5 例（42%），孕周（31±3）周，孕周最小为 27

周，最大为 36 周，平均出生体重（1663±599）克，最小为 760 克，最大为 2620 克。检测时日龄

（35±20）天，日龄最小为 6 天，最大为 68 天。检测时体重（2095±173）克，最小为 1175 克，

最大为 2635 克。监测时身高（44±2）厘米，最小为 37 厘米，最大为 46 厘米。12 例早产儿在监

测期间共发生 388 次反流，其中酸反流 112 次（28.9%），弱酸反流 276 次（71.1%）。餐后反流

179 次，占所有反流次数的 46.1%，其中餐后酸反流 16 次（8.9%），弱酸反流 163 次

（91.1%）。112 次酸反流中仅有 16（14.3%）次发生在餐后，其余均发生于餐前，而餐前是护理

操作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因此护理操作过程中体位的改变可能会影响胃食管反流的发生。餐后弱酸

反流占所有弱酸反流的 59.1%。此外，发生在餐后 12 例早产儿中有 6 例在监测期间发生了呼吸暂

停，6 例患儿共记录 31 次呼吸暂停，15（48.4%）次发生在胃食管反流前后 5 分钟内，其中酸反

流 4（26.7%）次，弱酸反流 11（73.3%）次。 

结论 发生于早产儿的胃食管反流以弱酸反流为主，并且弱酸反流多发生在餐后。此外，应用 24 小

时动态 pH 和阻抗监测技术有助于分析胃食管反流与呼吸暂停的相关性。 

 
 

PO-191 

研究 MR 检查下两种对比剂普美显和马根维显对 

小肝癌检查的影响 

 
曲静琦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 MR 检查下两种对比剂普美显和马根维显对小肝癌检查的影响，探讨两种检查方法在小

肝癌诊断上的价值。 

方法 选取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近几年 61 例疑似肝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采用 MR 进行检查，并将

检查结果中造影剂使用普美显的患者与马根维显的患者进行对比，最后将两种检查结果介入确定结

果进行对照。MR 采用 GE1.5T 超导型 MR 成像机，快速多层面干扰梯度回波(FMPSPGR)序列扫

描。SE 序列行 T1加权成像)和 T2加权成像。FMPSPGR 序列为横轴位扫描，根据病变范围及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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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大小，必要时全肝分为二次动态扫描，平扫后增强。造影剂分别为普美显和马根维显，均为

0.25ml/kg 体重，经肘静脉注射后即刻开始动态扫描，共做 2 组，一般约 30~40 分钟。 

结果 普美显组增强扫描时病灶边界显示清晰，能清晰观察肝病灶病变的肝动脉和门静脉的供血情

况，共查出癌灶 58 个，其中单个病灶者 38 例，2 个病灶者 7 例，3 个病灶以上者 2 例。术后病检

报告肝细胞癌，术中发现 4 例造影剂为普美显患者诊断为单发病灶的实为 2 个病灶。马根维显组强

扫描时，共查出癌灶 57 个，其中单个病灶者 40 例，2 个病灶者 7 例，3 个病灶以上者 1 例。术中

发现 2 例造影剂为马根维显的患者诊断为单发病灶的实为 3 个病灶，1 例诊断为单发病灶的实为 2

个病灶。普美显扫描病灶检出率为 95.08%。马根维显组扫描病灶检出率为 93.44%。 

结论 普美显可以从组织学水平反映病灶的性质，良性肝硬化结节中含有正常吞噬功能的肝脏细

胞，在肝细胞特异期图像中的表现与正常肝细胞相似；而在恶性肝硬化结节中，肝脏细胞的正常吞

噬功能受到损伤，病灶区域对普美显的摄取率明显低于周围正常肝脏组织，这样图像中就形成了比

较明显的对照。而马根维显区别不了肝硬化节和小肝癌，结综上所述，因此我们认为普美显在小肝

癌诊断中的价值更高，尤其在小肝癌中的诊断中具有明显的效果。 

 
 

PO-192 

胃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分析 

 
陈慧珊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根据 Ki67 指标进行分级，根据分级结果研究胃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在不同级别下的临床病理

资料特点和预后，并分析在治疗过程中使用生长抑素辅助治疗后能否提高患者生存率。 

方法 为既往在我院确诊为胃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87 例住院病人建立数据库，采用回顾性病例研究方

法对这些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比较胃神经内分泌肿瘤临床及病理特征的差异，分析分级不同的

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特点和预后及在治疗过程中使用生长抑素辅助治疗后能否提高患者生存率。 

结果 本研究 87 例患者接受了长期随访，随访期间有 14 例失访，中位随访时间为 40 个月（1 个

月，144 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 40±21.5 月（95% CI）。其中有 82 例患者测有 Ki67 数值，分

析可知有 23 例患者诊断为 G1 级，12 例为 G2 级，47 例为 G3 级，G-NENs 的生存预后整体乐

观，G1、G2 级患者 5 年生存率为 100% ，G3 级患者 5 年生存率为 54.7% 。G1、G2 级患者在随

访中表现预后良好，G3 级患者生存率低，预后不佳研究结果提示淋巴结转移阳性、G 分级高等因

素是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其中 G 分级是影响 G-NENs 预后不良的独立因素。根据生存回归分析

可知，在治疗过程中使用生长抑素能改善高分化 G3 级患者的生存预后。 

结论 胃神经内分泌肿瘤预后可受多种因素影响，研究结果提示淋巴结转移阳性、G 分级高等因素

是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其中 G 分级是影响 G-NENs 预后不良的独立因素。根据生存回归分析可

知，在治疗过程中使用生长抑素能显著改善高分化 G3 级患者的生存预后，表明在治疗过程中对高

分化 G3 级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使用生长抑素辅助治疗后对病情预后存在一定的益处。 

 
 

PO-193 

小剂量短程利福昔明对 SIBO 相关 IBS 患者的疗效观察 

 
陈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探讨小剂量短程利福昔明口服疗法对合并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及系统性低度炎症反应的

IBS 患者的疗效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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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7 年 6 月至 2017 年 11 月，连续收集 30 例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消化科门诊的符

合罗马Ⅳ诊断标准且应用乳果糖呼气试验（LBT）检测其 SIBO 及呼出气一氧化氮检验（FeNO）

均阳性的的 IBS 患者，应用利福昔明(0.2 g，3 次/d)对 IBS 患者进行为期 12d 的治疗，用 IBS 症状

严重度量表（IBSSS）及 IBS 相关生活质量量表（IBS-QoL）比较治疗前、后患者的临床症状和

LBT 变化。 

结果  (1) 30 例 IBS 患者治疗后其 IBS 症状严重度显著好转(P<0.05)；生活质量提高(P<0.05)。

(3)IBS-SIBO 组短程利福昔明治疗后 LBT 转阴率为 60%（18/30），其中单纯氢气呼气试验转阴率

54.5% (12/22)，单纯甲烷呼气试验转阴率 63.6% (7/11)，二者均转阴者 33.3% (1/3)。eNO的转阴

率为 40%（12/30）。 

结论 小剂量短程利福昔明疗法可以显著改善合并 SIBO 的 IBS 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生活质量，但并

不足以完全使 SIBO 及 eNO转阴。故利福昔明治疗 IBS 的最佳剂量及疗程还需进一步探索。 

 
 

PO-194 

High-Powered Microwave Ablation of Large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valuation of Recurrence Rate And Factors 

Related to Recurrence 

 
Ningning Zhang 

Tianji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high-powered (80-100 W) 
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MWA) with a frequency of 2450±10 MHz in treating 
large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to predict the risk factors of local recurrence 
after high-powered MWA. 
Methods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waived due to the retrospective study design. Forty-five patients with a total of sixty lesions 
received high power (80-100 W) MWA with a frequency of 2450±10 MHz through percutaneous 
approach guided with ultrasound. Of all the sixty lesions with the maximum tumour measuring 3-8 
cm, forty-six lesions had a main measuring 3-5 cm, and fourteen lesions had a main measuring 5-
8 cm. The complete ablation rates, local recurrence rates, complications, and short-term survival 
were analysed. Ten possible risk factors for local recurrence were analysed. 
Results The complete ablation rates were 82.61% for the first ablation and 100% for the second 
ablation for the lesions with 3-5 cm. The complete ablation rates were 64.29% (82.61% vs. 
64.29%, p = 0.037) for the first ablation and 85.71% (100% vs. 85.71%, p = 0.055) for the second 
ablation for the lesions with 5-8 cm. Local recurrence was observed in 11 out of the 45 (24.44%) 
successfully treated patients. The one-year and two-year survival rates were 95.56% (43/45) and 
86.67% (39/45). No procedure related mortality was observed and no major bleeding, liver 
rupture, liver abscesses occurred.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a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ed 
between the lesion‘s number (p = 0.022), proximity to risk area (p = 0.001), pre-ablation a-
fetoprotein (AFP) (p = 0.025), HBV-DNA replication (p = 0.027) and local recurrence. Multivariate 
analysis identified HBV-DNA (p = 0.031) and proximity to the risk area (p = 0.039) as the 
independent prognosis factor causing postoperative HCC local recurrence. 
Conclusions High-powered microwave ablation of large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ppears to be 
a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HBV-DNA and proximity to risk area as the independent prognosis 
factors cause postoperative HCC local re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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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95 

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中门脉压力相关参数分析及  

卡维地洛降门脉压力疗效机制初探 

 
李锦伟 

1.上海长征医院 

2.上海市同仁医院,上海市,长宁区 

 

目的 本研究通过建立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观察门脉压力及相关参数并分析两者之间相关

性，为临床建立门脉压力评估模型、无创诊断门脉高压提供依据；运用建立的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

模型验证卡维地洛改善门脉高压疗效，并初步探讨卡维地洛治疗大鼠门脉高压机制，为后续门脉高

压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方法 一、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制备。（TAA、CCl4、DMN 三种方法） 

二、卡维地洛治疗大鼠门脉高压。 

三、大鼠门静脉压力测量。 

四、大鼠血流动力学参数检测。 

五、大鼠肝脾体积及重量测量、肝脏标本及血清处理。 

六、大鼠肝脏组织纤维化程度检测。 

七、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一、TAA、CCl4、DMN 制备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三种不同方法模型组大鼠肝脏表面呈

结节样增生；HE 染色可见肝脏实质纤维组织增生、假小叶形成；通过天狼星红染色也可以发现模

型组大鼠肝脏实质大量胶原沉积。 

二、门静脉压力及相关参数测量结果： 借助 TAA、 CCl4、DMN 3 种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

与对照组相比，门脉压力与肝体积体重比、肝胶原面积比例、大鼠门静脉横径（PVD）、门静脉血

流量（PBF）、门静脉血流速（PBV）呈正线性相关。 

    三、正常对照组大鼠门静脉压力均值为 7.97±1.56 cmH2O，治疗对照组大鼠门静脉压力均值为

14.16±1.66 cmH2O，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P < 0.001），卡维地洛治疗组大鼠门静脉压力均值

为 10.23±2.25 cmH2O，较治疗对照组明显下降（P < 0.01），与正常对照组大鼠门静脉压力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8）。卡维地洛治疗组与治疗对照组相比心率（HR）明显降低

（269±67 次/分 vs. 349±41 次/分，P < 0.05），而平均动脉压（MAP）、门静脉横径（PVD）、

门静脉血流量（Vmn）、门静脉血流量（PBF）、肝重体重比（LW/BW）无明显差异。 

结论 1.TAA、CCl4、DMN 成功制备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TAA 模型稳定，门静脉压力值高，

肝纤维化程度重，但耗时长；DMN 造模时间短，但大鼠死亡率高；CCl4 模型造模时间、大鼠死亡

率、效果居中。2.     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中门静脉横径(PVD)、门静脉血流速（Vmn）、门静

脉血流量（PBF）、LV/BW 及肝组织胶原面积比例与门静脉压力成正线性相关。3.卡维地洛可有效

降低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大鼠门静脉压力。 

 
 

PO-196 

焦虑诱发的 BDNF-CRF 脑肠互动在 IBS 发病机制中作用的研究 

 
李冰,陈飞雪,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焦虑是肠易激综合征（IBS）的常见病因之一，可诱发脑肠互动异常引起腹痛等症状。本研究

旨在阐明焦虑诱发的脑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脑肠

互动在 IBS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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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们选取了年龄及性别相匹配 IBS-D 和健康人各 6 例。记录基本信息，进行 IBS 病情严重程

度（IBS-SS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医院用焦虑抑郁

量表（HADS）评分、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HAM）评分。将受试者分为 IBS 焦虑组、IBS 非焦

虑组和健康对照组，并分析焦虑水平与腹痛程度的相关性。收集 IBS 患者和健康人的结肠粘膜活检

标本，Western Blot、ELISA 等技术检测肠粘膜 BDNF表达量，并分析其与焦虑水平的相关性。构

建母婴分离的大鼠模型，高架十字迷宫试验评估大鼠焦虑情况，腹部撤回反射(AWR)评估其内脏高

敏感情况。收集大鼠进行直肠扩张（CRD）前后血清标本，检测血标本中 CRF 表达量。收集大鼠

脑肠组织标本，Western Blot、ELISA 等技术检测脑肠组织中 BDNF 的表达量，并分析其与焦虑水

平和内脏高敏感情况的相关性。 

结果 IBS-D 患者与健康对照者在性别、年龄、BMI上无统计学差异；IBS-D 患者相比健康对照者有

更高的 IBS-SSS 评分，IBS-D 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与腹痛有相关趋势。IBS 患者结肠黏膜 BNDF

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且与焦虑、抑郁程度有相关趋势。母婴分离大鼠呈明显焦虑状态，且与

内脏高敏感程度呈相关趋势。CRD 后母婴分离大鼠血清中 CRF 表达量上调，且于焦虑程度有相关

趋势。母婴分离大鼠脑组织及结肠组织中 BDNF 表达量增加，且脑组织 BDNF 表达量与焦虑程度

有相关趋势，结肠组织中 BNDF 表达量与内脏高敏感呈明显相关。 

结论 IBS 患者焦虑、抑郁程度与腹痛相关，焦虑诱发的 CRF 增加可能是连接脑肠互动的关键因

子。 

 
 

PO-197 

巨噬细胞促进 ILC2 活化在 H.pylori 感染致 Th1/Th2 

失衡中的作用及机制 

 
李荣,徐灿霞,张淋芳,蒋小霞,夏秀娟,池婧姝,刘晓明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拟明确 H.pylori 感染对巨噬细胞 M2 极化、ILC2 活化和 Th1/Th2 免疫失衡的影响，阐明

H.pylori 感染导致巨噬细胞 M2 极化从而活化 ILC2 的分子机制。 

方法 （1）收集临床胃癌组织、构建 H.pylori 感染细胞及动物模型后，采用流式分析检测 ILC2 细

胞比例、ELISA 检测 Th1/Th2 型细胞因子浓度；分析 H.pylori 感染中 ILC2 比例与 Th2/Th1 型细胞

因子水平的相关性。 

（2）分选 ILC2 细胞，与 H.pylori 进行共培养，探讨 H.pylori 感染对 ILC2 活化的作用及其潜在机

制。 

（3）采用流式分析或免疫荧光检测 H.pylori 感染细胞、动物模型及 H.pylori 感染相关―炎-癌‖链组

织中 M1/M2 巨噬细胞比例的改变；分析 M2 比例与 ILC2 比例的相关性。 

（4）构建 H.pylori 感染巨噬细胞模型，采用流式分析、siRNA、WB、RT-PCR 及 ELISA 等方法，

以明确 ILC2 和 M2 巨噬细胞在 H.pylori 感染中的相互作用及其具体机制。 

结果 （1）在胃癌组织、体内外实验中分别证实 H.pylori 感染可促进 ILC2 比例增加及 Th1 型细胞

因子减少、Th2 型细胞因子增加；H.pylori 感染中 ILC2 比例与 Th2/Th1 型细胞因子水平呈正相

关； 

（2）流式分选的 ILC2 能在体外保持细胞活性；H.pylori 感染不能直接活化 ILC2； 

（3）分别在体内、体外 H.pylori 感染模及 H.pylori 感染相关胃疾病的组织中中证明 H.pylori 感染可

促进 M2 极化； H.pylori 感染模型中 ILC2 比例与 M2 比例呈正相关。 

（4）H.pylori 感染可促进巨噬细胞中 IDO 表达增加，从而促进其 M2 极化、并释放 TSLP；在拮抗

TSLP 后，巨噬细胞促进 ILC2 活化的作用被抑制，提示 TSLP 在 ILC2 活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结论 （1）H.pylori 感染可导致 LC2 比例增加，且与 Th1/Th2 免疫失衡相关； 

（2）ILC2 细胞可在体外保持细胞活性，但 H.pylori 感染不能直接活化 ILC2； 

（3）H.pylori 感染通过促进巨噬细胞 M2 极化来活化 IL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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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DO 和 TSLP 作为这一通路中的关键分子，有望成为阻断 H.pylori 感染致病的新靶点。 

 
 

PO-198 

A meta-analysis of Exclusive Enteral Nutrition vs 
Corticosteroids in the treatment of pediatric Crohn's 

Disease 

 
俞瑜,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Study the differences in inducing and maintaining remission between pediatric Crohn's 

Disease patients who use EEN or corticosteroids. 

方法 A comprehensive retrieval in medical database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keywords―diet 

therapy, Exclusive enteral nutrition, Crohn‘s disease,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pediatrics" 
starting from January 1990 up to June 2017.  

结果 We totally included 18 studies of 1329 identified sources and abstract data into this meta-

analysis. Exclusive enteral nutrition was as effective as corticosteroids in terms of inducing 
remission in children with CD, except 3 RCTs , which showed that EEN was more effective in 
inducing remission compared with CS. Patients who received EEN were 4.4 times more likely to 
demonstrate mucosal healing (OR 4.40, 95% Cl 2.02, 9.58 Figure 4) compared to those who 

received CS. We find no difference in CRP、ESR、Serum albumin 、HFA、BMI between two 

types of patients. 

结论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fficacy of inducing remission in pediatric CD between 

EEN and CS. Exploratory analyses suggest that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patients treated with EEN 
achieve mucosal healing. 
 
 

PO-199 

原发性肝细胞肝癌组织中 Yes 相关蛋白的表达及意义 

 
许小兵,张晓华,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探讨原发性肝细胞肝癌中 Hippo 通路核心效应子 Yes 相关蛋白(YAP)的表达特点及其临床意

义 

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及 Western-blot 检测 105 例原发性肝癌及癌旁组织中 YAP 表达情况，结合患者

的临床病理及随访资料分析 YAP 在肝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与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在 105 例肝癌组织中 YAP1 表达阳性率为 57.4%，明显高于癌旁组织中阳性率（17.7%，

P<0.05），其蛋白表达与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大小、脉管侵犯、分期及有无肝硬化无关

（P>0.05），与甲胎蛋白水平（AFP）、分化程度有关（P<0.05），随访观察 YAP 阳性表达患者

复发较早（P<0.05），预后较差（P<0.05） 

结论 YAP 在原发性肝细胞肝癌中阳性表达与肿瘤分化较差及预后不良有关，其表达水平可作为判

断肝癌生物学特性的重要分子生物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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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0 

LIMK1/LIMK2 失平衡通过激活 WNT/β-catenin 通路诱导结肠癌

进展及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 

 
张玥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本课题研究目的在于探讨 LIMK2 对锯齿状腺瘤癌变及结直肠癌转移的作用机理，LIMK2 与

LIMK1 在结直肠癌进展与转移中的关系，为结直肠癌发生发展提供新认识，为 LIMK 激酶特异性靶

向药提供新线索。 

方法 1.LIMK2 在结直肠癌与结肠腺瘤中表达水平验证 

免疫组织化学（IHC）和免疫印迹（western blot）、RT-PCR 检测 LIMK2 在结直肠癌、锯齿状腺

瘤的表达水平。 

2.LIMK2 在结肠癌细胞中的生物学行为探究 

体外、体内细胞生物学实验观察 LIMK2 异常表达对结直肠癌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 

3.LIMK2 在结肠癌发生发展中与下游关键基因的调控关系 

western blot 检测 LIMK2 异常表达后 EMT 标志物的变化情况并筛选与 LIMK2 相关的分子信号通路

及基因。 

4.LIMK2 与 LIMK1 在结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关联 

免疫组织化学、免疫印迹、RT-PCR 验证 LIMK2、LIMK1 与下游作用蛋白关系。 

结果 1.与癌旁组织相比，LIMK2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低表达（P=0.00）。在从正常组织、锯齿状腺

瘤、结直肠癌进展过程中，LIMK2 表达进行性下降。LIMK2 在转移性较低的结直肠癌细胞中

SW480， HCT116 表达较高，转移性较高的 LOVO 中表达较低。 

2. LIMK2 瞬时干扰促进结直肠癌细胞侵袭与迁移，瞬时过表达则抑制结直肠癌细胞侵袭与迁移。

LIMK2 瞬时干扰促进结直肠癌细胞 G1/M 期转化，瞬时过表达阻滞结直肠癌细胞 G1/M 期转化。 

3.干扰 LIMK2 后 Ecadhrin 表达下降，Vimentin 表达升高；过表达 LIMK2 后 Ecadhrin 表达升高，

Vimentin 则出现表达下降， LIMK2 可诱导结直肠癌细胞发生 EMT 转化。 

4.低表达的 LIMK2 促进 β-catenin 入核，激活下游靶基因 MET，C-MYC，C-JUN 等转录。 

5.在结直肠癌进展中，LIMK1 与 LIMK2 表达具有负相关关系。LIMK1 与 LIMK2 竞争性抑制 β-

catenin 入核。失平衡 LIMK1/LIMK2 通过 Wnt通路促进肿瘤进展。 

结论 结直肠癌组织中 LIMK2 表达下调。低表达 LIMK2 可通过诱导结直肠癌细胞发生 EMT 转化促

进结直肠癌转移。LIMK1 与 LIMK2 竞争性抑制 β-catenin 入核，失平衡 LIMK1/LIMK2 通过激活

Wnt 通路促进肿瘤恶性演变。 

 
 

PO-201 

维甲酸调控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抑制小鼠胰腺星状细胞活化

及逆转胰腺纤维化 

 
沈杰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胰腺纤维化是慢性胰腺炎的主要病理特征，胰腺星状细胞（PSC）的持续活化是胰腺纤维化

进展的核心机制。有研究表明，Wnt 信号通路在 PSC 细胞中，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可以通过上

调 Wnt 2 和 β-catenin 的蛋白水平来调控 PSC 的活化。维甲酸（retinoic acid，RA）可以减轻肝

脏、心脏、肺脏和肾脏等重要器官的纤维化。本课题试图研究 RA 通过调控 Wnt/β-catenin 信号通

路来观察对体内胰腺纤维化及体外活化 PSC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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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在小鼠腹腔内注射雨蛙肽来诱导反复发作性的胰腺炎模型，并应用小鼠胰腺组织进行原

代 PSC 分离。我们应用组织方法学来评估胰腺的损伤和纤维化；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来分析 α-平滑

肌肌动蛋白（α-SMA）对体内 PSC 的活化作用；应用免疫荧光双染来观察 α-SMA 和 Ki-67 对体内 

PSC 的增殖影响；应用 Western blot 技术来分析 α-SMA、β-catenin 等蛋白水平；应用荧光定量 

PCR 来检测体内及体外各基因的表达变化；我们还应用细胞活性试剂 CCK-8 观察细胞增殖的实验

来观察 RA 对 PSC 增殖的影响。 

结果 RA 能通过降低胰腺组织的损害，减少体内 α-SMA 的表达及下调 β-catenin、TGFβRII、

PDGFR 和 collagen 1α1 的 mRNA 水平来抑制胰腺的纤维化。在经 RA 处理后，体内和体外的 

Wnt2 和 β-catenin 的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下调，而 Axin 2 的表达水平上调。且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

明：与小鼠 CP 和活化的 PSC 相比，RA 抑制了 β-catenin 的核转位。除此之外，RA 能明显抑制 

PSC 的增殖和促进 PSC 的凋亡，且能通过下调 β-catenin、TGFβRII、PDGFR 和 collagen1α1 的 

mRNA 的表达来抑制细胞外基质的生成。 

结论 维甲酸能够通过调控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来抑制胰腺星状细胞的活化及逆转胰腺纤维化，

且 RA 可作为一种高效的药物来治疗慢性胰腺炎。 

 
 

PO-202 

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 versus 
endoscopic therapy in the secondary prophylaxis of 

variceal re-bleeding in cirrhotic patients：a meta-analysis 

 
Zhouyi Wang,Xian Zhou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meta-analysis was to compare the 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TIPSS) with endoscopic therapy in the secondary prophylaxis of variceal re-

bleeding in cirrhotic patients，to confirm which is more effective and secure.  

Methods After the search strategy was established，all relevant studies that compared TIPSS 

with endoscopic therapy in the secondary prophylaxis of variceal re-bleeding in cirrhotic patients 

from Medline，PubMed，CNKI were searched and checked by inclusion criteria and exclusion 

criteria extending up to July 2017，the references which were related to our theme of the articles 

were also searched and checked. The following item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elected literetures: 

first author，year of publication， the number of patients，variceal re-bleeding，mortality，

encephalopathy and so on. Then， risk of bias and final result was made out by using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Revman 5.3. 
Results 16 RCTs involving 1163 patients were included. The recurrent total variceal re-bleeding 

rate（RR=0.43，95%CI：0.36~0.52，P<0.00001）， the 1-year（RR=0.43，95%CI：0.27—

0.68，P=0.0003）and2-year probability of variceal re-bleeding rate（RR=0.51，95%CI：0.32—

0.79，P=0.003）was lower in the TIPS group than in the endoscopic group ；TIPS and 

endoscopic group was equal in the respect of the mortality（RR=1.04，95%CI：0.86~1.27，

P=0.66）.In the subgroup analysis of mortality according to the endoscopic type、stent type 、

medicine combination、 region，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hile the 

mortality related re-bleeding was lower in the TIPSS group than the endoscopic group

（RR=0.34，95%CI：0.18~0.65，P=0.001）.The encephalopathy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TIPS group than the endoscopic group（RR=1.58，95%CI：1.31~1.91，P<0.00001），

while in the subgroup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stent type，the encephalopathy rate of bare TIPS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endoscopic group（RR=1.75，95%CI：1.31~2.34，P=0.0002），and 

it is equal between covered TIPS group and endoscopic group（RR=0.98，95%CI：0.6~1.6，

P=0.94）.In the respect of the TIPS dysfunction，bare TIPS dysfunction was higher than co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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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S. The transfusion units of RBC was less in the TIPS group（WMD=-1.95，95%CI：-3.34~-

0.56，P=0.006） .The time in hospital was shorter in the endoscopic group（WMD=1.86，

95%CI：1.12~2.59，P<0.00001）. 

Conclusions In terms of variceal re-bleeding rate ，TIPSS placement is superior to endoscopic 

treatment .Furthermore the encephalopathy rate of covered TIPS and survival did not differ to the 
endoscopic treatment.TIPSS placement is superior to endoscopic treatment for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variceal re-bleeding. 
 
 

PO-203 

典型烧心、反流症状患者的 24h 食管 pH 监测结果的回顾性分析 

 
林玉清,肖英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胃食管反流病（GERD）定义为―胃内容物反流引起的一系列令人不适的症状或并发症‖。大部

分患者使用经验性抑酸治疗，质子泵抑制剂（PPI）是最常用的药物，临床疗效满意。2017 年波尔

图胃食管反流监测共识指出：C 级或 D 级食管炎，食道狭窄，病理证实 Barrett 黏膜> 1 cm，食管

酸暴露>6%则为病理性 GERD。当上述指标无一满足的情况下，应考虑进一步检查。其中对食管酸

暴露时间（AET）这一诊断界值提高，在我国患者人群中 AET>6%的比例并不高。因此，对我院有

典型烧心、反流症状并已完善 24h 食管 pH 监测检查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以研究这一界值是否

适用于我国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并探讨 AET 能否作为诊断胃食管反流病并预测 PPI治疗的指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 日的在我院行 24h 食管 pH 监测的患者。入

选标准为典型烧心、反流症状的患者，排除标准为测酸结果 AET 阴性患者。此外，结合既往研究

的 AET 阴性 PPI 治疗有效及无效患者。最终共纳入 331 例患者：AET 阳性 PPI 有效（n=97），

AET 阳性 PPI 无效（n=59），AET 阴性 PPI 有效（n=93），AET 阴性 PPI 无效（n=82）。对其

测酸结果相关指标（反流事件、近端反流、气体反流、SAP 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在 AET 阳性患者中，AET>6%的患者占多数。但 AET4.2-6%与 AET>6%患者组间 PPI 治疗

有效率并无统计学差异。进一步将 AET>6%作为 AET 阳性标准后与 AET>4.2%为阳性标准比较，

两者间 PPI有效率与 SAP 阳性率也未发现统计学差异。在 AET 阳性 PPI有效与无效患者组间的测

酸结果指标、测压结果指标并无统计学差异。在 AET 阳性 PPI 有效与 AET 阴性 PPI 有效组间，

SAP 阳性率具统计学差异。将 SAP 是否阳性作为分组，在 SAP 阳性组与 SAP 阴性组间 PPI 治疗

有效率无统计学差异（仅将与烧心、反流相关为阳性作为 SAP 阳性的标准）。 

结论 AET4.2-6%与 AET>6%患者组间 PPI 治疗有效率并无统计学差异。以 AET>6%为 AET 阳性

的诊断标准得出的 PPI 治疗有效率及 SAP 阳性率与 AET>4.2%并无统计学差异。这可能提示

AET>6%并不能更好的诊断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其 PPI治疗有效率也并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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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4 

比较光学增强内镜（OE）Twin 模式与高清内镜对结直肠腺瘤的

检出：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徐丽东

1
,张宇

1
,吴慧丽

1
,左秀丽

2
,高磊

3
 

1.郑州市中心医院(原：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3.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洛阳市 

 

目的 Twin 模式为 OE 系统所独有的功能，其可同时在屏幕中显示白光及 OE 图像，从而使内镜医

师能够实时对比肠腔在高亮度的白光图像及高对比度的 OE 图像下的表现。本研究拟探讨 OE Twin 

模式与高清内镜相比是否可提高结直肠腺瘤的检出。 

方法 纳入标准：于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行结肠镜检查的连续患者。排除标准：（1）年龄﹤18 岁的患者；（2）有消化道出血、结直肠任

一肠段切除病史、进展期结直肠癌、炎性肠病、结肠息肉病、结肠黑变病的患者；（3）结肠镜检

查目的为对已知结直肠息肉/病变进行切除/治疗的患者；（4）未能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此外，

行结肠镜检查时如肠道准备不满意（任一肠段波士顿肠道准备评分﹤2 分）或结肠镜未能够到达回

盲部的患者退出研究。纳入研究的患者以 1：1 的比例随机分为两组：①白光模式组：常规进镜到

达回盲部后使用白光模式退镜观察；②Twin 模式组：常规进镜到达回盲部后使用 OE Twin 模式

（屏幕左侧为白光图像，右侧为 OE1 模式图像，二者大小比例为 1:1）退镜观察，检查者同时观察

白光图像及 OE1 模式图像，边对比，边退镜。所有发现的息肉均予以活检或切除,并由独立的病理

医师作出病理诊断。 

结果 目前共纳入 277 例患者，其中 31 例退出研究，共有 246 例（白光模式组 125 例，Twin 模式

组 121 例）纳入分析。高清内镜对结直肠腺瘤的检出率为 30.40%(38/125)，OE Twin 模式对结直

肠腺瘤的检出率为 32.23%(39/121)，二者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 0.13)。OE Twin 模式对结直肠息

肉的检出率显著高于高清内镜[53.72%(65/121)vs.45.60%(57/125), p = 0.02]。 

结论 OE Twin 模式对结直肠腺瘤的检出并不优于高清内镜，但与高清内镜相比可显著提高结直肠

息肉的检出率。 

 
 

PO-205 

胆汁酸诱导的肠化生状态中转录因子 SOX2 对 CDX2 

功能影响的研究 

 
袁挺

1
,闵亚利

2
,刘彩芳

3
,孙妮娜

3
,石淼

3
,时永全

1
 

1.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宁夏医学院 

3.西安医学院 

 

目的 CDX2 是一种肠道特异性转录因子，它不仅能够指导和维持正常肠道的发育和分化，在胃肠上

皮化生（IM）和 Barrett's 化生中也起到关键作用。本实验室之前的研究表明，一定浓度的胆汁酸

能够在胃细胞系中诱导 CDX2 的表达。SOX2 是 HMG 盒转录因子，其主要在正常胃粘膜中表达，

但在 IM 中表达下降。 CDX2 和 SOX2 作为转录因子，在胃肠化生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

用，及其之间的调控关系一直没有被阐明清楚。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初步探究 CDX2 和 SOX2

在胆汁酸诱导的胃肠化生状态下的调控关系。 

方法  用不同浓度的脱氧胆酸（DCA）处理正常胃细胞系（GES-1）和胃癌细胞系（AGS，

AZ521，MKN45）， 通过定量即时聚合酶链锁反应（qRT-PCR）和蛋白质印迹（WB）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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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X2，SOX2 和肠特异性标记物如 cadherin 17，klf4 的表达变化。通过免疫共沉淀（Co-IP）和

免疫荧光（IF）检测 CDX2 和 SOX2 之间是否相互结合及其在细胞中的定位关系。通过 qRT-

PCR，WB 检测 KLF4 是否受 CDX2 和 SOX2 的调节。应用免疫组化，分析胃炎，肠化生和胃癌组

织中 CDX2 和 SOX2 的表达及其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结果 CDX2 在胃炎和胃癌组织中显著下调，而在胃 IM 组织表达升高。相反，SOX2 则主要在胃炎

组织细胞核中表达，而在 IM 组织中显著降低。 在正常胃细胞系（GES-1）中，DCA 能够上调

CDX2、cadherin 17 和 klf4 的表达。在胃癌细胞系（AGS，AZ521，MKN45）中，DCA 能够下调

SOX2 的表达。 在 GES-1 中 CDX2 可以激活 cadherin 17 和 klf4 的表达。免疫更沉淀实验表明，

在 AGS 中 CDX2 和 SOX2 可以在蛋白质水平上相互结合。此外，在 GES-1 中，SOX2 既可以抑

制 CDX2 过表达诱导的 KLF4，也可抑制胆汁酸诱导的 KLF4。 

结论 在胃细胞系中，胆汁酸可以刺激 CDX2 和其他肠道特异性因子的上调，同时抑制 SOX2 的表

达。SOX2 可通过与 CDX2 在蛋白水平的结合，从而影 CDX2 的功能。这些结果表明 SOX2 可能

作为一个保护因子，在胆汁酸诱导的肠化生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PO-206 

双隧道黏膜下剥离术治疗食管环周型病变的单中心研究 

 
高悄萍

1
,黄思霖

1,2
,龚伟

2
,涂素芳

1
,傅静雯

1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 

2.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本研究从双隧道黏膜下剥离术（double tunnel  endoscopic submucosal tunnel dissection，

DT-ESTD）应用于治疗食管环周型病变，分析总结 DT-ESTD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研究纳入自 2011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接受内镜治疗的

食管环周型病变患者，共有 11 例患者共 11 处病变进行了 DT-ESTD 手术。DT-ESTD 的操作步

骤：确认病变范围并标记，自口侧向肛侧沿黏膜下层剥离，在黏膜下层建立双隧道，剥离连接部黏

膜下组织至病变完全剥离，最后钛夹关闭粘膜缺口。对所有患者的统计数据、临床资料、治疗效果

及术后并发症进行回顾分析，以此评价 DT-ESTD 对食管环周型病变的疗效及安全性。 

结果  11 例食管环周型病变患者均接受了 DT-ESTD 治疗，病变多发生于食管中段（10/11，

90.9%），形态以混合型为主（9/11，81.8%）。肿瘤的平均长径为 60.0±18.4cm；切除标本平均

长径为 76.8±22.2mm，手术平均时间为 172.7±74.7min；平均住院时间 9.4±2.7 天。病变整块切除

率 100%，根治性切除率 72.8%（8/11）。有 4(36.4%)例患者出现了单纯的皮下气肿，2 名患者出

现肺部感染，术后抗生素治疗治愈。平均随访时间 24.8±20.4 个月，1(9.0%)例追加外科手术， 

2(18.2%)例追加放化疗治疗，均未发现肿瘤转移及复发。术后均予口服泼尼松片预防狭窄，6

（60%）例在随访中发生食管狭窄，接受水囊扩张，平均扩张次数 7.0±3.5 次。随访中 2 例患者死

亡，1 例患者在术后第 6 个月接受水囊扩张术发生穿孔和纵膈感染，导致死亡；1 例高龄患者在术

后一年因其他疾病死亡。 

结论 DT-ESTD 技术剥离效率高，难度较常规内镜手术低，对食管环周型病变能达到整块切除，并

发症发生率低，对治疗食管环周型病变是安全的和有效的，但还需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证

明其长期疗效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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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07 

HNF4α 调控 CDX2 和 Wnt 通路在胆汁酸诱导胃黏膜肠化生中的

作用及机制 

 
倪阵

1,2,3
,闵亚莉

1,2
,袁挺

1,2
,刘彩芳

1,2
,孙妮娜

1,2
,石淼

1,2
,时永全

1,2
 

1.肿瘤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西京消化病医院 

3.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胆汁酸能够诱导胃黏膜肠化生（IM）的发生，但机制仍未完全阐明。肝核因子 4α（HNF4α）

是调控肠道发育的关键转录因子。本研究拟初步探索 HNF4α 在胆汁酸诱导胃黏膜作用和分子机

制。 

方法 利用不同浓度 DCA 刺激正常胃黏膜上皮细胞系（GES-1），建立体外肠化生细胞模型。通过

qRT-PCR、WB、免疫荧光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 HNF4α 表达和 Wnt 通路活化。利用 qRT-

PCR 和 WB 检测 GES-1 和胃癌细胞系（AGS, SGC7901, BGC823, AZ521, MKN45, N87 and 

KATO III）HNF4α、CDX2 和 sFRP1 表达水平及其相关性。通过 qRT-PCR、WB、免疫荧光和荧

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 HNF4α 对 CDX2、sFRP1 和 Wnt通路的调控作用。利用胃炎和肠化生组织芯

片，通过免疫组化（IHC）检测 HNF4α、CDX2、sFRP1、活化 β-catenin（APC）和 c-Myc 的表

达变化及其相关性。 

结果 DCA 可以浓度依赖的方式（0μM、50μM、100μM、150μM 和 200μm）上调 GES-1 细胞系

HNF4α 和 CDX2 表达，抑制 sFRP1 表达和激活 Wnt 通路，以 200μM 最为明显。在胃癌细胞系

中，HNF4α 表达与 CDX2 呈正相关，与 sFRP1 呈负相关。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CDX2 与

sFRP1 启动子区域存在 HNF4α 结合位点（DR1）。PCR、WB 和报告基因显示 HNF4α 可以转录

上调 CDX2 和下调 sFRP1 表达，进而分别上调 IM 分子表达和 Wnt通路的活化。利用 HNF4α 抑制

剂 BI6015（2μM、5μM 和 10μM）预处理和 siRNA 沉默 GES-1 细胞系 HNF4α 表达，可以逆转

DCA 对 CDX2 的上调和 sFRP1 的下调，进而降低 IM 分子表达和 Wnt 通路的活化。同时，在

HNF4α 的启动子区域存在 CDX2 的结合位点，PCR、WB 和报告基因显示 CDX2 可以转录调控

HNF4α 的表达。利用 siRNA 沉默 GES-1 细胞系 CDX2 可以显著抑制 DCA 诱导 HNF4α和 IM 相关

分子的表达。PCR 和 WB 结果显示，上调 sFRP1 能够逆转 HNF4α 诱导的 GES-1 细胞 Wnt 通路

活化。胃炎和 IM 组织芯片免疫组化结果显示，IM 组织中 HNF4α 显著高于慢性胃炎，且与 CDX2

表达呈正相关，与 sFRP1 表达呈负相关。 

结论 HNF4α介导胆汁酸对 CDX2 和 Wnt 通路的调控，参与胃黏膜肠化生和胃癌的发生。 

 
 

PO-208 

胆汁反流性胃炎临床及病理情况分析 

 
吴芸,张媛媛,刘玉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市,西城区 

 

目的 胆汁反流性胃炎是一种临床上和内镜下诊断的常见疾病，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多认为与胃

十二指肠动力障碍相关。本研究旨在总结胆汁反流性胃炎发病的临床情况，并进一步探讨胆汁反流

性胃炎与肠上皮化生和萎缩性胃炎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行胃镜检查并诊断为胆汁反

流性胃炎的患者。总结其临床特征及内镜下特征，所有患者均行组织学活检（胃窦小弯侧，胃窦切

除患者中选择残胃体大弯侧），并行 HP 组织学检测。 

结果 共收集 1043 例患者，男 342 例（32.8%），女 701 例（67.2%）。其中<30 岁者 181 例，

31-50 岁者 339 例，51-70 岁者 456 例，>70 岁者 79 例。在症状中，腹胀症状最为常见，达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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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9.8%），其次为嗳气（463 例，44.4%）、口苦（309 例，29.6%）、腹痛（278 例，

26.7%）。所有患者中胃大部切除术后患者 47 例，占 4.5%。对 1043 例患者均进行 HP 组织学检

测，其中阳性患者 449 例（43.0%），阴性患者 594 例（57.0%）。病理结果中，520 例

（49.8%）可检测到不同程度的肠上皮化生，其中轻度肠化 387 例，中度 90 例，重度 43 例；329

例（31.5%）患者可检测到不同程度的胃黏膜萎缩，其中轻度 220 例，中度 62 例，重度 47 例。在

47 例胃大部切除患者中，28 例（59.6%）患者可检测到肠化，24 例（51.1%）患者检测到粘膜萎

缩。所有病例中 Hp 感染阳性病例较阴性病例临床症状显著，病理下表现胃黏膜炎症反应较重。 

结论 胆汁反流性胃炎好发于女性，最常见的症状表现为腹胀、嗳气、口苦等。胆汁反流性胃炎可

能与肠上皮化生和萎缩性胃炎的发生相关，但仍需进一步完善胃液成分数据等进一步分析。胃大部

切除术后的胆汁反流（继发性胆汁反流）患者出现肠化和萎缩比例较高。  

 
 

PO-209 

Abnormal Bioelectrical Slow-Wave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Submucosal Stromal Tumors, Defined by In-vivo 
Laparoscopic High-Resolution Electrical Mapping 

 
Xiaoyu Wang

1
,Qingxiang Yu

1
,Peng Du

2
,Bangmao Wang

1
,Weihua Fu

1
,Gang Liu

1
,Jian Liu

1
 

1.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2.Auckland Bioengineering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Objective Gastric motility is regulated by the bioelectrical slow-waves, which occur at 3(range 
2.4-3.7) cycles-per-minute (cpm) in the normal human stomach. Gastric submucosal 
tumors(GSMTs) include a variety of mesenchymal neoplasms, and are usually located in 
muscularis propria where gastric slow-waves originate. We hypothesized that GSMTs could 
disturb peritumoral tissue, leading to abnormal gastric slow-waves. Our aim was to establish a 
clinical link between abnormal slow-waves and GSMTs using laparoscopic high-resolution (HR) 
electrical mapp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human patients. 
Methods Ten patients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wedge gastrectomy(LWG) for GSMTs diagnosed 
by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were recruited for the study. Laparoscopic HR mapping using 
validated flexible electrodes arrays (64-192 electrodes; 4-6 mm spacing)was performed prior and 
following excision of tumor. The electrode arrays were deployed through a 10mm trocar and 
positioned on the anterior gastric serosa. Slow-waves were filtered and characterized by the 
direction of propagation, regional frequencies, amplitudes, and velocities. Student‘s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slow-wave characteristic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Results (1)A total of 45 recordings were taken from 10 patients(5 men and 5 women) of average 
age 57(range 36-73) yr with GSMTs of average diameter 3.16(range 2.0-4.8)cm, which were 
confirmed to be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8/10) and schwannomas(2/10) by postoperative 
histopathology. Ten GSMTs were located in fundus (n=4), corpus (n=5)and antrum (n=1). 
(2)Abnormal gastric slow-waves were detected in 8 patients prior to commencing any surgical 
dissection, among whom 2 patients appeared as bioelectrical quiescence while 6 patients 
showed 13 cases of spatiotemporal dysrhythmias including: ectopic pacemaking(4/6), re-
entry(2/6), colliding waves(2/6), functional uncoupling(2/6), circumferential propagation(2/6) and 
complete conduction block(1/6), which mostly occurred in the antrum(11/13). (3)Compared to 
published baseline human slow-waves, all patients with GSMTs showed abnormal slow-waves 
with increased frequencies(5/8; average 4.99±2.14cpm; range 1.94-7.77) in antrum and larger 
amplitudes(4/6; average 1.79±0.69mV; range 1.04-3.14) and faster velocities(5/6; average 
5.13±2.10mm/s; range 2.26-8.87) in corpus. In addition, slow-waves were detected in fundus in 
5/6 patients. (4)Slow-waves were restored in two patients following LWG. Amplitudes 
decreased(1.07±0.45 vs.1.47±0.44, P=0.005) in the fundus while no obvious changes were found 
in all parameters of slow-waves in other two regions of the stom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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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For the first time in-vivo abnormal gastric slow-waves have been demonstrated in 
80% of patients with GSMTs, mostly occurring in the antrum. Resection of the tumors could 
partially improve gastric slow-wave abnormalities associated with GSMT, the mechanism of 
which remains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PO-210 

功能性便秘患儿直肠宽度分析及其临床意义 

 
薛乃嘉, 徐辉,徐彰,陈小燕,陈芹芹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婴儿童医院 

 

目的 通过对功能性便秘儿童的钡剂灌肠造影的直肠宽度的分析，观察不同直盆比（直肠/骨盆宽度

比）下便秘症状的影响。 

方法 所有病例来自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到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婴儿童医院儿童便

秘专科就诊的确诊为功能性便秘的患儿，共 114 例，年龄范围 3 月到-14 岁，所有病例均符合

RomeIV 的儿童功能性便秘诊断标准，经过便秘症状评分，并均经 X 线钡剂灌肠造影检查检查。 

结果 功能性便秘儿童在 0-2 岁组，直盆比与症状评分有中等相关性（r=0.644,P<0.05）;功能性便

秘儿童在 2-4 岁组，直盆比与症状评分有中等相关性（r=0.583,P<0.05）功能性便秘儿童在 4-14

岁组，直盆比与症状评分不具相关性（r=0.217,P>0.05）;在各年龄组中结肠冗长段数都不影响结肠

扩张程度（P>0.05）。 

结论 伴有继发直肠扩张的功能性便秘的儿童，在低年龄组中直盆比与症状严重程度具有一定的相

关性，在高年龄组中不具相关性，因此不能以直盆比作为高年龄组儿童肛门直肠功能变化严重程度

的依据。且结肠冗长的段数与直肠宽度的影响不大。 

 
 

PO-211 

微信平台对牛奶蛋白过敏症患儿的营养管理 

 
张含花,高天娇,葛库库,任晓侠,杨洪彬,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微信平台对牛奶蛋白过敏症患儿的营养管理。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就诊于西安市儿童医院食物蛋白过敏门诊的新诊断牛奶蛋

白过敏症的 0-6 月婴儿共 96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n=48)和对照组(n=48)。两组均在接

受牛奶蛋白回避治疗的基础上对患儿家长进行长期教育和管理,观察组建立微信群,在微信群内定期

进行牛奶蛋白过敏症知识学习,对照组定期参加院内授课形式的牛奶蛋白过敏症妈妈课堂。对比两

组患者的各项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儿家长的依从性高于对照组,接触易过敏食物机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儿辅食添加的

科学性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营养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微信平台管理牛奶蛋白过敏症患儿,可以有效提高牛奶蛋白过敏症患儿的营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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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2 

高分辨率肛门直肠测压与生物反馈治疗儿童功能性便失禁的应用 

 
张含花,祁海峰,高天娇,葛库库,韩亚楠,李虹,任晓侠,杨洪彬,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高分辨率肛门直肠测压评估功能性便失禁进行生物反馈治疗的效果。 

方法 2015 年 9 月至 2018 年 5 月 36 例于西安市儿童医院胃肠动力室行生物反馈治疗的 4-6 岁功能

性便失禁患儿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1 个月及 6 个月行高分辨率肛门直肠测压检测，分析高分辨率

肛门直肠测压的各参数变化及患儿症状改善情况。 

结果 生物反馈治疗后患儿症状明显改善；生物反馈治疗后 1 个月及 6 个月，36 例患儿肛管静息压

术前（23±2.3）mmHg 与术后（42.3±3.6）mmHg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肛管最

大自主收缩压术前（49.8±5.6）mmHg 与术后（96.2±1.4）mmHg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生物反馈治疗能显著改善功能性便失禁儿童的肛门动力学特征且疗效显著。高分辨率肛门直

肠测压对于评价生物反馈的疗效具有重要意义。高分辨率肛门直肠测压可作为功能性便失禁儿童生

物反馈治疗后随访评估的重要客观指标。 

 
 

PO-213 

消化内镜清洗消毒质量监测不合格原因分析及干预措施探讨 

 
曹艳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分析本院内镜洗消效果不合格原因，为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提供相关依据，确保内镜诊疗安

全。 

方法 分别调查分析 2015 年 4 月－5 月和 2015 年 10 月－11 月本院清洗消毒后的内镜 987 镜次和

980 镜次的监测结果。对每镜次监测结果不合格者进行原因分析，提出干预措施并落实，直至重新

采样监测结果合格。 

结果 2015 年 4 月－5 月随机采样清洗消毒后的内镜 987 镜次，合格率为 97.87%，有 21 镜次不合

格，采取综合性干预措施后， 2015 年 10 月－11 月再对清洗消毒后的胃肠内镜随机采样检测 980 

镜次，合格率提高到 99. 69%，仅 3 个不合格的镜次，与采取干预措施前监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 ＜ 0. 05) 。 

结论 及时分析引起本院内镜清洗消毒不合格原因，采取综合性干预措施，完善内镜洗消操作流程

和管理制度，能明显提高内镜清洗消毒质量。  

 
 

PO-214 

HLA-DRB1 等位基因与幽门螺杆菌感染及特发性血小板减少症

患儿的相关性研究 

 
郭景,徐樨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通过对 HP、ITP 及 ITP 合并 HP 的儿童进行 HLA-DRB1*03、*04、*07、*11、*14、*17 等位

基因检测，探究 ITP 及 HP 感染的易感性基因及保护性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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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北京儿童医院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1 月 ITP、HP 感染、ITP 合并 HP 感染患儿及健康

儿童的全血标本，按入组标准分为：HP 组，ITP 组，ITP 合并 HP 组，健康对照组。提取全血

DNA，应用 PCR-SSP 方法检测四组患儿 HLA-DRB1*03、*04、*07、*11、*14 等位基因表达频

率。 

结果 1、研究对象中男童 72 人，女童 64 人，5 种基因在男女性别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2、ITP+HP 感染患儿携带 HLA-DRB1*14 等位基因的频率明显高于 HP 感染患儿，此等位基因在两

组研究对象间的表达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 HLA-DRB1*14 可能是 HP 感染患儿诱发 ITP 的因素之

一。其他四个等位基因在 ITP+HP 组及 HP 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以上 5 种基因在 ITP+HP 组及

ITP 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3、HLA-DRB1*04 等位基因在 HP 女童中的表达频率明显高于 HP 男童，经统计学分析，此等位基

因在两组研究对象间的表达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HLA-DRB1*04 基因可能是女童感染 HP 的易感

性基因。 

4、HLA-DRB1*07 等位基因在 ITP 患儿和健康儿童的表达频率分别为：30.5%、9.7%，经统计学

分析：ITP 患儿携带 HLA-DRB1*07 等位基因的频率是健康儿童的 4.1 倍以上，此等位基因在两组

研究对象间的表达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HLA-DRB1*07 基因可能是 ITP 的易感性基因。其他四个

等位基因在 ITP 组及健康对照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1、ITP+HP 感染患儿携带 HLA-DRB1*14 等位基因的频率明显高于 HP 感染患儿， HLA-

DRB1*14 可能是 HP 感染患儿诱发 ITP 的因素之一。 

2、HLA-DRB1*04 等位基因在 HP 女童表达频率明显高于 HP 男童，HLA-DRB1*04 基因可能是女

童感染 HP 的易感性基因。 

3、ITP 患儿携带 HLA-DRB1*07 等位基因的频率明显高于健康儿童，HLA-DRB1*07 基因可能是

ITP 的易感性基因。 

 
 

PO-215 

磁珠辅助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在结直肠浅表性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叶连松,吴春成,刘伟,袁湘蕾,胡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是治疗结直肠浅表性肿瘤的

重要手段。由于肠壁薄、皱襞多，部分病变尤其是高位结肠病变 ESD 的实施尤为困难。研究显

示，多种牵引方法可辅助结直肠 ESD，利于充分暴露黏膜下层，从而减少手术时间及并发症，但

目前报道的双镜技术、外钳技术等仍存在操作复杂等缺点。本研究报道一种磁力与重力结合的内牵

引技术，即磁珠辅助内镜黏膜下剥离术（Magnetic bead-assisted ESD, MBA-ESD）：进镜或术中

黏膜下层暴露不佳时通过钛夹送入带有线圈的磁珠，然后将其固定于部分剥离的病变边缘，从而发

挥重力牵引的作用；可通过增加磁珠数目（相同部位或不同部位）或改变体位，以增加牵引力或更

改牵引方向，从而利于操作顺利进行。 

方法 回顾性纳入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1 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镜中心行 MBA-ESD 的 14 例

直径≥20mm 的浅表性结直肠肿瘤患者，并匹配 14 例由同一操作者采用常规 ESD 切除的、部位、

外形及大小相近的结直肠肿瘤患者，比较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变大小、操作时间、整块切除

率、R0 切除率、并发症上有无差异。 

结果 14 例行 MBA-ESD 的结直肠肿瘤患者平均年龄 60.4±7.0 岁，男女比例 12:2；病变部位包括

升结肠（n=7）、肝曲（n=2）、降结肠（n=2）、乙状结肠（n=1）、直肠（n=2）；病变平均直

径为 34.1±12.0mm；整块切除率、R0 切除率均为 100%，无出血、穿孔等并发症发生。与行常规

ESD 者相比，MBA-ESD 者操作时间更短（37.4±17.1min vs. 57.1±13.4min，p＝0.015）。 

结论 初步研究结果显示，MBA-ESD 可安全、快速切除大的结直肠浅表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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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16 

一种可自行排出的胆道螺旋支架在 ERCP 术后临时性胆管引流

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 

 
叶连松,胡兵,吴春成,刘伟,曾泓泽,杜江,罗永红,白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内镜下逆行胆胰管造影术（ERCP）术后行临时性胆管引流有助于降低 ERCP 术后胆管炎发

生率，但目前可供选择的内镜下鼻胆管引流术和内镜下塑料胆道支架置入术均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本项单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旨在初步评估本研究团队自主设计的一种可自行排出的胆道螺旋支架

（ BSDSS）在 ERCP 术后临时性胆管引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以期为临床常规 ERCP 术后提供更

为合理的临时性胆管引流方案。 

方法 2016 年 11 月-2018 年 3 月，纳入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行 ERCP 的胆管结石等良性胆胰疾病

患者 128 例。所有患者均在胆管取石等操作结束后置入 7Fr×7cm BSDSS。BSDSS 分为 A 型大支

架（螺旋直径为 18mm）和 B 型小支架（螺旋直径为 12mm）。主要评价指标为 BSDSS 相关并发

症及 BSDSS 引流通畅性，次要评价指标为 BSDSS 是否经肛门排出及排出时间、ERCP 相关并发

症及住院时间。BSDSS 排出情况其影响因素采用 COX 回归分析，P 值＜0.05 认为有统计学差

异。 

结果 因 1 例同时使用经皮经肝胆管引流术、1 例在 3 个月内未发现 BSDSS 经肛门排出且未复查腹

部影像学评估和 2 例失访而剔除 4 例，最终 124 例患者（男性 48 例，女性 76 例，平均年龄为

58.1±17.7 岁）125 例次 ERCP 纳入分析。BSDSS 置入成功率为 100%（125/125），置入后胆管

引流均通畅，无 PEC 发生，无肠穿孔等 BSDSS 相关并发症发生。无干预者 BSDSS 均自行经肛

门排出（124/124），其中 86 例由患者自行发现，中位排出时间为 4（3-5）天；另 38 例由腹部影

像学确认，BSDSS 在 2-90 天内排出。对 86 例自行排出者的 COX 回归分析显示，十二指肠乳头

充血肿胀（RR 2.196，P 值 0.012）、单纯 EST 辅助取石（RR 0.506，P 值 0.008）和乳头括约肌

后切开（RR 8.402，P 值 0.006）对支架排出时间产生影响。ERCP 相关并发症包括 ERCP 术后胰

腺炎（4/125, 3.2%）、出血（2/125, 1.6%）和贲门黏膜撕裂（1/125, 0.8%）。患者 ERCP 术后

中位住院时间为 3（2-6）天。 

结论 该研究初步证实，BSDSS 用于 ERCP 术后临时性胆管引流安全、有效，避免了经鼻放置导管

所致不适及再次 ERCP 取出普通支架的风险及医疗负担。ERCP 术后置入或不置入 BSDSS 的随机

对照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评估置入 BSDSS 的有效性。 

 
 

PO-217 

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临床特征分析 

 
王琪,段丽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随着胃食管 24 小时阻抗-pH 监测及食管高分辨测压的应用和，使人们有可能更多

的了解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RGERD）的内在原因和发病机制。本课题通过应用 24

小时阻抗-pH 监测、食管高分辨测压、SCL-90 及焦虑抑郁评分，对 RGERD 患者的临

床特征进行分析，探讨 RGERD 的发病机制。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9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科因反酸、烧心及食管外

症状等就诊的 GERD 患者，采集患者的人口学资料与临床信息，并分析胃食管 24 小时阻抗-pH 监

测、食管高分辨测压、SCL-90、SAS、SDS 评分量表结果。根据患者对 PPI 治疗反应，将其分为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95 

RGERD 组及 GERD 组，比较分析 RGERD 患者临床表现及相关检查的特征，并进行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 RGERD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1）共纳入 119 例，其中 RGERD 61 例（51.3%），GERD 组 58 例（48.7%）。RGERD

组 BMI 显著低于 GERD 组。RGERD 组反酸的比例显著低于 GERD 组，胸骨后不适或胸痛的比例

显著高于 GERD 组。（2）24 小时阻抗-pH 监测显示，RGERD 患者酸反流事件及近段反流比例显

著低于 GERD 组，卧位非酸反流事件显著高于 GERD 组。RGERD 组夜间阻抗基线值显著高于

GERD 组（2450（1983,3022）Ω vs 2144（1421,2503）Ω，P=0.045）。（3）RGERD 患者在

食管高分辨测压基本参数及芝加哥分型的食管动力障碍方面与 GERD 组无显著差异。（4）

RGERD 患者 SCL-90 评分中躯体化、抑郁、敌对与 GERD 组存在显著差异，SAS 及 SDS 量表与

GERD 组无显著差异。（5）二元 Logistic 回归显示发现 BMI、近段反流比例升高与 RGERD 负相

关，P 值分别为 0.021 和 0.015，SCL-90 评分中抑郁项目评分与 RGERD 呈正相关，P 值为

0.007。 

结论 （1）RGERD 患者非典型症状比例较高，BMI低于 GERD，其症状产生的原因与 GERD 不完

全相同。（2）RGERD 存在更多的卧位非酸反流及混合反流，其阻抗基线水平高于 GERD，黏膜

损伤较 GERD 为轻。（3）RGERD 患者精神心理评分较高，抑郁状态为 RGERD 的独立危险因

素。 

 
 

PO-218 

NK 细胞及 Tim-3 阳性 NK 细胞在重症急性胰腺炎中的作用 

 
刘文平,谢勇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研究自然杀伤细胞（NK）及 Tim-3 阳性 NK 在重症急性胰腺炎中的作用。 

方法 62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其中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组（MSAP）48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组

（SAP）14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 25 例。收集各组的外周血，提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采用流

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NK 细胞及 Tim-3 阳性 NK 细胞。ELISA 检测各组血清中 IL-6、IL-10、IL-17A

及 IFN-γ 的水平。 

结果 1. SAP 组和 MSAP 组外周血 NK 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SAP 组 NK 比例显著低于

MSAP 组（P<0.01） 

2. SAP 组和 MSAP 组患者外周血 Tim-3 阳性 NK 细胞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SAP 组

患者外周血 Tim-3 阳性 NK 细胞的比例显著高于 MSAP 组，（P<0.01）。 

3. ELISA 结果显示：血清中 IL-6 水平在 SAP 组和 MSAP 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在

SAP 组显著高于 MSAP 组（P<0.01）；血清中 IL-10 水平在 SAP 组和 MSAP 组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1）；在 SAP 组显著高于 MSAP 组（P<0.01）；血清中 IL-17A 和 IFN-γ 水平在 SAP

组、MSAP 组及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4.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外周血 Tim-3 阳性 NK 细胞的比例与血清中 IL-6 浓度水平呈正相关

（ r=0.5741 ， P<0.0001 ），而 与 IL-10 （ r=-0.1977 ， P=0.1518 ）、 IL-17A （ r=0.0043 ，

P=0.9748）及 IFN-γ（r=0.0683，P=0.6237）的浓度水平均无明显相关性。 

5.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外周血 Tim-3 阳性 NK 细胞的比例与淋巴细胞计数呈负相关

（P=0.0177），而与白细胞、中性粒细胞、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淀粉酶之间无相关性

（P>0.05）。 

结论 1.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外周血 NK 显著下降，Tim-3 阳性 NK 细胞显著升高，并与患者疾病严

重程度有关，可作为预测重症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指标，并提示 NK 细胞的功能抑制参与了重症

急性胰腺炎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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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中 IL-6 和 IL-10 浓度水平增高，且 Tim-3 阳性 NK 细胞的比例与血清中

IL-6 水平呈正相关，与淋巴细胞数呈负相关，提示 Tim-3 可能参与重症急性胰腺炎免疫应答的调

控。 

 
 

PO-219 

The K63-linkage poly-ubiquitination status of GβL dictates 
the homeostasis between mTORC1 and mTORC2 

complexes 

 
Bin Wang

1
,Dongfeng Chen

1
,Shao-Cong Sun

3
,Wenyi Wei

2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Institute of Surgery Research， Daping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oston， MA 

3.Department of Immun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7455 Fannin Street， 

Box 902， Houston， TX 

 
Objective The mechanistic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 is a key molecular hub integrating 
various physiological stimuli to regulate a plethora of pivotal cell growth and metabolic pathways. 
In doing so, mTOR primarily functions as a catalytic subunit in two structurally related, but 
functionally distinct multi-component kinase sub-complexes, mTOR complex 1 (mTORC1) and 
mTORC2. Dysregulation of mTOR signaling is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human diseases, 
including metabolic disorders and cancer. Thus, both mTORC1 and mTORC2 kinase activity is 
tightly controlled in cells. mTORC1 is activated by both nutrients and growth factors, while 
mTORC2 responds primarily to extracellular cues such as growth factor-triggered activation of the 
PI3K signaling. Although both mTOR and GβL (also called mLST8) assemble into mTORC1 and 
mTORC2, it remains largely unclear what drives the dynamic assembly of these two functionally 
distinct sub-complexes. 
Methods The follow assay were performed: cell culture and transfection, Virus packaging and 
cell infection, Immunoblots and immunoprecipitation, Ubiquitination assays , UB-AQUA/PRM 
Proteomics and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Generation of the GβLKRKR knockin cell line by 
CRISPR/Cas9 technology, Protein half-life assays, Gel filtration chromatography assays, Cell 
viability assays, Colony formation assays, Soft agar assays. Xenograft assays were done in nude 
mice. Otud7b -/- mice were generated in B6.129sv genetic background and subsequently 
backcrossed for four generations to the C57BL/6 background. KrasLA2 mice (in B6.129s2 
background) were described previously and provided by the NCI Mouse Repository. Analysis of 
lung tumor development in  Age-matched Otud7b+/+KrasLA2 and Otud7b-/-KrasLA2 mice. Survival 
analysis of lung cancer patient data were downloaded from public databases including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 European Genome-phenome Archive (EGA), and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For statistic analysis, the majority of experiments were repeated at least 
three times to obtain data for indicated statistical analyses. For survival analysis, the Kaplan-
Meier survival curves were compared using log-rank test. 
Results The K63-linked polyubiquitination status of GβL, a shared component of both mTORC1 
and mTORC2, dictates the homeostasis of mTORC2 complex formation and activation. 
Mechanistically, the TRAF2 E3 ubiquitin ligase promotes K63-linked polyubiquitination of GβL, 
which disrupts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unique mTORC2 component, Sin1, to favor mTORC1 
formation. In contrast, the OTUD7B deubiquitinase removes poly-ubiquitin chains from GβL to 
promote GβL interaction with Sin1, facilitating mTORC2 formation in response to various growth 
signals. Moreover, loss of critical ubiquitination residues in GβL, by either K305R/K313R 
mutations or a melanoma-associated GβL-ΔW297 truncation, leads to elevated mTORC2 
complex formation to facilitate tumorigenesis in part by activating Akt oncogenic signaling. In 
support of a physiologically pivotal role for OTUD7B in activating mTORC2/Akt signaling, gen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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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ion of Otud7b in mouse suppresses Akt activation and Kras-driven lung tumorigenesis in 
vivo.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we reveal a GβL polyubiquitination-dependent mechanism to govern 
the integrity of mTORC2 complex. These findings also reveal new regulatory roles of OTUD7B 
and TRAF2, essential regulators of the NF-κB pathway, in mTORC2/Akt signaling and cancer 
biology, in addition to a reported role of OTUD7B in enhancing breast cancer proliferation. 
Importantly, OTUD7B, rather than TRAF2, appears to be the primary regulatory mechanism to 
translate growth signals via active cleavage of K63 poly-ubiquitin chain on GβL, thereby dictating 
the homeostasis of mTORC2 complex under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Pathologically, OTUD7B-
mediated activation of mTORC2/Akt signaling may be a critical molecular event downstream of 
RAS/PI3K pathway to favor KrasLA2-driven lung tumorigenesis, suggesting OTUD7B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against diseases harboring hyper-activated PI3K/mTOR signaling 
such as cancer. 
 
 

PO-220 

核受体 FXR 调控实验性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肝内 

炎症反应的机制研究 

 
祁飞,唐映梅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肝硬化（PBC）是一种自身免疫介导的慢性肝内中小胆管非化脓性炎

症。核受体 FXR 即胆汁酸受体，可调节脂代谢，还可抑制炎症反应，但具体调控机制尚不明确。

我们采用 FXR 激动剂鹅脱氧胆酸（CDCA）对 PBC 模型组干预治疗，阐明 FXR 在调节肝脏炎症

功能中―FXR-SOCS 通路‖的作用，为阐明 PBC 发病机制、寻找新治疗靶点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本课题拟采用 2-新炔酸-牛血清白蛋白（2OA-BSA）联合聚肌胞苷酸（Poly I：C）建立 PBC

小鼠模型。在 PBC 模型基础上，我们采用 FXR 激动剂鹅脱氧胆酸 CDCA 干预治疗后行病理学 HE

染色观察肝脏炎症变化，Real-time PCR 、western-blot 检测各类促炎因子及抑炎症因子表达情

况。 

结果 1. PBC 模型的建立 •肝生化指标检测结果：PBC 模型组碱性磷酸酶（ALP）水平显著高于模

型对照组及空白对照组；‚外周血 CD4+/CD8+T 细胞比例：模型组 CD4+/CD8+显著低于对照组；

ƒ血清 AMA-M2、ANA 检测：第 8 周 ANA 表达率达 100% ；AMA-A2 达到 80%；�肝脏组织 HE

染色结果：PBC 模型组小鼠随着建模时间的延长，汇管区及小胆管周围有炎性细胞浸润，并随时

间延长浸润程度加剧。 

2.FXR 调节 PBC 肝脏炎症的机制研究 •CDCA 可在 PBC 模型小鼠体内活化 shp；CDCA 组 shp

表达高于 PBC 组及空白组；‚小鼠肝脏病理组织切片观察发现，CDCA 干预组能减少 PBC 所致的

小鼠肝脏细胞炎症损害；ƒCISH 和 SOCS3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 CDCA 组 CISH/SOCS3

均高于 PBC 组、空白组及豆油组；„ CDCA 干预组小鼠肝脏炎症因子表达：CDCA 组 IL6、 TNF-

α、ICAM-1 表达低于 PBC 组。 

结论 1. 应用 2OA-BSA 与 poly I:C 联合腹腔免疫可以成功建立 PBC 动物模型。 

2.CDCA 可活化 PBC 模型小鼠体内 FXR 的表达； 

3.CDCA 干预治疗组能减少 PBC 小鼠肝脏炎症。 

4. CDCA 干预处理可以减少 PBC 所致肝损伤过程中三个关键炎性介质 IL6、TNF-α、ICAM-1 的表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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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1 

复方鲜生地苦参合剂在体外抑制结直肠癌细胞黏附、迁移和侵袭

能力的潜在分子作用机制 

 
李玫

1,2
,钟朝辉

1,3
,王地

1,2
,孙洁

1,2
,刘玲

1,2
,张钰

1,2,4
,侯晓利

1,2
,王少杰

1,5
,郁卫东

1,2,4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市,西城区 

2.中心实验室 

3.腔镜外科 

4.消化内科 

5.中医科 

 

目的 明确复方鲜生地（保和堂制药有限公司，焦作）苦参合剂（CFRRSM）在体外对同源的结肠

癌细胞 SW480 和 SW620 黏附、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在转录组学水平探讨筛选其靶向的关键

信号分子、分析其潜在的分子作用机制；利用 TCGA 数据库，从临床水平上探讨这些关键分子是

否与结直肠癌的转移密切相关。 

方法 以同源的结肠癌细胞 SW480（原发灶）和 SW620（转移灶）为研究对象，分析 CFRRSM 对

结直肠癌细胞随机黏附、Fibronectin 和 collagen I 介导的黏附能力的影响；利用包被和不包被

Metrigel 的 transwell 小室观察 CFRRSM 对这两个结肠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利用 RNA-

seq 技术筛选 CFRRSM 靶向的关键分子信号；利用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技术对测序结果进

行验证；利用 TCGA数据库分析 CFRRSM 靶向关键分子与结直肠癌转移的相关性。  

结果 CFRRSM 作用下， SW480 和 SW620 的随机黏附、Fibronectin 和 collagen I 介导的黏附和

迁移能力均能够受到显著的抑制；RNA-seq 分析和定量 PCR、Western 验证结果显示 CFRRSM

主要能够通过 Adherens junction、Regulation of Actin Cytoskeleton 和 Focal Adhesion 信号通路

的关键分子对 SW620 细胞发挥作用，而对于 SW480 细胞，CFFRSM 作用的关键通路则是

Calcium signaling pathway；包括 ACTG1 在内的多个关键信号分子的 TCGA 深度挖掘和分析提示

均与临床上结直肠癌的转移密切相关。 

结论 1、CFRRSM 具有显著的体外抑制 SW480 和 SW620 黏附和迁移能力的作用；2、CFRRSM

影响 SW480 和 SW620 的黏附和迁移的分子信号通路是不一样的； 3、CFRRSM 作用具有多靶

点、多途径的协同作用，相关靶向分子是结直肠癌转移的关键分子； 4、CFRRSM 具有潜在的直

接抑制结直肠癌转移的作用，有作为临床抗结直肠癌转移药物直接使用的潜在价值（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No. 30872923, 81672853）。 

 
 

PO-222 

EUS-FNA 在实性成分为主的胰腺肿瘤中的诊断价值 

 
魏珏,李彬彬,蒋计生,曾欣,谢渭芬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探讨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术（EUS-FNA）在以实性成分为主的胰腺肿瘤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上海长征医院行 EUS-FNA 并经穿刺或手术明确病理性

质的 50 例胰腺肿瘤患者临床资料，采用秩和检验、逻辑回归及 ROC 曲线等方法分析患者的临床

特征、EUS 特点、病理特征，评价 EUS-FNA 的诊断价值。 

结果 50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1.78 : 1，平均发病年龄 59.7 岁，腹痛（54%）、背痛（30%）、

腹胀或腹部不适（36%）为主要症状。病变位于胰头 29 例、胰体 13 例、胰尾 8 例，直径平均

36.5mm。EUS-FNA 细胞学涂片、液基薄层细胞检测和组织学病理的标本阳性率分别为 87.8%、

50%和 96%。肿瘤标志物 CEA、CA125 和 CA199 联合诊断远处转移的特异性最高（93.1%），

联合诊断肿瘤累及血管的敏感性最高（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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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US 可以精准地显示肿瘤局部浸润、淋巴结转移和胰周血管侵犯情况，EUS-FNA

联合开展细胞学涂片、TCT 和组织学检查对以实性成分为主的胰腺肿瘤的病理诊断价

值较大。对临床制定手术治疗方案具有指导意义。 

 
 

PO-223 

循证护理在 ERCP 并发症预防中的应用 

 
陆秋香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通过循证护理的方法，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梳理预防 ERCP 术后胆道感染并发症的有

效措施，制定规范化操作流程，降低 ERCP 术后胆道感染的发生率。 

方法 将我院 2015 年-2016 年 52 例 ERCP 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文献，明确诱发 ERCP 术后

胆道感染并发症的相关因素及诱因，从而针对性的拟定 ERCP 围手术期有效预防和降低胆道感染

的措施，在流程上有效的规避诱发因操作导致的胆道感染的风险。主要的预防措施包括检查室的环

境消毒、病人的前期评估和准备、十二指肠镜的严格灭菌、一次性无菌耗材使用、操作中遵循无菌

操作原则、操作后预防用药等重点环节。 

结果 52 例 ERCP 患者术后没有胆道感染发生，发生率低于 1%。 

结论 通过循证护理的方法，制定有效预防措施，可以有效预防和降低 ERCP 术后胆道感染的发

生。 

 
 

PO-224 

不同类型患者行肠道准备后生理学指标及肠道清洁度差异的研究 

 
崔丽,张明鑫,席筱厚,王景杰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观察不同患者服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剂清洁肠道的效果，及对生理学指标如血糖、电解

质、血压等的影响。 

方法 使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剂进行肠道准备，采集患者服药前、后生理学指标进行对比观

察，分析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糖尿病病史、便秘病史的患者肠道准备清洁度、生理学指标的变

化。 

结果 性别和年龄对服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剂后肠道准备清洁度、生理学指标无差异。便秘患

者肠道清洁度较差。不同年龄患者血糖、血钠指标存在差异。 

结论 不同患者使用同一种药物相同方法行肠道准备的效果有差异。便秘患者肠道清洁度较差，需

要采取干预措施以提高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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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5 

Rap1b is a potential prognostic marker and promotes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hrough EMT by Erk/p 38 MAPK pathways 

 
Zhang Mingxin,Cui Manli ,Wang Jingji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Our previous study shown that miR-518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cells possibly by targeting Rap1b, but its 
expression, prognostic value, function is not fully understood.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Rap1a and Rap1b in ESCC tissues were detecte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factors and survival were analyzed. Further, the effect of 
Rap1b on cell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as examined in vitro by 
modulating expression of Rap1b through specific shRNA. Then,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Last, effect of Rap1b on tumor growth was also investigated in vivo. 
Results Rap1a and Rap1b were up-regulated in ESCC, and expression of Rap1a and Rap1b 
were correlated with lymph metastasis and differentiation.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high Rap1b expression might be a poor prognostic factor for both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and overall survival. In vitro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inhibition of Rap1b expression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by inducing apoptosis. Rap1b siRNA repressed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ESCC cells. Further studies found that decreased Rap1b expression modulated EMT through up-
regulating expression of E-cadherin and down-regulating expression of TWIST1, N-cadherin, and 
Fibronectin.  Moreover, Rap1b siRNA also inhibited expression of phospho-ERK1/2 and 
phospho-p38 MAPK. Last, in vivo experiments revealed that down-regulation of Rap1b decrease 
tumor growth. There i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ap1b and that of E-cadherin, bu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ap1b expression and that of TWIST1, p-Erk and p-p38. 
Conclusions Rap1b is a potential prognostic marker and promotes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in 
ESCC partly through EMT by Erk/p 38 MAPK pathways. 
 
 

PO-226 

小儿 ERCP 临床应用体会 

 
方莹,杨洪彬,葛库库,王峰,任晓侠 

西安市儿童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利用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技术诊断和治疗小儿胆胰疾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总结我院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 35 例接受 ERCP 诊治患儿的临床资料，对治疗方

法、成功率及操作相关并发症情况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 

结果 患儿年龄 2 岁 3 月至 14 岁，其中男 11 例，女 24 例。均存在上腹痛，时间 3 个月～4 年。疾

病包括胆总管囊肿 4 例，肝内外胆管结石 2 例，胆胰管合流异常 7 例，胰管结石 6 例，慢性胰腺炎

5 例，环状胰腺 2 例，胰腺分裂 9 例。治疗方法包括胆管取石，胰管狭窄段扩张，放置鼻胆管引

流，胰管取石，放置胆胰管支架等。35 例患儿共进行了 48 例次 ERCP 操作，均在全身麻醉下进

行，所用内窥镜为成人十二指肠镜。其中包括 39 例次治疗性 ERCP 和 9 例次诊断性 ERCP，

ERCP 操作成功率为 100％，除 3 例患儿术后血尿淀粉酶短暂升高外，无无一例发生重症胰腺炎、

出血、穿孔等症状。随访 2～22 个月，中位数 16 个月，均无腹痛发作，B 超随访未见胰管扩张、

胰管结石及胰腺囊肿。5 例继续治疗者治疗 1-3 次，治疗时间 4-20 个月，原临床症状缓解，B 超随

访胰管扩张消失或改善，无胰腺囊肿。 

结论 ERCP 是儿童胰胆管疾病诊治的重要方法之一，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且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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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27 

EUS 在儿童消化系统疾病诊治中的应用体会 

 
方莹,杨洪彬,任晓侠,葛库库,高天娇 

西安市儿童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评估超声内镜（EUS）对儿童消化系统疾病诊治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2018 年 4 月 86 例于我院内镜中心经 EUS 检查的消化道疾病患儿，对于消

化道狭窄患儿行术前 EUS 检查明确狭窄的性质、深度；对于粘膜隆起性病变以及结直肠巨大息肉

患儿行术前 EUS 检查明确病变来源、侵犯层次及性质。EUS 结果确定内镜下手术方式，记录手术

过程、并发症、随访，分析 EUS 结果。 

结果 86 例患儿年龄范围 8 月龄-14 岁，发病部位：先天性食管狭窄 8 例（骨性 1 例，膜性 2 例，

肌性 5 例）；化学腐蚀性食管狭窄 15 例，胃粘膜隆起性病变 8 例 ( 囊肿 2 例, 异位胰腺 5 例, 重复

胃 1 例), 十二指肠狭窄 11 例 (膜性狭窄 8 例，肌性狭窄 3 例)，瘢痕性幽门狭窄 11 例；结直肠巨大

息肉 33 例。EUS 术后分别给予高频电切术 8 例，EMR 治疗 10 例, ESD 治疗 23 例，食管狭窄放

射状切开 17 例，球囊扩张术 5 例，支架置入术 3 例，幽门切开 11 例，十二指肠狭窄切开 8 例，

球囊扩张术 3 例，转入外科 1 例。对于胃粘膜隆起性病变以及结直肠巨大息肉患儿，EUS 对病变

起源的诊断与术中结果的符合率为 95.1%，其中起源于黏膜层、黏膜下层和固有肌层的诊断符合率

分别为 96.7%、87.5%和 66.7%；对病变类型的诊断与术后病理结果的符合率为 92.6%；3 例

EMR 术中有少量出血，经电凝成功止血；5 例 ESD 术中有少量出血，经电凝、氩离子血浆凝固术

成功止血；12 例 ESD 术中创面较大的情况，采用钛夹和尼龙圈套荷包缝术缝合，无一例发生穿

孔。术后随访 30 例，随访期 3-26 个月(平均 14 个月)，创面愈合良好，均未见病变复发。对于 36

例行狭窄切开术患儿，均切开成功，较未行术前 EUS 的同类患儿比较手术时间明显缩短，术中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下降。 

结论 EUS 可为内镜下治疗提供较为准确的依据，值得临床推广应用。局限性是因为大探头的超声

内镜无法通过相对窄的管腔，且儿童 EUS 需要全麻下进行容易出现反流窒息，因此对术前准备要

求较高。 

 
 

PO-228 

Sinomenine sensitizes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s to 
cisplatin through negative regulation of PI3K/AKT and EMT 

signaling pathway 

 
Jingjing Ma,Weiguo Dong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Sinomenine has been shown biological activity in various human carcinoma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reported its anti-tumor effects of Sinomenine combination with cisplatin(DDP) on 
Esophageal Carcinoma (EC).We aim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Sinomenine and DDP on EC. 
Methods The esophageal carcinoma cells viability and apoptosis were detected by the CCK-8 
assay, flow cytometry, and Hoechst 33258 staining.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TEN, AKT, p-AKT, 
Bax, Bcl-2, CyclinD1, Survivin, caspase-3, 7, 9,β-catenin MMP-2 and MMP-9 was evaluat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The histological changes were examined by TUNEL technique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Result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retreatment with Sinomenin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apoptotic effects induced by DDP on ECA109 cells. Moreover, we found that Sinomenine 
enhanced the DDP-induced inhibition on EC cells via inhibiting PI3K/AKT and EMT sign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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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 by targeting PTEN. In addition, results in vitro, showed that treatment of Sinomenine and 
DDP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ly more effective agent than either agent alone.  
Conclusions Sinomenine along with DDP may regulate the progression of esophageal 
carcinoma via PI3K/AKT and EMT signaling pathway by targeting PTEN. Sinomenine has 
potential to be a chemotherapeutic agent in EC. 
 
 

PO-229 

利用 TCGA 数据库分析 ABI1 在结直肠癌患者中的临床表达特征

并探索其不同拼接异构体的潜在作用 

 
张钰

1,2,3
,刘玲

1,2
,李玫

1,2
,孙洁

1,2
,王地

1,2
,侯晓利

1,2
,刘玉兰

1,3
,郁卫东

1,2,3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市,西城区 

2.中心实验室 

3.消化内科 

 

目的 基于前期的研究，课题组提出 Abl 相互作用蛋白 1（ABI1）除了表达、磷酸化状态改变、蛋白

复合体形成不同可以影响结直肠癌的发生和进展外，ABI1 多个转录变异体的存在也是参与肿瘤发

生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在前期明确了 ABI1 高表达与国人结直肠癌的发生和进展（尤其是转移）

密切相关的基础之上，本研究拟利用 TCGA（The Cancer Genome Atlas）数据库，分析 ABI1 在

结直肠癌中的表达，探讨其与其他人种患者临床特征和预后的相关性，并预测 ABI1 的在结直肠癌

患者诊断和治疗方面潜在的临床价值。 

方法 1、纳入 TCGA 数据库中 260 例结直肠癌患者，获取患者完整的临床信息和 ABI1 的表达情

况，并根据 ABI1 的相对表达量，利用中位值法将 260 例结直肠癌患者分为低表达组（130 例）和

高表达组（130 例），利用 SPSS20.0 分别对 ABI1 的表达量与患者的年龄、性别、原发肿瘤浸润

深度（T）、区域淋巴结转移情况（N）、远处转移（M）的相关性；利用单因素、多因素方差法分

析结直肠癌患者的危险因素；利用 Keplan-Meier 法分析 ABI1 表达水平对患者生存状况的影响。

2、利用 RNA-seq 技术分析了 40 余种包括结直肠癌细胞系在内的肿瘤细胞中的 ABI1 transcript 

variants 的表达模式，结合 TCGA 数据库资料和定量 PCR 鉴定，筛选出参与结直肠癌发生和发展

（尤其是转移）相关的关键 ABI1 转录变体。 

结果 1、ABI1 高表达与性别、年龄、T 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无相关性，与结直肠癌的远处转移有显著

的相关性，高表达 ABI1 的患者生存时间更长，两组相比较有显著差异，这些结果与我们前期利用

国人组织进行的研究是相一致的，但是在 T 分期和淋巴转移上不一致。结合国外文献报道的 ABI表

达低，但磷酸化程度高与结直肠癌发生密切相关的研究，说明 ABI1 的作用还存在这其它机制。2、

RNA-Seq 分析显示，ABI1 transcript variant 8 存在杂而在肿瘤细胞中高表达的特征，也存在着多

种差异性转录变异体表达的现象。3、ABI1 转录变异体 2、4、8 和 12 是重要的参与结直肠癌发生

发展的、关键的转录变异体。 

结论 1、ABI1 转录变异体差异表达机制可能是结直肠癌发生和发展的重要调节机制之一；2、阐明

ABI1 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机制需要系统地从表达量改变、转录变异体差异表达、磷酸化状态、以

及蛋白复合体的差异来综合评估和判断（本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 No. 30872923, 8167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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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0 

不同给药方法和时间对提高结肠镜检查肠道洁净度效果的比较 

 
邓利秾 

江门市中心医院,广东省,江门市 

 

目的 探讨结肠镜检查时不同给药方法和时间对肠道洁净度效果比较的影响的护理经验。 

方法 选取对我院行结肠镜检查的 100 例住院患者，分两组，A 组：按照原来方法,于检查前 12 小

时，开始服用和爽（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剂），将药品一次性溶于 2L 温开水中；方法：先快速

喝 600ml，以后每隔 15 分钟喝 250ml，即约每小时 1L 水量。B 组：分上午检查和下午检查的患者

（包括需麻醉检查的患者）,将和爽（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剂）的给药时间和方法进行调整,内镜

护士使用渥太华肠道准备评估量表（Ottawa Bowel Preparation Scale,OBPS）和肠腔内气泡进行

评分，分别记录患者肠道准备时间，记录结肠镜检查时肠道洁净度情况。 

结果 通过调整给药方法和时间，两组进行比较，A 组给药方法会出现较多液体伴微量固体粪渣残

留，需要冲洗和吸引，且部分冲洗后仍未达到肠道准备要求。B 组给药方法虽肠腔内仍有液体残

留，但不见固体粪渣，基本冲洗后不用吸引视野均较前清晰可见。 

结论 B 组给药方法既可提高检查视野清晰度，也可缩短患者检查时间和提高诊断率。可见通过不同

给药方法和时间对提高肠镜检查中肠道洁净度的重要性。 

 
 

PO-231 

深在性囊性胃炎 40 例临床诊治分析 

 
龚帅

1,2
,赵韫嘉

1,2
,薛寒冰

1,2
,张尧

1,2
,高云杰

1,2
,陈海英

1,2
,陈慧敏

1,2
,丁慧

1,2
,李晓波

1,2
,戈之铮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上海市,浦东新区 

2.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 

 

目的 深在性囊性胃炎（Gastritis cystica profunda，GCP）是一种临床罕见胃疾病，以

往大多认为 GCP 是一种良性疾病，近年研究显示，部分胃癌病例常同时伴有 GCP，

因而怀疑其为癌前病变。因此，对我院近 5 年来通过内镜下切除和外科手术，最终诊

断为 GCP 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以期进一步提高对 GCP 的认识，揭示其可能与胃

癌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3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经内镜下治疗或手术治

疗，病理证实为 GCP 患者 40 例。采用 SPSS 24.0 统计软件，记录并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资料。

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 GCP 合并肿瘤性病变的危险因素，计算 OR 值（比数比）及其 95%可

信区间。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基本情况 

男性 30 例，女性 10 例，年龄 29-78 岁，平均 61.2 岁。6 例患者既往有胃部手术史。6 例手术治

疗，27 例内镜下治疗（4 例 EMR、21 例 ESD、2 例圈套电切），7 例内镜下活检。14 例幽门螺杆

菌阳性，26 例阴性。 

2、内镜下表现 

病变部位依次为：贲门 13 例（32.5%），胃窦 12 例（30%），胃体 6 例（15%），吻合口 4 例

（10%），胃底 2 例（5%），胃角 2 例（5%），幽门 1 例（2.5%）。根据巴黎分型，内镜下病

灶大体形态：0-Ip 型 3 例，0-Isp 型 3 例，0-Is 型 2 例，0-IIa 型 7 例，0-IIc 型 10 例，0-IIa+IIc 型 3

例；溃疡 2 例；黏膜下隆起 4 例；未见明显异常 6 例。 

3、病理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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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P 伴有肿瘤性病变 20 例（50%）：包括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3 例，扁平腺瘤 4 例，腺癌 13 例。

非肿瘤性病变 20 例（50%）：慢性炎症 6 例，囊状息肉 7 例，萎缩肠化 4 例，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2 例，泌酸腺黏膜 1 例。13 例腺癌均为管状腺癌。3 例浸润至黏膜下层，10 例局限于黏膜层。 

4、GCP 合并肿瘤性病变危险因素分析 

GCP 合并肿瘤性病变的 20 例患者中，19 例为男性，性别对其有明显影响，P=0.021＜0.05，有统

计学意义，OR 值为 14.711。年龄及 Hp 感染与否均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GCP 好发于中老年男性，白光内镜下表现不一，并非单纯良性病变，可合并有肿

瘤性病变，男性为独立危险因素，内镜下治疗安全有效。但 GCP 与肿瘤性病变的相关

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PO-232 

胃粘膜下肿物的临床特点及内镜下治疗效果评价： 

一项 858 例的单中心病例回顾研究 

 
王晓雨,俞清翔,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和平区 

 

目的 探讨不同组织病理学类型胃粘膜下肿物（SMT）的临床特点，评价内镜下治疗的效果和安全

性，为胃 SMT 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内镜中心接受内镜

下治疗的 858 例胃 SMT 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多发 54 例，共计 921 枚肿物纳入本研

究，分析患者的基本情况、病变部位、超声内镜表现、组织病理学特征、治疗情况及

术后随访结果。 

结果 858 例患者平均年龄 53.76±11.70 岁，男：女=1:2.08，合并高血压 167 例，糖尿病 46 例。

肿物平均大小 1.18±0.82cm；最常见于贲门胃底部（63.08%），其次为胃窦幽门部（22.58%），

胃体（14.33%）最少；多起源于固有肌层（70.4%）。921 枚肿物涵盖 21 种组织病理类型，以胃

肠道间质瘤（GIST）（36.37%）和平滑肌瘤居多（33.01%），异位胰腺和脂肪瘤分别占 10.64%

和 5.97%，其他少见类型包括炎性纤维样息肉（2.71%）、神经内分泌肿瘤（2.50%）、错构型病

变 1.85%）、纤维瘤（1.30%）、神经鞘瘤（0.98%）等;GIST 生物学行为恶性潜能分级为极低危

险度（304/335）和低危险度（31/335），神经内分泌肿瘤 GI 级（22/23）和 G2 级（1/23）。位

于贲门胃底部的 SMT 绝大多数为 GIST（47.16%）和平滑肌瘤（45.44%），前者更多见于胃底穹

隆部而后者更常见于胃食管结合部附近（P<0.001）；胃窦部 SMT 种类最多，为异位胰腺、脂肪

瘤、炎性纤维样息肉、错构型病变、肌腺瘤、Dieulafoy 病变的好发部位。应用内镜粘膜下隧道肿

瘤切除术（STER）和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分别切除肿物 45 枚和 876 枚，一次完整切除率

92.18%，非一次完整切除主要与肿物大小（P<0.001）、形状(P=0.001)及肿物与周围组织粘连情

况（P=0.015）有关；穿孔率 17.26%，其中伴局限性腹膜炎 9 例；迟发性出血 2 例，呼吸性酸中

毒 1 例。至 2018 年 3 月，失访率 22.03%，在访 669 人，随访时间 9-104 月，均未见肿瘤复发和

转移。 

结论 不同类型 SMT 在胃的分布、起源和超声表现不同，可据此进行术前诊断；ESD

和 STER 治疗胃 SMT 安全、有效，合理选择病变可提高一次完整切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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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3 

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治疗对于降低中国地区胃癌 

发生风险的 meta 分析 

 
周丽雅,崔荣丽,索宝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探讨根除幽门螺旋杆菌（H. pylori）治疗是否能够降低中国地区胃癌发生的风险。 

方法 于 2017 年 8 月在中、英文电子数据库及实验注册中心进行文献检索，包括中国知网、重庆维

普、万方数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PubMed、Embase, Cochrane, Medline 等。文献的

纳入标准包括：a）选取随机对照或者半随机对照研究、群组研究或前瞻性观察研究。b) 研究对象

来源于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均感染 H. pylori。c) 对试验组患者进行了根除 H. pylori 治

疗，且随访期至少两年。d)研究结果包括胃癌发生率或者 OR/RR 值。  

结果 共检索到 3657 篇相关文献，最终纳入 6 篇。a）共 6727 例患者，根除组 3304 例，对照组

3423 例。在至少 2 年的随访期后，根除组 33 例患者发生胃癌，而对照组为 60 例，(RR: 0.56; 

95%CI: 0.31 to 0.98)。b）3 篇文献在患者的基线状态中提供了胃镜病理，其中 1012 例不伴有癌

前病变（慢性萎缩性胃炎、肠化生或者异型增生），其胃癌发生率分别为 0/609（根除组）和

7/403 （对照组）(RR: 0.11; 95% CI: 0.01 to 0.89)；1656 例伴有癌前病变，其胃癌的发生率分别

为 12/726(根除组)和 12/930(对照组)(RR: 1.30; 95% CI: 0.37 to 4.61)。c）根据研究对象所在地区

是否为胃癌高发区将 6 项研究分为两个亚组，结果显示对于胃癌高发地区人群（超过 500/100，

000），根除 H. pylori 对于预防胃癌发生的效果显著高于相对低发区。(RR 0.22 versus RR 

0.73)。  

结论 根除 H. pylori 能够降低中国人群的胃癌发生风险，尤其对于不伴有癌前病变的患者及居住在

胃癌高发区的患者。  

 
 

PO-234 

含盐酸小檗碱四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临床研究 

 
杨丽清

1
,周宇

2
,陈平湖

1
 

1.湛江中心人民医院,广东省,湛江市 

2.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含盐酸小檗碱四联方案对幽门螺旋杆菌(Hp)的根除效果和安全性，进一步探讨和评估盐

酸小檗碱替代克拉霉素疗效和对青霉素过敏者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430 例 Hp 感染初治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艾司奥美拉唑镁肠

溶片+枸盐酸铋钾颗粒+阿莫西林+盐酸小檗碱）和对照组（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片+枸盐酸铋钾颗

粒+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各 200 例，青霉素过敏组（观察组方案）30 例，各组疗程均为 14d。治

疗结束后 4 周，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青霉素过敏组与对照组患者的 Hp 根除率、症状缓解率和不

良反应发生率。统计方法用 t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 ①观察组和对照组：Hp 根除率按 PP 分析分别为 91.3%（179/196）和 84.6%（165/195），

按 ITT 分析分别为为 89.5%（179/200）和 82.5%（165/200），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症

状缓解率按 PP 分析分别为 95.4%（187/196）和 89.7%（175/195），按 ITT 分析分别为 93.5%

（187/200）和 87.5%（175/200），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不良反应发生率按 PP 分析分

别为 9.7%（19/196）和 20.5%（40/195），按 ITT 分析分别为 9.5%（19/200）和 20.0%

（40/200），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②青霉素过敏组和对照组：Hp 根除率按 PP 分析分别

为 82.8%（24/29）和 84.6%（165/195），按 ITT 分析分别为 80.0%（24/30）和 82.5%

（165/200），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临床症状缓解率按 PP 分析分别为 89.7%（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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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89.7%（175/195），按 ITT 分析分别为 86.7%（26/30）和 87.5%（175/200），差异均无显著

性（P＞0.05）；不良反应发生率按 PP 分析分别为为 17.2%（5/29）和 20.5%（40/195），按

ITT 分析分别为 16.7%（5/30）和 20.0%（40/200），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结论 含盐酸小檗碱四联疗法较标准四联疗法根除 Hp 疗效更理想，对青霉素过敏者疗效也理想。 

 
 

PO-235 

内镜下经食管黏膜下隧道切开引流纵膈脓肿的临床研究 

 
熊超亮,吴裕文 

宜春市人民医院,江西省,宜春市 

 

目的 探讨内镜经食管黏膜下隧道切开引流纵膈脓肿的治疗价值。 

方法 回顾性研究我科从 2014 年 2 月至 2018 年 5 月以来收治的 16 例不同程度纵膈脓肿患者。利

用内镜经食管黏膜下隧道切开引流纵膈脓肿技术，对比既往外科手术行纵膈清创引流治疗方法。从

微创、住院时间、术中、术后并发症、住院费、随访复发等方面探讨 2 种治疗方法的优势。术前患

者行 CT 充分评估纵隔感染情况，常规使用抗生素。 

结果 16 例患者较既往外科手术患者，住院时间明显缩短；住院费用明显减少；术中、术后并发症

少，复发率明显减低。16 例患者中无 1 例转外科行清创引流。 

结论 内镜经黏膜下隧道技术是通过建立黏膜下隧道作为工作通道，通过放置引流管充分引流，其

优势在于即使术中全层肌层缺损，仍有表面黏膜保护肌层缺损处，可以有效避免术后消化道瘘的发

生，减少患者住院天数及住院费用，加快术后恢复。且为一种微创方法，极大的减轻了的创伤及患

者的痛苦；随着内镜隧道技术的提高， 通过该方法引流纵膈病脓肿成为了可能， 成为经自然腔道

内镜手术的一种新发展。 

 
 

PO-236 

内镜黏膜下隧道剥离术与黏膜下挖除术在胃上皮下肿物 

治疗中的疗效研究 

 
艾修云,乔伟光,韩泽民,智发朝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胃上皮下肿物（Gastric Subepithelial Tumors, SETs）是一种常见的胃部肿瘤。内镜下肿物切

除不论采用何种方式都有其共同局限性。目前手术方案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内镜医生的经验及喜好。

本研究旨在对内镜鸟摸下挖除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Excavation, ESE） 以及内镜黏膜下隧

道剥离术（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STER）的治疗效果进行研究分析及对

比，为此后的手术方案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顺序选取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在我院消化科行 ESE 或 STER 手术并确诊为胃

上皮下肿物的病例。搜集资料包括病人一般流行病学资料、手术情况及术后随访情况等。 

结果 共纳入 235 例病例。ESE 组中 174 例，患者平均年龄为 47.2±13.8 岁；肿物直径中位数为

15mm，范围 7-50mm；162 例（93.1%）病灶成功切除。手术时间中位数为 60min，范围 15-

200min；术后住院时间中位数为 6 天。STER 组 61 例病例，患者平均年龄为 46.5±10.9 岁；肿物

直径中位数为 15mm，范围 7-50mm；55 例（90%）病灶成功切除，3 例病灶未成功切除。手术时

间中位数为 60min，范围 20-250min；术后住院时间中位数为 6 天。 两组中共有 73 例肿物起源于

固有肌层且位于胃底（ESE 组 53 例，STER 组 20 例）。ESE 组中胃底肿物患者平均年龄为

53±12 岁；STER 组中患者平均年龄为 46±9 岁。 ESE 组中，肿物直径中位数为 15mm；STER 组

中，肿物直径中位数为 25mm，P 值＜0.05。ESE 组中，48 例病灶被成功切除，手术时间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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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0min，术后住院时间中位数为 6 天。STER 组中，17 例病灶被成功切除，手术时间中位数为

85min；术后住院时间中位数为 6 天。两组手术时间、术后住院天数以及住院花费无显著性差异，

P 值＞0.05。两组术后随访中位数时间 14 个月，无显著性差异，P 值＝0.788。Kaplan-Meier 分析

示两组无病生存率无显著性差异，P 值＝0.401。 

结论 内镜黏膜下挖除术与黏膜下隧道剥离术是治疗胃上皮下肿物安全、有效的方式，且这两种方式对

胃底固有肌层起源的黏膜下肿物的短期治疗疗效相当，未来仍需要大样本的、长随访时间的多中心随机

对照实验证实这一结论。 

 
 

PO-237 

Radiomics analysis based on contrast-enhanced CT 
assists in preoperative risk grade prediction of small 

intestinal GISTs ≤ 5cm 

 
Jiayi Yan,Fei Miao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he selection of treatments differed for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s)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risk grades, and still no confirmed noninvasive approach had been explored 
for risk classification of GISTs ≤ 5cm. Thu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whether 
radiomics analysis based on contrast-enhanced CT imaging could assist in risk grade prediction 
of small intestinal GISTs ≤ 5cm and improv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compared to the visual 
assessment. 
Methods Altogether 121 patients with small intestinal GISTs ≤ 5cm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Risk grade classification wa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NIH and AFIP criteria. 3D-
based and 2D-based radiomics analyses of arterial and portal scans were performed by Philips 
Radiomics software and MaZda software, respectively. Random forest (RF) models were 
constructed after filtration of the features through Boruta algorithm.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each model in small intestinal GISTs ≤ 5cm. 
Results A total of 1653 and 374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from3D-based and 2D-based radiomics 
analyses, respectively. 3D-based model of portal scans, which contained 11 features, exhibited 
the best AUC of 85.5%, as compared with 3D-based model of arterial; 2D-based model of arterial 
scans, portal scans; and clinical plus imaging features (79.6%; 62.0%, 68.1%; and 61.6%). 
Diagnostic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3D-based model of portal scan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wo experienced radiologists‘ visual assessment (73.9% vs. 
34.8%, 43.5%; 88.8% vs. 70.4%, 78.6%; 86.0% vs. 63.6%, 71.9%) in risk grade classification of 
small intestinal GISTs ≤ 5cm. 
Conclusions 3D-based radiomic analysis exhibited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2D-based radiomic 
analysis. Furthermore, radiomic analysis showed significantly better diagnostic accuracy than 
human visual assessment, indicated that radiomic analysis might become a new noninvasive 
approach for preoperative risk grade prediction of small intestinal GISTs ≤ 5cm, and thus facilitate 
the choice of clinical treatment and patient 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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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38 

P53 沉默通过 HMGB1 介导的自噬调控对抗 NAFLD 

 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曾行,虞朝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发病机制目前仍未完全明确，目前临床上并无针对性药

物，探究 NAFLD 发病机制对治疗该疾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近，肿瘤抑制因子 p53 在代谢性

疾病当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同时自噬是细胞内重要的基本过程，在细胞内代谢和营养循环中

起着重要作用。而 p53 与自噬也有紧密联系。本研究探索 p53 沉默对肝脏自噬调节并对抗 NAFLD

的作用。 

方法 成年雄性 p53 野生与敲除小鼠进行 8 周高脂饮食（HFD）造模。软脂酸分别处理 HepG2

（p53 功能正常型）和 Huh7（p53 功能缺陷型）细胞 24h 造模。在细胞上转染 siRNA 对

p53/HMGB1 进行敲低表达，用甘草酸对 HMGB1 进行抑制。电镜观察胞内自噬溶酶体与脂滴的定

位。对小鼠肝脏以及培养细胞分别进行脂质染色和甘油三酯（TG）检测；免疫荧光染色观察胞内

自噬泡；提取胞核，胞浆，总蛋白，Western Blot 对相关通路蛋白表达进行检测。 

结果 HFD 造模小鼠肝脏中，WT 组的脂变程度、TG 水平均低于 KO 组。正常饮食小鼠肝脏中，

KO 组自噬水平高于 WT 组。p53 敲低的 HepG2 细胞中，PA 诱导的脂肪累积和 TG 水平均显著减

轻。Huh7 细胞中，p53 敲低不能显著改变 PA 诱导的脂肪累积与 TG 水平。相对于 WT 组，KO 组

肝脏中，p62、LC3 标记的自噬泡数量均增多；p62 蛋白表达下降；LC3II/I 蛋白表达比例以及

BCL1 蛋白表达水平均升高。HepG2 细胞中， p53 敲低能增加胞内自噬泡数量；下调 p62 以及上

调 LC3II/I 及 BCL1 蛋白表达。在小鼠肝脏中，观察到自噬溶酶体与脂滴的共定位现象；在 HepG2

细胞中，观察到 LC3/p62 标记的自噬泡与脂滴共定位的现象。HepG2 细胞中，自噬阻滞剂能加重

胞内脂质累积和引发 TG 水平上升，而自噬诱导剂能显著对抗 PA 诱导的胞内 TG 水平的上升及脂

质累积。在 KO 组小鼠肝脏及 p53 敲低的 HepG2 细胞中，HMGB1 蛋白均发生从胞核向胞浆转位

的现象。而在 Huh7 细胞中，p53 敲低对自噬泡数量、相关自噬通路蛋白以及 HMGB1 的胞核-胞浆

转位均无显著影响。在用甘草酸抑制或 siRNA 敲低 HMGB1 的 HepG2 细胞中，同时敲低 p53 并不

能降低 PA 诱导的胞内 TG 水平上升及脂类累积，也不能影响自噬相关通路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论 功能性 p53 的沉默会通过 HMGB1 介导的自噬途径来加速肝脏内脂质降解来发挥对抗 NAFLD

的作用。 

 
 

PO-239 

超声内镜对胃间质瘤侵袭危险度的诊断价值 

 
俞静华,许国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超声内镜可能帮助判断胃间质瘤的恶性潜质。本研究旨在对病理诊断明确的胃间质瘤患者总

结分析其侵袭危险度与超声内镜征象的关系，探讨 EUS 评估胃间质瘤侵袭度的诊治价值。 

方法 收集我院 2005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病理诊断明确并行超声内镜检查的胃间质瘤患者共 254

例，分为低侵袭度组（病理提示极低危及低危）和高侵袭度组（病理提示中危及高危），比较分析

超声内镜影像学特征，从而探讨超声内镜对胃间质瘤侵袭度的诊治价值。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

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分类变量资料以百分率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和标准差，并行卡方检验比

较低侵袭度组和高侵袭度组的差异，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54 例胃间质瘤患者平均年龄  59±11.0（26-82）岁，男女比例 1：1.37，平均病灶大小

2.8±1.7（0.53-10.5）cm，分别位于贲门 3.1%，胃底 31.9%，胃体 55.9%，胃角 2.4%，胃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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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内镜下表面糜烂占 14.17%（36/254），出血 4.33%（11/254），肿瘤巨大（≥3cm）占

38.19%（97/254），液化坏死 10.63%（ 27/254），伴钙化 12.20%（31/254）， 118 例

（46.46%）伴随上述内镜征象之一。其中侵袭危险度为低侵袭度组 155 例，占 61.02%（极低危 

12.99%，低危 48.03%），高侵袭度组 99 例，占 38.98%（中危 28.35%，高危 10.63%）。与低

侵袭度组相比，高侵袭度组肿瘤巨大的比例明显增高（63.64% vs 21.9%,P＜0.001）。高侵袭度

组的内镜下表面糜烂和出血比例虽高于低侵袭度组（16.16% vs 12.9%，P=0.468；7.07% vs 

2.58%，P=0.162），但无统计学意义。高侵袭度组的超声内镜下液化坏死和钙化比例虽高于低侵

袭度组（14.14% vs 8.39%，P=0.147；13.13% vs 11.61%，P=0.718），但无统计学意义。高侵

袭度组超声内镜下更易伴随上述征象之一（71.71% vs 30.32%，P＜0.001）。胃间质瘤超声内镜

伴随上述征象之一倾向于高侵袭度的特异性 69.7%，敏感性 71.7%，阳性预测值 60.2%，阴性预

测值 79.4%，诊断准确率 70.5%。 

结论 超声内镜可能帮助判断胃间质瘤病灶的恶性潜质。内镜下伴随表面糜烂、出血、肿瘤巨大、

液化坏死及钙化五个征象之一提示间质瘤高侵袭度可能。 

 
 

PO-240 

二甲双胍介导的自噬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魏云华

1
,邹成钢

2
,朱云珍

1
,唐君瑞

1
,郭希菊

3
,马怡诚

2
,李春媚

1
,吕俊衍

1
,褚倚佑

1
,马岚青 通信作者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大学 

3.保山市人民医院,云南省,保山市 

 

目的 对二甲双胍介导的自噬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的作用及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方法 1、对 BRL-3A 细胞进行稳定转染，分别转入质粒 GFP-LC3、GFP-TFEB。再用二甲双胍处

理 BRL-3A 细胞，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获取图片进行比较分析。2、用二甲双胍处理 BRL-3A 细

胞，用 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中 LC3、TFEB、P62 蛋白的表达情况。3、用二甲双胍处理 BRL-3A

细胞，用 RTPCR、qPCR 技术检测自噬相关基因的 mRNA表达水平差异。 

结果 1、在二甲双胍的刺激下，细胞未发生明显的自噬现象，也无明显 TFEB 转位至细胞核即未见

到细胞核位置发出大量明亮绿色荧光；且随着二甲双胍作用浓度的提高，细胞仍未发生明显的自噬

现象，TFEB 转位至细胞核的量仍未有明显的变化。2、用不同浓度二甲双胍作用于 BRL-3A 细

胞，细胞的 LC3-Ⅱ、TFEB 蛋白表达降低、P62 蛋白表达升高；且随着二甲双胍浓度的增加，

LC3-Ⅰ向 LC3-Ⅱ转化逐渐减少，细胞的 TFEB 蛋白表达不断降低、P62 蛋白表达不断升高，均呈

现浓度依赖性。且随着二甲双胍作用时间的延长，LC3-Ⅰ向 LC3-Ⅱ转化逐渐减少，呈现时间依赖

性。3、二甲双胍作用的 BRL-3A 细胞，其自噬相关基因 UVRAG、VPS18、CTSB、LAMP1、

VPS11、TFEB 的 mRNA 相对表达量降低；且随着二甲双胍作用浓度的增高，其自噬相关基因

UVRAG、VPS18、CTSB、LAMP1、VPS11、TFEB 的 mRNA 相对表达量亦逐渐降低。 

结论 1、二甲双胍能够下调 BRL-3A 细胞的自噬水平且具有浓度依赖性和时间依赖性。2、二甲双

胍能够下调 BRL-3A 细胞的 TFEB 表达且具有浓度依赖性。3、二甲双胍能够下调细胞自噬，从而

导致 P62 蛋白的增多，且这一变化具有浓度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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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41 

ETV add-on Peg-interferon therapy has a positive role in 
reversing hepatic fibrosis in treatment-naïve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a prospective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ingmao Yang,Liping Chen,Yajie Wang,Zhiyin Shang,Min Liu,Jilin Cheng 
Shanghai Public Health Clinical Center，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1508，China 

 
Objective The efficacy of entecavir (ETV) add-on peg-interferon therapy compared with ETV 
monotherapy in treatment-naïve hepatitis B virus (HBV) patients remains controversial.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adding Peg-interferon to ongoing ETV treatment leads to a better curative 
effect. 
Methods Eligible HBV patients (n=144) were randomly divided (1:1) to receive either ETV 
monotherapy (n=70) or peg-interferon add-on therapy from weeks 26 to 52 (n=74).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for 2 years. We evaluated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 and hepatitis B 
antigen (HBeAg) seroconversion rate, sustained virologic response (SVR), FibroScan value, and 
histological scores. 
Results At week 26, no patient achieved HBsAg seroconversion in either group. At week 52, one 
patient in the monotherapy group was HBsAg-negative but there were none in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The monotherapy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better liver function recovery results 
than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At week 78, no patient in either group had HBsAg 
seroconverted. The monotherapy group showed a favorable decrease in alpha fetoprotein(AFP). 
At week 104, only three patients in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were HBsAg-negative 
compared with one patient on monotherapy. The combination group showed better improvement 
in histology compared with the monotherapy group. The mean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 ALT) 
and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 AST) levels and FibroScan valu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baseline. 
Conclusions Both therapies supported liver function recovery and histology improvement. 
Combination therapy did not show better antiviral efficacy in HBsAg or HBeAg seroconversion 
compared with monotherapy. However, combination therapy played a more positive role in 
reversing hepatic fibrosis compared with monotherapy. 
 
 

PO-242 

急性胰腺炎并发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 

 
金梦,张慧敏,陈轩馥,武美序,钱家鸣,杨红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东城区 

 

目的 肾脏是重症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常见受累器官之一，对预后有重要影响。本

研究通过分析 AP 早期合并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加强对器官衰竭的早期识别，指导临床工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1 日北京协和医院收治的 AP 患者，搜集患者

人口学资料及入院 48 小时内的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资料。急性胰腺炎、胰腺坏死的诊

断标准均依据 2012 年亚特兰大新分类标准，肾功能衰竭的诊断标准依据改良 Marshall 评分。采用

单因素及二元 logistic 回归进行危险因素分析。 

结果 1、共 271 例 AP 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 158 例（58.3%），平均年龄 49.8±18.5 岁。入

院 24 小时内出现急性肾损伤患者 57 例（21.0%），持续肾脏衰竭患者 41 例（15.1%）。3、24

小时内肾脏衰竭患者在 BMI、体温和实验室指标上与非肾脏衰竭患者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入院即刻 WBC、Ca、Glu 和胰腺坏死是 24 小时内肾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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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竭的独立危险因素（表 1）。4、持续肾脏衰竭患者在病因、胰腺炎坏死、腹部症状、生命体征

和实验室指标上与非持续肾脏衰竭患者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病因、

入院即刻 WBC、Ca 和胰腺坏死是持续肾脏衰竭的危险因素（表 2）。 

结论 胰腺坏死、生命体征、WBC、Urea、Ca、Glu 等有助于早期识别 AP 患者是否合并肾脏器官

衰竭，病因、入院即刻WBC 和 Ca水平可帮助预测器官衰竭持续时间，有助于判断预后。 

 
 

PO-243 

Long-pulse gastric electrical stimulation restores 
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 through 5-HT2b pathway in diabetic 

rats 

 
Yan Chen 

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Objective Loss of 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 (ICC) is supposed to be the main cause of 
gastroparesis in diabetic patients. Gastric electrical stimulation (GES) is considered to be a 
treatment option for gastric motility disorders, but the regulated mechanisms of GES remain to be 
clarified.  
Methods Male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diabetic rats group (DM), 
diabetic rats with sham GES group (DM+SGES), diabetic rats with GES1 group (DM+GES1, 
GES1: 5.5cpm, 100ms, 4mA), diabetic rats with GES2 group (DM+GES2, GES2: 5.5cpm, 300ms, 
4mA) and diabetic rats with GES3 group (DM+GES3, GES3: 5.5cpm, 550ms, 2mA). Gastric 
contractions were explored by the organ bath technique. The changes of ICC, SCF and 5-HT2b 
pathway were examined.  
Results (1) Gastric contrac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DM+GES group. (2) The 
damages of ICC were rescued by long-pulse GES, accompanying with the up-regulated SCF/c-kit 
pathway and many proliferated ICC-IM. (3) The expression of 5-HT2bR and the content of 5-HT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DM+GES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DM group. 
Conclusions Long-pulse GES might increase the proliferation of ICC via 5-HT2b pathway, 
resulting improved gastric contraction. 
 
 

PO-244 

荔枝核总黄酮干预大鼠肝星状细胞 NF-κB 核转位及 

相关蛋白表达的研究 

 
赵永忠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目的 研究荔枝核总黄酮（TFL）对体外由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诱导活化的大鼠肝星状细胞

（HSC-T6）中 NF-κB 核转位及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探究该药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 HSC-T6，通过 TGF-β1 诱导 24h 后以 125ug/ml、250ug/ml 及 500ug/ml 的 TFL 干

预 48h，采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TFL 对 HSC-T6 内 NF-κB 核转位的影响，并以 western blot

法检测 TFL 对细胞内 TLR4、p-NF-κB、Bcl-2、Bax 及 CollagenⅠ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免疫荧光

法检测 TLR4、p-NF-κB 的表达。 

结果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可见 TFL 抑制活化 HSC-T6 内 NF-κB 的核转位，并具有浓度依赖性。TFL

可下调 HSC-T6 中 TLR4、p-NF-κB、Bcl-2 及 CollagenⅠ的表达水平，而 Bax 的表达增加，同时

具有浓度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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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FL 抗肝纤维化的机制可能与下调 HSC-T6 中 TLR4、p-NF-κB、Bcl-2 及 CollagenⅠ的表

达，上调 Bax 的表达水平及抑制活化 HSC-T6 内 NF-κB 的活性相关。 

 
 

PO-245 

PDCA 循环管理在消化内镜清洗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周岩岩,卢玉文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探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在内镜清洗消毒管理中的应用。 

方法 2016 年 8 月份-2017 年 7 月份实行 PDCA 管理模式，分为实验组。2015 年 8 月份-2016 年 7

月份使用常规管理模式，分为对照组。 

结果 实验组的内镜的清洗消毒合格率、护理人员理论知识、专科操作水平、工作满意率均优于常

规管理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内镜清洗消毒的感染管理中使用 PDCA 管理模式，可有效提高内镜清洗消毒质量，确保内

镜在诊疗过程中的安全使用，保证患者的安全，防止交叉感染。 

 
 

PO-246 

肠镜前饮食及药物护理对提高肠道清洁度的临床研究 

 
时昌培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肠镜前饮食及药物护理对肠道清洁度的比较及其效果评价。 

方法 随机选取 2017 年 10-12 月行在浙江省中医院行肠镜检查的 200 例住院患者，采用随机对照的

方法，选取其中 50 例作为对照组，行常规肠道准备护理；50 例为安素组，嘱患者肠镜前 1 日内行

安素饮食；50 例为西甲硅油组，肠镜前予西甲硅油口服；50 例为安素+西甲硅油组，嘱患者肠镜

前 1 日内行安素饮食并于肠镜前予西甲硅油口服。采用 Boston 量表对 4 组患者的肠镜下肠道清洁

情况进行量表评分，评价不同肠镜前饮食及药物护理对其肠道清洁度差异。 

结果  安素+西甲硅油组（2.2±0.49）肠道清洁度最高，安素组（1.8±0.40）次之，西甲硅油组

（1.32±0.68）评分较低，但仍强于对照组（1.14±0.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肠镜前肠道饮食宣教及药物辅助的实施,能提高肠道清洁度,有利于促使肠道准备工作规范标准

化,并能提升专科护理质量和护士专科能力。  

 
 

PO-247 

脓毒症中 LPS 诱导巨噬细胞外泌体引起肝损伤的机制初探 

 
金思一,王国振,李旭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通过对 LPS 诱导巨噬细胞释放的外泌体进行蛋白质组学分析，研究其差异蛋白介导肝细胞损

伤可能存在的分子机理和信号通路。 

方法 1、LPS 刺激巨噬细胞后提取上清，超高速离心并鉴定外泌体。 

2、通过 transwell 共培养体系行外泌体间接、直接吸收实验验证外泌体可被肝细胞吸收。 

3、不同条件刺激肝细胞，检测外泌体对肝细胞的损伤作用。 

4、通过 iTRAQ 技术分析对照组及 LPS 刺激巨噬细胞来源两种外泌体中蛋白质的组成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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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 GO 功能注释、KAAS 及聚类分析对差异蛋白质集合进行生物信息分析。 

6、检测不同浓度、不同时间点 LPS-外泌体刺激肝细胞 NOD 样受体通路相关蛋白表达水平。分离

对照组及 LPS 刺激巨噬细胞来源两种外泌体分别刺激肝细胞，检测 NLRP3、ASC、caspase-1 表

达情况。 

7、小鼠通过尾静脉注射生理盐水、Control-外泌体、LPS-外泌体造模 12 小时后，检测肝组织内

NLRP3 炎症小体组分的表达情况。通过免疫组化及血清指标评价各组肝组织损伤情况。 

结果 1、巨噬细胞分泌的微粒具有外泌体特征。 

2、巨噬细胞来源外泌体可被肝细胞吸收，且实验组肝细胞发生焦亡的数量比例及 LDH 水平较对照

组显著升高。 

3、两种外泌体的差异蛋白共有 704 种，并在体内发挥不同作用。差异表达蛋白参与多条 KEGG 代

谢通路，其中 NOD 样受体信号通路与炎症相关。 

4、聚类分析提示 NOD 样受体信号通路中的多种蛋白表达量在组间有显著差异。 

5、肝细胞中 NLRP3、ASC 和 caspase-1 蛋白表达对外泌体刺激大致呈浓度及时间依赖性。LPS-

外泌体可激活 NOD 样受体信号通路。 

6、鼠尾静脉注射 LPS-外泌体组的肝组织 NLRP3、ASC、caspase-1 蛋白表达水平较对照组均显

著增高；小鼠肝组织内炎症程度较两个对照组严重、中性粒细胞浸润面积显著增加，血清 AST、

ALT、LDH 水平明显升高。 

结论 1、LPS 诱导巨噬细胞分泌外泌体能被肝细胞吸收，并引起肝细胞损伤。 

2、常态下巨噬细胞释放的外泌体与 LPS 诱导巨噬细胞释放的外泌体所携带的蛋白谱存在显著差

异，并富集出 NOD 样受体信号通路与脓毒症肝损伤密切相关。 

3、LPS 诱导巨噬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可激活肝细胞 NOD 样受体信号通路，其可能通过促进肝细胞

内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介导肝损伤。 

 
 

PO-248 

浅谈多种内镜微创缝合技术方法及护理配合要点 

 
李佼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探讨多种内镜微创缝合技术的临床治疗方法及效果。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及经验性的总结本院历年来对于消化道大出血病人所运用的治疗方法和内镜缝

合技巧。 

结果 总结出适用于临床的内镜微创缝合技术护理配合要点。 

结论 消化道大出血的内镜微创缝合技术已相当成熟且种类繁多，其中护理配合技巧至关重要。 

 
 

PO-249 

A Deep Neural Network Improves Endoscopic Detection of 
Early Gastric Cancer Without Blind Spots 

 
Lianlian Wu,Honggang Yu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China 

 
Objective Gastric cancer (GC) is the third most lethal malignancy worldwide. A novel deep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DCNN) to perform visual tasks has been recently develop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build a system using the DCNN to detect early GC (EGC) without blind 
spots during esophagogastroduodenoscopy (E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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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3267 GC and 6641 benign images were collected to train the DCNN for detecting EGC. 
24549 image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stomach were collected to train the DCNN for monitoring 
blind spots. Class activation maps were developed to automatically cover suspicious cancerous 
regions. A grid model for stomach was used to indicate the existence of blind spots in 
unprocessed EGD videos.  
Results The DCNN identified EGC from non-malignancy with an accuracy of 92.39%, a 
sensitivity of 94.00%, a specificity of 90.70%, a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91.26% and a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92.62% in 2.19 millisecond per picture, outperforming all levels of 
endoscopists in a shorter time. In the task of classifying gastric locations into 10 or 26 parts, the 
DCNN achieved an accuracy of 90% or 65.88% in about one millisecond per picture, on par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experts and using shorter time. In real-time, unprocessed EGD videos, the 
DCNN achieved automated performance for detecting EGC and monitoring blind spots. 
Conclusions We developed a system based on the DCNN to accurately detect EGC and 
recognize gastric locations in a shorter time than endoscopists, and proactively track suspicious 
cancerous lesions and monitor blind spots during EGD. 
 
 

PO-250 

363 例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分析 

 
胡利娟,霍继荣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回顾性分析湘雅二医院住院部近 8 年来 363 例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DILI)

患者一般情况、用药史、临床特点、预后等，归纳总结 DILI 的病因构成、变化趋势并分析其预后

相关危险因素。以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指导临床前药物筛选，降低 DILI的发病率。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出院诊断为―药物性肝病‖―药物

性肝炎‖―药物性肝损伤‖―药物性肝衰竭‖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记录患者一般情况、用药史、实验室

检查、疗效等。对近 8 年来肝损伤药物及例数统计汇总。根据年份分为 2010-2013 年、2014-2017

年两个时间段，比较两个时间段药物构成比变化。根据预后分为预后好组和预后差组，运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判断预后的影响因素。 

结果 1.DILI以中老年人、女性更为多见。 

2.本组资料中引起 DILI 的药物中，中药居首位，占 44.1%，其次为抗结核药、抗甲亢药，分别占

12.9%、10.7%。 

3.对比 2010-2013 年和 2014-2017 年两个时间段肝损伤的病因显示，中药一直占据 DILI 的首要原

因，且其所占比呈上升趋势。而抗结核药所占比由 2010-2013 年期间的 16.8% 下降到 2014-2017

年的 9.9 %，但仍为导致 DILI的主要原因。 

4.停药后大多数患者预后较好，但仍有 29 例（8.0%）患者出现肝衰竭，3 例（0.8%）患者死亡；

INR、白蛋白可能是 DILI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1.DILI以中老年人、女性更为多见。2.本组资料显示，DILI的病因构成已发生变化，以中药、

抗结核药、抗甲亢药为主。其中，中药为首要原因，且其构成比呈上升趋势，应予以足够重视。抗

结核药构成比较前下降，但仍为 DILI 的主要原因之一。3.停药后大多数 DILI 患者预后较好，但仍

有少数患者出现肝衰竭、甚至死亡，临床医生应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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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1 

病例管理对于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并发症及 

复发的影响的研究 
 

陈翠,印坤,张允,杨盼瑞,曾彦博,杜奕奇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上海市,杨浦区 

 

目的 探索病例管理（case management,CM）模式,对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并发症及恢复期

预后的影响。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长海医院消化内科胰腺重症监护病房出院的 133 例中度、重症急

性胰腺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病例管理组 60 例，一般随访组（对照组）73 例，病例管理组由病

例管理者给予电话指导出院组给予出院后第１个月每周一次，对患者和家属进行随访，每次 0.5 ～

１ h，随访时间 3 至 6 个月。一般随访组（对照组）按照医院基本要求责任护士进行电话随访。对

比两组之间按时门诊随访、急性胰腺炎复发、新发胰腺假性囊肿、胰腺相关感染等相关并发症等。 

结果 两组之间在年龄、性别、病因、疾病严重程度、住院时间等无统计学差异（P＞0.05）。病例

管理组 VS 一般随访组（对照组）之间在急性胰腺炎复发（9/51 VS16/57，P=0.013）、按时门诊

随访（58/ 2VS60/13，P=0.000）、新发假性囊肿（5/55 VS  12/61，P=0.039）、现有假性囊肿增

大或出现临床症状（3/57VS 13/60，P=0.047）、出现胰腺相关感染并发症（胰腺假性囊肿伴感

染、包裹性坏死伴感染）（2/58 VS 10/63，P=0.049），两组之间存在差异，病例管理组急性胰腺

炎复发及相关并发症较少。 

结论 病例管理模式可减少 MSAP 和 SAP 患者出院后的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PO-252 

病例管理模式对于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并发症及 

复发的影响的研究 

 
陈翠,印坤,张允,杨盼瑞,曾彦博,杜奕奇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上海市,杨浦区 

 

目的 探索病例管理（case management,CM）模式,对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并发症及恢复期

预后的影响。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长海医院消化内科胰腺重症监护病房出院的 133 例中度、重症急

性胰腺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病例管理组 60 例，一般随访组（对照组）73 例，病例管理组由病

例管理者给予电话指导出院组给予出院后第１个月每周一次，对患者和家属进行随访，每次 0.5 ～

１ h，随访时间 3 至 6 个月。一般随访组（对照组）按照医院基本要求责任护士进行电话随访。对

比两组之间按时门诊随访、急性胰腺炎复发、新发胰腺假性囊肿、胰腺相关感染等相关并发症等。 

结果 两组之间在年龄、性别、病因、疾病严重程度、住院时间等无统计学差异（P＞0.05）。病例

管理组 VS 一般随访组（对照组）之间在急性胰腺炎复发（9/51 VS16/57，P=0.013）、按时门诊

随访（58/ 2VS60/13，P=0.000）、新发假性囊肿（5/55 VS  12/61，P=0.039）、现有假性囊肿增

大或出现临床症状（3/57VS 13/60，P=0.047）、出现胰腺相关感染并发症（胰腺假性囊肿伴感

染、包裹性坏死伴感染）（2/58 VS 10/63，P=0.049），两组之间存在差异，病例管理组急性胰腺

炎复发及相关并发症较少。 

结论 病例管理模式可减少 MSAP 和 SAP 患者出院后的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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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53 

高甘油三酯血症相关性急性胰腺炎早期 MLCK、E-cadherin、β-

catenin 的表达及关系研究 

 
韦宇乐

1
,常仁杰

1
,唐永凤

1
,杨慧莹

1
,覃蒙斌

2
,梁志海

1
,唐国都

1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2.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观察高甘油三脂对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早期大鼠炎症指标、胰腺病理损伤、细胞间黏附连接

（AJ）的影响，以及肌球蛋白轻链激酶（MLCK）的表达及其相互关系。 

方法 144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普通饮食组和高脂饮食喂养组。喂养满 4 周后将普通饮食组分为

正常组（N 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组（ANP 组）；高脂饮食组分为高脂组（HTG 组）、高甘油

三酯血症相关性急性胰腺炎组（HTGP 组）、高脂 ML-7 干预组（HTG+ML-7 组）、高甘油三酯血

症相关性急性胰腺炎组 ML-7 干预组（HTGP+ML-7 组）。通过十二指肠乳头逆行胆胰管注射 4%

牛黄胆酸钠建立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模型，于造模后 3、6、12h 处死大鼠并解剖，检测大鼠血清淀

粉酶、血清钙含量；WB 检测胰腺 MLCK 蛋白表达水平；免疫组化法测胰腺组织 E-cadherin、β-

catenin 及 MLCK 蛋白的定位及表达；ELISA 法检测血清 IL-10、IL-6 水平。 

结果 1.普通饮食组与高脂饮食组血清 TG 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同时点 HTGP 组、

HTGP+ML-7 组胰腺病理评分明显高于 ANP 组(P＜0.05)，HTGP+ML-7 组胰腺损伤程度较 HTGP

组改善(P＜0.05)；3.同时点造模组与对照组血清淀粉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Ca2+于造模后 6h 开始下降(P＜0.05)，同时点造模组间血清 AMY、血清 Ca2+相比无统计学意义(P

＞0.05)；4.WB 检测 ANP 组、HTGP 组、HTGP+ML-7 组 MLCK 各时点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HTGP 组显著上调；5.免疫组化中 HTGP 组与 ANP 组各时点相比，E-

cadherin、β-catenin、MLCK 蛋白含量显著升高，与胰腺病理评分呈正相关 (P＜ 0.05)；

HTGP+ML-7 组 E-cadherin、β-catenin、MLCK 蛋白表达减少(P＜0.05)；6.HTGP 组血清 IL-6、

IL-10 与同时间点 ANP 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HTGP+ML-7 组血清 IL-6、IL-10 水平低

于与同时间点 HTGP 组（P＜0.05）。 

结论 高甘油三脂血症可加重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早期大鼠模型的胰腺病理损伤，MLCK 可能通过调

节细胞间黏附连接参与高甘油三酯血症相关性胰腺炎的病理损伤过程。 

 
 

PO-254 

基于刷状聚磷酸酯纳米颗粒的光动力学疗法治疗胰腺癌的研究 

 
余跃,杨席席,高 萌,任 乐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光敏剂水溶性差、对肿瘤治疗的有效性无疑是目前临床上光动力学疗法面临的巨大挑战。旨

在制备出一种基于刷状聚磷酸酯材料、并包载光敏剂 Ce6 的纳米颗粒，将其应用于光动力学疗法

（PDT），并探讨其对胰腺癌治疗的效果 

 方法 利用含有不同 PEG 链的刷状聚磷酸酯聚合物包载光敏剂 Ce6 后形成稳定存在的纳米载药体

系，接着利用核磁、DLS、HPLC 等方法来对其结构、性质进行表征。细胞水平上，利用流式细胞

术、激光共聚焦显微镜(CLSM)、HPLC 等检测不同纳米颗粒被细胞摄取的差异。通过使用活性氧

(ROS)指示剂 DCFH-DA 来观察细胞在摄取了不同纳米颗粒后 ROS 的产生情况。用 MTT 法来检测

PDT 对细胞的杀伤作用。在荷 BxPC-3 瘤小鼠模型上，采用荧光分光光度计检测纳米颗粒的药代动

力学情况；小动物成像仪及磁共振仪分别检测纳米颗粒在肿瘤部位的富集情况；通过对荷瘤小鼠的

给药，光照，测量肿瘤体积大小和对肿瘤组织进行免疫组化染色来评价不同组介导的 PDT 对肿瘤

生长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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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我们成功制备出粒径在 100 nm 左右的、稳定性好的致密球形纳米颗粒 P(CEP30-EEP10)/Ce6

（ NoPEG-NPCe6 ） 、 P(CEP25-EEP15-PPEG5)/Ce6 （ LowPEG-NPCe6 ） 、 P(CEP30-EEP15-

PPEG10)/Ce6（HighPEG-NPCe6）.细胞水平上可以明显看出 NoPEG-NPCe6 被胰腺癌细胞摄取最多

（P<0.05）；CLSM 结果显示 NoPEG-NPCe6产生的 ROS 量最多（P<0.05）；光照后发现 NoPEG-

NPCe6 在同等条件下对胰腺癌细胞有更好的光动力学疗效。而在动物水平可观察到 LowPEG-NPCe6

能够能够兼顾较长血液长循环时间和更多的肿瘤细胞摄取，到达肿瘤部位的光敏剂含量最多

（P<0.05）.光照后 LowPEG-NPCe6 组的肿瘤体积随时间明显变小（P<0.05）；LowPEG-NPCe6 组的

瘤体重量相对最轻（P<0.05）；LowPEG-NPCe6组 TUNEL 免疫阳性细胞和 PCNA 免疫阳性细胞的

比例均明显高于其他两组（P<0.05）. 

结论 密度适中的(CEP25-EEP15-PPEG5)/Ce6 介导的 PDT 抑制胰腺癌效果最佳，具体机制可能因为

其在血液中稳定存在实现较长长循环时间，显著增加光敏剂 Ce6 在肿瘤部位富集，肿瘤部位产生

更多的 ROS 来杀伤肿瘤细胞。 

 
 

PO-255 

168 例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患儿的临床研究 

 
邱佳琳,王霞,李楠楠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山西省,太原市 

 

目的 探讨抗生素使用时间与年龄因素对小儿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发病的影响。 

方法 收集我院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内科门诊与住院部临床诊断为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的患

儿 168 例，其中门诊患儿 128 例，住院患儿 40 例。168 例患儿依据年龄划分为两组，1 月~2 岁年

龄组为 I 组（114 例），2 岁~11 岁年龄组为Ⅱ组（54 例），对两个年龄组的病例进行同一组中两

个构成比的统计检验，比较差异。将门诊 128 例患儿依据抗生素使用时间分为Ⅲ和Ⅳ两组，Ⅲ组

（抗生素使用时间为 1~5 天）38 例，Ⅳ组（抗生素使用时间为 6~21 天）90 例，对两组病例进行

同一组中两个构成比的统计检验，比较差异。 

结果 Ⅰ组与Ⅱ组构成比的差别有显著性（ χ2=21.43，P＜0.01）；Ⅲ组与Ⅳ组构成比的差别有显

著性（ χ2=21.13，P＜0.01）。 

结论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的发生与年龄及抗生素的使用时间均相关，年龄越小，抗生素使用时间

越长，越易发生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 

 
 

PO-256 

复合凝乳酶胶囊治疗小儿非感染性腹泻多中心、随机开放、平行

对照临床试验 

 
李在玲

1
,张艳玲

1
,杨爱君

3
,高翠敏

4
,邸桂珍

5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2.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北京市,朝阳区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市,宣武区 

4.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北京市,大兴区 

5.首都儿科研究所李桥儿童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观察复合凝乳酶胶囊治疗小儿非感染性腹泻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采用多中心、随机、开放、平行对照的临床试验方法，纳入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

北京 5 家医院收治的 1 个月～6 岁的非感染性腹泻患儿 144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成试验

组和对照组。试验组给予复合凝乳酶胶囊,对照组给予枯草杆菌、肠球菌二联活菌多维颗粒剂（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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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爱），两组均用药 3 天。详细记录两组患儿的人口统计学、既往病史、服药依从性、复发情况、

不良事件发生率等临床指标，并对患儿症状进行分级量化评分。观察并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后第 3 天

以及第 7 天的临床疗效、安全性以及药物相关不良反应。 

结果 108 例完成了观察，其中试验组 56 例，对照组 52 例。两组患儿在性别等人口统

计学资料及血压、心率等临床资料治疗前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与用药前比较，试验组及观察组治疗后第 3 天患儿体温、大便次数、腹部胀满，均显著下降

（P<0.05）。此外，试验组患儿治疗后第 3 天呼吸、口臭、讷呆、泻前腹痛、泻前哭闹症状均较

用药前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4；P=0.002；P<0.001；P=0.027；P<0.001）。

试验组发生不良事件 1 人(1.86%)，对照组 2 人(3.8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611）。两组

均无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治疗后第 7 天疗效结果显示，试验组显效 35 人（62.50%）、有效 20

人（35.71%）、无效 1 人（1.86%）；对照组显效 26 人（50.00%）、有效 20 人（38.46%）、

无效 6 人（11.54%）。试验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98.21%明显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 88.46%

（P=0.017）。 

结论 复合凝乳酶胶囊非感染性腹泻患儿疗效总体较好，无明显不良反应。 

 
 

PO-257 

低 FODMAP 饮食对中国 IBS 患者的治疗作用研究 

 
戚庆庆,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FODMAP 是一类不易被小肠吸收的短链碳水化合物，包括可发酵的寡糖、双糖、单糖及多元

醇（Fermentable Oligosaccharide， Disaccharide， Monosaccharide and Polyols）。本研究拟探

讨低 FODMAP 饮食对中国 IBS 患者腹部症状及粪便性状的影响。 

方法 纳入符合罗马 III 标准的 IBS 患者，记录患者的常规饮食成分，并给予相应的饮食指导。然后

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低 FODMAP 饮食，一组接受常规饮食。在饮食干预前后，分别使

用 IBS-SSS 评分量表对患者的腹部症状进行详细评估，使用 Bristol 粪便性状量表对患者的粪便性

状进行评分。 

结果 基线水平两组 IBS 患者的 IBS-SSS 评分和 Bristol 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在饮食干预

治疗后，与饮食干预之前相比，低 FODMAP 饮食干预组 IBS 患者的 IBS-SSS 评分和 Bristol 评分

均显著降低（P＜0.05），而常规饮食干预组 IBS 患者的 IBS-SSS 评分和 Bristol 评分均无明显变

化（P＞0.05）。 

结论 低 FODMAP 饮食能够显著降低 IBS 患者的 IBS-SSS 评分和 Bristol 评分，提示低 FODMAP

饮食能够改善 IBS 患者的腹部症状以及粪便性状，对中国 IBS 患者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PO-258 

An uncommon case of intestinal bleeding due to 
submucosal hematoma treated with surgical intervention in 

a patient on oral anticoagulant therapy 

 
Weihua Yu,Chao Feng,Tiemei Han,Shunxian Ji,Lan Zhang,Yiyang Dai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common complication of oral anticoagulant therapy(AT) 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is 
bleeding, which usually appear as mucosal erosion or ulcer, but intestinal submucosal 
hematoma(ISH) is an uncommon site of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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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article presents a case report of a 70-year-old female with acute hematochezia 
induced by anticoagulant therapy. And the patient received the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and 
endoscopy examination. 
Results Surgical resection showed that the site of hemorrhage and necrosis was in the left colon, 
and the patient recovered soon after 24 hours of surgery and continued AT.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case indicated that the intestinal submucosal hematoma should be 
kept in mind for the complication of AT, it can be managed conservatively in some stable patients, 
and emergency surgery may be needed for some serious situation. 
 
 

PO-259 

168 例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患儿的临床研究 

 
赵青,邱佳琳,王霞,李楠楠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山西省,太原市 

 

目的 探讨抗生素使用时间与年龄因素对小儿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发病的影响。 

方法 收集我院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内科门诊与住院部临床诊断为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的患

儿 168 例，其中门诊患儿 128 例，住院患儿 40 例。168 例患儿依据年龄划分为两组，1 月~2 岁年

龄组为 I 组（114 例），2 岁~11 岁年龄组为Ⅱ组（54 例），对两个年龄组的病例进行同一组中两

个构成比的统计检验，比较差异。将门诊 128 例患儿依据抗生素使用时间分为Ⅲ和Ⅳ两组，Ⅲ组

（抗生素使用时间为 1~5 天）38 例，Ⅳ组（抗生素使用时间为 6~21 天）90 例，对两组病例进行

同一组中两个构成比的统计检验，比较差异。 

结果 Ⅰ组与Ⅱ组构成比的差别有显著性（ χ2=21.43，P＜0.01）；Ⅲ组与Ⅳ组构成比的差别有显

著性（ χ2=21.13，P＜0.01）。 

结论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的发生与年龄及抗生素的使用时间均相关，年龄越小，抗生素使用时间

越长，越易发生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 

 
 

PO-260 

轻症急性胰腺炎早期经口营养价值的研究 

 
李骥 

宜春市人民医院,江西省,宜春市 

 

目的 通过研究探讨轻症急性胰腺炎（ Mild Acute Pancreatitis,MAP）早期经口直接行肠内营养是否

能在不增加并发症的情况下有效的缩短住院时间。 

方法 前瞻性的纳入我院新入的符合新亚特兰大诊断标准的 18-60 岁轻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其自行

决定直接经口进食者分为实验组，同时通过回顾性对比研究我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收

治的经过传统治疗方式被允许经口进食的轻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分为对照组，对其住院天数，禁食

时间，30 天内并发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实验组纳入 35 例患者，对照组 108 例患者，其中实验组住院天数 50.8h（IQR 44h-78h）相

比对照组住院天数 95.5h(IQR 86h-146h)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1）；同时实验组禁食时间

15h(IQR 8h-21h)明显小于对照组禁食时间 46h(IQR 25h-58h)；并且在所有实验组 35 例患者当中

没有一例并发症发生。 

结论 轻症胰腺炎患者早期直接经口进食行肠内营养在不增加并发症的前提下能明显缩短其禁食及

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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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1 

Notch1 signaling mediates pathologic changes of ileal 
goblet cells and mucus in cirrhotic rats 

 
Linhao Zhang

1
,Yang Tai

1
,Shihang Tang

1
,Cheng Ye

1
,Jinhang Gao

1
,Chong Zhao

1,2
,Chengwei Tang

1,2
 

1.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Division of Peptides Related with Human Diseases，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therap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goblet cell and mucus in ileum is altered in 
rats with liver cirrhosi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Thioacetamide (TAA) was injected peritoneally for 16 weeks (200 mg/kg/3 days for 
initial 8 weeks and 100mg/kg/3 days for the following 8 weeks) to induce liver cirrhosis. 20 male 
Spragur-Dawley rats were allocated to control and TAA group with 10 in each. Ileum was fixed 
with 4% polyformaldehyde or Carnoy's solution. Periodic acid-schiff (PAS) staining was 
performed for ileum to visualize goblet cells and mucus. EUB338 probe was used to detect ileal 
bacteria by fluorescent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The expressions of mucous components, 
MUC2 and TFF3 were determined by q-PCR. Notch1 expression was evaluat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The expressions of Notch1 intracellular domain (NICD), Dll1, 
Hes1, ATOH1, SPDEF, and KLF4 were  quantified by western blot . Goblet cell-like Ls174T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dibenzazepine (DBZ) to suppress Notch1, or EDTA to augment Notch1. Then, 
NICD, Hes1, ATOH1, and KLF4 expressions were quantified. Cells also underwent PAS staining 
to examine mucous expression. 
Results Cirrhotic rats had smaller theca area (110.3±6.4 vs. 96.3±6.3 μm2, p=0.0006) and less 
goblet cells (29.4±3.0 vs. 22.4±3.0, p=0.0004) compared with control. The ileal mucus was thin, 
loose and porous with small bubbles in cirrhotic rats and MUC2 and TFF3 were also down-
regulated (p<0.05). Ileal bacteria were located proximate to ileal crypts in cirrhotic rats. Notch1, 
Dll1, NICD and Hes1 expressions were enhanced, and KLF4 was suppressed (p<0.05), while 
ATOH1 and SPDEF was not significantly altered in ileum in the context of liver cirrhosis 
compared with that in control rats. After DBZ treatment, NICD and Hes1 were inhibited along with 
augmentation of KLF4 (p<0.05), but ATOH1 expression remained unchanged in Ls174T cells. 
Increased mucous expression in Ls174T cells was also observed after DBZ treatment. Oppositely, 
EDTA induced NICD and Hes1 expression and suppressed KLF4 concomitantly (p<0.05), while 
ATOH1 wa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Mucous expression almost vanished in Ls174T cells after 
EDTA treatment. 
Conclusions In cirrhotic rats, ileal goblet cells were small and low in amount and mucus was 
impaired and became dysfunction. This might be attributed to activation of Notch1-Hes1-KLF4 
signaling. 
 
 

PO-262 

EUS-FNA 联合囊液生化指标检测在纵隔囊性病变诊断中的应用 

 
程斌,赵赵昱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前肠重复畸形囊肿为纵隔囊性病变中最常见的疾病。其他纵隔囊性病变包括结核，肿瘤等。

高分辨影像学检查的广泛应用使纵隔囊性病变的检出率越来越高。但由于囊肿异质性内容物，30-

80%纵隔囊肿被误诊为实性包块。相较于传统影像学方法（CT 和 MRI）,超声内镜及其引导下细针

穿刺活检术更好地为纵隔囊性病变的诊断提供帮助。EUS 通过高频超声探头近距离扫查病灶，可

提供细胞学、生化指标检测等诊断信息对这些病变做出更准确的临床诊断。但 EUS-FNA 的诊断效

能受多种因素影响。肿瘤标记物以及 LDH 是用于胸、腹水检查的常规检测指标。恶性肿瘤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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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腹水肿瘤标记物及 LDH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通过检测囊液中肿瘤标记物及 LDH 水

平，我们希望望明确囊液肿瘤标记物及 LDH 水平在纵隔囊性病变中联合诊断的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设计。收集 2011.2 至 2017.4 于同济医院就诊,影像学检查发现纵隔占位并行

EUS-FNA 操作证实为囊性或囊实性的患者（1）收集患者基本信息、外周血肿瘤标记物和 LDH 结

果、影像学检查结果、EUS-FNA 获取囊液肿瘤标记物和 LDH 检查、EUS-FNA 获取细碎组织的细

胞学诊断结果、手术病理诊断结果（2）随访获取以下信息：后续是否行手术及手术病理诊断结

果、影像学复查结果、有无异常临床症状体征（3）处理数据，整理成文。 

结果 纳入 33 例纵隔囊性病变占位患者。最终诊断全部基于 EUS-FNA 病理学检测及手术病理，其

中 16 例确诊为纵隔囊肿，13 例为肿瘤，2 例结核，1 例脓肿，1 例胰腺假囊肿。EUS-FNA 操作前

CT 及 MRI 将 8 例（24.24%）诊断为实性病变。根据最后的病理诊断将病人分为良性纵膈囊肿和

纵隔恶性囊性占位两组，比较两组间囊液生化指标是否具有统计学差异。使用 K-W 检验得出，两

组病人囊液 CEA 值无显著差异,而 LDH 值差异明显。 

结论 相较于 CT 及 MRI，EUS-FNA 对纵隔囊性病变有着更高的诊断率。但是对囊性病变间的鉴别

诊断，单纯 EUS-FNA 诊断率较低。EUS-FNA 联合囊液生化指标检测可提高纵隔囊性病变诊断准

确性，其中 LDH 值有利于纵隔囊性病变间的良恶性诊断。 

 
 

PO-263 

EUS-EG 和 CE-EUS 在胰腺实性肿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田力,曹杨,陈雄,王芬,王晓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EUS-EG 和 CE-EUS 在胰腺实性肿块良恶性鉴别上均具有较高的准确率，但两种检查方法联

合应用相比单独应用能否提高其诊断准确率仍然不明确。本研究为了明确 EUS-EG 联合 CE-EUS

相较于单独应用能否提高其在胰腺实性肿块良恶性鉴别诊断的准确度进行了对比研究。 

方法 收集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诊断为胰腺肿块的患者。将弹性应变率比值

法作为 EUS-EG 的诊断标准。将增强模式作为 CE-EUS 的诊断标准。参照最新的胰腺肿瘤病理分

类标准，将病理作为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术（EUS-FNA）活检结果的诊断标准。计算出 EUS-

EG 联合 CE-EUS 对胰腺实性肿块良恶性鉴别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和各自对应的 95%置

信区间，将其准确度和 EUS-EG 或 CE-EUS 对胰腺实性肿块良恶性鉴别诊断的准确度进行比较以

明确联合应用是否优于单独应用。 

结果 43 例患者被纳入本研究。EUS-EG 对胰腺实性肿块良恶性鉴别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

度分别为 93.1%（95% CI：77.23%-99.15%），78.57%（95% CI：49.2%-95.34%）和 88.37%

（95% CI：74.92%-96.11%）。CE-EUS 对胰腺实性肿块良恶性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

为 89.66%（95% CI：72.65%- 97.81%），78.57%（95% CI：49.2%- 95.34%）和 86.05%

（95% CI：72.07%- 94.7%）。EUS-EG 联合 CE-EUS 在胰腺实性肿块良恶性鉴别诊断的灵敏

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 82.76%（95% CI：64.23%- 94.15%）、92.86%（95% CI：66.13%- 

99.82%）和 86.05%（95% CI：72.07%- 94.7%）。EUS-EG 联合 CE-EUS 相较于单独应用并不

能显著提高其在胰腺实性肿块良恶性鉴别诊断的准确率（χ2 =0.136，p=0.934）。EUS-FNA 联合

EUS-EG 或 CE-EUS 相较于单独 EUS-FNA 并不能显著提高其在胰腺实性肿块良恶性鉴别诊断的准

确率（χ2 =1.18，p=0.554）。 

结论 EUS-EG，CE-EUS 和 EUS-FNA 在胰腺实性肿块良恶性诊断中均具有较好的灵敏度、特异度

和准确度。EUS-EG 联合 CE-EUS 相较于单独应用并不能显著提高其在胰腺实性肿块良恶性鉴别

诊断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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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4 

Elevated SIRT1 in gastric cancer suppresse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cancer cells via STAT3/MMP-13 signaling. 

 
shuling huang,Shu Zhang,Yang Yang,Xiaoping Zou 

Drum Tower Hospital affliated to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Objective The pro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remains poor due to its strong tendency of metastasis. 
Constitutive activation of STAT3 is important to maintain the malignant behavior of gastric cancer. 
SIRT1 has been shown to repress the activity of STAT3 signaling via deacetylating STAT3 
proteins. However, the function of SIRT1 has not been well understood.  
Methods In vitro and in vivo experiment are performed to demostrate the hypothesis. Western 
blotting, real time PCR and gene silencing a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indicated gene 
expression. Cell growth, apoptosis and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re tested in commercial assay 
kits. 
Results We found that SIRT1 upregulated in gastric cancer tissues, but depletion of SIRT1 
increased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via enhancing the expression of 
phosphorylated, acetylated STAT3 and MMP-13. In addition, STAT3 silencing, AG490 (a 
JAK2/STAT3 inhibitor), and CL-821983 (a MMP-13 inhibitor) inhibited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induced by depleted SIRT1. Furthermore, STAT3 silencing impeded the upregulation 
of MMP-13 expression triggered by SIRT1 knockdown. In vivo models also showed that depleted 
SIRT1 promoted gastric cancer growth via STAT3/MMP-13 axi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IRT1 plays as a potential tumor suppressor. 
Upregulation of SIRT1 i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might be a feedback to compensate the harmful 
STAT3 signaling. 
 
 

PO-265 

EUS-CPN 联合超声内镜引导下 I125 粒子植入术在 

胰腺癌疼痛的临床价值研究 

 
田力,曹杨,王晓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胰腺癌是一种病情凶险、预后极差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癌性疼痛是胰腺癌晚期患者最常见

且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超声内镜引导下腹腔神经丛阻滞技术（EUS-CPN）和超声内镜引导下 I125

粒子植入术是两种新型治疗胰腺癌性疼痛的超声内镜技术，虽然有临床研究表明 EUS-CPN 和超声

内镜引导下 I125粒子植入术在胰腺癌性疼痛方面具有较好的疗效。EUS-CPN 和超声内镜引导下 I125

粒子植入术联合应用是否会增加对癌性疼痛的治疗效果。 

方法 纳入 2015 年 7 月-2017 年 6 月期间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 28 例晚期胰腺癌伴

明显癌性疼痛患者，患者均通过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术或手术确诊为Ⅳ期胰腺癌。将这 28 例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14 例。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采用单纯 EUS-CPN 和 EUS-

CPN 联合超声内镜引导下 I125 粒子植入术，具体为：单侧无水酒精注射（20ml）及单侧无水酒精

注射（20ml）+放射性粒子置入（2 粒）。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和镇痛药物（美施康定（吗啡硫

酸盐））的平均消费量对患者手术前后的疼痛程度进行评估作为缓解疼痛的评价标准。通过统计学

软件 SPSS 22.0 对对照组和观察组进行分析。 

结果 术后 1w、2w、3w、4w、2m 两组患者的 VAS 评分较术前均呈下降趋势( P＜0. 05) ，且观察

组患者术后各时间点的 VA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两组间、时点间、组间时点间交互作用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0. 05)，观察组与对照组术后 VAS 评分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大致相同，均会随时

间的推移有所回升，但观察组相比对照组回升的速度明显较低。术后 1w、2w、3w 两组患者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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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药物使用量均呈下降趋势，而术后 4w后两组患者的镇痛药物使用量开始再次增加( P＜0. 05) ，

且观察组术后各时间点的镇痛药物使用量均低于对照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观察组

与对照组术后镇痛药物使用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大致相同，且术后 4 周后药物需求量均会随时间的

推移而有所增加，但观察组相比对照组需求量明显较低。对照组中有两名患者分别出现发热、低血

压，观察组中只有 1 名患者出现发热症状，且均无体位性低血压、死亡、截瘫等并发症。 

结论 EUS-CPN 联合超声内镜引导下 I125粒子植入术较单独 EUS-CPN 更能有效缓解胰腺癌所致的

癌性疼痛。 

 
 

PO-266 

奥美拉唑治疗儿童幽门螺杆菌阳性的消化性溃疡 

并发出血的疗效分析 

 
何祖蕙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探究奥美拉唑治疗儿童幽门螺杆菌（Hp）阳性的消化性溃疡并发上消化道出血效果。 

 方法 将 2015 年 6 月~2017 年 6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60 例 Hp 阳性的消化性溃疡并发上消化道出

血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 30 例，给予西咪替丁治疗；观察组 30 例，给予

奥美拉唑治疗，对两组患儿治疗后的溃疡愈合率、Hp 根除率、止血成功率以及临床治疗效果进行

综合评价。 

结果 观察组患儿溃疡愈合率、Hp 根除率、止血成功率分别为 96.7%、96.7%、100.0%，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占 96.7%，与对照组的 76.7%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奥美拉唑治疗儿童 Hp 阳性的消化性溃疡并上消化道出血，能够提升 Hp 根除率及止血成功

率，促进消化性溃疡愈合，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PO-267 

超声内镜引导下内镜下粘膜切除大块活检对普通活检阴性的 

浸润性消化性溃疡的诊断价值研究 

 
杨伟,李峥,高山 

襄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浸润性消化性溃疡在临床十分常见，部分诊断过程非常棘手，有时多次活检均无法获得阳性

结果，不仅容易延误病情，也给患者及临床医师带来一定的困扰，本研究探讨内镜下粘膜切除

（EMR）大块活检对浸润性消化性溃疡的诊断价值。 

方法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搜集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我院消化内镜中心曾行胃镜

检查而又难以确诊的浸润性消化性溃疡患者，活检前对病灶常规进行超声内镜检查，将病灶浸润至

黏膜下层的患者纳入研究对象（n=30 例），超声内镜检查完毕后对病灶进行普通活检钳活检（6

块标本），活检完毕后在超声内镜引导下同时对病灶进行 EMR 大块切除病检，将普通活检钳活检

取得的病理诊断结果与 EMR 大块活检取得的病理诊断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普通活检后，EMR 大块活检均成功实施，无出血、穿孔等并发症出现，针对难以确诊的浸润

性消化性溃疡，普通活检钳的诊断阳性率是 18%，而 EMR 大块活检的诊断阳性率达到 82%，明

显高于普通活检钳活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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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临床上，针对普通活检阴性的浸润性消化性溃疡，积极寻找溃疡病因方可进行后续治疗，通

过超声内镜引导，EMR 大块活检的病理诊断阳性率明显高于普通活检钳活检，本研究安全有效，

无并发症出现，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PO-268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e modified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with shorter myotomy for achalasia patients: 

one-year follow up 

 
Niandi Tan,Mengyu Zhang,Yuwen Li,Yuqing Lin,Jinhui Wang,Xiangbin Xing,Yi Cui,Minhu Chen,Yinglian Xiao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and Endoscopy Center，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Objective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POEM) has been developed as a minimally invasive 
endoscopic treatment for achalasia for years. We had previously presented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e modified POEM with shortermyotomy for achalasia patients in short-term ( 3-
month). This study presents 1-year physiological and symptomatic outcomes after the modified 
POEM. 
Methods Data on single-institution modified POEMs were collected prospectively from January 
2012 to May 2017. Pre- and postoperative symptoms were quantified with Eckardt scores and 
IDQ. Quality of life was evaluated with SF-36. Objective testing (manometry, endoscopy, timed-
barium swallow) was performed preoperatively and 1 year postoperatively. At one year,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was evaluated by 24-hour pH testing. Pre-/postmyotomy data were 
compared using paired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Results One hundred and sixty-seven patients diagnosed achalasia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nd underwent the modified POEM with minimal 1-year follow-up postoperatively. The mean age 
was 38.4±13.7 year old and mean body mass index was 20.0 ± 2.8 kg/m2. At 1-year follow-up, all 
patients had relief of dysphagia [dysphagia score ≤1 ("rare")]. Symptom scor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for both IDQ and Eckardt score (P< 0.05). Postoperative manometry and timed 
barium swallows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lower esophageal relax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sophageal emptying, respectively. Both lower esophageal sphincter pressure (LESP) and 
Integrated relaxation pressure (IR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LESP: premyotomy (39.29± 
16.14)mmHg VS 1-year postmyotomy (23.44±12.56) mm Hg, P< 0.01; lRP: premyotomy 
(30.57±11.31)mmHg VS 1-year postmyotomy (15.37±8.36)mmHg, P< 0.01]. Objective evidence 
of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was seen in only 9.5% patients postoperatively. Sixteen cases had a 
certain degree of recovery of esophageal peristalsis. 
Conclusions Modified POEM is safe and effective. It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LES pressure, 
improve symptom and has low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reflux at 1-year foll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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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69 

血浆 miRNA 的 3’末端甲基化修饰对于胰腺癌 

诊断价值的初步探讨 

 
杨紫琳

1
,赵雨娉

1
,黄佳

1
,王建承

1
,孙武

2
,汤玉茗

1
,朱颖

1
,陈熹

3
,白娅娅

1
,姚玮艳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卢湾区 

2.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消化肿瘤科 

3.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目的 胰腺癌中存在稳定的血浆 miRNA构成肿瘤发生发展的立体信号网络，已证实 3‘末端甲基化修

饰提高植物 miRNA 的稳定性，本研究拟通过分析正常及胰腺癌血浆中存在 3‘末端甲基化修饰可能

的 miRNA 的表达谱，探讨 miRNA 的 3‘末端甲基化修饰对于胰腺癌的潜在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经手术病理确诊的胰腺癌患者及正常人血浆各 10 例，提取胰腺癌患者血浆 RNA 分为胰

腺癌氧化组和胰腺癌非氧化组，正常人血浆 RNA 分为正常氧化组和正常非氧化组。胰腺癌氧化组

及正常氧化组血浆 RNA 采用高碘酸钠氧化处理，胰腺癌非氧化组及正常非氧化组则以等量硼酸缓

冲液处理，随后经 Illumina 测序平台行小 RNA 测序，以 TPM 值（Transcripts Per Million Reads，

每百万读取记录）反映各类 RNA的表达水平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 

结果 在胰腺癌及正常条件下比较氧化组与非氧化组 piRNA 和 miRNA 总量，发现 piRNA 的总量无

统计学差异（P＜0.05），但 miRNA 总量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且氧化组 miRNA 总量明

显低于非氧化组。以拷贝数大于 100 认为 miRNA 有功能为前提，得到非氧化组与氧化组之间

miRNA 表达水平明显下降的正常人 miRNA26 种及胰腺癌 miRNA 42 种（fold change ＜0.5）；非

氧化组与氧化组之间 miRNA 表达水平无明显下降的正常人 miRNA1 种及胰腺癌 miRNA50 种（fold 

change ＞0.5）。以在胰腺癌非氧化组与胰腺癌氧化组之间 miRNA 表达水平无明显下降，且在正

常非氧化组与正常氧化组之间 miRNA 表达水平明显下降为标准，筛选出 10 个 miRNA：miR-

151a-3p、-148a-3p、-184、-3184-3p、-143-3p、-21-5p、-30d-5p、-1246、-10a-5p、-375。 

结论 胰腺癌与正常条件下氧化组 miRNA 总量明显低于非氧化组，说明大部分血浆 miRNA 不具有

3‘末端甲基化修饰而被高碘酸氧化。但存在部分 miRNA 在非氧化组与氧化组之间表达水平无明显

下降，可能与 piRNA 相同通过 3‘末端甲基化修饰提升其稳定性。胰腺癌与正常条件下具有 3‘末端

甲基化修饰可能的 miRNA 种类及数量存在差异，提示 miRNA 的 3‘末端甲基化修饰与胰腺癌相

关。筛选出特异存在于胰腺癌血浆的具有 3‘末端甲基化修饰可能的 miRNA 共 10 个，作为潜在的

胰腺癌血清学标志物。 

 
 

PO-270 

24h 食管 PH-阻抗监测在慢性咳嗽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金超琼,李蒙,吕宾 

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应用 24h 食管 PH-阻抗监测方法，观察慢性咳嗽患者异常反流发生率，进一步研究不同

反流与症状的相关性，以指导 PPI的临床应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浙江省中医院排除了呼吸系统、耳鼻咽喉系统等其他原

因引起的慢性咳嗽患者，采用 GERDQ 量表记录反流相关症状，应用 24hPH-阻抗监测方法，观察

酸反流、弱酸反流和非酸反流的次数、DeMeester 评分以及症状与反流的相关性，探究引起慢性咳

嗽症状的原因。 

结果  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 33 人，其中男性 14 人（42.4%），女性 19 人 (57.6%)，年龄

（48.26±14.73）岁，GERDQ 评分为（7.61±3.36）分，病程均在 3 个月以上。24h 食管 PH-阻抗

监测结果显示，存在病理性反流 6 人（6/33），生理性反流 27 人（27/33）。病理性反流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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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4/6）伴有典型症状，3 人（3/6）咳嗽与酸反流有症状相关性，1 人（1/6）咳嗽与弱酸反流

有症状相关性，3 人（3/6）反流与症状不相关；生理性反流人群中，12 人（12/27）伴有典型症

状，6 人（6/27）咳嗽与酸反流有症状相关性，6 人（6/27）咳嗽与弱酸反流有症状相关性，1 人

（1/27）咳嗽与非酸反流有症状相关性，19 人（19/27）咳嗽与反流无关。 

结论 在病因不明的慢性咳嗽患者中，咳嗽症状多与生理性酸、弱酸反流相关，这一人群合并有典

型症状发生率低；而病理性反流引起慢性咳嗽多以酸反流为主，同时合并典型症状的发生率高。这

提示在临床中，病因不明的咳嗽患者，若 PPI 治疗效果欠佳，尚需要考虑生理性反流高敏感这一原

因。 

 
 

PO-271 

从整体高度认识蛋白酶与自身消化在炎症性肠病发生中的作用 

 
吴慧敏

1
,魏娟

2
,汪芳裕

2
 

1.南京大学医学院,江苏省,南京市 

2.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IBD 所引起的肠道溃疡与传统意义的消化性溃疡有极为相似的一面，两者在临床特征、病理改

变、治疗策略等方面均有其共性。本文目的通过近年来大量的文献回顾，探讨肠道消化液中的蛋白

酶与自身消化在 IBD 的发生与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1、有国内外发表的文献比较了 IBD 患者与正常人群的血液胰脂肪酶、胰淀粉酶水平，合并慢

性胰腺炎比例，多种蛋白酶抑制剂（如乌司他丁和卡莫司他）治疗 IBD，观察临床效果。比较 UC

结肠外科手术后患者与保守治疗患者的血中胰蛋白酶原水平；模拟 IBD 炎症环境的人外周血加入酶

抑制剂后检测细胞因子 IL-10、M-CSF 等变化；2、文献报道的动物研究通过观察 IBD 的犬类模型

与正常组，比较肠黏膜中蛋白酶激活受体-2(protease-activated receptor-2，PAR-2)表达量，粪便

中蛋白酶活性，疾病活动度；在胰蛋白酶或 PAR-2 及蛋白酶抑制剂处理离体培养十二指肠组织，

观察细胞因子表达。3、有关肠道菌群的国内外研究内容包括 IBD 患者大肠内细菌的数量变化及胰

酶的灭活作用, 观察动物或者人使用抗生素后粪便中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的活性变化。 

结果 目前有文献支持的证据如下 1、蛋白酶与蛋白酶抑制剂对于 IBD 的发生确实有双重影响；2、

IBD 动物模型中粪便中蛋白酶激活受体-2(protease-activated receptor-2，PAR-2)表达量增高，离

体培养十二指肠组织在胰蛋白酶或 PAR-2 处理后 IL-1、IL-8 等细胞因子表达增加，且可以被蛋白

酶抑制剂所抑制；3、使用抗生素后患者肠腔内细菌数量锐减，粪便中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的活性

上升，胰酶的灭活作用下降。 

结论 据目前文献提供的数据提示：肠道消化液中的蛋白酶如胰蛋白酶与抗胰蛋白酶等稳态失衡，

导致肠道的自身消化可能在 IBD 的发生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PO-272 

超声内镜弹性成像对深部肿大淋巴结良恶性的鉴别诊断价值 

 
田力,张伦嘉,曹杨,王晓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纵膈、腹腔等深部淋巴结肿大在临床上较为常见，但其良恶性判断目前较为困难。鉴别深部

肿大淋巴结的良恶性对患者治疗抉择和预后判断非常重要。目前，超声内镜弹性成像（EUS-EG）

对深部肿大淋巴结的良恶性鉴别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存在争议，本研究旨在探讨以弹性应变率比

值(SR 比值法)法作为诊断标准，EUS-EG在深部肿大淋巴结良恶性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期间，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内科行

EUS-EG 检查的 28 例深部淋巴结肿大患者。将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术（EUS-FNA）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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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结果或手术病检的结果作为最终诊断的金标准。由此可计算出 EUS-EG Itoh 五分法对胰腺实性

肿块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确度和各自对应的 95%置信区间。收集整

理患者胰腺实性肿块的 SR 比值，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计算得到 SR 比值的最佳

截距值，将 SR 比值≥最佳截距值的肿块认定为恶性肿块，将 SR 比值＜最佳截距值的肿块认定为

良性肿块。由此可计算出 EUS-EG SR 比值法对胰腺实性肿块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

性预测值、准确度和各自对应的 95%置信区间。 

结果 依照 ROC 曲线得到的最佳截距，以 SR 比值法为诊断标准最终 14 例患者的肿大淋巴结被诊

断为恶性淋巴结，其中通过 EUS-FNA 或者手术病理检查，证实 10 例为转移腺癌，3 例为淋巴

瘤，还有 1 例为淋巴结结核。14 例患者的肿大淋巴结被诊断为良性淋巴结肿大，其中 9 例通过

EUS-FNA 或者手术病理检查证实为炎性变化，3 例为淋巴结结核，2 例为转移腺癌。超声内镜弹性

成像检查 SR 比值法对深部淋巴结肿大良恶性鉴别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

值和准确度分别为 86.7%（95% CI：0.584-0.9777），92.3%（95% CI：0.621-0.996），92.9%

（95% CI： 0.642-0.996），85.7%（ 95% CI：0.562-0.975），89.3%（ 95% CI： 0.776-

1.000）。ROC 工作曲线下面积=0.973（95%CI：0.920-1.000） 

结论 EUS-EG对深部肿大淋巴结的良恶性鉴别诊断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PO-273 

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抽吸术（EUS-FNA)对胰腺神经 

内分泌肿瘤的诊疗价值 

 
田力,陈雄,王芬,王晓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NETs)术前诊断困难，本文回顾性分析 EUS-FNA 对 28 例胰腺病灶诊

断，来探究 EUS 下 pNET 的影像学表现，及结合 EUS-FNA 对 pNET 的诊断及分级对 pNET 肿瘤

的治疗指导价值。 

方法 回顾性统计 2014.06 月到 2018.05 月间通过超声内镜发现的胰腺病灶，并进行超声内镜下细

针穿刺抽吸术（EUS-FNA），通过细胞学和免疫组化结果确诊为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患者。收

集这些患者的基础资料，并对 EUS 特点、EUS-FNA 结果、Ki67-index 临床分级、治疗和预后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2014.06 月到 2018.05 月间通过超声内镜（EUS）共发现胰腺病灶 747 例，28 例通过 EUS-

FNA 获取满意组织，并通过细胞学和免疫组化检查确诊为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结果如下：1.EUS

下 28 例患者有 24 例为实性肿块，4 例为囊性肿块；其中 20 例的病灶位于胰头，5 个位于胰体，3

个位于胰尾，平均大小为 19.4+16.1mm；2.用 22G 穿刺针进行穿刺，穿刺成功率 100%，平均穿

刺针数为 3.30+2.58 针。细胞学检查诊断可疑神经内分泌肿瘤 6 例，免疫组化诊断为神经内分泌肿

瘤者 22 例，中位 ki-67 指数为 5%；肿瘤分级：25 例为 G1，2 例为 G2，1 例为 G3。3.穿刺后所

有患者均恢复良好，没有发生并发症。全部结果经手术( 3 例)及临床随访( 7 例) 证实。 

结论 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抽吸术（EUS-FNA）是诊断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安全、有效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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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4 

第 4 胸椎骨骼肌指数与食管鳞癌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姚昕,徐金明,虞朝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杭州市 

 

目的 我国是全球食管癌高发地区之一，食管癌已成为了影响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疾病。食管

癌患者易发生营养不良，部分患者可出现恶病质，表现为厌食，早饱，虚弱，贫血，水肿，体重下

降，肌肉减少等。多项研究已证实，骨骼肌指数与肿瘤预后密切相关，但是，在行手术治疗的食管

鳞癌患者中，骨骼肌指数的作用尚未被完全证实。 

方法 连续纳入从 2014.01 至 2016.12 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行食管癌手术治疗的病人。

收集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资料，对患者进行系统的随访。采用 OsiriX软件测量食管鳞癌患者术

前 CT 第 4 胸椎横截面骨骼肌面积，定义第 4 胸椎骨骼肌指数 SMI 为骨骼肌面积与 BMI 的比值，

采用 X-tile 软件确定骨骼肌肉含量的阈值，并进一步采用 Kaplan-Meier 方法分析骨骼肌含量与食管

鳞癌整体存活率的关系。 

结果 总计 145 名食管鳞癌患者纳入研究，其中 124 名男性，21 名女性。食管鳞癌患者术前 CT 的

第 4 胸椎骨骼肌指数的阈值为 8.88。与低骨骼肌指数组相比，高骨骼肌指数组具有更好的整体存

活率（log rank P=0.046）。其中，在男性患者中，这种趋势更加明显（log rank P=0.039）。 

结论 食管鳞癌患者术前 CT 的第 4 胸椎骨骼肌指数与其整体存活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尚需要更大

样本量的前瞻性研究来证实该结论。 

 
 

PO-275 

GSTM1-GSTT1 双基因突变与结直肠肿瘤的相关性 meta 分析 

 
鲍云 

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既往多项病例对照研究研究了 GSTM1-GSTT1 双基因突变与结直肠肿瘤间的相关性，但所得

结论不尽相同。本文的目的在于综合当下所有有关 GSTM1-GSTT1 双基因突变与结直肠肿瘤间相

关性的病例对照研究，利用 meta 分析的方法，归纳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方法 我们检索了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SinoMed 和 CNKI五大数据库，对于文献发

表时间及语言不做限制。经过筛选，我们纳入了有关 GSTM1-GSTT1 双基因突变与结直肠肿瘤间

相关性的病例对照研究，录入每项研究的基因型分布。对于没有列出具体数据的研究，若经过邮件

联系作者后依然无法获取，则将其排除。OR 值及 95%可信区间用来评估 GSTM1-GSTT1 双基因

突变与结直肠肿瘤间相关性。当各研究间异质性小时，我们选择固定模型进行分析，否则就选用随

机效应模型。 

结果 经过检索与筛选，本文最终纳入了 41 项病例对照研究，共包含 10331 例患者和 16220 健康

对照。基于所有纳入文献，我们的 meta 分析显示 GSTM1-GSTT1 双基因突变可能与结直肠肿瘤相

关 (OR = 1.294, 95%CI = 1.134-1.476),尤其在亚洲人(OR = 1.317, 95%CI = 1.133-1.532), 及中国

人群中 (OR = 1.439, 95%CI = 1.112-1.863)。 

结论 GSTM1-GSTT1 双基因突变可能与结直肠肿瘤高风险相关，这尤其在亚洲人或中国人群中更

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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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76 

NICE 分型及 JNET 分型在结直肠息肉样病变中的应用价值 

 
王芸,吴静,刘揆亮 

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本文拟探讨 NICE 分型及 JNET 分型在非分型制定单位应用的情况，以了解 NICE 分型及

JNET 分型在实际临床应用中的价值。 

方法 6 名医师分为 NBI熟练组及 NBI初学组, 独立判读入选的 87 例患者的 125 枚结直肠息肉样病

变的白光内镜下图片及 NBI模式下的放大和非放大图片。根据 NICE 分型及 JNET 分型判断息肉样

病变的病理类型, 分别计算 6 位医师使用 NICE 分型、JNET 分型判断病变性质的敏感性、特异性、

准确率、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诊断的金标准为病变的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比较两组准确

率、敏感性及特异性有无差异，评价观察者间一致性。 

结果 熟练组和初学组内镜医师，使用 NICE 1 型诊断增生性息肉均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

率，分别为 84.5%、95.2%、87.5%及 83.6%、90.7%、88.1%。熟练组内镜医师使用 NICE 3 型

对黏膜下深层浸润癌诊断的敏感性为：99.7%、而初学组仅为 83.3%，两组间敏感性经独立样本 T

检验的 P 值为 0.021，两组间诊断黏膜下深层浸润癌的敏感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熟练组内镜医

师使用 JNET 2B 型对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及黏膜下浅层浸润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率、阳

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51.3%、87.5%、83.7%、38.6%、93.9%，初学组内镜医师使用

JNET 2B 型对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及黏膜下浅层浸润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率、阳性预测

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37.6%、82.6%、79.5%、35.4%、91.4%。 

结论 无论是熟练组还是初学组内镜医师，使用 NICE 1 型、3 型判断病变性质有较高的敏感性、特

异性、准确率，故当病变判断为 NICE 1 型、3 型时，可考虑直接根据内镜诊断，决定病变下一步

的治疗策略。无论熟练组还是初学组内镜医师，使用 NICE 分型诊断增生性息肉特异性均超过

90%，故参考 NICE 分型选择治疗方案，有望使美国消化内镜协会提出的―切除-丢弃‖和―不切除‖策

略得到更好的推广。熟练组及初学组内镜医师使用 JNET 2B 型对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及黏膜下浅层

浸润癌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率、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均不高，与其他几型 JNET 分型

相比，JNET 2B 型对病变的诊断能力最弱。 

 
 

PO-277 

不同部位注射牛黄胆酸钠诱导急性重症胰腺炎 

动物模型的对照研究 

 
刘璐璐 唐敏 宋莎莎 江威 徐诗霞 1 黄山 陈治东 章礼久,唐敏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通过不同部位注射牛黄胆酸钠诱导急性重症胰腺炎动物模型，比较两种造模方法的优劣。 

方法  将 SPF 级 SD 大鼠 75 只随机分为五组，分别为假手术组(24h)、逆行组(6h)、逆行组(24h)、

被膜下组(6h)、被膜下组(24h)。逆行组 30 只采用自创的乳头区精细注射法，逆行胰胆管注射 5%

牛黄胆酸钠，被膜下组 30 只采用胰腺被膜下多点注射 5%牛黄胆酸钠，假手术组 15 只仅行开腹手

术后翻动胃肠即关腹。分别于造模后 6 小时及 24 小时检测各组血清淀粉酶，收集胰腺组织送病

理，计算各组开腹至关手术时间（分钟）。 

结果 1.被膜下组较逆行组时间明显缩短（t=11.703 ，P<0.01）。 

2.逆行组 24h 明显较 6h 组淀粉酶升高(t=2.392 ，P<0.05)，被膜下组 24h 较 6h 淀粉酶升高不明显

(t=0.223 ，P>0.05)；但逆行 24h 组和被膜下组 24h 淀粉酶均明显高于假手术 24h 组(F=13.406，

P<0.01)；逆行组 6h 组淀粉酶低于被膜下组 6h（t=2.532 ，P<0.05）,逆行组与被膜下组 24h 淀粉

酶比较无统计学意义（t=0.883,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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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逆行组 24h 较被膜下组 24h 胰腺组织炎症、水肿、坏死程度更典型。 

结论 1.逆行组动物模型胰腺炎病理表现更为典型；2.被膜下组较逆行组手术时间相对更短；3.自创

乳头区精细注射法简单稳定可重复易操作。 

 
 

PO-278 

超 ESD 适应症表浅食管癌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分析及 

风险评估体系建立 

 
张松,孙琦,王雷,吕瑛,张晓琦,张以洋,凌亭生,邹晓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淋巴结转移风险是表浅食管癌患者 ESD 术后是否需要追加外科手术的决定性因素。本研究旨

在对超 ESD 适应症表浅食管癌患者的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预测淋巴

结转移风险的积分系统，以期指导 ESD 术后超适应证的表浅食管癌患者的个体化治疗。 

方法 纳入 2012 年至 2017 年 23 例 ESD 术后病理证实为超 ESD 适应症并追加外科手术的表浅食

管癌患者信息以及 2005 年至 2017 年 267 例外科术后病理证实为超 ESD 适应症的表浅食管癌患

者，统计临床资料、病变大小、肉眼形态、分化程度、浸润深度、脉管侵犯及淋巴结转移情况等信

息。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索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危险因素评分系

统，并采用 ROC 曲线分析评估其准确性。 

结果 纳入研究的表浅食管癌患者共 290 例，其中 76 例术后病理证实存在淋巴结转移。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病变最长径≥2.5cm、分化程度为中度或低度、血管侵犯、淋巴管侵犯、浸润方式为混

合型、浸润深度为 SM3、粘膜肌层增生异常在淋巴结转移组和无淋巴结转移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

（P 值均＜0.05）。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分化程度为中度或低度、血管侵犯及淋巴管侵犯为

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根据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建立淋巴结转移风险评分系统，将分化程度为

中度或低度、血管侵犯及淋巴管侵犯分别赋予 1 分、1 分和 3 分。对评分系统进行 ROC 曲线分

析，其 AUROC 为 0.853（95%CI 为(0.804,0.893)），最佳诊断界点为评分＞1 分。将评分进一步

分组并进行差异性检验和卡方趋势检验，结果显示低评分组（0 分）、中等评分组（1-2 分）、高

评分组（3-5 分）的淋巴结转移率呈显著的线性上升趋势（P＜0.001）。 

结论 中低分化、血管侵犯及淋巴管侵犯为超 ESD 适应症表浅食管癌发生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

素。本研究建立的淋巴结转移风险评估系统可对 ESD 术后病理证实为超 ESD 适应症的表浅食管癌

患者进行风险分层，从而个体化指导临床决策，对 ESD 术后管理具有重要作用。 

 
 

PO-279 

运动操辅助链霉蛋白酶在胃镜检查祛除胃内黏液中的应用研究 

 
金波,时昌培,黄亮,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运动操辅助链霉蛋白酶用于胃镜检查祛除胃内黏液的有效性。 

方法 将 432 例常规胃镜检查（非无痛胃镜检查）前服用链霉蛋白酶的患者按数字随机表法分为对

照组、运动操辅助组。比较两组患者胃镜下胃腔各部位的视野清晰度，术中冲洗量，胃镜检查时

间。 

结果  运动操辅助组患者胃镜下各胃腔各部位视野清晰度评分（7.09±1.98）明显小于对照组

（11.85±2.91）（P＜0.05），术中冲洗量（13.08±7.47）明显少于对照组（24.07±13.15）（P＜

0.05），胃镜检查时间（200.13±60.53）明显少于对照组（270.52±94.13）（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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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运动操辅助链霉蛋白酶用于胃镜检查可以显著提高胃腔各部位视野的清晰度，减少术中冲洗

量，减少胃镜检查时间，且患者无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 

 
 

PO-280 

蓝激光内镜联合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对―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 

诊断价值－附 76 例临床分析 

 
张颖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探讨蓝激光内镜(BLI)联合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对上消化道―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诊断价

值。 

方法  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经内镜活检提示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BLI内镜随访显示病灶未

愈合甚至有加重趋势的 76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内镜活检诊断与 ESD 术后全瘤

病理诊断的异同及病变 BLI内镜分型与 ESD 术后结果的关系。 

结果 食管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出现在 100%（5/5）的 Type B1 型病变和 21.4%（3/14）的 Type B2

型病变中；食管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出现在 78.6%（11/14）的 Type B2 型病变和 100%（2/2）的

Type B3 型病变中。100%（21/21）的胃粘膜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VS 结构是不规则或消失的，而在

胃粘膜低级别上皮内瘤变中,约 91.2%（31/34）的 VS 结构是规则的。100%的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显示出清晰的边界线，约 91.2%（31/34）的胃粘膜低级别上皮内瘤变不能显示分界线。白光内镜

活检与 ESD 术后全瘤病理诊断符合率为 55.3%（42/76），BLI 内镜分型与 ESD 术后全瘤病理诊

断符合率为 92.1%（70/76），P<0.001，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病灶一次性完整切除率和治愈

性切除率分别为 100%（76/76）、97.4%（74/76）。术中出血发生率 3.9%（3/76），穿孔率为

1.3%（1/76）。 

结论 BLI 是诊断上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的一种有效方式，病变的 BLI 分型对 ESD 切除上消化道

粘膜病变有良好的提示作用，ESD 对部分―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可以起到治疗和明确诊断的双重作

用。 

 
 

PO-281 

Characteristic of intestinal flora in patients with 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 

 
Fangxu Ye,Xinli Chen,Wenqian Gong,Shuo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 on the intestinal flora and 
explore the intestinal flora in the patients with 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 intestinal injury . 
Methods During 2016/4/1 to 2016/10/31, we collected fresh stool specimens from 10 patients 
who were receiving 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 and 10 healthy people as control group. Then 
we extracted fecal DNA, amplified 16s rNDA V3-V4 area, and applied Illumina Miseq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intestinal flora. 
Result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versity of intestinal flora between DAP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t class level, the abundance of class Bacilli in DAPT group is higher than in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abundance of class Erysipelotrichia is lower in DAPT group. At order 
level, the abundance of order Lactobacillales in DAPT group is higher than in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abundance of order Erysipelotrichales is lower in DAPT group. At family level, the 
abundance of family Streptococcaceae and family Lactobacillaceae in DAPT group is higher than 
in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abundance of family Acidaminococcaceae and family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32 

Erysipelotrichaceae is lower in DAPT group. At genus level, the abundance of genus 
Streptococcus and genus Klebsiella in DAPT group is higher than in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abundance of genus Blautia, genus Phascolarctobacterium and genus Megamonas is lower in 
DAPT group. 
Conclusions Taking aspirin and clopidogrel will not cause the change in the diversity of intestinal 
flora.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testinal flora of DAPT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t class, order, family and genus level. 
 
 

PO-282 

糖皮质激素治疗重型肝炎疗效性与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杨琴

1
,辛辰

1
,王杰

2
,唐世孝

1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泸州市 

2.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四川省,内江市 

 

目的 研究糖皮质激素在重型肝炎患者中运用的疗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制定严格的纳入及排除标准；检索中外各大权威数据库；文献筛选、数据提取；利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纳入 18 篇文献。在重型肝炎患者中，糖皮质激素组的生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RR = 1.20 , 

95% CI: 1.11, 1.31 )，异质性不显著（I2 = 4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1 )。病因分析结果：

①重型酒精性肝炎：糖皮质激素组的生存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RR = 1.33，95% CI: 1.16, 1.53 )，异

质性低（I2 = 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1）；感染：激素组不增加感染的发生率

（ RR=0.69 ， 95% CI: 0.42, 1.13）；胃肠道出血：激素组不增加胃肠道出血的发生率

（RR=0.86，95% CI: 0.42, 1.79）。感染及胃肠道出血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②重型病毒性肝炎：糖皮质激素组的生存率并不高于对照组( RR = 1.08, 95% CI : 0.94, 1.25)，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28）。感染：激素组不增加感染的发生率（RR=0.83，95% CI: 0.49, 

1.40）；胃肠道出血：激素组也不增加胃肠道出血的发生率（RR= 0.67，95% CI: 0.18, 2.52）。

感染及胃肠道出血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糖皮质激素联合核苷类似物抗病毒

组，激素组生存率高于对照组（RR = 1.21, 95% CI: 1.01,  1.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4）；使用短疗程治疗（小于 1 周，RR=1.25, 95% CI: 1.09, 1.42,）时激素组生存率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9）。③重型自身免疫性肝炎：激素组的生存率不高于对照组(RR 

= 1.41, 95% CI: 0.71, 1.8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9）。 

结论 ①.糖皮质激素可以提高重型酒精性肝炎以及联合使用核苷类似物抗病毒的重型病毒性肝炎患

者的生存率，不提高重型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的生存率；②.糖皮质激素的使用不增加不良反应如

感染及胃肠道出血的发生率； 

 
 

PO-283 

16 例北方地区希特林蛋白缺乏病诊断与 SLC25A13 

基因突变分析 

 
王福萍,钟雪梅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北京市,朝阳区 

 

目的 介绍希特林蛋白缺乏症（Citrin Deficiency, CD）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特点及预后，

结合基因检测结果，分析 SLC25A13 基因突变在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分析高度疑诊 CD 患儿的临床表现、常规实验室检查、先天性代谢缺陷血尿筛查，完善基因

检测，并随访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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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6 例患儿中 15 例均以皮肤黄染就诊，1 例以发热、尿黄就诊，其中伴有低血糖 14 例，发病

年龄最小为生后 1d，血筛查瓜氨酸等氨基酸及长链酰基肉碱升高 13 例，尿标本发现半乳糖、酪氨

酸升高 11 例。16 例患儿完善基因检测发现，c.2T＞C 杂合基因突变 2 例，c.2A＞G、c.1177+1G

＞A、c.615+5C＞T、c.1177G＞A 杂合突变各 1 例，c.1194A＞G 纯合突变 2 例及 1 例杂合突变，

c.852_855del 及 c.851_854del 各 3 例，c.1633_1664ins、c.1660_1661ins 各 1 例，其中

c.1098Tdel 为本次研究中新发现的移码突变，值得注意的是 7 例患儿仅发现单等位基因的突变。

16 例患儿全部接受治疗， 主要以更换去乳糖+中链脂肪酸奶粉治疗后低血糖好转，检测肝功能、凝

血等指标逐渐改善。出院后 4 例失访，其余患儿随访至今， 健康状况良好，空腹血糖耐受尚可，

无低血糖发作，辅食添加后呈现不喜甜食的偏好 11 人，1 人无明显偏好。 

结论 CD 所致婴儿胆汁淤积症已成为我国儿童遗传性胆汁淤积症的重要原因，目前国内外尚无公认

的临床、生化诊断标准，患者的两个 SLC25A13 等位基因均有致病性突变可确诊本病。85ldel4 为

中国人 SLC25A13 基因的热点突变，本次研究中发现 3 例；而对于北方人群中发病几率高的

IVS16ins3kb 基因突变并未发现，这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除外 1 例中部地区、1 例长江以

南地区，余 14 例病人均来自华北地区，总观基因突变，其高度异质性与前期报道一致。需要引起

重视的是，近一半患儿基因结果仅有单个等位基因突变，临床意义无法确定，而利用传统 DNA 分

析方法，包括用于高频突变筛查的 PCR-RFLP/LA-PCR 及 18 个外显子 Sanger 测序，约有 10-

15%的突变类型难以被识别，提示需要新的基因检测手段提高疾病诊断率。 

 
 

PO-284 

老年人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的病因研究 

 
苏涛,朱翠萍,王银君,邢军明,林建姣,项立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广东省,深圳市 

 

目的  分析老年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acute nonva-riceal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ANVUGIB)的病因。 

方法 对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265 例老年

ANVUGIB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65 例老年 ANVUGIB 患者，年龄 60-98(75.5±9.16)岁。最常见的病因为消化性溃疡(124

例，占 46.8%)，其中胃溃疡 62 例，十二指肠溃疡 56 例，复合溃疡 6 例；上消化道恶性肿瘤(68

例，占 25.9％)，其中胃癌（61 例），其他恶性肿瘤（7 例）；急性胃黏膜病变出血(21 例，占

7.9%)；其他原因占 19.4%；在老年 ANVUGIB 的危险因素中，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及抗凝药物

相关上消化道出血占 17.2%。 

结论 消化性溃疡是老年 ANVUGIB 最常见的病因，但上消化道恶性肿瘤也较多，NSAIDs 及抗凝药

物相关上消化道出血是其最常见的危险因素，应加强预防。 

 
 

PO-285 

Neurotransmitter Alterations in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 Crohn's Disease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Pain: A 

Preliminary MR Spectroscopy Study 

 
Kun Lv,Yihong Fan,Bin Lv,Maosheng X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rohn‘s disease (CD) has been known to cause both abdominal pain alongside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alterations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in affected patients. This 
study seeks to determine the alternations of metabolites in the bilate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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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 of CD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pain by using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1H-MR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neural mechanism. 
Methods Sixteen CD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pain and 13 CD patients without abdominal pain, 
alongside 20 healthy controls (HC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Clinical evaluations, including 
the 0-10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of pain,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 and 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CDAI), were 
evaluated prior to MR scanning.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bilateral ACC as the region of interest 
(ROI). The metabolites of the bilateral ACC we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by LCModel and Gannet. 
A two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were perform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tabolite levels and clinical evaluations. 
Res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D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pain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Glutamate (Glu)/(creatine + phosphocreatine, total creatine, tCr) over CD patients 
without abdominal pain, and HCs (p=0.003, 0.009, respectively) in the bilateral ACC. The level of 
(Glutamate + Glutamine, Glx)/tCr of pain CD group was higher than non-pain CD group (p=0.022). 
Moreover, within the pain CD group, Glu/tCr and Glx/tCr levels correlated strongly with the VAS 
scores of pain (ρ= 0.86, 0.59 respectively, p < 0.05). Meanwhile, the results indicates that CD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pain have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γ-aminobutyric acid plus 
(GABA+)/tCr (p=0.002) than HCs. To some extent, CDAI demonstrated a trend of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GABA+/tCr levels (p=0.088, ρ=-0.6). 
Conclusions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CD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pain in pain processing is 
tightly associated with neurochemical metabolites. An imbalance in Glu and GABA may play a 
key role in abdominal pain processing for patients with CD. This mechanism of pain may 
associate with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on the brain-gut axis. 
 
 

PO-286 

探讨血清胃功能检测与胃癌的相关性 

 
王保健,罗显克,黄滟添,邓康,吴晓莉,梁延秀,陆正峰,黄宗林,张小凤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民族医院 

 

目的  探讨胃蛋白酶原Ⅰ（PGⅠ）、胃蛋白酶原Ⅱ（PGⅡ）、胃蛋白酶原Ⅰ/Ⅱ比值（PGR）、胃

泌素-17 （G-17）与胃癌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民族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患者 83 例，其中

研究组为病理确诊胃癌 40 例，对照组为胃镜提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43 例，83 例患者均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 (E LISA )定量测定空腹血清 PGⅠ、PGⅡ、PGR、G-17。采用方差分析、T 检验等统

计学方法分析。 

结果  83 例患者中，女性患者血清 G 17 水平均显著高于男性患者 (P< 0．05 )，男性患者血清

PGR 水平均显著低于女性患者 (P< 0．05 )， 年龄（>60 岁、<60 岁）PGⅠ、PGⅡ、PGR、G-

17 水平无明显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PGⅠX2=2.23，P=0.199，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GⅡ水平 X2=2.69，P=0.17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 PGR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

降低，X2=5.86。P=0.0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17 水平，X2=3.37，P=0.065，统计学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PGR 水平在胃癌中显著降低；2. G-17 水平在胃癌和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中差别不明显；3.不

同年龄段 PGⅠ、PGⅡ、PGR、G-17 水平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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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7 

电子胃镜下取出儿童上消化道异物 178 例分析 

 
王瑞锋,李小芹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对电子胃镜下进行儿童上消化道异物取出的方法及效果进行探讨，以期寻找儿童上消化道异

物较为有效且安全的治疗方法。 

方法 收集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 178 例上消化道异物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其均行全麻下

经电子胃镜上消化道异物取出术，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 

结果 所选取 178 例上消化道异物患儿均采用全麻下经电子胃镜成功取出异物，包括食管异物 112

例（62.9%）、胃内异物 52 例（29.2%）、十二指肠内异物 14 例（7.9%），其中尖锐异物（包括

排钉、耳钉、枣核、鱼骨、糖棍、针灸针等）43 例（24.2%），7 例（3.9%）出现消化道穿孔，

所用内镜附件包括圈套器、活检钳、息肉抓钳、取石网篮、橡胶手套、透明帽等，全麻采用七氟烷

3%-5%吸入、丙泊酚静脉注射，所有患儿均未出现咳嗽、呕吐、呼吸心率异常、大量出血、感染

等。 

结论 儿童上消化道异物多种多样，以食管异物较多，及时采用全麻下经电子胃镜上消化道异物取

出术是治疗儿童上消化道异物安全有效的方法，减少患儿痛苦，值得广泛推广。 

 
 

PO-288 

FGFR 信号通路对胰腺腺泡导管化生调控作用的研究 

 
石梦月,聂双,钱雪恬,李洪祯,沈珊珊,孔波,邹晓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胰腺腺泡导管化生（acinar-to-ductal metaplasia, ADM）是一种在胰腺损伤、炎症过程中常见

的病理变化，其中腺泡细胞失去腺泡特异性标记物和转录因子获得导管细胞和祖细胞特异性标记物

及迅速增殖的能力，为胰腺的修复提供大量细胞。然而 ADM 如果没有受到有序调控，将会进一步

发展为上皮内瘤变，最终发展为胰腺导管腺癌，所以研究 ADM 的调控机制对于胰腺癌的早期诊断

和治疗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着眼于我们前期研究中在小鼠模型的基因表达谱数据中筛选得到的成纤

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信号通路，研究其对于 ADM 的调控作用。 

方法 我们首先分离野生型小鼠与胰腺腺泡细胞特异性 KrasG12D 小鼠的原代腺泡细胞 3D 培养，用

FGF2 激活 FGFR 信号通路，通过形态学变化评估 ADM 的产生。同时用小鼠胰腺腺泡细胞系 266-

6，通过 FGF2 激活 FGFR 信号通路以及 siRNA 分别敲减 4 个 FGFR，在 mRNA 水平检测腺泡标

记物和导管及祖细胞标记物的变化，探究 FGFR 信号通路对 ADM 的调控作用。 

结果 在野生型小鼠原代腺泡细胞的 3D 培养模型中，FGF2 作用明显促进导管样结构的形成，而

KrasG12D 突变的小鼠腺泡细胞在 3D 培养中可以自发形成导管样结构，FGFR 信号通路的激活促进

了更多的导管样结构形成。在小鼠胰腺腺泡细胞系 266-6 中，FGF2 作用抑制了淀粉酶的分泌和淀

粉酶编码基因 Amy2 的表达，同时促进了广泛的导管和腺泡标记表达升高。我们运用 siRNA 分别

敲减 FGFR 家族的四个受体，发现敲减 4 个受体对 266-6 细胞的导管腺泡标记均有一定影响，其

中 FGFR1 发挥主要作用，进一步研究证明敲减 FGFR1 可以明显抑制 FGF2 引起的导管和祖细胞

标记物的表达。 

结论 本研究证明 FGFR 信号通路在 ADM 中发挥重要作用，FGFR 信号通路的激活主要引起导管及

祖细胞标记物的表达升高，在这一调控中 FGFR1 发挥主要作用，为胰腺癌发生早期 ADM 异常调

控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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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89 

炎症性肠病患者的家庭支持及其干预状况 

 
黄贤丽,刘成,李娜,何慧娴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科学、有效地为提高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患者生存质量提供参

考依据。 

方法 分析近十年来家庭支持对不同患者身心健康、治疗、生存质量的影响，以及开展家庭支持干

预的研究工具和实施方法。 

结果  家庭支持是 IBD 患者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家庭支持干预有助于降低 IBD 患者的负性心理，提

高其治疗依从性和生存质量。 

结论  推行实施 IBD 患者的家庭支持干预。 

 
 

PO-290 

海南地区门脉高压精准治疗的阶梯护理 

 
叶玲玲,李丹 

301 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讨阶梯护理方案在海南地区门脉高压精准治疗中的有效应用。 

方法 结合门脉高压精准治疗的疾病护理要求，在精准，系统及医护一体化方面有效的提供护理服

务，跟进医疗技术水平发展，整合有效措施，将单一的药物护理，内镜护理，介入治疗护理过渡到

内镜加介入的精准序贯治疗（精准：基于门脉压力水平、曲张静脉特点、分流道特征、肝脏功能等

全面临床信息，制定包括药物、内镜、介入、外科等多学科、个体化、最优化治疗方案 ）的护

理，制定门脉高压精准治疗的阶梯护理方案，将患者的整个精准护理过程分为急救管理阶段 ，介

入治疗阶段 ，内镜下治疗阶段 ，康复管理阶段 ，根据不同阶段，确立不同的护理要点，以目视管

理的方式将各阶段进行区分，使每名责任护士可以根据不同阶段实施针对性护理措施；具体方法：

在急救管理阶段落实物品管理（出血急救箱），预见性护理（大出血抢救准备），抢救管理（制定

应急预约及急救流程演练培训），在介入治疗围手术期阶段，主要护理措施分为：术前教育期，实

施心理护理 ，术前教育 ，术前锻炼（床上练习排便，床上进食饮水 ）用物准备（盐袋，毛巾，尿

垫，痰盂）；术后护理期：进行术肢制动（防血栓护理），体征监测（24 小时） ；术后不良反应

观察（呕吐，腹痛 ，发热 ，腹胀(胀气腹水)；并发症观察期：监测肝肾功能损害 ，肺炎，胸腔积

液 ，脾周脓肿 ，腹腔感染 ，脾—门静脉血栓等；在内镜下治疗阶段做好急救前管理：备好急救药

物（生长抑素）及器材，与内镜中心护士充分沟通，应急处理流程 ；安全管理：确保转运安全

（转运急救箱），给与术中安全防护（防误吸，跌倒坠床）；观察管理：建立医护一体化微信群，

实时掌握治疗方式(套扎，硬化，组织胶)，术后注意事项等，同时进行医护共同查房；在康复管理

阶段：落实用药管理，观察抗凝药（华法林／阿司匹林）使用，加强饮食指导，自我监测教育，随

诊和随访制度建立；同时实施身心并护：如：舒适护理（介入手术病号服），疼痛阶梯管理，瑜伽

调息法，踝泵运动等方案的实施，有效的提高患者治疗的舒适度和安全，降低并发症。 

结果 门脉高压精准治疗的阶梯护理在不良反应，并发症观察，出血救治方面与文献对比，优于传

统单一的专科护理，在护理服务满意度，患者舒适度评价方面显著提高。 

结论 门脉高压精准治疗的阶梯护理保障了医疗的精准治疗模式的开展，降低传统治疗中的并发症

重叠的问题，为实施海南地区门脉高压精准治疗提供有效护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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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1 

内镜经胃微创升阶梯式疗法治疗 SAP 并感染性胰腺坏死的： 

单中心 7 年研究 

 
何文华,吕农华,祝荫,朱勇,刘丕,曾皓,夏亮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急性胰腺炎合并感染性胰腺坏死(Infected pancreatic necrosis, INP)的患者病死率达 30%。本

研究明确以内镜下金属支架引流的经胃微创升阶梯式疗法治疗临床疗效、安全性与医疗费用的优劣

性。采用回顾性分析 2012-2017 疑似或确诊感染性胰腺坏死，已行了经胃微创升阶梯式疗法的患

者，经胃微创升阶梯式疗法第一步，在 EUS 引导下经胃穿刺置入哑铃型全覆膜金属支架，如临床

病情得到改善继续金属支架引流；如果经引流 3-5 天后临床病情无明显改善，或病程超过 28 天后

复查 CT 坏死腔仍有较多坏死组织，则进入第二步行内镜经胃坏死组织清创术。第二步：内镜直接

经金属支架的通道进入坏死腔，用异物钳、网篮、圈套器等器械对粘附的坏死组织进行分离，然后

取出坏死组织送，重复上述操作，直到看见粉红色肉芽组织附着腔壁为止。主要分析病死率和主要

并发症，次要目标是：住院时间、住院费用、远期并发症（糖尿病、胰瘘等）发生率。 

 
 

PO-292 

经皮腹膜后微创升阶梯式疗法治疗感染性胰腺坏死的疗效： 

8 年临床观察 

 
何文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重症急性胰腺炎合并感染性胰腺坏死 (Infected pancreatic necrosis, INP)的患者病死率达

30%。IPN 患者传统的干预治疗是开腹清创术，但手术引起明显组织损伤 本研究观察初始以 PCD

和双套管引流的经皮腹膜后微创升阶梯式疗法治疗 IPN 临床疗效、安全性。纳入 2011-2017 已行

了经皮腹膜后微创升阶梯式疗法治疗感染性胰腺坏死的患者。经皮腹膜后微创升阶梯式疗法第一

步：CT 或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后，采用 Seldinger 方法将 12 到 16 F 猪尾巴导管（Bioteque 公

司，中国台湾）放置至胰腺或胰周坏死空内。5 天后将其中 1 根或多根猪尾巴导管更换为直径 1.5-

2cm 的双套引流管如临床病情得到改善，继续 PCD 治疗；如果经双套引流管引流 3-5 天后临床病

情无明显改善，则进入第二步行内镜经皮窦道坏死组织清创术。第二步：内镜直接双套引流管建立

的窦道进入坏死腔，用异物钳、网篮、圈套器等器械对粘附的坏死组织进行分离，然后取出坏死组

织送，重复上述操作直到病情好转，坏死腔基本消失。统计分析主要终点是复合终点：即干预 6 个

月内的病死率或主要并发症发生率。主要并发症是新发器官衰竭（心、肺、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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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3 

Percutaneous drainage vs. peritoneal lavage for pancreatic 
ascites i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 
 

Wen-Hua He,Zhi-Juan Xion,Yin Zhu,Liang Xia,Yong Zhu, Pi Liu,Hao Zeng,Nong-hua Lv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percutaneous drainage (PCD) vs. peritoneal lavage (PL) for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ascites. 
Methods In thi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AP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ascite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within 3 days of onset of symptoms to receive either PL or PCD.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a composite of mortality or major complication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and within 1 month of 
discharge. Per-protoco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Between September 2011 and June 2014, 86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intervention with PL or PCD. Ultimately, 41 patients in the PCD group and 39 patients in the PL 
group completed the study. The primary endpoint occurred in 15 (36.6%) of 41 patients in the 
PCD group and in 17 (43.6%) of 39 patients in the PL group (risk ratio [RR] 0.84, 95% CI 0.49-
1.44; p=0.27). Mortality, new-onset multiple organ failure and IPN did not differ between the 
groups. PCD reduced intra-abdominal hypertension (IAH), however, PL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and pancreatic encephalopathy and was associated with a reduced 
need for intervention. 
Conclusions In our study, the PCD was not superior to the PL in reducing mortality or major 
complications in SAP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ascites. 
 
 

PO-294 

上海市嘉定区 326 例胃粘膜 IEN 患者的定期随访和 

筛查胃癌的研究 

 
杨翠萍,吴云林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目的 对胃黏膜上皮内瘤变（IEN）患者开展胃镜的定期随访和筛查胃癌的研究，探索提高临床胃癌

检出的有效性。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期间，经胃镜活检病理诊断为胃黏膜 IEN 患者 326 例，其

中低级别上皮内瘤变（LGIEN）289 例，高级别上皮内瘤变（HGIEN）37 例，进行定期随访、胃

镜复查及病灶活检病理学检查，病理学证实胃癌或有确切病灶的 HGIEN 者行外科、腹腔镜手术或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治疗，切除标本作病理学检查及胃癌分期。 

结果 326 例胃黏膜 IEN 患者经平均 22.57 个月的随访以及平均 3.05 次的胃镜复查，共检出胃癌 56

例，检出胃癌占全组的 17.18％，其中早期胃癌 45 例，占检出胃癌的 80.36％；进展期胃癌 5 例，

占检出胃癌的 8.92％。289 例 LGIEN 患者，检出胃癌 20 例（6.92％），其中早期胃癌 19 例

（16.75％）；37 例  HGIEN 患者，检出胃癌 30 例（81.08％），其中早期胃癌 26 例

（70.27%）。 

结论 通过对胃黏膜 IEN 患者的定期胃镜随访及病理活检，能有效提高胃癌的检出率，尤其能够在

LGIEN 中筛查出漏诊的胃癌患者；具有确切病灶的 HGIEN 者，手术病理证实大多为胃癌患者，因

此对胃黏膜 IEN 患者的定期复查实施制度化管理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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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295 

布拉氏酵母菌联合三联疗法治疗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临床观察 

 
贺金娥,高春燕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陕西省,延安市 

 

目的   探讨益生菌布拉氏酵母菌联合以质子泵抑制剂（PPI）为基础的三联疗法对幽门螺杆菌

（Hp）根除率和副作用的影响，以探索有效且副作用小的 Hp 根除方案。 

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选取确诊 Hp 感染的患儿 120 例，随机分为益生菌布拉氏组和三联

疗法组，每组 60 例。益生菌布拉氏组在三联疗法的基础上增加益生菌布拉氏酵母菌（250mg，

Bid），三联疗法组给予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40mg/（kg·d），Tid］、克拉霉素［15mg/

（kg·d），Bid］和奥美拉唑［0.7~0.8mg/（kg·d），Qd］等药物治疗，疗程均为 14d。由患儿家

属记录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停药 4 周后复查 14C 呼气试验评估 Hp 根除情况，比较两组根除率

及副作用的发生率。 

结果  治疗后三联疗法组 Hp 根除率为 70%(42/60),布拉氏组为 86%(52/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过程中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恶心、呕吐、腹痛在益生菌布拉氏组的发生率低于三

联疗法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腹泻在益生菌布拉氏组的发生率明显低于三联疗法

组（均 P <0.05）。 

结论 布拉氏酵母菌联合三联疗法能提高 Hp 的根除率，同时能明显降低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如恶

心、呕吐、腹痛及腹泻等的发生率。 

 
 

PO-296 

Sab/Jnk 在非酒精性脂肪炎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探讨 

 
张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探讨 Sab/JNK 信号通路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形成与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以野生型小鼠 C57BL/6N 为实验对象，喂食野生型 C57BL/6 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饮食(HCHF 

diet)后检测 MKK4，MKK7，Sab,P38 的表达；拟在小鼠腹腔注射它们的反义寡核苷酸来敲低它们

的表达，研究它们 JNK,Sab 的表达调控功能及对 NASH 的影响 

结果 注射 ASO-MKK4 降低甘油三酯在肝脏中的积聚及改善小鼠体内的胰岛素抵抗，而 AS0-

MKK7，P38，无此影响 

结论 ASO-MKK4 降低甘油三酯在肝脏中的积聚，从而降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发生发

展 

 
 

PO-297 

MicroRNA-155 regulates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 

 
Yaqing Li,Guoda Lian,Ruomeng Li,Jinmao Zou,Kaihong Huang,Yinting Chen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Gastric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in the world. And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death.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is a key factor, which influences the 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promoting th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cancer cell. MicroRNA, non-coding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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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is composed of about 22 nucleotides. As a oncogene or tumor suppressor gene, microRNA 
regulates the post-transcriptional level of target gene by changing the miRNA expression level in 
the body and binding to the complementary site of mRNA of target gene. Then the oc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of cancer are changed along with the regulation of the EMT of cancer cell.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croRNA-155 (miR-155) in gastric cancer is abnormal, but the role of which 
as oncogene or tumor suppressor gene is still unclear.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miR-155 and EMT transformation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which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mechanism of cancer metastasis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finding new target 
of cancer therapy. 
Methods 1.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155 was increased or decreased by transfection of miR-
155 mimic or inhibitor. After transfection of 48 hours or 72 hours, the expression of RNA or 
protein, which were EMT-associated marker gene, were detected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assay respectively. 2. Cell biological function test: After transient of miR-155 mimic, the 
expression of miR-155 of gastric cancer cell was upregulated. And the preprocessing of cancer 
cell was used to detected by transw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says and colony formation 
assays. 3. In vivo animal experiment, gastric cancer cell was constructed to stably overexpress 
miR-155. BALB/C-nu/nu mice, 4-6 weeks and female, were injected cells through the vein of tail. 
Then the weight of mice was measured every 3 days. And the numbers of metastasis lesions of 
liver and lung were observed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nearly 30 days. 
Results 1. After transfection of miR-155 mimic, the 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E-cadherin 
were downregulated and Vimentin were upregulated.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The 
results of transfection of miR-155 inhibitor were opposite. 2. Compared with negative control, 
miR-155 promoted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creased the colony number in plate and soft agar.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3. In the metastasis model of nude mice, the number of metastatic 
tumors in the liver and lung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overexpression group of miR-155. 
Conclusions In general, miR-155 promoted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gastric cancer 
cell in vitro and in vivo experiments, by the EMT transformation. It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for 
evaluating the prognosis of tumor patients and new target for tumor therapy. 
 
 

PO-298 

同时性食管和胃双原发早癌或癌前病变 ESD 治疗疗效分析 

 
时强

2
,姚礼庆

2
,钟芸诗

2
,周平红

2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徐汇区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 

 

目的 随着内镜诊疗水平的提高，同时性食管和胃双原发早癌或癌前病变的发现率也逐渐增高，既

往外科手术创伤大。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 dissection，ESD）已成为部分

消化道早癌或癌前病变的首选治疗方法，本文拟探讨 ESD 在治疗同时性食管和胃双原发早癌或癌

前病变中的可行性、安全性、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 2008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 ESD 治疗

早期食管癌和早期胃癌的 5 例患者。分析病人的病史，食管和胃部病变的大小，病理结果，是否完

整切除，是否治愈性切除等。 

结果  ESD 治疗同时性食管和胃双原发早癌或癌前病变患者 5 例，均为男性，平均年龄

（67.8±13.1）岁，食管病变平均大小（2.1±0.89）CM，位于食管上段 1 例，位于食管中段 4 例。

胃病变平均大小（2.5±1.54）CM，病变位于胃窦 2 例，胃角 2 例，贲门 1 例。即食管上段病变并

发胃窦病变 1 例，食管中段病变并发胃角病变 2 例，食管中段病变并发贲门病变 1 例，食管中段病

变并发胃窦病变 1 例。5 例患者均为术前一次胃镜检查中同时发现的两处病变，术前内镜活检病理

提示消化道早癌或癌前病变。同期切除 4 例，分次切除 1 例。完整切除率 100%（10/10）。术后

病理提示食管癌前病变伴胃癌前病变 2 例，食管癌前病变伴胃早癌 2 例，食管早癌伴胃早癌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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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例患者 10 处病变均符合内镜治疗适应症，治愈性切除率 100%（10/10）。术后 1 例出现食管狭

窄，扩张治疗后好转。中位随访时间 72 个月，存活 3 例，死亡 2 例，死因与本次疾病诊治无关。 

结论 ESD 是一种微创的内镜手术，可以作为治疗同时性食管和胃双原发早癌或癌前病变的方法之

一，同时我们要增强对早期消化道肿瘤和多原发消化道肿瘤的认识，发现早期病变。 

 
 

PO-299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同时性多原发食管早癌及 

癌前病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分析 

 
时强,孙迪,钟芸诗,周平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徐汇区 

 

目的 多原发食管癌是指食管内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肿瘤病灶，临床上发现率较低。其中六

个月以内发现的，被认为是同时性多原发食管癌。年来，内镜黏膜下剥离术（ endoscopic 

submucosa dissection,ESD）治疗食管早癌的研究较多，但关于 ESD 治疗同时性多原发食管早癌

及癌前病变的报导较少。分析 ESD 治疗同时性多原发食管早癌或癌前病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 2014 年 6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行 ESD 治

疗的食管粘膜病变患者，其中 25 例诊断为同时性多原发食管早癌及癌前病变，分析患者的临床资

料，包括病变大小，病理结果，整块切除率，治愈性切除率，并发症及复发情况等。 

结果 男性 24 例，女性 1 例。中位年龄：65（46~78）岁。88%（22/25）患者同时切除食管多原

发病变，其中 20 例患者同时切除 2 处病变，2 例患者同时切除 3 处病变；12%（3/25）患者 6 个

月内分次切除食管多原发病变，2 例患者分次切除 2 处病变，1 例患者分次切除四处病变，每次两

处。ESD 切除病变 54 处，切除标本 49 块，其中 5 块切除标本上有两处病变。食管病变的中位直

径：2.8（0.5~8）cm。ESD 术成功率 100%，整块切除率 100%。中位手术时间：70（30~237）

min。手术期间无不可控出血或死亡病例。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1.9%（1/54）例，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29.6%（16/54）例，鳞状上皮细胞癌 68.5%（37/54）例。浸润深度：1 处病变仅局限于上皮内，

17 处病变未突破基底膜（M1），14 处病变浸润黏膜固有层（M2），14 处浸润黏膜肌层（M3），

8 处侵犯黏膜下层。治愈性切除率为 87%（47/54）。同期切除治愈性切除率为 88%（44/50），

分次切除治愈性切除率为 75%（1/4）。术后 1 例食管穿孔，2 例食管狭窄，无其他并发症。1 例

局部复发，无手术相关性死亡，无淋巴结及远处转移。 

结论 ESD 用于同时性多原发食管早癌及癌前病变的治疗是安全有效的。对于早期食管癌患者行胃

镜检查时，应格外警惕食管多原发病灶的可能。 

 
 

PO-300 

超声内镜引导下经上消化道穿刺引流治疗胰周液体 

积聚 103 例临床分析 
 

沈永华,朱浩,王雷,吕瑛,邹晓平,刘明东 

南京鼓楼医院 

 

目的 胰周液体积聚包括胰腺假性囊肿和包裹性坏死，是重度急性胰腺炎的常见并发症，坏死感染

后可形成胰腺脓肿，导致病死率升高，也大大增加了医疗费用。PFC 的治疗指征包括感染、疼

痛、胃流出道或胆道梗阻、胰瘘和囊肿动态增大等，其治疗方法包括外科手术、经皮穿刺和内镜引

流。外科手术引流并发症发生率较高，而经皮穿刺引流需在体表留置导管，同时经皮肤瘘管形成的

发生率也增加。近年来，超声内镜引导下的穿刺引流逐渐成为治疗 PFC 的主要方法之一。 本文探

讨超声内镜引导下经上消化道穿刺引流在胰周液体积聚中的治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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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因胰周液体积聚行超声内镜引导下穿刺引流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的

性别、年龄、术前临床症状、胰腺炎病因等一般资料，并详细记录 PFC 的类型、位置、大小、有

无治疗失败病史、穿刺部位、是否同时置入支架和/或鼻囊肿管、是否清创、是否行 ERCP 胰管造

影、是否行经皮引流和/或外科手术引流，以及统计并发症发生情况和内镜治疗的疗效。术后 1 年

内于 3 月、6 月及 1 年分别进行三次随访，1 年后每年随访一次。总结其病变治疗及术后并发症发

生情况。 

结果 共纳入 103 例患者，其中男性 56 例，女性 47 例，平均年龄（48.9±15.0）岁。胰腺炎病因中

包括胆源性 36 例（35.0%），酒精性 18 例（17.5%），高脂血症性 22 例（21.4%），创伤性 5

例（4.9%），自身免疫性 1 例（1.0%）和特发性 21 例（20.4%）。所有病例中 101 例（98.1%）

患者穿刺获得成功，大多数是经胃壁进行穿刺（100/103，97.1%），有 29 例放置金属支架，有

10 例患者行 ERCP 术并放置胰管支架，有 8 例行经皮穿刺引流，有 1 例行外科手术引流。共发生

并发症 14 例（13.6%），其中支架移位 5 例，术后感染 9 例，无穿孔、出血、胰瘘等严重并发

症，无患者死亡。 

结论 超声内镜引导下经上消化道穿刺引流治疗胰周液体积聚安全可靠，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O-301 

内镜治疗十二指肠乳头腺瘤 77 例临床观察 

 
沈永华,姚玉玲,李雯,王雷,邹晓平,曹俊 

南京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切除术在十二指肠乳头腺瘤中的治疗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因十二指肠乳头腺瘤行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前超

声内镜均提示病变局限在十二指肠黏膜层或黏膜下层，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和腔内超声均提示病

变未侵犯胆胰管，总结其病变切除、术前术后病理符合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术后一年内进行 3

次随访，即术后第 3 个月、第 6 个月和第 12 个月，一年后每年随访一次。 

结果 共纳入 77 例患者，其中男性 48 例，女性 29 例，年龄在 33-85 岁，平均 59.3±11.2 岁。以腹

痛为首发症状者有 38 例，以黄疸为首发症状者有 7 例，其余 32 例患者无特异性症状而在检查中偶

然发现。瘤体最大者为 50mm×45mm，最小为 3mm×3mm，瘤体最大直径平均为 19.2±6.8mm。

术前活检病理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者 69 例，伴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者 8 例。77 例患者中有 27 例

（35.1%）置入胆管支架，59 例（76.6%）置入胰管支架，19 例同时置入胆管和胰管支架，另外

有 60 例（77.9%）患者术中置入止血夹。所有病例中整块切除率为 89.6%，完全切除率达

94.8%，术前术后病理符合率为 87.0%。共有 7 例（9.1%）发生急性胰腺炎，13 例（16.9%）出

现高淀粉酶血症，所有急性胰腺炎均为轻症。共 29 例（37.7%）合并出血，其中术中少量出血 27

例，2 例出现延迟出血并共计 5 次急诊内镜下止血。另外发生 2 例（2.6%）急性胆管炎，1 例

（1.3%）术中发生穿孔，有 2 例（2.6%）出现乳头括约肌狭窄。 

结论 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切除术治疗十二指肠乳头腺瘤安全可靠，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O-302 

Impac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on Human Gastric Microbiota 
in Chronic gastritis and Gastric ulcer 

 
Xianghong Liu,Meihua Xu 

Xiang 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human gastrointestinal is home to a complex microbial ecosystem or 
microbiome.Most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intestinal microbes, and the discove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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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icobacter pylori (H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search of gastric microbes. To 
identify the specific influence of HP-colonizaton on the gastric microbia composition in Different 
state of disease. 
Methods we collected Gastric juice samples from 55 chronic gastritis and 36 gastric 
ulcer patients during endoscopy. Gastric juice microbiota analyses used Illumina Miseq PE250 
high-throughput sequencer.The patients with gastritis and gastric ulcer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HP positive group and HP negative group by sequencing. alpha diversity was compared to 
evaluate the eveness and diversity of gastric microbiota in each sample .Beta diversity was 
compared toto visualiz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samples.LEFSe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P positive group and HP negative group and to find out the 
biomarkers of the diseases at different level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x, age, smoking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between HP positive group and HP negative group in patients with gastritis and gastric ulcer. 
Dominated phyla were Proteobacteria, Firmicutes, Actinobacteria,Bacteroidetes, and 
Fusobacteria and genus were prevotella,Neisseria,Haemophilus and Fusobacterium.The results 
of α -divers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ach group.,  β -
divers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HP positive and HP 
negative gastritis group ,bu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ulcer.LEFSe analysis showed the presence of a number of HP related microbes associated with 
inflammation and even tumors, such as Clostridium, porphyria, treponema etc. 
Conclusions 1. The Dominated phylum and genus of gastric juice microbiota we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results. 2.HP did not influence the species diversity in gastric 
microbiota , bu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some low abundance bacteria , especially in ulcer group. 
3. Helicobacter pylori colonization and gastric mucosal inflammation can change the composition 
of gastric microbes which are related to inflammation and even tumors.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identify the specific role of these microbes related to HP. It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mechanism of HP and the treatment of probiotics. 
 
 

PO-303 

Changes in vanilloid (TRPV1) and vesicular glutamate 
transporter (VGLUT2/3) induced by intestinal flora 

contribute to visceral hyperalgesia in the water avoidance 
stressed rat 

 
Changqing Yang

1
,Xiaoshu Guo

2
,Li Zhao

1
,Ganting Zhao

1
,Shuting Sheng

1
,Zibai Wei

1
 

1.Peace Hospital of Changzhi Medical College 
2.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Changzhi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Intestinal flora have a statistically obvious effect in improving pain symptoms of IBS 
patients, although the mechanisms was still unclear.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visceral hyperalgesia induced by imbalance of intestinal flora via TRPV1-VGLUT2/3 
pathway in rats. 
Methods Rats were exposed to water avoidance stress (WAS) and were pretreated with oral 
gavage of rifaximin. In separate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PV1 and VGLUT2/3 was 
investigated by intrathecal pretreatment with TRPV1 receptor antagonist. The visceromotor 
response (VMR) to colorectal distension (CRD) was measured. The changes of TRPV1 and 
VGLUT2/3 in both peripheral and central neurons of rat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and western blot method. Bacterial 16S ribosomal DNA in ileal contents from the rat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Illumina MiSeq platform. 
Results Rifaximin could relieve visceral hyperalgesia in rats induced by WAS. Rifaximin could 
reduce the expression of TRPV1 and VGLUT2/3 in L6S1 DRG and spinal cord neurons in rats 
induced by WAS. The expression of VGLUT2/3 were declined when the rats receiv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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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treatment with TRPV1 receptor antagonist SB366791. The reduced relative abundance of 
bacterial community in rats induced by WAS could be partly prevented by rifaximin.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Spirochaetia in 
class lever, Spirochaetaceae and Rikenellaceae in family lever,Treponema and Alistipes in genus 
lever, Spirochaetales in order lever and Spirochaetes in phylum lever (P<0.05) in WAS group and 
Rif+WAS group.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WAS group,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Spirochaetia 
in class lever and Rikenellaceae in family lever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Rif+WAS group 
(P<0.05). 
Conclusions Intestinal flora play a key role in visceral hyperalgesia of ra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antibiotic rifaximin reduced the pain threshold in rats induced by chronic stress,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changes of intestinal flora. Further research showed that 
perturbation in the intestinal flora produces changes of TRPV1 and VGLUT2/3 in peripheral and 
central neurons, and that results in visceral hyperalgesia. 
 
 

PO-304 

外源性血管活性肠肽通过调节黏膜肥大细胞改善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 

 
杨辉,钱淑怡,金玉,刘志峰,朱航,吴润秋,练敏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血管活性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VIP）对嗜酸细胞性胃肠炎（Eosinophilic 

Gastroenteritis，EG）胃窦黏膜肥大细胞（Mast Cell，MC）数量及功能的影响以及 VIP 在 EG 中

的可能作用。 

方法 选用卵清蛋白（Ovalbumin，OVA）诱导的 EG 小鼠 24 只随机分为 OVA-EG 组，OVA-

EG+VIP 组，每组 12 只，同时选用 6 周龄 SPF 级雌性 Balb／c 小鼠 24 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

组、正常对照+VIP 组，每组 12 只。四组均计算胃窦黏膜组织 EOS 及 MC 数量，检测 VIP 和

VPAC2 含量，qPCR 检测胃窦组织 VIP mRNA、VPAC2 mRNA 及 IL-5 mRNA 表达。 

结果  OVA-EG 组小鼠胃窦黏膜 EOS 数量、MC 数量及 IL-5 mRNA 表达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5），但胃窦黏膜 VIP、VPAC2 含量及其 mRNA 表达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OVA-

EG 组小鼠胃窦黏膜 EOS 数量、MC 数量及 IL-5 mRNA 表达高于 OVA-EG+VIP 组（p<0.05），但

胃窦黏膜 VIP、VPAC2 含量及其 mRNA 表达低于 OVA-EG+VIP 组（p<0.05）。 

结论 EG 胃窦黏膜 VIP 及 VPAC2 含量与胃窦黏膜 EOS 数量及 MC 数量呈负相关，提示 VIP 可能

与 EG 的发病有关；VIP 干预 OVA-EG 小鼠后，胃窦黏膜 EOS 数量、MC 数量及 IL-5 mRNA 表达

均减少，提示 VIP 可能通过抑制胃窦黏膜 MC 数量增加及 IL-5 的释放，从而减少 EOS 数量，促进

EG 的好转。 

 
 

PO-305 

积极心理干预在炎症性肠病患者中应用的系统评价 

 
尚星辰

1
,林征

1,2
,罗丹

1
,卞秋桂

2
,王美峰

2
 

1.南京医科大学,江苏省,南京市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系统评价积极心理干预方法对炎症性肠病患者心理状况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2017 年第 6 期）、CINAHL、

APA、CBM、VIP、WanFang Data 和 CNKI 数据库中有关积极心理干预措施对炎症性肠病患者心

理状况以及生活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RCT）, 检索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中文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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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包括：胃肠病学、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炎症性肠病、积极心理学干预、积极心理干预、幸

福疗法、希望疗法、优势强化疗法、随机等。英文检索词包括： crohn* 、ulcer* colitis、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CD 、UC、positive psychology、positive psychotherap* 、

hope therap* 、 well-being therap*、 strength centered therap*、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等。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17 年 6 月 23 日。由两名研究者按照纳入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提

取资料、评价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并进行交叉核对，最后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6 个 RCT，包括 535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常规护理/心理护理相比，积极

心理干预措施在干预结束 

后可即刻改善炎症性肠病患者的焦虑[SMD=-0.37,95%CI( -0.60,-0.14), P=0.001]、抑郁[SMD=-

0.82,95%CI(-1.64,-0.00), P=0.05]和正念水平[SMD=0.65,95%CI(0.19,1.11), P=0.005]，但未改善

生活质量（P>0.05）；干预后≥6 个月，积极心理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正念水平仍有改善

[SMD=0.48,95%CI( 0.09,0.87), P=0.02]，但焦虑和抑郁改善无显著性差异（P>0.05）、生活质量

和感知压力水平亦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与常规护理/心理护理相比，积极心理干预措施可有效改善炎症性肠病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和正念水平，但对生活质量和感知压力水平的改善效果不明显。   

 
 

PO-306 

基于德尔菲法改良 Braden 量表的研究 

 
马书丽,任燕,孙美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南通市 

 

目的 改良 Braden 量表使之更适用于消化内科的病人。 

方法 通过文献 

回顾、问卷调查及小组讨论初步了 Braden 量表，采用德尔菲（Delphi）专家咨询法确定了 Braden

量表的各级指标及相关的概念界定。 

结果 通过两轮专家函询，形成了 6 个一级指标,23 个二个指标.23 个概念的界定，专家函询的权威

系数为 0.84，两轮函询结果各级指标的专家协调系数为 0.419 和 0.609。 

结论 通过德尔菲法改良的 Braden 量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可用于对消化内科病人的风险评估，进

一步验证其临床适用性。 

 
 

PO-307 

胸腺素 β4 治疗 NAFLD 小鼠的作用及机制的研究 

 
江勇,张志广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胸腺素 β4（Tβ4）在治疗 NAFLD 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采用高脂高糖饮食喂养 16w 制备 NAFLD 模型，低剂量 Tβ4 组给予腹腔注射 Tβ4 

0.05mg/Kg.d，高剂量 Tβ4 组给予腹腔注射 Tβ4 0.20mg/Kg.d，共治疗 8W。检测肝功能、血清

TNF-a，光镜观察肝脏组织病理学变化并行 NAS 评分，Western blot 法检测肝脏组织 NF-κB 

p65、IκBa 蛋白表达水平，免疫组化法检测肝脏组织 TNF-a表达。 

结果 正常组、模型组、低剂量 Tβ4 组、高剂量 Tβ4 组血清 TNF-a比较发现，模型组、低剂量 Tβ4

组、高剂量 Tβ4 组 TNF-a 均高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高剂量 Tβ4 组

TNF-a 较模型组明显降低（P<0.05）；各组小鼠肝脏组织 NAS 比较发现，模型组、低剂量 Tβ4

组、高剂量 Tβ4 组 NAS 评分均高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低剂量 Tβ4

组、高剂量 Tβ4 组 NAS 评分较模型组明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肝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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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β4 蛋白相对表达量比较发现，模型组 Tβ4 表达量明显低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高剂量 Tβ4 组相对表达量较模型组明显增多（P<0.01）；肝脏组织 NF-κB p65 蛋白相

对表达量比较发现，模型组、低剂量 Tβ4 组表达量明显高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高剂量 Tβ4 组相对表达量较模型组明显降低（P<0.01）；肝脏组织 IκBa 蛋白相对表达

量比较发现，模型组、低剂量 Tβ4 组、高剂量 Tβ4 组相对表达量明显低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 P<0.05），高剂量 Tβ4 组相对表达量明显较模型组增多（P<0.01）；肝脏组织 TNF-a

免疫组化染色各组平均 MIA 比较发现，模型组、低剂量 Tβ4 组 MIA 均高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 P<0.01），高剂量 Tβ4 组 MIA 明显低于模型组，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Tβ4 治疗 NAFLD 有效，可能是通过抑制 NF-κB 通路发挥作用的。 

 
 

PO-308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无创性血清学诊断方程研究 

 
冯巩

1
,弥曼

1
,韩海静

1
,齐雪

1
,田秋梅

2
,牛春燕

3
 

1.西安医学院 

2.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3.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利用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相关的常用临床及实验室指标,构建无创性诊断方程，

并评估该方程对 NAFLD 的预测及诊断价值 

方法 临床诊断 127 例 NAFLD 患者和 30 例健康对照者，记录研究对象的病史、体重、身高、体质

指数(BMI)、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谷氨酰转肽酶（GGT）、血尿素氮

（BUN）、血尿酸（UA）、 血肌酐（CR）、血浆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

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 、糖化血红蛋白（HBA1c）、游离脂肪酸 （FFA）、 空腹血

糖（FPG）、 空腹胰岛素（FINS）、血小板（PLT）、超声检查结果和 Fibroscan 的检查结果等

数据。依据上述数据，采用线性相关、多元线性回归方程、ROC 曲线法进行进一步统计学处理 

结果  与脂肪肝相关的指标包括 BMI（ r=0.308,P=0.005 ）、 ALT(r=0.379 ， p=0.000) 、

AST(r=0.318，p=0.004)、GGT(r=0.293，p=0.009)、UA(r=0.244，p=0.033)、FFA(r=0.249，

p=0.030)；回归方程为 CAP=148.537+0.396*ALT+4.593*BMI，诊断方程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18，灵敏度为 87.59%，特异度为 89.47%，CUT-Off 值为 277.67，P ˂0.0001，具有较高的诊

断效能 

结论 与目前已有的诊断方程相比，此方程的 ROC 曲线下面积、特异度、灵敏度均较佳，计算方法

最为简单，实用性及可操作性强，有利于便捷筛查出早期 NAFLD,提高自我干预意识，进一步降低

NAFLD 的全球危害和疾病进程，以及医疗费用。可以作为一个诊断 NAFLD 的方程，供临床参考

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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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09 

DNA 甲基化引起的 MAP9 失调通过调节核苷酸切除修复通路促

进肝癌发生发展 

 
张靖

1,2
,朱金水

1
,于君

2
 

1.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徐汇区 

2.香港中文大学消化疾病研究所 

 

目的 肝细胞癌是导致癌症死亡的全球第二大原因。微管相关蛋白（MAPs）的改变在肝细胞癌中已

有报道。然而，这些改变的机制仍然是不明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 MAP9 及其启动子甲基化

水平在肝癌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与患者临床生物学特征和预后的关系；体内外研究揭示 MAP9 失调对

肝癌发生发展的分子作用机理。 

方法 甲基化特异性 PCR (MSP）和亚硫酸氢盐-基因组测序（BGS）分析 MAP9 启动子甲基化在肝

癌细胞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Kaplan-Meier 与 log-rank 回归分析 MAP9 下调及其启动子甲基化水

平与肝癌患者生存和复发的关系。MTT、细胞克隆实验、划痕实验、Transwell 侵袭实验、流式细

胞术观察 MAP9 失调对肝癌细胞生长和侵袭的作用。进而，利用 MAP9 组织特异性敲除小鼠，

Cancer pathway PCR array，RT-PCR 及 Western blot 鉴定 MAP9 下游调控的信号通路和关键基

因。利用肝细胞特异性 MAP9 基因敲除小鼠，通过二乙基亚硝胺（DEN）诱导肝癌形成，观察

MAP9 失调对肝癌形成的作用及机制。HE 染色，KI-67 染色及 TUNEL 观察 MAP9 基因敲除小鼠肝

脏的形态学变化、增殖水平及凋亡变化。 

结果 MAP9 基因在肝癌细胞系及人肝癌标本组织中普遍表达下调，其下调原因是由其启动子区域

的甲基化所致。MAP9 启动子甲基化或其 mRNA 低表达明显与肝细胞癌患者不良预后、复发密切

相关。通过在永生化人肝细胞 LO2 和肝癌细胞株 HepG2 中异位表达 MAP9，其可以抑制肝癌细胞

的增殖、克隆形成、迁移和侵袭，并诱导细胞凋亡和周期阻滞；而在肝癌细胞系 MIHA 和 LO2 中

敲低 MAP9 基因，能有效逆转以上这些效果。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利用组织特异性 MAP9 敲除

（MAP9∆/∆）小鼠和野生型（WT）小鼠，我们确定核苷酸切除修复交叉互补基因 3（ERCC3）是

MAP9 下游的一个重要负调节因子，且 ERCC3 过表达具有致癌潜力并逆转 MAP9 抗肿瘤作用。此

外，我们发现，肝细胞特异性 MAP9 基因敲除（MAP9∆/∆HEP）促进二乙基亚硝胺（DEN）诱导的

肝癌形成，并且 map9∆/∆引起自发性肝异性增生结节，伴有 ERCC3 及其编码的 XPB 蛋白异常上

调。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MAP9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导致 MAP9 基因表达沉默，进而通过上调

ERCC3 表达促进肝细胞癌的发病和进展，可能是肝细胞癌的一个潜在的预后标志。 

 
 

PO-310 

Circular RNA YAP1 inhibits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by regulating miR-367-5p/P27 axis in 

vitro and vivo 

 
Hui Liu

1
,Yuan Liu

1
,Jing Zhang

1
,Rui Zhang

1
,Xiaoyu Chen

1
,Yanxia Huang

1
,Yang Wang

2
,Jinshui Zhu

1
,Zhaolian 

Bian
3
 

1.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2.Medical School of Nantong University 

3.Nantong Institute of Liver Disease， Nantong Third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usedCircNet to screen a CircRNA (hsa-circ-0002320) named circYAP1 and found 
it wasdown regulated in the gastric cancer (GC) tissues. To reveal the biological function of 
circYaP1 in the GC and whether it can function as a biomarker of the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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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circYAP1 in patients with GC were detected by qPCR or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The correlation of  circYAP1 expression level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of GC patients was analysed. CCK8, Colony 
formation, Transwell and Edu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miR-367-5p or 
circYAP1 o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The binding site between miR-367-5p and circYAP1 
was verified using circRNA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 
Results CircYAP1 was down regulated in the gastric cancer (GC) tissues. GC patients with lower 
expression of circYAP1 have shorter survival. We identified that miR-367-5p was absorbed by 
circYAP1 by precipitation (RIP) in GC cells. Furthermore, overexpression of circYAP1 in GC cells 
could upregulate p27, which is the target of oncogenic miR-367-5p, resulting in the suppression 
of GC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More importantly, the tumor-suppression effect of circYAP1 
could be abolished by miR-367-5p mimic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finding demonstrates thatcircYAP1 functions as a tumor 
suppressor by targeting miR-367-5p/P27 axis in GC cells and act 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indicator of survival in GC patients. 
 
 

PO-311 

DDC 诱导慢性胰腺炎大鼠模型的早期尿液 蛋白质组学变化 

 
高友鹤,张琳珮 

北京师范大学 

 

目的 寻找慢性胰腺炎早期诊断的尿液生物标志物 

方法 本研究使用腹腔注射二乙基二硫代氮基甲酸盐诱导的大鼠慢性胰腺炎模型，通过收集第 0、

2、3 和 4 周的大鼠尿液，将尿蛋白通过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 (LC-MS/MS)进行鉴定。 

结果 与造模注射前相比，三只大鼠的尿蛋白谱均有明显的变化。 在第 2 周组织病理未见明显异常

时，鉴定到 15 个差异蛋白，3 个上升，12 个下降。其中， 12 个差异蛋白在 3 个时间点均发生了

改变，5 个蛋白被报道与慢性胰腺炎相关。在第 3 周 时，病理显示炎性细胞因子浸润，腺泡破坏

以及轻微纤维化，鉴定到 29 个差异蛋白；在第 4 周时，病理出现了明显纤维化，在尿液中鉴定到 

38 个差异蛋白。在第 3 周和第 4 周的差异蛋白中，14 个曾被报道在临床样本或动物模型的血液或

组织样本中差异表达。 

结论 尿液蛋白质可以反映慢性胰腺炎引起的早期变化。 

 
 

PO-312 

肝脏超声造影对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食管静脉曲张 

套扎治疗效果的预测 

 
张笛

1
,李贞茂

1
,罗俊

2
,宋阳

1
,汪健

2
 

1.四川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2.四川省人民医院超声科 

 

目的 探讨肝脏超声造影检查在预测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治疗效果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11 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行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治

疗的 50 例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在进行第一次套扎治疗前及进行第三次套扎治疗后肝脏超声造影检

查结果及患者行第一、三次套扎治疗时的胃镜检查资料。根据胃镜检查资料将患者分成套扎效果好

和套扎效果不好的两组，对治疗前后及两组患者间肝脏超声造影定量参数,包括肝动脉到达时间

(hepatic artery arrival time,HAAT)、肝静脉到达时间(hepatic vein arrival time,HVAT)、肝静脉渡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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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hepatic vein transit time,HVTT）、肝动脉-肝静脉渡越时间(hepatic artery to hepatic vein 

arrive transmit time,HA-HVTT)、门静脉-肝静脉渡越时间(portal vein to hepatic vein arrive transmit 

time,PV-HVTT)、肝静脉显影时间、门静脉显影时间等,进行单因素和 Logistic 回归等分析,筛选出可

以预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治疗效果好坏的无创指标, 应用 ROC 曲线斜率及 ROC 曲线下面积的值评

价超声参数对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治疗效果评估的价值。 

结果 HAAT、HVAT、HVTT 等血流参数指标在两组治疗前后及两组患者间比较中无明显差异，

HA-HVTT，PV-HVTT 在两组治疗前后比较中无明显差异，但在两组患者治疗前比较有明显的差

异，特别是 HA-HVTT≤8.2s 预测治疗效果,其敏感性为 83.5%,特异性为 73.7%。门静脉造影 ROC

曲线斜率、面积在治疗前后及两组患者间比较中均有明显差异。 

结论 肝脏超声造影在无创预测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治疗效果有一定的实用价

值，对于评估患者是否适合行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治疗有一定临床意义。 

  

PO-313 

血清游离脂肪酸/白蛋白比值对预测非轻症急性胰腺炎的 

临床价值研究 

 
田山,董卫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游离脂肪酸/白蛋白比值在预测早期非轻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临床研究，纳入了就诊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 160 例急性胰腺炎患者和 40 例

健康体检者。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急性胰腺炎患者及健康体检者的临床资料，通过检测患者及健

康体检者入院时的游离脂肪酸水平、白蛋白水平，并计算出游离脂肪酸/白蛋白比值。通过受试者

工作曲线（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判断游离脂肪酸/白蛋白比值、超敏 C 反应蛋

白和 APACHEII 评分在预测非轻型胰腺炎的价值，利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预测影响急性非轻型胰

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与健康体检者相比，急性胰腺炎患者的游离脂肪酸浓度（0.81±0.32 vs 0.37±0.21 mmol/L，P

＜ 0.001 ）、游离脂肪酸 /白蛋白比值均显著增加（比值 :21.01±8.42 vs 8.01±4.75umol/g, 

P<0.001）。然而，急性胰腺炎患者白蛋白水平明显低于健康体检者白蛋白水平（39.02±4.96 

vs 45.50±2.74 g/L, P<0.001)。随着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增加，游离脂肪酸/白蛋白比值逐渐上升

（16.93±6.59 vs 24.08±7.52 vs 29.81±6.85 umol/g，P<0.01）。ROC 曲线表明游离脂肪酸/白蛋

白比值比超敏 C 反应蛋白和 APACHEII 评分对预测急性非轻型胰腺炎的价值更高（AUC:0.805 

vs 0.799 vs 0.727）。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游离脂肪酸/白蛋白比值是预测急性

非轻型胰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OR=29.28  95%CI=10.41-61.52, P<0.001）。 

结论 血清游离脂肪酸/白蛋白比值对预测急性非轻症胰腺炎有较好的价值，并且可能作为判断预后

的重要指标。 

 
 

PO-314 

非肥胖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洪宇,田兴,焦健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通过对比分析 NAFLD 患病率在肥胖与非肥胖人群之间的差异，探究非肥胖人群 NAFLD 发生

的危险因素，为深入认识 NAFLD 的发病机制提供参考。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50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就诊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体检中心的排除病毒性肝病、

药物性肝病、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合并有严重各器官疾病后的 1608 例成人作为研究对

象，均记录 BMI、E、CAP、TG、CHOL、空腹血糖。 

结果 非肥胖型人群中 NAFLD 的患病率为 10.37%（男 14.25%、女 7.5%）；肥胖人群为 62.30%

（62.4%、62.3%）。非肥胖人群和肥胖人群的 NAFLD 患病率均与 TG 的升高呈正相关，即：非

肥胖人群 TG 正常（TG＜1.7mmol/L）时（5.32%）、TG 边缘升高（1.7≦TG≦2.25mmol/L）时

(15.22%)、TG 显著升高（TG≧2.26mmol/L）时（21.21%）；肥胖人群 TG 正常时（54.74%）、

TG 处于边缘高值时(66.67%)、TG 明显升高时（66.90%）。无论 CHOL 升高与否肥胖人群

NAFLD 患病率均显著高于非肥胖人群，即：非肥胖人群 CHOL 升高组（CHOL＞5.7mmol/L）

（7.27%）高于 CHOL 正常组（CHOL≦5.7mmol/L）（6.21%）；肥胖人群 CHOL 正常组

（54.92%）高于 CHOL 升高组（42.11%）。无论血糖水平如何，男性和女性 NAFLD 患病率均表

现为非肥胖组低于肥胖组，即：非肥胖人群中空腹血糖受损组 NAFLD 患病率（26.67%、

11.11%）均最高，糖尿病组的反而下降（21.88%、8.33%），正常血糖组的最低（12.82%、

7.22%）。回归分析发现 BMI、E、TG 为非肥胖人群 NAFLD 的危险因素（OR 值 1.311、1.342、

2.545），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 0.000、0.007、0.000）。 

结论 各年龄段肥胖人群 NAFLD 患病风险高于非肥胖人群。无论 TG 水平如何，非肥胖人群

NAFLD 患病率均显著低于肥胖人群。非肥胖人群在 TG≧2.26mmol/L 时应警惕 NAFLD 的发生，而

肥胖人群无论血脂水平如何均应警惕 NAFLD 的发生。无论 CHOL 升高与否，肥胖人群 NAFLD 患

病率均显著高于非肥胖人群。无论血糖水平如何，男性及女性 NAFLD 患病率均表现为肥胖组高于

非肥胖组。BMI、E、TG 为非肥胖型 NAFLD 人群的独立危险因素。 

 
 

PO-315 

PD-L1 及 miR-191-5p 在结肠癌中的预后价值 

 
陈晓宇,张靖,朱金水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徐汇区 

 

目的 PD-L1 信号通路已证实在多种肿瘤治疗中具有广泛前景，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 PD-L1 在结肠

癌患者的临床意义。 

方法 本研究包含 TCGA 数据库 240 位结肠癌患者及组织芯片中含有配对标本的 40 位结肠癌患

者，并分析  miR-191-5p 及其靶向调控的 PD-L1 与结肠癌患者临床生物学特征及预后的关系。通

过 Cox 比例危险回归模型分析 PD-L1 或 miR-191-5p 表达与结肠癌患者生存和复发的关系。介导

PD-L1 的 miRNA 通过生物信息学及相关分析筛选获得。 

结果 本研究发现结肠癌组织中 PD-L1 表达升高并且与结肠癌患者不良预后及肿瘤复发相关。PD-

L1 表达升高受 miR-191-5p 失调影响而非基因或表观遗传性改变。并且 miR-191-5p 表达与 PD-L1

表达呈负相关，是结肠癌患者生粗的独立预后因素之一。 

结论 PD-L1 与 miR-191-5p 表达呈负相关并且可以预示结肠癌患者不良预后和肿瘤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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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16 

小窝蛋白 1 的重分布和降解促进肝窦内皮细胞去窗孔化 

 
罗晓英

1,2
,王丹

2
,祝鑫桃

2
,李旭

2
 

1.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郑州市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去窗孔化的肝窦内皮细胞可激活肝星状细胞以促进肝纤维化形成。小窝蛋白 1 是一种存在于

肝窦内皮细胞窗孔周围和胞浆中的重要结构蛋白，其与骨架蛋白和自噬相互作用，从而影响肝窦内

皮细胞表型和功能。然而，小窝蛋白 1 对肝窦内皮细胞窗孔作用机制不明。为此，我们旨在探讨小

窝蛋白 1 的自噬性降解和重分布对肝窦内皮细胞去窗孔化和肝纤维化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构建四氯化碳诱导肝纤维化大鼠模型并以自噬抑制剂 3MA 进行干预，检测各组大鼠肝窦内皮

细胞窗孔与小窝蛋白 1、自噬的关系；体外培养肝窦内皮细胞，以饥饿、VEGF、自噬促进剂和抑

制剂、过表达或敲低小窝蛋白 1 干预细胞，采用电镜、蛋白印迹、免疫荧光、免疫共沉淀等方法检

测细胞窗孔、自噬小体和自噬溶酶体、小窝蛋白 1 的表达以及骨架蛋白，分析小窝蛋白 1 与骨架蛋

白和自噬的关系以及对细胞窗孔的影响。 

结果 1、在四氯化碳诱导肝窦内皮去窗孔化的过程中，自噬被激活、小窝蛋白 1 被降解以及骨架蛋

白发生重构；3MA 可抑制小窝蛋白 1 的自噬性降解并减少骨架蛋白重构以维持细胞窗孔和缓解肝

纤维化。 

2、体外培养肝窦内皮细胞，在其窗孔消失过程中，自噬被激活并促使小窝蛋白 1 降解；饥饿加强

细胞自噬后，增加小窝蛋白 1 的降解，从而加剧细胞去窗孔化。VEGF、自噬抑制剂（如 3MA 和

巴弗洛霉素）可抑制小窝蛋白 1 的重分布及其自噬性降解并减少骨架蛋白重构，细胞窗孔得以维

持；相反，自噬促进剂雷帕霉素可促进小窝蛋白 1 聚集于核周并发生自噬性降解，以加速细胞窗孔

消失。而且，过表达小窝蛋白 1 可缓解雷帕霉素诱导的小窝蛋白 1 的自噬性降解并减少随后发生的

骨架重构，从而维持细胞窗孔；而敲低小窝蛋白 1 则通过激活自噬并诱导骨架重构以加剧窗孔消

失。最后，雷帕霉素通过诱导自噬以促进肝窦内皮细胞去窗孔化，后者可激活肝星状细胞。 

结论 小窝蛋白 1 的重分布至核周及其自噬性降解通过诱导骨架蛋白重构以促进肝窦内皮细胞去窗

孔化。 

 
 

PO-317 

Mucosal Oxidative Stress and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Contribute to Diabetic Diarrhea Which Is 

Prevented By Resolvins 

 
Ting Yu

1
,Lin Lin

1
,Xiaoyin Wu

2
,Shiyi Zhou

2
,Xu Han

2
,Chung Owayng

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bjective The pathogenesis of diabetic diarrhea is unclear and as a result management is 
difficult. Resolvins, a group of endogenous lipid mediators derived from Ω-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display potent anti-inflammatory and pro-resolution actions. We hypothesize that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secondary to ROS-mediated mucosal injury,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abetic diarrhea and this can be prevented by treatment with resolvins. 
Methods We used a streptozotocin-induced diabetic mice model and normal human colonoids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Results The diabetic mice model (blood glucose 450 mg/dL) showed increased stool frequency 
(11 ± 3 vs 5.5 ± 0.3 pellets/hr) and water content (55 ± 4% vs 30 ± 3%) compared to controls at 6 
weeks. In vivo assessment of gut permeability reveal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serum FITC-
dextran in diabetic mice accompanied by 40 ± 5% and 60 ± 5% reduction of the tight j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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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s ZO-1 and occludin expression. Immunofluorescence showed 50% increase in DCF-DA 
staining (marker of oxidative stress) and 92% increase in TUNEL staining (marker of apoptosis) 
indicating oxidative stress and apoptosis of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Insulin treatment normalized 
blood glucose and prevented epithelial apoptosis and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Treatment with resolvin D1 (RvD1 10 ug/kg ip) for 2 weeks did not affect blood glucose, but 
prevented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epithelial oxidative stress and apoptosis as well as 
reduction of ZO-1 and occludin gene expression in diabetic mice. This was accompanied by a 3.5 
fold increase in homoxygenase-1 (HO-1) gene expression in the epithelial cells. RvD1 also 
normalized stool frequency and water content.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RvD1 were blocked by 
ZnPP (25 mg/kg daily ip for 2 weeks), a competitive inhibitor of HO-1. To provide direct evidence 
that RvD1 acts directly on epithelial tissue, we demonstrated that in human colonoids when 
exposed to high glucose (30 mM), the colonoids showed an increase in oxidative stress (2.7 fold 
increase in DCF-DA staining) and a 60% and 35% reduction in ZO-1 and occludin gene 
expression. Pretreatment with RvD1 (5 ng/mL) prevented these changes. Actions of RvD1 were 
blocked by silencing the expression of epithelial HO-1 with specific siRNA applied to the 
colonoids.  We also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low glucose (5 mM), high glucose caused 
enhanced leakiness of FD4 dye in human colonoids.  This was blocked by RvD1 (42% vs. 70% 
vs. 21% after 12 h).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we showed oxidative stress in diabetes results in mucosal barrier 
dysfunction. This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abetic diarrhea. Resolvins prevent ROS-
mediated mucosal injury and protect gut barrier function by upregulating HO-1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These actions result in normalizing stool frequency and stool water content in 
diabetic mice suggesting resolvins may be useful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diarrhea.  
 
 

PO-318 

Effect of pre-procedure simethicone for bowl preparation 
on adenoma detection during colonoscopy: a meta-

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Peng Pan,Yu Ba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Although sever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have reported that pre-procedure 
simethicone (SIM) can improve bowel preparation, there is no consensus as to whether it can 
ultimately increase the adenoma detection rate (ADR) during colonoscopy. A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SIM group on ADR during colonoscopy with non-SIM group. 
Methods Databases including PubMed,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were searched to 
find relevan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identified relevant 
trials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pre-procedure simethicone on the ADR during colonoscopy.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ADR. 
Results Six trials involving 1834 patients were finally included.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ADR during colonoscopy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pre-procedure SIM 
(SIM group 27.9 %, control group 23.3 %, P = 0. 02), with a relative risk of 1.20 (95 % confidence 
interval 1.03 – 1.39). Patients who received pre-procedure SIM were 19.7% more likely to be 
diagnosed with adenoma. Subgroup analyses suggested that pre-procedure SIM may be more 
useful to improving ADR during colonoscopy in Asia compared with Europe and U.S., and in 
regions with low ADR in non-SIM group compared with regions with high ADR. 
Conclusions Pre-procedure simethicone is useful to improve the ADR during colonoscopy, 
especially in Asia and in regions with low ADR in non-SIM group.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53 

PO-319 

Evaluation of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RCP in patients with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Junbo Hong,Anjiang Wang,Xiaodong Zhou,Guohua Li,Zhijian Liu,Xiaojiang Zhou,Nonghua Lu,Youxiang Chen  

The First Aff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RCP in patients with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Methods The medical records of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who 
underwent ERCP due to biliary and pancreatic disease between January 2010 and January 2018 
at the First Aff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wo hundred and seventy ERCP procedures (226 cases of cirrhosis and 44 cases of 
non-cirrhosis) were conducted in 208 patients with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197 cases of 
esophageal varices, 41 cases of isolated gastric varices and 32 cases of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respectively). Among 226 cases of cirrhosis, 45 cases (19.9%) had Child-Pugh Class A, 
78 cases (34.5%) had Child-Pugh Class B and 103 cases (45.6%) had Child-Pugh Class C; 67 
cases (29.6%) had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 scores <12 and 159 cases (70.4%) 
had MELD scores ≥12. Technical success rate was 98.5%. ERBD, EMBE, ERPD and stone 
extraction was conducted in 173 (64.1%), 27 (10.0%), 26 (9.6%) and 116 (43.0%) cases, 
respectively. The rate of ERBD and stone extr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irrhotic patients, 
while EMBE and ERPD was more frequently performed in non-cirrhotic patients. Adverse events 
included fever (n=18, 6.7%), post-ERCP pancreatitis (n=8, 3.0%), hyperamylasemia (n=17, 6.3%), 
post-ERCP pancreatitis combined with hyperamylasemia (n=25, 9.3%), duodenal papilla bleeding 
(n=9, 3.3%), cardiac mucosal laceration (3, 1.1%), perforation (n=1, 0.4%), and gastroesophageal 
variceal bleeding occurred in 1 patient 7 days after ERCP. Most of the adverse events were mild 
and transient, and alleviated by conventional therapies. Child-Pugh scores and MELD scores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events. Procedure time >20minand dilation of the bile duct 
stricture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combined post-ERCP pancreatitis and 
hyperamylasemia, while ERPD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according to the multivariable analysis. 
Conclusions ERCP is effective and safe for patients with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 
 

PO-320 

老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肝纤维化评分与颈动脉 

不稳定性斑块相关性探究 

 
邓利华,魏雅楠,刘杰,王晶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与血管内皮损害关系密切，NAFLD 纤维化评分（NFS）是利

用常规及简便易得的临床及化验指标建立的 NAFLD 患者肝纤维化程度的评分，对于 NAFLD 患者

肝脏的纤维化程度有一定的提示作用，并且对 NAFLD 患者的远期死亡率亦有一定预测作用。鉴于

NAFLD 与血管内皮损害的相关性，推测 NFS 可能与外周动脉斑块的形成相关。本研究拟在老年

NAFLD 人群中，探究 NFS 与颈动脉不稳定性斑块检出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病房查体的 NAFLD 患者

191 例（年龄≥60 岁），收集临床资料，计算 NFS 评分，分析 NFS 评分与颈动脉不稳定性斑块的

相关性。 

结果 根据 NFS 得分，使用四分位间距法将 191 例 NAFLD 患者分为 Q1（NFS＜-0.865）、Q2（-

0.865≤NFS＜0.1）、Q3（0.1≤NFS＜1.07）、Q4（NFS≥1.07）四组，趋势检验提示，随着 NFS

评分升高，颈动脉不稳定板块的检出率增加（F=8.573，P=0.004）。根据 NFS 评分，以 0.676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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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值，将 191 例患者分为肝纤维化组（NFS≥0.676，N=65）、非肝纤维化组（NFS＜0.676，

N=126），肝纤维化组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明显高于非肝纤维化组（78.5%对 61%，P=0.015）。多

因素 Logistic 分析结果显示，调整了年龄、性别、糖尿病、高血压、血清总胆固醇、血清甘油三

酯、血清 HDL-C、血清 LDL-C 等混杂因素后，肝脏纤维化（NFS≥0.676）仍与颈动脉不稳定斑块

独立相关（OR=2.244，95%CI 1.109-4.544，p=0.025）。 

结论 老年 NAFLD 患者 NFS 得分与颈动脉不稳定性斑块相关，NFS 得分偏高是颈动脉不稳定性板

块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对于 NFS 评分≥0.676 的患者，应注意评估颈动脉不稳定性斑块情况。 

 
 

PO-321 

应用声脉冲辐射力弹性成像技术对乙肝后肝硬化患者 

食管静脉曲张的预测价值 

 
王春妍

1
,文君

1
,周永和

1
,李爽

1
,张彦

1
,陆伟

2
,李嘉

1
 

1.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2.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市,南开区 

 

目的 回顾性分析应用声脉冲辐射力弹性成像技术(ARFI) 对乙肝后肝硬化患者食管静脉曲张的预测

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8 月-2017 年 8 月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的乙肝后肝硬化患者 124 例，按照胃

镜下食管静脉曲张的形态及出血危险程度分组，在 ARFI成像模式下，启动声触诊组织定量（VTQ)

功能分别检测肝脾 VTQ值，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及曲线下面积评估肝脾 VTQ 值对于食管静脉

曲张的诊断价值。 

结果 1.肝脏 VTQ 值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2.脾脏 VTQ 值的组间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3.肝脏 VTQ 值预测肝硬化患者轻度食管静脉曲张的 AUC 值为

0.701(0.575～0.827);中度静脉曲张的 AUC 值为 0.802(0.701～0.902);重度静脉曲张的 AUC 值为

0.885(0.784～0.986)，以 2.235 为最佳界值，特异度为 97.37%，阴性预测值为 88.10%，准确性

可达 90.16%。 4.脾脏 VTQ 值预测肝硬化患者轻度食管静脉曲张的 AUC 值为 0.688(0.539～

0.798);中度静脉曲张的 AUC 值为 0.762(0.651～0.873);重度静脉曲张的 AUC 值为 0.800(0.671～

0.928)，以 2.885 为最佳界值，特异度为 84.21%，阴性预测值为 82.05%。 

结论 应用 ARFI 技术测定肝脾 VTQ 值对于食管静脉曲张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可用于乙肝后肝硬

化患者食管静脉曲张的初级筛查。 

 
 

PO-322 

中国人群结直肠腺瘤检出率和腺瘤危险因素的前瞻性研究 

 
王晗,王璞,刘晓岗,李良平,肖迅,刘培曦,张笛,李懿,胥光热,涂梦恬,宋彦 

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以高质量的结肠镜检查数据前瞻性研究中国人结直肠腺瘤发生的危险因素和影响结肠镜下腺

瘤/息肉检出率的相关因素. 

方法 前瞻性纳入四川省人民医院于 2017 年 9 月到 2018 年 2 月的结肠镜检查患者. 检查前记录患

者的人口统计学基本信息和结肠腺瘤的多种发生风险信息,检查中记录插入时间,退镜时间及每一枚

息肉的位置/大小/形态信息,每一枚息肉均送病理检查.采用 t 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组间对比,采用单因

素 Logistic 回归方法分析结直肠腺瘤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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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总共 1058 例结肠镜检查患者被纳入, 共有 767 枚息肉被查出并送组织学检查.总体息肉检出率

(PDR)为 36.96%, 腺瘤检出率(ADR)为 24.67%. 腺瘤的发生危险因素包括年龄,男性,BMI,结肠癌家

族史,个人腺瘤病史,糖尿病以及吸烟. 影响 ADR 的相关因素包括退镜时间,个人腺瘤病史和糖尿病史. 

结论 在中国人群中,腺瘤检出率(ADR)与年龄,退镜时间,个人腺瘤病史,糖尿病史正相关. 年龄,插入时

间,退镜时间,个人腺瘤病史是可能的结直肠腺瘤的独立预测因子. 40 岁以上的男性的结肠腺瘤发生

风险显著增高,是更需要结肠镜检查的群体. 

 
 

PO-323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of an E-learning System on 
Gastroscope Learning: A Prospective Method for Primary 

Learners 

 
Shuang Li,Shizhu Jin,Suao Chen,Zhenning Feng,Yichi Zhang,Xiaoli Su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was to establish and spread Endoscopic Learning Assistant 
(ELA) in the field of endoscopy teaching, 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E-learning. 
Method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volunteers of students and 
endoscopists enrolled. After receiving a pre-test,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to either an 
E-learning or controlled group. When completing the training, they acquired a post-tes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students in the E-learning group need less time relative to control group to improve 
their endoscopic examination skill and remember all the endoscopic examination characters of 
upper GI tract.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have been compared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Conclusions E-learning is a more effective educational strategy for primary learners to acquire 
skills in the endoscopic examination and endoscopic images character of GI tract. 
 
 

PO-324 

护理专案改善在降低鼻胃肠管非计划性拔管率中的应用研究 

 
朱秀琴,赵豫鄂,郑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探讨护理专案改善行动在降低患者鼻胃肠管非计划性拔管率的效果。 

方法 成立预防非计划性拔管专案改善组，选取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留置鼻胃肠管病人为对

照组，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留置鼻胃肠管病人为观察组，采用护理专案改善行动对观察组病

人进行干预，从管路评估落实、固定妥善等方面进行效果比较。 

结果 实施护理专案改善后，鼻胃肠管病人非计划性拔管发生率明显下降（（P＜0.05），预防管路

滑脱关键监测指标落实率明显提升（（P＜0.05）。 

结论 预防非计划性拔管护理专案改善有利于针对非计划性拔管的高风险因素进行过程控制，实施

有效干预措施，降低非计划性拔管率发生率，保障病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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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25 

EUS-guided gallbladder polyp resection: a new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gallbladder polyps 

 
Suao Che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Gallbladder polyp is a general term for various gallbladder mucosal lesions that bulge 
into the cavity. Many factors, such as abnormal cholesterol metabolism, cholecystitis and outside 
stimuli, contribute to gallbladder polyps. The incidence of gallbladder polyps has increased over 
the years, and the main treatment methods include conservative medical treatment and surgical 
resection. Gallbladder polyps can be treated with internal medicine including anti-inflammatory 
and cholestatic drugs. Although by no means a cure, these treatments can relieve symptoms. 
Although surgical resection can be curative, there are many shortcomings including trauma, slow 
recovery, long hospital stay, and high cost. Therefore, a new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gallbladder polyp is necessary.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EUS) is a new type of non-invasive 
technology that enables gastrointestinal tract stratification and provides ultrasound images of 
adjacent organs. In recent years, EUS has been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S technology 
provides a new and alternative treatment option for gallbladder polyps. Many technologies 
including EUS-guided gastrointestinal mucosal resection and removal of gallbladder stones have 
improved over the years. Thus, EUS-guided gallbladder polyp resection may be feasible and can 
be used as a new method to treat gallbladder polyps. 
Methods The method of conjecture. 
Results EUS-guided gallbladder mucosa resection may be a promising new way to treat 
gallbladder polyps. 
Conclusions EUS-guided gallbladder mucosa resection may be a promising new way to treat 
gallbladder polyps. 
 
  

PO-326 

大肠侧向发育型肿瘤内镜下诊治分析 

 
高千惠,孙明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探讨大肠侧向发育型肿瘤（laterally spreading tumor，LST）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内镜粘膜下

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的有效性、安全性。 

方法 我院 33 个月经结肠镜检查共发现 403 处 LST 病变，观察病变部位、大小并进行形态分型。

其中 143 例 160 处病变行内镜下治疗（包括 EMR、EPMR 及 ESD）。行内镜下治疗的病变均在肠

镜下明确腺管开口的分型（pit 分型）。切除的病灶行病理组织学检查。术后定期随访。 

结果 33 个月中共发现 376 例 403 处 LST 病变。病变部位：直肠 168 处，乙状结肠 39 处，降结肠

15 处，横结肠 77 处，升结肠和盲肠共 104 处。病变直径：10-20mm 150 处，20-30mm118 处，

30-40mm58 处，40mm 以上 77 处。大体分型：颗粒均一型 56 处，结节混合型 203 处，扁平隆起

型 131 处，假凹陷型 13 处。病理回报：炎性增生性息肉 24 处，锯齿状腺瘤 11 处，低级别瘤变

264 处，高级别瘤变 66 处，早期癌 38 处。376 例 LST 患者中，143 例患者 160 处 LST 行内镜下

治疗，其中 128 例 145 处 LST 病变行 ESD 术；5 例 5 处 LST 行 EPMR 术，10 例 10 处 LST 行

EMR 术。内镜下治疗的病变的腺管开口分型：IIIs 型 11 个，IIIL 型 26 个，IV 型 113 个，VI 型 7

个，VN 型 3 个。行 ESD 治疗的 128 例患者术后定期随访，其中 113 例患者按期复查，15 例失

访。按期复查的患者中 2 例复发。余未复发患者创面全部愈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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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LST 的病变部位以直肠为主，直径位于 10-20mm 的病变最多，形态分型以结节混合型为主，

随着病变直径的增加，其恶性潜能也随之上升。LST 在病理上以低级别瘤变为主, LST-NG 比 LST-

G 的病理恶性潜能更高。LST 的腺管开口主要表现为 IV 型， V 型腺管开口的 LST 的癌变率最高，

随着 LST 腺管开口类型的升级，病理的恶性程度及癌变的浸润程度都表现出增加的趋势。行 ESD

治疗的患者均无术后并发症发生，短期随访预后良好，复发率低，是治疗 LST 的有效而安全的方

法。 

 
 

PO-327 

Prdx1-Spy1 通过增强 CDK2 介导的 p27 降解在肝细胞肝癌 

发生中的意义 

 
刘金霞,倪润洲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南通市 

 

目的 p27kip1 是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发病过程中的重要抑癌基因，其

降解主要受 CDK2 介导的磷酸化调节。分析 Prdx1 和 Spy1 的结合对 CDK2 的激酶活性以及 p27

磷酸化和降解的影响及潜在机制。 

方法 选取 150 例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008-2013 年收集的含有完整病理参数的 HCC 术后组织标

本，利用蛋白免疫印迹方法和免疫组化检测肝癌和癌旁正常组织中 Prdx1、Spy1、CDK2 和

p27kip1 的表达情况，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其表达相关性及与肝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

系。利用免疫共沉淀和免疫荧光在 HCC 组织和细胞中分析 Prdx1 和 Spy1 的相互作用，GST 实验

分析两者体外直接相互作用。蛋白免疫印迹检测氧化应激条件下干预 Prdx1 表达对 Spy1 稳定性的

影响，氧化应激及过表达 Prdx1 后 CDK2 的活性和 p27kip1 表达及稳定性的变化进而对细胞增殖

和凋亡的影响。构建 Prdx1 和 Spy1 稳定干预表达细胞系，利用裸鼠皮下成瘤实验在动物模型中验

证 Prdx1-Spy1 通过增强 CDK2 介导 p27 降解与肝细胞肝癌发生发展的关系。 

结果 免疫蛋白印迹和免疫组化显示 Prdx1、Spy1 和 CDK2 在肝癌组织中表达增高，而 p27 表达降

低。Prdx1、Spy1 和 CDK2 表达水平与 p27 呈负相关，其表达水平与组织学分级、TNM 分期及肝

癌患者生存预后密切相关。细胞免疫荧光提示两者在细胞核内存在明显的共定位，组织和细胞免疫

共沉淀证实 Prdx1 和 Spy1 存在相互作用，且 Prdx1 主要通过其 C 端结合 Spy1，GST 实验证实两

者在体外存在直接相互作用。Edu 和体外克隆实验提示 Prdx1 过表达的细胞中，细胞增殖能力升

高；而 Prdx1 干扰的细胞中，细胞增殖能力明显下降。免疫印迹显示肝癌细胞中 Prdx1 干扰后 p27

的表达显著上升，p27 结合 CDK2 的能力也显著升高，伴随 CDK2 的活性下降。通过裸鼠皮下成瘤

实验发现干扰 Prdx1 可以明显抑制肝癌细胞的成瘤性。 

结论 肝癌组织中 Prdx1、Spy1、CDK2 和 p27 表达水平与肝癌患者的组织学分级、TNM 分期及预

后密切相关。Prdx1 受氧化应激活化与 Spy1 产生相互作用，共同结合并活化 CDK2，致使 CDK2 

介导 p27kip1 的降解，引发肝癌细胞周期进程的加速，为揭示氧化应激通路和肝癌发生发展的关系

提供了新的理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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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28 

中国汉族人群慢性胰腺炎的 CTRC 基因筛查及临床相关性分析 

 
汪洋

1,2
,严茂林

2
,陈和平

1,2
 

1.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 

2.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 CTRC 基因进行基础突变筛选及疾病相关性分析，探讨中国汉族人群 CP 的分子发病

机制及疾病与遗传学病因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属于病例对照研究，收集 2014-10/2018-01 就诊于四川省人民医院和四川省人民医院崇

州分院的 CP 患者 106 例纳入病例组，另选取 148 例健康体检者纳入对照组，同时收集人口统计学

和疾病相关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是否暴露于环境危险因素（包括酒精和吸烟史），疾病的自然

史（症状、体征及影像学表现）。 采集受试者外周血，提取核 DNA，进行 PCR 扩增及 CTRC 基

因全外显子测序，BLAST 序列比对，最后统计分析数据。 

结果 共发现 4 种 CTRC 基因变异，包括两种新的位点改变：分别为 c.516insA 和 c.525insG 联合

突变与 c.40+133G>A。c.516insA 和 c.525insG 联合突变位于外显子 6，仅在 CP 组发现一例，对

照组中未检测到，突变结果可能导致第 176 位甘氨酸发生同义突变且该氨基酸之后氨基酸均发生移

位；c.40+133G>A 位于内含子 1，在病例组(14/106,13.21%)与对照组(8/148,5.41%)间存在显著差

异(P=0.029)。rs6679763 位于内含子 5，对照组(11/106,7.43%)与病例组(19/148,17.92%)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rs555015 位于内含子 8，其分布在病例与对照间无统计学差异。收

集的临床基线资料表示吸烟（P＝0.042）、胆道疾病（P＝0.013）、血糖（P＝0.017）具有组间

显著性差异。消除混杂因素，吸烟具有组间差异性（ OR=2.817 ， 95%CI:1.016-7.811, 

P=0.047）， rs6679763 突变位点分布病例组高于对照组（OR=4.893, 95%CI:1.152-20.781, 

P=0.031）。利用基于交互作用的回归分析研究未发现基因位点突变与环境有相乘交互作用。 

结论 吸烟、胆道疾病、血糖、c.516insA 和 c.525insG 联合突变、rs6679763 和 c.40+133G>A 位

点变异可能与中国汉族人群 CP 发病有关，考虑吸烟及 rs6679763 位点变异是 CP 的独立危险因

素，对于新发现的位点改变提示与 CP 相关的 CTRC 基因改变可能存在地域差异性。 

 
 

PO-329 

随机对照试验：肝硬化并重度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后复查麻醉胃

镜及干预对套扎术后早期出血及死亡率的影响 

 
汪安江

1
,舒徐

1
,祝荫

1
,王健

1
,廖旺娣

1
,郑雪莲

1
,俞慧强

2
,公悦

1
,甘娜

1
,游宇

1
,郭贵海

1
,谢步善

1
,钟嘉玮

1
,洪军波

1
,刘

丽
1
,李弼民

1
,朱萱

1
 

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2.南昌大学公卫学院 

 

目的 探讨肝硬化并重度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后复查胃镜及内镜下干预对套扎术后早期出血及死亡

率的影响及其安全性。 

方法 纳入 18-70 岁行套扎做二级预防的肝硬化并重度食管静脉曲张和/或 GOV1 型胃静脉曲张连续

患者。套扎术后第 10 天随机分为复查干预组和不复查干预组。前者于术后第 10 天复查胃镜，根据

胃镜下表现必要时行内镜下干预，并静脉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和奥曲肽。不复查干预组不予复查胃

镜。两组患者出院后随访至套扎术后 42 天，比较两组套扎术后 42 天出血率和死亡率。 

结果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10 月，共 438 例连续肝硬化并重度食管静脉曲张和/或 GOV1 型胃静

脉曲张患者行套扎治疗，其中 252 例患者符合标准并纳入研究。126 例患者随机分为复查干预组。

不复查干预组患者套扎术后早期出血率 (13.5% vs. 4.8%, P = 0.016)和出血相关死亡率(4.8% vs. 0, 

P = 0.03)更高。两组全因死亡率相似。Child-Pugh B 和 C 级患者 (OR: 9.99, P = 0.039)、套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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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性出血 (OR: 5.17, P = 0.009)、套扎后不能坚持服用普萘洛尔 (OR: 5.28, P = 0.049) 和套扎术

后未复查胃镜(OR: 4.45, P = 0.038) 是套扎术后早期再出血的危险因素。套扎术后第 10 天复查麻

醉胃镜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肝硬化并重度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后复查麻醉胃镜是安全的。复查胃镜并根据胃镜下表现给

予适当干预会降低套扎术后早期出血率和出血相关死亡率。 

 
 

PO-330 

A randomized trial: sedated second-look endoscopy 
guided therapy after variceal ligation prevents early 

bleeding in cirrhosis with large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Anjiang Wang

1
,Yin Zhu

1
,Xu Shu

1
,Jian Wang

1
,Wangdi LIao

1
,Xuelian Zheng

1
,Huiqiang Yu

2
,Yue Gong

1
,Na Gan

1
,Yu 

You
1
,Guihai Guo

1
,Bushan Xie

1
,JIawei Zhong

1
,Junbo Hong

1
,Li Liu

1
,Bimin Li

1
,Xuan Zhu

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2.Nanch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Objective The efficacy and the safety of sedated second-look endoscopy (SLE) and subsequent 
therapy based on SLE to prevent early post-endoscopic variceal ligation (EVL) bleeding in 
cirrhosis with large esophageal varices (EVs) have not been validat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if SLE-guided therapy after EVL influences clinical outcomes. 
Methods Consecutive cirrhotic patients with EVL to treat large EVs for secondary prophylaxis 
were included. Ten days after EVL, patients were randomised into the group without SLE (NSLE) 
and the SLE group receiving sedated SLE. Additional endoscopic intervention and use of proton 
pump inhibitor and octreotide were administered based on the SLE findings. Early bleeding and 
mortality rates within six weeks of EVL were compared. 
Results Totally, 252 out of 438 patients fulfilled the criteria. Early post-EVL bleeding occurred 
more frequently in the NSLE group (13.5% vs. 4.8%, P = 0.016) with the lower bleeding-caused 
mortality rate in the SLE group (0 vs. 4.8%, P = 0.03). The all-cause mortality rates were simila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atients with Child-Pugh class B/C (OR: 9.99, P = 0.039), acute variceal 
bleeding at index EVL (OR: 5.17, P = 0.009), non-selective beta blocker discontinuation (OR: 
5.28, P = 0.049) and those without SLE (OR: 4.45, P = 0.038) were at a higher risk of early 
bleeding. No serious adverse events were associated with SLE. 
Conclusions SLE-guided therapy after EVL in cirrhosis with large EVs is safe and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early post-EVL bleeding. 
  
 

PO-331 

miR-363 靶向调控 E2F3 表达及其对肝癌细胞 HepG2 

增殖与凋亡的影响 

 
姜哲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探讨微小 RNA-363(miR-363)靶向调控 E2F 转录因子 3（E2F3）的表达对肝癌细胞 HepG2

增殖与凋亡的影响。 

方法 体外培养肝癌细胞 HepG2，用 Lipofectamine 法将 miR-363 抑制剂及阴性对照转染到 HepG2

细胞，继续培养 48h 收获细胞，四噻唑蓝（Methyl tihiazolyl tetrazolium，MTT）法测定抑制 miR-

363 对肝癌细胞 HepG2 细胞增殖的影响；流式细胞术法检测抑制 miR-363 对肝癌细胞 HepG2 细

胞凋亡的影响。实时荧光 RT-PCR 法检测抑制 miR-363 对人肝癌细胞 HepG2 内 miR-363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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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影响；Western Blot 法检测抑制 miR-363 对人肝癌细胞 HepG2 内 E2F3、BAX 和

Caspase-3 蛋白水平的影响。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抑制剂组肝癌细胞 HepG2 增殖率为（72.34±6.47）%，低于对照组的

（96.42±9.73）%（P＜0.05）；抑制剂组肝癌细胞 HepG2 凋亡率为（9.71±0.81）%，高于对照

组的（8.18±1.40）%（P＜0.05）；抑制剂组肝癌细胞 HepG2 内 miR-363 mRNA 相对表达量为

（0.64±0.16），低于对照组的（1.00±0.08）（P＜0.05）；抑制剂组肝癌细胞 HepG2 内 E2F3 为

（0.63±0.06），低于对照组的（0.97±0.10）（P＜0.05）；抑制剂组肝癌细胞 HepG2 内 BAX 和

Caspase-3 蛋白表达分别为（0.62±0.07）和（0.72±0.04），均高于对照组的（0.43±0.03）和

（0.53±0.08）（P 均＜0.05）。 

结论  miR-363 可靶向调控 E2F3 的表达，同时能抑制肝癌细胞 HepG2 增殖和诱导肝癌细胞

HepG2 的凋亡，为肝癌靶向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PO-332 

POEM 治疗 28 例贲门失弛缓症患者的远期疗效及并发症 

 
郑星,段志军,宫爱霞,张智峰,杨冬,王丽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贲门失弛缓症(achalasia，AC)是一种食管原发性疾病，为多种原因导致食管下段括约肌松弛

障碍引起梗阻，主要症状表现为吞咽困难、胸骨后疼痛、未消化食物反流等。经口内镜下贲门肌切

开术（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POEM）作为内镜下手术治疗, 以其创伤性最小及短期治疗成

功率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应用，但术后远期疗效及是否高发胃食管反流仍较有争议。本研究应用

Eckardt 症状量表、健康调查问卷 SF-36、食道测压综合观察术后远期疗效；通过反流性疾病诊断

问卷（reflux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s，RDQ）、胃镜及食道 24 小时 PH 监测从主观、客观层面

更好的观察术后远期并发胃食管反流的情况。 

方法 收集 POEM 术后 1 年以上的 AC 患者的病例资料，共 28 例，随访时间为 12-26 月。对患者

术前及术后行 Eckardt 评分、健康调查 SF-36 问卷、食道测压，从症状、生活质量、食道动力方面

综合评估术后疗效。随访 RDQ 量表、胃镜及 24 小时食道 PH 值监测观察有无胃食管反流。 

结果 1.疗效分析：治疗有效 27 例，治疗失败 1 例，有效率为 96.4%。术后 Eckardt 评分、健康调

查问卷 SF-36 均较术前改善，P＜0.001。其中 11 例患者术前术后均行食道测压检查，示术后 LES

静息压及 LES 松弛压均较术前明显降低，P＜0.001。2.术后远期并发胃食管反流情况：28 例患者

术后随访，经 RDQ 量表评分诊断反流 4 例。术后 14 人行胃镜检查，胃镜诊断为食道炎 5 例，2 例

患者有反流症状且合并食道炎。对 4 例患者行 24 小时 PH 值监测，结果显示 2 例患者有明确的酸

反流，其中 1 例患者并反流症状，另 1 例无反流症状。 

结论 AC 患者 POEM 术后 1 年以上的疗效较好，临床症状、生活质量、食管动力均得到明显改

善。POEM 术后远期可并发胃食管反流，无反流症状的 AC 患者也有发生病理性反流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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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33 

Albumin Attenuates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Damage 
induced by Fecal Supernatant from Ulcerative Colitis’s 

Disease Patients in Vitro 

 
Lina Dong,Jun-ping Wang 

Shanxi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Background: Ulcerative colitis (UC), a subtype of the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IBD), is usually confined to the colon and the rectum, with diffuse and superficial lesions of the 
mucosa. Death in the intestinal epithelium induces extensive mucosal tissue injury can effect the 
mucosal healing of UC. Stool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xcretion products. Fecal metabolite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diseases. However, how it impacts the pathomechanism of UC has not 
been studied extensively. Introcolonic infusiong of UC fecal supernatants is able to increased 
paracellular permeability in mice.We aimed to identify the influence of fecal supernatant (FSN) 
from patients with UC on human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and to examine its association with 
clinical index. 
Metho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Shanxi Provincal People‘s Hospital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between September 2016 and Octpber 2017.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diagnosis of 
UC, according to a combination of clinical, endoscopic and histological criteria were included. We 
evaluated the damage effect of fecal supernatant(FSN) on cells. The effects of FSN of UC 
patients in human colonic cell lines in terms of cell viability, morphology, and Annexin V/FITC dual 
staining assay. The cell viability was measured using Cell Counting Kit-8. The effect (in terms of 
cell viability) among different groups by clinical classify were compared. Finally,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serum or albumin were determined. The IL-8 and TNF-αin FSN were also detected by 
ELISA assay. 
Results Forty patients with UC and forty healthy control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The 
exposure of human colonic cells to the FSN from UC resulted in nearly 2 fold higher epithelial 
intestinal cell (IEC) death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damage is 
quickly and concentration dependent which was significant invert correlation with the 
concentration. The damage reached the maximum within 30mins. When the concentration was 
lower, the damage did not become worse with the time course. As the results of the annexin 
V/Propidium Iodide (PI) dual staining, the damaged both membrane disruption and the annexin V 
expression increased.. According to the Montré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activity, the cell 
viability in S3 is double to S1.Cell viability in UC with Fecal occult bloo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 group. The damaged effect induced by FSN of patients with UC can be prevented 
by 10% fetal bovine serum(FBS) or human serum or bovine serum albumin(BSA) or human 
serum albumin(HSA).  
Conclusions The stool from UC patients can induced severe damage of the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and the surum or surum albumin can attenuate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results, it is 
possible to say that albumin may be a new medicine to UC. 
 

PO-334 

miR-375 靶向致癌基因 Sp1 调控胃癌细胞增殖及迁移 

 
程飞,方念,郑丽,甘厦 

南昌市第一医院/江西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研究 miR-375 调控胃癌增殖及迁移的分子机制，为胃癌的治疗提供新靶点。 

方法 采用 qRT-PCR 检测人胃正常粘膜细胞 GES-1 及胃癌细胞株 AGS、MKN-4、MGC-803、

BGC-823、SGC-7901 中 miR-375 的表达，同时筛选出 2 株 miR-375 高表达及低表达胃癌细胞株

模型。miR-375 mimic 和 inhibitor 通过脂质体分别转染低表达及高表达的胃癌细胞模型。采用 M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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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Transwell 法分别检测 miR-375 对胃癌细胞株增殖和迁移能力的影响。通过生物信息学数据库

Targetscan 及 miRbase 预测 miR-375 的靶基因, 并荧光素酶报告实验验证靶基因。Western blot

检测 Sp1、MMP-2 及 MMP-9 在胃粘膜细胞和胃癌细胞株的表达。 

结果 miR-375 在胃癌细胞株中的表达量均低于胃粘膜细胞 GES-1 (P<0.05)，而在胃癌细胞 MKN-

45 的表达高于胃癌细胞 AGS，无统计学意义 (P>0.05)；SP1 蛋白的表达在胃癌细胞株中的表达显

著高于胃粘膜细胞株(P<0.05)；MTT 和 Transwell 实验表明，转染 miR-375 mimic 的胃癌细胞

AGS 增殖及迁移能力显著低于 mimic negative 对照组(P<0.05)，而 miR-375 inhibitor 胃癌细胞

MKN-45 增殖及迁移能力显著高于 inhibitor negative 对照组(P<0.05)；双荧光素报告实验证实 miR-

375 能特异性地与 SP1 mRNA 的 3‘-UTR 结合；胃癌细胞 AGS 过表达 miR-375 后可显著抑制 SP1 

的表达(P<0.05)，而胃癌细胞 MKN-45 转染 miR-375 inhibitor 后 SP1 表达显著上调(P<0.05)；Sp1 

siRNA 干扰 Sp1 表达后，miR-375 inhibitor 胃癌细胞株的增殖及迁移能力可被抑制，且肿瘤迁移蛋

白 MMP-2/MMP-9 的表达下调。 

结论 miR-375 通过靶向 SP1 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及迁移能力。 

 
 

PO-335 

炎症性肠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尚星辰

1
,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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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秋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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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琳

3
,张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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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医科大学,江苏省,南京市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 

3.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 

 

目的 编制可客观评价 IBD 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量表，并进行信效度检验。 

方法 首先，以自我管理理论和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为理论框架，在患者访谈和大量文献回顾的

基础上，初步拟定 IBD 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条目池，包括用药管理、饮食管理、病情监测、情绪管

理、运动管理、日常生活管理、资源利用 7 个方面，59 个条目。其次，选取 16 名专家对量表内容

进行两轮咨询，并结合专家意见对量表内容进行调整。随后，为进一步确定量表条目的语言表述是

否合适，选取 2017 年 11 月-12 月在江苏省某三级甲等医院门诊及住院的 30 例 IBD 患者进行小样

本预试，综合其建议，对量表条目进行修改完善。最后选取江苏省三家三级甲等医院 160 例患者进

行调查，进行信效度检验，形成最终量表。 

结果 量表最终确定为 7 个维度、37 个条目，量表的总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5，各维度分别

为 0.788，0.864，0.722，0.872，0.804，0.805，0.741；折半信度为 0.810；重测信度为

0.929，各维度为 0.722～0.891；总量表的内容效度指数为 0.926 ；校标关联效度为 0.689；探索

性因子分析抽取 7 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 62.809%。 

结论 炎症性肠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信效度良好，可作为临床上评估炎症性肠病患者自我管理

行为的有效工具。 

  
 

PO-336 

乙酰对氨基酚代谢中间产物修饰丙酮酸脱氢酶 E2 亚单位  

在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发病机制中的意义 

 
韦全剑,李霂,王森,杨小柯,帅宗文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初步探讨乙酰对氨基酚（APAP）中间代谢产物 N-乙酰-对-苯醌亚胺（NAPQI）在 PBC 发病

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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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PBC 患者 126 例，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患者 42 例及健康对照组 50 例，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周围血抗 PDC-E2 抗体、抗硫辛酸及抗 NAPQI 抗体的水平；选择其中 40 例抗

PDC-E2 抗体阳性且抗 NAPQI 抗体阴性的 PBC 患者,采用抑制 ELISA（iELISA）实验方法，检测

患者周围血中是否存在与 NAPQI修饰 PDC-E2 后新出现表位的抗体。计数资料间比较采用𝟀2 检验

和 Fisher 确切概率法，计量资料间的比较采用 Welch 修正的非配对 t 检验；相关分析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法。 

结果   PBC 患者抗 PDC-E2 抗体、抗硫辛酸阳性及抗 NAPQI 抗体的阳性率分别是 93.6%

（118/126）、71.4%（90/126）和 23.0%（29/126），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SC 组与健康对照

组间各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BC 患者抗硫辛酸抗体与抗 NAPQI 抗体间无相关性（r=-

0.076，P=0.613)。iELISA 结果显示：45%（18/40）PBC 患者周围血中存在只识别经 NAPQI 修

饰后 PDC-E2（NAPQI-PDC-E2）的抗体，此抗体主要存在于早期 PBC 患者中。 

结论 PBC 患者血清中存在与抗硫辛酸抗体无相关性的抗 NAPQI 抗体。经 NAPQI 修饰后的 PDC-

E2 可能出现新的抗原构象表位，介导部分 PBC 易患体质者对此产生免疫应答，从而有助于患者突

破对 PDC-E2 的免疫耐受，最终导致 PBC 发病，可能是临床大剂量服用 APAP 患者出现 PBC 临

床损害的机制。 

 
 

PO-337 

52 例肝脓肿的临床特征及诊治分析 

 
孟庆媛,黄颖秋 

本溪市本钢总医院 

 

目的 探讨细菌性肝脓肿的易发因素、临床表现、病原学特点、治疗方式及效果,以提高细菌性肝脓

肿的临床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08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 52 例细菌性肝脓肿病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  52 例细菌性肝脓肿患者经 B 超筛查发现 29 例,CT 筛查发现 22 例,MRI 筛查发现 1 例.肝右叶

脓肿 44 例;最大脓腔为 15.8 cm×14.8cm.临床症状:发热 48 例;腹痛 20 例;肝区压痛、叩痛、肝大共

46 例.血液培养 45 例,肺炎克雷伯菌最多见,其次为大肠埃希菌.临床治疗:采用单纯抗生素治疗 21 例,

经皮导管引流联合抗生素治疗 12 例,肝脓肿手术切除联合抗生素治疗 13 例,三者联合治疗 3 例,抗感

染药物主要为头孢菌素类联合硝基咪唑类.临床有效治疗率 90.7％. 

结论 细菌性肝脓肿好发于高龄、糖尿病、肝胆基础疾病患者,最常见的致病菌是肺炎克雷伯菌.腹部

超声已成为筛查和随访肝脓肿的首选检查方式.在积极抗感染治疗基础上联合经皮导管引流或手术

切除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PO-338 

黄芪多糖对大鼠小肠隐窝上皮细胞 IL-7 分泌影响的研究 

 
王丽

1
,毕丽萍

1
,潘赞红

1
,张默晓

1
,倪杰

1
,吉天佑

1
,边育红

2
 

1.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2.天津中医药大学 

 

目的 黄芪多糖（astragals polysaccharides，APS）是黄芪主要药用成分之一。大量的体内及体外

实验表明 APS 能通过调节机体免疫功能而间接地发挥抗肿瘤作用，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明确。白细

胞介素 7(IL-7)，主要在肠道产生，其作用除了能促进 T、B 淋巴细胞生长成熟外,还能诱导出一定

水平的 LAK 和 CTL 活性,研究表明 IL-7 在抗肿瘤方面有良好应用前景。本研究考察 APS 对体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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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大鼠小肠隐窝上皮细胞（IEC-6）白细胞介素-7（IL-7）分泌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明确黄芪多糖

抗肿瘤作用机理，为黄芪多糖的临床应用提供新的实验依据。 

方法 培养大鼠小肠隐窝上皮细胞株（IEC-6），每天换液，显微镜下观察其形态。选取生长良好的

IEC-6 细胞，将其消化分散成单细胞，调整密度为 2×105个/mL, 接种于 96 孔板中，以不同浓度的

APS 作用于 IEC-6 细胞，培养 48 小时，采用 MTT 比色法观察细胞活力；将 IEC-6 细胞接种于六

孔板中，待细胞贴壁后，以高、中、低浓度（19mg·mL-1、1.9 mg·mL-1和 0.19 mg·mL-1）的 APS

分别作用于 IEC-6 细胞，同时设置空白对照组，培养 3h 后收集细胞，提取 RNA。采用 Q-PCR

法，检测 APS 对体外培养的大鼠小肠隐窝上皮细胞 IEC-6 分泌 IL-7 的影响。 

结果 不同浓度 APS 作用于 IEC-6 细胞，经 MTT 检测 5mg·mL-1以下的浓度的 APS 对其无细胞毒

性；Q-PCR 结果显示，浓度为 0.19，1.9 mg·mL-1的 APS 溶液体外作用于 IEC-6 细胞 3h 后，能

显著增强 IEC-6 细胞 IL-7 基因的表达。 

结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 APS 作用后致肠粘膜上皮细胞 IL-7 表达增强，因此，APS 能通过免疫学

机制达到抗肿瘤作用。 

 
 

PO-339 

国际学员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动物模拟培训效果初步分析 

 
高竹清,张政,李鹏,张澍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市,宣武区 

 

目的 探索离体家猪胃模型在国际学员内镜粘膜下剥离术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培训中的效果，并探讨其应用价值。 

方法 对来自中东、北非等国家地区的 15 名学员进行 ESD 培训，第一阶段为理论知识学习，完成

消化内镜基础及动物模拟培训调查问卷，对基本资料进行基线比较。第二阶段将其随机分为离体动

物模型组（A 组）和临床观察学习组（B 组）。A 组与 B 组在临床观察学习内镜下息肉切除术、内

镜下黏膜切除术、内镜下黏膜剥离术，A 组在临床观察学习期间按照规范操作步骤进行离体动物模

型培训课程，共完成离体家猪胃 ESD 36 例。最后记录两组 ESD 操作的总时间及分步时间、完整

切除情况、并发症的情况、切除标本的大小等，并再次完成问卷。此次培训均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友谊医院动物实验中心完成。数据分析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 

结果 A 组与 B 组在 ESD 总操作时间分别为（26.60±9.90）min、（48.89±10.19）min，有明显统

计学差异（P＜0.05），A 组在注射时间、标记时间、切开时间及黏膜剥离时间分别为

（4.60±3.11）、（6.43±4.61）、（6.46±4.13）、（7.91±3.65），B 组在注射时间、标记时间、

切开时间及黏膜剥离时间分别为（ 5.37±4.86 ）、（ 5.71±6.29 ）、（ 16.74±7.60 ）、

（20.04±11.52），两组在注射时间、标记时间没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而切开时间、黏膜

剥离时间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A 组与 B 组的 ESD 操作速度分别为（5.68±4.79）

mm2/min、（3.87±1.17）mm2/min，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A、B 组切除标本大小分别

为（127.25±89.77）mm2、（166.43±65.68）mm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均有一例为分块切

除病灶，其余为整块切除。在操作过程中各发生一例穿孔。 

结论 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结合家猪离体胃动物模型培训的内镜培训模式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能够

使国际学员熟悉并初步掌握 ESD 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操作方法，帮助学员日后在临床开展 ESD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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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40 

介孔 SMPs 纳米粒子负载 DOX 在结肠癌光热治疗中的应用 

 
赵九龙,谢沛,周玮,周春华,邹多武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上海市,杨浦区 

 

目的 二硫化钼（MoS2）是常用的光热治疗（photothermal therapy，PTT)肿瘤的纳米材料，传统

的自上而下合成的 MoS2 纳米片因其层状结构而限制其负载化疗药物多柔比星（Doxoridin，

DOX）的效率，本课题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的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MSNs）/ MoS2 纳米片

（SMPs），并对其光热转化性能、生物相容性、DOX 的负载效率、PTT 联合化疗效果进行研究。 

方法 通过一种简单、独特的由外向内的方法合成一种高分散的介孔 SMPs 纳米粒子，使用 FLIR 相

机、近红外激光器、ICP-OES、Bio-TEM、CCK-8、Calcein-AM 和 PI 染色、Wright 染色、HE 染

色、免疫组化等一系列方法，评估 SMPs 体外细胞相容性和 PTT、细胞摄取、血液相容性、体内

组织分布、组织安全性和体内 PTT 效果。 

结果 利用介孔二氧化硅球成功装载了超小的 MoS2 纳米片，而表面装饰聚乙烯吡咯烷酮（PVP）

链保证了 SMPs 在不同环境下优异的胶体稳定性，SMPs 纳米粒子具有浓度和功率密度相关的光热

转换能力。用浓度为 0.25、0.5、1mg/ mL 的 SMPs 纳米粒子与 L929 和 HT29 细胞共培养 24h

后，CCK-8 和 Calcein-AM 和 PI 染色结果显示细胞活力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CCK-8 结果表

明，对照组、SMPs/DOX 组、SMPs+激光照射（NIR）组和 SMPs/DOX+ NIR 组，底部培养板上

HT29 的存活率分别降低至 85.8 ± 3.9 %、28.6 ± 2.6 %和 11.21 ± 1.32 %。Calcein-AM 和 PI染色

显示相似结果。使用 HT29 结肠癌细胞荷瘤裸鼠，I.V 注射材料，分为对照组、SMPs+NIR 组和

SMPs/DOX+ NIR 组，施加功率 1 W/cm2波长 808 nm 的激光照射 5min 后，18d 后三组肿瘤体积

分别增加了 3.4、2.3、1.2 倍 

结论 SMPs 纳米粒子不仅有 MSNs 高效的载药功能而且保持了 MoS2 良好的光热转化效率，通过

PEG 修饰后具有优异的胶体稳定性和传代细胞、血细胞和组织相容性，可以满足生物医学的严格

应用要求。SMPs 纳米粒子负载 DOX 后，在 NIR 照射下，通过高温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可出发

DOX 的释放，增强化疗药的效果与敏感性，为结肠癌的 PTT 联合化疗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PO-341 

中国武汉地区和大连地区 IBS（罗马 IV 诊断标准） 

临床特征差异的小样本研究 

 
武君

1
,段志军

1
,张智峰

1
,白涛

2
,孙晓宇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由多因素共同引起的功能性疾病。我国幅员辽阔，武汉地区和大连地

区在饮食、气候、环境等方面差异较大，两地 IBS 发病因素及其临床特征可能有所差异。本文基于

罗马 IV 诊断标准就两地 IBS 患者的一般情况、亚型、症状严重程度、生活质量和精神心理等方面

的差异做一简单比较，并探讨引起这些差异可能的原因，为今后两地医师在 IBS 的临床诊治侧重方

面提供参考。 

方法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分别同期收取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2 月武汉和大连地区疑诊 IBS

患者各 132 例、122 例。其中，武汉地区符合罗马 IV 标准的简称为 W（IBS），大连地区者为 D

（IBS）。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情况、IBS 严重程度评分（IBS-SSS）、胃肠道症状量

表（GSRS）、IBS 生活质量量表（IBS-QOL）及焦虑抑郁量表（HADS）。应用 SPSS17.0 进行

统计分析，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W（IBS）和 D（IBS）除体重指数有统计学差异外，其他一般情况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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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BS 亚型比较，W（IBS）和 D（IBS）腹泻型 IBS 有统计学差异，D（IBS）较 W（IBS）多；

余几种亚型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3、W（IBS）和 D（IBS）GSRS 总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4、W（IBS）和 D（IBS）IBS-SSS 总评分比较有统计学差异，D（IBS）较 W（IBS）症状重。 

5、W（IBS）和 D（IBS）IBS-QOL 总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但 D（IBS）在总评分及 IBS-

QOL8 个维度评分上均较 W（IBS）低，且在行为障碍、躯体意念、食物逃避及性行为 4 个维度上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6、W（IBS）和 D（IBS）焦虑、抑郁的阳性率及其严重程度分级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7、焦虑对两地 GSRS、IBS-SSS 及 IBS-QOL 的严重程度均有影响。 

结论 1、依据罗马 IV 标准，两地 IBS 患者阳性率及在一般情况方面无差异。大连地区 IBS 患者较

武汉地区 IBS 患者症状严重程度重、生活质量更差。两地焦虑和抑郁情况无差别，但焦虑对患者

IBS 症状严重程度和生活质量有影响。 

2、大连地区腹泻型 IBS 较武汉地区比率高，两地其他三种亚型的比率无明显差异。 

 
 

PO-342 

NOX4/ROS 与 RhoA/ROCK1 信号通路对 HSC-T6 细胞活化的

影响及熊果酸的干预靶点 

 
黄晨恺

1
,甘达凯

2,1
,罗方云

1
,陈江

3
,汪安江

1
,李弼民

1
,朱萱

1
 

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2.南昌市第九医院 

3.江西省消化研究所 

 

目的 探究 NOX4/ROS 和 RhoA/ROCK1 信号通路对 HSC-T6 细胞行为学的影响及它们之间的相互

作用机制并观察 UA 对两条信号通路的影响。 

方法 利用慢病毒转染技术基于 HSC-T6 细胞构建 NOX4i、NOX4-OE 及 RhoAi 稳定细胞株，将细

胞分为 CON 组、CON+UA 组、NOX4i 组、RhoAi 组、NOX4OE 组及 NOX4OE+UA 组。在用

TGF-β1（10ng/mL）刺激 48 小时之后，利用 RT-qPCR 及 Western-blotting 检测各组 NOX4、

RhoA、ROCK1、α-SMA、Collagen-I、MMP1、TIMP1 及 F-actin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利

用 DCFH-DA法测定各组细胞内 ROS 水平。 

结果 与 CON 组相比，CON+UA 组、NOX4i 组 NOX4 mRNA 及蛋白质表达均下降（p＜0.05），

NOX4OE+UA 组相较 NOX4OE 组下降（p＜0.05）；与 CON 组相比，CON+UA 组、NOX4i 组、

RhoAi 组 Rhoa、Rock1、Alphasma、Col1a1、Timp1 mRNA 表达及蛋白质均下降（p＜0.05），

NOX4OE+UA 组相较 NOX4OE 组下降（p＜0.05）；与 CON 组相比，CON+UA 组、NOX4i 组、

RhoAi 组 Mmp1 mRNA 表达及蛋白质均上升（p＜0.05），NOX4OE+UA 组相较 NOX4OE 组上升

（p＜0.05）。CON+UA 组、NOX4i 组相较 CON 组细胞内 ROS 含量下降（p＜0.01）；NOX4OE

组相较 CON 组 ROS 含量显著上升（p＜0.01）；NOX4OE+UA 组比 NOX4OE 组 ROS 含量下降

（p＜0.01）。 

结论 HSC-T6 细胞内 NOX4/ROS 通路是 RhoA/ROCK1 通路的上游信号通路，并对 RhoA/ROCK1

通路起正向调控作用；UA可以抑制这两条信号通路最终抑制 HSC-T6 细胞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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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43 

异位静脉曲张的临床特点及内镜诊治: 10 年回顾性分析 

 
万义鹏,朱萱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异位静脉曲张（EcV）是指除了位于食管和胃的静脉曲张之外，位于肠系膜血管床的任何位置

的门-体侧支循环的形成均为 EcV。包括十二指肠静脉曲张（DV）、小肠静脉曲张（SBV）、结肠

静脉曲张（CV）、直肠静脉曲张（RV）、吻合口静脉曲张（SV）等。目前 EcV 的治疗尚未形成

专家共识或指南意见。本研究的目的是回顾性分析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 年 EcV 的临床特点和

内镜治疗疗效。 

方法 收集 2007 年 1 月到 2017 年 7 月期间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镜检查明确诊断为 EcV 患者共

165 例。EcV 患者的临床特点、内镜治疗的效果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 165 例患者中男性 124 例、女性 41 例，男女比为 3.02:1；年龄 16-88（53.80±14.41）岁。

22 例 EcV 患者共发生 36 例次出血，平均每人发生 1.63 次出血。共行内镜治疗 27 例次。203 例次

EcV 中，RV、DV、CV、SV、SBV 分别为 141、42、15、4、1 例次。10 年期间 EcV 占胃肠道所

有静脉曲张约为 1.23%。10 年 RV、DV、CV、SV、SBV 内镜检出率分别为 98.1/10 万、8.44/10

万、10.44/10 万、0.62/10 万、61.9/10 万，10 年 EcV 总体检出率为 3.15/万。10 年胃镜、肠镜、

小肠镜 EcV 的检出率分别为 8.44/10 万、109.28/10 万、242.22/10 万。2008 年-2017 年期间，

EcV 和 DV 每年的检出率呈上升趋势，RV 的检出率无明显升高或下降的趋势。DV 比其他类型

EcV 更容易发生破裂出血。EcV 的内镜立即止血成功率 100%（17/17），初步止血成功率 92.59%

（25/27）、总体治疗成功率 70.37%（19/27）。各种内镜治疗方式对 EcV 的初步止血率、治疗成

功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6 周、3 个月、6 个月、1 年的再出血率分别为 13.33%、

26.67%、33.3%、46.67%；总体死亡率 26.67%，6 个月、1 年死亡率分别为 0%、13.33%。主要

的不良事件是内镜治疗后形成溃疡，其发生率为 14.8%，未观察胶体异位栓塞。 

结论 EcV 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消化道静脉曲张，占胃肠道所有静脉曲张约为 1.23%。RV 是最常见的

EcV，DV 是最容易出血的 EcV。内镜治疗 EcV 是可行的、安全的、有效的。内镜治疗后再出血率

和死亡率仍较高。希望未来有更大样本量的研究来评估内镜治疗效果。 

 
 

PO-344 

选择性剪切因子 SRSF3 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及机制 

 
王吉林,房静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虹口区 

 

目的 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基因多步骤的过程,选择性剪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RSF3 是一

非常重要的剪切因子,广泛参与细胞的增殖,分化,侵袭等生理病理过程,但其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及机

制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重点探讨 SRSF3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规律,具体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首先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 SRSF3 在结直肠癌组织及其相应正常组织的表达,统计 SRSF3 在

癌与非癌组织中的表达差异,及 SRSF3 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之间的关系.然后分别敲除

及过表达 SFSR3 后,应用 CCK-8 及集落形成实验检测大肠癌细胞的增殖变化,应用 transwell 侵袭实

验检测细胞侵袭功能的变化.然后再应用 PCR 的方法检测其下游基因 ArhGAP30 两个剪切体 L-

GAP30 和 S-GAP30 的表达变化,用 WB 的方法检测 ArhGAP30 剪切体及下游乙酰化 p53 的表达变

化。 

 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表明,SRSF3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癌旁组织.另外,按照表达强度,将

90 例结直肠癌分为 SRSF3 高表达组与低表达组,结果发现与 SRSF3 低表达组相比,SRSF3 高表达

组中,结直肠癌分化较差,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更多,且 AJCC 分期越高。进一步统计表明,SRSF3 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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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组的患者其生存期明显缩短。功能实验表明，在大肠癌细胞系 LoVo 及 HCT116 中敲除

SRSF3,CCK-8 实验表明其增殖明显降低，集落形成实验发现其细胞集落明显减少，transwell 实验

表明其细胞侵袭能力明显减弱。但在大肠癌细胞系中过表达 SRSF3 后，CCK-8 实验表明其增殖明

显加快，集落形成实验发现其细胞集落明显增多，transwell 实验表明其细胞侵袭能力明显增强。这

些结果提示 SRSF3 在大肠癌中发挥了癌基因的功能。进一步实验表明，过表达 SRSF3 后，荧光

定量 PCR 表明 ArhGAP30 的剪切体 S-GAP30 的表达量相比 L-GAP30 明显上升，提示 SRSF3 可

能参与了 GAP30 的选择性剪切。同时，WB 实验表明，过表达 SRSF3 后，乙酰化 p53 的表达量

明显上升。这些结果提示 SRSF3 可能通过 ArhGAP30 的选择性剪切，参与调控 p53 的乙酰化，从

而参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 

结论 以上实验表明，选择性剪切因子 SRSF3 在大肠癌中发挥重要的癌基因功能，且其癌基因功能

的发挥可能与其选择性剪切 ArhGAP30,从而进一步参与调控 p53 蛋白的乙酰化有关。 

 
 

PO-345 

Maternal high fat diet in early life alters gut microbiota of 
offspring and exacerbates DSS-induced colitis in 

adulthood 

 
Runxiang Xie,Hailong Cao,Bangmao Wa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Accumulating evidence shows that high fat diet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but the pathogenesis remains unknown. Recently, early life events including 
delivery mode, breastfeeding, maternal diet and antibiotics use which are recognized as potential 
risk factors for IBD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However, the effect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maternal high fat diet (MHFD) on the susceptibility of offspring to colitis in adult 
lacks confirmation. 
Methods  C57BL/6 pregnant mice were given maternal high fat diet (MHFD group) and maternal 
normal diet (MND group) during gestation and lactation respectively. After weaning, the intestinal 
development, mucosal barrier function, microbiota and mucosal inflammation of 3 week-old 
offspring were assessed. Subsequently, pups in both groups received normal diet till adult (8 
weeks) and were fed with 2% DSS solution for 5 days. Then the severity of colitis was assessed.  

Results At the age of 2,3,4 weeks，the offspring in MHF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eavier than 

those in MND group. No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body weight between the MHFD and MND 
group. Compared with MND group, MHFD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intestinal development and 
disrupted barrier function in 3 week-old offspring mice. Although HE staining showed no obvious 
microscopic inflammation in both groups of 3 week-old offspring mice, increased produc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dicated low grade of inflammation was induced in MHFD group. 
Moreover, analysis of the 3 week-old offspring feces indicated that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s and diversity of these two group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Firmicutes and Verrucomicrobia were elevated while Bacteroidetes was reduced in line with an 
increase of Firmicutes/Bacteriodetes ratio in MHFD group. Moreover,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inflammation associated microbiota including Peptostreptococcaceae and Streptococcus were 
higher in MHFD group. Meanwhile, Lachnospiracea_incertae_sedis and Prevotellaceae, which 
were generally linked to the production of butyric acid,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MHFD 
group. Importantly after DSS treatment in adult, MHFD significantly exacerbated the severity of 
colitis and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Conclusions Our data revealed that maternal high fat diet can inhibit intestinal development and 
lead to the disruption of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and dysbiosis in offspring mice, and enhance 
susceptibility to DSS-induced colitis in adult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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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46 

TIPS 术后肝性脊髓病发病因素分析及治疗策略 

 
马富权,李伟之,李培杰,刘梦莹,郑君仪,薛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究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后肝性脊髓病的发病因素，寻找 TIPS 术后肝性脊髓

病（HM）的治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纳入 2013 年 0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 TIPS 手术治疗

的肝硬化患者，依据其术后是否发生 HM 分别纳入病例组及对照组；收集两组患者的性别、术前肝

功能、术后 HE 等 10 项研究因素相关资料，依次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找出

TIPS 术后 HM 的相关发病因素；依据症状、体征及神经系统检查，将病例组患者 HM 严重程度分

为 I-IV 级，收集各患者治疗方法及预后资料，评估各治疗方法疗效。 

结果 病例组 HM 平均发病时间为术后 6.4±4.5 月，病情由 I 级进展至 III-IV 级的平均进展时间为

6.8±5.1 月；性别为 TIPS 术后 HM 的独立危险因素（OR=14.102，95%CI 2.390~83.215），男性

患者为 TIPS 术后 HM 高危人群；术中栓塞自发门腔分流道为 TIPS 术后 HM 的保护因素

（OR=0.226，95%CI 0.053~0.956）；术后 HE 与 TIPS 术后 HM 呈明显正相关性（OR=3.430，

95%CI 1.043~11.279）。3 例 I 级 HM 患者在接受药物治疗后症状改善，而 II-IV 级患者对药物治

疗反应不佳。5 例中晚期 HM 患者（II-IV 级）分别接受附脐静脉栓塞或 TIPS 支架限流术，症状得

以控制及部分改善。 

结论 TIPS 及自发肝外门腔分流为 HM 的重要发病基础，男性为 TIPS 术后 HM 的高危人群，TIPS

术中彻底栓塞自发肝外门腔分流道，能够降低术后 HM 的发病率。HM 早期（I 级）药物治疗有

效；HM 中晚期（II-IV 级）对 TIPS 支架限流治疗有效。 

 
 

PO-347 

外周血及肝内 Treg/Th17 平衡在不同阶段慢性 

HBV 感染者中的作用 

 
马海霞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不同阶段慢性 HBV 感染者外周血 Treg、Th17 细胞频数及其相关因子水平和肝内

Treg/Th17 平衡变化，探讨 Treg/Th17 平衡在维持免疫耐受和介导免疫清除中的作用以及对病情进

展的影响。 

方法 纳入我院 80 例行肝活检的慢性 HBV 感染者，免疫耐受期 40 例，清除期 40 例。健康对照 20

例。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 Treg、Th17 细胞频数；双抗体夹心 ELISA 法检测血清 TGF-β1 和 IL-

17 水平；实时定量 PCR 法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FoxP3 和 RORγt 对应的 mRNA 定量；免疫

组化法检测肝内 Treg 和 Th17 细胞。分析各组患者外周血 Treg 和 Th17 细胞频数及其相关因子水

平及肝内 Treg/Th17 变化。 

结果 外周血 Treg、Th17 细胞频数及 Treg/Th17 在三组中无显著差异（均 P>0.05），但 Treg 对应

的细胞因子 TGF-β1 及产生 TGF-β1 的 FoxP3 mRNA 在清除期组水平均显著升高（均 P<0.05），

而耐受期和对照组无明显差异。肝内 Treg 和 Th17 水平均为清除期组>耐受期组>对照组，其中清

除期组与其他两组间差异显著（均 P<0.01），其他两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Treg/Th17 比

值为耐受期组>对照组> 清除期组，其中清除期组与其他两组间差异显著（均 P<0.05），其他两组

间无显著差异（P>0.05）。清除期患者入院 2W 时外周血 HBsAg、HBeAg 和 HBV-DNA 下降幅度

与肝内 Treg 水平显著负相关（均 P<0.001）；炎症程度（G）和纤维化程度（S）不同的清除期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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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肝内 Treg、Th17 水平及其比值均存在显著差异：G4 组>G3 组>G2 组，S3 组>S2 组>S1 组>S0

组（均 P<0.05）。 

结论 Treg 细胞不是维持 HBV 感染免疫耐受状态的主导因素，仍需探索其它机制。Treg/Th17 在免

疫清除期出现失衡，Th17 促进炎症及纤维化形成，而 Treg 通过负反馈调节机制，抑制炎症和减少

肝损伤的同时，也阻碍了 HBV 的清除。 

 
 

PO-348 

Butyrate-producing bacteria inhibits intestinal 
carcinogenesis through modulating gut microbiota and 

Wnt pathway 

 
Danfeng Chen,Hailong Cao,Duochen Jin,Jingyi Wu,Bangmao Wa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General Hospital，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gut microbiot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stinal carcinogenesis.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decrease of butyrate-producing bacteria can be found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CRC).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effect of butyrate-producing bacteria 
supplementation on intestinal carcinogenesi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ntitumor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Clostridium butyricum (C. butyricum, one of Butyrate-producing 
bacteria) on the composition of intestinal microbiota and cancer progression. 
Methods High-fat diet-fed Apcmin/+ mice were gavaged with C. butyricum at a dose of 2.5 × 108 
CFU/0.3 ml 3-times a week for 12 weeks. Mice with high-fat diet and basal diet were used as 
high-fat controls and untreated controls, respectively. At the 12th week of the experiment, fresh 
feces were collected for microbiota illumina sequencing analysis and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SCFAs) analysis. Parameters of intestinal tumor development,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and Wnt pathway were also determined. The human colon cancer cell lines Caco-2 and HCT116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to be treated with C. butyricum supernatant solution, sodium butyrate 
solution and pure medium. The treatment conditions included different time gradients an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gradients. After different treatments, CCK-8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prolifera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further verify the effect of C. 
butyricum on Wnt pathway. 
Results Administration of C. butyricum significantly prevented high-fat diet-induced intestinal 
tumorigenesis in Apcmin/+ mice compared with these fed a single high-fat diet. C. butyricum 
supplementation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ed apoptosis. Additionally, C. butyricum 
ameliorated deteriorative composition of intestinal microbiota, which increased probiotics 
including SCFA-producing bacteria and decreased CRC-related bacteria. Moreover, SCFAs 
concentrations were increased in cecal contents in the C. butyricum-treated group comparing with 
the two control groups. Furthermore, C. butyricum inhibited the tumor-associated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Conclusions Supplementation of butyrate-producing bacteria suppressed intestinal 
carcinogenesis accompanied with modulating intestinal microbiota and Wnt pathway. These 
findings broaden our understanding for the butyrate-producing bacteria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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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49 

基于荧光探针检测的血清 hCE1 在伴转氨酶增高的 

乙型肝炎中的研究及临床意义 

 
李昌金

1
,段志军

2
,张志峰

2
,孙晓宇

2
,王丽霞

2
,杨冬

2
 

1.甘肃省人民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2.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目前临床上主要通过血中转氨酶等生化指标来评估肝细胞损伤。但都不具肝脏特异性且半衰

期长，无法及时反映肝功能。基于此需求，并结合国内外新近研究进展，有研究从人体肝脏中筛选

并发现人羧酸酯酶 1（hCE1)。hCE1 是肝组织特异性高表达蛋白，健康人血清中 hCE1 含量很

低。但肝细胞受损时会大量泄露，因此血清中 hCE1 可能作为肝损伤早期诊断的理想生物标志物。

此外，hCE1 在人血中的半衰期很短，可通过动态监测血中 hCE1 的变化及时反映肝脏病变程度。 

目前 hCE1 的检测多见于肝组织，既不方便又危险。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从 hCE1 的偏好底物结构

特征入手，合成了高选择性 hCE1 荧光探针，并建立了相应的定量方法。可通过与体检者血液中的

hCE1 水平的比较来判断乙肝患者是否出现肝损伤并评估其损伤程度，同时，比较 hCE1 与血中其

他指标的相关性，以期发现 hCE1 的其他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2 月就诊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及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被确诊为乙肝且转氨酶升高的患者，称为乙肝组，54 例。收集 2016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

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健康体检者 56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乙肝组和对照组空腹血清

hCE1 的活性。乙肝组患者行生化肝功、血脂、肾功、电解质、免疫指标等检查。通过 SPSS19.0

统计软件及相应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结果 1.乙肝组中 hCE1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乙肝组中 hCE1 中位数高于对照组，但

两组的 hCE1 在性别、年龄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 

2.乙肝组中 hCE1 与球蛋白、总蛋白、乳酸脱氢酶、乙肝核心抗体、Ⅲ型前胶原、载脂蛋白 A、载

脂蛋白 B、血糖、血氯、血磷、纤维蛋白原、部分凝血酶原时间、血小板呈正相关。 

3.乙肝组中 hCE1 与胆碱酯酶呈正相关，Child-Pugh A、B、C 三级间 hCE1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CE1 与 Child 评分呈负相关。 

结论 1.乙肝组中 hCE1 高于对照组，说明 hCE1 可能作为肝损伤的诊断指标。 

2.乙肝组中 hCE1 与乳酸脱氢酶、血磷、胆碱酯酶呈正相关，说明 hCE1 可能用于评估乙肝肝损伤

的严重程度及肝脏的储备功能。与血中球蛋白、乙肝核心抗体呈正相关，说明 hCE1 可能参与乙肝

患者的免疫损伤。与血中载脂蛋白 A、载脂蛋白 B、血糖均呈正相关，考虑 hCE1 可能与乙肝肝损

伤患者的糖脂代谢紊乱有关。 

 
 

PO-350 

质子泵抑制剂调控 TERT 基因表达进而抑制胃癌侵袭性 

的机制研究 

 
张斌,扎西潘多,凌亭生,王雷,邹晓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本研究拟探讨质子泵抑制剂通过抑制胃癌细胞中 TERT 基因表达来抑制胃癌细胞的侵袭性的

功能和机制，为以 TERT 为靶点的胃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及理论依据。 

方法 以胃癌细胞 AGS、HGC27 为研究对象，利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观察胃癌细胞内

TERT 及其他基因的表达。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 TERT 启动子活性变化。Transwell 迁移实验

比较对照组与过表达 TERT 组胃癌细胞经泮托拉唑处理之后的迁移能力的变化。动物实验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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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C27 为研究对象，BALB／c 裸鼠为宿主动物，尾静脉注射建立胃癌肺转移瘤模型，使用泮托拉

唑灌胃，待治疗结束后取裸鼠肺脏组织，观察对照组与处理组肺部有无转移结节，并进行常规病理

切片 HE 染色，在光镜下观察肿瘤形态学变化。 

结果 泮托拉唑下调了胃癌细胞中 TERT 基因的表达。报告基因检测发现泮托拉唑可能通过 TERT

基因上游 2089bp～3790bp 区域转录因子 STAT3 结合丰度，同时发现泮托拉唑能够下调细胞内总

STAT3 与磷酸化 STAT3 在蛋白水平的表达量。此外，泮托拉唑下调胃癌细胞内 β-catenin 以及间

质标志物 N-cadherin、vimentin 、snail 在蛋白水平的表达，并且上调了上皮标志物 E-cadherin 的

表达量。随后，在胃癌细胞中过表达 TERT 基因，并经泮托拉唑处理后，利用 Transwell 迁移实

验，发现与阴性对照 GFP 组相比，过表达 TERT 组的胃癌细胞穿过滤孔膜到达下室的细胞数明显

增加，细胞迁移能力增强。进而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发现在胃癌细胞中过表达 TERT 能够上调间

质标志物 N-cadherin、vimentin 及 snail 在蛋白水平的表达，并且下调了上皮标志物 E-cadherin 的

表达。体内实验中比较 HGC27 肺转移瘤模型中对照组与给药组肺脏组织转移结节，肉眼观察可见

对照组肺脏组织上存在半透明样转移结节。光镜下观察发现相较于给药组，对照组可见明显转移

灶。 

结论 质子泵抑制剂通过调控 TERT 基因的表达，从而抑制胃癌的侵袭与迁移能力，这可能是胃癌

治疗的一个潜在新靶点。 

 
 

PO-351 

Blatchford、Rockall 和 AIMS65 评分系统预测老年急性非静脉

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预后的研究 

 
季成菊,马臻棋,王学红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青海省,西宁市 

 

目的  收集青海西宁地区老年急性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 (acute nonvariceal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ANVUGIB)患者的临床资料，用 Rockall、Blatchford 和 AIMS65 三个评

分系统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危险程度评估，分析影响老年 ANVUGIB 患者在住院期间再出血、手术、

输血、入住 ICU 和死亡的危险因素，并比较和探讨这三种评分系统的临床预测价值。 

方法 收集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期间确诊为老年 ANVUGIB 患者的临床资

料，根据 Rockall、Blatchford 和 AIMS65 三个评分系统对老年 ANVUGIB 患者进行危险度分级，

用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AUC）比较以上评分系统

对老年 ANVUGIB 患者的预测价值。 

结论 (1)青海西宁地区老年 ANVUGIB 患者中，男性为女性的 3.1 倍，临床表现主要以黑便多见，

病因主要是胃溃疡。 (2)血 BUN 水平是住院期间是否再出血的危险因素；入院时有基础疾病和患者

的 Hb、血 ALB、收缩压水平是住院期间是否输血的危险因素；入院时有呕血或呕血并黑便以及血

ALB 水平是住院期间是否入住 ICU 的危险因素；血 ALB 水平是住院期间是否死亡的危险因素。(3) 

Rockall 评分系统对老年 ANVUGIB 患者住院期间是否手术和死亡的预测价值最大；Blatchford 评分

系统对老年 ANVUGIB 患者住院期间是否再出血、输血和入住 ICU 的预测价值最大。(4)老年

ANVUGIB 患者入院治疗时，建议使用 Rockall 和 Blatchford 评分系统进行预后评估，且可将分值

5.5 作为 Rockall 评分系统对手术和死亡预测的临界参考值；将分值为 10.5 作为 Blatchford 评分系

统对再出血、输血和入住 ICU 预测的临界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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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52 

磁控胶囊内镜缩短幽门通过时间提高小肠检查完成率 

 
罗媛元,潘骏,陈逸致,李兆申,廖专 

长海医院 

 

目的 胶囊内镜是一种无创性消化道检查方法，尤其适用于对小肠疾病的诊断，但其对小肠检查的

完成率在 75.1%到 95.6%之间。磁控胶囊内镜（MCE）可以在体外磁场控制下引导胶囊快速通过

幽门，本研究旨在探讨此方法能否通过缩短幽门通过时间从而显著提高小肠检查完成率。 

方法 前瞻性纳入 107 例 2017 年 6 月到 2017 年 11 月在长海医院接受 MCE 检查的患者（男 72

例，女 35 例，平均 45.6±12.8 岁）作为干预组，在进行磁控胶囊胃检查后，通过体外磁场引导胶

囊通过幽门。回顾性纳入 120 例 2017 年 1 月到 2017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 MCE 检查的患者（男

73，女 47 例，平均 46.4±14.0 岁）作为对照组，不做任何干预，进行常规胶囊内镜检查。比较两

组的小肠检查完成率、食管通过时间、胃通过时间、幽门通过时间、小肠通过时间、总检查时间和

胃快速通过率（胃通过时间≤30 分钟）。 

结果 （1）干预组小肠检查完成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00% vs. 94.2%, P=0.01）；（2）干预组平

均胃通过时间和幽门通过时间较对照组均显著缩短（22.2 vs. 84.5min, P<0.001；4.4 vs. 56.7min, 

P<0.001）；（3）干预组胃快速通过率显著高于对照组（58.9% vs. 15.0%, P<0.001）；（4）两

组食管通过时间、小肠通过时间、总检查时间无统计学差异；（5）两组在食管、胃、小肠和结肠

的疾病阳性检出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磁控胶囊内镜通过缩短幽门通过时间提高了小肠检查完成率，对胃部和小肠病变筛查展现出

较好的应用前景，将成为胃+小肠疾病初筛和检查的重要工具。 

 
 

PO-353 

ciRS-7、miR-7 及 FAK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相关性分析 

 
何存存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贵州省,遵义市 

 

目的 本课题旨在研究胃癌组织及其配对的癌旁组织中的 ciRS-7、miR-7 及 FAK 表达情况及其相互

关系，以期为 ciRS-7 应用于胃癌的诊断、治疗和预后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检测胃癌组织及其配对的癌旁组织中 ciRS-7、miR-7 及

FAKmRNA 的表达情况，免疫组化检测 FAK 蛋白的表达情况，应用统计学软件探讨 ciRS-7 与

miR-7 和 FAK 之间表达的相关性，分别分析三者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结果 （1）ciRS-7 在胃癌组织中较癌旁组织中表达上调，其表达水平与胃癌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

及临床分期有关（P＜0.05），但与年龄、性别及分化程度无明显相关（P＞0.05）；miR-7 在胃癌

组织中较癌旁组织中表达下调（P＜0.05），FAKmRNA 在胃癌组织中较癌旁组织中表达上调（P

＜0.05），且二者分别与胃癌分化程度、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及临床分期有关（P＜0.05），与

年龄、性别无关（P＞0.05）。（2）FAK 蛋白在胃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高于对应的癌旁组织（P

＜0.05）；胃癌组织中 FAK 蛋白表达阳性者所对应的 FAKmRNA 相对表达量明显高于 FAK 蛋白表

达阴性者（P＜0.05），且两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ciRS-7 与 miR-7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

呈负相关关系（r = -0.9137，P＜0.0001），ciRS-7 与 FAK 的 mRNA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呈正相

关关系（r = 0.8627，P＜0.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ciRS-7 及 FAK 的 mRNA 和蛋白在胃癌组织中较癌旁组织中表达上调，miR-7 在胃癌组织中

较癌旁组织中表达下调，且 ciRS-7、miR-7、FAKmRNA 的表达情况与胃癌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

及临床分期等病理参数有关。胃癌组织中 ciRS-7 表达水平与 miR-7 表达水平呈负相关关系，c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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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达水平与 FAK 的 mRNA 表达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提示 ciRS-7 可能通过竞争性结合 miR-7，进

而上调 miR-7 靶基因 FAK，促进 EMT，参与胃癌早期浸润转移。 

 
 

PO-354 

CDK5 作为潜在治疗靶点通过调控 lncRNA 信号通路参与结直肠

癌奥沙利铂耐药机制的临床前研究 

 
庄康敏 

广州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耐药是导致恶性肿瘤化学治疗失效而死亡率升高的重要原因，而耐药的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肿瘤干细胞（CSC）作为一类特殊的细胞群，在化疗耐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lncRNA 作为近

年来的研究热点，已被发现能够调控 CSC 的耐药特性。我们前期研究证明细胞周期依赖蛋白激酶

（CDK5）作为一个多功能激酶能够促进结直肠癌的恶性演变，本研究拟通过进行相关的分子生物

学及细胞功能实验，探讨 CDK5 通过调控 lncRNA 介导 CSC 奥沙利铂耐药的具体机制研究。 

方法 构建沉默 CDK5 的结肠癌 HCT-116 稳转细胞株，采用干性诱导、细胞凋亡等探讨 CDK5 对

CSC 形成能力的变化以及相应 CSC 奥沙利铂耐药情况；并构建 lncRNA 表达谱芯片，筛选沉默

CDK5 后与 CSC 形成及耐药特性相关的下游靶基因及调控靶基因表达的 lncRNA，辅以荧光素酶报

告基因实验明确芯片预测结果。最后，通过 RNA 免疫共沉淀实验，明确 CDK5 调控目的 lncRNA

的作用机制。 

结果 沉默 CDK5 之后的 HCT116 细胞株 CSC 集落形成数目显著少于对照组(P=0.026)，细胞干性

标记物 CD133 的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P=0.039)。CDK5 沉默后诱导的 CSC 在奥沙利铂的刺激

下，凋亡活动显著活跃，凋亡细胞明显增多。microarray 数据分析发现沉默 CDK5 后，系列干细胞

相关功能均受到显著抑制。沉默 CDK5 后,以 HMGA1 为核心的众多重要干性因子的表达均受到显

著抑制。沉默 CDK5 后，一系列的 lncRNA 的表达值亦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 lncRNA 

NONHSAT112116.1 (fold change ShCDK5/Scramble: 0.47, P<0.01)可能调控 HMGA1 的表达。

Luc 实验结果显示过表达 NONHSAT112116.1 后 HMGA1 的表达水平显著上调。TCGA 数据分析

显示在 157 例结直肠癌样本中，NONHSAT112116.1 的表达与 HMGA1 显著相关（r=0.9425，

P<0.01）。此外，RIP 实验的结果提示，NONHSAT112116.1 能与 CDK5 特异性下游结合蛋白

Hur 结合。 

结论 CDK5 作为上游因子，通过调控 lncRNA-NONHSAT112116.1/HMGA1 信号通路的活化，发

挥其对结直肠癌 CSC 干性调控及奥沙利铂化疗耐药的作用。本研究的顺利实施有望为确立 CDK5

作为潜在分子靶向治疗药物提供科学依据。 

 
 

PO-355 

Epigenetic silencing of tumour suppressor gene CDKN1A 
by oncogenic Long Noncoding RNA SNHG1 in 

cholangiocarcinoma 

 
Yang Yu,Lin Miao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were to determine if the lncRNA SNHG1, whose 
expression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cholangiocarcinoma could act as the oncogenetic 
molecular of cholangiocarcinoma and to explore the biological mechanism by which lncRNA 
SNHG1 promoted cell proliferation, cell angiogenesisand reduced apoptotic process. Thus,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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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were to provide evidence that lincRNA SNHG1 might serve as a target for 
cholangiocarcinoma(CCA) intervention.Methods 1.qRT-PCR analyses:Real-time PC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SYBR Green (Takara, Dalian China) on an ABI 7500. Results were 
normalized to the expression of glyceralde-hyde-3-phosphatedehydrogenase (GAPDH);  
2.Transfection of cell lines:CCA cells were seeded at six-well plates and then transfected in the 
next day with specific siRNA (100nM) or scramble negative control siRNA (100nM) using 
Lipofectamine 2000;  
3.Subcellular fractionation location:The separation of nuclear and cytosolic fractions was 
constracted using the PARIS Kit;  
4.Cell proliferation analysis:Cell viability was tested with CCK8 kit; 
5.Western blot assay:Cells protein lysates were separated by 10% sodium dodecyl sulphate-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SDS-PAGE) transferred to 0.22 m NC membranes (Sigma) 
and incubated with specific antibodies; 
6.In vivo tumor formation assay:HuCC-T1 cells were stably transfected with shRNA and empty 
vector and harvested from cell culture plates, washed with PBS and re-suspended at 2 × 
107cells/mL; 
7.RNA immunoprecipitation (RIP)assays:RNA immunoprecipitation (RIP)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SNHG1 could interact or bind with the potential binding protein 
(EZH2) using a Magna RIPTMRNA-Binding Protein Immunoprecipitation Kit (Millipore, USA); 
8.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s: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 assays were 
performed using EZ-CHIP KIT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 instruction (Millipore, USA). 
Quantification of immunoprecipitated chromatin DNA was performed and analyzed by using 
qPCR. ChIP data were calculated as a percentage relative to the input DNA by the 
equation 2[Input Ct- Target Ct] × 0.1 × 100; 
9.Whole transcriptome deep sequencing:The sequencing library of each RNA sample was 
prepared by using Ion Proton Total RNA-Seq Kit v2 according to the protocol provided by 
manufacturer (Life technologies, USA);  
10.Statistical analysis:The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was evaluate by 
Student‘s t-test. All data are represented as means ± SD. Two-sided P-values were calculated, 
and a probability level of 0.05 was considered for statisticalsignificance. 
Results 1.SNHG1 is upregulated in human CCA tissues; 
2.SNHG1 regulates CCA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induces apoptosis, and promotes cell 
cyclearrestin- vitro; 
3.SNHG1 regulates CCA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in- vivo; 
4.SNHG1 bings with EZH2 in nucleus, thus epigenetically silencing multiful target genes. 
5.SNHG1 epigenetically silenced CDKN1A transcription through EZH2-Mediated H3K27me3 
demethylation. 
6.CDKN1A is a bona target of SNHG1 and CDKN1A over-expression suppresses CCA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Conclusions In summary,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in tumorigenesis of 
SNHG1, by which SNHG1 could promote malignancy of cholangiocarcinoma through binding 
histone methyltransferase 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 2 (EZH2, the catalytic subunit of the 
polycomb repressive complex 2 (PRC2), a highly conserved protein complex that regulates gene 
expression by methylating lysine 27 on histone H3) and then specified the histone modification 
pattern on the target genes, including CDKN1A, thus facilitating cell survival and metastasis of 
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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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56 

Two cases of citrin deficiency presenting as acute liver 
failure 

 
jing Zhang,Hui Yu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with NICCD will develop either liver failure or adult CTLN2(7-9). Cases of NICCD 
complicated with liver failure have been rarely reported. Here, we describe two cases of NICCD 
complicated with liver failure that were diagnosed using the SLC25A13 test, which may provide a 
basis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NICCD. 
Methods A seventy-three-day-old girl who was born full-term (birth weight 2.4 kg) initially 
presented jaundice five days after birth and was referred to the local maternity hospital for 
phototherapy treatment.and laboratory results. We administered succinic acid adenosine 
methionine, omeprazole, lactulose, and arginine as well as transfused 50 ml of blood plasma. We 
also kept her head immobile and limited fluid intake. After the patient was hospitalized for 5 days, 
liver and blood coagulation functions were improved, and she was discharged. A fifty-eight-day-
old full-term boy (birth weight 3 kg) presented jaundice dark-coloured urine three days after birth. 
The results of the liver function test were normal without any treatment.The infant was fed a 
lactose-free, medium-chain-triglyceride-enriched formula; administered ursodeoxycholic acid, 
compound glycyrrhizin, reduced glutathione, vitamin K1 and lipid-soluble vitamins; and received a 
transfusion of 5 g albumin. Stool frequency was 2 to 3 times per day, and his urine was normal.  
Results his urine was normal. The liver and blood coagulation functions improved after the 
patient was hospitalized for eight days. He regularly visited our hospital for follow-up every three 
months after discharge. His liver function normalized at three months of age, and the jaundice 
disappeared at age 3. 
Conclusion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NICCD are complicated and transient, and 
adiagnosis of NICCD requires a combined evaluation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laboratory 
tests. As an infant‘s body is not fully developed, patients with NICCD may develop liver failure. 
Once a patients presents symptoms indicative of liver failure, clinical doctors should focus on 
these patients and administer effective treatments such as oral arginine, lactulose and proton 
pump inhibitors to prevent co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liver failure. We also need to provide 
effective treatments to prevent and treat complications as well as improve prognosis. Furthermore, 
NICC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infantile acute liver failure. 
 
 

PO-357 

Soluble protein P40 produced by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 enhances tight junction protein expression and 

prevents IFN gamma-induced epithelial barrier damage in 
human enteroids 

 
Xu han

1,2
,Chung Owyang

2
,Sha Huang

3
,Jiyao Li

2
,Jason Spence

4
,Zhaoshen Li

1
,Duowu Zou

1
 

1.Shanghai Changhai Hospital 
2.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ealth System 

3.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4.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epartment of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bjective Altered gut permeability may increase bacterial load and dietary antigens in the lamina 
propia leading to mucosal inflammation. Clinically, probiotics such as Lactobacilli has been shown 
to improve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in experimental animals and reduce symptoms of 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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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Using an enteroid model system, we showed that the supernatant of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 (LGG) prevented IFN gamma-induced epithelial barrier damage.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ccurred independently of the immune modulating effects of the probiotic. However, the 
identity of the secreted substance remains unknown. To characterize the secreted protein by 
LGG we focused on P40 since this is a major band seen on SDS-PAGE analyses of the 
concentrated LGG supernatant. 
Methods 1.Human enteroids were grown from human intestinal crypts and maintained in culture 
for 2 wks. INF gamma was used to induce epithelial barrier damage by causing disruption of tight 
junction. 
2.Recombinant P40 was PCR amplified from LGG genomic DNA and subcloned into the vector. 
The protein was produced using the E. coli strain and purified by nickel nitrilotrialetic acid agarose 
and fast protein liquid chromatography. The purified P40 was used to produce specific antibody 
for subsequent studies. 
3.qPCR and immunofluorescence image studies were used to demonstrate that P40 is 
responsible for improving mucosal permeability in the absence of immune modulation. 
Results INF gamma was used to induce epithelial barrier damage by causing disruption of tight 
junction. Incubation with INF gamma for 24 h caused a 40% and 30% down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of occludin and ZO-1. These changes were prevented by P40. Immunodepletion of 
P40 from LGG supernatant abolished the abilities of the supernatant to prevent downregulation of 
ZO-1 and occludin. In separate studies we used in-outside human enteroid structures to evaluate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epithelium. Human enteroids were injected with the fluorescence dye FD4 
and images were obtaine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up to 24h. Under control conditions, the human 
enteroids retained 50% of FD4 over 24h, while treatment of the enteroids with INF gamma 
impaired permeability resulting in 20% retention of the dye. Administration of P40 prevented 
leakage of dye evoked by INF gamma.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P40 is the first probiotic bacterial product demonstrated to promote 
junction protein expression and maintain mucosal epithelial barrier function. Our findings provide 
a molecular basis for therapeutic application of probiotic bacterial products on inflammation-
mediated intestinal disorders. 
 
 

PO-358 

NSAIDs 对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血清 PGE2、PGI2 的影响 

 
申慧琴,卢雅,宋昱,张剑宏,王琦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省,太原市 

 

目的 研究 NSAIDs 对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血清 PGE2、PGI2的影响，同时根据是否 Hp 感染探讨 Hp

对两者的影响。 

方法 收集我院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1 月服用 NSAIDs 未出血者 35 例,服用 NSAIDs 发生上消化

道出血者 12 例，同时收集同期未服用 NSAIDs 出现上消化道出血者 33 例，要求无重要脏器功能衰

竭、恶性肿瘤病史，近 6 个月内未服用促进前列腺素合成药物，近 3 个月未服用抑酸剂，无长期饮

酒史、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近期无手术、外伤等应激事件，未使用其他抗凝药物。用

ELISA 法测定血清 PGE2、6-keto-PGF1α 水平（因 PGI2 半衰期极短，用其代谢产物 6-keto-

PGF1α 反映 PGI2水平）。 

结果 1.三组血清 PGE2、6-keto-PGF1α 水平比较：服药未出血组 PGE2、6-keto-PGF1α 水平明显

高于其它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Hp 阴性患者三组间血清 PGE2 水平比较：服药未出血组高于服药出血组和未服药出血组，有统

计学差异（P＜0.05）。 

3.Hp 阳性患者三组间血清 PGE2水平比较：服药未出血组 PGE2水平明显高于未服药出血组（P＜

0.05）；服药未出血组 Hp 阴性患者血清 PGE2 水平明显高于 Hp 阳性患者，有统计学差异（P＜

0.05）。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278 

4.Hp 阴性患者三组间血清 6-keto-PGF1α 水平比较；与服药未出血组相比，服药出血组和未服药出

血组血清 6-keto-PGF1α 水平明显降低；服药未出血组 Hp 阴性患者血清 6-keto-PGF1α 水平明显

高于 Hp 阳性患者，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1.服用 NSAIDs 未出血组血清 PGE2、6-keto-PGF1α 水平高于服用 NSAIDs 出血组及未服用

NSAIDs 出血组。 

2.在未服用 NSAIDs 出血组，Hp 对血清 PGE2、6-keto-PGF1α水平无影响。 

3.在服用 NSAIDs 未出血组，Hp 阳性组血清 PGE2、6-keto-PGF1α 水平低于 Hp 阴性组，提示 Hp

感染可能与 NSAIDs 产生协同作用。 

 
 

PO-359 

早期胃单纯和混合性印戒细胞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 

 
胡青青

1
,曹守利

1,2
,庞桃红

1,2
 

1.南京市鼓楼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2.南京大学 

 

目的 有研究称早期单纯性印戒细胞癌有低的淋巴结转移风险及良好的预后。但是，关于早期混合

性印戒细胞癌的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及临床病理学特点的研究报道甚少。本研究的目的是确认早期

单纯和混合性印戒细胞癌的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以及比较它们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和预后。 

方法 这篇回顾性研究纳入了 2005-2015 年在我院行胃癌切除术的 796 名患者，有 160 例是早期印

戒细胞癌，其中 79 例早期单纯性印戒细胞癌和 81 例早期混合性印戒细胞癌。分别从以下因素分析

了两组的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和临床病理学特点：年龄，性别，部位，大体形态，大小，浸润深

度，淋巴脉管浸润，Hp 感染，萎缩性胃炎和淋巴结转移。对进行手术的患者进行了随访，对两组

的 5 年生存率和疾病特异性生存率进行了生存分析。 

结果 早期胃印戒细胞癌的 5 年生存率为 96.25%。单因素分析显示早期单纯性印戒细胞癌淋巴结转

移的危险因素为淋巴脉管浸润（p < 0.0001），早期混合性印戒细胞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为淋

巴脉管浸润（p < 0.0001）、大小（<0.05）和独立危险因素为淋巴脉管浸润（OR: 22.215;95% CI: 

4.786 – 103.112;p < 0.0001）、大小（QR: 2.075; 95% CI: 1.049 – 4.105;p < 0.05）。两组在性

别 (p < 0.0001), 大体形态 (p < 0.05), 淋巴脉管浸润(p < 0.01), 和幽门螺杆菌感染 (p < 0.01)方面有

显著差异。两组的整体生存率和特异性生存率上无显著性差别。 

结论 尽管早期胃单纯性和混合性印戒细胞癌的生存率无明显差异，但混合性的淋巴结转移危险因

素较单纯性多，包括肿瘤大小和淋巴脉管浸润。 

 
 

PO-360 

MIG 诱导 Treg/Th17 失衡促 conA 诱导的小鼠急性免疫性 

肝损伤发展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王涵,田德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MIG 属于 CXC 趋化因子亚家族成员，既往研究认为其能趋化炎性细胞沿着趋化因子浓度信号

达到免疫应答局部，参与免疫调节、炎症损伤等病理过程。但是 MIG 在自身免疫性肝炎中的作用

尚未可知。故在此探讨 MIG 对刀豆蛋白 conA 诱导的急性免疫肝损伤小鼠模型的保护作用及其机

制，以期寻找自身免疫性肝炎的潜在治疗靶点。 

方法 6-8 周龄雌性 C57 小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对照和实验组，共 3 组，每组 8 只，

SPF 级常规饲养。实验组在造模前一天尾静脉注射 MIG 过表达重组腺病毒载体，其余组注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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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一天后模型对照组和实验组给予尾静脉注射刀豆蛋白 ConA（15mg/kg）诱发小鼠免疫性肝

损伤。造模 12h 观察不同剂量的托法替尼对各组小鼠一般状况的影响，随后眼球取血处死小鼠并取

肝脏；Elisa 法检测各组小鼠血清丙氨酸氨基酸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等

生化指标的改变；肝脏多聚甲醛固定后切片 HE 染色对肝组织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考察不同组小

鼠之间炎症病理改变状况；分离肝脏和脾脏 Treg/Th17 细胞观察其比例改变。各组小鼠肝脏组织匀

浆提 RNA 和蛋白分别以 Real time-PCR、Western blot 检测 TNF-α、IFN-γ 的转录及蛋白水平的变

化，取血清用 Elisa 检测 IL-6、IL-10 分泌水平的改变；分离肝脏和脾脏 Treg/Th17 细胞观察其比

例改变。 

结果  ①MIG 过表达组小鼠相对模型组小鼠精神状态、体温等一般状况更差；②MIG 显著增加

ConA 所致免疫性肝损伤小鼠的肝脏系数和小鼠血清 ALT、AST 水平（P 值小于 0.01 或 0.05）；

③肝脏病理 HE 染色示实验租肝脏门静脉炎症浸润，肝脏大片坏死更为严重（P 值小于 0.05）；④

Real 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显示实验租 TNF-α 和 IFN-γ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均显著增高（P

值小于 0.01）；⑤Elisa 示实验组 IL-6 明显升高 IL-10 明显降低；⑥流式细胞术显示 MIG 可打破

Treg/Th17 的平衡，降低其比例（P 值小于 0.01）。 

结论 MIG 显著促进 ConA 诱导的小鼠急性免疫性肝损伤发生发展，显著升高模型组小鼠血清

ALT、AST 的水平，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增加 IL-6 的分泌，打破 Treg/Th17 平衡实现。 

 
 

PO-361 

创面放置羧甲基纤维素膜预防食管环周型 ESD 术后狭窄的 

有效性研究 

 
刘枫

1
,唐健

1
,叶淑芳

2
,季雪良

2
,李兆申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上海市,杨浦区 

2.丽水市人民医院,浙江省,丽水市 

 

目的 对羧甲基纤维素膜预防食管环周型 ESD 术后狭窄的有效性进行探讨。 

方法 将 14 只巴马猪分为实验组（即羧甲基纤维素组， n=7）和对照组（n=7）。通过术前健康观

察和禁食后，在全麻状态下，于食管 40-45cm 段长约 5cm 处行食管环周 ESD 手术。实验组术后

立即在创面放置羧甲基纤维素膜，对照组创面不予处理。术后对体重、进食以及内镜复查情况进行

记录。对术后 14 天处死所获取的食管标本测量狭窄数据，并通过 HE 染色、 Masson 染色对比分

析两组间的固有肌层损伤、黏膜下纤维化程度和上皮再生情况。 

结果  ESD 术后 14 天，实验组和对照组体重均下降，但实验组体重减少百分比（3.09±1.63）%与

对照组体重减少百分比（4.97±3.40）%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p=0.220。术后 7 天，实验组吞咽困

难指数为（1.1±0.7）低于对照组（2.0±0.8），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p=0.055；术后 14 天，实

验组吞咽困难指数为（2.3±0.8）低于对照组（3.3±0.8），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29。术后 14 

天，两组食管均不能顺利通过 9.9mm 直径的内镜，但实验组创面愈合情况好于对照组。经过大体

标本测量，实验组食管黏膜狭窄率为（53.0±5.6） %低于对照组（72.1±4.0） %，有统计学意义， 

p﹤0.05。通过组织病理学检测，实验组新生上皮占创面纵向比例为（0.17±0.01）高于对照组

（0.11±0.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实验组食管黏膜下层纤维化厚度为（1.01±0.24） 

mm 要低于对照组（1.54±0.21）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固有肌层损伤程度评分实

验组中位数为 1（range 0-2）低于对照组中位数 2（range 2-3），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6。 

结论 内镜下放置羧甲基纤维素膜于食管环周 ESD 术后创面，可有效减轻猪食管术后狭窄程度，为

预防食管环周 ESD 术后狭窄提供了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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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62 

以黄疸为首发症状的肺癌一例报告 

 
张英,方向明 

武汉市普仁医院(原：一冶职工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探讨以黄疸为首发症状的肺癌患者的临床特点，以及影像学技术在梗阻性黄疸的鉴别诊断中

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2017 年 1 月在武汉市普仁医院消化内科就诊的 1 例 76 岁男性患者（以―皮肤巩膜黄

染 1 周‖为主诉，而最后诊断为肺癌）的临床资料、诊疗经过，并进行经验总结及文献复习。 

结果 患者以皮肤巩膜黄染伴纳差、乏力主要临床表现，发病过程中无咳嗽、咳痰、咳血、胸闷、

胸疼等呼吸道症状。入院体格检查可见全身皮肤巩膜黄染，实验室检测提示总胆红素 158umol/l、

谷草转氨酶 226.1U/L、谷丙转氨酶 184.4U/L。结合患者的症状体征，化验检查，以及其他的影像

学资料，最终行全身 PET-CT 显像检查，结果提示右肺下叶恶性肿瘤性病变伴右肺门、胰头旁淋巴

结、左侧肩胛骨、左侧髂骨及右侧腹壁转移；伴胰头旁肿大淋巴结压迫致胆囊增大，肝内、外胆管

及胆总管上段扩张。最后诊断为肺恶性肿瘤并远处转移，患者因转移性胰头旁淋巴结肿大，压迫胆

道，导致黄疸。 

结论 在临床诊断中，以黄疸就诊而确诊肺癌的病例极为罕见；而且梗阻性黄疸的鉴别诊断复杂，

尤其是肝外梗阻性黄疸，其病因不仅仅是消化系统疾病所致，也可能与消化系统以外的疾病相关。 

 
 

PO-363 

替普瑞酮结合根治 HP 对慢性萎缩性胃炎（CAG）的影响 

 
李兴,龚敏 

萍乡市人民医院,江西省,萍乡市 

 

目的 探讨替普瑞酮结合根治 HP 对慢性萎缩性胃炎（CAG）的影响 

方法 将 85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奥美拉唑、克拉霉素、阿

莫西林、枸缘酸铋钾治疗 2 周，再替普瑞酮连续 3 个月）和对照组（仅用奥美拉唑、克拉霉素、阿

莫西林、枸缘酸铋钾治疗 2 周），在治疗前后分别行胃镜及病理检查，观察 CAG 的转归。 

结果 胃镜观察治疗后治疗组显效 10 例，有效 20 例，无效 19 例，总有效率 61．22％，Hp 转阴率

93．33％；对照组显效 2 例，有效 8 例，无效 26 例，总有效率 27．77％，Hp 转阴率

86．67％；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X2=5．16。P〈0．05），而 Hp 转阴率两组无明显

差异（X2=0．37，P〉0．05）。病理组织观察发现，替普瑞酮组治疗后能明显改善 CAG 萎缩（P

〈0．05）、肠化（P〈0．05）及炎症（P〈0．05），但对异型增生无明显影响（P〉0．05）；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趋势（P 值接近显著性水平）；治疗前后组织病理的萎缩与肠化

改变一致（r=0．38，P〈0．05），内镜观察与病理组织学改变同步。 

结论 替普瑞酮结合根除 Hp 对 CAG 组织病理有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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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64 

夜间加餐对乙肝肝硬化患者营养状况的影响 

 
刘洁,李嘉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乙肝肝硬化患者发生营养风险情况，观察夜间加餐对有营养风险患者的营养状态及预后

的干预作用。 

方法 采用连续抽样方法对 2013 年 2 月至 2014 年 2 月天津某三甲医院肝病内科入院乙肝肝硬化患

者采用营养风险筛查 2002（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2002，NRS 2002）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将

符合入选标准的 150 例患者分为夜间加餐（Late Evening Snack，LES ）联合综合治疗的干预组

和一般综合治疗的对照组，采用白蛋白(Albumin, ALB)、前白蛋白（Pre-albumin, PA)、淋巴细胞

计数（Total Lymphocyte Count，TLC）、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及惯用手握力

（Grip Strength）作为评定指标；同时记录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病死率等。 

结果 乙肝肝硬化患者总的营养风险发生率占 46%；观察 4 周后，干预组在 ALB、PA、TLC 及握力

方面较对照组均有明显改善（p<0.05）；但两组患者 BMI 升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肝

功能较好患者其营养状况改善明显，差异在不同 Child-pugh 分级患者间有统计学意义；干预组并

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并发症=0.037；p 病死率=0.026）。 

结论 乙肝肝硬化患者存在较高的养风险发生率，联合夜间加餐可以很好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对

其临床治疗和预后有积极作用。 

 
 

PO-365 

尼古丁对大鼠胰腺组织在体胰腺星状细胞活化、凋亡的影响 

 
李志仁,郝建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市,朝阳区 

 

目的 慢性胰腺炎（CP）是一种由各种病因引起的胰腺组织和功能发生不可逆的损害的慢性炎症性

疾病，患病率有逐年增多的趋势。胰腺纤维化是慢性胰腺炎的病理变化，细胞外基质沉积是胰腺纤

维化发生的物质基础，主要由胰腺星状细胞（PSC）合成，PSC 的活化在胰腺纤维化中具有重要

作用。吸烟被认为是慢性胰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吸烟与慢性胰腺炎形成的内在作用机制尚不明

确，尼古丁是烟草的主要组成部分，被认为在与吸烟相关的胰腺疾病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是，尼古丁是否参与慢性胰腺炎的胰腺纤维化过程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通过尼古丁皮

下注射，从动物实验方面，探讨尼古丁对大鼠胰腺组织在体 PSC 活化、凋亡的影响，进一步揭示

尼古丁参与胰腺纤维化形成的可能作用机制。 

方法 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 15 只，按尼古丁作用时间分为对照组、4w 组、6w 组，每组各 5 只，

实验组用尼古丁溶液按 1mg/kg*d 皮下注射，对照组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HE 染色观察大鼠胰腺

组织病理学变化，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大鼠胰腺组织 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蛋白的定位

分布及表达，Westrn blot 检测大鼠胰腺组织 PSC 活化标志物 α-SMA 和Ⅲ型胶原（ColⅢ）蛋白的

表达，Real-time PCR 检测大鼠胰腺组织 PSC 活化标志物 α-SMA 和Ⅰ型胶原（ColⅠ）mRNA 的

表达，TUNEL 染色检测大鼠胰腺在体 PSC 的凋亡。 

结果 对照组、4w 组、6w 组大鼠胰腺组织均表现为腺泡结构完整，无破坏，腺泡细胞排列整齐，

无肿胀、萎缩，间质无增宽，无结缔组织增生及纤维化，各组大鼠胰腺组织病理学观察无明显变

化。α-SMA 蛋白在大鼠胰腺组织腺泡区主要表达于腺泡间质，4w 组大鼠胰腺组织 α-SMA 蛋白和

mRNA、I 型胶原 mRNA、III 型胶原蛋白的表达较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6w 组大鼠胰腺

组织 α－SMA 蛋白和 mRNA、I型胶原 mRNA、III型胶原蛋白的表达较对照组及 4w 组升高显著上

升（P<0.05）。对照组、4w 组、6w组大鼠胰腺组织中凋亡的 PSC 数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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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长期慢性（6w）的尼古丁刺激可以促进大鼠在体 PSC 的活化，但对大鼠在体 PSC 的凋亡无

明显作用。 

 
 

PO-366 

精细化护理管理在复发性急性胰腺炎患者随访中的应用效果 

 
陈莉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上海市,杨浦区 

 

目的  探讨精细化护理管理在复发性急性胰腺炎患者随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本研究依托国家消化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医疗资源，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间，

就诊于我科门诊的 72 例 RAP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最终 8 人在随访中退出研究。采用自身对照的方

法，建立前瞻性研究队列，采取精细化护理管理模式对病人进行随访研究，队列随访时长为 12 个

月。根据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评价，每 3 个月一次，做好电话随访留存记录，满 12 个月进行

集中随访一次。根据对遵医行为，疾病改善情况以及患者满意度等指标评估精细化护理的效果。 

结果 精细化护理管理干预后 RAP 患者发作频率、发作 VAS 疼痛评分及饮酒情况明显低于干预前

（p<0.05），高脂/高蛋白饮食、按时服药、BMI 改善情况均较干预前有所改善（p<0.05），同时

患者对此干预模式表示满意（p<0.05），有助于其进行疾病自我管理。 

结论 实施精细化护理管理能有效改善患者疾病情况，提高遵医行为，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和满意

率，为提高 RAP 患者护理质量提供一定的借鉴。 

 
 

PO-367 

应用芝加哥分类分析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食管动力的特点 

 
陈智颖 

大连市中心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应用芝加哥分类分析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食管动力的特点。 

方法  纳入 2013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确诊的 36 例 RGERD 患者、24 例非 RGERD 患者，同时

纳入 2015 年 1 月至 6 月的 22 名健康志愿者，进行高分辨率食管测压检查，应用芝加哥分类分析

RGERD 患者的食管蠕动收缩功能，同时分析食管下括约肌压力（LESP）及长度（LESL）、远端

收缩积分（DCI）、远端潜伏期（DL）和收缩中断（Bresks）等指标。 

结果  根据 2014 芝加哥分类标准，36 例 RGERD 患者共进行 360 次液体吞咽，其中正常食管蠕

动、失蠕动、弱蠕动及过度蠕动分别占 52.22%（188 次）、27.78%（100 次）、16.11%（58

次）、3.89%（14 次）；完整收缩、间断收缩及期前收缩分别占 79.17%（285 次）、0.83%（3

次）、3.06%（11 次）。36 例 RGERD 患者中最常见的食管动力障碍类型是无效食管动力

（50%，18 例）；其次为非特异性食管动力异常（25%，9 例）、食管动力功能完全正常

（16.67%，6 例）、食管裂孔疝（8.33%，3 例）、食管过度收缩（5.56%，2 例）及远端食管痉

挛（2.78%，1 例）。22 例健康志愿者、24 例非 RGERD 患者及 33 例 RGERD 患者（除外远端食

管痉挛 1 例、食管过度收缩 2 例）比较：LESP 值及 LESL 值 RGERD 患者<非 RGERD 患者<健康

志愿者；DCI 值非 RGERD 患者<RGERD 患者<健康志愿者；DL 值及 Breaks 值非 RGERD 患

者>RGERD 患者>健康志愿者；组间比较均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RGERD 患者在吞咽过程中，仅部分吞咽出现收缩力度及收缩模式的异常；无效食管动力是

RGERD 患者主要的食管动力障碍类型，但食管蠕动收缩功能障碍并不是 RGERD 发病的主要因

素；LESP 及 LESL 降低是 RGERD 发病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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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68 

25 例儿童炎症性肠病病例的临床资料分析 

 
谢昀霏,刘梅,熊晶晶,赵亚玲,李檬,曾洁,曹佳,黄永坤（通讯作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对 25 例炎症性肠病患儿的临床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以便了解该病的发病年龄、性别、相关

的病因、临床表现、检查结果和治疗，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为今后的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方法 用回顾性分析法，收集我科近 3 年 25 例确诊为炎症性肠病患儿的一般资料、临床表现、诊疗

结果包括实验室检测指标、影像学、内镜和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药物治疗效果等相关信息。 

结果 在 25 例炎症性肠病患儿中，男性患儿发病率高（具体数据），在幼儿期至青春期各阶段均有

发病，青春期所占比例最高，年龄越小，发病率越低。疾病的发生与婴儿期人工喂养、反复肠道感

染、曾行胃肠道手术（主要为阑尾切除术）、不良的饮食结构及不规律进食、抗生素的反复使用等

密切相关。临床表现多以腹痛起病，肠外症状以口腔溃疡及关节疼痛多见，全身症状发生率较高，

以体重减轻/发育迟缓最多见。检查结果如白细胞升高、血红蛋白降低、血小板计数增加、白蛋白

降低、炎症指标升高等指标可协助诊断。腹部 MRI特别是 MRE 对 IBD 阳性预测率较高。内镜是诊

断 IBD 的金标准，本次研究中以肠粘膜炎性改变最常见。氨基水杨酸类对大多数 IBD 儿童的疗效

理尚好，且不良反应轻微，耐受率可；对少部分病情较重患儿予联合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仍可

获得良好的疗效。 

结论 本研究提示炎症性肠病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腹泻、便血等消化道症状，还可表现为肠外及

全身症状。诊断主要以内镜检查为金标准，实验室检查及腹部 MRI 检查可协助 IBD 的诊断。治疗

主要以药物为主，其中氨基水杨酸类为有效的一线药物，联合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重度

IBD 患儿可取得较满意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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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69 

Risk of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in acute ulcerative colitis 
patients: A real life situation from 17 center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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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Xijin Hospital，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4.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 

5.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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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1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1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13.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14.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15.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16.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Ruijin Hospit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17.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18.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19.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erospace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Cytomegalovirus (CMV) infection can significantly complicate and worsen the condition 
of acute severe UC patients. However, follow the footsteps of western countries, the situation of 
CMV infection wa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in China now.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predicting risk factors to prevent and early identify the CMV infection in acute UC patients. 
Methods  115 moderate-to severe active UC patients from 17 hospitals all over China were 
enrolled. The active CMV infection was diagnosed by one positive of CMV pp65 antigens, CMV-
IgM antibodies or CMV-DNA. We compared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complications, laboratory tests, disease patterns and medications between CMV 
infection and non-CMV infection patients. Further, we identified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by 
multivariate analyses. 
Results  64 of 115 active UC patients had active CMV infection. Compared to the non-CMV 
infection patients, the CMV infection patients had tendency of male gender, abdominal pain, fever, 
oral ulcer, eosinopenia, low albumin, low immunoglobulin (Ig)A, low IgM, low IgG, high 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hyponatremia, pan-colonic lesion, initial onset type, severe 
activity, large dose of glucocorticoid and usage of immunosuppressive (P<0.05). In further 
multivariate analyses, high-dose of glucocorticoid (OR 13.55, 95%CI 2.49-73.61, P<0.01) and 
immunosuppressive (OR 11.23, 95%CI 1.05-119.99, P=0.04)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CMV infections. Conversely, high eosinophil (OR 0.19, 95%CI 0.05-0.76, P=0.02) and serum 
albumin levels (OR 0.84, 95%CI 0.73-0.97, P=0.02) seems to have protective effect of CMV 
infections. 
Conclusions  High-dose glucocorticoid and immunosuppressi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isk 
of CMV infection, correcting eosinopenia and low albumin may benefit to preventing CMV 
infection in Chinese U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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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70 

以 IIFAR 为基础的信息支持对炎症性肠病患者疾病 

不确定感的影响 

 
卞秋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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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构建以 IIFAR 为基础的信息支持方案，验证以 IIFAR 为基础的信息支持方案对炎症性肠病患

者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为制定更加有效的健康教育模式提供依据。 

方法 将入住我院消化科的 120 例炎症性肠病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的是以 IIFAR

为基础的信息支持方案，对照组采用的是常规的健康教育，收集实验组和对照组入院当天及出院时

的疾病不确定感、IBD 相关知识及出院时对健康教育的满意度，比较两组患者疾病不确定感得分、

IBD 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及对护士提供的健康教育的满意度之间的差异。 

结果 1.研究组与对照组干预前疾病不确定感得分均处于较高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两组

疾病不确定感得分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2. 研究组与对照组干预前疾病不确定感的不明确性维度得分均较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研

究组不明确性维度得分降低幅度较大，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研究组与对照组干预前疾病不确定感的复杂性维度得分均较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研究

组复杂性维度得分下降幅度比对照组大，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研究组与对照组干预前疾病不确定感的信息缺乏维度得分均较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研

究组的信息缺乏维度得分比对照组降低幅度大，差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 

5. 干预前研究组与对照组疾病不确定感的不可预测性维度得分也较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得分均较干预前有所下降，但研究组的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6. 干预前研究组与对照组疾病知识掌握情况均不好，两组得分均较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

研究组疾病知识掌握情况提高幅度远大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7. 干预后研究组对护士提供的健康教育的满意度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结论 以 IIFAR 为基础的信息支持较常规健康教育能更有效的降低炎症性肠病患者的疾病不确定

感，更有效的提高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情况，提高患者对健康教育的满意度。 

 
 

PO-371 

水下内镜切除术在消化道肿瘤治疗中的应用—附 452 例综合分析 

 
杨勤钰,李雪洋,丁玲,蔡燕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探讨水下内镜切除术在治疗消化道肿瘤中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通过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搜索引擎 PubMed，分别以―Underwater 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Underwater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Underwater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为关键词，检索出相关文献，汇总病例并进行分析。 

结果 共检索出 40 篇相关文献，纳入 452 例病例，其中水下内镜黏膜切除术（UEMR）413 例，水

下内镜黏膜下剥离术（UESD）37 例，水下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UPOEM）2 例。413 例 UEMR

患者一共有 468 个病灶，成功切除率为 98.5%，其中整块切除率达 61.1%，整块切除者的 R0 切除

率为 94.3%；37 例 UESD 患者共有 39 个病灶，所有病灶均经 UESD 完整剥离；2 例 UPOEM 患

者成功行水下黏膜下隧道建立及肌切开。全组术后并发症较低，以出血多见，其它包括穿孔，十二

指肠腔狭窄，低钠血症，吸入性肺炎，自限性息肉切除术后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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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水下内镜切除技术是一项较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易于掌握且操作方便。今后仍需要更多

的临床研究以及长期随访资料，以明确水下内镜切除术与常规 EMR 或 ESD 相比的优势及适应

症，以便在临床应用及推广。 

 
 

PO-372 

ALT/ALP 比值在药物性肝损害诊断的临床意义 

 
兆佳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辽宁省,辽阳市 

 

目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身体健康越来越显得重要，很多人长期应用一些保健药物及中草

药自我保健，另外一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口服药物，包括解热镇痛药，降脂药及一些抗生素

等药物，却不知长期用药物可能导致药物性肝损害。在患者行肝酶检查时发现 ALT 及 ALP 等有不

同程度升高。 

方法 对于可疑药物性肝损伤患者，清晨空腹抽取外周静脉血 3ml，分离血清进行检测出 ALT 和

ALP 的数值，以 ALT/ALP 得出 R 值，分为 3 型： 

    1、肝细胞损伤型：ALT 大于正常值上限 2 倍以上，或 ALT/ALP 比值大于等于 5； 

    2、胆汁淤积型：ALP 大于 2 倍正常值上限，ALT/ALP 比值小于等于 2； 

3、混合型：ALT 和 ALP 均大于 2 倍正常值上限，ALT/ALP 比值介于 2-5 之间。 

结果 以上药物性肝病患者中年龄最小的 19 岁，最大的 94 岁，女性患者 111 名，男性患者 100

名。伴有腹痛、腹胀，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黄疸等不同程度临床症状。化验肝酶检查有

不同程度升高，并排除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胆汁淤积性、循环障碍、免疫疾病、寄生虫感染、遗

传和代谢性疾病及营养障碍等原因所致肝损伤，通过询问长期或近期用药史考虑为药物因素所致肝

功异常，根据 ALT/ALP 比值得出结论。 

结论 其中肝细胞损害型 43 例，胆汁淤积型 121 例，混合型 48 例，以上患者均未为行肝活检检

查，通过停用可疑引起肝损害药物并保肝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复查肝酶均有不同程度

下降，有 70%的患者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有的达到治愈水平。 

 
 

PO-373 

益生菌对炎症性肠病幼鼠 Th17 细胞的调节作用研究 

 
李婧,陈云燕,宋诗蓉,吴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利用 2,4,6-三硝基苯磺酸（TNBS）诱导炎症性肠病(IBD)幼鼠模型，观察鼠李糖乳杆菌

（LGG）对 IBD 幼鼠结肠白细胞介素-17A（IL-17A）水平的影响，探讨益生菌对 Th17 细胞的调节

作用。 

方法 将 36 只健康雄性 4 周龄 SD 幼鼠随机分为 4 组，禁食不禁水 24 小时后：(1)空白对照组（8

只）：首日予生理盐水灌肠，后每日饮用水灌胃 1 次；(2)LGG 对照组（8 只）：首日予生理盐水

灌肠，后每日 LGG(1*10^9CFU)灌胃 1 次；（3）IBD 组（10 只）：首日造 IBD 模型成功后每日饮

用水灌胃 1 次；（4）IBD-LGG 组（10 只）：首日造 IBD 模型成功后每日 LGG(1*10^9CFU)灌胃

1 次。每天同一时间记录幼鼠体重，观察一般状态、大便性状及隐血，进行 IBD 疾病活动指数评分

（DAI）。第 7 天处死 4 组幼鼠，留取结肠组织标本，对组织进行固定、石蜡包埋及切片，HE 染

色观察黏膜损伤情况，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切片 Th17 细胞相关因子 IL-17A 表达水平。 

结果 两对照组幼鼠正常进食，体毛光滑，大便性状正常，便潜血均为阴性，IBD 组、IBD-LGG 组

幼鼠在造模后即出现腹泻及排粘液血便表现，而后出现饮食水减少，反应迟钝，精神萎靡，皮毛松

散，无光泽等，LGG 治疗后，IBD-LGG 组在便性状及隐血方面明显缓解。7 天后各组幼鼠体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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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长，但各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IBD 组和 IBD-LGG 组前 3 天 DAI 评分无明显差

异，第 4 天起 IBD 组 DAI 评分明显高于 IBD-LGG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对照

组结肠大体组织及病理切片未见明显异常。IBD-LGG 组和 IBD 组则显示肠道炎症改变明显，大体

组织可见明显充血、水肿，甚至糜烂及溃疡，镜下可见肠黏膜大量炎症细胞浸润，部分可见炎性肉

芽肿形成，腺体正常结构破坏，但 IBD-LGG 组较 IBD 组减轻。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IBD-LGG 组结

肠组织的阳性细胞较 IBD 组明显减少。两对照组结肠组织偶可见少许阳性细胞。与空白对照组相

比，LGG 对照组 IL-17A 含量明显降低（P＜0.05），IBD 组 IL-17A 的含量显著升高（P＜

0.05），且 IBD-LGG 组 IL-17A 水平较 IBD 组降低，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益生菌治疗可减轻 IBD 幼鼠肠道炎症，缓解症状，其机制可能与调节 Th17 细胞进而调节细胞

因子 IL-17A 表达有关。 

 
 

PO-374 

CAMSAP2-mediated Noncentrosomal Microtubule 
Acetylation Promote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eta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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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Emerg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noncentrosomal microtubules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intracellular transport, cell polarity and cell motility. CAMSAP2, a microtubule minus-end-
targeting protein, can serve as a ―seed‖ for noncentrosomal microtubules outgrowth, which are 
required for directional cell migration. However, it is unknown whether CAMSAP2-decorated 
noncentrosomal microtubules exist or function in cancer cells.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CAMSAPs (CAMSAP1, CAMSAP2 and CAMSAP3), HDAC6 and 
acetylated α-tubulin were analyz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two independen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cohorts (n = 690 and n = 312 samples, collected from Xijing and Tongji hospital 
respectively). Immunofluorescence and co-immunoprecipitation were used for structural, 
morph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analyses of CAMSAP2-mediated noncentrosomal microtubule. 
Serial deletion,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luciferase report 
assay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c-Jun binding sites in HDAC6 promoter region. In vitro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says and in vivo metastatic colonization assays were utiliz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s of CAMSAP2 in HCC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Results Here, we present the first evidence that CAMSAP2 i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human 
HCC tissues and indicates a poor prognosis. CAMSAP2 can be specifically deposited on MT 
minus-ends to form CAMSAP2-decorated noncentrosomal microtubules in HCC cells. We 
showed that CAMSAP2 depletion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tially noncentrosomal 
microtubule array into a completely radial centrosomal pattern, thereby impairing HCC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Strikingly, both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showed that CAMSAP2 depletion strongly reduced the abundance of acetylated microtubules in 
HCC cells. Further, we found that HDAC6, a tubulin deacetylase, was critical for regulating 
CAMSAP2-mediated microtubule acetylation in HCC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In addition, 
CAMSAP2 repressed endogenous HDAC6 expression through activating the JNK/c-Jun pathway. 
Serial deletion,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and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s showed that 
HDAC6 was a direct transcriptional target of c-Jun. In two independent HCC cohorts, CAMSAP2 
expression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cetylation level of microtubules but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HDAC6 expression. Kaplan-Meier analysis showed that patients wirh positive coexpression 
of CAMSAP2 and acetylated α-tubulin or the expression pattern of CAMSAP2(+)/HDAC6(-) 
indicated a poor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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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CAMSAP2-mediated noncentrosomal microtubules promote HCC metastasis by 
activating the JNK/c-Jun pathway to induce the transrepression of HDAC6 expression, resulting 
in an increased abundance of acetylated microtubules. Thus, CAMSAP2 may serve as a 
candidate biomarker for HCC prognosis and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PO-375 

Elevated mitochondrial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level of 
Tumor Sphere cells as a metastatic trait 

 
caihua wang

1
,Liming Shao

1
,Chi Pan

1
,Jun Ye

1
,Zonghui Ding

2
,Jia Wu

1
,Qin Du

1
,Yuezhong Ren

1
,Chunpeng Zhu

1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2.Mayo Clinic Arizona， Scottsdale， Arizona 

 
Objective The illusive association between ROS level of cancer stem cells (CSCs) and cancer 
metastasis poses a challenge to CSCs-targeting therapy. 
Methods Four different cell lines were used to isolate tumor spheres and to analyze the 
stemness features of tumor sphere cells including proliferation, self-renewal potential, 
differentiation, drug-resistance and cancer metastasis in vitro and in vivo. ROS assay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intracellular ROS level of tumor spheres cells.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ROS in regulating cancer 
metastasis. 
Results Tumor spheres possessed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CSCs, and ROS high-tumor 
spheres (RH-TS) with elevated mitochondrial ROS level exclusively drove metastases formation. 
The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showed metabolic remodeling, downregulation of epithelial marker 
and upregulation of mesenchymal markers, and the activation of MAP kinase cascades. 
Furthermore, 14 up-regulated genes in RH-TS cells were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overall survival 
of different cancer patients. 
Conclusions CSCs characterized by elevated ROS level potentiate cancer metastasis. 
Mechanistically, elevated ROS level, especially the mitochondrial ROS level, activates the MAPK 
cascades, resulting in the EMT process of RH-TS cells, thereby potentiating caner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PO-376 

肠梗阻减压导管与金属支架在急性左半结肠癌梗阻中的疗效分析 

 
安悦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对比经肛型肠梗阻减压导管(TDT)与自膨式金属支架(SEMS)在急性左半结肠癌性梗阻中的临

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0 月经 TDT(n=67)或 SEMS(n=139)治疗的急性左半结

肠癌所致梗阻的患者，对比两组操作成功率、梗阻症状缓解率、并发症发生率、术后经口进食时间

及外科手术后各项指标及费用。 

结果 TDT 组 和 SEMS 组技术成功率分别为 95.6％和 97.1％，梗阻症状缓解率分别为 86.6％和

92.8％。TDT 组中 4 例再梗阻，4 例导管移位，1 例穿孔；SEMS 组 2 例再梗阻，1 例支架移位， 

2 例支架术后发生弥漫性腹膜炎，1 例穿孔。TDT 较 SEMS 更易移位（P=0.02），其余并发症发

生率并无明显差异。TDT 组和 SEMS 组患者术后经口进食时间分别为 8.1±3.8 天和 2.4±1.5 天

(P=0.00)。随后 TDT 组与 SEMS 组分别有 44 例和 72 例行外科肿瘤切除术，一期吻合率分别为

63.6％和 73.6％（P=0.26），仅 TDT 组出现 1 例吻合口瘘。TDT 组与 SEMS 组手术时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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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75.9 分钟和 162.0±56.8 分钟（P=0.01），术后住院时间为 13.0（10.3,17.0）天和 12.0

（11.0,15.0）天（P=1.00）。TDT 组与 SEMS 组接受外科手术的患者总治疗费用平均为 84547 元

和 87562 元（P=0.26）。 

结论 TDT 与 SEMS 均可有效缓解急性左半结肠癌性梗阻，效果安全可靠，且 SEMS 解除梗阻速度

更快，并发症率更低。二者相比传统外科分期手术均有效降低造瘘率。 

 
 

PO-377 

肝硬化患者消化道出血预测因素分析及模型建立 

 
赵心怡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对肝硬化患者出现消化道出血的危险因素进行探索并建立 Cox 回归模型评分系统（以下简称

自建模型 C-Score），比较自建模型 C-Score 与经典肝硬化预后预测模型(MELD、MELD-Na 及

CTP 分级)对确诊为肝硬化后 3 年、5 年及 10 年内消化道出血风险的预测价值，为临床防治肝硬化

后消化道出血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按照 3:1 随机将 756 例肝硬化患者分为建模组（567 例，其中消化道出血患者 110 例）及验

证组（189 例，其中消化道出血患者 31 例），通过单因素、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得出建模组肝

硬化患者消化道出血的危险因素，并在验证组中进行验证，随后建立自建模型 C-Score。应用受试

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及曲线下面积(AUC)对自建模型 C-Score、MELD、MELD-Na 评分及 CTP

分级进行比较。使用时间依赖的 ROC 曲线分析（survival ROC）计算不同模型的置信区间

（95%CI），用生存树函数对模型进行截断值的划分，比较不同模型对肝硬化患者消化道出血风险

预测的准确性。 

结果  1、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模型逻辑回归分析显示：肝性脑病分期、腹水的严重程度、凝

血酶原时间（PT）及血清钠离子水平（Na+）可以作为肝硬化后消化道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2、Cox 回归评分系统：自建模型 C-Score 中，肝性脑病 1-2 期得 10 分，肝性脑病 3-4 期得 8 分，

少量腹水得-9 分，中量或大量腹水得 6 分，凝血酶原时间（PT）每秒得 0.4 分，血清钠离子水平

（Na+）减去 135 后每 mmol/L 得-0.5 分。3、ROC 效能验证：建模组 3 年、5 年及 10 年的 ROC

预测面积分别为 0.676、0.680 及 0.691；验证组中 3 年、5 年及 10 年的 ROC 预测的面积分别为

0.624、0.640、0.645，显示取得了较好的预测效果，通过与 CTP 分级、MELD 评分及 MELD-Na

评分的对比，证明了自建模型 C-Score 对肝硬化患者出现消化道出血有较好的预测能力。 

结论 1、肝性脑病、腹水、凝血酶原时间（PT）及血清钠离子水平（Na+）可作为肝硬化消化道出

血的独立危险因素。2、自建模型 C-Score 对肝硬化后消化道出血有较好的预测价值，且与 CTP 分

级、MELD 及 MELD-Na评分相比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关. 

 
 

PO-378 

阶段式健康教育对食管癌患者术后健康知识及康复的影响研究 

 
何欢 

重庆市肿瘤医院,重庆市,沙坪坝区 

 

目的  对食管癌病人进行实施阶段式健康教育指导，探讨其对患者术后健康知识及康复的影响，对

其进行分析研究。 

方法 将我院 102 例食管癌患者随机分成两个组别，分别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51 例。其中对

照组进行医院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阶段式健康教育指导，比较两组的改善

效果及康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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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掌握健康知识的程度明显较优且术后胸管拔除时间、排气时间及住院

时间均缩短，组间比较具有显著差异(P<0.05)，以及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 

结论 对食管癌患者采用阶段式健康教育有效措施，可有有助患者掌握术后健康知识，促进病患康

复，护理满意度有效提高，在临床上具有借鉴意义。 

 
 

PO-379 

三种食团进行高分辨率食管测压在检测非梗阻性食管源性 

吞咽困难食管动力的价值 

 
邵蔚 

 

目的 运用 HRM 方法对 NOD 的患者实行食管测压，分析 NOD 患者的食管动力学特点，进一步分

析三种食团在检测食管动力异常中的作用。 

方法 纳入 70 例非梗阻性食管源性吞咽困难患者及 10 例健康志愿者，采用 Medical Measurement 

Systems 公司的 22 通道水灌注测压系统，分别对使用 10 次 5ml 液体、10 次 5ml 黏胶以及 10 次

固体吞咽进行高分辨食管测压，将三种方法在检测食管动力异常的价值进行分析比较。按照最新芝

加哥分类 V3.0 规范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70 例 NOD 患者中，根据芝加哥分类 V3.0 规范，有 47 例食管蠕动功能异常，其中 15 例无

效食管动力(21.43%)，9 例非特异性食管动力异常(12.86%)，7 例贲门失弛缓症(10.00%)，6 例间

断蠕动(8.57%)，4 例无收缩(5.71%)，3 例过度收缩(4.29%)，3 例远端食管痉挛(4.29%)；23 例食

管动力功能完全正常(32.86%)。 

2.使用黏胶吞咽法，总共发现 59 例(84.29%)食管动力异常，检出率比液体吞咽法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8)。固体吞咽法共检测出 61 例(87.14%)食管动力异常，检出率比液体吞咽法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黏胶吞咽法检出率与固体吞咽法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食管动力异常组、食管动力正常组及健康对照组的 UES 长度、LES 长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食管动力异常组、食管动力正常组的 UES 静息压、LES 静息压均高于健康对照组，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结论 1.NOD 患者的食管动力异常类型多为 IEM，其次为 NEMD、贲门失弛缓症、间断蠕动、无收

缩、食管过度收缩、DES。 

2.在常规液体吞咽食管测压方法的基础上加入黏胶、固体吞咽，可以帮助提高食管动力异常的检出

率，其中固体吞咽法最明显。 

 
 

PO-380 

Comparison of Effects of iodine-125 seeds stent and 
Common Biliary Stent in Palliativ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Cholangiocarcin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ing qiu 

pingxiang people hospitle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iodine-125 seeds stent and common biliary stent in palliativ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cholangiocarcinoma. 
Methods A systematic search was performed using PubMed, MEDLINE, EMBASE and Cochrane 
library databases for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s (RCTs) compar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between the iodine-125 (125I) seeds stent group and common biliary stent in the palli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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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esectable cholangiocarcinoma. Statistical evaluation of the total bilirubin, durations of stent 
patency, survival time, ratios of complication were assessed. 
Results Compared the postinterventional total bilirubin level and complication,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s between the iodine-125 seeds stent group and common biliary stent 
group, but there was a prolonged survival time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 [WMD] 130.25 days;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2.73, 157.77; I2=93%) and prolongation of stent patency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 [WMD] 129. 72 days;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89. 94, 169. 50; 
I2=95%) in the iodine-125 seeds stent group. 
Conclusions 125I seeds stent group is superior to common biliary stent in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cholangiocarcinoma，because it can prolong the duration of stent patency and the 

patients survival time, while without increasing the complication rates. 
 
 

PO-381 

不同胃疾病患者胃粘膜组织 HpSlyD+菌株感染与 Wnt 通路相关

蛋白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郭倩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利用胃镜活检组织标本探讨不同胃疾病 H.pylori 阳性及 HpSlyD 阳性菌株感染与 Wnt 通路相

关蛋白 CDX2、E-cadherin、TCF4、β-catenin 表达的关系；比较在 H.pylori 不同感染状态下，不

同胃疾病与上述 Wnt 通路相关蛋白表达的相关性，明确 HpSlyD 阳性菌株感染的致病性及其可能的

致病机制。 

方法 1.选取 2008 年-2011 年期间庄河胃癌筛查受试者胃镜活检石蜡包埋组织标本共计 365 例，2.

将上述石蜡包埋组织进行切片，然后提取石蜡包埋组织的 DNA。3.通过 PCR 方法扩增 H. pylori 保

守基因（16s rRNA、glm M 等）。在 H.pylori 阳性人群中，利用 PCR 方法扩增 HpslyD 基因保守

区。4.利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组织标本中 CDX2、E-cadherin、TCF4 及 β-catenin 的表达情况。5.

在各种疾病中，分别比较 H. pylori 阳性和 H.pylori 阴性组间及 HpslyD 阳性和 HpslyD 阴性组间上

述指标蛋白表达的差异；在 HpslyD 阳性组中，比较 CDX2、E-cadherin、TCF4 及 β-catenin 的蛋

白表达在不同疾病组间的差异；同时探讨在不同 H. pylori 感染状态下不同胃疾病与 CDX2、E-

cadherin、TCF4 及 β-catenin 表达的相关性。通过双侧 χ2 检验检测比较人胃粘膜组织标本中不同

H. pylori 感染组间年龄、性别的差异。 

结果 在不同胃疾病组间，在 HpslyD+菌株感染情况下，CDX2、TCF4 及 β-catenin 膜表达在 GS 

vs GA 及 GS vs GC 组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而 ECAD 和 β-catenin 质的表达仅在 GS vs GA 组间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HpSlyD 是一个胃疾病进展的毒力因子，它可以通过 CDX2 促进胃粘膜萎缩及癌变发生。

2.HpSlyD 可能通过 ECAD 促进肠化的发生。3.HpSlyD 可能通过 β-catenin 来促进胃粘膜的肠化及

癌变，尤其是肠型 GC 的发生。4.HpSlyD 可能通过 TCF4 来促进胃癌的发生和发展，尤其是弥漫

型胃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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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82 

抗体及基因检测在疑似乳糜泻患儿中的初筛研究 

 
陈静,许玲芬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初筛研究疑似乳糜泻（CD）患儿中肌内膜（EMA）抗体、麦胶(GAF)抗体及人类白细胞抗原

（HLA）基因的阳性率，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测明确乳糜泻诊断提供指导意义。 

方法 收集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2 月就诊盛京医院的 45 例疑似 CD 患儿及 50 例健康对照儿童的

临床资料，应用生物薄片（BIOCHIP）马赛克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血清中的 IgG-EMA 和 IgG-GAF

抗体，应用基因芯片检测 HLA 基因，数据处理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典型症状组中 2 例 IgG-EMA 阳性，1 例表现为厌食、体重下降，1 例表现为慢性腹泻；2 例

IgG-GAF 阳性，1 例表现为口腔溃疡，1 例表现为慢性腹泻；无同时两种抗体阳性的患儿。1 型糖

尿病（T1DM）患儿组中 1 例 IgG-EMA 阳性，表现为体重下降。对照组中出现 1 例 IgG-GAF 阳

性。HLA-DQ2.2、HLA-DQ2.5 及 HLA-DQ8 在本研究中的阳性率分别为 9.38%、7.37%、9.38%。

在典型症状组中，出现 4 例患儿 HLA 基因阳性，其中 1 例 HLA-DQ2.2 及 HLA-DQ8 均阳性；在

T1DM 组中，出现 9 例患儿 HLA 基因阳性，其中 4 例 HLA-DQ2.5 及 HLA-DQ8 均阳性，1 例 HLA-

DQ2.2 及 HLA-DQ8 均阳性；在对照组中，出现 5 例 HLA 基因阳性，其中 1 例 HLA-DQ2.2 及

HLA-DQ2.5 均阳性。 

 结论 1.典型症状组患儿以呕吐腹泻及慢性腹痛为发生率较高的临床表现；而 T1DM 患儿发生率最

高的临床表现为厌食、体重下降、生长受限。他们的 BMI 值均低于健康对照组，且以 T1DM 组为

重。 

2.血清 IgG-EMA 抗体阳性率在本研究的三组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性。 

3.血清 IgG-GAF 抗体阳性率在本研究的三组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性。 

4.无临床症状儿童也会携带 HLA 基因，但 T1DM 组中 HLA 基因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5.根据基因、抗体结果，结合临床症状，可为 CD 高风险患儿的随访，乃至确诊、治疗提供指导性

意义 

 
 

PO-383 

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危险因素的分析及其与 

颈动脉硬化的关系研究 

 
张淋芳,徐灿霞,陈志恒,刘晓明,夏秀娟,李荣,池婧姝,李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分析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i，H. pylori) 感染相关危险因素，及其与颈动脉硬化的相

关性，为血管疾病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体检的人群，通过内科问诊、体格检

查、生化检查、13C-UBT 及颈动脉彩超等方式，收集其一般资料及病史、血压、血脂、血糖、H 

pylori 感染、颈动脉硬化、颈动脉内中膜厚度（CIMT）等资料。根据 13C-UBT 结果，将其分为

H pylori 感染组和无 H. pylori 感染组。应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与 H pylori 感染相关的危险

因素，以及 H. pylori 感染与颈动脉硬化的相关性。 

结果 纳入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 12836 例，其 H. pylori 感染率为 34.5%，男性 H.pylori 感染率高于

女性。单因素分析显示 H. pylori 感染组年龄、BMI、空腹血糖、血压、TC、及 LDL-C 水平均高于

无 H. pylori 感染组，HDL-C 水平低于无 H. pylori 感染组 (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仅 BMI、空腹血糖、TC、LDL-C 与 H.pylori 感染有关。全人群中，颈动脉硬化发病率为 37.2%，

其与 H. pylori 感染无明显相关，但进行年龄分层后发现，小于 50 岁人群中 H. pylori 感染组颈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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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发病高于无 H. pylori 感染组（24.6% VS 22.3%，OR=1.17，95%CI: 1.0–1.3; P =0.010) ，并

伴有颈动脉内中膜厚度增加（0.672±0.088 VS 0.656±0.091; P <0.001）。进一步分析发现糖尿病

和 H. pylori 感染在颈动脉硬化发病中存在协同作用，H. pylori 感染可增加糖尿病患者颈动脉硬化的

发病率。 

结论 BMI增高、高血糖、高血脂等是 H. pylori 感染的危险因素。对于小于 50 岁的人群，H. pylori

感染可增加颈动脉内中膜厚度和颈动脉硬化的发生率。H. pylori 感染还可致糖尿病患者颈动脉硬化

的发病率增加，提示高血糖患者尤其应注意 H. pylori 感染的防治｡ 
 
 

PO-384 

Oral branched chain amino acid supplementation increases 
liver protein synthesis and regeneration via mTOR/4E-BP1 

and Akt in hepatectomized mice 

 
Yujing Chi,Jing Li,Zhe Wu,Mei Li,Fangfang Gao,Yuanyuan Zhang,Yulan Liu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Branched chain amino acid (BCAA) supplementation may benefit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his study aimed to elucidate the effects of BCAA on 
protein synthesis and hepatocyte regeneration in mice after hepatectomy. 
Methods Mice were subjected to hepatectomy and then supplemented with or without BCAA. 
The expression and activity of various proteins were evaluated to determine the mechanistic 
effects of BCAA supplementation. In addition, the effects of various doses of BCAA on HepG2 
cell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BCAA supplementation for 1 da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body weight, liver/body 
weight ratio, and epididymal fat weight of hepatectomized mice. BCAA intake for 7 day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erum albumin levels and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phosphorylated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p)-mTOR and p-eukaryotic translation initiation factor 4E binding 
protein 1 (4E-BP1), thereby promoting liver protein synthesis. BCAA supplementation for 1, 3, 
and 7 days increased DNA synthesis in mouse hepatocytes after liver hepatectomy and activated 
p-protein kinase B (Akt). The proliferation of HepG2 cells was increased by 1×, 2×, and 5× 
concentrations of BCAA. All doses of BCAA activated p-mTOR and p-Akt, while 2×, 5×, and 10× 
doses of BCAA increas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p-4E-BP1, and only 1× BCAA increased 
cyclin D1 protein level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BCAA supplementation may represent a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liver operation by increasing liver protein synthesis and may play 
a role in hepatocyte regeneration.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oral BCAA supplementation may 
involve the mTOR/4E-BP1 and Akt pathways. 
 
 

PO-385 

基于双核酸染料的适配子组三重血清荧光高通量测定 

对肝癌的诊断价值 

 
王婷,韩芳丽,张焜和,何瑜婷,陈思海,胡佳,袁海良,黄德强,吕农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基于高通量检测和数学模型的多指标联合分析是目前诊断新技术的发展方向。本课题组前期

通过指数富集的配体系统进化（SELEX）技术筛选到一组肝癌血清适配子，其中部分适配子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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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肝癌有一定的诊断价值。本研究将建立基于双荧光染料的肝癌血清适配子组三重血清荧光高通量

检测技术，建立适配子联合诊断模型，并评价其对肝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肝癌、肝硬化、慢性肝炎、消化系统其他肿瘤患者和体检正常者的血清标本及临床资

料。采用荧光定量 PCR 仪分别检测肝癌混合血清和肝硬化混合血清的自体荧光强度、分别加入不

同浓度梯度的核酸染料 EvaGreen 或 OliGreen 后的荧光强度以及再加入梯度浓度适配子后的荧光

强度，建立基于双荧光染料的适配子三重血清荧光检测技术。通过单个血清标本验证各适配子的三

重血清荧光强度对肝癌的诊断价值，采用 Logistic 回归建模分析将诊断价值互补的适配子构建适配

子组，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ROC）评价双核酸染料的适配子组三重血清荧光强度

对肝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 用 5 个适配子分别检测了肝癌血清标本 600 例，肝硬化、慢性肝炎、消化系其他肿瘤、正常

血清标本各 300 例。对于鉴别肝癌与肝硬化、慢性肝炎、消化道其他肿瘤和正常对照，基于

EvaGreen 核酸染料的适配子三重血清荧光的 AUROC 分别为 0.761~0.885、0.882~0.908、

0.965~0.989 和 0.952~0.989；基于 OliGreen 核酸染料的三重血清荧光的 AUROC 分别为

0.805~0.889、0.909~0.976、0.957~0.979 和 0.920~0.963；基于双荧光染料的三重血清荧光的

AUROC 分别为 0.815~0.899、0.885~0.924、0.966~0.969 和 0.952~0.989。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构建适配子组诊断模型，基于双荧光染料的适配子组三重血清荧光联合分析鉴别肝癌与肝

硬化、慢性肝炎、消化道其他肿瘤和正常对照的 AUROC 分别为 0.959、0.917、0.984 和 0.994，

敏感度分别为 91.5%、87.3%、95.5%和 96.0%，特异度分别为 87.3%、76.3%、92.3%和

97.0%，准确度分别为 90.1%、83.8%、94.4%和 96.7%。 

结论 成功建立了基于双核酸染料的适配子组三重血清荧光高通量测定的肝癌诊断新技术，并证实

对肝癌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 

 
 

PO-386 

大黄经鼻空肠管给药治疗中度、重度急性胰腺炎的  

分层、随机、对照研究 

 
陈婧,杨立新,邢云,郝建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市,朝阳区 

 

目的 观察大黄经鼻空肠管给药治疗中度急性胰腺炎(MSAP)及治疗重度急性胰腺炎(SAP)的临床疗

效。 

方法 将 64 例 MSAP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A 组)25 例、肠内营养组（B 组）20 例、大黄联合肠内

营养组（C 组）19 例。将 69 例 SAP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D 组）25 例、肠内营养组（E 组）22

例、大黄联合肠内营养组（F 组）22 例。MSAP 及 SAP 对照组(A、D 组)均给予常规治疗，肠内营

养组(B、E 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入院 72h 内生命体征平稳的情况下，于内镜引导下放置经鼻空肠

管进行肠内营养，大黄联合肠内营养组(C、F 组)在常规治疗及肠内营养的基础上加用生大黄液 100 

mL 经鼻空肠管给药，每天 2 次，治疗持续 7 天。观察各组在治疗前及治疗后胃肠功能恢复情况：

肛门排气、排便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腹胀消失时间及腹痛消失时间，急性胰腺炎各项病情评

分： APACHEⅡ评分、Ranson 评分、BISAP 评分、改良 Marshall 评分、MCTSI 评分，生化及炎

症指标：血淀粉酶、白细胞计数、肝功能、肾功能、C 反应蛋白恢复正常时间，急性肺损伤指标：

呼吸频率、氧合指数（PaO2/FiO2）的变化，并评价临床疗效。  

结果 对于 MSAP 患者：大黄联合肠内营养组在肛门排气时间、排便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腹胀

消失时间及腹痛消失时间，APACHE-II 评分改善情况，白细胞计数、淀粉酶恢复正常时间，提升

治愈率方面优于单纯肠内营养组(P<0.05)；大黄联合肠内营养组较单纯肠内营养组在 Ranson、

BISAP、MCTSI 评分，C 反应蛋白、肝功能、肾功能恢复正常时间，氧合指数、呼吸频率及总有

效率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对于 SAP 患者：大黄联合肠内营养组在肛门排气时间、排

便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腹胀消失时间及腹痛消失时间，APACHE-II、Ranson 评分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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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计数、C 反应蛋白、淀粉酶恢复正常时间方面优于单纯肠内营养组(P<0.05)；大黄联合肠内

营养组较单纯肠内营养组在 Marshall、BISAP、MCTSI 评分，肝功能、肾功能恢复正常时间，氧

合指数、呼吸频率，治愈率及总有效率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经鼻空肠管应用大黄治疗中度、重度急性胰腺炎，改善患者腹部症状、促进肠道功能恢复，

减轻炎症反应，提高临床疗效。 

 
 

PO-387 

Ameliorating Effect of Transcutaneous Electroacupuncture 
on Impaired Gastric Accommoda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prandial Distress Syndrome-Predominant Functional 
Dyspepsia 

 
Yan Tan

1
,Jing Tang

1
,Anping Tan

1
,Jiande Chen

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inan Medical College， Haikou ， China 

2.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FD) have both reduced gastric accommodation 
and impaired gastric motility that are difficult to trea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transcutaneous electroacupuncture (TEA) for both of these disorders in 
120 patients with Postprandial Distress Syndrome-Predominant FD. 
Methods   Acute and chronic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in FD patient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EA and sham-TEA on gastric accommodation assessed by a nutrient drink test and gastric 
motility assessed by the measurement of the electrogastrogram (EGG). TEA or sham-TEA was 
performed via cutaneous electrodes at acupoints ST36 and PC6 or sham-points (non-acupoints). 
Results   It was found that 1) Gastric accommodation (maximum tolerable volume) was reduced 
in FD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P=0.022). Acute and chronic TEA improved gastric 
accommodation in FD patients. Comparison of gastric accommodation in FD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acute TEA treatment, in the TEA group (601.33±100.245 vs. 631.67±82.589* P=0.0000), in 
the sham TEA group (616.33±102.477 vs. 606.00±94.388 P>0.05). 
Comparison of gastric accommodation in FD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chronic TEA treatment, in 
the TEA group (608.833±101.221 vs. 737.167±91.092* P=0.0000), in the sham TEA group

（ 608.833±101.221 vs. 605.083±83.917 P>0.05). 2) Acute and chronic TE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ercentage and power of normal gastric slow waves in the fed state assessed in 
the FD patients by the EGG in comparison with sham-TEA. 3) Acute and chronic TEA increased 
vagal activity assessed by the spectral analysis of the heart rate variability in the fed state in FD 
patients. 
Conclusions  It was concluded that needleless method of transcutaneous electroacupuncture 
may have a therapeutic potential for treating both impaired gastric accommodation and impaired 
gastric motility in patients with Postprandial Distress Syndrome-Predominant FD. 
 
 

PO-388 

加减香连丸对幽门螺杆菌根除率及相关临床症状改善的研究 

 
白改艳,李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通过与铋剂四联(艾司奥美拉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枸橼酸铋钾（EACB）)对比，评价含

加减香连丸（黄连、吴茱萸、木香、延胡索、白芍及炙甘草-XLW）疗法对幽门螺杆菌（HP）根除

率及相关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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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象及分组：选取我院消化科门诊 42 例经 13C－UBT 或 14C－UBT 证实 HP 感染阳性的慢性

胃炎 30 例、胃溃疡 2 例、十二指肠溃疡 9 例、十二指肠炎 1 例患者。随机分成 2 组，A 组给予

EACB 方案、B 组给予 EAC+XLW 方案，进行 HP 根除治疗，疗程均为 14 天。停药 1 个月后复查
13C－UBT 或 14C－UBT，观察并记录治疗前后消化不良症状的改善情况及 HP 根除率。统计学处

理数据。 

结果 1.B 组（EAC+XLW）HP 根除率 90.00%，大于 A 组（EACB）HP 根除率 77.27%%，但 p＞

0.05，无统计学意义，尚可认为两组患者 HP 根除率相近。 

2.数据显示，①治疗前两组间症状积分无差异。②治疗后 6 周两组症状积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症状

积分。③治疗后 6 周对症状积分及改善率进行评价，B 组症状改善明显优于 A 组，且具有统计学意

义。（详见附件） 

3.2 组患者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A 组（EACB）中有 11 例患者出现口苦，有 4 例患者出现便秘，3 例患者出现恶心，2 例患者分别

出现头痛及腹泻，1 例患者腹痛症状较前略加重。B 组（EAC+XLW）中出现恶心、呕吐及口苦的

患者各 1 例。以上患者不良反应症状轻微，均可以忍受，未暂停服药，停药后上述症状消失。 

结论 EAC+XLW 方案对 HP 根除率与 EACB 方案相近。EAC+XLW 方案对改善消化不良症状的疗

效明显优于 EACB 方案，且 EAC+XLW 方案依从性好，药物不良反应少，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根除

HP 方案，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PO-389 

三种含铋剂四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疗效分析 

 
张启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比较三种常用四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H.pylori)的疗效，从而筛选效价比较高的根除方案。 

方法 该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4 月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消化科门

诊，经 13 碳呼气试验确诊 H.pylori 阳性且为首次行 Hp 根除治疗的慢性胃炎患者 181 例 ，年龄

18-75 岁，其中男性患者 71 例，女性患者 110 例。根除方案： EACB 组：埃索美拉唑 2Omg、 阿

莫西林 1000mg、 克拉霉素 500mg，枸橼酸铋钾胶囊 600mg，2 次/天； RACB 组：雷贝拉唑

20mg、 阿莫西林 1000mg、 克拉霉素 500mg、枸橼酸铋钾胶囊 600mg，2 次/天； EAFB 组：埃

索美拉唑 20mg、 阿莫西林 1000mg、500mg、呋喃唑酮 100 mg，螺枸橼酸铋钾胶囊 600mg，2

次/天；所有方案的疗程均为 14 天，患者停药至少 1 个月后复查 13 碳呼气试验，判断幽门杆菌

(H.pylori)根除情况。 

结果 （1）H.pylori 根除率分别为 EACB 组 86.5%(32/37)， RACB 组 67.1%(53/79)， EAFB 组

83.1%(54/65)， EACB 组较 RAFB 组 Hp 根除率高，但无统计学差异， EACB 组和 RAFB 组的

H.pylori 根除率较 RACB 组明显增高 (p 分别为 0.028 和 0.029)，均有统计学差异。 

（2）EACB 组、RACB 组、EAFB 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2/37) 、(7/79) 、(4/65)，各组间比

较无统计学差异； 

(3) EACB 组、RACB 组、EAFB 组的费用分别 477.02 元、 373.26 元、346.14 元， EAFB 组费用

最低。 

结论 含铋剂的四联方案中根除率由高至低依次为埃索美啦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方案；埃索美

拉唑、 阿莫西林、呋喃唑酮方案；雷贝拉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均可作为根除 H. pylori 的一

线方案，埃索美拉唑、 阿莫西林、呋喃唑酮效价比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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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90 

IRX3 在肝细胞癌中的作用及表达调控研究 

 
尤丽财 

三明市第一医院,福建省,三明市 

 

目的 研究 IRX3 在肝细胞癌（HCC）中的作用，并从 miRNA 的角度探讨其表达调控机制。 

方法 采用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HCC 细胞系（HepG2 和 SMMC7721）和永生化肝

细胞系 LO2 中 IRX3 和 miR-377 表达水平；慢病毒转染 HCC 细胞构建 IRX3 稳定表达和沉默的稳

定细胞株 HepG2-shIRX3 和 SMMC7721-IRX3；采用 CCK-8 和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的增殖和克

隆形成能力；采用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侵袭实验检测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将 miR-377 mimics

或 Control mimics 转染入 HCC 细胞，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miR-377 对 IRX3 的调

控作用；运用报告基因技术证实 miR-377 是否可直接结合 IRX33‘UTR；将 miR-377 mimics 转染入

SMMC7721-IRX3 细胞，CCK8、克隆形成、划痕和 Transwell 实验观察 miR-377 是否能拮抗

IRX3 对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促进作用。 

结果 HepG2 和 SMMC7721 细胞中 IRX3 mRNA 和蛋白水平均显著高于 LO2 细胞；CCK-8 实验结

果显示，与阴性对照相比，上调 IRX3 显著提高了 SMMC7721 细胞的生长，而下调 IRX3 抑制了

HepG2 细胞的生长；克隆形成实验显示，SMMC7721-IRX3 细胞比对照细胞产生了更多的细胞克

隆，HepG2-shIRX3 细胞产生的细胞克隆少于对照细胞；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实验显示，上调

IRX3 显著增强了 SMMC7721 的迁移和侵袭能力，而下调 IRX3 显著降低了 HepG2 细胞的迁移和

侵袭能力；miR-377 在 HepG2 和 SMMC7721 细胞中低表达；与转染 Control mimics 相比，转染

了 miR-377 mimics 的 HepG2 和 SMMC7721 细胞中 IRX3 的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mRNA 水平

无明显差异；报告基因实验显示，miR-377 显著降低了 IRX3-3‘UTR-WT 的荧光素酶活性，而

IRX3-3‘UTR-MUT 不受 miR-377 影响；miR-377 过表达消除了过表达 IRX3 对 SMMC7721 细胞增

殖、迁移和侵袭的促进作用。 

结论 IRX3 在 HCC 细胞系中高表达，增强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IRX3 是 miR-377 的靶基

因；HCC 细胞中 miR-377 低表达可能导致了 IRX3 的高表达。 

 
 

PO-391 

血液灌流技术在急性重症胰腺炎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王立军,李华伟,刘丹,刘巍,赵冰,周磊,郝志明,程天英,刘昕 

盘锦市中心医院（原：盘锦市第二人民医院）,辽宁省,盘锦市 

 

目的 急性重症胰腺炎（SAP）是多种病因导致胰腺自身组织消化所致的胰腺水肿、出血及坏死等

局部病理损伤并伴有全身炎性反应，甚至并发多脏器功能障碍(MODS)的综合征。也是临床常见的

危重症，病情进展迅速，病理特点复杂，早期即可引起 MODS、SIRS 等并发症，病死率较高[1]。

迄今为止，针对 SAP 的治疗仍没有特效药物，需要多学科、综合性的治疗措施。近年来，随着对

发病机制认知程度的逐渐深入，炎性介质在本病的发生、发展、加重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

视，应用血液灌流技术可以有效的清除炎性介质，维持体内代谢平衡，在 SAP 治疗过程中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 

方法 2009 年 5 月-2014 年 5 月我科收治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 31 例，均排除了胆源性胰腺炎，在禁

食水、胃肠减压、抗感染、抗休克、抑酸、抑制胰液分泌及活性、补液、全肠外静脉营养支持等基

本治疗上，以及对并发 ARDS 应用呼吸机机械通气，均应用早期血液灌流治疗技术。记录生命体

征、腹部症状及体征缓解情况、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血脂、C-反应蛋白、血气分析等指标在

治疗前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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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1 例经血液灌流治疗后腹胀明显缓解，腹腔压力下降，精神状态好转，腹部压痛减轻，心

率、呼吸次数下降，肾功能不全患者尿量明显增多。 

结论 在内科基础治疗的基础上早期应用血液灌流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疗效确切，可以有效的减少

内环境中的炎性因子，维持内环境的稳定，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大大缩短了疾病的病程，降低患

者住院费用，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PO-392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比较分析 

 
王耀晨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通过计算 PBC 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比例，分析比较单纯发病的 PBC 病例及 PBC 合并

其他自身免疫疾病病例的临床特点、治疗策略、治疗效果的差异。从而实现对这一类疾 

方法 收集 2008 年至 2017 年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 PBC 患者 119 例，根据合并或

不合并其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将患者分为 PBC 组（以下称 P 组）和 PBC plus 组(以下称 Pp

组)，分析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生情况，比较两组之间一般情况、生化指标、治疗方法、治

疗效果等差异。根据 AMA 表达情况，分为 AMA（+）组和 AMA(-）组，比较两组之间生化指标和

治疗效果的差异。 

结果 Pp 组病例的 AST、ALT 均值分别为 100.32±106.27U/L、117.31±153.54U/L 水平明显高于 P

组病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Pp-SS 组、Pp-AIH 组、Pp-CLT 组 ALT、AST 水

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p-SS 组、Pp-CLT 组两组的 TB、CB、UCB 水平

均较 P 组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本研究中共有 19 例为无症状肝功能异常患者，比较两组无症状者生化指标，P 组 GGT、ALP、

ALT、ALB 均值分别为 566±438.99U/L、243.11±104.36U/L、99.96±61.07U/L、40.32±5.21g/L，

较 Pp 组异常更明显，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首诊时有肝硬化者共 32 例，其中首诊

即出现肝硬化者 TB、CB、UCB 均值分别为 63.22±62.07umol/L、 45.08±54.95 umol/L、

15.01±8.94 umol/L，较无肝硬化者异常更明显，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PBC 合并干燥综合症的患者年龄普遍偏大。 

2.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时并不加重 PBC 胆汁淤积的程度，但可加重肝损害的程度。 

3.AMA（-）组较 AMA（+）组发病时肝损害更严重，且治疗效果差。 

4.糖皮质激素对改善 PBC 预后无明显作用。 

 
 

PO-393 

肝脏损伤患者的血清学指标和病理学相关性研究 

 
郎朗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研究不同病因所致的肝脏病理改变与血清学指标的关系，为临床医生提供有价值的诊疗思

路。 

方法 收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因肝脏疾病行肝穿刺活检共 194 例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根据病理学肝脏炎症程度（G）和纤维化程度（S）分组，比较

各组患者年龄、性别、血清生化指标间的差异。根据 ALT、 AST 水平分组（ ALT 、

AST≤2ULN,2ULN<ALT、AST≤5ULN,ALT、AST>5ULN），比较不同分组下患者肝脏炎症分级

（G）和肝纤维化分期（S）的差异。因 G3、G4 组患者量较少，且二者病理改变相似，故将其合

并为 G3-4 分级，S3-4 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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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肝组织纤维化分期（S）与炎症程度（G）具有正相关性。不同 ALT、AST 水平的患者肝脏炎

症程度（G）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与肝脏炎症分级（G）呈正相关趋势，与纤维化分期

（S）没有相关性。TB 在不同肝脏炎症程度（G）分级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与肝脏炎症程

度呈正相关。.Hb 水平在不同肝纤维化分期（S）组间的中位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与肝纤维

化程度呈负相关趋势。血清 ALB 在不同肝脏炎症分级（G）的中位值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且

与肝脏炎症分级呈负相关。PT 与纤维化分级（S）呈正相关，与肝脏炎症分级（G）没有相关性。

PTA 与纤维化分级（S）呈负相关。 

结论 慢性肝病的评估应结合血清学指标与病理分期进行综合判断。肝脏纤维化与肝脏炎症具有正

相关性。红细胞、血红蛋白及血小板水平与肝纤维化呈负相关趋势，与肝脏炎症程度没有相关性；

凝血酶原时间与肝纤维化呈负相关趋势，凝血酶原活动度与肝纤维化呈正相关趋势；白蛋白水平与

肝纤维化、肝脏炎症程度呈负相关趋势，上述指标对于预测肝功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转氨酶水

平与肝脏炎症程度呈正相关趋势， 

 
 

PO-394 

小白菊内酯对胃癌裸鼠移植瘤的作用及化疗药物敏感性的研究 

 
曹晔,李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近年来临床治疗发现胃癌细胞对化疗药物产生多药耐药（MDR）往往导致化疗无效，寻找针

对逆转胃癌 MDR 的有效药物，对增加胃癌的化疗效果、提高此类患者的生存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大量研究证实，小白菊内酯（PAR）具有抗肿瘤的作用，其机制与影响 NF-kB 信号通路的表达密

切相关，本研究通过建立胃癌裸鼠移植瘤模型，观察 PAR 对胃癌耐药细胞 SGC7901/ADR 体内移

植瘤的抑制作用，检测不同用药组中，NF-kB、P-gp 及 COX-2 的表达变化，探讨 PAR 逆转胃癌

的多药耐药，增加其对化疗药物敏感性的作用机制。 

方法 建立胃癌裸鼠移植瘤模型，将其随机分组，每组 5 只。即生理盐水组、阿霉素组、小白菊内

酯组和联合用药组，进行药物干预。 

测量肿瘤长、短径，绘制肿瘤生长曲线，计算肿瘤抑制率，光镜下观察肿瘤组织的病理学形态。用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NF-kB、P-gp 和 COX-2 的表达，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NF-kB、P-gp 和 COX-

2 蛋白的表达情况，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联合用药组裸鼠的肿瘤体积明显小于生理盐水组，小白菊内酯组和阿霉素组的肿瘤体积小于

生理盐水组，光镜下多数肿瘤细胞核大、深染，内可见小灶性凝固性坏死，坏死区可见存留的肿瘤

细胞，生理盐水组肿瘤坏死较彻底。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NF-kB、P-gp 和 COX-2 的表达，光镜下观

察：生理盐水组和阿霉素组表达强阳性，小白菊内酯组表达中等阳性，联合用药组表达弱阳性。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结果发现联合用药组中 NF-kB，P-gp 和 COX-2 的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明显降

低（P<0.05），结果表明小白菊内酯可能通过抑制 NF-kB 的表达，从而下调 P-gp 和 COX-2 的表

达，增加了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 

结论 在胃癌多药耐药细胞 SGC7901/ADR 的裸鼠移植瘤模型中，小白菊内酯通过抑制 NF-kB 的活

化，下调 P-gp 和 COX-2 的表达，抑制肿瘤的生长，并增加了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阿霉素的敏感

性，逆转了胃癌的多药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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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395 

35 例原发结肠恶性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治及预后分析 

 
张婷婷 

shengj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 探讨原发结肠恶性淋巴瘤（primary colon malignant lymphoma，PCML）的临床特征、诊治

方法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确诊的结肠恶性淋巴瘤

患者病例资料。分析患者临床特征、辅助检查、病理特征及治疗，对比分析不同因素对患者预后影

响。 

结果 确定符合条件的结肠恶性淋巴瘤患者 35 例，其中男性 20 例，女性 15 例，男女比约为

1.33:1，年龄 66.26±11.69 岁（40-86 岁）。最常见的三个临床表现为腹痛 21 例（60%）、腹胀

19 例（54.29%）和腹部包块 16 例（45.71%）。病变部位：回盲部 15 例(42.86%)，右半结肠 10

例（28.57%），左半结肠 2 例（5.71%），直肠 7 例（20%），多部位 3 例(8.57%)。经手术确诊

为 30 例（85.71%），经肠镜活检后确诊 5 例（14.29%）。所有患者均为非霍奇金淋巴瘤（Non-

Hodgkin‘s lymphoma, NHL），B 细胞来源 30 例（85.71%），其中弥漫大 B 细胞型 22 例

（62.85%）最常见，T 细胞来源 5 例（14.29%）。32 例（91.43%）患者接受外科手术治疗，19

例（54.29%）接受全身化疗，单纯手术治疗 16（45.71%）例，手术联合化疗 16 例（45.71%），

单纯化疗 3 例（8.57%）,放疗 1 例（2.86%）。中位生存时间 25 个月，肿瘤细胞来源对患者预后

有重要影响。 

结论 结肠恶性淋巴瘤好发于男性，腹痛、腹胀及腹部包块是常见的临床表现，病变部位回盲部及

右半结肠最常见。手术病理是最主要的确诊方式，最常见的病理类型是弥漫大 B 细胞型，手术联合

化疗能增加结肠恶性淋巴瘤的生存率。 

 
 

PO-396 

儿童嗜酸性粒细胞性胃肠炎临床分析 

 
宋诗蓉,吴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探讨儿童嗜酸性粒细胞性胃肠炎（eosinophilic gastroenteritis,EG）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指

标、影像学、内镜及组织病理学特点。 

方法 选取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消化内科病房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之间，确诊

EG 患儿共 33 例，记录患儿的临床表现、过敏史、实验室检查、内镜及病理特点以及治疗情况。 

结果 临床表现主要为腹痛（75.7%，25/33）、呕吐（30.3%，10/33）和腹泻（21.2%，7/33）为

主，其余症状还有便血（9.09%，3/33）、恶心（6.06%，2/33）、腹水（3.03%，1/33）、水肿

（3.03%，1/33）等。7 例存在外周血血红蛋白降低（21.2%，7/33），13 例嗜酸粒细胞计数升高

（39.4%，13/33），18 例总 IgE 增高（54.5%，18/33），23 例存在食物或呼吸特异性 IgE 阳

性，7 例大便隐血试验阳性（21.2%，7/33）。28 例患儿行全腹 CT 检查，其中盆腔积液 13 例

（46.43%），淋巴结增大 12 例（42.86%），小肠肠壁增厚 4 例（14.29%），胃壁增厚 2 例

（7.14%），直肠增厚 2 例（7.14%），结直肠壁增厚 2 例（7.14%），腹腔积液 1 例

（3.57%），十二指肠壁增厚 1 例（3.57%）。33 例均行内镜检查，主要组织改变为红斑渗出 31

例（93.9%），黏膜充血水肿 5 例（15.2%），充血颗粒样增生 2 例（6.1%），出血 4 例

（12.1%），疣状突起 2 例（6.1%），黏膜紫泡样变 1 例（3.0%），糜烂 1 例（3.0%），胆汁反

流 1 例（3.0%），正常 2 例（6.1%）。黏膜病理改变主要表现为黏膜炎症，伴有大量嗜酸粒细胞

浸润（≥20/HPF），嗜酸细胞主要集中在十二指肠者 18 例（54.5%），胃窦者 7 例（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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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窦合并十二指肠者 5 例（15.2%），胃窦、十二指肠合并胃角者 3 例（9.1%）。33 例患儿经饮

食回避、抑酸、抗过敏、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治疗后，17 例缓解，1 例复发，其余 16 例同时加用糖

皮质激素后缓解，3 例复发。 

结论 儿童 EG 的临床表现多样且缺乏特异性，临床上血嗜酸粒细胞计数及 IgE 水平升高、食物特异

性 IgE 阳性可作为辅证，确诊仍需要黏膜病理嗜酸粒细胞浸润≥20/HPF。治疗上，饮食回避、抑酸

剂、抗过敏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可使部分患儿有效缓解，疗效不佳者经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可取得

满意疗效。 

 
 

PO-397 

嗜酸粒细胞性胃肠炎合并胆胰系统损伤一例 

 
黄会芳,黄志琴,高亚婷,党小红,李晓丽,郭巧利,郑健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太原市 

 

目的 嗜酸粒细胞性胃肠炎(eosinophilic gastroenteritis ，EG)为临床少见疾病，嗜酸粒细胞浸润胃

肠壁、骨髓、胆胰管、胰腺临床非常罕见，为避免漏诊误诊，现报道一例经胃镜及活检、CT、

MRCP、骨髓组织学检查、染色体基因检测等确诊 EG合并胆胰系统受损病例。 

方法 患者女，52 岁，因腹胀伴恶心、呕吐 10 余天，加重 1 天入院。无食物、药物过敏史。皮肤

巩膜无黄染，心肺腹无阳性体征。腹部彩超示胆囊稍大、胆总管增宽、胰管增宽；上腹 CT（平扫+

增强）（见图 1）：胃窦部胃壁、十二指肠降部及水平部肠壁明显增厚，肝内外胆管及胰管扩张。

MRCP 示胆囊炎、胆囊颈部腔内信号不均，肝内外胆管、胆总管、胰管扩张，胆总管末端信号不

均，胰头部饱满。血常规：WBC 29.73×109/L, 嗜酸粒细胞 66.7%，多次化验血白细胞及嗜酸粒细

胞明显增高。IgE 603KU/L，IgG4：1960mg/L，肝肾功能、胆红素、血淀粉酶、脂肪酶正常。胃

镜：贲门、胃窦、十二指肠粘膜片样充血水肿明显。病检（见图 2）：间质内急慢性炎细胞浸润，

局部大量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密集区>40/HPF）。骨髓涂片及活检提示嗜酸细胞比例明显增高，全

髓片未见寄生虫。血液肿瘤免疫分型未见异常免疫表型细胞。BCR/ABL1、FIPIL/PDGFRa、

ETV6-PDGFRb 融合基因、JAK2 基因 V617F 突变定性检测均为阴性。考虑 EG 合并胆胰系统损

伤，给予地塞米松注射液 5mg/日 入壶，5 日后改为泼尼松口服并逐渐减量至停用。 

结果 经糖皮质激素治疗，临床症状很快缓解，血常规恢复正常，出院时胃镜为慢性非萎缩性胃

炎，MRCP 无异常。查阅国内外文献 EG 合并急性胰腺炎 10 余篇，多以急性胰腺炎发病，血嗜酸

粒细胞明显增高，病检嗜酸粒细胞浸润胃肠壁，部分病例嗜酸粒细胞浸润胰腺。本例患者虽肝内外

胆管、胰管扩张，但胆红素、淀粉酶、脂肪酶正常，考虑为胰胆管嗜酸粒细胞浸润胆胰系统起胰胆

管梗阻和扩张所致。 

结论 EG 是一种以胃肠道组织中嗜酸性粒细胞异常浸润为主要特征的少见疾病，但嗜酸粒细胞浸润

至胆胰系统罕见，遇到 EG 合并胰管明显增宽的病例，需注意嗜酸粒细胞胃肠炎合并胆胰系统损

伤，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 

 
 

PO-398 

熊去氧胆酸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生存分析 

 
黄志琴,王健,肖山秀,钟嘉玮,朱萱,吕农华,王崇文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回顾性分析 PBC 患者经 UDCA 治疗后预后与生存期，探讨 UDCA 治疗 PBC 的预后、生存的

影响，以期改善 PBC 患者生活质量，延长其生存时间，并为早期规范治疗 PBC 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取 2012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7 年 05 月 31 日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部与门诊部确诊

为 PBC 的患者共 152 例。所有患者均服用 UDCA（250mg/次，Tid）1 年以上，并对其进行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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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病历随访及电话随访，平均随访 39.96±18.12 月。收集其初诊时一般资料（性别、年龄等）、

症状、体征、血清学检测（生化、免疫、凝血功能）、影像学检查（CT/MRI）、转归/预后、生存

时间等资料。 

将上述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计算 PBC 患者的生存率，对可能影响患者预后、生存的因素进行多

因素分析。 

结果 152 例患者中共有 17 例死亡，UDCA 治疗后 2 年、3 年、5 年生存率分别为 93%、91%、

89%，单因素分析提示年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腹水、GGT、TBIL、ALB、Na+、PT、APTT、

LDL、HDL 等与患者预后和生存期相关（P＜0.05），多因素 COX 模型分析揭示 TBIL、ALB、

PT、Na+为影响 PBC 患者预后与生存期的重要因素（P＜0.05）。 

结论 PBC 预后较好，经 UDCA 治疗 2 年、3 年、5 年生存率分别为 93%、91%、89%，且 TBIL、

ALB、PT、Na+是影响 PBC 预后与生存期的重要因素。 

 
 

PO-399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临床与免疫学特点 

附 152 例疗效分析 

 
黄志琴,王健,肖山秀,钟嘉玮,朱萱,吕农华,王崇文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回顾性分析 PBC 患者经 UDCA 治疗前后临床、生化与免疫学指标的改变，总结 PBC 的临床

与免疫学特点，探讨 UDCA 治疗 PBC 的疗效，以期早期诊断 PBC，并为其早期规范治疗提供科学

依据，进而改善其预后。 

方法 选取 2012-01-01 至 2017-05-31 在我院住院部与门诊部确诊为 PBC 的患者共 152 例。 

所有患者均服用 UDCA（250mg/次，Tid）1 年以上，收集其初诊时一般资料（性别、年龄等）、

症状、体征、血清学检测（生化、免疫、凝血功能）、影像学检查（CT/MRI）以及治疗 1 年后症

状、体征、生化、免疫、影像学检查（CT/MRI）等资料。 

行统计学分析，评价 UDCA 疗效。 

结果 1.确诊 PBC 者 152 例，其中女性 124 例（81.5%），男性 28 例（18.5%），男女比例为

1:4.4。 

2. 初诊时症状与体征构成比：乏力者 116 例，占 76.3%；皮肤瘙痒者 51 例，占 33.5%；黄疸 42

例，占 27.6%；腹痛者 20 例，占 13.1%；脾脏肿大或已行脾脏切除术者 68 例，占 44.7%；肝脏

肿大者 17 例，占 11.1%。部分患者出现肝硬化失代偿期表现，其中食管胃底静脉曲张者 37 例，

占 24.3%，腹水 69 例，占 45.3%。19 例（12.5%）患者有肝性脑病，16 例（10.5%）合并有其他

自身免疫性疾病。 

3. PBC 患者 AMA/AMA-M2 阳性率极高，达 98.7%，且 IgG、IgM 可有升高，而生化示 ALP、

GGT、TBIL、DBIL 多有明显升高，AST、ALT、TC、TG 也可升高。 

4. UDCA 治疗 1 年后乏力、瘙痒、黄疸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且 ALP、GGT、ALT 水平

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1)，AST 水平明显下降（P<0.05）。 

结论 PBC 患者经 UDCA 治疗后症状、血清学指标均有所改善，其中乏力、瘙痒、黄疸较治疗前明

显改善，且血清学指标包括 ALP、GGT、ALT 水平较治疗前有显著下降，AST 水平有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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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00 

内镜下乳头小切开联合球囊扩张治疗胆总管结石合并 

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的价值 

 
龚敏,赖丽霞,韩坚云,韩明 

萍乡市人民医院,江西省,萍乡市 

 

目的  探讨内镜下乳头小切开联合球囊扩张治疗胆总管结石合并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

（periampullary diverticula，PAD）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胆总管结石合并 PAD 患者 118 例，按照手

术方法将其分为 sEST + EPBD 组（60 例）和 EST 组（58 例），比较两组的 ERCP 成功率和一

次性取石成功率，手术前后血清 TBil 和 DBil 水平的变化，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sEST + EPBD 组的 ERCP 成功率和一次性取石成功率均显著高于 EST 组（P<0.05）；两组

患者术后血清 TBil 和 DBil 水平较术前均明显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sEST + 

EPBD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显著低于 EST 组（P<0.05）。 

结论 对胆总管结石合并 PAD 患者实施内镜下乳头小切开联合球囊扩张治疗效果显著，可明显提高

ERCP 成功率和一次性取石成功率，利于患者预后。 

 
 

PO-401 

改良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试剂盒检测粪便幽门螺杆菌 

抗原的临床评价 

 
王南萍,王逸云,李宛岭,沙鸥,余诗诗,张秉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渝中区 

 

目的 评估改良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试剂盒检测粪便幽门螺杆菌抗原（HpSA）的准确性以及临床应

用价值。 

方法 采用随机、双盲、双验证和与 13C 呼气试验（13C-UBT）对比的方法，对门诊 175 例接受

13C-UBT 检测的患者，采用改良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检测其粪便幽门螺杆菌

抗原，以 13C-UBT 检测结果为诊断 Hp 感染的―金标准‖，将二者进行对比，所有结果均拍照存档，

采用随机、双盲和双验证法，以期客观真实地评价其检测粪便幽门螺杆菌的效果。 

结果 Hp 感染患者年龄范围 24 岁~86 岁,平均年龄 48.20±14.38 岁，幽门螺杆菌感染检测阳性主要

在 40~55 年龄阶段较多；在 175 列患者中，13C-BUT 检出 Hp 阳性 105 例，HpSA 与 13C-UBT 一

致性较高，kappa 指数=0.799，与 13C-UBT 检测具有高度一致性,且 McNemar 值>0.05,与 13C-

UBT 的检测结果无统计学差异 (P>0.05) ； ROC 分析中， HpSA 的 ROC 曲线下面积

AUC=0.902±0.027, 95%置信区间为(0.850，0.954)，与完全无诊断价值的机会线下面积 0.50 相

比，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00)；改良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试剂盒检测 HpSA 敏感度

90.48%, 特异度 90.00%，Youden 指数 80.48%, Kappa 值 0.799。粪便 HpSA 检测阳性率与 13C-

UBT DOB 值呈正相关性，即 13C-UBT DOB 值赿高，粪便 HpSA 检测阳性率赿高，反之亦然.且在

粪便 HpSA 结果分布中，粪便 HpSA 检测阴性患者，多为 13C-UBT DOB 阴性（<2.4）,少数为

13C-UBT DOB 在 2.4 左右，仅 2 例 13C-UBT DOB 在 10 左右，仅 1 例 13C-UBT DOB 在 20 左

右， 13C-UBT DOB 值大于 20 者，粪便 HpSA 检测均为阳性， Spearman 相关系数

0.800(P=0.000)，说明粪便 HpSA 检测阳性率与 13C-UBT DOB 值呈正相关性；但 13C-UBT DOB

值为阴性时，仍有部分患者粪便 HpSA 检测阳性，故 13C-UBT 联合粪便 HpSA 检测可提高人群

Hp 检测的阳性率 Spearman 相关系数 0.800(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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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改良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试剂盒能准确检测 Hp 感染，其操作简便，可作为非侵入性诊断 Hp

感染筛查以及流行病调查的一种方法，将来有望成为患者家庭自查幽门螺杆菌的一种方法。 

 
 

PO-402 

单通道内镜下尼龙绳缝合内镜切除术后创面的临床应用 

 
杨力,方军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常规单通道内镜下尼龙绳圈缝合内镜切除术后创面或穿孔的可行性，安全性和疗效。 

方法 回顾 2015 年 8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 26 例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的胃黏膜及黏膜下层肿瘤

患者，术后创面均在常规单通道内镜下使用尼龙绳缝合创面，体外将安装好的尼龙绳圈临时固定于

胃镜头端外侧，随胃镜带入胃内，胃镜活检通道用于送入金属夹，采用直线式或荷包式方法缝合创

面。 

结果 26 例患者病灶位于胃窦 16 例，胃体 8 例，胃底 2 例，术后创面直径 2.0-4.0cm，2 例发生穿

孔。18 例采用直线式缝合，8 例采用荷包式缝合。所有患者住院期间均无出血，发热等情况发生，

1 例出院后 10 天出现呕血。全组患者术后 1-12 个月复查胃镜，均见创面瘢痕愈合，无肿瘤残留或

复发。 

结论  在常规单通道内镜下使用尼龙绳圈缝合内镜切除术后创面或穿孔安全可行，操作方便且疗效

确切，可供临床实践中选择使用。 

  
 

PO-403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Respective Combination of 
Endoscopic Ligation and Somatostatin, Terlipressin and 

Octreotide for the Treatment of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Bleeding 

 
Qiuman Lin 

Pingxiang Municipal people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ligation+somatostatin, ligation+terlipressin and 
ligation+octreotide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esophageal varices bleeding. 
Methods 150 patients with 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bleeding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4 
groups: ligation, ligation+somatostatin, ligation+terlipressin and ligation+octreotide. Hemostasis 
rates of 24 hours and 1 week after, effective ratio, cost,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sensitivity and 
side effects were analysed. 
Results Hemostasis rate of 24 hours of the ligation, ligation+somatostatin, ligation+terlipressin 

and ligation+octreotide was respectively 70% 、85.3%、85% and 86.1% withou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Hemostasis rate of 1 week was respectively 77.5%、94.1%、95% and 94.4%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Cost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ligation+terlipressin group were the highest, 
and the ligation+octreotide group were the second, ligation+somatostatin group the lowest. 
Incidences of complication and adverse effect of the 4 group were low and of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Conclusions Endoscopic ligation is effective on the treatment of esophageal vavices bleeding, 
and ligation+somatostatin, ligation+terlipressin and ligation+octreotide can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the 3 combinative plans are equally effective. On the basis of the same 
effects, cost of and ligation+terlipressin is the highest, ligation+octreotide the second, 
ligation+somatostatin the lo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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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04 

益生菌协助治疗缺血性肠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宓林,张晨,原正荣,邹健,于晓峰 

上海华东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市,静安区 

 

目的 探讨不同益生菌联合改善循环治疗对缺血性肠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12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收治的 221 例缺血性肠炎患

者，其中男性 63 例，女性 158 例，平均年龄（67.91±10.869）岁，根据治疗用药分为 4 组：丹参

多酚酸盐改善循环治疗组（丹参多酚组）114 例，酪酸梭菌活菌联合丹参多酚治疗组（酪酸梭菌活

菌联合用药组）44 例，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联合丹参多酚治疗组（三联活菌联合用药组）36 例，枯

草杆菌、肠球菌二联活菌联合丹参多酚治疗组（二联活菌联合用药组）27 例，疗程均为 2 周，观

察患者的疗效、便血消失时间、腹痛缓解时间、肠镜恢复时间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用药 2 周左右丹参多酚组、酪酸梭菌活菌联合用药组、三联活菌联合用药组、二联活菌联合

用药组的治愈率分别为 24.56%（28/114）、45.45%（20/44）、25.00%（9/36）、40.74%

（11/27），4 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96.49%（110/114）、97.73%（43/44）、97.22%（35/36）、

96.30%（26/27），4 组疗效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丹参多酚组与联合用药组在便

血消失时间、腹痛缓解时间及肠镜恢复时间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用药组在

便血消失时间、腹痛缓解时间及肠镜恢复时间方面相互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

周后 4 组总不良反应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益生菌联合改善循环药物治疗缺血性肠炎优于单用改善循环药物，并且不良反应无明显增

加，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O-405 

功能性便秘患者相关经穴红外热成像特征的研究 

 
张辉,陈苏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本研究通过观察功能性便秘患者临床常用经穴的红外温度变化，探讨功能性便秘患者的穴位

病理反应特点，为功能性便秘的经穴诊断和针灸取穴治疗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 招募 2016 年 2 月～３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消化科就诊的功能性便秘患者 30 例做

为观察组，健康受试者 30 例做为对照组。应用 ATIR-M301 医用红外热像仪,对两组受试者梁门、

关门、滑肉门、太乙门、天枢、外陵、大巨、水道、归来、中脘、建里、水分、下脘、神阙、气

海、关元、中极、大横、腹结、腹哀、支沟、曲池、合谷，上、下巨虚，足三里，大肠俞，及双侧

腋窝共 48 个测温点进行点测温,进行组间相对温度的比较，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组间相对温度比较左侧支沟、上巨虚、下巨虚、曲池温度低于对照组，具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支沟、上巨虚、下巨虚、曲池是功能性便秘的穴位病理反应点，可作为临床治疗选穴的依

据，其特定穴具有反映脏腑病症的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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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06 

胃肠道息肉的临床病理特征及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 

 
解瑶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通过分析比较胃、结直肠息肉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其与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感染的患病情况，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临床意义。 

方法 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住院的患者 340 例，

其中诊断为胃息肉无结直肠息肉的 98 例患者作为单纯胃息肉组，诊断为肠息肉无胃息肉的 95 例

患者作为单纯肠息肉组，同时诊断患有胃息肉、肠息肉的 66 例患者作为胃肠共患息肉组，同时期

无胃、肠息肉的 81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对各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分布情况、 Hp 感染情况、息肉特

征（病理类型、位置分布、个数、大小）等进行分析。 

结果  1.单纯性胃息肉组女性比例（79.6%）高于单纯肠息肉组（43.2%）、胃肠共患息肉组

（45.5%）及对照组（53.1%）。 

2.单纯胃息肉组中，胃增生性息肉 H.pylori 阳性率（66.7%）高于胃底腺息肉组（28.6%）；胃窦

息肉 H.pylori 阳性率（90.9%）高于胃底息肉（52.9%）及胃体息肉（58.6%）。 

3.胃肠共患息肉组 H.pylori 阳性率（68.2%）最高，其次依次为单纯胃息肉组（57.1%）、单纯肠

息肉组（51.6%），三组均高于对照组（34.6）。 

4.与单纯胃息肉组比较，在胃肠共患息肉组胃窦息肉的患病率（28.0%）较胃底息肉（16.0%）

高。 

5.与单纯肠息肉组相比，在胃肠共患息肉组中结直肠炎症性息肉比增生性息肉患病率高。 

结论 1.女性为胃息肉的危险因素；男性为胃息肉患者发生肠息肉的危险因素。 

2. H.pylori 感染是增生性胃息肉及胃窦息肉的一个危险因素。 

3. H.pylori 感染与胃肠共患息肉、胃息肉、肠息肉的发生均具有相关性，与胃肠共患息肉关系尤为

紧密。H.pylori 感染为胃肠息肉合并发生的危险因素。 

4.胃肠息肉合并发生时，胃息肉的病理类型、个数及大小与单纯胃息肉发生特点相同，但与单纯胃

息肉组比较，胃肠共患息肉组胃窦息肉的患病率高（与胃底息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胃肠息肉合并发生时，肠息肉的个数、部位及大小与单纯肠息肉发生特点相同，但与单纯肠息肉

组比较，胃肠共患息肉组结直肠炎症性息肉患病率高。 

 
 

PO-407 

石杉碱甲通过减轻肝细胞衰老抑制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生发展 
 

胡晓娜
1,2

,保志军
1,2

,于晓峰
1
,黄一沁

1
,王一倩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上海市老年医学临床重点实验室 

 

目的 游离脂肪酸（FFA）是否可诱导肝细胞衰老促进脂肪肝的发生发展，及石杉碱甲是否具有抗脂

肪肝细胞衰老的作用。 

方法 亚油酸和棕榈酸以不同的混合浓度和混合比例作用于 L-02 细胞，24 小时后，CKK-8 试剂盒

检测各组细胞活性；尼罗红染色检测细胞内脂滴沉积情况。选取具有较高的细胞活性和脂滴沉积的

一组混合物进行后续实验。L-02 细胞分为如下 4 组：FFA 干预组，FFA+低剂量石杉碱甲（0.1 

μmol/L）干预组，FFA+中剂量石杉碱甲 (1.0 μmol/L)干预组，和 FFA+高剂量石杉碱甲（10 

μmol/L）干预组。各组细胞分别与上述试剂共培养 24 小时，然后，细胞衰老 β-半乳糖苷酶(SA-β-

gal)染色试剂盒检测各组细胞 SA-β-gal 的表达情况；qRT-PCR 检测细胞衰老基因的表达情况；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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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印记检测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ELISA 试剂盒检测氧化应激产物和炎症因子的表达情况；免

疫荧光检测 NF-κB 和 IκBα 的表达。 

结果 亚油酸和棕榈酸混合浓度为 0.5mmol/L，混合比例为 2:1 时，L-02 细胞具有较高的细胞活性

和脂滴沉积率，可模拟体外的脂肪肝细胞环境。ELISA 结果显示，炎症因子 TNFα 和 IL-6 在脂肪

肝细胞模型组中表达明显上调（p<0.05）；氧化应激产物 MDA, HNE 和 ROS 在脂肪肝细胞中亦明

显上调（p<0.05）。L-02 脂肪肝模型组中，衰老标记物 SA-β-gal 和衰老基因 p16、p21、 p53 和 

pRb 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与对照组相比，L-02 脂肪肝模型组中凋亡信号通路蛋白

Bcl2、Bax、Bax/Bcl-2、 CyCt 和 caspase 9 裂解物的表达上调（p<0.05）。与对照组相比，L-02

脂肪肝模型组中 NF-κB 表达上调，而 IκBα 表达下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石杉

碱甲干预组中，上述炎症因子，氧化应激产物，衰老标记物，衰老基因和凋亡信号蛋白较模型组中

呈下降趋势（p<0.05）。与模型组相比，石杉碱甲干预组 NF-κB 表达下调，而 IκBα 表达上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浓度的石杉碱甲干预组间上述结果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脂肪肝细胞具有明显的细胞衰老现象，表现为凋亡增加。石杉碱甲可抑制肝细胞的凋亡，其

可能通过 NF-κB 信号通路发挥作用。 

 
 

PO-408 

Cell-specific elevation of Runx2 promotes hepatic 
infiltration of macrophages by upregulating MCP-1 in high 

fat diet-induced mice NAFLD 

 
Li zhong

1
,Lu Huang

2
,Qian Xue

3
,Chang Liu

4
,Keshu Xu

5
,Wei Shen

1
,Liang Deng

6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2.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Disorders，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3.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The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5.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a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6.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Objective We and others have demonstrated Runt-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2 (Runx2) plays 
role in atherosclerosis, thought to be shared the similar histopathology with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 a progressive stage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on 
macrophages infiltration. However, the functions of Runx2 in NAFLD is completely unknown. 
Here, we investigat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Runx2 triggering macrophages infilt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FLD. 
Methods Mice were fed with high fat diet (HFD) for a long time. Histopathologic features, 
macrophages infiltration, expression of 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 (MCP-1) and Runx2 were 
respectively analyzed in vivo. Lentivirus or siRNA were transfected in murine hepatic stellate cells 
(HSCs) and the transwell assay was performed to verify the contribution of Runx2 for 
macrophages migration in vitro. 
Results Long-term treatment with HFD induced the progression of NAFLD, and NASH was 
initiated from 8 months on diet. HFD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F4/80 upon HFD feeding, 
indicated HFD promotes hepatic infiltration of macrophages in NAFLD. In addition, HFD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MCP-1 and Runx2 during NAFLD development. Unexpectedly, 
Runx2 upregulation is cell-type depended in NAFLD, and only abundantly elevated in activated 
HSCs.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overexpression or deletion of Runx2 could increas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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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ase the expression and secretion of MCP-1 in HSCs in vitro, and the transwell assay 
demonstrated that Runx2 promoted macrophages migration by upregulating MCP-1 production in 
vitro.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give evidence that the upregulation of Runx2 specific in activated HSCs 
promotes hepatic infiltration of macrophages by increasing MCP-1 expression in NAFLD, which 
reveals a novel mechanism and provides a cell-specific therapeutic target for NAFLD. 
 
 

PO-409 

伴精神心理障碍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特点分析 

 
王金媛,李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评估功能性消化不良伴精神心理异常患者性别、诱因、年龄、学历、职业及消化不良症状评

分与心理测评各项目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7 年 7 月-2018 年 3 月期间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符合罗马

IV 诊断标准的功能性消化不良且 SCL-90 测评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的患者 83 名，并对诱因、性别、

年龄、学历、职业、消化不良症状程度、心理测评各项目的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 ①83 名患者中，女性组 64 人(77.1%)，男性组 19 人（22.9%）。两组患者在文化程度、职业

及 FD 亚型的构成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初中文化程度在两组患者中的比例较高

（51.8%）。FD 分型以为餐后不适综合征为主（48.2%）。诱因方面女性多以家庭因素为主，男

性多以工作因素为主，存在明显性别差异（p<0.05）。男女 FD 患者的消化不良症状评分无统计学

差异（p>0.05）。比较男、女两组患者在躯体化、强迫状态、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偏执及

其他项目严重程度的构成比无差异（p>0.05），而在焦虑、恐怖及精神病性项目测评中，两组患者

构成比存在差异（p<0.05）。②存在人际关系敏感、偏执及精神病性的 FD 患者消化不良症状程度

评分明显高于相应项目心理测评正常者（p<0.05）。③FD 患者中，女性抑郁评分高于男性

（p<0.05）。④消化不良症状评分与患者 SCL-90 阳性总分呈正向相关（Spearman rho=0.425，

P<0.05）。⑤83 例 FD 伴精神心理障碍的患者中，躯体化、强迫状态及其他（包括饮食、睡眠）

的出现频率最高（躯体化 87.9%，强迫状态 87.9%，其他 83.1%）。⑥83 例患者消化不良症状评

分与心理测评异常项目数呈正向相关（Spearman rho=0.300，P<0.05）。 

结论 功能性消化不良伴精神心理异常的患者中，女性多见，诱因以家庭因素为主，男性以工作因

素为主。在 SCL-90 焦虑、恐怖及精神病性项目测评中，构成比有性别差异，女性多表现为轻度焦

虑、恐怖及精神病性，男性大多正常。FD 患者中女性抑郁程度高于男性。存在人际关系敏感、偏

执及精神病性 FD 患者消化不良症状较相应项目心理测评正常者严重。消化不良症状评分与心理测

评阳性总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心理测评阳性总分越高，消化不良症状越严重。FD 伴精神心理

异常患者主要表现为躯体化、强迫状态及饮食、睡眠障碍。心理测评异常项目数越多，消化不良症

状越严重。 

 
 

PO-410 

连续性肾脏替代疗法时机的选择对重症急性胰腺炎 

病情恢复及预后的影响 

 
李清,李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探讨连续性肾脏替代疗法时机的选择对重症急性胰腺炎病情恢复及预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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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收治的 60 例行 CRRT 治疗的 SAP 患者行回顾性研究分

析，根据 CRRT 疗法开始时间不同分为 A 组 (n = 31)和 B 组(n = 29)，A 组为发病 72h 内开始

CRRT 治疗的患者，平均开始治疗时间为 53.03±14.53h，B 组为发病 72h 后开始 CRRT 治疗的患

者，平均开始治疗时间为 158.41±93.70h。比较两组患者开始 CRRT 治疗前及治疗 72h 后的

APACHE Ⅱ评分及其部分项目指标、PaO2/FiO2、BE、CRP、改良的 Marshall 评分等指标，以及

两组患者发病第 1 周及发病第 4 周的 Balthazar CT 评级和 MCTSI评分，发病 4 周后的胰腺局部并

发症，及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 

结果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诱因等一般资料，以及两组患者开始 CRRT 治疗前的生命体征及各

项理化指标相比无明显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① 两组患者开始 CRRT治疗后 72h，A 组患

者的生命体征及各项理化指标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B 组患者的 PaO2/FiO2、WBC 较

治疗前无明显改善（P＞0.05），其余指标较治疗前改善明显（P<0.05）。②两组患者开始 CRRT

治疗 72h 后，A 组患者的体温、呼吸频率、PaO2/FiO2、WBC、APACHE Ⅱ评分指标、改良的

Marshall 评分明显优于 B 组患者(P<0.05)；两组患者的心率、MAP、pH 值、Hct、BE、Cr、CRP

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③A 组患者发病第 4 周的 Balthazar CT 评级和 MCTSI评分均优于 B

组患者(P<0.05)。④发病 4 周后，A 组患者有 57.1%（12/21）合并胰腺局部并发症，其中假性囊

肿 1 人，包裹性坏死 11 人；B 组患者有 85.7%（18/21）合并胰腺局部并发症，其中假性囊肿 3

人，包裹性坏死 15 人，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⑤A 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明显少于 B 组患者

（P<0.05）。 

结论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在发病 72 小时内应用 CRRT 疗法较发病 72 小时后应用，能明显减轻炎

症反应，改善患者呼吸功能，明显促进器官功能恢复，减轻胰腺周围炎症，缓解病情，改善预后，

缩短患者住院时间。SAP 患者开始 CRRT 治疗的时间以发病 72 小时之内为佳。 

 
 

PO-411 

Liver stiffness and control attenuation parameter values of 
transient elastography in preschool children in Shanghai 

 
Jing Zeng,Lisu Huang,Qin Pan,Jiangao Fa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Xin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Transient elastography (TE) using FibroScan has gained popularity recently for the 
noninvasive diagnosis of hepatic fibrosis and steatosis by measuring liver stiffness (LS) and 
controlled attenuation parameter (CAP) in adult individuals but not in children.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measure the LS/CAP value and assess th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LS/CAP values in 
preschool children. 
Methods A cohort of 410 preschool children in Shanghai were prospectively included. LS and 
CAP values were obtained by the FibroScan-502 device with M-probe (Echosens, Paris, France). 
Children with current or a history of chronic liver disease, abnormalities on liver-related laboratory 
tests were excluded.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and two-piece wis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linear and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LS/CAP values and other factors. 
Results The success rate of valid TE measurements in our participating children was 96.5%. The 
mean (SD), median and the range of LS values (5th-95th percentiles) were (3.28 ± 0.86), 3.20, 
2.00 and 4.78 kPa,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interquartile range), median and the range of CAP 
values (5th-95th percentiles) were 171.50 (162.07, 188.13), 171.50, 154.21 and 214.53 dB/m, 
respectively. LS and CAP values didn‘t differ significantly according to gender (P>0.05). In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the CAP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weight, BMI, waist circumference, fat mass and the 
percent of body fat),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DL-C levels above 3.0mmol/L.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AP values and other liver function indexes and there was also no 
correlation between LS values and all of thes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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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FibroScan equipped with M-probe is feasible in preschool children. CAP values 
obtained by it may become a useful tool to assess visceral fat content in children. Future studies 
should include obese children and find the exact normal range and the threshold of CAP values 
for the detection of hepatic steatosis. 
 
 

PO-412 

青海湟水地区胃癌及上皮内瘤变组织微卫星不稳定性检测分析 

 
杨永成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检测分析胃癌及上皮内瘤变组织中微卫星不稳定性，探讨青海湟水地区胃癌高发可能的发病

机制和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世居青海湟水地区居民病理确诊为胃癌、和上皮内瘤变患者 151 例为病例组，以自身正

常组织为对照组选用 BAT25、BAT26、D2S123、D5S346、D17S250 五个微卫星位点行荧光标记

聚合酶链反应(PCR), 以 GeneMapper 3.2 软件分析 PCR 产物。通过与自身正常粘膜微卫星序列 

PCR 片段长度进行比较, 判定胃癌和不同级别上皮内瘤变组织中 MSI 检出情况。统计软件采用

SPSS19.0 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胃癌（58 例）、高级别上皮内瘤变（37 例）、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组织（56 例）中 MSI 检出

例数及检出率分别为 37 例（63.79）、23 例（62.16）、18 例（32.14）。经检验胃癌和高级别上

皮内瘤变组织中 MSI 检出率均高于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胃癌与胃高

级别上皮内瘤变与中 MSI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青海湟水地区胃癌及胃粘膜上皮内瘤变组织中 MSI 检出率较高，MSI 是胃癌发生过程中的早

期事件，可能与该地区胃癌高发的分子机制密切相关，并可以作为胃癌诊断的一个较为敏感的指

标。 

 
 

PO-413 

幽门螺旋杆菌在口腔和胃组织活检中毒力标记物的相关性研究 

 
梁贺 

大连市中心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一种常见的全球感染，是导致消化性溃疡和胃癌的一个重要原因。幽门

螺旋杆菌感染的临床结果与毒力因子相关。这些毒力因子的存在作为鉴别发展为严重胃病的高风险

的分子标记是有效的。将口腔和胃活检样品中幽门螺旋杆菌毒力标记物 cagA 和 bab2A 的存在相关

联。 

方法  在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进行了一项观察性、前瞻性、描述性和横断性研究。纳入

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经胃镜同时病理结果提示为上消化道疾病的病人作为研究对象。同时

完成流行病学调查。为了检测细菌及毒力基因，采取唾液样品、牙菌斑和胃活检组织样品并通过

PCR 处理。 

结果 本研究选择了 61 例（其中 30 名女性和 31 名男性，患者年龄从 18 岁到 69 岁不等，平均年

龄 45 岁）有胃十二场疾病的患者入组 

。在 31/61 胃样本和 31/61 口腔样本中检测到幽门螺旋杆菌，表明两个身体部位的发病率为

50.8%。研究显示了样品中幽门螺旋杆菌不同基因型之间的相关性，所有的口腔和胃组织样品中均

检测到 vacA 基因，而胃活组织中的 cagA 的阳性率要明显比口腔中高。由于所获得的 DNA 数量不

足或质量差，在 31 个阳性胃样品中进行了基因分型，但仅在 16 个牙菌斑和 1 个唾液样品中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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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分型，在 cagA 基因型中发现口腔样本和胃样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只有 38.7%的同一患者样

品中发现了口腔和胃基因型之间具有一致性。 

结论 这项研究研究提供了有关于幽门螺旋杆菌菌种基因型的信息。尽管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发病

率很高，但大多数病人在口腔和胃组织中毒力基因型较少。研究样本中 cagA/babA2 组合很少见。

因而毒力基因的存在与胃十二指肠以及口腔疾病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尽管，在一些受检者的口腔

和胃样品中均被发现具有相同的基因型，但是由于未进行 DNA 测序，因此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来源

于同一菌株。 

 
 

PO-414 

抑郁及其结构因子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抗 

抑郁药疗效的影响 

 
陆佳,樊文娟,史丽丽,方秀才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东城区 

 

目的 了解综合医院门诊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with diarrhea，IBS-D）患

者的临床总体症状、精神心理状况、抗抑郁治疗情况，探讨抑郁及其结构因子对 IBS-D 患者抗抑郁

药疗效的影响。 

方法 连续纳入符合罗马 III 诊断和分型标准的 IBS-D 患者，以面对面方式问卷调查患者消化道症

状、精神心理状况和诊疗状况，完成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测评。统计学方法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 

结果  共纳入 IBS-D 患者 410 例（男 250 例，女 160 例）。所有患者 HAMD 评分为

（13.22±5.89）分，28.8%（118/410）合并抑郁，轻度抑郁者占 25.1%（103/410），中重度抑郁

者占 3.7%（15/410）。共 116 例（28.3%）患者应用了抗抑郁药，主要药物包括帕罗西汀（52

例）、米氮平（50 例）和黛力新（17 例），占所有应用抗抑郁药物患者的 74.1%（86/116），失

访率 16.38%（19 例）。应用抗抑郁药物者 HAMD 评分为（15.25±5.90）分，38.8%（45/116）

合并抑郁，轻度抑郁者占 31.0%，中重度抑郁者占 7.8%。98.8%（85/86）患者用药后情绪、睡

眠、腹痛/腹部不适和腹泻 4 种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情绪改善程度与睡眠、腹痛/腹部不适、

腹泻 3 种症状的改善程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r=0.656，P=0.000； r=0.540，P=0.000；

r=0.459，P=0.000）。治疗前认知障碍水平与患者应用帕罗西汀后情绪改善程度呈负相关（r=-

0.324），焦虑/躯体化、迟滞与用药后腹泻改善程度呈正相关（r=0.326、0.372）；治疗前睡眠障

碍水平与患者应用米氮平后腹痛/腹部不适和腹泻改善程度均呈正相关（r=0.352、0.356）；未发

现治疗前结构因子水平与患者应用黛力新后症状改善程度存在显著相关性。 

结论 IBS-D 患者常合并抑郁状态，HAMD 中不同结构因子对 IBS-D 患者抗抑郁疗效存在不同影

响，有效改善患者精神心理状态或将提高整体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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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15 

SPARCL1 is a potential prognosis marker in colorectal 
cancer: evidence from Oncomine, Prognoscan, TCGA 

datasets and clinical studies 

 
haiping zhang

1
,Jun Lin

2
,Shuyu Li

1
 

1.Zhongshan Hospital of Hubei Provience 
2.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Secreted protein acidic and rich in cysteines-like 1 (SPARCL1)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umor pathogenesis. Howe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PARCL1 expression and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remains unknown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Therefore, we aim to evaluate 
the expression pattern and prognostic role of SPARCL1 in CRC. 
Methods  In precent study, SPARCL1 expression was analyzed by Oncomine databas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SPARCL1 in CRC patients was investigated using the Prognoscan web-
based tool. To validate the expression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SPARCL1, TCGA CRC dataset 
was also analyzed through LinkedOmics online tool. Furthermore, comprehensive Pubmed and 
WanFang database search was conducted for clinical studies examining SPARCL1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Hazard ratios (HRs) and odds ratios (ORs) from individual 
studies were calculated by Stata 14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RCL1express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Results SPARCL1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CRC tissues compared with normal tissue 
samples through Oncomine analysis (p=1.72E-08). Data from Prognoscan showed that 
SPARCL1 high expression was related with poorer overall survival (HR=3.81, 2.87-5.07). The 
TCGA dataset showed the consistent result that the SPARCL1 low expression is an indicator of 
better prognosis. Through comprehensive database search, 4 clinical studies evalu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RCL1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Pooled results showed low 
SPARCL1 ex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less distant metastasis (OR=0.53, 0.33-0.84), higher tumor 
differentiation (OR=1.81, 1.29-2.55), earlier tumor stage (OR=0.49, 0.29-0.77)and better overall 
survival (HR=0.56, 0.41-0.71). 
Conclusions SPARCL1 is significant relate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could be a novel 
prognostic predictive factor for CRC. Further large-scale studies are essential to confirm the 
above results, and more fundamental experimental studies are needed to illustrate the 
mechanisms. 
 
 

PO-416 

从抗抑郁药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疗效探讨治疗的适应证 

 
吴艳芳

1
,方秀才

1
,贾艳楠

2
,李晓青

1
,朱丽明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 

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 

 

目的 目前抗抑郁药治疗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的适应证尚不明确，本研

究从抗抑郁药的疗效分析来探讨 IBS 抗抑郁药治疗的适应证。 

方法 检索 MEDLINE、EMBASE 数据库和 Cochrane 对照研究登记库中 IBS 患者抗抑郁药治疗的

随机对照研究（文献发表时间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纳入高质量的随机对照

研究，进行荟萃分析。以成年 IBS 患者为研究人群，将抗抑郁药与安慰剂或常规治疗进行对比。以

IBS 的总体症状或腹痛症状无改善为结局指标，获得抗抑郁药治疗后 IBS 症状无改善的相对危险度

（RR）和 95%可信区间（CI），并根据危险差的倒数计算出所需要治疗的患者数（NNT）。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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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能影响疗效的主要临床特征（即是否合并心理障碍、腹痛/腹部不适的严重程度、是否难治）

和疗程进行亚组分析，以推断 IBS 患者抗抑郁药治疗的适应证。 

结果 通过检索策略获得 399 篇文献。根据纳入标准筛选后，纳入 12 项高质量随机对照研究进行荟

萃分析。与安慰剂或常规治疗相比，抗抑郁药治疗后 IBS 症状无改善的相对危险度（RR）是 0.69

（95%CI 0.57-0.83），NNT 为 5。当合并抑郁或焦虑时，抗抑郁药治疗后 IBS 症状无改善的相对

危险度是 0.45（95%CI 0.26-0.80），NNT 为 3.7。当抑郁和焦虑未知时，抗抑郁药治疗后 IBS 症

状无改善的 RR 是 0.67（95%CI 0.59-0.77）；在抑郁和焦虑未知组，难治性 IBS 患者抗抑郁药治

疗后 IBS 症状无改善的 RR 是 0.58（95%CI 0.46-0.73），NNT 为 3.6；中-重度腹痛/腹部不适患

者抗抑郁药治疗后 IBS 症状无改善的 RR 是 0.64（95%CI 0.44-0.93），NNT 为 4.7。抗抑郁药治

疗疗程≥3 月时，治疗后 IBS 症状无改善的 RR 是 0.66（95%CI 0.54-0.81）。           

结论 抗抑郁药治疗对 IBS 患者有效。通过对疗效的 meta 分析推断得出的抗抑郁药物治疗的适应证

为 IBS 合并抑郁或焦虑的患者、难治性 IBS 患者、表现为中-重度腹痛/腹部不适的 IBS 患者。推荐

抗抑郁药治疗疗程至少为 3 个月，以提高疗效。 

 
 

PO-417 

球囊阻断逆行静脉闭塞术（BRTO）采用聚桂醇泡沫硬化治疗胃

静脉曲张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罗薛峰,杨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肝硬化患者中胃静脉曲张（gasctric varices, GVs）的发病率约为 25%，相比于食管静脉曲张

较低，但是出血更严重，死亡风险更高。球囊阻断逆行静脉闭塞术（Balloon-occluded retrograde 

transvenous obliteration, BRTO）是一种经胃肾或胃腔分流道对 GVs 直接硬化治疗的微创介入方

法。目前国外广泛应用的硬化剂是乙醇胺油酸酯（EO）和硫酸四癸钠（STS）。本研究的目的是

评估 BRTO 中采用聚桂醇泡沫硬化治疗 GVs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前瞻性纳入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于本院就诊的 32 名肝硬化伴胃静脉曲张

患者（男性 18 名，女性 14 名，平均年龄 58.9 岁）。手术指征包括 GVs 急性出血（3 例）、一级

预防（5 例）和二级预防（24 例）。所有患者术前均行胃镜检查明确 GVs 程度及分类。BRTO 操

作过程为经右侧颈静脉或股静脉入路将 Forgarty 球囊导管置于分流道出口，充盈球囊阻断分流道血

流，缓慢逆行注入聚桂醇泡沫（聚桂醇、对比剂、空气按 1:1:2 比例机械抽吸混合）填充曲张静

脉，并保留球囊导管至次日拔除。术后定期复查腹部增强 CT 和胃镜，所有患者长期随访至今。 

结果 纳入患者中肝硬化最常见病因为慢性乙型肝炎（68.8%, 22/32），其次是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12.5%, 4/32）。根据 Child-Pugh 分级，15 例患者（46.9%）为 A 级，12 例（37.5%）为 B

级。根据胃镜下 Sarin 分级，10 例患者 GVs 为 GOV2 型，余下 22 例为 IGV1 型。BRTO 技术成功

率 96.9%（31/32），1 例患者因 GVs 侧枝循环丰富未能完全封堵，改行内镜下组织胶注射。26 例

BRTO 经颈静脉入路，6 例经股静脉入路，聚桂醇平均使用剂量为 12.4mL（8-20mL）。2 例患者

术后出现门静脉血栓，未经抗凝治疗自行溶解。所有患者均未出现严重并发症。平均随访时间为

647±163 天，1 例患者因慢性肝功能衰竭于术后 42 天接受肝移植，1 例患者死于多器官功能衰

竭。术后 CT 提示 31 例患者 GVs 完全闭塞，随访期间未出现曲张静脉再通。7 例患者（22.6%）

出现食管静脉曲张加重，其中 3 例食管曲张静脉破裂出血，经内镜下套扎成功治疗；5 例患者

（16.1%）腹水加重，利尿剂治疗后好转。 

结论 聚桂醇泡沫硬化 BRTO 以少量硬化剂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是一种治疗胃静脉曲张安全有效

的微创介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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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18 

基于罗马Ⅳ标准的功能性便秘患者的肛门-直肠动力研究 

 
刘芳铭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功能性便秘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模式的提出，我们还应重视患者的精神心理状况及生活质量变化。本实验通过对符合罗马Ⅳ标准的

功能性便秘患者进行肛门直肠压力检测，以研究患者肛门直肠动力及感觉功能的改变，并探讨一些

便秘症状及患者生活质量与肛门直肠测压结果的关系。 

方法 按照纳入及排除标准，将 86 例功能性便秘患者纳入 FC 组，将健康志愿者纳入 H 组，对两组

患者进行肛门直肠测压检查，将两组测压结果进行对比。参考 Rao SSC 标准，依据测压结果，将

FC 组中，做排便动作时，无肛门直肠异常运动组，归为 FC-N 组；再将 FC 组中其他患者，归为

肛门直肠异常运动组，即为 FC-D 组。再将 FC-D 组中患者，分为Ⅰ型，Ⅱ型、Ⅲ型及Ⅳ型。统计

各型在 FC-D 组中所占比例。根据测压前所有患者需填写的便秘症状调查表及便秘患者生活质量量

表，对上述调查量表进行评分，并在 FC-D 组及 FC-N 组患者间进行比较。 

结果 1.本次实验中，FC 组与 H 组；FC-D 组与 FC-N 组受试者性别、年龄及 BMI 均无统计学意

义。 

2.FC 组患者初始感觉阈值显著高于 H 组，而两组的初次排便感觉阈值、排便窘迫阈值、最大容量

感觉阈值、肛管静息压、直肠静息压、括约肌长度、肛管最大收缩压及直肠肛门抑制反射的最小松

驰容积之间均无统计学意义。 

   3.本实验的 86 例 FC 患者，经肛门直肠测压检查提示，FC-D 组患者占 87.2%，FC-N 组患者占

12.8%。在 FC-D 组中，Ⅰ型占 72%、Ⅱ型占 5.3%、Ⅲ型占 8%、Ⅳ型占 14.7%。 

4.本实验中，FC-D 组患者排便频率得分低于 FC-N 组，FC-D 组患者排便费力感、排便不尽感、梗

阻或阻塞感、排便费时感的发生频率得分均高于 FC-N 组患者，而病程时间、便前腹胀、粪便干结

或球状、手法辅助排便、使用通便药物项得分在 FC-D 组及 FC-N 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5.FC-D 组患者 PAC-QOL 评分：身体不适、心理不适、忧虑和担心、满意度各条目及总分均显

著高于 FC-N 组患者。 

结论 1.FC 患者直肠敏感性下降。 

2.本次研究中的 FC 患者以排便时存在肛门直肠异常运动为主，且以Ⅰ型居多。 

3.与排便时无肛门直肠异常运动的患者相比，肛门直肠异常运动患者排便次数减少的发生率低，但

更容易出现排便费力感、排便不尽感、梗阻或阻塞感、排便费时感，且容易影响生活质量。 

 
 

PO-419 

ERCP 术后胰腺炎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李媛媛,叶玲,周小江,陈幼祥,李国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本次主要对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后并发胰腺炎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进行观察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7 年 1-3 月 400 例于我院行 ERCP 患者的有关临床资

料，排除标准：1.乳头部及胰腺肿瘤患者；2.ERCP 未成功患者；3.既往胰腺炎病史者；4.妊娠及

年龄大于 90 岁和小于 18 岁患者。5.不是首次行 ERCP 术患者。统计 ERCP 术后并发胰腺炎的发

生率，并探讨术中胰管显影，胰管支架置入、黄疸、内镜下括约肌切开术（EST）、发病年龄、性

别、胆管扩张、高血压、糖尿病 十二指肠憩室等因素对 ERCP 术后并发胰腺炎的影响。统计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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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 采用卡方检验、、Fisher 确切概率法对单个因素进行分析，以 P 

<0.05 表示差异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差异。 

结果 400 例患者中，按以上排除方法排除乳头部肿瘤者 9 例，ERCP 未成功者 6 例，既往胰腺炎

病史者 6 例，不是首次行 ERCP 者 37 例。入选例数 342 例，其中术后并发胰腺炎者 29 例。男性

患者 160 例，女性患者 182 例，胰管显影者 15 例，行胰管支架置入术者 36 例，有十二指肠乳头

憩室者 134 例，胆管扩张者 271 例，高血压者 60 例，糖尿病者 18 例，内镜下括约肌切开者 260

例。有黄疸者 121 例。此次统计首次行 ERCP 者术后胰腺炎的发生率为 8.48%（29/342）。胰管

显影、无黄疸、年轻患者均使 ERCP 术后胰腺炎发生率升高(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高

血压、糖尿病、十二指肠憩室、内镜下括约肌切开术使术后胰腺炎发生率增高(P>0.05)，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胆管扩张、胰管支架置入使术后胰腺炎发生率降低（P>0.0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是胆胰疾病的一项重要诊断与治疗技术，有很多优点，但作

为有创操作，存在各种并发症，其中术后胰腺炎为其较为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此次研究中，其术

后胰腺炎的发生率为 8.48%。胰腺显影、术前无黄疸，年轻患者为其危险因素。 

 
 

PO-420 

非诺贝特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疗效分析 

 
林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对非诺贝特辅助治疗的 UDCA 应答欠佳的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的肝生化及免疫指标进行

系统评估，为非诺贝特联合熊去氧胆酸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的有效性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方法 在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

台、PubMed 系统、Medline 数据库中，以―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或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或 PBC、

非诺贝特、熊去氧胆酸或 UDCA‖为检索词检索自建数据库以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表的关于

应用非诺贝特联合 UDCA 治疗 PBC 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的文献。通过 Cochrane Reviewer‘s 

Handbook 偏倚风险评价标准对所有入选文献完成质量评价及资料提取，采用 Revman5.3 软件对

干预前后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的肝生化及免疫学指标如 ALT、AST、ALP 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连续性资料结果用标准化均数差或均数差及 95%可信区间表示。根据 Revman5.3 软件计算的

I2来选择研究模型，如果各研究同质性较好即 I2≤50%，应用固定效应模型；若各研究异质性高即 I2

﹥50%，应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于异质性来源的研究可通过亚组分析和敏感性研究，同时分析各亚

组及组间的临床意义。 

结果 在各个数据库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15 篇，严格按照排除标准及纳入标准，最终 7 篇文献共 116

例患者入选，该 116 例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干预前为熊去氧胆酸单药治疗，干预措施为非诺贝

特辅助 UDCA 治疗。Meta 分析结果示：非诺贝特与熊去氧胆酸联用相对于单用 UDCA 治疗原发性

胆汁性肝硬化，可以有效降低 ALP 水平及 IgM 水平，二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但不能有效降低

ALT 水平、AST 水平、GGT 水平、TBil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 UDCA 应答欠佳患者，加用非诺贝特可以改善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的 ALP、IgM 水

平，但不能降低其 ALT、AST、TBil、GGT 水平，提示非诺贝特可以部分改善对熊去氧胆酸应答欠

佳的 PBC 患者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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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21 

肠镜下息肉切除术后迟发性出血分析 

 
甘颖,李虹怡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辽宁省,葫芦岛市 

 

目的  分析肠镜下息肉切除术后迟发性出血患者资料，总结其危险因素及出血患者处理方法，为防

治术后迟发性 出血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葫芦岛市中心医院龙湾院区消化内科住院行肠息

肉切除术的 985 例患者资料，排除 APC 及尼龙绳套扎患者资料，其中男性 515 例，女性 470 例。

所有纳入研究的患者术前检查均无凝血功能及血小板计数异常，若在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抗

凝药物则停药 1 月，所有纳入研究的患者术前均用聚乙二醇电解质散+2L 水进行肠道准备，使用注

射针在病变边缘正常组织处进行黏膜下注射生理盐水，充分隆起病变，然后使用一次性电圈套器，

收拢套扎并切除病变，给予金属铗夹闭创面。术后禁食水 24 小时，避免剧烈活动。根据术后是否

发生迟发性出血分为出血组与未出血组，比较 2 组患者的年龄、息肉大小、部位、术后病理、患者

术后是否注意休息、并评估出血患者术后处理方法。 

结果 985 例行肠镜下大肠息肉切除术患者中有 9 例出现迟发性出血，发生率为 9.14%。出血组中

有 1 例出现失血性休克，其余 8 例均为排少量新鲜血便，9 例患者均未发生再次迟发性出血。迟发

性出血发生的时间为（4.65 ±2.5）d，出 血组息肉好发部位为直肠（5/9，55.6％）。出血组息肉

直径为（16.65±4.91）ｍｍ，大于未出血组的（8．07±4.23）ｍｍ，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0.05）。出血组管状腺瘤及绒毛管状腺瘤多见（P＜0.05）。，出血组患者多未遵医嘱，均有不同

程度的剧烈运动。出血组患者给予生长抑素泵入、金属铗夹闭、电凝止血或注射止血后均达到止血

效果 

结论  结直肠息肉的治疗意义在于阻断其向结直肠癌发展的进 程，息肉切除可降低 76％～90％的

结直肠癌发生率，对预防结 直肠癌具有重要意义。结直肠息肉治疗方式包括外科手术 及内镜下处

理，由于外科手术损伤大，住院时间长，且得益于内 镜技术的 发 展，内 镜 下 息 肉 切 除 已 成 

为 当 前 主 流 的 治 疗 方 式。尽管经过长期发展后，内镜下息肉切除术有良好的安全 性及有效

性，但其仍存在一定的并发症风险。在本研究中，纳入患者内镜下结肠息肉切除术迟发性出血的发

生率为 9.14％，迟发性出血的发生与患者病变数目、病变直径及形态、病理分型、术后是否剧烈

活动存在相关性。 

 
 

PO-422 

双气囊辅助超声内镜引导下胃肠吻合术治疗恶性胃出口梗阻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一项 18 名中国患者单中心研究 

 
徐桂芳,王雷,邹晓平 

鼓楼医院 

 

目的 胃出口梗阻常见于晚期胃肠道恶性肿瘤。既往需要外科旁路手术进行肿瘤，不能手术者只能

全肠外营养治疗，患者生活质量低下、且费用高昂。经内镜途径放置支架虽暂时解除梗阻，但是远

期疗效差，容易再堵塞和支架移位。超声内镜引导下胃肠吻合术（EUS-GE）是一种新型的姑息性

治疗恶性胃出口梗阻的方法。本研究主要探讨 EUS-GE 治疗中国患者恶性胃出口梗阻的安全性、

有效性及预后。 

方法 这是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的研究。该研究纳入了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1 月 18 名恶性胃出

口梗阻患者。这些患者均有恶心、呕吐等胃出口梗阻症状。行胃镜、CT 及上消化道碘水造影证实

梗阻。行 EUS-GE。分析了技术的成功率、临床成功率、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术后患者患者生活质量

评分及平均存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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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8 名 GOO 患者，平均年龄 68.2 岁，其中男性有 10 名（55.6%）；这 18 名患者 GOO 最常

见的病因是胰腺癌（44.4%）。最常见的梗阻部位是十二指肠第二段（55.6%）。本研究均采用双

气囊辅助下 EUS-GE，该项技术的成功率为 100%（18/18）。临床成功率为 94.4%(17/18)。中位

手术时间为 58min(范围：39～156 分钟)；确定穿刺部位的中位时间是 20.5 分钟（范围：15～28

分钟），穿刺到成功置入支架的中位时间是 39 分钟（范围：20～130 分钟）。在行 EUS-GE 前

GOOSS 评分为 0.2，行 EUS-GE 后的 15 天 GOOSS 评分为 2.2，明显高于前者，两者具有统计学

差异（P=0.001）。在随后的 87 天随访间，GOOSS 分数仍然高于 2。在 4 名患者中发生了 7 例不

良事件（2.2%）。1 名患者因迟发支架移位和出血而死亡。平均住院时间为 6 天，中位生存时间为

135 天，GOO复发率为 5.6%  (1/17)。 

结论 EUS-GE 是一项具有重大突破的新型实用性技术，对中国患者的恶性胃出口梗阻的治疗具有

较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PO-423 

内镜切除与外科切除治疗肿瘤直径≤5cm 胃间质瘤的 

临床对比研究 

 
庞桃红,徐桂芳,王雷,邹晓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本研究主要比较内镜切除及外科切除肿瘤直径≤5cm 胃间质瘤的手术并发症及预后，并比较三

种不同内镜切除方法治疗效果及经济效益。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2 月至 2017 年 9 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并最终

病理及免疫组化结果证实为胃间质瘤的 409 名患者相关资料。在这篇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中，分析

409 例肿瘤直径≤5.0cm 的胃间质瘤，其中 268 例内镜下切除治疗（内镜组），141 例外科手术治

疗（外科组），比较两组的人口统计学资料、临床结果及 R0 切除率；并分析不同内镜方法的治疗

效果。 

结果 409 名患者中，女性 243 例，总体的男女比例为 0.68；患者平均年龄为 59.0±9.8 岁。肿瘤好

发部位依次为：胃底(55%)、胃体(27.6%)、贲门(10.8%)、胃窦(6.6%)。EFTR、STER、ESE 三组

R0 切除率及住院费用无统计学意义（P>0.05）；EFTR 组术后进食流质时间为 2.53±1.39 天，

STER 组为 1.75±0.75 天，ESE 组为 1.64±0.82 天，EFTR 组术后进食流质时间长于其他两组

（P<0.001）。EFTR 组术后住院时间为 5.25±1.64 天，STER 组为 4.42±0.79 天，ESE 组为

4.35±1.42 天；EFTR 组术后住院时间长于其他两组（P<0.001）。与外科组比较，内镜组切除的

肿瘤直径较小[（1.69±0.9）cm 比（3.20±1.2）cm，P <0.001]；术后住院天数短[（4.66±1.5 ）

天 比（8.11±5.0）天，P <0.001]；术后进食流质时间早[（1.94±1.1 ）天比（4.63±2.6）天，P 

<0.001]；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少（p < 0.05）；以及，住院费用少[（20115.4±5113.5）¥比

（43378.4±16795.7）¥，P <0.001]。内镜组与外科组相比，R0 切除率低（93.3%比 99.3%，

P<0.01）。在 409 例胃 GISTs 中，51(12.5%)名患者为中高危，其中只有 20 名患者接受术后伊马

替尼辅助治疗，其中 8 名患者因伊马替尼副作用及高费用服药 1-3 月即停药。平均随访 33.5 月，

两组均无发生复发及转移，外科组有两名患者因为其他疾病死亡。 

结论 内镜切除对于≤5cm 的胃肠道间质瘤是安全有效的，与外科组相比，具有相同的治疗效果，且

术中并发症较少、恢复快、住院费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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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24 

胰腺假性囊肿囊内出血并十二指肠瘘一例 

 
邱新平 

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 

 

目的 探讨胰腺假性囊肿囊内出血并十二指肠瘘病例 

方法 病例介绍及疾病分析 

结果 胰腺假囊肿形成于急性胰腺炎后，出现囊内出血后经手术证实囊内有一小动脉受损及出血，

使囊肿快速增大，压力增高，侵蚀十二指肠壁而出现囊肿十二指肠瘘，临床表现为黑便，呕血。 

结论 临床工作中，有胰腺假性囊肿，出现急性上消化道出现，应想到囊性出现消化道瘘的可能。 

 
 

PO-425 

MTAP-ANRIL 融合基因通过 JNK/c-Jun 信号通路促进 

肝细胞癌侵袭转移 

 
林卓颖,谢华平,田德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基因融合不具有组织特异型，在实体肿瘤中存在着类似恶性血液系统疾病中重要的融合基

因。肿瘤中十分常见的染色体 9p21 的缺失可以形成由甲硫腺苷磷酸化酶（MTAP）和反义 RNA

（ANRIL）融合而成的 MTAP-ANRIL 融合基因，其功能未见研究报告。我们在肝细胞癌中检测到

MTAP-ANRIL 融合基因。MTAP 可催化甲硫腺苷生成三磷酸腺苷和甲硫氨酸，并具有抑制肿瘤细

胞增殖、迁移及侵袭的作用。MTAP-ANRIL 融合基因可以编码 MTAP 的 C 末端截断蛋白，抑制

MTAP 蛋白的表达。本研究目的在于探究 MTAP-ANRIL 在肝细胞癌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方法 将人肝癌细胞株 Hep-G2、MHCC97H 各自分别转染过表达 MTAP-ANRIL 真核质粒和空白质

粒：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肝癌细胞中 c-MTAP 蛋白及野生型 MTAP 蛋白（wt-MTAP）的表达；

通过 RT-PCR, Western blot 等方法检测各组肝癌细胞中 EMT 相关分子 E-Cadherin，N-Cadherin

以及 SNAIL1 的表达；通过细胞骨架染色、划痕实验、Transwell 实验检测各组肝癌细胞的迁移及

侵袭能力; Western blot 对各组肝癌细胞的信号通路进行筛选，并对筛选出的信号通路的进行抑制

剂干预，进一步证实该信号通路的作用。 

结果 过表达 MTAP-ANRIL 融合基因的肝癌细胞相较于对照组，c-MTAP（分子量 23kDa）表达增

高，wt-MTAP(分子量 32kDa)表达减少；在 mRNA 及蛋白水平，均显示过表达组的 SANIL1、N-

Cadherin 表达增高，E-Cadherin 表达降低；细胞骨架染色结果显示，过表达组细胞形态发生改

变，且点状 F-actin 聚集形成束状 F-actin，细胞划痕实验结果显示，过表达组细胞伤口愈合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细胞迁移和侵袭实验结果显示,过表达组迁移细胞数较对照组明显增加，细胞迁移、

侵袭能力增强；过表达 MTAP-ANRIL 可激活 JNK/c-Jun 信号通路的磷酸化，加入 JNK 通路的抑制

剂后，过表达 MTAP-ANRIL 所引起的肝癌细胞 EMT 发生逆转。 

结论 本研究发现，MTAP-ANRIL 融合基因可以通过 JNK/cJun 信号通路激活 SNAIL1 从而降低 E-

Cadherin 表达水平，诱导 EMT 的发生，使肝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增强。因此，MTAP-ANRIL 融

合基因可为肝癌转移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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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26 

肠内营养混悬液联合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对老年便秘患者 

肠镜前肠道准备的影响 

 
马建霞,邵伟菁,姚健凤,于晓峰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目的 探讨口服肠内营养混悬液联合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对老年便秘患者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质量的

影响。 

方法 选取 90 例需要结肠镜检查的老年便秘患者，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 A 组、干预 B 组和对

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患者常规饮食准备+口服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溶液 2000ml；干预 A 组患者

常规饮食准备+检查前三天聚乙二醇散 10g/天+口服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溶液 2000ml，干预 B 组

患者肠镜检查前三天聚乙二醇散 10g/天+检查前两天肠内营养混悬液 1000ml/天+口服复方聚乙二醇

电解质散溶液 2000ml，患者进行肠镜检查，观察并比较 3 组服药后不良反应、耐受度、规定时间

内肠道准备完成情况及肠道清洁度。结果 4 例患者因口服导泻药物失败放弃检查，最终干预 A 组

28 例、干预组 B 组 30 例和对照组 28 例顺利完成肠道准备及结肠镜检查。 

结果 三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在规定时间内肠道准备完成情况、肠道准备耐受度及肠道清洁程度效

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0.05），三组肠镜检查成功（肠镜达到回盲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05）。 

结论 对老年便秘患者采用肠内营养混悬液+聚乙二醇散联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溶液进行肠道准

备，可适当减少饮水量，减少低血糖的发生率，提高患者对肠镜检查的依从性，并且该方法能提高

肠道清洁度，有助于发现微小病变，降低肠镜检查的漏诊率。 

 
 

PO-427 

南中国地区耐药性幽门螺杆菌感染风险因素流行病学调查— 

一项基于多地人群的多中心研究 

 
吕涛

1
,司徒伟基

1,2
,倪丽

1
,郭嘉琪

1
,母佩

1
,李银鹏

3
,杨邱

3
,余细球

4
,孙海波

4
,吕志武

5
,吴建维

5
,刘俊

6
,郭海建

6
,梁伟强

2
 

1.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2.香港大学医学院 玛丽医院 

3.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华分院,广东省,深圳市 

4.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5.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广东省,深圳市 

6.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广东省,深圳市 

 

目的 目前国内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ylori）一线方案根除率逐渐下降。深圳作为移

民城市，各地人口来源（南中国为主）。不同地域背景，与 H.pylori 耐药相关性，尚待研究。本研

究基于深圳移民特点，调查以南中国为主，地域特点与 H.pylori 耐药相关性。 

方法 自 2016 年 9 月，深圳 5 家医院入组经过一线抗 H.pylori 治疗后、复查 13 碳呼气试验阳性患

者，填写―信息调查表‖：患者来源地，教育背景，饮用水源，家庭人数，既往病史，烟酒嗜好等。

患者行胃镜检查，于胃窦、胃体部分别活检 2 块进行 H.pylori 培养，并进行 6 种抗生素药敏试验：

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左氧氟沙星，甲硝唑，四环素，呋喃唑酮。进行 H.pylori 抗生素耐药与感染

风险因素相关性分析。 

结果 研究中期分析，入组 746 例患者，其中男性 52.4%，平均年龄 43.1±12.5 岁。出生于深圳以

外地区患者 711 例（95.3%），广东省外患者 473 例（占 63.4%）。557 例（74.7%）患者

H.pylori 培养结果阳性，抗生素药敏试验结果显示，对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左氧氟沙星、甲硝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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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耐药率分别为：1.3%, 34.1%, 42.4% and 92.5%，对四环素、呋喃唑酮，尚未发现耐药。其中，

313 例患者（56.2%）存在多种抗生素耐药。采用多因素分析发现，年龄增加，为克拉霉素

（p=0.007, OR 1.019, 95%CI 1.005-1.033）、甲硝唑（p=0.002, OR 1.047, 95%CI 1.017-

1.079）、左氧氟沙星（p<0.001, OR 1.025, 95%CI 1.011-1.039），以及三种药物联合（p=0.001, 

OR 1.024, 95%CI 1.010-1.039）耐药的独立风险因素。低体重指数、既往抗生素使用，与克拉霉

素（p=0.007, OR 0.929, 95%CI 0.880-0.980）、甲硝唑（p=0.024, OR 2.132, 95%CI 1.106-

4.098）耐药相关。沿海城市，是克拉霉素耐药的地域性保护因素（p=0.006, OR 0.301, 95%CI 

0.127-0.741）。 

结论 南中国地区 H.pylori 根治失败患者，H.pylori 对甲硝唑、左氧氟沙星、克拉霉素高耐药值得关

注，地域性因素可能与部分 H.pylori 耐药相关。四环素、呋喃唑酮应考虑作为 H.pylori 根治的一线

用药。 

 
 

PO-428 

肝硬化患者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的临床意义 

 
顾薇 

大连市友谊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研究肝硬化患者的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了 104 例肝硬化患者促甲状腺素（TSH），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游离甲状腺素（FT4）水平，并与健康体检者对照。按照肝功能分级（Child - Pugh 积

分法）比较。  

结果 肝硬化患者血清 FT3、FT4 较正常对照组显著降低，（t = 11.586、5.309，P < 0.001）；肝

功能 B 级患者的 FT3 较 A 级下降（P =0.003）,肝功能 C 级患者的 FT3 较 A 级明显下降(P < 

0.001)；肝硬化患者 Child - Pugh 肝功能分级与 FT3 负相关，（r = -0.370，P <0．001）。 

结论  随着肝硬化肝功能损害程度的加重，血清 FT3、FT4 呈下降趋势，血清 FT3 水平与肝功能损

害程度密切相关。血清 FT3 水平变化对判断肝硬化严重程度，指导临床治疗及判断预后具有一定

的临床价值。 

 
 

PO-429 

早期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与临床病理特征相关性研究 

 
熊丹丹,陈幼祥,曾春艳,陈硕,陈飞,吴姹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探讨早期结直肠癌临床病理特征与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了从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行结直肠癌手术治疗且

最终病理结果确诊为早期结直肠癌的研究对象临床及病理特征资料，为研究影响早期结直肠癌淋巴

结转移的相关危险因素，确立了年龄、性别、饮酒史情况、既往有无息肉病史、既往有无结直肠癌

病史、血清肿瘤标志物、肿瘤形态分型、肿瘤大小、部位、分化程度、淋巴管血管侵犯情况、肿瘤

出芽等 12 个指标，运用 X2检验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不同临床病理特征与早期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

的关联性及早期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 

结果 最终纳入了从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行结直肠癌手术治

疗的 189 例早期结直肠癌患者，其中发生淋巴结转移 22 例，总淋巴结转移率为 11.6%（22/189）,

单因素 X2 检验结果示：肿瘤分化程度、脉管癌栓、肿瘤出芽（X2 值分别为：0.002、<0.001、

<0.001）与早期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有关，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示：脉管癌栓与肿瘤出芽

为早期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OR 值分别为 8.263、1.132，P 均小于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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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早期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为脉管癌栓及肿瘤出芽，且脉管癌栓的相对危

险度最高。（2）低分化的 ECC 患者需行严密内镜随访预防早癌复发，而具有脉管癌栓、肿瘤出芽

其中之一则需追加外科手术治疗+淋巴结清扫。 

 
 

PO-430 

老年人群中基于既往抗生素使用史的不同治疗方案 

 根除 Hp 的疗效观察 

 
周晶晶,唐丹,王芬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探讨在中国人群抗生素滥用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如何提高抗 Hp 治疗的根除率。在老年人群中

观察以 PPI、铋剂及不同抗生素组合的四联疗法对 Hp 的根除效果，为临床用药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 2016 年-2017 年 6 月 30 日就诊于湘雅三医院的 169 名老年 Hp 感染患者（年龄≥60

岁），根据其既往抗生素使用史，采用以下 3 个方案治疗（PPI 均为埃索美拉唑肠溶片），A 方案

（n=39 例）：PPI+丽珠胃三联（克拉霉素/替硝唑/枸橼酸铋钾），用于未接受过抗 Hp 治疗，未使

用过克拉霉素及替硝唑的患者。B 方案（n=33 例）：PPI+阿莫西林 +克拉霉素+胶体酒石酸铋，用

于未接受过抗 Hp 治疗，未使用过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的患者。C 方案（n=97 例）：PPI+多西环

素+呋喃唑酮+胶体酒石酸铋,用于接受过 1 次或以上抗 Hp 治疗失败的，或使用过多种抗生素的病

例。均采用 14 天方案（所有病例若近一月内使用抗生素，均延迟 1-3 月后再给予抗 Hp 方案），

治疗后 4 周复查 13C 呼气试验。 

结果 老年组中 A、B、C 三种治疗方案按意向性分析（ ITT）根除率分别为 48.7%、78.8%、

83.5%，按方案分析（PP）根除率分别为 70.3%、96.3%、94.2%。老年组中 B、C 方案根除率高

于 A 方案（P<0.05）。老年组总根除率按 ITT 分析为 74.6%，按 PP 分析为 90%。A、B、C 三种

方案不良反应发生率依次为 20.5%（8/39），9.09%（3/33），20.6%（20/97），包括：恶心、嗳

气、反胃反酸、腹部不适、腹泻、便秘、大便黑、头晕等症状。大多症状轻微能够耐受。 

结论 1.老年组中 PPI+丽珠胃三联（克拉霉素/替硝唑/枸橼酸铋钾）的根除率低。2.对于既往未使用

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的老年患者，选择 PPI+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组合的四联含铋方案 Hp 根除率

高；3.以往接受 1 次或以上抗 Hp 治疗失败的，或者以往使用过多种抗生素的老年患者，选用 PPI+

呋喃唑酮+多西环素组合的含铋四联方案仍可获得较高的 Hp 根除率。4.基于不同抗生素使用史，针

对性经验治疗可有效提高老年组 HP 根除率，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安全有效。 

 
 

PO-431 

氧化苦参碱改善肝硬化大鼠细胞凋亡性肠粘膜损伤的机制研究 

 
文剑波 

萍乡市人民医院,江西省,萍乡市 

 

目的 探究氧化苦参碱（Oxymatrine,OMT）在肝硬化大鼠肠粘膜损伤的改善与肠上皮细胞凋亡的关

系。 

方法 SD 大鼠 30 只，随机分为空白组（4 只）、肝硬化造模组（26 只）。空白组：常规饲养 9 周

后，按体重肌注 5%葡萄糖水 4 周，消毒饲料及水自由摄入，标记为空白对照组 A 组；肝硬化造模

组：采用改良四因素复合造模法 9 周后制成肝硬化成模大鼠（16 只），随机选择 8 只予以 40% 

CCl4 橄榄油溶液皮下注射及按体重肌注 5%葡萄糖水 4 周，标记为模型组 B 组；剩余 8 只予以

40% CCl4橄榄油溶液皮下注射及按体重肌注氧化苦参碱葡萄糖水 4 周，标记为治疗组 C 组；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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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及含甘草甜味素的 10%乙醇溶液自由摄入。TUNEL 法检测各组肠粘膜上皮细胞的凋亡率、

RT-PCR 法检测肠粘膜 Bcl-2 和 Bax 的 mRNA表达。 

结果 B 组回肠上皮细胞凋亡率明显高于 A 组 (P<0.01)，C 组凋亡率低于 B 组 (P<0.05)；A 组中

Bcl-2 mRNA 呈现高表达，Bax mRNA 呈现为低表达；B 组中 Bcl-2 mRNA 的表达明显低于 A 组

(P<0.01)，Bax mRNA 表达明显高于 A 组(P<0.01)；C 组中 Bcl-2 mRNA 的表达水平明显增加高于

B 组 (P<0.05)，Bax mRNA 的表达水平明显减少低于 B 组(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OMT 通过上调肝硬化大鼠回肠组织中凋亡相关基因 Bcl-2 mRNA 的表达、下调 Bax mRNA 的

表达抑制肠粘膜上皮细胞的凋亡，从而改善肠粘膜的损伤，可能是保护肠粘膜屏障功能的机制之

一。 

 
 

PO-432 

老年人肠道准备期营养干预的临床探讨 

 
张晓南

1,2
,徐丽姝

1,2
,邓罡

1,2
 

1.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2.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 

 

目的 老年人接受肠镜检查及治疗的的几率较以往明显增加，虽然限制肠镜操作的安全性较以往已

大幅提高，但由于老年人常伴有多种基础疾病，且肠道准备时期的饮食限制及清洁肠道造成的菌群

失调、电解质紊乱等情况均可能增加营养不良的风险及降低肠镜操作耐受性，进而增加并发症发生

风险。目前缺乏关于老年人围肠镜操作期的系统的营养状态评估及营养支持的研究。本研究通过评

估老年人围肠镜操作期的营养状态及耐受性等评估，探讨老年人肠道准备期营养支持必要性、方式

及效果，为制定围肠镜操作期营养支持策略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收集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老年病区接受肠镜检查的老年人共 85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全流饮食当天服用白粥水 900ml）及干预组（全流饮食当天服用百普素

375g），其中观察组 42 例，干预组 43 例。以体重、心率、血压、血糖、体温等作为客观观察指

标，以头晕、心慌、乏力、睡眠障碍作为主观观察指标，并以肠道清洁度（波士顿肠道评分标准）

作为次要观察治疗。对比两组被检者肠道准备期间耐受性及肠道清洁度。 

结果 两组被检者肠道准备前后的体重、心率、血压、血糖、体温对比均无明显差异。两组被检者

肠道清洁度对比无差异。干预组与观察组被检者相比，头晕（8/3）、心慌（16/2）、饥饿感

（39/19）及睡眠障碍（26/18）的发生率较低（P<0.05）。 

结论 干预组客观耐受性方面与观察组相比无明显差别，但主观耐受性明显高于观察组。虽然使用

传统肠道准备方案在短时间内不会对患者的客观身体指标带来较大影响，但是会在主观层面上带来

较多的不适，而在肠道准备期间给与适当的营养干预可提高主观耐受性，同时又不影响肠道清洁

度，为老年患者提供较好的肠镜检查体验，寄以提高患者复诊的依从性。 

 
 

PO-433 

幽门螺杆菌阳性患者克拉霉素耐药基因及 CYP2C19 

基因多态性调查 

 
王琦,阴瑞瑞,康建邦,陈海亮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省,太原市 

 

目的 对幽门螺杆菌(Hp)阳性患者的克拉霉素耐药位点、CYP2C19 基因多态性分布进行伺机性流行

病学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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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先后消化门诊就诊患者中，收集 14C 快速尿素酶试验和病理活检幽

门螺杆菌阳性者，在胃镜下取胃粘膜并提取 DNA，采用多重 real time PCR 法分析评价如下 2 点：

1）幽门螺杆菌克拉霉素耐药水平；2）CYP2C19 基因多态性分布分析质子泵抑制剂的代谢类型。 

结果 结果：共收集 132 例患者，经多重 real time PCR 检查检出：1）克拉霉素耐药患者 50 例，

其耐药率为 38.6%，耐药基因均为 A2143G；2）质子泵抑制剂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检查结果：

慢代谢型患者 10 例，中代谢型患者 49 例，快代谢型患者 73 例（其中克拉霉素耐药患者中慢代谢

型患者 5 例，中代谢型患者 20 例，快代谢型患者 25 例）。 

结论 Hp 对克拉霉素耐药率呈逐年上升趋势，CYP2C19 基因分布存在多态性，以快代谢和中间代

谢为主，故在经验性根除 Hp 治疗时，选用耐药率较低的抗生素及受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影响小

的 PPI；在有条件的地方，建议行 Hp 耐药基因、CYP2C19 基因多态性检测，实施个体化治疗方

案。 

 
 

PO-434 

乌司他丁联合谷氨酰胺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的疗效及对 

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王孟岩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探讨乌司他丁联合谷氨酰胺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的疗效和对炎症因子的影响。 

方法 抽取我院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74 例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根据

治疗方法不同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患者禁食、禁水、胃肠减压，解痉止痛、抗生素控制感染、纠

正电解质紊乱、营养支持等常规治疗。联合治疗组则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谷氨酰胺联合乌司他丁

治疗。两组均治疗 2 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炎症因子水平和肝肾功能指标。比较两组患者的

症状缓解时间。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TNF-α、IL-6、IL-10、LPS 比较，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治疗后，联合治疗组患者炎症因子 TNF-α、IL-6、LPS 水平明显下降，IL-10 明显升

高，较对照组各项均改善更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AST、ALT、

TBIL、Scr 比较，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后，联合治疗组患者的各

项肝功能指标均明显下降，较对照组均改善更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联合治疗组患者

的腹痛和腹胀缓解时间均明显早于对照组，组间比较，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急性重症胰腺炎采用乌司他丁联合谷氨酰胺治疗能优化患者细胞因子水平，改善肝肾功

能，及早改善腹胀腹痛的不适症状，疗效满意。 

 
 

PO-435 

一项关于微信和短信等加强教育方式对肠道准备质量影响的 

单中心、双盲、随机对照试验 

 
王树玲,柏愚,李兆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上海市,杨浦区 

 

目的 肠道准备质量与结肠镜的诊疗效果密切相关，临床上有多种改善肠道准备质量的方法，但是

仍有超过 25%的患者肠道准备不充分。目前已报道了多种肠道准备的教育方法，但是其有效性、

可操作性仍存在很大争议。针对以上研究背景，设计研究―微信、短信教育方式在提高患者肠道准

备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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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患者被随机分为微信组、短信组、对照组。

患者在登记时将收到肠镜准备的教育宣传单；在检查前 2 天将对微信组及短信组患者发送微信或者

短信进行结肠镜检查的饮食及泻药服用指导。研究的主要观察指标为肠道准备质量的波士顿评分

(BBPS)，次要观察指标为结肠镜操作时间、腺瘤检出率、ADR-PLUS（检出一个腺瘤后的平均检

出率）、息肉总检出数、腺瘤总检出数、息肉平均检出数、腺瘤平均检出数、高级别腺瘤检出率、

腺瘤检出数>2 的比例、病人耐受情况及不良反应。 

结果 研究共纳入 384 例患者（微信组 128 例，短信组 129 例，对照组 127 例）。加强教育组总

BBPS 显著高于对照组(微信组 vs.对照组: 6.81 [1.11] vs. 5.78[1.36], P < 0.001; 短信组 vs.对照组: 

6.44 [1.09] vs. 5.78[1.36], P< 0.001) ；且微信组与短信组间差异有显著性。三组的息肉检出率及

腺瘤检出率差异无显著性，但加强教育组腺瘤检出数>2 的比例 (微信组 vs. 短信组 vs. 对照组: 

10.2% vs. 8.6% vs. 2.4%, P=0.039) 、 高级别腺瘤检出率 (微信组 vs. 短信组 vs. 对照组: 8.7% vs. 

7.8% vs. 1.6%, P=0.037)、ADR-PLUS (微信组 vs. 短信组 vs. 对照组: 0,93 vs. 0.48 vs. 0.16，

P=0.034) 明显高于对照组。多因素分析发现：教育文化低、泻药服用量<80%与肠道准备不充分密

切相关；而加强教育是―肠道准备充分‖的唯一保护性因素。此外，加强教育组患者对肠道准备过程

的满意度更高、饮食指导的依从性更好。 

结论 由于微信方便性及时效性，微信教育方式在提高患者结肠镜肠道准备质量方面优于短信，两

者均能提高腺瘤检出数>2 的比例、ADR-PLU 及高级别腺瘤检出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但在临

床实践中具体应用何种教育方式应根据各医院资源情况而定。 

 
 

PO-436 

六西格玛法在护理临床教学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刘利 

重庆市肿瘤医院,重庆市,沙坪坝区 

 

目的 探讨六西格玛在临床教学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提高临床带教质量，提高护生对临床教学的满

意度，以及患者对护生在临床实习的满意度。 

方法 采用《护理临床教学质量评价量表》、《护理临床教学满意度评价量表》、《患者对护生实

习满意度评价量表》，调查临床护理教学质量及患者对护生临床实习的满意度，通过调查、分析，

确定影响临床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通过 DMAIC 改进模式，对影响教学质量的原因进行调查分

析，找出主要因素，进行改进分析，并与之前的数据进行比较。 

结果 应用六西格玛管理实施护理临床教学后，护生理论及操作考试成绩、护生对临床教学满意度

以及患者对护生临床实习的满意度评价结果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六西格玛管理在护理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显著增强了护理临床教学质量管理的科学性，将教

育价值量化，更好的保证实习带教，提高临床教学控制能力，拓宽临床护理教学实用空间。 

 
 

PO-437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Pentoxifylline on Cerebral 
Edema through Aquaporin4 in Rats with Acute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iaosha Luo,Yaping Liu,Yun Feng,Yumei Luo,Shuixiang 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Hepatic encephalopathy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omplications of severe liver 
diseases with a poor prognosis, and the treatment options are clinically limited. After years of 
researches, the pathogenesis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has not been clearly elucida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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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factors such as ammonia, inflammation, oxidative stress are found playing roles in 
astrocytes swelling, causing cerebral edema and lea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hepatic 
encephalopathy. Aquaporin4 (AQP4) is a membrane transport protein, which regulates the water 
balance of cell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scavenging of cerebral edema. 
Pentoxifylline (PTX), a methyl xanthine derivative and a non-specific phosphodiesterase inhibitor, 
has been reported efficaciously in alleviating cerebral edema in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However, effects of pentoxifylline on cerebral edema in hepatic encephalopathy and its 
regulation on AQP4 expression is rarely studied.In this work, we inten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AQP4 in cerebral edema by using the thioacetamide (TAA)-induced acute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odel of rats and study the effects of PTX on this pathological process. 
Furthermore, we establish the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odel in vitro by using NH4Cl-induced 
astrocyte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s involved in this process. 
Methods Adult SD rats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randomly: normal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PTX low [50mg/(kg•d)] dose group, PTX moderate [100mg/(kg•d)] dose group and PTX 
high [200mg/(kg•d)] dose group. Rats were given different doses of PTX for 7 days after the 
models were duplicated. Effects of PTX on this model were assessed by general manifestation of 
rats, behavioral tests, blood ammonia level, liver function, the brain water content and the 
permeability of blood brain barrier. Western blot and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of AQP4, and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was used to 
measure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interleukin-1β (IL-1β).Then, the subcultured and 
determined rat astrocyt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ERK inhibitor U0126 group, JNK inhibitor SP600125 group, p38 MAPK inhibitor SB203580 group 
and PTX group. Astrocytes were administrated by NH4Cl to establish the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odel in vitro. The morphology change and cell activity of astrocyte were observed. Cell 
immunofluorescence and western blot method were used to detect AQP4 expression in each 
group. And levels of p-p38 MAPK and p38 MAPK were tested in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p38 
MAPK inhibitor SB203580 group and PTX group.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odel group, the PTX high dose treatment 
could improve mental state and behavior in rats, and reduce blood ammonia level, liver function 
index, blood brain barrier permeability and the brain water content. The expression of AQP4 was 
down-regulated and concentration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interleukin 1β (IL-1β) 
were also decreased.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cell morphology was changed, cell 
activity was decreased while the AQP4 protein expression was increased in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the cell activity was increased while the AQP4 protein expression 
was decreased in p38 MAPK inhibitor group and PTX group. However, the changes in both cell 
activity and AQP4 expression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ERK inhibitor U0126 group, 
JNK inhibitor SP600125 group and the model group. AQP4 expression detected by fluorescence 
staining showed similar results to that in western blot.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levels of 
p-p 38 MAPK and p38 MAPKwere decreased in p38 MAPK inhibitor group and PTX group. 
Conclusions Pentoxifylline could improve the liver function of rats with acute hepatic 
encephalopathy, ameliorate cerebral edema,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the blood brain barrier, and 
reduce the expression of AQP4 in brain possibly via inhibiting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and 
interleukin-1β. Pentoxifylline could de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AQP4 in NH4Cl-treated astrocytes, 
and the effect may involve p38 MAPK pathway. 
 
 

PO-438 

大连市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 

 
谭仕清,姜春萌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调查大连地区成年健康体检人群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的感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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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并检测 H. 

pylori 感染的大连市成年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体检对象来自全市各区，代表大连市整体的人口分

布。采用免疫胶体金法检测 H. pylori 抗体并做 14C 尿素呼气试验（14C-UBT），其中任何一项检测

指标阳性即作为 H. pylori 感染阳性标准。H. pylori 感染率组间差异应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的分析

应用 t 检验。对可能影响 H. pylori 感染的因素进一步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P<0.05 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总入选人数 6405 人，其中男性 4157 人，女性 2248 人；年龄 17～87 岁，平均（46±13）

岁。大连市体检人群 H. pylori 总感染率为 37.83%，其中男性为 38.13%；女性为 37.28%，两者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449，P=0.503）。不同年龄组 H. pylori 感染率不同（P<0.01），随

年龄增加呈进行性升高趋势，不同年龄组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0.811，P=0.000）。

不同职业群体的 H. pylori 感染率不同，不同职业间 H. pylori 感染率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部分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来我院做胃镜检查患者的 H. pylori 感染率为

87%，显著高于体检人群的 37.83%（X2=3166.777，P=0.000）。有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 MS）人群的 H. pylori 感染率为 40.5%，高于无代谢综合征者 37.19%（X2=4.533，

P=0.033），年龄分层后比较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
M-H=0.364，P=0.546）。 

结论 大连市体检人群的 H. pylori 总体感染率为 37.83%。不同年龄组 H. pylori 感染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随年龄增加感染率增加。大连市健康体检人群的 H. pylori 感染率明显低于做胃镜检查

的人群。H. pylori 感染与代谢综合征无关。 

 
 

PO-439 

Comparison of the Clinical Features Between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and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Huan Wang 

Central Hospital of Chaoyang City 

 
Objective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PBC) is a chronic autoimmune liver disease,which the 
microscopic performance is the interlobular bile duct was destroyed,gradually progress to the bile 
duct obstruc-tion and cholestasis,causes liver fibrosis,liver cirrhosis,finally lead to liver failure.The 
causes of PBC are unknown,Studies have shown that genetic factor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e closely tied up with the progress of PBC.Early years some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annual incidence is about 2.27-32/million people,middle aged women see 
more,female:male=9:1,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PBC cases reported in recent years in the 
world scope,we can find its incidence increased year by year,the occurrence of race and nation is 
not subject to regional restrictions,the highest incidence of countries for North America and 
Northern Europe.It‘s insidious onset slowly,the number of the asymptomatic patients accounts for 
20%-60% of the first diagnosed patients,As the disease progressing,the related symptoms will 
eventually appear,mostly in 2-4 years.Therefore,as a result earli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s 
essential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nosis of the disease.The prognosis of PBC is very 
different,after several year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can not be affected by the disease,the 
lesions progress is slow,the patient can survive long.After active trea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the patient‘s symptom of skin itching disappeared 、 xanthelasma atrophy、 serum 

cholesterol decreased,all of these tips to good prognosis.Persistently elevated serum bilirubin、

accompanied by autoimmune disorders、histological changes in progress,all of these tips to bad 

prognosis.Its final performance and common cause of death as similar as other types of liver 

cirrhosis:Esophageal varices and portal hypertension 、 infected 、 liver or kidney function 

failure,and so on.W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variances of average age,gender,clininal 
manifestation,complication between paients with PBC,DILI.It is aimed to expore and research the 
different tendeney of treatment for the two diseases.Thus we can carry on the targeted effective 
prevention to those who susceptibility to liver disease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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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dmission data of patients with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PBC) who came t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from January 2005 to January 2015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collected.Studied the annual incidence rate,and randomly selected 
30 cases for the study(5 males and 25 females,43-85 years old,the average age is 66±10),to 
observe the aspects on sex,the age of onset,medication history,clinical manifestation,imaging 
examination,laboratory examination,complication, 
And to compare with 30 patients with drug induced liver injury at the same period(12 males and 
18 females,18-83 years old,the average age is 48±14). 
Results 1.Statistics about the patients with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and drug induced liver injury 
who came to the Firl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2005 to 2015,its 
incidence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it reminds us that the patients with PBC and DILI diagnosed 
by laboratory examination or liver biopsy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2.There were 60 patients altogether,25 women in the group PBC,accounting for 83% of this 
group,18 women in the group DILI,accounting for 60% of this group,so the prevalence of female 
in group PB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group DILI.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

＜0.05).The average age of onset in group PB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group 

DILI.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1).y 

   3.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or some individuals who have genetic and immunological 
idiosyncrasy,can cause PBC induced by drugs.In the medicine which can induce to the liver 
damage,the most common type is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western medicine mainly includes 
antipyretic analgesics,immune inhibitors,anti tuberculous drug and antibiotics. 
   4.In these 60 patients,the main clinical features of the   patients with PBC were 
jaundice,weak,abdominal distention,loss of appetite,itchy skin.But the main clinical features of the 
patients with DILI were jaundice,weak,loss of appetite. 
   5.We can see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liver from CT examination(rugged,uneven 
density) in both two groups,some patients with PBC showed hepatomegaly,splenomegaly,ascites 
and esophageal varices and so on. 

   6.The biochemical parameters were abnormal in varying degrees of all these patients:ALT、

ALB、ALP in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in the group PBC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DILI.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 ＜ 0.05).The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in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in the group PBC,compared with the group DILI.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

＜0.05). 

   7.Patients in the group PBC can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concurrent disease.For 
example:hemorrhage of upper digestive tract,infected,hepatic encephalopathy,primary carcinoma 
of the liver, and so on.The incidence of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disease is very small.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of two kinds of liver diseases h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P＞0.05). 

Conclusions The annual incidence of PBC is in a increasing trend which suggested a growing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PBC were detected.Cmpared with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PBC occurs in 
middle-aged female patients,the occurrence of partial disease in connection with chronic drug 

hepatitis,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patients with PBC are itchy skin,jaundice.ALP、
GGT and bilirubi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the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is elevated,it can 
be complicated by a variety of clinical symptoms,lik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infection,hepatic encephalopathy,and so on.So it has its own significant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The patients with DILI are lack of specificity in terms of age,the most common 
drug which can induce to liver damage is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patients with DILI are fatigue,fever,nausea and vomiting,skin itching,and so 

on.ALT、AST 、GG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The prognosis is good after stopping medicine or 

liver protection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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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40 

PCR-HRM 方法在检测幽门螺杆菌克拉霉素耐药表型中的应用 

 
尚琪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甘肃省,兰州市 

 

目的 1.明确甘肃地区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ylori）对阿莫西林、四环素、甲硝唑、

克拉霉素及左氧氟沙星 5 种常见抗生素的耐药率；2.利用聚合酶链式反应 -高分辨熔解曲线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high resolution melting PCR-HRM）技术建立 H.pylori 克拉霉素耐药

表型检测新方法。 

方法 1.分离培养符合纳入标准的来自甘肃地区 5 家医院 136 例患者胃黏膜标本中的 H.pylori；2.三

酶试验及革兰染色鉴定分离培养的 H.pylori，并行 E-Test 药敏试验，检测 H.pylori 对常见抗生素的

最低抑菌浓度（MIC）；3.提取已行克拉霉素药敏试验的 H.pylori DNA，PCR-HRM 法检测克拉霉

素耐药序列中 A2142G/A2142C/A2143G/A2143C/A2144G 突变基因型，从而判断克拉霉素耐药表

型；4.随机抽取部分菌株 DNA 进行 H.pylori 23S rRNA 基因测序验证，同时比较 PCR-HRM 方法

及 E-Test 药敏试验方法在 H.pylori 克拉霉素耐药表型检测中的一致性，建立 H.pylori 克拉霉素耐药

表型检测新方法。 

结果 1.136 例粘膜标本中共分离培养出 70 例 H.pylori，成功率为 51.47%；2.甘肃地区 H. pylori 对

阿莫西林的耐药率 2.86%，其次为四环素，克拉霉素，为 48.57%、54.72%，耐药率最高的抗生素

为甲硝唑，左氧氟沙星，  分别达到 74.29%，72.86%；3.甘肃地区 H. pylori 双重耐药率为

22.64%，三重耐药率为 32.08%，四重耐药率达到 20.75%； 4.利用 PCR-HRM 技术建立的 H. 

pylori 克拉霉素耐药表型检测方法与传统 E-Test药敏方法一致性为 96.23%。 

结论 1.甘肃地区 H.pylori 对阿莫西林最为敏感，其次为四环素，可作为 H.pylori 根除方案中选择的

抗菌药物；2.甘肃地区 H.pylori 对克拉霉素、甲硝唑、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相当高，不建议作为

H.pylori 根除方案中首选的抗菌药物；3.甘肃地区 H.pylori 多重耐药现象十分严重；4.PCR-HRM 将

可能代替传统药敏试验成为一种便捷、快速的新方法，用来检测 H.pylori 克拉霉素的耐药表型，从

而指导临床用药。 

 
 

PO-441 

食管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和早期食管癌的治疗策略： 

内镜与手术比较 

 
袁柏思,李德闽,申翼,黄海嵘,刘蕾蕾,吴波,陆恒,汪芳裕 

南京军区总医院 

 

目的 外科手术是治疗早期食管癌的传统方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早期食管癌和癌前病变采用内镜

治疗。食管癌 NCCN 指南推荐，对于<2cm 的早期食管病变，内镜治疗作为首选。但对于>2cm 的

早期食管癌，目前缺乏前瞻性研究以评价哪种方法更好，本研究进一步比较内镜和手术治疗食管高

级别上皮内瘤变(HGIN)和早期食管癌(EAC)的疗效。 

方法 将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近 5 年内外科治疗的 116 例病变大于 2cm 的食管 HGIN 和 EAC

（T1a，T1b-sm1）患者纳入研究。比较两组的短期和长期疗效。 

结果 共有 69 例内镜治疗和 47 例手术治疗患者分别纳入研究。两组病例的一般特征无明显差异。

内镜治疗组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和手术组相当（97.1％ vs 91.5％，P = 0.18）。手术相关并发症的

发生率明显高于内镜治疗组，分别为 63.8％和 6.4％（P <0.05）。但内镜治疗组有 4 例（5.8%）

存在病变残留，需追加外科手术治疗。两组均无治疗相关的死亡。与手术组相比，内镜治疗组患者

住院时间较短（10.7d vs 19.2d, P<0.001），费用较低（¥24781 vs ¥72028, P<0.001）。内镜组

的中位随访时间为 43.8 个月，手术组为 49.4 个月。随访期间内镜组有 9 例患者复发（13％）：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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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复发 6 例，残留肿瘤 1 例，异时性肿瘤 2 例。均经内镜下成功切除。手术组无食管病变残留和局

部复发。两组患者因疾病相关的并发症再入院率相当（P>0.05）。 

结论 内镜治疗和手术治疗大于 2 cm 的早期食管癌的疗效相当，并发症少且可控。当食管 HGIN 和

EAC 的内外科治疗存在争议时，内镜治疗不失为一种可靠的选择。 

 
 

PO-442 

肾细胞癌切除术后胰腺转移两例并文献复习 

 
周巍,谭韡,于红刚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分析探讨肾细胞癌术后胰腺转移的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治疗及预后，结合文献讨论其临

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2016 年 1 月-2017 年 7 月收治肾细胞癌术后胰腺转移

2 例患者病例，分析其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治疗及预后等临床资料。 

结果 2 例患者肾细胞癌切除术后十余年发现胰腺转移，影像学检查发现胰尾区占位，行 EUS-FNA

获取病理组织确诊，一例行手术治疗治愈，另一例因广泛转移行分子靶向药物治疗 

结论 肾细胞癌术后胰腺转移性肿瘤非常罕见，发病间隔期长，且病灶多单发，EUS-FNA 是确诊疾

病较好的手段之一。当病灶局限于胰腺内，不论单发或多发，应尽早手术切除。 

 
 

PO-443 

NLRP3 炎症小体在 SAP 小鼠肠粘膜屏障功能障碍中的作用 

 
蔡燕,李雪洋,丁玲,杨勤钰,祝荫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近年来，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并发症

多、死亡率高。肠功能障碍是 SAP 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导致胰腺坏死组织继发感染、加剧病

情进展的主要原因。然而，SAP 肠功能障碍的具体机制目前仍不清楚。NLRP3 炎症小体是固有免

疫系统的重要部分，其过度活化引起一系列炎症因子释放介导炎症反应。本研究拟探讨肠粘膜

NLRP3 炎症小体在 SAP 肠粘膜屏障功能障碍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1. 采用雨蛙素联合脂多糖建立 SAP 小鼠模型。 

2.检测对照组和造模后 6h、12h、24h 小鼠的血淀粉酶水平以及胰腺、小肠组织病理学改变。 

3.Western blot 测定肠粘膜 NLRP3 炎症小体相关蛋白的表达。ELISA 法检测小鼠血清中促炎因

子、D-乳酸的含量。Western blot、IHC 法检测肠粘膜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相关性分析比较

NLRP3 与炎症因子、D-乳酸、肠粘膜紧密连接蛋白之间的关系。 

结果 1.SAP 造模后小鼠血淀粉酶及胰腺、小肠组织病理学的改变 

（1）SAP 组小鼠血清淀粉酶含量较对照组均明显升高（p<0.05）。 

（2）SAP 组小鼠胰腺组织、小肠组织病理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 

2.SAP 造模后小鼠肠粘膜 NLRP3 炎症小体相关蛋白及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情况，血清中促炎因

子、D-乳酸的含量。 

（1） SAP 造模组小鼠肠粘膜 NLRP3、 ASC 、Caspase-1 p10 的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 

（2）SAP 造模组小鼠血清 IL-1β、IL-17、TNF-a、D-乳酸的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3）24hSAP 组小鼠肠粘膜 ZO-1、Occludin、Claudin-4 的表达较对照组明显下降（p<0.05）。 

（4）肠粘膜 NLRP3 的表达与 IL-1β、IL-17、D-乳酸的含量呈正相关，与 ZO-1、Occludin 的表达

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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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AP 进展过程中肠道 NLRP3 炎症小体的激活与肠功能障碍的发生密切相关 

 
 

PO-444 

氟非尼酮揭示谷胱甘肽 S-转移酶 A3 抑制肝星状 

细胞活化和肝纤维化的新功能 

 
彭誉,陈海花,甘棋心,何影,阳惠湘,陶立坚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肝纤维化及其终末期的肝硬化是全世界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 肝星状细胞的激活是肝纤维化

发生发展的中心事件。然而，控制肝星状细胞活化的蛋白质尚未完全了解。通过蛋白组学方法进行

iTRAQ 筛选以鉴定肝纤维化大鼠中的蛋白质改变。谷胱甘肽 S-转移酶 A3（GSTA3）被称为属于

GSTsα-类的抗氧化蛋白酶，最近的研究首次证实了 GSTA3 推定的过氧化氢酶活性。然而，

GSTA3 在肝纤维化中的关键作用仍不清楚。我们自主研发的氟非尼酮可以抑制肝纤维化，故本研

究旨在探索 GSTA3 在肝纤维化中的作用及其通过 AKF-PD 在体内和体外的调节机制。 

方法 将用二甲基亚硝胺（DMN）和四氯化碳（CCl4）处理的大鼠随机分为正常，模型和 AKF-PD

治疗组。 分别用 AKF-PD 处理两种活化的肝星状细胞系，大鼠 CFSC-2G 和人 LX2。 ELISA 法测

定大鼠血清中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DA）含量。  二氯二氢荧光素荧光分析测定活性氧

（ROS）的产生。 实时 RT-PCR 和/或 Western blot 法检测 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纤连

蛋白（FN），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1/2），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 MAPK），c-Jun N

端激酶（JNK），GSK-3β 及磷酸化的 ERK，p38MAPK，JNK 和 GSK-3β 的表达。 

结果 在实验性纤维化肝脏和转分化的肝星状细胞中 GSTA3 显着降低。AKF-PD 缓解了 DMN-和

CCl4 诱导的肝纤维化并有效地抑制了与抑制 GSTA3 相关的肝星状细胞活化。此外，GSTA3 过表

达阻止肝星状细胞的活化和纤维形成，而 GSTA3 敲低可增强肝星状细胞的活化和纤维形成，这是

由 ROS 和 MDA 的表达增加以及随后放大的 MAPK 信号传导和 GSK-3β 磷酸化引起的。 

结论 本研究首次证明了 GSTA3 通过激活 MAPK 和 Wnt/GSK-3β 信号通路在 CCl4 和 DMN 诱导的

肝纤维化中发挥重要的抗氧化作用。 GSTA3 与肝纤维化有关，可能是肝纤维化疾病治疗干预的有

希望的潜在靶点。 

 
 

PO-445 

CXC Motif Ligand 16 Promotes Nonalch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Progression via Hepatocyte-Stellate Cell Crosstalk 

 
Lina Jiang,Mei Yang,Xi Li,Wang Yijin,Zhou Guangde,Zhao Jingmin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hepatology， Beijing 302 Hospital 

 
Objectiv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gets great attention for its increasing 
prevalence. CXC Motif Ligand 16 (CXCL16) has been studied in inflammatory and metabolic 
diseases. We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CXCL16 in steatosis and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NAFLD. 
Methods 117 NAFLD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nd their liver biopsy specimens and serums were 
collected to evaluate the function of CXCL16. Histological severity of biopsy-proven NAFLD was 
measured. The role of CXCL16 in hepatocytes and the crosstalk between hepatocytes and 
stellate cells were investigated. Lipogenic related genes, mitochondrial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and biomarkers in hedgehog pathway that related to metabolic process were also evaluated with 
CXCL16 treatment. 
Results CXCL16 is markedly increased in NAFLD patients especially in S3(Steatosis, SAF 
scoring system) group.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are due to data in patients w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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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or/and F(Fibrosis)score ≥2 in SAF score system. CXCL16 accumulates around steatotic 
hepatocytes in patients‘ liver biopsy specimens. In vitro, CXCL16 treatment leads to severe 
steatosis of hepatocyte-stellate cells and suppressed respiration rate of hepatocyte. Lipogenic 
genes and HSCs activation indexes were increased in CXCL16 over expression system. 
Hedgehog (Hh) pathway cascade ligands were down regulated in hepatocytes. 
Conclusions CXCL16 is highly expressed in NAFLD patients and it might contribute to steatotic 
and fibrotic progression. These findings revealed a novel mechanism of pathogenesis of NAFLD 
medicated by CXCL16, which hopefully serve as a potential non-invasive detection index as well 
as a future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to alleviate NAFLD. 
 
 

PO-446 

二氢杨梅素抑制内质网应激保护肝细胞氧化损伤 

 
曾斌 

湖南省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二氢杨梅素（Dihydromyrieetin, DMY）对过氧化氢（Hydrogen peroxide solution, 

H2O2）诱导的人正常肝细胞系 L02 肝细胞氧化损伤的影响及机制，为肝损伤的防治提供新的途径

和策略。 

方法 培采用 10、20、40、80、160 和 320 μg/mL DMY 预处理 L02 肝细胞 24 h 后，以 H2O2

（200 μmol/L）处理 L02 肝细胞 12 h。光学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的变化，采用 MTT 法检测细胞活

力，比色法测量细胞培养液中乳酸脱氢酶的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

内活性氧（ROS）水平，比色法测量细胞中丙二醛（MDA）的水平。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 L02

肝细胞中内质网应激（ERS）标志蛋白葡萄糖调节蛋白 78（GRP78）和 C/EBP 同源蛋白

（CHOP）的表达。 

结果 2、DMY（10、20、40、80、160 和 320 μg/mL）单独处理与空白对照组比较细胞活力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 H2O2组比较，DMY（40、80、160 和 320 μg/mL）+ H2O2组

细胞的活力增加（均 P<0.05）。与 H2O2组比较，DMY（10、20 μg/mL）+ H2O2组细胞活力的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3、与空白对照组比较，H2O2组细胞凋亡率、细胞上清液中 LDH 水平、细胞中 MDA 和 ROS 水平

均增加（均 P<0.05）；与 H2O2组比较，DMY（80 μg/mL）+ H2O2组细胞凋亡率、细胞上清液中

LDH 水平、细胞中 MDA 和 ROS 水平均降低（均 P<0.05）。 

4、与空白对照组比较，H2O2组细胞中细胞中内质网应激相关相关蛋白 CHOP 和 GRP78 表达增加

（均 P<0.05）；与 H2O2组比较，DMY（80 μg/mL）+ H2O2组细胞中 CHOP 和 GRP78 的表达下

降（均 P<0.05）。 

5、与 H2O2+DMY（80 μg/mL）组比较，H2O2+DMY（80 μg/mL）+衣霉素（2μg/mL）组细胞活

力降低（P<0.05），细胞凋亡率和细胞培养液上清中 LDH 活性增加（均 P<0.05）。 

结论 DMY 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保护 H2O2诱导的人正常肝细胞 L02 氧化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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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47 

无创性纤维化模型分步组合能够提高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进展期

肝纤维化的诊断效能 

 
杨美

1
,蒋丽娜

1
,王艺瑾

1
,李曦

1
,周光德

1
,邹正升

1
,鲁凤民

1
,赵景民

1
 

1.解放军第三 O 二医院 

2.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NAFLD) 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肝纤维化是 NAFLD

患者疾病进展的主要预测因素，并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呈进行性变化。肝穿刺病理学检测是 NAFLD

患者肝纤维化诊断的金标准，但属有创诊断，不易被患者接受。无创性诊断已成为 NAFLD 纤维化

诊治中的必然需求。本研究运用配套肝穿刺活检的 NAFLD 患者独立队列，评估并比较 9 种临床常

用的无创性纤维化模型，探究其对 NAFLD 患者肝纤维化的诊断效能，并通过分步分层组合的方法

进行诊断，为临床提供一种预测 NAFLD 肝脏进展期纤维化的高诊断效能的无创诊断方法。 

方法 筛选 360 例配套肝穿刺活检的 NAFLD 患者作为研究队列。所有患者给予完整的体格检查及临

床生理生化检测。病理学检测进行 NAFLD 肝纤维化分级分期评价，Stage 3 及 Stage 4 判定为进

展期肝纤维化。NAFLD 患者分别进行 APRI，BARD，FiB-4，FibroMeter NAFLD，Forns 指数，

Hui 模型，NIKEI，S 指数及 NAFLD 纤维化评分 (NFS)诊断，利用 ROC 曲线分析各模型诊断进展

期肝纤维化的诊断效能。ROC 曲线下面积（AUROC）高的模型将用于进一步 NAFLD 进展期肝纤

维化的分步分层组合诊断。 

结果 在 360 例 NAFLD 患者队列中 102 例患者为进展期肝纤维化。9 种无创模型诊断进展期肝纤维

化均为中等诊断效能，阴性预测值（NPV）及特异性较高（NPV: 79.81%~95.58%, specificity: 

54.75%~96.30%），阳性预测值（PPV）和敏感性则较低（PPV: 29.93%~43.29%, sensitivity: 

17.95%~64.29%）。分步分层组合 AUROC 较高的 APRI，BARD，FibroMeter NAFLD 及

NIKEI，并对进展期肝纤维化诊断分析发现，特异性、敏感性、NPV 及 PPV 分别提高到 89.13%、

72.50%、74.36%及 88.17%，总体诊断效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结论 APRI, BARD, FibroMeter NAFLD 及 NIKEI对 NAFLD 进展期肝纤维化的诊断效能优于其他诊

断模型。分步分层组合 APRI，BARD，FibroMeter NAFLD 及 NIKEI能够提高 NAFLD 患者进展期

肝纤维化的诊断效能，可能作为临床上替代肝穿刺活检检测肝纤维化的无创诊断方法。 

 
 

PO-448 

四种评分对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 及预后的早期预测价值比较 

 
司淑平,曹慧,许玉花,王磊 

无锡人民医院消化科 

 

目的  比较新兴评分［BISAP、新 JSS］和传统评分［Ranson、APACHE-Ⅱ］对急性胰腺炎

（AP）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早期预测价值。 

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无锡市人民医院 2012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四年中收治的 AP 病例，计算患

者入院时 Ranson、APACHE-Ⅱ、BISAP、新 JSS 四种评分与患者住院时间、禁食时间、治疗费

用、每天治疗费用进行分析。绘制 ROC 曲线评价四种评分标准对 AP 严重程度及预后的预测能

力。ROC 曲线下面积（AUC）用以检验各评分系统在预测预后方面的作用。 

结果 ①纳入符合要求病例 523 例，年龄 11~102 岁，轻型急性胰腺炎（MAP）460 例，重症急性

胰腺炎（SAP）63 例，出现持续器官衰竭（持续器官衰竭≥48h）29 例，死亡 7 例，自动出院 14

例。②相关性分析显示四种评分与患者的禁食天数、住院天数、总费用、平均每天费用显著正相

关。③Ranson、APACHE-Ⅱ、BISAP、新 JSS 在对 AP 轻重分类预测的 AUC 分别为：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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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4、0.74、0.830。新 JSS 与 Ranson、BISAP 与 APACHE-Ⅱ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

新 JSS、Ranson 的 AUC 与 BISAP、APACHE-Ⅱ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④Ranson、

APACHE-Ⅱ、BISAP、新 JSS 在预测持续器官衰竭的 AUC 分别为：0.856、0.796、0.725、

0.907。新 JSS 与 Ranson 的 AUC 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与 APACHE-Ⅱ与 BISAP 的

AUC 有统计学差异（P＜0.05）。BISAP 与 APACHE-Ⅱ的 AUC 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与

Ranson 的 AUC 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⑤Ranson、APACHE-Ⅱ、BISAP、新 JSS 对不良

预后预测方面的 AUC 分别为 0.784，0.728，0.625，0.788。新 JSS、Ranson、APACHE-Ⅱ的

AUC 两两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BISAP 与 APACHE-Ⅱ的 AUC 比无统计学差异（P＞

0.05），而与 Ranson、新 JSS 的 AUC 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两种新兴评分对 AP 严重程度早期预测价值上不亚于传统评分。新 JSS 与传统评分相比具有

一定的优势，尤适合于对持续性器官衰竭。而 BISAP 与传统评分相比，更适于 AP 严重程度的预

测。 

 
 

PO-449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biofeedback therapy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support through WeChat platform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nstipation 

 
Tingting Liu,Yue Xie,Hua Mao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Zhuji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support combined with biofeedback 
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nstipation. 
Methods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were selected. The self-
evaluation of anxiety scale (SAS) and depression scale (SDS) were applied to assess th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Base on the score of the mental state and the therapeutic protocols, al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the non-psychological care group 
and the psychological care group respectively. All the three groups were received biofeedback 
treatment, and the psychological care group also received psychological support through WeChat 
platform. All the changes were compared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both lower after the teratment. 
Meanwhile, the parameters of the anorectal manometry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improved. And 
end of the treatment, the balloon expulsion time of the three group were decreased than those 
before. All the above results of the psychological car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compared 
with the non-psychological care group. 
Conclusions  Most patients suffered from long-term difficulty in defecation experience different 
degre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Practical psychological support on WeChat platform 
combined with biofeedback therapy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mental conditions, but also 
therapeutic effect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nstipation because of the better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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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50 

胆汁酸盐通过激活 APE-1 调控氧自由基产生促进 

食管癌发生发展 

 
严谨

1
,张国新

1
,卢衡

2
,Wael El-Rifai

2
 

1.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迈阿密大学 

 

目的 胃食管反流疾病是 Barrett 食管炎及食管癌的重要致病因素，胆汁酸盐作为反流物的重要成

分，与食管炎和食管癌的关系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关注，但是具体机制仍然不清楚。本研究

以氧自由基为切入点，研究胆汁酸盐导致食管炎及食管癌的具体机制，为日后疾病防治提供理论基

础。 

方法 我们人工合成体外胆汁酸盐，并刺激食管炎及食管癌细胞，利用 rt-PRC 及 wb 方法检测

APE1 表达，并且用 H2DCFDA 及 Mitosox Red 方法检测氧自由基的量。另外我们利用慢病毒筛选

出 APE1 敲除稳转细胞系，检测胆汁酸处理后氧自由基量。荧光素酶反应用来检测酸处理及 APE-1

对 NF-κB 活性的影响。通过数据库我们预测 APE-1 可以激活 NF-κB，促进 PRDX2 的转录。我们

通过 rt-PRC、wb、免疫组化检测酸处理后 NF-κB 和 PRDX2 表达量。另外我们用 TNF-α 和 Bay

调控 NF-κB，检测 PRDX2 表达情况。同时我们使用 cck-8 及克隆平板实验检测食管癌生长情况。 

结果 我们发现胆汁酸盐可以明显促进 APE-1、NF-κB 和 PRDX2 的表达，并且抑制氧自由基的产

生。APE-1 敲除后，NF-κB 和 PRDX2 的表达降低并且氧自由基产生增加，NF-κB 转录活性也明显

降低。TNF-α 和 Bay 明显上调和下调 PRDX2 的表达。并且 APE-1 敲除后食管癌的增殖能力明显

降低。 

结论 本研究发现胆汁酸盐可以促进 APE-1 表达，并且首次发现 APE-1 激活 NF-κB 活性促进

PRDX2 的转录，抑制氧自由基的产生，从而促进食管癌的发生发展。为胆汁酸盐和食管癌的关联

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治疗预防新思路。 

 
 

PO-451 

血浆外泌体中 B7-H3、PD-L1 在胃癌患者中的 

表达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王洁,张光波,陈卫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苏州市 

 

目的 初步探讨血浆外泌体中 B7-H3、PD-L1 在胃癌患者中的表达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法，选取 65 例胃

癌患者、18 例无心、肝、肾等功能障碍且胃镜检查结果为慢性浅表性胃炎的作为对照组，检测血

浆外泌体中 B7-H3 及 PD-L1 的浓度变化，初步分析血浆外泌体中 B7-H3 及 PD-L1 的表达水平与

胃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并初步探讨二者对胃癌的诊断效率。 

结果 血浆外泌体 B7-H3 在胃癌组与对照组之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21），胃癌组浓度

（0.505±0.159）高于对照组浓度（0.271±0.159）。血浆外泌体 PD-L1 在胃癌组与对照组之间无

统计学差异（P＞0.05）。血浆外泌体 B7-H3 与 PD-L1 呈正相关（r=0.208,P=0.032）。血浆外泌

体 B7-H3 的变化与胃癌患者的性别、年龄、分化程度、有无远处转移、浸润深度、有无淋巴结转

移、TNM 分期无明显相关性（P>0.05），而血浆外泌体 PD-L1 的变化与胃癌浸润深度和 TNM 分

期表达有相关性（P=0.033，P=0.004）。血浆外泌体 B7-H3 对 I 期胃癌（AUC=0.712）诊断价值

高于总体胃癌（AUC=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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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浆外泌体 B7-H3、PD-L1 与胃癌的发生发展有关。血浆外泌体 B7-H3 可以作为胃癌诊断的

潜在标志物，尤其对于早期胃癌诊断价值较高，血浆外泌体 PD-L1 在胃癌浸润、进展方面可能起

重要作用。 

 
 

PO-452 

胃蛋白酶原及白介素 8 联合定量检测评估慢性胃炎粘膜损伤状态

与病理分期的一致性研究 

 
张旭艳 

大连 210 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胃蛋白酶原（PG）及白细胞介素-8（IL-8）联合定量检测的方法来评价慢性

胃炎胃黏膜的炎症程度，并与慢性胃炎的 OLGIM 分期系统及病理诊断进行对照，探讨 PG、IL-8

用于慢性胃炎随访的可行性。 

方法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解放军第二一〇医院消化科住院共 228 例慢

性胃炎患者符合纳入标准被纳入本研究，并签署《慢性胃炎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内镜下对慢性

胃炎患者的胃黏膜损伤程度进行评判，对分期进行初步评估，最终与活检病理结果相比较。肠上皮

化生及慢性胃炎的诊断以活检病理学诊断为金标准。测定患者血浆中 PGI/II 及 IL8 的含量。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 

结果 （1）228 例入组的患者中，肠上皮化生 128 例，病理诊断肠上皮化生严重程度，轻度 65

例，中度 44 例，重度 19 例。（2）经内镜检查诊断为肠上皮化生 96 例；（3）根据 OLGIM 分期

分别测定肠上皮化生 PG I、PG II、IL-8 的含量，并计算 PGR。（4）228 例为慢性萎缩性胃炎，

其中伴有肠上皮化生为 128 例，包括单纯胃窦肠化 35 例、单纯胃体肠化 42 例、胃窦胃体均有肠

化 51 例。以 PGR＜3 作为界值，诊断肠上皮化生 100 例，其中 72 例与最终病理诊断相符；以 IL-

8＞120 为界值，考虑肠上皮化生 98 例，其中 68 例与最终病理诊断相符；以 PGR＜3 和 IL-8＞

120 联合为界值，考虑肠上皮化生 90 例，其中 80 例与最终病理诊断相符。（5）对 4 种检测方法

的诊断效能进行比较，内镜检查对 OLGIM 胃炎分期诊断的敏感性 75%；PGR 值+IL-8 值诊断特异

性为 90.00%，符合率为 74.56%。 

结论 1）PG I、PG II、PGR、IL-8 的水平与肠化程度及 OLGIM 胃炎分期密切相关，PG I 水平和 

PGR 值随着肠上皮化生严重程度和胃炎分期的增加而逐渐降低，PGII 及 IL-8 的水平逐渐升高；

（2）PGR＜3 和 IL-8＞120 可能作为临界值，对 OLGIM 分期慢性胃炎的诊断有指导意义；（3）

在基于 OLGIM 分期诊断慢性胃炎中，内镜诊断的敏感性及符合率最高，PGR+IL-8 联合诊断的特

异性及阳性预测值最高， PGR+IL-8 明显优于 PGR 及 IL-8 分别检测；（4）PGR+IL-8 联合检测与

OLGIM 分期存在一致性，对临床中协助内镜诊断慢性胃炎起着重要作用。 

 
 

PO-453 

床旁跨幽门螺旋型鼻肠管盲放方法的改良及其在 

SAP 患者中的应用 

 
黄其密,吕金莎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目的  改良床旁跨幽门螺旋型鼻肠管盲放方法，并评价其在重型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供同行借鉴参考。 

方法 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将―四点测量法‖、―四点听诊法‖和―轻抖法‖等技巧方法融于传统床旁跨幽

门螺旋型鼻肠管盲放方法各环节，形成规范、操作性强、可考核的改良床旁跨幽门螺旋型鼻肠管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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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方法，并在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于我中心住院治疗的 50 例 SAP 患者中予以

应用，初步评价改良置管方法的置管成功率、置管耗时、置管对生命体征、置管相关并发症、患者

满意度等指标。 

结果 改良床边跨幽门螺旋型鼻肠管盲放方法，并建立其操作规范；采用改良床边跨幽门螺旋型鼻

肠管盲放方法，在 50 例 SAP 患者中置管成功率为 96%（48/50）；平均置管耗时 22.8（最短 10~

最长 60）min；置管前后的血压、心率、呼吸及血氧饱和度变化未见统计学显著性意义(p＜

0.05) ；未发生心律失常、出血、穿孔、误入气道等置管相关并发症。 

结论 改良的床旁跨幽门螺旋型鼻肠管盲放方法具有操作性强，易学易用优势，同时在 SAP 患者中

的初步应用具有较好效果，可在进一步采用论证强度更高的随机对照试验全面评价基础上，在临床

重症患者中推广应用。  
 
 

PO-454 

不同严重程度的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浆代谢组学分析 

 
刘盛兰,陈卫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苏州市 

 

目的  检测病情严重程度不同的急性胰腺炎( AP) 患者血浆小分子代谢物谱，筛选对 AP 及其严重程

度具有潜在诊断价值的差异代谢物。 

方法  收集 87 例 AP 患者血浆样本，其中重症胰腺炎 SAP 39 例，轻症胰腺炎 MAP 48 例，以 30 

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采用液相色谱与质谱( LC-MS) 结合方法检测 AP 患者及健康对照者血

浆中小分子代谢物。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构建主成分分析( PCA) 及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PLS-DA) 

模型并验证，筛选差异代谢物。 

结果  PCA 模型具有很好的可解释度( R 2 X ＞ 0.5) ，各组血浆样本具有较好的区分聚类趋势，获

得了较好的分类模型。各组间 PLS-DA 模型的对比使差异进一步凸显，各组样本呈明显的区分聚

类，具有较高的可预测性( Q 2= 0．839) ，PLS-DA 置换检验图提示评估模型可靠有效。共筛选并

鉴定出 35 种代谢物，并观察代谢途径的变化。其中有 15 种代谢物水平与 AP 的进展呈正相关，提

示它们可能是 AP 严重程度的潜在代谢指标。它们是（R）-（+）-2-吡咯烷酮-5-羧酸、（S）-（-

）-2-羟基异丙酸、乙酰肉碱、β-丙氨酸、肌酸、吲哚乙酸、左旋肉碱、犬尿氨酸、L-棕榈酰肉碱、

辛烷基肉碱、L-苯丙氨酸、苹果酸、草酸戊二酸、苏氨酸、尿酸。其中 13 种代谢物水平在 MAP 中

增加，而在 SAP 中相应减少，提示它们可能是 MAP 的潜在指标。它们是 2-氨基异丁酸、3-丁烯-

1-胺、当归酸、D（-）-β-羟基丁酸、L-谷氨酸、L-谷氨酰胺、L-组氨酸、L-缬氨酸、L-亮氨酸、壬

二酸、琥珀醛、N、N-二甲基甘氨酸、鞘氨醇-1-磷酸。 SAP 中的吲哚硫酸盐显著高于其他两组，

提示其可能是 SAP 的标志性代谢物。 

结论  LC-MS 代谢组学技术可以有效地识别不同严重程度 AP 患者血浆代谢物的变化，筛选出的差

异代谢物对 AP 的诊断及分级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PO-455 

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护理对肝硬化患者肝功能的影响 

 
杨丹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泸州市 

 

目的 探讨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护理对肝硬化患者肝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6.5.1-2017.5.1 于我科治疗的 100 例肝硬化患者，随机分组。组建延续护理小组，

制定护理方案，从营养指导、用药指导、心理疏导、随访指导四个方面对实验组进行延续护理，而

对照组则不主动干预。在出院时和出院后 3、6 个月时对患者的肝功能 CTP 分级、心理状态、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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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再入院率、并发症发生率进行调查。心理状态调查使用 BECK 焦虑及抑郁量表，服药情况调

查使用 Morisky 服药依从性量表。 

结果 两组患者出院时指标无明显差异。出院 3、6 个月后实验组的肝功能 CTP 分级优于对照组。6

个月后，实验组重度抑郁者占 12%，重度焦虑者占 30%，而对照组重度抑郁者占 32%；重度焦虑

者占 58%。服药依从性评分实验组（17.9±2.6）高于对照组（11.2±2.4）。实验组的并发症发生率

和再入院率（分别为 26%和 14%）低于对照组（分别为 42%和 30%）。所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护理能够改善肝硬化患者肝功能，降低患者焦虑及抑郁程度，提高服药

依从性，减少并发症发生率和再入院率。 

 
 

PO-456 

胃间质瘤内镜切除与腹腔镜手术切除疗效及安全性随访研究 

 
赖永康,余韬,舒徐,李国华,祝荫,周小江,陈幼祥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评估内镜和腹腔镜对于 5cm 以内间质瘤切除的疗效和安全性，探寻胃间质瘤最佳的治疗方

式。 

方法 查询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7-2015 年间术后病理确诊为胃间质瘤（肿瘤直径≦5cm）患者

资料，并进行随访，复查 EUS 或内镜和 CT，评价两种手术方式围手术期的安全性及术后胃间质瘤

复发、转移和胃溃疡发生情况。 

结果 总共 192 例患者纳入研究对象，其中内镜下切除术 141 例，腹腔镜手术 51 例，围手术期间出

血、发热、腹膜炎发生率两种手术方式无明显差异。两治疗组在随访期间均无全因死亡，其中内镜

组复发胃间质瘤 7 例（5%，7/141）,腹腔镜组复发胃间质瘤 2 例（3.9%,2/51）,复发率内镜组与腹

腔镜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均无出现间质瘤转移病例。内镜治疗组内出现病灶

溃疡 1 例（1/192），两组并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采用内镜下切除直径 5cm 以内的胃间质瘤，其安全性和疗效和腹腔镜治疗无显著性差异。 

 
 

PO-457 

吡咯生物碱相关肝窦堵塞综合征（PA-HSOS） 

诊断―南京标准‖的初步临床验证 

 
刘璐,张玮,诸葛宇征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消化科 

 

目的  验证吡咯生物碱相关肝窦堵塞综合征（PA-HSOS）诊断 ―南京标准 ‖、Seattle 标准及

Baltimore 标准在 PA-HSOS 患者诊断中的诊断效能。 

方法 纳入 2012 年 05 月至 2018 年 04 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消化科诊治的满足纳入排除

标准的连续 30 例病理确诊的 PA-HSOS 患者和 30 例已明确诊断的其他各种病因的肝脏疾病患者为

研究对象。具体包括：30 例 PA-HSOS ，14 例乙肝后肝硬化失代偿，3 例药物性肝损害，7 例酒

精性肝硬化，2 例布加综合征，2 例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2 例慢加急性肝衰竭。计算灵敏度、特

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及其 95%CI、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Kappa 值及曲线下面

积。 

结果 ―南京标准‖诊断 PA-HSOS 的效能最高，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阴性似

然比分别为 93.33%（95%CI：83.86%-102.81%）、100%、100%、93.75%（95%CI：84.88%-

102.62%）、0.0667，与金标准诊断的 Kappa 值（0.933）最高，具有强的一致性；―南京标准‖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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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PA-HSOS 患者 ROC 曲线下面积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81 （95%CI 0.942-1.000，p<0.01）,

提示―南京标准‖诊断 PA-HSOS 的诊断价值很高。 Seattle 标准灵敏度为 100%，特异度 0%，与金

标准诊断的 Kappa 值为 0，具有差的一致性；Baltimore 标准诊断的灵敏度为 40%，特异度为

80%，与金标准诊断的 Kappa 值为 0.2，具有较差的一致性。Seattle 标准、Baltimore 标准诊断

PA-HSOS 的效能均不理想。 

结论 相比 Seattle 标准和 Baltimore 标准，PA-HSOS 诊断的―南京标准‖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很理

想，可以作为临床诊断标准。对于具有典型症状、实验室、影像学表现但缺少明确 PA 服用史的患

者，肝活检病理对明确诊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样本量较少，基线资料存在不平衡，一些辅助诊

断指标意义尚不十分明确，未来仍需不断地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试验研究，才能为―南京标

准‖诊断 PA-HSOS 提供更多的依据。 

 
 

PO-458 

MORC2 suppresses Hippo signaling to promote stemnes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Tao Wang,Bin Wang,Dongfeng Che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Daping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Hyperactivation of YAP (Yes-associated protein) and its paralogue TAZ (transcriptional 
coactivator with PDZ-binding motif), two downstream effectors of repressive Hippo signaling, 
results in aberrant tissue overgrowth and tumorigenesis. However, upstream mechanism of 
Hippo-YAP/TAZ axis modulatory remains to be enigmatic.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MORC2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rogression and its mechanism of Hippo signaling 
inhibition and YAP activation. 
Methods To search the pathway regulated by MORC2, we performed mRNA expression array 
analysis in non-tumorous L02 cells with or without MORC2 overexpression. Clinical HCC 
specimen, mouse xenograft models and HCC cell lines were used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that 
MORC2 employed to modulate Hippo signaling and YAP activity. 
Results The pathway analysis of down-regulated genes by MORC2 indicated that Hippo 
signaling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pathway inhibited by MORC2 expression. Moreover, the 
transcription cofactor YAP, the well-known downstream target of Hippo signaling, was found 
hyperactivated in MORC2 expressing cells. Phenotypically, ectopic MORC2 expression deprived 
the contact inhibition of non-tumorous L02 cells, which is a hallmark of tumor initiation. 
Importantly, MORC2 expanded the pool of Lgr5 positive subpopulation, increasing the self-
renewal ability, improved the tumorsphere formation and sorafenib resistance of HCC cells, thus 
to enhance the stemness of HCC cells. Mechanically, we demonstrated that MORC2 suppressed 
the mRNA levels of Hippo upstream modulators such as NF2, KIBRA and FRMD6, MOB1, 
TAOS1, in an epigenetic manner. 
Conclusions MORC2 executed its oncogenic role by epigenetically inhibiting Hippo signaling, 
thus to enhance YAP activity and stemness of HCC cell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MORC2 is 
an epigenetic modifier of Hippo signaling and may be a promising target for HCC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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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59 

鞘氨醇激酶 2 的选择性抑制剂 ABC294640 通过上调 NOXA 促

进 Mcl-1 降解抑制胆管癌细胞生长 

 
丁希伟,黄天璐,邹晓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我们前期发现鞘氨醇激酶 2（Sphk2）在胆管癌中表达较高，其选择性小分子抑制剂

ABC294640 可以抑制胆管癌细胞增殖及促进凋亡。近期发表的 ABC294640 的 I 期临床试验发现

在所有参与试验的实体瘤中，1 例胆管癌患者效果最佳。目前 ABC294640 抗胆管癌的 II 期临床试

验已经开展，但 ABC294640 的具体抗胆管癌机制尚未清楚。本研究拟进一步探究 ABC294640 的

抗胆管癌作用机制，并探究可能的联合作用。 

方法 使用 CCK-8 及 BrdU 检测细胞增殖，Annexin V/PI 流式细胞术、Caspase3/7 试剂盒检测细胞

凋亡。qRT-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 NOXA、Mcl-1 的分子的表达。使用 Chou-Talalay 模型计算

药物之间的联合作用。 

结果 我们发现 Sphk2 的选择性抑制剂 ABC294640 可以抑制胆管癌细胞株 RBE 和 HCCC9810 增

殖和活力，诱导凋亡，并且可以上调促凋亡蛋白 NOXA 的基因转录和蛋白表达。同时 Sphk2 的另

一种小分子抑制剂 K145 也可以明显诱导 NOXA 的表达并且抑制胆管癌细胞存活。另外我们发现

NOXA 高表达的胆管癌患者总体生存时间较 NOXA 低表达的患者长，而且 NOXA 和 Sphk2 的

mRNA 表达呈明显的负相关。抗凋亡蛋白 Mcl-1 是胆管癌耐药和抵抗凋亡的重要蛋白，同时 Mcl-1

是 NOXA 的下游靶点。我们发现 ABC294640 可以促进 Mcl-1 的蛋白酶体途径降解。下调 NOXA

可挽救 ABC294640 导致的 Mcl-1 的降解及细胞生长的抑制。同时我们发现 ABC294640 与 Bcl-

2/Bcl-xl 的抑制剂 ABT-263 及 Obatoclax 具有协同抗胆管癌作用。使用 Mcl-1 siRNA 干扰 Mcl-1 后

可明显增强 ABT-263 的抗胆管癌作用。使用 Sphk2 的 siRNA 干扰 Sphk2 后亦可明显增强 ABT-

263 的抗胆管癌作用。 

结论 ABC294640 可能通过上调 NOXA 促进 Mcl-1 的降解产生抑制胆管癌的作用，同时可通过下调

Mcl-1 与 Bcl-2/Bcl-xl 抑制剂具有协同抗胆管癌效果。 

 
 

PO-460 

肝硬化患者合并门静脉血栓的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分析 

 
张媛媛,陈国栋,王智峰,刘心怡,史晨辰,刘玉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市,西城区 

 

目的 研究肝硬化患者合并门静脉血栓( PVT) 的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 2007 年 5 月-2017 年 5 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肝硬化患者资料 657 例，其

中 93 例肝硬化合并 PVT 的患者为研究组，同阶段肝硬化不合并 PVT 为对照组，分析肝硬化患者

合并 PVT 的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 

结果 共有 93 例（共 657 例）肝硬化患者合并门静脉血栓，发病率是 14.16%（93/657），男性 49

例，女性 44 例，平均年龄 57.68±13.948。PVT 患者常见临床表现包括腹痛 35.57%、腹胀

84.54%、腹水 69.59%、发热 15.98%、乏力 65.46%、纳差 45. 36%等。单因素分析显示，PVT

组中自身免疫性肝病的比例（P=0.049）、冠心病病史（P=0.032）、脾切除史（P=0.004）、静

脉曲张硬化剂治疗史的比例（P=0.045）和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VT 组血小板高于对照组

（P=0.037），血红蛋白低于对照组（P=0.041），门静脉宽度大于对照组（P=0.026），两组之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将单因素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

果提示门静脉增宽（P=0.026）、D-dimer 升高（P=0.035）、脾切除史（P=0.001）、食管胃底静

脉曲张硬化剂治疗史（P=0.014）可作为肝硬化患者合并 PVT 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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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肝硬化患者合并 PVT 较为常见，门静脉增宽、D-dimer 升高、脾切除史、食管胃底静脉曲张

硬化剂治疗史是肝硬化患者合并 PVT 的独立危险因素。 

 
 

PO-461 

H.pylori 感染致 ITGB4 升高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凋亡和衰老 

 
池婧姝,徐灿霞,刘晓明,李荣,夏秀娟,张淋芳,李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近年来许多研究发现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感染与动脉粥样硬化、冠心

病等心血管疾病发生有关，但其机制不明。此外，研究显示整合素 β4（ITGB4）在血管内皮功能

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探索 H.pylori 感染导致血管内皮细胞 ITGB4 升高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凋亡

与衰老的作用和机制，为防治 H.pylori 相关血管内皮损伤，遏制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提供新

靶点。 

方法 从 H.pylori 感染患者胃粘膜分离培养 CagA+H.pylori 菌株，构建 H.pylori 与人脐静脉血管内皮

细胞(Human umbilical endothelial cell, HUVEC)共培养体系，随机分为 H.pylori（+）和 H.pylori

（-）组，并用 H2O2 诱导建立血管内皮细胞衰老模型；光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变化和存活情况，采

用 TUNEL 染色法检测上述血管内皮细胞凋亡情况，(SA)-β-gal 染色法检测血管内皮细胞衰老程

度，荧光定量 PCR、Western blot 检测 H.pylori 作用于细胞后 ITGB4 表达情况，ELISA 检测细胞

分泌炎症因子 IL-8 改变。 

结果 与 H.pylori（-）组相比，H.pylori 与血管内皮细胞 HUVEC 共培养 24h，48h 后，可以观察到

血管内皮细胞皱缩，变形，体积变小，漂浮死亡细胞增多等表现；TUNEL 阳性与 TUNEL 阴性细

胞的比例显著增多，血管内皮细胞凋亡增加；H2O2 诱导的衰老细胞阳性染色率增加；血管内皮细

胞 ITGB4 表达升高，同时炎症因子 IL-8 增加。这些结果均有统计学显著差异（P<0.05）。 

结论 H.pylori 可能通过上调血管内皮细胞 ITGB4 表达，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凋亡和衰老，从而引起

血管损伤。 

 
 

PO-462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can alleviate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nsit in high fat diet induced obesity rats 

via regulating serotonin biosynthesis 

 
Wenjing Sun,Dongfeng Che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rgery， Daping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 400042 

 
Objective Obesity is an increasingly epidemic problem in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 is a main 
reason of heart diseas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type 2 diabete, colorectal 
cancer, metabolism syndrome and other diseases. More and more investigates have showed that 
obesity and high fat diet (HFD)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gastrointestinal dysmotility. Obese 
patients were more suffering from diarrhea, and often had increased small bowel contractility and 
a more rapid intestinal transit. Mice model induced by a high fat diet and high fructose diet also 
showed a faster intestinal motility. However, other studies showed a decreased intestinal motility 
in HFD-fed mice. 
The reasons of obesity related gastrointestinal dysmotility are not clearly understood. Moreover, 
some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characterized by the alteration of gut motility, such a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obesity and high body mass index, but lacks 
effective treatments.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gastrointest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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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lity in obesity include the alteration of serotonin concentrations, decreased proximal gut 
transit time, increased cholecystokinin sensitivity, decreased endogenous cannabinoid, enteric 
dysbacteriosis and small intestine bacterial overgrowth (SIBO).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esity and SIBO, which may lead to gastrointestinal dysmotility and functional 
disorders. Some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such as IBS, can be alleviated while using probiotic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which is recognized as a potential 
therapy to change the gut microbiota, can alleviate IBS,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chronic 
gastrointestinal infections and metabolism syndrome related diseases, such as obesity and 
NAFLD. However, the possibility of FMT treating on the gastrointestinal dysmotility in obese or 
western diet persons and the further mechanism have been less understood, even in animal 
models.As we all know, serotonin derived from enterochromaffin cells is an important pro-
inflammatory which also can regulate the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The synthesis of serotonin is 
also regulated by the gut microbiota and its metabolits such as deoxycholic acid (DCA). Thus, we 
here studied the hypothesis that increased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and the alteration of serotonin 
are existed in high fat diet (HFD) rats model and that FMT treatment can alleviate the 
gastrointestinal dysmotility. 
Methods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diet group, HFD 
group, and HFD-fed with receiving FMT. At the end of two-week HFD, FMT was given and carried 
out for two weeks.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nsit, serotonin concentration, the expression of TPH1 
and SERT, and the levels of bile acids in intestinal contents were examin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nsit and small intestinal 
serotonin concentration of HFD-fed rats were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TPH1 was also 
increased,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SERT was decreased in HFD-fed rats. HFD also increased the 
levels of deoxychilc acid (DCA) and cholic acid (CA) in intestinal contents. After HFD-fed rats 
receiving FMT treatment,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nsit, small intestinal serotonin concentration, the 
expression of TPH1 were decreased, while the SERT expression was increased. FMT also 
reduced the levels of DCA and CA in intestinal contents. 
Conclusions In summary, our study suggest that HFD could up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small 
intestinal TPH1, decrease the SERT expressiont, and then increase the serotonin concentration 
of small intestinal, which fasten the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The alteration of intestinal content 
DCA concentration of HFD-fed rats may be the factor that impact the bioregulation fo serotonin 
synthesis in small intestinal. Furthermore, HFD rats receiving fecal microbiota from control rats 
had slower gastrointestinal transit and had more decreased small intestinal serotonin 
concentration, which were regulated through upregulating the SERT expression and 
downregulating the TPH1 expression after FMT treatment. Further researches are required 
to study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how high fat diets affect the gastrointestinal dysmotility, and to 
confirm whether FMT may be a prospective therapeutic approach to its relevant disorders and 
obesity. 
 
 

PO-463 

高倍镜下尿白细胞计数和尿细菌计数升高对肝硬化患者 

住院结局的影响 

 
韩丹,郭晓钟,祁兴顺 

沈阳军区总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肝硬化易发生尿路感染。尿培养是诊断尿路感染的黄金标准，但临床上，由于尿培养结果耗

时 4-5 天，故尿常规可能是一种替代方法。本研究旨在评估尿常规异常的流行程度及其对肝硬化患

者住院结局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期间接受尿常规检查的住院肝硬化患者。 高倍镜下尿

白细胞计数> 4.33 和 /或尿细菌计数> 975 被定义为尿常规异常。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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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分析以确定高倍镜下尿白细胞和细菌数量预测住院死亡情况。并计算曲线下面积

（AUC）。 

结果 总共纳入 2067 例患者。高倍镜下升高的尿白细胞计数和细菌计数患者的患病率分别为 25.8％

和 6.7％。用于预测住院死亡的高倍镜下白细胞和细菌计数的 AUC 值分别为 0.600（p = 0.015）和

0.600（p = 0.014）。高倍镜下尿白细胞的最佳临界值为 8.19，灵敏度为 34.5％，特异度为

84.8％。高倍镜下尿细菌的最佳临界值为 142.04，灵敏度为 38.6％，特异性为 84.19％。 

结论 临床上尿常规检查很普遍，它也可能是肝硬化患者院内死亡的预测因素。 

 
 

PO-464 

营养支持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意义 

 
侯悦,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重症急性胰腺炎是常见的危重疾病之一，进展快,并发症与病死率高,目前的各种肠内与肠外营

养方案能否保持和改善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的营养状态，是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的关键之一]。发病

时机体发生以蛋白质分解、糖原异生和脂肪动员增强为特征的超高代谢反应，使患者营养储备迅速

耗竭，出现严重营养不良，导致机体防御免疫能力降低，感染概率升高，这就决定了营养支持治疗

在重症急性胰腺炎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针对全肠外营养+肠内营养的阶梯性营养支持与肠外营养支

持进行对比研究。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01 月至 2011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 42 例的临床

资料，20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病例行全肠外营养+肠内营养的阶梯性营养支持，并与 22 例行肠外营

养支持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 阶梯性营养组住院时间(12.20±5.33)d，平均医疗费用(3.05±1.97)万元；肠外营养组住院时间

(17.70±10.02)d，平均医疗费用(3.26±1.25)万元。 

结论 营养支持治疗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中十分重要，阶梯性营养支持治疗可缩短住院时间，降

低医疗费用。 

 
 

PO-465 

TDCPP 诱发肝脏损害及其机制研究 

 
李学彦 

沈阳军区总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有机磷阻燃剂(OPFRs)已在商业上被广泛使用，很容易释放到环境中，其带来的环境风险和

健康危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目前对有机磷阻燃剂的环境毒理学研究不足。研究表明，部

分有机磷酸酯具有致癌性。本研究观察 OPFRs 污染是否可以诱发肝脏损害，其发生及发展程度，

并探讨其发生机理，为我国有机磷阻燃剂污染的防治和相关疾病有效治疗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

据。 

方法 本实验以大鼠为动物模型，将 60 只 SPF 级 SD 雄性大鼠分为五组，每组 12 只，选取典型的

氯代有机磷阻燃剂磷酸三（1.3-二氯丙基）酯（TDCPP）对大鼠进行染毒，空白对照组不做任何处

理，溶剂对照组以相同体积的橄榄油灌胃，染毒组以不同剂量的 TDCPP 进行灌胃（125mg/kg、

250mg/kg、500mg/kg），每周测量体重，于第 4 周和第 8 周取血检测肝功及其它生化指标，在第

8 周每组抽取 3 只大鼠取肝脏组织做 HE 染色。 

结果 TDCPP 对大鼠染色 8 周观测，1.体重数据 在灌胃一周后开始发生差异，TDCPP 处理组大鼠

的体重有下降的趋势，染毒组与空白对照组和溶剂对照组相比较，差异显著，其中高剂量灌胃组的

体重下降最为明显；2.血清肝功指标 显示异常，血清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胆固醇和甘油三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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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第 8 周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两组比较差异明显（P<0.01）；3.血清乙酰胆碱酯酶 活性显著

降低，MDA 含量显著升高，造成氧化应激反应，染毒组与空白对照组和溶剂对照组相比较，差异

显著（P<0.01）；4.病理切片结果 显示染毒组与对照组比较，细胞出现坏死现象明显，且高剂量

组坏死现象更为严重。 

结论 检测结果显示，TDCPP 可以引起肝脏细胞损伤，造成肝脏代谢功能紊乱，合成功能下降，表

现出较为严重的肝衰竭样损害。 

 
 

PO-466 

自我效能感在炎症性肠病患者疾病活动指数与 

生存质量间的中介效应 

 
尤丽丽,关玉霞,赵艳伟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东城区 

 

目的 探讨炎性肠病患者疾病活动指数与生存质量中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方法 采用炎症性肠病患者生活质量量表、慢性病自我效能量表、疾病活动指数评价表对 173 例患

者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 

结果 炎性肠病疾病活动指数与生存质量（r=0.466,P<0.05），症状管理（r=0.156，P<0.05）呈负

相关; 生活质量与自我效能呈正相关(r=0.346，P<0.05)。自我效能在疾病活动指数和生存质量之间

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 炎性肠病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在疾病活动指数和生存质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护理工作者应

注意提高疾病活动期患者的自我效能感，从而改善其生活质量。 

 
 

PO-467 

品管圈在提高消化科结肠息肉患者术前肠道准备合格情况的应用 

 
胡晓双,郑潇钰 

沈阳军区总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探讨品管圈在结肠息肉患者术前肠道准备情况的应用效果，从而达到改进临床护理工作，减

轻肠镜室工作负担，降低患者术前焦虑目的。 

方法 以消化科为单位组圈，按品管圈管理的步骤实施各项活动,选取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1

日，结肠息肉患者共 80 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40 人。对照组延续之前的术前教育，对实验组

患者及护理人员采用品管圈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包括对 40 名患者进行相关疾病知识教育干预、录制

并播放肠道准备宣传视频,粘贴肠道准备文字版漫画，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的肠道准备合格情况及

患者的满意度。 

结果 结果实施品管圈活动后,实验组术前肠道准备合格情况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品管圈在结肠息肉患者术前肠道准备合格情况的应用效果良好,不仅提高了护理质量, 也改进临

床护理工作，减轻肠镜室工作负担，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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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68 

超滑导丝在经口双气囊小肠镜中的应用 

 
梁振东 

沈阳军区总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探索超滑导丝在经口双气囊小肠镜中的应用效果，内镜达到回肠中段时间及成功率。 

方法 将需行经口双气囊小肠镜的 1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5 例。其中对照组行

常规经口双气囊小肠镜检查，观察组在超滑导丝下行经口双气囊小肠镜检查，对比两组患者到达回

肠中段所需时间。 

结果 对比两组达到回肠中段所需时间，观察组平均 80 分钟，对照组平均 50 分钟。两组患者均到

达回肠中段，无出血，穿孔等并发症。 

结论 双气囊小肠镜因镜身较长，柔软，小肠又较长，故操作起来相对困难且费时，费力。本研究

将常规经口双气囊小肠镜检查与超滑导丝下行经口双气囊小肠镜检查相比较，得出结论：超滑导丝

下行经口双气囊小肠镜检查操作更容易、省时、省力、值得推广。 

 
 

PO-469 

系统化整体护理干预在内镜治疗肝硬化食管胃底 

静脉曲张患者中的应用 

 
孙蕊 

沈阳军区总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探讨系统化整体护理干预措施在内镜治疗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收集 2017 年 6 月 1 日～2017 年 8 月 31 日确诊为肝硬化在我科进行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治

疗的患者，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以 1:1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由专门护理小组在手术

前、中、后给予多元化护理干预措施，对照组患者给予我科常规护理，分析比较两组患者早期再出

血的发生率。 

结果 共 98 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 48 例，女性 50 例，年龄 57.79±12.01(27-83)岁，肝功能

Child-Pugh A 级患者 24 例，B 级患者 42 例，C 级 32 例；观察组患者共 49 例，男性 28 例，女性

21 例，年龄 56.55±12.33 (27-83)岁，肝功能 Child-Pugh A 级患者 16 例，B 级患者 17 例，C 级

16 例，发生早期再出血 1 例；对照组患者共 49 例，男性 20 例，女性 29 例，年龄 59.03±11.69 

(30-82)岁，肝功能 Child-Pugh A 级患者 8 例，B 级患者 25 例，C 级 16 例，发生早期再出血 8

例，观察组术后早期再出血发生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2%vs16.3%， p=0.031）。 

结论 系统化整体护理干预措施可显著降低内镜治疗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早期再出血的发生

率。 

 
 

PO-470 

延续性护理对结肠镜下肠息肉切除术后病人依从性 

及定期复诊影响 

 
杨微 

沈阳军区总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对结肠镜下肠息肉切除术后病人依从性及定期复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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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治疗的 100 例肠息肉择期行结肠镜下切除术病人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采用术后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

延续性护理。比较两组病人术后护理依从性、定期复诊、满意度、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结肠息肉复

发率。 

结果 观察组病人护理依从率（94.0% ) 、定期复诊率（90.0 % ) 和病人满意度（92.0 % ) 高于对照

组；随访 6 个月，观察组病人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结肠息肉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延续性护理可提高结肠镜下肠息肉切除术后病人的依从性及定期复诊，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率和结肠息肉复发率。 

 
 

PO-471 

SIRT2 通过调控 PEPCK1 表达增强细胞线粒体代谢 

促进胃癌侵袭转移的机制研究 

 
李杨

1,2
,张明明

1
,潘亦达

3
,唐德华

1
,徐磊

1
,赵振国

4
,周倩

5
,周黎行

1
,王玉明

1
, 

尹于瑶
1
,沈珊珊

1
,赵世民

5
,王雷

1
,邹晓平

 

1.南京市鼓楼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2.铜陵市人民医院,安徽省,铜陵市 

3.复旦大学华山医院 

4.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5.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 

 

目的 评估胃癌中 SIRT2 的生物学功能，明确 SIRT2 的作用靶点并探讨针对 SIRT2 的靶向治疗效

果。 

方法 通过免疫组化（IHC）及蛋白质印迹实验（Western Blot）对胃癌组织及对应的癌旁正常组织

中的 SIRT2 表达情况进行检测，并评估其与预后相关性。胃癌细胞株分别予以过表达 SIRT2、敲

低 SIRT2 及 SirReal2 药物抑制 SIRT2 活性后，采用 CCK8 细胞增殖活性实验、平板集落形成实

验、Transwell 迁移侵袭实验评估经不同 SIRT2 表达水平下胃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能力。通过

Western Blot 及相关实验方法探索内在分子机制。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分析、线粒体膜电位检测及
13C 标记代谢通量分析用于探讨细胞代谢情况。建立异种移植模型用以进一步评估 SIRT2 表达水平

变化对胃癌恶性表型的影响。 

结果 与癌旁正常组织相比，胃癌组织中 SIRT2 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且高表达 SIRT2 的胃癌患者

预后较差。胃癌细胞株过表达 SIRT2、敲低 SIRT2 及 SirReal2 药物抑制 SIRT2 活性后，CCK8 细

胞增殖活性实验、平板集落形成实验未提示胃癌细胞增殖能力有显著性改变，Transwell 迁移侵袭

试验提示胃癌细胞迁移侵袭能力与 SIRT2 表达水平呈正相关性。通过体内及体外研究证实，

SirReal2 可以抑制 SIRT2 的去乙酰化活性及其下游靶点 PEPCK1 的表达，改变相关的线粒体能量

代谢，并通过 RAS/ERK/JNK/MMP-9 信号通路影响肿瘤细胞恶性表型。 

结论 SIRT2 可调控 PEPCK1 表达水平继而增强细胞线粒体代谢，并通过 RAS/ERK/JNK/MMP-9

信号通路促进胃癌细胞迁移和侵袭，在进一步探究胃癌代谢及转移相关的内在机制时，SIRT2 有望

成为新的研究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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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72 

异位胰腺的临床病理学特点研究及恶变潜能初探 

 
聂双,石梦月,钱雪恬,李洪祯,吴鸿雁,余慧萍,孔波,邹晓平,沈珊珊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分析异位胰腺（HP）的临床、病理特点及其与胰腺癌的相关免疫组化分子标记物的表达差

异，进一步认识这一病种，避免过度治疗。 

方法 收集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009.03 至 2016.11 经上消化道 ESD 术后确诊的 92 例单

纯 HP 患者，行外科手术并经术后病理确诊的 50 例胰腺癌患者。对上述所有切片进行胰岛素、胰

酶、CK19、PDK2、Ki67、p53、CD56、Cyclin D1、p16、CD133 这十个分子标记物的免疫组化

染色。结合临床特征、病理特点、免疫组化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中 92 例单纯 HP 患者无特征的临床表现。内镜下 HP 可表现为典型的脐样凹陷。92 例

单纯 HP 患者平均随访时间为 48.5 月。ESD 术后均无复发，无恶变，均存活。其病理分型

Heinrich I、II、III 型分别占 27.2%、63%及 9.8%。胰腺内分泌功能标志物胰岛素、胰腺外分泌功

能标志物胰酶在 HP 中有表达，但强度不及正常胰腺。提示胰腺癌预后的相关分子标记物 CK19、

PDK2、p53 在 HP 及正常胰腺中的表达无差异，但在胰腺癌中表达明显增加（P=0.0015，

P<0.0001，P<0.0001）。Ki67 标记指数在胰腺癌中平均表达 20.1%，显著高于 HP（2.1%）及正

常胰腺（1.2%）（P=0.0059）。CD56 在 HP 及正常胰腺中的表达量一致，但明显高于癌组织中

CD56 的表达强度（P<0.0001）。CD133、Cyclin D1、p16 在 HP、正常胰腺、胰腺癌组织中的表

达无显著差异。 

结论 HP 具备正常胰腺的结构及生理功能，但由于发育异常，功能强度不及正常胰腺。HP 为一良

性的先天畸形病变，目前尚无证据提示，其较正常胰腺具有更高的恶变潜能。CK19、PDK2、

Ki67、p53 或许可作为预测 HP 及正常胰腺恶变的分子标记物。 

 
 

PO-473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结直肠息肉及结直肠癌相关性分析 

 
董一凡,杨红,郭涛,李景南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东城区 

 

目的 幽门螺杆菌（Hp）感染与结直肠息肉及结直肠癌发生的相关性尚存争议。本研究分析探讨了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结直肠息肉及结直肠癌发病风险的相关性。纳入 2012 年 5 月~2017 年 5 月于北

京协和医院行结肠镜检查确诊结直肠息肉的患者 3483 例及初发结直肠癌患者 135 例，并选取同期

完成全结肠镜检查未见异常的正常对照 1925 例。所有患者同期完成胃黏膜活检快速尿素酶检测

（RUT）。回顾性分析患者一般资料、息肉数量、息肉大小、结直肠癌部位，及 Hp 感染情况。 

方法 纳入 2012 年 5 月~2017 年 5 月于北京协和医院行结肠镜检查确诊结直肠息肉的患者 3483 例

及初发结直肠癌患者 135 例，并选取同期完成全结肠镜检查未见异常的正常对照 1925 例。所有患

者同期完成胃黏膜活检快速尿素酶检测（RUT）。回顾性分析患者一般资料、息肉数量、息肉大

小、结直肠癌部位，及 Hp 感染情况。 

结果 结直肠息肉患者 Hp 感染发生率为 31.5%，与正常对照（29.5%）相比，校正年龄及性别后的

校正 OR=1.17（95%CI 1.04-1.32）。其中，息肉直径≥1.0cm 患者的 Hp 感染发生率 33.4%，显著

高于息肉直径﹤1.0cm 者（31.0%）；息肉数量≥2 个的患者 Hp 感染发生率 32.5%，显著高于 1 个

息肉患者。结直肠癌患者 Hp 感染发生率为 36.3%，校正 OR=1.56（95%CI 1.06-2.30）。结直肠

癌的左、右结肠分布与 Hp 感染发生率无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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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结直肠息肉患者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其中 Hp 感染发生率增高与息肉

数目及息肉大小显著相关。结直肠癌患者 Hp 感染发生率显著升高，Hp 感染发生率与结直肠癌左

右分布位置无显著相关性。 

 
 

PO-474 

术前内镜评估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浸润深度的临床研究 

 
陈新琦,吴保平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粘膜下浅层浸润癌（粘膜下层浸润深度＜1000μm）淋巴结转移风险极低，可以内镜下切除，

而粘膜下深层浸润癌则需要外科手术治疗。因此，对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 laterally spreading 

tumour，LST）浸润深度做出精准术前评估对治疗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本研究对比了对比放大染

色内镜（magnifying chromoendoscopy, MCE）和超声内镜（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EUS）

术前评估结直肠 LST 浸润深度的准确率。 

方法 回顾性纳入 104 例结直肠 LST，所有患者均在内镜下或外科手术治疗前完成 MCE 和 EUS。

排除以下病例：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炎症性肠病；进展期结直肠癌；既往有结直肠癌病史；病变

不能整块切除；内镜下治疗后复发/残留病变。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比较 MCE 和 EUS 术前评估

结直肠 LST 浸润深度的准确率。 

结果 MCE 和 EUS 术前评估结直肠 LST 病变浸润深度的总体准确率分别为 89.4%（93/104），

73.1%（76/104）。MCE 术前评估结直肠 LST 病变浸润深度的准确率明显高于 EUS（P＜

0.05）。根据 LST 病变的部位、形态、大小进行亚组分析。两种检查的准确率在直肠组和非直肠

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种检查的准确率在颗粒型和非颗粒型病变间的差异也

无统计学意义（P＞0.05）。MCE 的准确率在＜30mm 和≥30mm 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EUS 在＜30mm 病变中的准确率高于≥30mm 的病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直径较大的结直肠 LST 病变中，EUS 评估的准确率有下降趋势。本研究进一步对可能影响两种

内镜检查方法准确率的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纳入分析的因素包括患者性别、年龄、病变部

位、形态、大小以及检查医生。结果显示病变大小、检查医生是 EUS 检查准确率的影响因素

（P=0.017,OR=3.561; P=0.035,OR=1.399）。未发现上述几种因素是 MCE 准确率的影响因素（P

＞0.05）。 

结论 MCE 和 EUS 均为评估结直肠 LST 病变浸润深度的有效方法。MCE 评估结直肠 LST 病变浸

润深度的准确率可能高于 EUS。病变直径越大、检查医生经验不足可能是 EUS 检查准确率的危险

因素。 

 
 

PO-475 

Double-tunnel per oral endoscopic myotomy（POEM）: a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Lei Peng,Guoxin Zha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Objective Per oral endoscopic myotomy（POEM）has emerged as a preferred and durable 

treatment option for palliation of symptoms in achalasia. However, approximately 10% to 20% of 
patients have recurrent symptoms on longterm follow-up. We present a new treatment in which 
POEM was successful by creation of a second submucosal tunnel. 
Methods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18 Double-tunnel POEM and 36 traditional POEM 
patients undergoing primary myotomy for achalasia. In the double-tunnel group, the first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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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nel was created at the posterior wall of esophagus while the second short tunnel was created 
at the opposite of the long tunnel. Also, we done the endoscopic muscle incision and tunnel 
creation at the same tim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procedure 
times,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clinical outcomes. 
Results Double-tunnel POEM and traditional POEM were completed with high rates of technical 
and clinical success. The double-tunnel POEM resulted in a 24 min increase in procedure time 
(77 vs. 53 min, p=0.003) and no decrease in hospitalization time (7.14 vs. 7.93 days, p=0.3967). 
The Eckardt score was decreased in both double-tunnel(5.20 to 1.60, p=0.0114) and one-tunnel 

group(5.34 to 1.31, p＜0.0001). 

Conclusions A double-tunnel is useful for ensuring a complete myotomy during POEM. With 
increase in procedure time and no increase hospitalization time, it may be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specific achalasia patients for a personalized treatment. 
 
 

PO-476 

参芪扶正注射液对胰腺癌细胞恶性生物学表型影响 

和分子机制研究 

 
暴文春,陈江,李宏宇 

沈阳军区总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探讨中药参芪扶正注射液对人胰腺癌 Mia-PaCa-2 细胞的增殖、迁移情况的影响作用。 

方法 选用人胰腺癌细胞 Mia-PaCa-2 细胞，利用细胞体外培养技术进行人胰腺癌 Mia-PaCa-2 细胞

的体外培养，将中药参芪扶正注射液稀释后以不同浓度作用于 Mia-PaCa-2 细胞。通过 MTT 比色

法，观察人胰腺癌 Mia-PaCa-2 细胞在参芪扶正注射液作用下细胞增殖情况的影响及随着药物作用

时间与浓度的改变增殖情况的变化。利用 Transwell 小室模型观察在不同浓度参芪扶正注射液药物

作用下对人胰腺癌 Mia-PaCa-2 细胞迁移情况的改变。 

结果 1.MTT 结果显示参芪扶正注射液对人胰腺癌细胞 Mia-PaCa-2 的增殖有抑制作（P<0.05），

并且与药物浓度及作用时间呈明显的浓度、时间依赖性；药物作用 24 小时、48 小时和 72 小时最

高抑制率分别为 40%、47%和 51%； 

2.Transwell 小室模型观察中得到参芪扶正注射液能够抑制人胰腺癌 Mia-PaCa-2 细胞迁移能力，不

同浓度参芪扶正注射液作用于细胞 24 小时后的药物组与对照组相比：人胰腺癌 Mia-PaCa-2 细胞

穿过 Transwell 小室的数量明显减少，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呈浓度依赖性。 

结论 1. 参芪扶正注射液能够抑制人胰腺癌 Mia-PaCa-2 细胞的增殖，抑制率呈浓度时间依赖性。 

2. 参芪扶正注射液对人胰腺癌 Mia-PaCa-2 细胞的迁移能力具有抑制作用。 

 
 

PO-477 

D-二聚体水平与胰腺炎内脏静脉血栓形成的关系： 

 一项回顾性观察性研究 

 
陈江,郭晓钟,李宏宇,王迪,赵佳钧,邹德利,许文达 

沈阳军区总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探讨 D-二聚体水平与内脏血栓形成（SVT）在胰腺炎中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纳入所有诊断为胰腺炎并接受 D-二聚体检测的患者。 D-二聚体水平的正常参考范围为

0-0.3μg/ mL。根据对比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和/或磁共振成像扫描诊断 SVT。 

结果 45 例患者中，24 例被诊断为 SVT。平均 D-二聚体水平为 0.51±0.72μg/ mL（范围：0.10-

3.44）。平均 D-二聚体水平在 SVT 组和非 SVT 组之间没有显着差异（0.68±0.93μg/ mL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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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0.56μg/ mL，P = 0.146）。用于预测 SVT 存在的 D-二聚体水平的受试者工作曲线下面积为

0.606（95％置信区间：0.478-0.724，P = 0.1393）。D-二聚体的最佳截止值为 0.22，灵敏度为

58.3％，特异性为 69.0％。没急性胰腺炎患者或不同分类的胰腺炎患者的亚组分析显示 SVT 组和

非 SVT 组之间 D-二聚体水平无显着差异。 

结论 D-二聚体可能无助于确定胰腺炎 SVT 的存在。然而，鉴于这项研究的回顾性质，进一步精心

设计的前瞻性研究应该有必要证实这一发现。 

 
 

PO-478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膜片移植预防食管 ESD 

术后狭窄的可行性研究 

 
陈梅红,张国新 

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目前 ESD 成为食管早癌首选治疗方法，但大范围黏膜剥离后食管狭窄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dipose tissue-derived stromal cells, ADSCs）是再生医学领域理想的种

子细胞，结合组织工程新技术--细胞膜片，帮助修复机体受损组织或细胞，减少瘢痕形成，预防狭

窄。本研究目的为探讨 ADSCs 结合细胞膜片技术预防食管 ESD 术后狭窄的可行性。 

方法 通过传代培养原代细胞，绘制细胞生长曲线、观察显微形态、流式测定表面标志物、成脂、

成骨分化鉴定，明确第三代 ADSCs 干细胞特性。通过温度敏感培养皿制备第三代 ADSCs 膜片，

对细胞膜片进行大体、显微及组织 HE 染色，明确其形态特征；第三代 ADSCs 膜片设为实验组，

常规贴壁 ADSCs 为对照组，取两组细胞的培养上清、RNA 及蛋白，通过 ELISA、RT-qPCR 及

WB 实验，明确两组细胞中特定因子 VEGF、TGF-β1、HGF 含量的差异。通过裸鼠皮肤人工溃疡

制备，移植绿色荧光蛋白标记的第三代 ADSCs 膜片，移植组与空白组均于术后第 3、7、10、14

天取移植处中央区域组织，行免疫组化、HE 染色，证明细胞膜片在溃疡创面的粘附效果。通过小

型猪食管人工溃疡制备，移植绿色荧光蛋白标记的第三代 ADSCs 膜片，移植组与空白组均于术后

第 3 天使 

用探头式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probe-based confocal laser endomicroscopy, pCLE）鉴定细胞膜

片是否贴附成功，术后第 3、4、6 周对每组小型猪行内镜检查及食管造影，术后第 6 周处死动物，

取食管标本，进行免疫组化，判断创面再上皮化及食管狭窄发生率。 

结果 我们发现第三代 ADSCs 依然具有干细胞特性：贴壁，纤维样生长，生长曲线呈 S 形，阳性表

达 CD73、CD90、CD105，阴性表达 CD34、CD45、HLA-DR，成脂及成骨鉴定阳性。ADSCs 细

胞膜片中细胞含量较高，细胞外基质丰富，细胞与细胞之间连接存在，实验组 VEGF、TGF-β1、
HGF 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另外，我们发现裸鼠背部膜片均移植成功，实验组皮肤溃疡愈

合时间为 15 天，空白组为 18 天，实验组愈合速度快于空白组。所有小型猪食管膜片移植成功，相

较于实验组，空白组食管狭窄发生率较高，大量纤维组织形成，吞咽困难发生频繁，体重下降明

显。 

结论 ADSCs 结合细胞膜片预防食管 ESD 术后狭窄是可行的，但仍需大量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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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79 

Octreotide modulates the jejunal somatostatin receptors 
protein express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n neonate rats 

model infected by Cryptosporidium parvum 

 
Jie BAI,Rui Zhu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jejunal somatostatin receptor(SSTR) subtypes protein 
expression after infected by Cryptosporidium parvum and the effects of octreotide on 
somatostatin receptor subtypes protein expression in rat model.  
Methods Five-day old suckling rats were gavage 0.1ml 2×106/ml Cryptosporidium 
parvum oocysts while 0.1ml PBS alone for control rats. From day 10 post-infection to day 17 
post-infection, rats were administrated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octreotide 50μg/kg/day for 

treatment. Western Blot analyze the jejunal SSTR1、SSTR3、SSTR4 and SSTR5 protein 

expression on day 14、37 and 50 post-infection respectively.  

Results Compared to uninfected group rats, on day 14、37 and 50 post-infection, jejunal SSTR1 

protein expression decreased obviously（P＜0.01).SSTR3 protein expression increased on day 

14 and 37 post-infection（P＜0.01 and P＜0.05）,while  on day 50 post-infection（P＜0.01). 

SSTR4 and SSTR5 protein expression increased（P＜0.01） 

Conclusions Jejunal SSTRs protein expression changes in rats infected by Cryptosporidium 
parvum and octreotide treatment can inverse this change. The results indicate SSTRs involed in 
intestinal chronic inflammation process and octreotide probably modulate the intestinal immunity 
and  appears to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through influence on SSTRs protein expression. 
 
 

PO-480 

胰腺坏死组织感染内镜下清创术后冲洗治疗的护理 

 
李丽 

重庆市新桥医院 

 

目的 总结 20 例患者在行内镜下清创术后，根据不同阶段病情而采取的不同冲洗方法及护理经验 

方法 针对病人不同阶段的病情特点，医护密切合作，采取不同的冲洗方法，以达到最优化的治疗

效果。 

结果  20 例患者全部治愈出院，随访结果良好。 

结论  胰腺坏死组织镜下清创术是一种微创治疗，是治疗胰腺坏死组织感染（Infective pancreatic 

necrosis,IPN)较为先进的技术。清创后冲洗治疗的护理直接关系到患者病情进展的情况，我科针对

病人不同阶段的病情特点护而采取了不同的冲洗方法，以达到最优化的治疗效果，值得借鉴推广使

用。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351 

PO-481 

328 例儿童消化性溃疡单中心临床分析 

 
金忠芹,潘火云,武庆斌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苏省,苏州市 

 

目的 分析苏州市单中心儿童消化性溃疡 PU 检出情况、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特点、镜下表现，提

高对儿童 PU 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儿童 PU 的胃镜检出情况及临床资料等情况 

结果 1、7 年内儿童胃镜下检出 PU328 例，检出率为 14.02%，PU 检出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2、男性患儿（ 17.74%）检出率显著高于女性患儿（ 8.65%）（P＜0.01）；婴幼儿期

（8.51%）、学龄前期（6.36%）、学龄期（11.33%）和青春期（22.51%）PU 检出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婴幼儿期以 GU、继发性溃疡为主，学龄前期、学龄期及青春期以 DU、原发

性溃疡为主，婴幼儿期、学龄前期继发性溃疡发生率高于学龄期及青春期（P＜0.05）；GU 组的

继发性溃疡发生率比 DU 组高（P＜0.01）。 

3、儿童 PU 小年龄组（≤6 岁）呕吐发生率更高，大年龄组（＞6 岁）贫血发生率更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出现并发症占 50%，主要为消化道出血（93.9%），DU 消化道出血发生

率高于 GU，GU 幽门梗阻发生率高于 DU，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4、儿童 PU 的 Hp 阳性率为 73.96%，有胃炎、球炎、Hp 感染及 PU 家族史的患儿 Hp 阳性率为

83.05%；学龄期（77.05%）、青春期（77.18%）Hp 阳性率显著高于婴幼儿及学龄前期

(23.53%；P＜0.01）；DU 组（76.52%）、CU 组（87.5%）Hp 阳性率显著高于 GU 组

（48.39%；P＜0.05）。 

5、PU 患儿胃镜下以单发为主，EU 发生于食管下端，GU 主要发生在胃窦， DU 主要发生在球

部，CU 主要发生球部和胃窦。PU 合并黏膜隆起病变 16.16%，主要分布在胃窦，Hp 阳性率为

83.02%。 

6、儿童 PU 的复发率为 13.41%，其中原发性溃疡占 88.89%，Hp 阳性率为 70.45%。 

结论 1、本中心儿童 PU 流行病学特点：PU 发病与季节无关，好发于青春期及学龄期男性患儿，

以 DU 及原发性溃疡为主；GU 及继发性溃疡多见于婴幼儿期及学龄前期。由于内镜技术的普及，

PU 检出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2、儿童 PU 临床表现多样，好发部位为胃窦及球部，主要并发症为消化道出血。 

3、大年龄组儿童 PU 和 Hp 感染有关，其中以 DU 和 CU 组更为常见。Hp 根除失败或再感染是 PU

复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PO-482 

中国汉族人群 PNPLA3 rs738409 及 TM6SF2 rs58542926 基因

多态性与原发性肝癌的相关性 

 
邴浩,李异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研究针对中国汉族人群，研究 PNPLA3 rs738409 与 TM6SF2 rs58542926 基因型和等位基因

频率分布，探讨 PNPLA3 rs738409 及 TM6SF2 rs58542926 基因多态性与原发性肝癌发病的相关

性。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纳入 520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及 164 名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其中，病例

组根据病因学分为乙型肝炎病毒感染（n=373）、丙型肝炎病毒感染（n=109）及其他因素

（n=32）3 组，又根据有无肝硬化分为肝硬化组（n=435）及非肝硬化组（n=85）。采用应用聚合

酶链反应（PCR）方法分别检测 PNPLA3 rs738409 及 TM6SF2 rs58542926 两个位点的基因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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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Mann-Whitney U 检验、卡方检验及

Fisher 确切概率法对于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原发性肝癌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相比，PNPLA3 rs738409 G 等位基因型频率分布存在明显差异

（OR=1.576,P=0.001），而 TM6SF2 rs58542926 T 等位基因型在病例组与对照组中的频率分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013,P=0.961）。将病例组按病因学及有无肝硬化进一步分组,PNPLA3 

rs738409 G 等位基因型频率分布在各分组中均存在明显差异（P 均<0.05），而 TM6SF2 

rs58542926 T 等位基因型频率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病例组中伴有肝硬化的患者根据 Child-

Pugh 评分将其分为≥7 分组与<7 分组。在乙型肝炎后肝硬化及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中，CC 型与

CT/TT 型患者的 Child-Pugh 评分差异及 CC 型与 CG/GG 型患者的 Child-Pugh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PNPLA3 rs738409 基因多态性在中国汉族人群中与原发性肝癌易感性存在相关性。目前尚不

能认为 TM6SF2 rs58542926 基因多态性在中国汉族人群中与原发性肝癌易感性存在相关性。 

 
 

PO-483 

吡咯生物碱导致肝窦阻塞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 

 
朱成凯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研究 115 例菊三七相关肝窦阻塞综合征(Hepatic sinusoidal obstruction syndrome，HSOS)患

者的主要临床表现、实验室检验、影像学及病理学特征。 

方法 搜集 2008 年 7 月至 2016 年 10 月南京鼓楼医院收治的 115 例因服用菊三七导致 HSOS 患者

的临床资料，分析其流行病学资料、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和病理表现。 

结果 （1）115 例 HSOS 患者均有菊三七服用病史，患者主要来自江苏北部、安徽及浙江，属长江

下游区域，腹部胀痛、纳差及巩膜黄染是主要临床症状和体征。 

（2）93.91%的患者血清总胆红素升高，其中 35.65%是轻度升高（TBil≦34.2umol/L）。73.05%

的患者血清白蛋白低于或等于 35g/L，56.14%的患者凝血酶原时间延长，仅 9.65%的患者延长超

过 3 秒。65.96%的患者部分凝血酶原时间延长。51.75%的患者血小板计数下降。  

a.超声示肝大、肝内回声不均匀，肝静脉直径变细周围出现―斑片状‖影，门静脉与脾静脉血流减

慢。 

b.CT 示平扫提示肝肿大，增强延迟期肝实质斑片状低密度，平衡期肝静脉显示不清及下腔静脉受

压变细是最常见的表现（发生率>90%）。 

c.病理检查示肝窦扩张伴出血及淤血，肝板结构有破坏。7 例患者行肝静脉压力梯度测量，均显著

升高 

结论 鉴于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患者因地域局限性，多来自江苏北部和安徽芜湖等区

域，主要症状为腹部胀痛、纳差和黄疸。部分患者可见外周血血小板轻、中度降低，大部分患者肝

功能异常主要表现为血清胆红素轻度升高，白蛋白轻度降低。典型的影像特点包括肝大、强化时呈

现不均匀改变，门静脉、脾静脉血流速度减慢。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353 

PO-484 

lncRNA-H19 通过促进铁死亡提高肝癌细胞对索拉菲尼的敏感性 

 
刘丹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本文主要探讨索拉菲尼对肝癌细胞 lncRNA-H19 的表达影响，解析 lncRNA-H19 在提高肝癌

细胞对索拉菲尼敏感性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1）RT-PCR 分别检测正常肝细胞系、肝癌细胞系及临床标本中 lncRNA-H19 的表达；（2） 

RT-PCR 检测索拉菲尼处理的人类肝癌细胞 Huh7、G2 中 lncRNA-H19 的表达；（3）单独用索拉

菲尼和联用索拉菲尼+铁死亡抑制 ferrostatin-1 分别处理转染 lncRNA-H19 过表达重组质粒的 Huh7

和 G2，试剂盒检测 MDA，ROS，GSH 水平，电镜检测肝癌细胞线粒体微结构的改变，CCK8 法

检测细胞毒性，判断过表达 lncRNA-H19 对铁死亡以及索拉菲尼杀伤肝癌细胞效应的影响； (4)用

索拉菲尼处理 lncRNA-H19 过表达和正常表达的 Huh7、G2 转染小鼠，30 天后检测肿瘤生长体

积。 

结果（1）lncRNA-H19 在肝癌细胞系及肝癌组织中均低表达（P<0.05）； 

（2）索拉菲尼处理的 Huh7 和 G2 中 lncRNA-H19 的表达受到抑制（P<0.05）； 

（3）单独应用索拉菲尼较合用索拉菲尼+ferrostatin-1， lncRNA-H19 过表达的 Huh7 和 G2 中铁

死亡标记物 ROS，MDA，GSH 水平上升更明显（P<0.05），线粒体微结构变得更致密，细胞毒

性更强； 

（4）转染过表达 lncRNA-H19 的小鼠中肿瘤体积更小。 

结论 lncRNA-H19 通过促进铁死亡增强索拉菲尼对肝癌细胞的杀伤效应，在提高肝癌的临床治疗中

发挥一定的生物学作用。 

 
 

PO-485 

Serum Metabolite Profiling of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Using UPLC-MS/MS 

 
Liyan Sun,Qian Kang,Yuanming Pan,Jianqiu Sheng 

PLA Arm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FAP) is an autosomal dominantly inherited intestinal 
polyposis syndrome accounts for about 1% of all colorectal cancers (CRC). Despite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its molecular pathogenesi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liable 
biomarkers for the screening,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of FAP. In this study, based on 
metabonomics analysis, we aimed to identify candidate biomarkers that can be used for FAP 
detection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by using human serum samples. 
Methods Serum metabolites from FAP patients (N = 25) and healthy subjects (N = 14) were 
profiled using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UPLC-MS/MS). 

Results 125 metabolites were identified with statistical tests of  orthogonal partial least-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 (OPLS−DA), with the conditions of variable importance in projection (VIP) > 

1, p < 0.05 using the Mann− Whitney U test, and fold change (FC) ≥ 2 or ≤ 0.5.  OPLS−DA 

models were  proved to be powerful for distinguishing FAP patients from  healthy controls.  

Conclusions We observed a distinct metabolic signature in FAP patients including tricarboxylic 
acid (TCA) cycle, amino acids metabolism, fatty acids metabolism, and bile acids (BAs) 
metabolism.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a panel of serum metabolite markers is of great value 
as a non-invasive diagnostic method for detecting FAP, and can be further used to study new 
therapeutic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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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86 

ERCP 术前在十二指肠球部喷洒醋酸对胰管插管影响的一项单中

心随机双盲对照研究 

 
方军

1,2
,王树林

2
,赵胜斌

2
,胡良皞

2
,姚君

3
,顾伦

1
,夏天

2
,蔡强

4
,李兆申

2
,柏愚

2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2.第二军医大学 

3.深圳市人民医院,广东省,深圳市 

4.埃默里大学医学院 

 

目的 ERCP 是高风险的操作，许多方法能提高插管成功率。十二指肠球部喷洒醋酸理论上能刺激

胰液分泌，可能会提高胰管插管成功率。本项研究就是观察喷洒醋酸对胰管插管成功率的影响。 

方法 这是一项单中心随机双盲研究。对第一次行 ERCP 插管的胰腺疾病患者分成两组：接受 50ml

醋酸喷洒为醋酸组，接受 50ml 生理盐水为对照组。主要观察指标为困难插管率。 

结果 共 201 例患者最终完成研究（每组 105 例）。醋酸组与对照组困难插管率分别为 20.9% VS 

39.1%（p=0.004）。两组总的深插管成功率为 89% VS 85.7（p=0.402），插管时间显著缩短

(182 vs. 286 s, p = 0.018)，插管次数显著减少(3.4 vs. 4.4, p = 0.008)，插管时透视时间显著降低

(60 vs. 86 s, p = 0.028)，PEP 和高淀粉酶血症发生率都没有增加(7.6% vs.10.5% and 10.5% vs. 

19.1%, p > 0.05)。 

结论 术前在十二指肠喷洒醋酸能显著降低胰管插管难度，减少 X 射线的摄入。(ClinicalTrials.gov 

number, NCT02800772)。 

 
 

PO-487 

下调 CAMSAP2 通过翻译后修饰微管干扰着丝粒蛋白 E 的功能

进而抑制肝癌细胞增殖 

 
丁向明,李冬筱,夏丽敏,田德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肝癌细胞的增殖过程为不受控制的快速有丝分裂以及细胞有丝分裂相关蛋白的功能异常。最

新研究发现微管翻译后修饰参与细胞有丝分裂进程，并影响有丝分裂相关蛋白的功能。CAMSAP2

是一类新发现的微管负极结合蛋白，可以调控翻译后修饰微管的形成。但 CAMSAP2 对肝癌细胞

的作用有待研究。本研究主要探究下调 CAMSAP2 对人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并揭示其分子机制。 

方法 免疫组化及 western blot 检测肝癌组织及肝癌细胞中 CAMSAP2 的表达及其与预后的相关

性。CCK-8、克隆形成法检测各组细胞增殖生长情况；裸鼠皮下成瘤实验检测肝癌细胞体内增殖能

力。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细胞周期的分布差异；高通量 RNA-Seq 筛选 CAMSAP2 调控微管翻译

后修饰的潜在靶基因；荧光实时动态活细胞成像技术检测 shCAMSAP2 后细胞染色体运动方向及

细胞有丝分裂时间变化；CO-IP 与 CHIP 检测 CAMSAP2 与 CENP-E 的相互作用情况。 

结果 1.免疫组化及 western blot 均显示 CAMSAP2 在肝癌组织中表达高于癌旁组织，与肝癌细胞

株恶性程度呈正相关。Kaplan-Meier 的分析表明，CAMSAP2 高表达的患者的复发率最高，总体存

活时间最低。2.克隆形成结果发现 shCAMSAP2 后细胞团直径明显小于对照组（P＜0.01）；

CCK8 结果显示转染 shCAMSAP2 后 72h 吸光度值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接种

shCAMSAP2 肝癌细胞的裸鼠皮下瘤大小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 2. shCAMSAP2 后 72h，

G2-M 期细胞比例增多，差异显著 (P＜0.01)。3.高通量 RNA-Seq 及双荧光素酶结果显示

shCAMSAP2 下调微管蛋白酪氨酸连接酶 TTL，进而调控去酪氨酸化微管的形成。4. 荧光实时动

态活细胞成像技术观察到在有丝分裂前中期，正常肝癌细胞中 CENP-E 牵引染色体沿着去酪氨酸

化微管向赤道板处移动；shCAMSAP2 后肝癌细胞去酪氨酸化微管数量增多、排列不规则，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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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P-E 牵引染色体不规则移动，染色体无法聚集于赤道板，细胞不能正常完成有丝分裂过程。5. 

CO-IP 及免疫荧光均证实 CENP-E 与 CAMSAP2 共定位，二者直接相互作用。 

结论 下调 CAMSAP2 干扰有丝分裂过程进而抑制人肝癌细胞增殖。CAMSAP2 是肝癌预后不良的

危险因素，可能是肝细胞癌治疗的一个潜在靶点。 

 
 

PO-488 

慢性 HCV 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长期预后及其与 ITPA 

单核苷酸多态性的关系 

 
刘振华

1
,王颂

2
,亓文骞

1
,王眭

1
,王江滨

1
 

1.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长期追踪 PEG-IFN-2a 联合 RBV 抗病毒治疗慢性 HCV感染者长期预后及其与 ITPA 单核苷酸

多态性的关系。 

方法 通过直接测序法对中国东北 5 个地域五家肝病中心于 2011-2013 年间接受并完成 PEG-IFN-

2a 联合 RBV 抗病毒治疗的 635 例慢性 HCV 感染者（HCV1 型 421 人，非 HCV1 型 214 人）的

ITPA rs1127354 和 rs7270101 位点进行 SNPs 检测，分析其与抗病毒治疗长达 5 年后疾病转归的

关系。 

结果 ITPA rs1127354 非 CC 型，即 ITPase 活性≤25%者抗病毒治疗长达 5 年的应答率以及肝纤维

化的改善程度均明显好于 ITPA rs1127354CC 型，即 ITPase 活性 100%者；多因素分析表明，肝

脏硬度值＜9.3kPa、HCV 基因非 1 型感染、基线 HCV-RNA 水平≤4×105IU /mL、 IL-28B 

rs12979860 CC 型、ITPA rs1127354 非 CC 型均是患者更易获得长期应答率的独立预测因素，IL-

28B rs12979860 非 CC 型、ITPA rs1127354 CC 型和基线肝脏硬度值≥9.3kPa 是患者抗病毒治疗

后肝纤维化改善程度较差的独立预测因素；5 年肝癌的总发生率 1.36%（6/442），均为 ITPA 

rs1127354 CC 型患者。 

结论 ITPA rs1127354 遗传多态性及所编码 ITPase 活性影响 PEG-IFN 联合 RBV 的抗病毒治疗后

的长期预后，pan>位点进行 SNPs 检测，分析其与抗病毒治疗长达 5 年后疾病转归的关系。 

 
 

PO-489 

长链非编码 RNA HOTAIR, PRNCR1 单核苷酸多态性 

与胃癌相关性的研究 

 
李上,郭占军,张瑞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胃癌的形成是一个多基因参与的过程。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HOTAIR、PRCNR1 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SNP 作为最常见的基因变异普遍存在

于 lncRNA 中，本实验研究 HOTAIR，PRCNR1 的 SNP 与胃癌易感性的关系，为今后胃癌的风险

预测和早期诊断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共收集 92 例胃癌患者血标本及 56 例健康对照血标本，同时收集病例性别、年龄、肿瘤部

位、分化程度等信息。提取两组全血 DNA。查阅文献确定两个与肿瘤明确相关的 SNP 位点作为研

究对象，探讨其与胃癌的关系，两位点分别位于长链非编码 RNA HOTAIR 和 PRNCR1。根据

SNP 所在序列设计目的片段引物，PCR 扩增 SNP 所在的目的片段。通过连接酶检测反应（LDR）

技术检测目的片段基因型。应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P<0.05 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结果 1. 胃癌组与对照组的性别、年龄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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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机选取胃癌病例组 41 例，对照组 56 例，对两组样本多态性位点 HOTAIR rs2366152 和

PRNCR1 rs7463708 进行扩增、测序。结果发现 rs2366152 两组间各等位基因频率无统计学差异

（P=0.507）；rs7463708 两组间各基因型频率有统计学差异（P=0.046），于是对 rs7463708 位

点扩大样本量研究。 

3. PRNCR1 rs7463708 病例组扩大样本后最终有胃癌组 92 例。发现携带基因型 GT 的个体较携带

基因型 GG 的个体患胃癌的风险下降 71.3%；携带基因型 TT 的个体患胃癌的风险下降 76.1%；携

带基因型 GT/TT 基因型较携带基因型 GG患胃癌的风险下降 73.6% 。携带等位基因 T 较等位基因

G 患胃癌的风险降低 47.3%。 

分层分析结果显示 rs7463708 突变降低胃癌风险与年龄、不同肿瘤位置、分化程度、TNM 分期均

存在关联性。携带 GT/TT 基因型的个体较 GG 型者患胃癌风险下降 85.7%。近端胃癌的风险下降

74.4%；患远端胃癌的风险下降 73.9%；低分化胃癌的风险下降 78.5%。 

结论 1. PRNCR1 rs7463708 胃癌组与对照组间各基因型频率有统计学差异，携带等位基因 T 是胃

癌的保护性因素。 

2. 尚不能认为 HOTAIR rs2366152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胃癌风险相关。 

  
 

PO-490 

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荆花胃康胶丸治疗癔球症 62 例临床分析 

 
吴忱思

1
,范垚

1
,张瑞星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2.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癔球症（glous hystericus）患者可能描述有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或团块，位于咽底部环状软

骨水平处或者胸骨后上部，需要做吞咽动作以解除症状，可以出现阻塞、受压或胀满等不适感觉。

祖国医学称为―梅核气‖，发病多有精神、心理因素。我们从 2015 年始利用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荆花

胃康胶丸治疗癔球症，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方法 62 例患者，男性 10 例，女性 52 例。年龄 26-75 岁，平均 55.3±8.6 岁。符合罗马Ⅲ(功能性

胃肠病：007)中癔球症诊断标准。病程：0.5-12 年，平均 2.6 年。按照程度分为 4 级：0 级：无症

状；1 级（轻度）：咽喉部异物感轻微；2 级（中度）：异物感能够忍受，部分影响日常生活和工

作；3 级（重度）：异物感难以忍受，明显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其中轻度 16 例，中度 41 例，重

度 5 例。利用 HAMD 和 HAMA 进行测评。55 例患者胃镜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7 例上消化道造影

示胃炎或未见器质性改变，22 例喉镜示慢性咽炎。治疗效果评价：治愈：咽喉部异物感消失；显

效：咽喉部异物感改善 2 级或以上；有效：咽喉部异物感改善 1 级；无效：咽喉部异物感无改善或

者加重。 

结果 症状程度与治疗效果有关(见表 1)。症状程度越轻，效果越好。总有效率达到 88.5%。治疗无

效的患者建议到心理科或精神卫生中心进一步诊治。  

焦虑抑郁状态变化(见表 2)：46 例联合舒肝解郁胶囊和荆花胃康胶丸治疗者，服药前 HAMD、

HAMA 分别为 12.5 分、10.3 分，治疗后分别为 6.7 分、8.2 分；16 例加用黛力新治疗者，服药前

HAMD、HAMA 分别为 22.5 分、16.4 分，治疗后分别为 9.0 分、11.3 分。无论是两药还是三药联

合组，对抑郁状态的改善较焦虑更好。 

不良反应：恶心 7 例；腹痛 3 例；服用黛力新患者 4 例出现头晕，3 例出现口干。均未影响治疗。

不良反应发生率 27.4%。 

结论 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荆花胃康胶丸或/和黛力新对癔球症的治疗提供了有效、安全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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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91 

蓝激光内镜结合放大对萎缩性胃炎的诊断初探 

 
殷键,陈超,汪涛,梁志民,徐衍,侯鹏,刘茜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通过蓝激光（BLI）内镜和放大观察，进一步探索萎缩性胃炎内镜下的形态特征，提高萎缩性

胃炎内镜下的识别度和病理活检检出率。 

方法 对同期需要胃镜检查的初诊患者随机进入 BLI 内镜组和普通白光内镜组，每组各 161 例，排

除近三周服用 NSAID、PPI或抗生素、服用抗凝固剂或严重凝血障碍等不能活检者，以及有胃食道

外科切除、胃肿瘤和化疗的患者。BLI组使用 FUJINON EG-L590ZW 内镜 ,对照组使用 OLYMPUS 

GIF-Q260 内镜。BLI 内镜组检查方法：先经白光观察全胃后，换用 LCI、BLI 模式观察，发现可疑

病变进行 BLI 放大，拍照后活检。白光内镜组：常规白光观察全胃后，对可疑病变活检。所有活检

由病理科专人阅片报告，对胃黏膜腺体减少超过 1/3，或肠化腺体超过 1/3 者诊断为萎缩性胃炎。

登记每例患者的活检部位数及病理结果，并对两组萎缩性胃炎的内镜检出率、活检部位数及阳性率

进行统计学分析。回顾分析病理诊断萎缩性胃炎的病变部位在 BLI 内镜及放大的照片，对其形态特

征进行分类总结。 

结果 两组间年龄、性别均无差异（P>0.05），BLI 组诊断萎缩性胃炎 36 例，检出率为 22.4%

（36/161）；普通白光内镜诊断萎缩性胃炎 11 例，检出率为 6.8%（11/161），经 X2检验，两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BLI组发现可疑病变并活检 325 个部位，每例 1-5 个部位，平均

每例活检 2.01（325/161）个部位，白光组发现可疑病变并活检 212 个部位，每例 1-3 个部位，平

均每例活检 1.31（212/161）个部位，两组数据经过 t 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5）。BLI 组：

在所有 325 个活检部位中有 50 个萎缩性病变，活检部位的阳性检出率为 15.4%（50/325）,白光

组：在所有 212 个活检部位中有 14 个萎缩性病变，阳性检出率为 6.6%（14/212），两组间经 X2

检验，检出率有显著性差异（P<0.01）。萎缩性胃炎病变部位在 BLI 放大时形态(附图)呈菊花样

14 例，绒毛样 12 例，结节样 11 例，鱼鳞样 13 例。 

结论 与普通白光内镜相比较，BIL 内镜发现萎缩性胃炎的可疑病灶更加敏感，提示更多的活检部

位，活检的阳性率更高，能提高对萎缩性胃炎的检出率。BLI 放大观察萎缩的形态特征呈菊花样，

结节样，鱼鳞样和绒毛样，为萎缩性胃炎的靶向活检提供有益参考。 

 
 

PO-492 

hTERT 上调 FOXM1 乙酰化促进胃癌细胞侵袭的作用  

及分子机制研究 

 
廖国斌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重庆市,沙坪坝区 

 

目的 探讨 FOXM1 在 hTERT 促进胃癌细胞侵袭中的作用，以及 hTERT 调控 FOXM1 的分子机

制。 

方法 （1）构建稳定过表达 hTERT 的细胞系 SGC-7901-hTERT，用 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

FOXM1 表达变化情况，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FOXM1 下游侵袭相关基因 MMP2、

MMP9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变化；（2）在 SGC-7901-hTERT 细胞中转染 FOXM1 的 shRNA

干扰质粒，而后用 Transwell 法检测细胞侵袭能力，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FOXM1 下游

侵袭相关基因 MMP2、MMP9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3）在 SGC-7901-hTERT 细胞中转染

FOXM1 启动子活性报告质粒，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检测 FOXM1 启动子活性，qRT-PCR 检测

FOXM1 mRNA 水平；（4）构建稳定过表达 FOXM1 的细胞系 SGC-7901-HA-FOXM1，并在此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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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中转染 hTERT 过表达质粒，CO-IP 检测 FOXM1 乙酰化水平变化，免疫荧光实验检测 hTERT 与

FOXM1 的细胞定位情况。 

结果 （1）在 SGC-7901 细胞系中，过表达 hTERT 促进 FOXM1 的蛋白表达，同时也促进其下游

分子 MMP2、MMP9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2）在 SGC-7901 细胞系中过表达 hTERT 上调肿瘤

细胞侵袭能力，同时促进 MMP2、MMP9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而后在 SGC-7901-hTERT 细胞

中敲降 FOXM1 后可部分逆转这一效应；（3）在 SGC-7901 细胞系中，过表达 hTERT 不影响

FOXM1 的启动子活性及 mRNA 表达；（4）hTERT 与 FOXM1 存在细胞共定位，且过表达

hTERT 可上调 FOXM1 乙酰化水平。 

结论 hTERT 通过上调 FOXM1 乙酰化进而影响胃癌细胞的侵袭能力。 

 
 

PO-493 

自噬在胃癌细胞顺铂化疗敏感性降低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雷媛媛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重庆市,沙坪坝区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究自噬在胃癌细胞顺铂化疗敏感性降低中的作用及 O-6-甲基鸟嘌呤-DNA 甲基

转移酶（O-6-mehtylguanine-DNA metyltransferase，MGMT）对顺铂激活的胃癌细胞自噬的抑制

作用。 

方法  CCK-8 实验检测胃癌细胞活力及顺铂处理胃癌细胞的半数抑制浓度（half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IC50）；流式细胞术检测顺铂诱导的胃癌细胞凋亡比率；Western blot 检测自噬底

物分子 p62、自噬标志分子 LC3、凋亡执行分子 Cleaved PARP 和 MGMT 的蛋白水平；GFP-LC3

表达质粒标记顺铂处理胃癌细胞后自噬小体形成情况；qRT-PCR 检测 MGMT 和 16 对自噬相关基

因（autophagy-related genes，ATGs）的 mRNA 水平；慢病毒载体构建稳定过表达及干扰

MGMT 的胃癌细胞系。 

结果 ①顺铂通过诱导胃癌细胞凋亡杀伤胃癌细胞；②顺铂可剂量及时间依赖性地激活胃癌细胞自

噬；抑制自噬可促进顺铂诱导的胃癌细胞凋亡、促进胃癌细胞顺铂化疗敏感性；③顺铂激活胃癌细

胞自噬的可能机制是顺铂通过 MGMT，进而激活多个自噬相关基因（ATG3、ATG12、ATG13 和

ATG14），最终激活了保护性的细胞自噬，使胃癌细胞顺铂化疗敏感性降低。 

结论 顺铂通过抑制 MGMT，进而激活自噬相关基因，激活胃癌细胞自噬；抑制自噬，促进胃癌细

胞顺铂化疗敏感性。 

 
 

PO-494 

床旁跨幽门螺旋型鼻肠管盲放方法的改良及其在 

SAP 患者中的应用 

 
黄其密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目的  改良床旁跨幽门螺旋型鼻肠管盲放方法，并评价其在重型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供同行借鉴参考。 

方法 结合临床实践经验进行盲放方法的改良，包括―四点测量法‖、 ―四点听诊法‖、 ―轻抖法‖、延长

置入总长度为 120-125cm。―四点测量法‖：发际（或耳垂至鼻尖）-剑突-右肋缘腋中线-肚脐的长

度；―四点听诊法‖： 剑突、右肋腹、左肋腹、脐下 10cm 四点的气过水声的强弱，听诊气过水声的

最强音部位即为导管尖端的位置；―轻抖法‖：当导管尖端置入至十二指肠后，遇阻力时每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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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m 后轻抖体外导管，促进导管有效回弹，避免导管盘旋于胃内；延长导管置入长度：当导管初

步置入至测量长度后，再一边送管一边拔导丝，使导管置入总长度为 125cm，利于固定和美观，

同时保证导管尖端仍位于空肠内。将以上技巧方法融于传统床旁跨幽门螺旋型鼻肠管盲放方法各环

节，形成规范、操作性强、可考核的改良床旁跨幽门螺旋型鼻肠管盲放方法，并在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于我中心住院治疗的 50 例 SAP 患者中予以应用，初步评价改良置

管方法的置管成功率、置管耗时、置管对生命体征、置管相关并发症、患者满意度等指标。 

结果 改良床边盲放跨幽门胃肠营养管方法，并建立其操作规范；采用改良床边盲放跨幽门胃肠营

养管方法，在 50 例 SAP 患者中置管成功率为 96%（48/50）；平均置管耗时 22.8（最短 10~最长

60）min；置管前后的血压、心率、呼吸及血氧饱和度变化未见统计学显著性意义(p＜0.05) ；未发

生心律失常、出血、穿孔、误入气道等置管相关并发症；患者对置管的满意率为 100%。 

结论 改良的床旁幽门螺旋型鼻肠管盲放方法具有操作性强，易学易用优势，同时在 SAP 患者中的

初步应用具有较好效果，可在进一步采用论证强度更高的随机对照试验全面评价基础上，在临床重

症患者中推广应用。 

 
 

PO-495 

健脾清肠方调节 PERK-eIF2α/NF-κB 通路溃疡性 

结肠炎的机制研究 

 
郑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市,徐汇区 

 

目的 探讨健脾清肠方（JPQCD）通过调节 PERK-eIF2α/NF-κB 信号通路抑制肠上皮细胞发生内质

网应激，从而修复肠黏膜损伤，为临床治疗 UC 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方法 将 C57/BL6 小鼠根据体重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 4 组：正常对照（Control）组、模型

（DSS）组、中药健脾清肠方（JPQCD）组、5-氨基水杨酸（5-ASA）组。正常对照组给予正常

饮用水，其它组均自由饮用 5%DSS 溶液，连续饮用 7 天。模型复制成功后进行药物干预，

Control 组和 DSS 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中药 JPQCD 组和 5-ASA 组分别给予 JPQCD

（15g/Kg/d）和 5-ASA(100mg/kg/d)连续灌胃 7 天，药物干预结束后，断颈处死各组小鼠，收集结

肠组织。HE 染色观察各组小鼠结肠病理学变化，透射电镜观察结肠上皮细胞内质网应激超微结

构，Western blotting 法和 Real Time-PCR 法检测结肠组织 PERK-eIF2α/NF-κB 通路中 GRP78、

p-PERK、p-eIF2a、NF-κB 蛋白表达和 GRP78、PERK、eIF2a、NF-κB mRNA 表达 

结果 与 DSS 组比较，JPQCD 组模型小鼠病理组织可见糜烂粘膜表面上皮细胞移行修复，少量炎

症细胞浸润，黏膜腺体基本恢复正常。透射电镜可见结肠上皮细胞空泡状结构数目减少，体积变

小，内质网网膜腔轻度扩张，形态基本呈膜网状样。与 Control 组比较，DSS 组结肠组织中

GRP78、p-PERK、p-eIF2a、NF-κB 等蛋白表达增加(P<0.05)；与 DSS 组比较，JPQCD 组和 5-

ASA 组结肠组织中 GRP78、p-PERK、p-eIF2a、NF-κB 等蛋白表达均减少(P<0.05)。与 Control

组比较，DSS 组结肠组织 GRP78、PERK、eIF2a、NF-κB mRNA 表达均明显增加(P<0.05)；与

DSS 组比较，JPQCD 组和 5-ASA 组结肠组织中 GRP78、PERK、eIF2a、NF-κB mRNA 表达均

减少(P<0.05) 

结论 JPQCD 可改善 DSS 诱导结肠炎小鼠结肠黏膜的损伤，其作用可能与调节 PERK-eIF2α/NF-

κB 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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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496 

Paired related homeobox protein 1 regulates PDGF-
induced chemotaxis of hepatic stellate cells in liver fibrosis 

 
Jin Gong 

Tong Ji Hospital of Tong Ji medical college， Hua 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Activation of the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PDGF)/PDGF beta receptor (PDGFβR) 
axis has a critical role in liver fibrosis. 
However, the mechanisms that regulate the PDGF signaling are yet to be elucidated. 
Methods To confirm the role of Prrx1 in liver fibrosis, we assessed the expression of Prrx1 in two 
animal models of induced fibrosis: 
the rats treated with TAA and the mice were treated with CCl4, as well as in  fibrotic liver samples. 
Next, we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PDGF-BB-induced 
Prrx1 expression. Then, we used the gain- and loss-of-function approaches in combination with 
migration assays and adhesion experiments to decipher the role of Prrx1 as a modulator of 
PDGF-dependent processes. Besides ,we elucidated how Prrx1 regulated the downstream 
effectors in the PDGF-dependent physiological process. Finally, we silenced Prrx1 expression in 
a rat model of TAA-induced liver fibrosis to confirm the role of Prrx1 on fibrogenesis in vivo. 
Results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paired related homeobox protein 1 (Prrx1) is 
involved in PDGF-dependent hepatic stellate cell (HSCs) migration via modul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metalloproteinases MMP2 and MMP9. PDGF elevated the level of Prrx1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ERK/Sp1 and PI3K/Akt/Ets1 pathways. In vivo, an adenoviral-mediated Prrx1 
shRNA administration attenuated liver fibrosis in thioacetamide-induced fibrotic models. 
Conclusions These studies reveal a role of Prrx1 as a modulator of PDGF-dependent signaling 
in HSCs, and inhibiting its expression may offer a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hepatic fibrosis. 
 
 

PO-497 

系统分析 lncRNAs-miRNAs-mRNAs 相互作用及 

遗传学修饰在肝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林承杰

1
,袁观斗

2
,何松青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通过挖掘生物信息数据库，研究 lncRNAs-miRNAs-mRNAs 之间的调控网络对肝癌的发生发

展的影响，进一步研究靶基因的突变与肝癌的预后关系。 

方法 通过挖掘 TCGA 数据库，下载肝癌 lncRNA,miRNA,mRNA 数据，通过 R 语言寻找差异的

lncRNAS,miRNAs 和 mRNA, 利用 cytoscape 软件构建差异基因的网络调控关系，并对其进行生存

分析。蛋白与蛋白之间的关系网利用 https://string-db.org/网站进行研究。用 Cbioportal 数据库分析

靶基因的突变及表观遗传学修饰与肝癌发生发展之间的关系。 

结果 总共筛选 1985 个差异的 mRNAs，1077 个 lncRNA, 77 个 lncRNA,其中 13 个 lncRNA，19 个

靶基因对肝癌的预后（5 年生存率）相关。多因素 COX 分析发现 LINC00200，hsa-mir-137，

PBK，POLQ 是肝癌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通过生存分析发现，由 miRNA424 调控的 5 个 lncRNA

和 6 个靶基因影响肝癌的生存时间。进一步对该 6 个靶基因突变与肝癌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

CDC25A 突变与 CEP55，CLSPN,E2F7 突变相关，CLSPN 突变与 E2F7，CEP55 突变相关，

E2F7 突变与 CEP55 突变相关。CEP55 突变影响了患者总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p < 0.05）。

CDC25A 突变与否影响患者总生存率，不影响无瘤生存率。E2F7 突变影响了患者了无瘤生存率，

而不影响总生存率。表观遗传学的修饰化进行分析发现，CDC25A, CCNE1，CEP55 的甲基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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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高低与血管侵犯相关（ p < 0.05 ），且低水平甲基化的基因比高水平甲基化更容易发生血管侵

犯。高水平甲基化的 CCNE1，CEP55 患者的总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明显高于低水平甲基化的患

者。 

结论 通过预后模型分析 LINC00200，hsa-mir-137，PBK，POLQ 是肝癌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

MiRNA424 调控的基因与肝癌的预后关系密切，其调控的基因 CEP55、CDC25A、 E2F7 突变影

响肝癌的生存时间，CDC25A, CCNE1，CEP55 基因的低水平甲基化更容易发生血管侵犯，且

CCNE1，CEP55 基因低水平甲基化患者总生存时间及无瘤生存时间更长。 

 
 

PO-498 

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的食管动力特征及对药物疗效影响的研究 

 
林朗,晁康,黄梓城,高翔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1/3 胃食管反流病患者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hibitor，PPI）治疗后不能完全缓解，食

管动力障碍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是否应用促动力药物仍存争议。本研究通过高分辨率食管测压

（high resolution manometry，HRM）检测食管动力特征，分析食管动力及形态特征对病理性酸暴

露及 PPI疗效的影响，评估促动力药物疗效。 

方法 纳入反流烧心为主要症状就诊患者，要求既往 3 个月内每周出现轻度症状≥2 天或中重度症状

≥1 天。检查前 1 周无服用 PPI 及促动力药物，完成 HRM 及 24 小时 pH 阻抗监测。根据芝加哥食

管动力障碍分类标准 3.0 进行分型，对轻度食管动力障碍及正常者予埃索美拉唑 20mg 每日 2 次口

服，8 周后评估疗效。PPI 治疗有效定义为评估前一周无症状发作或轻度症状≤1 次，否则视为治疗

失败。失败者中，对存在轻度食管动力障碍者加用伊托必利 50mg 每日 3 次口服进行优化治疗，8

周后评估疗效。 

结果 （1）纳入研究 63 人，68%有标准剂量 PPI 无效的治疗经过；HRM 示 57%存在食管动力障

碍，其中 19%（12/63）存在重度食管动力障碍（贲门失弛缓症 I 型 1 人、贲门失弛缓症 II 型 3

人、流出道梗阻 4 人、食管无收缩 4 人），38%（24/63）存在轻度食管动力障碍（均为无效食管

动力）。（2）对 51 例轻度食管动力障碍或正常患者行动态反流监测，35%（18/51）存在病理性

酸暴露，其食管下括约肌与膈脚间距离较大（1.20(0.80-1.40)cm 比 0.80(0.60-1.00)cm，

P=0.006），胃食管连接处形态 II 型多见（10/18 比 27.27%，P=0.010），较多合并食管动力障碍

（12/18 比 36.36%，P=0.038）。（3）51%（26/51）患者双倍剂量 PPI 治疗失败，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示食管动力障碍（OR=6.07，95%CI：1.47-25.10，P=0.013）、缺乏病理性酸暴露

（OR=4.46，95%CI 1.02-19.61，P=0.047）是 PPI 治疗失败的危险因素。（4）治疗失败者中 16

人存在食管动力障碍，7/16 患者经优化治疗后有效。 

结论 胃食管反流病中，合并食管动力障碍比例较高；胃食管连接处形态差异及合并食管动力障碍

与病理性酸暴露的发生相关；食管动力障碍及缺乏病理性酸暴露是 PPI 治疗失败的危险因素；促动

力药物对部分 PPI难治性患者有效。 

 
 

PO-499 

痛泻要方对急性放射性肠炎大鼠肠组织的防护作用及机制 

 
杨成

1
,李雅琳

1
,吴小青

1
,占强

1
,焦旸

2
,周志毅

1
 

1.无锡市人民医院,江苏省,无锡市 

2.苏州大学医学部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 

 

目的 初步研究痛泻要方对急性放射性肠炎大鼠肠组织的防护作用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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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随机将 48 只雄性 SD 大鼠分为 4 组：A 组为正常对照组(n = 12)、B 组为模型照射组(n = 

12)、C 组为痛泻要方组(n = 12)、D 组为谷氨酰胺组(n = 12)：A 组不予任何处理，其余三组均以高

能 X 线直线加速器给予 10Gy 全腹腔照射。造模成功后第 1 天，A 组和 B 组给予蒸馏水，C 组给予

中药痛泻要方，D 组给予谷氨酰胺，各组均连续灌胃 7d。每日观察大鼠一般状况、排便情况及体

重变化。各组均于灌胃结束后 6h 取空肠组织，光镜下观察肠组织形态学变化。检测空肠组织匀浆

一氧化氮(NO)的含量，ELISA 法测定空肠黏膜炎性因子 IL-6、IL-10、TNF-a的蛋白含量。 

结果 灌胃结束后，除 B 组于造模第 3d 死亡 1 只外，其余各组均无死亡。C 组和 D 组大鼠的一般状

况及粘液血便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体重增加较 B 组明显(P<0.05)。与 B 组比较，C 组和 D 组大鼠

的 NO、IL-6 及 TNF-a含量均出现下降(P<0.05)。C 组和 D 组大鼠的 IL-10 含量较 B 组大鼠明显升

高，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痛泻要方对急性放射性肠炎大鼠的肠黏膜具有防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降低空肠 NO、IL-6 及

TNF-a 活性，提高 IL-10 含量，减轻肠组织炎症反应有关。 

 
 

PO-500 

联合检测对结肠癌早期诊断的意义 

 
孙远杰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原：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结肠镜联合病理检查是发现结肠癌的最直接和准确的方法之一，利用基因技术诊断结肠癌不

仅大大提前早期结肠癌的确诊时间，而且对普通的病理组织学诊断提供有力的支持，更可能在出现

典型病理变化之前就明确诊断。 

方法 对在吉林地区 6 家医院就诊的患者和健康人群 6997 人进行进行免疫学粪便隐血实验筛查，同

时 应 用 新 的 肿 瘤 标 记 物 蛋 白 激 酶 C (protein kinase C ,PKC) 、 肝 细 胞 生 长 因 子

(HPeatoeyteGrowthFaeto,HGF)、APC 基因(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检测，阳性者行大肠镜

检查。 

结果 6997 人进行了结肠癌的筛查。检出结直肠恶性肿瘤 6 例，息肉 238 例(其中腺瘤 195 例)，筛

检结肠癌的敏感性为 63.6%，特异性为 81.9%。同时还进行了 CEA,CA199 等传统的肿瘤标记物的

血清学检测。发现传统的标记物对肿瘤有一定的诊断意义，但特异性不够，对术后复发的指导意义

明显优于在早期诊断中的作用。 

结论 本研究将首次完成采用通过分析血清中相关蛋白和基因的表达筛查出结肠癌的可疑人群，通

过结肠镜和病理检查群人上述检查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评价粪便隐血试验联合粪便及血清中上述肿

瘤标记物检测对结肠癌早期诊断的意义。为开发出一套简捷、准确且易被人们接受，能广泛推广的

早期诊断结肠癌的检查方法提供临床实验数据。这将使结肠癌的早期诊断进入一个新纪元。 

 
 

PO-501 

质子泵抑制剂与肝硬化患者住院期间肝性脑病发生风险的关系 

 
冯吉,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肝性脑病与改变的肠道菌群相关。质子泵抑制剂增加小肠菌群过度增长风险。这是一篇病例-

对照研究，用来探究质子泵抑制剂应用与肝硬化患者在住院期间肝性脑病发生风险的关系。 

方法 病例组和对照组分别定义为住院期间发生肝性脑病的患者和在入院时或住院期间均为发生肝

性脑病的患者。两组将年龄、性别和 Child-Pugh 评分进行匹配。通过 95%置信区间(95%CL)的比

值比(OR)来评估质子泵抑制剂与肝性脑病发生风险的相关性。进行四个亚组分析，分别通过排除急

性上消化道出血，感染，住院期间死亡患者及通过匹配 MELD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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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总体分析中，病例组和对照组各纳入 128 名患者。质子泵抑制剂在病例组中应用比例明显

高于对照组（79.7% vs 43%,P<0.001）。在多因素分析中，质子泵抑制剂应用与肝性脑病发生有

独立相关性（OR=3.481, 95% CL:1.651–7.340, P=0.001）。在四个亚组分析，质子泵抑制剂应用

仍与肝性脑病发生存在独立相关性。 

结论  质子泵抑制剂应用可能增加住院期间肝性脑病发生风险。 

 
 

PO-502 

Biliary exploration via the left hepatic duct orifice in left-
sided hepatolithiasis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biliary tract 

surgery 

 
Xudong Wu 

yanchengNO1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using 
cholangioscopy through the left hepatic duct orifice (LHD cholangioscopy) for the treatment of 
left-sided hepatolithiasis(LSH)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biliary tract surgery 
Methods  Eligible LSH patients (n=28) were scheduled for open left lateral segmentectomy or left 
hemihepatectomy with intraoperative biliary exploration via the left hepatic duct (LHD) orifice. 
Primary outcome measures included overall operative tim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ntra-operative 
complications, residual stones and postoperative bile leaks. 
Results : There were no residual stones and bile leakage observed in the patients. No patients 
experienced intra-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T-tube placement. The operative time was 
135.1±18.9 minutes. The postoperative dur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was 7.8±1.8 days.  
Conclusions Hepatectomy and additional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are required for the 
treatment of left-sided hepatolithiasis. However, some of the patients have undergone several 
prior biliary tract surgeries to address gallstones prior to receiving left hepatectomy, which may 
make it difficult to dissect the common bile duct. However, following left hepatectomy, a path for 
the cholangioscope to access the CBD via the LHD orifice is revealed. This approach has been 
used in the laparoscopic treatment of left-sided hepatolithiasis, which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occurrence of intra-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accelerate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choledochotomy[1,2].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present our early experiences with bile duct exploration via LHD 
orifice in LSH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biliary tract surgery.  
 
 

PO-503 

系统回顾及荟萃分析:有效并且安全的胸腔下胸膜 

固定术治疗肝性胸水 

 
陈雪 

沈阳军区总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肝性胸水是肝硬化失代偿期的并发症之一，是指大量的渗出液存在于胸腔中，常见的临床症

状为引起病人呼吸困难，胸闷及咳嗽。肝性胸水的出现预示了晚期肝硬化病人的将有一个很差的预

后，平均的生存时间约为 8-12 个月。肝性胸水产生的机制目前尚不明确，胸腔镜下胸膜固定术是

目前首选的一种治疗方法，但治疗效果尚有争论。此次用系统回顾及荟萃分析的方式来评价有胸膜

固定术治疗肝性胸水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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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从 EMBASE 和 PubMed 的数据库中搜所相关文献，符合条件的病例报告中,连续的数据表达

作为中位数，分类的数据表达作为频数。在病例系列中，治愈率及并发症一起被报道。用 random-

effects model 评估 95%的置信区间。 

结果 20 个病例报告中包含 20 病人符合条件，26 个病例系列中包含 180 个病人符合条件，，在病

例报告中，中位数的年龄是 55 岁（范围：7-78 岁），56%的病人是男性。21 个（87.5%）病人有

腹水和 18 个（69.23%）病人行胸膜固定术后反应良好。在病例系列中，年龄中位数是 51.5-63 岁

和 54.61 的病人是男性。在 7 个研究中包含了 71 个病人，有胸水的百分比是 90%（95%CI: 81%-

97%），完全有效率被报道在多有的研究中，，合并率是 72%(95%CI: 65%-79%).胸膜固定术的并

发症被报道在 6 个研究中，包含 63 个病人，并且合并率为 82% (95%CI: 66%-94%). 

结论 胸腔镜下胸膜固定术是一种有效的办法治疗肝性胸水这种高发病率的并发症。 

 
 

PO-504 

聚普瑞锌治疗大鼠缺血性结肠炎的初步研究 

 
刘文徽,王昌正,马金霞,邱海霞,陆云龙,吴本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缺血性结肠炎是老年人下消化道出血的最常见原因之一，轻者能自行缓解，重者引发肠坏

死、化脓性腹膜炎甚至危及生命。目前尚无已知药物能促进缺血肠道粘膜恢复。聚普瑞锌是 L-肌钛

和锌的螯合物，研究显示聚普瑞锌能促进胃溃疡的粘膜愈合以及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粘膜的修复。

本研究拟探索聚普瑞锌对缺血性结肠炎大鼠肠粘膜损伤的修复作用，以期对临床上缺血性结肠炎的

治疗提供新思路。 

方法 参照本实验室 2007 年创建并一直应用的光化学法建立缺血性结肠炎大鼠模型。即使用倍频半

导体激光器(波长 532nm，清华大学光电工程系研制)发射的激光照射制成缺血性结肠炎模型。SD

大鼠用 10%水合氯醛按 3ml/kg 剂量腹腔麻醉，开腹找到结肠，按 5mg/kg 剂量由股静脉注射喜泊

芬(5mg/ml，重庆市华鼎现代生物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注射后 5min 用激光照射远端结肠系膜侧的

浆膜面，对周围肠管做好防激光保护。光斑直径为 2.34cm，激光输出功率 550mW，照射 5min

后，硫酸庆大霉素 4 万单位冲洗腹腔，关腹，待大鼠麻醉清醒后送入洁净室正常喂养。28 只大鼠

随机分为 2 组：激光+聚普瑞锌组（16 只）和单纯激光组（12 只）。治疗组（激光+聚普瑞锌组）

大鼠造模后每天给予 3000mg/L 聚普瑞锌 3ml 饮用。对照组（单纯激光组）造模后自由饮食水。所

有大鼠于第 5 天处死，处死前 24h 禁食不禁水。取照射系膜对应结肠组织放入 4%多聚甲醛中固定

保存，石蜡包埋、切片、HE 染色，光镜下观察病理改变。应用 SPSS11.5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计

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治疗组大鼠结肠粘膜炎症程度较对照组轻，治疗组重度炎症占 18.8%（3/16），对照组重度

炎症比例为 58.3%(7/12)，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粘膜糜烂占 12.5%

（2/16），对照组占 41.7%（5/12），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均未见小血

管内血栓存在。 

结论 聚普瑞锌能够减轻缺血性结肠炎模型大鼠肠粘膜炎症及糜烂，从而促进肠粘膜损伤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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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05 

内镜下带蒂皮瓣移植治疗食管憩室自发性破裂所致食管瘘 

 
张宇航,叶连松,吴春成,刘伟,杜江,李传慧,陈虹霖,姜珊,胡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食管瘘并不罕见，通常需要外科手术或内镜治疗。此前有报道称，通过内镜将胃黏膜游离皮

瓣移植到 ESD 术后的食管黏膜缺损处，成功地预防了狭窄的发生。我们在此报道一例 49 岁男性病

例，即通过内镜移植用食管黏膜制成的带蒂皮瓣治疗继发于食管憩室自发性破裂的食管瘘。 

方法 选取食管瘘口口侧一面积约 2.0cm×1.0cm 的黏膜区域作为预选皮瓣，并用内镜标记。然后利

用内镜剥离黏膜，留下肛侧缘作为皮瓣蒂。接着用氩气刀烧灼瘘口周围黏膜，翻转皮瓣并覆盖瘘

口，数枚钛夹固定皮瓣。最后通过经皮内镜胃造瘘供后期肠内营养用。 

结果 患者咳嗽、背痛及发热等症状在 1 周内缓解。随访 45 天，患者瘘口缩小，由 0.3cm 缩减至

0.2cm。 

结论 利用内镜作自体黏膜皮瓣移植治疗食管瘘是一种新的、有治疗前景的内镜手术方式。但是在

选取病例时应尽量考虑将发病时间短、污染轻、口径小的瘘作为首选治疗对象。 

 
 

PO-506 

槲皮素通过抑制 TLR4/MyD88/p38 MAPK 和内质网应激减轻急

性坏死性胰腺炎大鼠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炎症反应 

 
郑俊媛,徐汇,黄春兰,范俊杰,梅启享,郭悦承,陆颖影,楼俪泓,王兴鹏,曾悦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虹口区 

 

目的 观察槲皮素对急性坏死性胰腺炎（acute necrotizing pancreatitis，ANP）大鼠肠道屏障功能

障碍和炎症反应的疗效，并探讨其可能机制。 

方法 胰管逆行注射 3.5%牛磺胆酸钠溶液建立 SD 大鼠 ANP 模型。造模前后腹腔注射槲皮素（50 

mg/kg ×3 次）。通过测定血浆淀粉酶活性，血浆和胰腺组织炎症因子 IL-1β、IL-6、TNFa 水平，

以及胰腺病理评估胰腺炎病情。通过组织病理评分评估末端回肠损伤；通过测定血浆二胺氧化酶

（DAO）、D-乳酸及内毒素评估肠道通透性，免疫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肠道细菌侵入肠上

皮的情况；透射电镜观察肠上皮细胞超微结构变化。应用 Western Blot（WB）检测肠道组织连接

蛋白 ZO-1、claudin 1、occludin 和炎症因子 IL-1β、IL-17A、TNFa 表达水平，免疫组化和 WB 检

测肠道组织 TLR4 /MyD88 /p38 MAPK 和内质网应激（Bip，IRE1a /sXBP1，eIF2a，ATF6）信号

通路激活情况。 

结果 槲皮素减轻 ANP 大鼠血浆淀粉酶水平、血浆和胰腺组织炎症因子 IL-1β、IL-6、TNFa 水平以

及胰腺病理损伤（P<0.05）；降低肠道通透性，减少肠道细菌侵入肠上皮，上调肠道连接蛋白 ZO-

1、claudin 1、occludin 表达水平，下调炎症因子 IL-1β、IL-17A、TNFa 表达水平（P<0.05）。同

时，槲皮素抑制 ANP 大鼠肠道组织 TLR4 /MyD88 /p38 MAPK 和内质网应激信号通路的激活

（P<0.05）。 

结论 槲皮素可能通过抑制 TLR4 /MyD88 /p38 MAPK 和内质网应激信号通路的激活，从而减轻

ANP 大鼠的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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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07 

疑似胰腺结核一例报告 

 
李翌萌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胰腺结核是一种较罕见的疾病，国内报道较少，主要临床表现可见：腹痛、上腹部不适、恶

心，如累及胆道和胰周血管，引起梗阻性黄疸或门静脉高压症，以及全身中毒症状如低热、盗汗、

消瘦、乏力等，其症状与胰腺癌相似，并无特异性。在临床报道中多数病例经手术活检或病理确

诊，CT 或超声引导穿刺确诊率 75%
［１］

。胰腺结核主要与胰腺癌相鉴别，胰腺结核好发年龄为中

青年，有低热、盗汗等症状，黄疸较少而且出现较晚，并伴结核菌素试验阳性及胰外结核的临床表

现；而胰腺癌多见于中老年人，有进行性加重黄疸、消瘦、恶液质等症状、体征。影像学方面，胰

腺局灶性肿块或囊肿病灶呈不均匀强化或环形强化是本病胰腺 CT 增强检查的特征性表现
［2］；而

胰腺癌肿块内罕见钙化，坏死程度一般较轻且不规则，肿块内无气体，增强后呈不均强化而无 蜂

窝状强化，早期即有胰管破坏，胰胆管扩张更常见。本例患者为年轻女性，有胰外结核（肺结

核），CA199 正常，无黄疸、消耗表现，因此临床考虑胰腺结核可能性大，虽无穿刺活检细胞组

织学证据，但行抗痨治疗有效，并且还为患者避免了手术所造成的创伤。对于中青年的胰腺占位患

者，胰腺形态明显异常而胰管相对正常，无消耗表现，CA199 正常，血沉增快，PPD 试验阳性，

尤其是伴有胰外结核疾病的，则应考虑到胰腺结核的可能。有报道认为，胰腺结核手术与一般胰腺

肿瘤手术相比，其并发症发病率较高
［3］，因此这时应慎重采取手术治疗，首选超声或 CT 引导下

穿刺检查明确诊断，也可考虑试行诊断性抗痨治疗 

 
 

PO-508 

长链非编码 RNA SNAI3-AS1 通过 UPF1/Smad7 信号通路调控

肝癌增殖与侵袭迁移的作用及其的机制 

 
李雅睿,郭丹,赵艳,卢桂芳,任牡丹,和水祥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 RNA SNAI3-AS1 通过 UPF1/Smad7 信号通路调控肝癌增殖与侵袭迁移的作

用及其的机制 

方法 RT-PCR 法检测 SNAI3-AS1 在肿瘤组织及细胞系中的表达；慢病毒敲除技术下调 SNAI3-

AS1 表达,构建 SNAI3-AS1 过表达质粒转染肝癌细胞；通过 MTT、克隆形成、Transwell 和划痕实

验检测 SNAI3-AS1 对肝癌细胞增殖和转移的影响；RIP 验证 SNAI3-AS1 调控 UPF1。Western 

blot、IF 检测下调 SNAI3-AS1 表达后 EMT 相关标记物的表达。应用 RNA 干扰技术下调 UPF1，

检测其下游基因 Smad7 及相关分子的表达 

结果 48 例肝癌患者中，SNAI3-AS1 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较对应癌旁组织高；在细胞水平，SNAI3-

AS1 在肝癌细胞系中的表达均高于正常肝细胞 LO2(图 1A,B)；生存分析结果显示，具有较高

SNAI3-AS1 表达的患者比具有低水平 SNAI3-AS1 的患者具有较短的 OS 和 DFS(图 1C)。在细胞

生物学方面，敲除 SNAI3-AS1 表达可以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及侵袭、迁移能力(图 2)；上调

SNAI3-AS1 表达可以促进肝癌细胞的增殖、侵袭迁移(图 3)。生物信息学数据库预测及 RIP 实验验

证 SNAI3-AS1 与 UPF1 存在相互作用(图 4A,B)，并且两者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呈负相关（图

4C）。敲除 SNAI3-AS1 后 UPF1 在蛋白和 RNA 水平的表达均升高（图 4D,4E）。挽救实验证实

SNAI3-AS1-shRNA 对肝癌细胞侵袭的抑制作用可被 UPF1-siRNA 部分恢复（图 4F,4G）。进一步

探索 SNAI3-AS1 对肝癌细胞 EMT 转化的影响，Western blot、IF 分析表明，敲低 SNAI3-AS1 促

进上皮标志物 E-cadherin 表达，抑制间充质标志物 N-cadherin 和 Vimentin（图 5）。下调 UPF1

使 Smad7 表达水平上调，过表达 UPF1 使 Smad7 表达水平下调（图 6B,C）。Pearson 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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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Smad7 与肝癌组织中 UPF1 显著负相关（图 6D）。敲除 SNAI3-AS1 显著降低了 Smad2/3

的磷酸化（图 6E）。此外，我们通过拯救实验证明 SNAI3-AS1 通过调节 UPF1 促进肿瘤 EMT

（图 6F） 

结论 LncRNA SNAI3-AS1 通过调控 UPF1/Smad7 和诱导 TGF-β/Smad 通路的激活促进 HCC 肿瘤

发生。 

 
 

PO-509 

黏膜内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及内镜下治疗适应症的探讨 

 
盛圆,张开光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讨黏膜内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及不同病理类型内镜下治疗适应

症，为早期胃癌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09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行胃癌根治术的 325 例早期胃癌患者，所有患者均经术后

病理证实为黏膜内癌。根据病理类型分为分化型、未分化型和混合型。采用单因素和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黏膜内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分析不同病理类型淋巴结转移风险。 

结果 肿瘤直径＞2cm、病理类型为未分化型或混合型、存在溃疡、脉管浸润是黏膜内癌淋巴结的独

立危险因素。无溃疡和肿瘤直径≤3cm、有溃疡的分化型黏膜内癌淋巴结转移风险均小于 1%。肿瘤

直径≤2cm、无溃疡的未分化型黏膜内癌淋巴结转移风险为 2.6%，其他未分化型和混合型黏膜内癌

淋巴结转移风险显著升高（9.1-22.2%）。 

结论 临床病理因素对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具有预测价值，无溃疡和肿瘤直径≤3cm、有溃疡的分化

型黏膜内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风险极低，或可成为内镜粘膜下剥离术的绝对适应症。 

 
 

PO-510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ree machine-learning 
models for predicting multiple organ failure in moderately 

severe and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Qiu Qiu

1,2
,Yongjian Nian

3
,Yan Guo

1
,Liang Tang

1
,Nan Lu

3
,Liangzhi Wen

1
,Bin Wang

1
,Dongfeng Chen

1
,Kaijun Liu

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Daping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People's Hospital of Chongqing Hechuan， Chongqing 

3.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es， Schoo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Multiple organ failure (MOF) is a serious systemic complication of moderately severe 
(MASP) and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the mortality of acute pancreatitis complicated by 
MOF is higher than 20%. However, there are no convenient and practical tools for predicting 
MOF in an early phase. This study aimed to develop and assess three machine-learning 
algorithms, namely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LRA)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 to predict MOF in MASP and SAP, and compare their predictive 
efficiency with the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APACHE) II score. 
Methods Patients with MSAP and SAP who were admitted to three affiliated hospitals (Daping 
Hospital, Southwest Hospital and Xinqiao Hospital) of Army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from July 2014 to June 2017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SAP and SAP followed the consensus revision of the Atlanta classification, 
2012. All patients underwent standard medical treatment, such as early aggressive hydration, 
antibiotics for infection, enteral nutrition, and so on. The patients with condition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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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gnancy, pancreatic cancer, liver cirrhosis, coagulation system disease and incomplete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were excluded.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features, including gender, age, 
body mass index (BMI),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diabetes, etiology and laboratory data (a total of 
23 parameters) were recorded. The Modified Marshall score was used to evaluate organ failure at 
48 h after admiss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had delayed MOF. Firstly, parameter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atients with MOF and without MOF were screened out by 
univariate analysis.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SPSS 23.0 software. Secondly, the 
variables that ha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the selected parameters 
entered into SVM, LRA and ANN, and five-fold cross-validation was used to train each model, the 
process was repeated 10 times. We obtained the final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 
curve and averaged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value of these three classifiers for the 10 trials to 
assess the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Machine-learning algorithms were performed with Matlab 
2014. Thirdly, with the predicted pseudo-probability from SVM, LRA and ANN, and the cutoff 
value from ROC curve, we calculated sensitivity (SEN), specificity (SPE), false positive rate 
(FPR), false negative rate (FNR),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and accuracy from these three models. We compared these indexes of these three models and 
the APACHE II score. 
Results A total of 263 patients were enrolled. 72 (27.38%) patients suffered from MOF. 
Parameters including hematocrit (HCT), coagulogram, thrombelastogram (TEG), inflammatory 
markers and renal function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patients with MOF and without MOF (P 
< 0.05), and the APACHE II score in patients with MOF was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MOF (14 
(11, 15.75) versus 9 (7, 11), P < 0.05). No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gender, age,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and diabetes, etiology, BMI, white blood cell count, percentage of neutrophils, 
platelet count, mean platelet volume, 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 percent fibrinolysis at 30 min and 
calcium ion between the both groups (P > 0.05). Univariate analysis screened out 16 parameters 
including hematocrit (HCT), prothrombin time (PT),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thrombin time (TT), fibrinogen (FIB), D-dimer, reaction time (R-time), kinetic time (K-time), alpha 
(α) angle, maximum amplitude (MA), coagulation index (CI), C-reactive protein (CRP), interleukin-
6 (IL-6), procalcitonin (PCT),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and creatinine to construct SVM, LRA 
and ANN models.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contained 9 parameters including HCT, FIB, D-dimer, 
R-time, K-time, CI, CRP, IL-6 and creatinine in SVM, 6 parameters including HCT, APTT, FIB, K-
time, IL-6 and creatinine in LRA, and 4 parameters including HCT, K-time, IL-6 and creatinine in 
ANN,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SVM had higher SPE (81.6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75.30%-86.75%)) and accuracy (79.85% (95% CI: 74.10%-83.80%)), and lower FPR (18.32% 
(95% CI: 12.84%-23.81%)),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among these three 
models and APACHE II score in SEN, FNR, PPV and NPV (P > 0.05), the overall predictive 
efficiency of SVM, LRA, ANN and APACHE II score was not different (AUC = 0.840 (95% CI: 
0.783-0.896), 0.832 (95% CI: 0.773-0.890), 0.834 (95% CI: 0.777-0.890) and 0.814 (95% CI: 
0.759-0.869), respectively, P > 0.05). The common important predictive factors were HCT, K-time, 
IL-6 and creatinine in these three models. 
Conclusions Three machine-learning models achieve high AUC values and can be efficient and 
practical prognostic tools for predicting MOF in MSAP and SAP, their predictive efficiency are 
comparable to that of APACHE II score, and they are more simple and convenient. HCT, K-time, 
IL-6 and creatinine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se models. ANN is recommended, which only 
needs four parameters for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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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11 

针刺治疗难治性 GERD 临床疗效研究 

 
杨宇龙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筛选难治性 GERD 患者，应用中药联合针刺治疗方法解决部分病人西药治疗效果差的问题，

为难治疗性胃食管反流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 

方法 收集 2013 年 3 月～2018 年 4 月本院消化内科住院及门诊的确诊为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选

取难治性 GERD 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 56 例，男 21 例，女 35 例，按照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分为

埃索美拉唑治疗组，埃索美拉唑联合中药、针刺组，中药联合针刺组。三组之间患者年龄、性别、

病程方面比较均衡。西药治疗组（21 例）：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 40mg，2 次/日；联合治疗组

（18 例）：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 20mg，2 次/日+中药+针刺，中药方剂为：柴胡疏肝散加减（柴

胡 15g，枳壳 12 g，自芍 12 g，炙甘草 6 g，香附 12 g，川楝子 15 g，延胡索 10 g。加减：泛酸

嘈杂者加煅瓦楞 30g；烧心重者加海螵蛸 15 g；口干苦、心烦易怒者加栀子 10 g，川黄连 10 g；

呕吐清涎沫者加半夏 12 g，茯苓 15 g，生姜 6 g；嗳气频作，自觉逆气上冲者加旋复花(布包)10 

g，代赭石(先煎)15 g；两胁胀痛甚者加郁金 10 g；气虚者加党参 20 g，黄芪 15 g。每日一剂，水

煎两次取汁 400ml，分早晚两次空腹温服）；针刺方法为：选穴足三里、中脘、胃俞、行间、内

关、公孙，三阴交操作方法：公孙、内关、行间采用提插捻转手法泻法直刺 1 到 1.5 寸，提插捻转

频率为 180-200 次/分，足三里、中脘、胃俞、三阴交采用提插捻转平补平泻手法直刺  1 到 

1.5  寸，提插捻转频率为 60-70 次/分，得气后留针 30min，1 次/天，每周歇两天。中医治疗组

（17 例）：中药加针刺。其余治疗措施三组基本一致，包括均给予戒除不良饮食习惯和烟酒嗜

好，低脂肪、易消化清淡饮食、抬高床头等一般治疗。三组共治疗 8 周，每月随诊一次，检查患者

的身体情况并及时给予相应的处理。 

结果 三组治疗前后 GERD Q 积分比较，联合治疗组和中医治疗组较西药治疗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而治疗后症状积分改善优于西药治疗组；三组总有效率比较，联合治疗组和中医治疗组较西

药治疗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中药联合针刺治疗难治性 GERD 临床疗效显著，值得推广。 

 

PO-512 

CYP2C19 基因对儿童质子泵抑制剂代谢的影响 

 
周建利,张巧,周少明,蔡华波,代东伶,王朝霞 

深圳市儿童医院,广东省,深圳市 

 

目的 了解 CYP2C19 基因对儿童质子泵抑制剂（PPI）代谢的影响，为儿童胃炎及消化性溃疡 PPI

应用提供临床指导 

方法 11 例诊断―胃炎或消化性溃疡‖患儿进行 CYP2C19 基因检查，随访以上患儿的治疗方案及治

疗效果，结合 CYP2C19 基因检查进行分析 

结果 11 例患儿就诊年龄为 4 岁-12 岁，男 7 例，女 4 例，均以腹痛起病，诊断―胃炎或十二指肠

炎‖7 例，诊断―十二指肠溃疡‖4 例，病初均以常规剂量 PPI 治疗，均进行 CYP2C19 基因检测，1

例为超快代谢型（UM），诊断―慢性浅表性胃炎‖，经多次奥美拉唑治疗效果欠佳。5 例为快代谢型

（EM），其中有 1 例诊断―慢性浅表性胃炎‖，PPI 治疗效果良好；另外 4 例诊断―慢性浅表性胃炎

或十二指肠溃疡‖，经不同的 PPI 治疗，效果欠佳。3 例为中等代谢型（IM），其中 1 例诊断―胃

炎‖，经常规剂量 PPI 治疗后好转；另外 2 例常规 PPI 治疗效果欠佳。2 例为慢代谢型（PM），分

别诊断―慢性浅表性胃炎及十二指肠溃疡‖，经常规剂量 PPI治疗效果欠佳，腹痛无缓解 

结论 UM 或 EM 型患儿常规推荐剂量可能疗效不佳，此时应考虑增加剂量；IM 型患儿应考虑给予

常规推荐剂量，根据疗效小幅增、减剂量；PM 型患儿常规推荐剂量可能出现毒副反应，此时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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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减小剂量；给予常规推荐剂量时，若 EM 型患儿出现毒副反应或 PM 型患儿疗效不佳时，均应考

虑换药；对 PPI 治疗效果欠佳的儿童，可常规行 CYP2C19 基因检查了解药物代谢情况，指导临床

用药 

 
 

PO-513 

婴幼儿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的现状分析 

 
刘亮,周少明 

深圳市儿童医院,广东省,深圳市 

 

目的 通过眼底检查探讨巨细胞病毒感染患儿视网膜炎的发病现状及其在治疗后的恢复情况。 

方法 通过对 78 例深圳市儿童医院收治的巨细胞病毒感染患儿进行眼底检查，并对巨细胞病毒性视

网膜炎患儿在经过更昔洛韦治疗后的眼底情况进行追踪随访 

结果 78 例巨细胞病毒感染患儿中 8 例经眼底检查诊断为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经更昔洛韦治疗

后其中 4 例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患儿复查眼底基本痊愈，未出现视力下降、视网膜坏死或失明等 

结论 婴幼儿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发病率相对较低，早期应用抗病毒药物（更昔洛韦）干预可显

著降低视力损伤风险。 

 
 

PO-514 

―医护联动，内外兼修‖------浅谈消化内镜四级手术集中 

演示患者围手术期管理 

 
江秋霞,王玉含 

中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观察围手术期清单制管理在消化内镜手术集中演示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消化内镜四级手术集中演示的 32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按常规

进行围手术期护理；2017 年 6 月-2018 年 5 月消化内镜四级手术集中演示的 34 例患者作为观察

组，运用清单制进行围手术期期管理。 

结果 观察组在围手术期护理措施完成率、取消手术台次、平均手术转运时间、术后平均住院时

间、住院费用、术后禁食时间等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运用围手术期清单制管理能有效提高消化内镜四级手术集中演示患者中的措施完成率，改善

患者住院指标及结局,提高满意度。 

 
 

PO-515 

胃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病理特点和预后分析 

 
李焱冬,王晔,丁士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分析胃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临床表现、内镜下特点及病理特点，探讨影响其转移及预后相关

因素。 

方法 收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011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4 月 30 日病理确诊的 140 例胃肠道神经内

分泌肿瘤患者病历资料，分析其临床病理特点及与其预后相关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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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40 例患者中男性 82 例，女性 58 例。平均发病年龄 54.73±13.96。原发部位以直肠最多，其

后依次为胃、十二指肠、阑尾、空回肠和结肠。140 例病例共计 153 处病灶，不同分级的 G1、

G2、G3 级病变，其大小、形态、质地比较有统计学差异。多数病变表现为隆起型病变，不同分级

病变在山田分型、表面、色泽存在统计学差异。140 例 GI-NENs 患者中有 66 例行超声内镜检查，

检出 70 处病变， GI-NENs 主要表现为低回声和中低回声的病变。超声内镜诊断中 55 例诊断为

NENs，占 78.57%。对未侵及固有肌层病变，EUS 的敏感性为 93.75%，特异性为 75%。95 例行

内镜下手术，3 例追加外科手术；39 例首选外科手术治疗。术后病理 NET 121 例，NEC 8 例，

MANEC 11 例；其中 G1 105 例，G2 16 例，G3 19 例。144 处病灶行免疫组化检查，其中 Syn 阳

性率 99.31%（143/144），CgA 阳性率 81.25%（117/144）。21 例可见淋巴结转移，12 例发现

远处转移。神经内分泌肿瘤 TNM 分期 I期 108 例，II期 7 例，III期 11 例，IV 期 12 例。性别、肿

瘤部位、肿瘤直径、病理分级、肿瘤浸润深度是影响转移的相关因素，其中侵犯深度是其独立危险

因素。患者总体 1 年生存率为 99.3%，3 年生存率为 94.7%，5 年生存率为 92.6%。单因素生存分

析提示肿瘤病变器官、病理分类、病理分级、病变长径、侵犯层次、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和

TNM 分期是预后相关因素 

结论 不同分级 NEN 内镜下表现有差异，其中 G1、G2 级病变以隆起型病变为主，而 G3 级病变除

表现为隆起型病变外，也可表现为溃疡型病变，且肿瘤直径更大。超声内镜对于肿瘤性质以及侵犯

深度有较好的诊断价值。侵犯深度是肿瘤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GI-NENs 总体预后较好，肿瘤病

变器官、病理分类、病理分级、病变长径、侵犯层次、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和 TNM 分期都是预

后的相关因素。 

 
 

PO-516 

探条扩张治疗食管闭锁术后合并食管狭窄的效果评价 

 
唐玉芬,何玉琦,金鹏,王昕,李爱琴,盛剑秋 

陆军总医院,北京市,东城区 

 

目的 探讨内镜引导下探条扩张之路食管闭锁术后合并食管狭窄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4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陆军总医院消化内镜中心就诊的 56 例食管闭锁术

后合并食管狭窄患者，统计分析食管狭窄内镜下探条扩张治疗方法的有效率、扩张次数及其效果。 

结果 显效 54 例，有效率 96.4%（54/56），并发症出现率 0%。吞咽困难改善程度与扩张次数、术

后狭窄直径有关，扩张次数越多，症状改善越明显，差异具有显著性(p=0.020，<0.05)，食管闭锁

术后吻合口狭窄直径越小，效果越差，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0，<0.05)；吞咽困难症状改善与

首次扩张距离术后时间长短、两次扩张时间间隔长短、年龄无关（ P=0.307、0.322、

0.546，>0.05）。与扩张次数及两次扩张间隔时间无关。 

结论 内镜引导下探条扩张术治疗食管闭锁术后合并食管狭窄安全、有效。 

 
 

PO-517 

腹水胆固醇在非门脉高压及混合性腹水中的诊断价值 

优于血清-腹水白蛋白梯度 

 
杜丽,朱盛华,侯晓华,宋宇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腹水胆固醇在腹水疾病中的鉴别诊断价值一直存在争议，美国肝病研究协会（AASLD）指南

认为其无诊断价值，部分国内外的研究证实其在恶性腹水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因此研究欲鉴

定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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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前瞻性的研究纳入从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入住武汉协和医院的 441 例新发腹水患

者作为实验组病例，另收集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入住武汉协和医院、同济医院、中南医

院的 188 例新发腹水患者作为验证组病例，研究腹水胆固醇在腹水疾病鉴别中的价值。 

结果 在实验组，腹水胆固醇取值 1.11mmol/L 时约登指数最大，故此浓度作为临界值，此时受试者

工作曲线下面积为 0.958。同时检测实验组血清胆固醇、血清-腹水胆固醇梯度诊断价值，ROC 曲

线下面积分别是 0.692 与 0.728，因此不推荐其临床应用。全队列腹水胆固醇诊断非门脉高压性腹

水灵敏度 92%, 特异度 93%, 阴性预测值 93%, 阳性预测 92%, 准确性 92%。进一步研究目前临床

金标准 SAAG 全队列诊断性能，灵敏度 83%,特异度 94%，阴性预测值 88%，阳性预测值 93%，

诊断准确新 90%。经比较腹水胆固醇在鉴别非门脉高压性腹水中的灵敏度较血清-腹水白蛋白梯度

（SAAG）高。此外腹水胆固醇结合 SAAG 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分别可达 96%、99%。在 SAAG

误诊的病例中，腹水胆固醇的诊断准确性可达 75%，其中 60% (9/15)的良性腹水（结核性腹膜炎

除外）误诊病例能被腹水胆固醇校正；81%（30/37）的恶性腹水及结核性腹水误诊病例能被腹水

胆固醇校正。混合性腹水中，腹水胆固醇可较好地鉴别腹膜改变与否，有腹膜参与或改变（例如恶

性肿瘤的腹膜转移，非门脉良性腹水例如结核性腹膜炎等疾病的腹膜病变等）的混合性腹水，腹水

胆固醇≥1.11mmol/L；无腹膜参与或改变的混合性腹水，腹水胆固醇＜1.11mmol/L。SAAG 在混合

性腹水的鉴别中却无特别价值，无论腹膜改变与否，绝大多数 SAAG＞11.0g/L。 

结论 腹水胆固醇在鉴别门脉-非门脉腹水疾病中价值显著，尤其是诊断非门脉高压性腹水性能极

佳。与 SAAG 联合应用能明显提高腹水病因鉴别价值。且在 SAAG 误诊病例、混合性腹水病例诊

断中发挥特别价值。因此这项便利且便宜的检验项目在腹水疾病中的临床应用应得到推广。 

 
 

PO-518 

吡咯烷生物碱导致的肝窦阻塞综合征：钆塞酸增强 MRI 与 

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宋宇虎,郭婷婷,李欣,杨小倩,孔祥泉,白涛,徐可树,叶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回顾性评估吡咯烷生物碱（PAs）导致肝窦阻塞综合征（HSOS）患者在钆塞酸增强 MRI、磁

敏感加权成像（SWI）、T2*加权成像（T2* WI）上的影像学特点，并分析影像学特征与患者肝功

能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该回顾性研究已通过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免除知情同意过程。从 2013 年 2 月到 2017 年 4

月，共入组 28 例 PAs 导致的 HSOS 患者，磁共振图像由两位经验丰富的影像科医生独立阅片分

析，两位观察者之间一致性较好。 

结果 大多数 PAs 导致的 HSOS 患者存在肝功能异常。28 例 PAs 导致的 HSOS 患者（100%）在

钆塞酸增强 MRI 肝胆期均表现为肝实质信号不均一。不均一低信号的常见分布特征为：4 例

（14.29%）呈中度多点分布，15 例呈重度多点分布（53.57%），其余 9 例呈弥漫分布。PAs 导

致的 HSOS 患者肝实质在 SWI、T2* WI序列上也呈低信号表现，且其低信号分布区域与 MRI门脉

期的低信号分布基本一致。通过对 HSOS 患者不均一低信号体积占肝脏体积比例划分的严重程度

分级与患者的 PT、INR 呈正相关。 

结论 PAs 导致的 HSOS 患者在钆塞酸增强 MRI、SWI、T2*WI 序列上具有特征性的影像学特征；

因此，钆塞酸增强 MRI可以为 PAs 导致的 HSOS 患者的诊断提供有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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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19 

急性胰腺炎并发感染患者预后的临床评估 

 
李南,张梦晨,赵旸,王丹,姜慧卿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急性胰腺炎常见死亡原因之一为并发局部和/或全身感染继发器官功能障碍。近年来，临床上

常用快速贯序器官衰竭评估（qSOFA）作为判断感染患者不良预后的标准，但其对于急性胰腺炎

合并感染患者预后判断的价值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比较 qSOFA、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IRS）、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床边指数(BISAP) 评分对急性胰腺炎并发感染患者预后的预测价

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1 例急性胰腺炎并发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计算纳入研究对象的 qSOFA 评

分、SIRS 评分和 BISAP 评分值，比较不同评分系统预测急性胰腺炎并发感染患者 28 天病死率的

ROC 曲线下面积；应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评估器官功能衰竭的危险因素。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71 例患者病历资料，其中 13 例患者死亡，51 例出现器官功能衰竭。qSOFA

评分、BISAP 评分预测急性胰腺炎并发感染患者 28 天病死率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05

（95%CI 0.661-0.948, P<0.001）, 0.930 (95% CI 0.874-0.985, P<0.001)；qSOFA 评分、BISAP

评分预测 28 天病死率均优于 SIRS 评分（ROC 曲线下面积为 0.689, 95%CI 0.577-0.801, P= 

0.023）。COX 回归分析表明 qSOFA 评分(sHR 2.080, 95%CI 1.325-3.264, P=0.001)和 BISAP 评

分(sHR 1.749, 95%CI 1.230-2.486, P=0.002)均为急性胰腺炎并发感染患者出现器官功能衰竭的独

立预测因素。 

结论 BISAP、qSOFA 评分可预测急性胰腺炎并发感染患者的预后， 尽管 BISAP 评分有更高的预

测价值，但 qSOFA 评分简便易行，仍然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PO-520 

NSAIDs 相关消化性溃疡 70 例临床分析 

 
谢颖聪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近 5 年间收治的 NSAIDs 相关消化性溃疡住院患

者的临床特征及流行病学情况，进一步认识 NSAIDs 相关消化性溃疡，为临床更有效诊治及预防该

病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应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病案检索系统，检索近 5 年在本院确诊为消化性溃疡的住院

患者，其中 70 例为 NSAIDs 相关消化性溃疡，将其作为研究组，余患者为非 NSAIDs 相关消化性

溃疡，应用 SPSS24 统计软件随机抽取 70 例，将其作为对照组。收集两组患者的：1、一般情

况：性别、年龄、入院季节、有无吸烟及饮酒史、既往史（高血压病、消化性溃疡病史）。2、内

镜下表现：溃疡部位、形态、数量、大小、HP 感染检测。同时收集研究组患者的用药种类。对上

述这些方面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两组患者在年龄方面有统计学差异（P=0.000，<0.05），在性别及发病季节方面无统计

学差异（P 分别为 0.476 和 0.349）。2、两组患者在吸烟史、饮酒史、既往消化性溃疡病史方面无

统计学差异（P 分别为 0.053、1.000 和 0.478），在高血压病病史方面有统计学差异（P=0.000，

<0.05）。3、研究组患者胃溃疡占比最高（67.14%），对照组十二指肠溃疡占比最高

（51.43%）。两组患者发病部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3，<0.05）。研究组与对照组在溃疡形

态、数量、大小、合并 HP 感染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 分别为 1.000、0.472、0.654 和 0.301）。

4、研究组患者中服用水杨酸类制剂 43 例（61.43%），COX-2 抑制剂 6 例（8.57%），其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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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水杨酸非 COX-2 抑制剂）药物 21 例（30.00%），服用三种类型药物引起的消化性溃疡在溃

疡大小、溃疡形态及溃疡数量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P 为别为 0.453、0.768 和 0.716）。 

结论 NSAIDs 相关消化性溃疡男性多于女性，发病年龄高于非 NSAIDs 相关消化性溃疡患者，合并

高血压病患者更多，并发上消化道出血也更多见。本病好发于胃部，其次为十二指肠，胃窦部受累

最为常见。溃疡形态多为类圆形，单发居多，直径多在 0.2-2.0cm 内。多数溃疡患者同时存在 HP

感染。本病患者服用致病药物种类以非选择性 COX 抑制剂为主，服用不同种类药物的患者在溃疡

数量、大小、形态方面无明显差异 

 
 

PO-521 

血清脂质代谢谱在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早期诊断及 

预测预后中的应用 

 
张梦晨,李南,王丹,赵旸,姜慧卿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肝脏是脂代谢的主要部位，脂代谢紊乱是晚期肝硬化及肝衰竭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早期

诊断能够降低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患者病死率。本研究旨在探讨血清脂质代谢谱与肝硬化患

者严重程度的关系及在 ACLF患者早期诊断及预测预后中的作用。 

方法 纳入 64 例 ACLF 患者及 297 例肝硬化患者，其中 Child-Pugh A ( CA 组)103 例、Child-Pugh 

B ( CB 组)104 例、Child-Pugh C (CC 组) 90 例。检测所有患者血脂水平及相关临床指标，并评估

其与疾病严重程度及肝硬化患者发生 ACLF 的关系。 

结果 ACLF 患者胆固醇(CHO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载脂蛋白 A(apoA)水平显著低于 CC

组、CB 组和 CA 组(P<0.001)；CC 组患者 CHOL 值低于 CB 组(P<0.001)；CB 组患者 CHOL、

HDL、apoA 值低于 CA 组(P<0.05)。CHOL 和 apoA 水平与终末期肝病评分(MELD)呈负相关

(P<0.05)，r 值分别为 -0.371 和 -0.412。HDL 和 apoA 水平与总胆红素 (TBIL)水平呈负相关

(P<0.05)，r 值分别为-0.417 和-0.507。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表明：1/CHOL、1/HDL、

1/apoA、MELD 评分预测肝硬化患者发生 ACLF 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4、0.90、0.89 和

0.96(P<0.001)。 

结论 CHOL 和 apoA 下降水平可反映肝硬化的疾病严重程度；CHOL、HDL 和 apoA 的下降或可早

期预测肝硬化患者发生 ACLF。 

 
 

PO-522 

EMR 与 ESD 治疗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疗效的 Meta 分析 

 
赵红靓,董欢,王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河北省,石家庄市 

 

目的 系统评价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与内镜下黏膜剥离术(ESD)治疗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LST)

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全面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Controlled Trials、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筛选文献，检索时限为 2000 年 1 月 1 日到 2018 年 1 月 31 日。按照一定的纳入及排除

标准，主要评价指标为整块切除率、完全切除率、手术并发症及术后复发率情况。结果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12 项研究。共 3062 例病灶(EMR: 1906 例，ESD: 1156 例)。EMR 整块切除率

42.8% (815/1906)低于 ESD 整块切除率 95% (1098/1156)，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OR=0.04, 

95% CI (0.02, 0.07), P<0.00001]。EMR 完全切除率 71.9% (92/128)低于 ESD 完全切除率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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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12, 95% CI (0.05, 0.29), P<0.00001]。ESD 手术出血发生率

3.5% (34/979)比 EMR 手术出血发生率 4.2% (68/1633)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04, 95% CI 

(0.68, 1.60), P=0.85]。ESD 手术穿孔发生率 2.4% (23/957)比 EMR 手术穿孔发生率 1.8% 

(28/1568)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56, 95% CI (0.32, 0.97), P=0.04]。EMR 术后复发率

15.9% (233/1469)明显高于 ESD 术后复发率 0.5% (6/10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23.06, 95% 

CI (11.11, 47.85), P<0.00001]。 

结论 内镜下治疗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安全、有效。与 EMR 相比，ESD 手术整块切除率、完全

切除率及术后复发率都显著降低。对于有条件的医院，ESD 可作为内镜下治疗 LST 的首选方案。 

 
 

PO-523 

黏膜桥法治疗结直肠巨大侧向发育型肿瘤的 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张幸

1
,李锐

1
,史冬涛

1
,陈卫昌

1
,陈卫刚

2
,白飞虎

3
,吴旭东

4
,成翠娥

5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苏州市 

2.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4.盐城第一人民医院 

5.常熟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多中心回顾性研究，评估黏膜桥技术在治疗结直肠巨大侧向发育型肿瘤（ laterally 

spreading tumors，LSTs）中的应用价值，为其远期推广提供指导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3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中国五家中心（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石河子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盐城第一人民医院、常熟第二人民医院）经内镜切除

的结直肠巨大 LSTs（直径≥3 cm）病例共 108 例，其中经 ESD 治疗 66 例，黏膜桥法治疗 42 例。

分析各组病例的病灶大小、整块切除率、治愈性切除率、并发症发生率和随访情况，同时以单位时

间内剥离面积评价手术效率。 

结果 108 例患者中，男性 58 例，女性 50 例，平均年龄 61.9±11.7 岁。实现整块切除共 95 例

（ESD 组 53 例，黏膜桥组 42 例），治愈性切除 87 例( ESD 组 45 例，黏膜桥组 42 例）。术后

100 例患者参加随访（3 例失访，5 例追加外科手术），平均随访时间 13.7±9.1 月，复发率

3.0%(3/100）。组间比较，黏膜桥组剥除速率明显快于 ESD 组(15.1±5.1 mm2/min vs 7.0±6.8 

mm2/min, P<0.01）。在治愈性切除及整块切除等方面黏膜桥组均高于 ESD 组（100% vs 68.2%, 

p<0.01, 100% vs. 80.3%, p<0.01）。两组病例均无迟发性出血及穿孔发生，ESD 组术中出血率及

肌层损伤率高于黏膜桥组（97.0% vs 47.6%, p<0.01, 45.5% vs 4.8%, p<0.01）。黏膜桥组无复发

病例，ESD 组复发 3 例，两组间复发率无统计学差异(p=0.14）。 

结论 黏膜桥技术可有效治疗结直肠巨大 LSTs。该技术克服了传统方法对于结直肠巨大病灶的操作

难点，具有更快更好的治疗效果，同时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O-524 

成人型环状胰腺引发胃潴留：病例报道 

 
王晓晰,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环状胰腺是胰腺组织胚胎发生异常，导致胰头部胰腺组织部分或完全环绕十二指肠降部，其

发病率约 1/20000，男性略多于女性，新生儿多见，成人常在 20-30 岁发病。许多患者在检查前无

临床症状，部分可以产生十二指肠梗阻的临床表现。现报道 1 例收入我科的环状胰腺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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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患者女性，26 岁，因―上腹部间断不适 10 余年‖入院。患者于 2007 年开始无明显诱因自觉上

腹部不适，隐痛为主，进食后加重，伴腹胀，间断恶心、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无咖啡样物，

偶感反酸、烧心，自行服用吗丁啉、健胃消食片等药物后，症状仍反复。1 个月前患者曾于我院行

胃镜示：Barrett 食管？胃潴留、幽门管溃疡，服用抑酸、保护黏膜、促动力等药物治疗 2 周后再

次复查胃镜示：胃潴留、十二指肠球后环形狭窄。现患者为进一步检查及治疗入院。 

结果 入院后查体未见明显阳性体征。完善血常规、肝肾功、离子、心肌酶谱、淀粉酶、脂肪酶、

凝血、肿瘤标志物也未见明显异常。心电图、胸片未见异常。完善上腹增强 CT 示：胃扩张、潴

留。胰腺形态不规则增大，胰头环绕十二指肠降段，至降段狭窄。胰管扩张，胆总管扩张，胆囊增

大，增强扫描胰腺密度未见明显异常。诊断―环状胰腺，胰管扩张，胆总管扩张，胆囊增大‖。积极

给予禁食水、胃肠减压、抑酸、保护胃黏膜、补液等对症治疗，腹部不适症状明显改善，进流食后

无呕吐。1 周后再次复查胃镜示：食管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十二指肠球后狭窄、慢性浅表性胃

炎。请普外科医生会诊后建议可考虑行手术治疗，若拒绝，建议注意饮食，随诊。患者及家属经反

复商议后表示暂时拒绝手术治疗，要求出院。鉴于患者目前病情平稳，无明显腹部不适症状，准予

出院。 

结论 常规实验室检查及临床查体对诊断该病无明显价值。而腹部平片、消化道造影、CT、MRI、

MRCP、ERCP、内镜及超声内镜等可发现胰腺组织环绕十二指肠或十二指肠梗阻的征象，有利于

疾病诊断。 

 
 

PO-525 

Endoscopic double relaxation suture in the closure of a 
chronic esophagocutaneous fistula 

 
Liansong Ye,Jingsun Jiang,Chuncheng Wu,Yuhang Zhang,Jiang Du,Bing Hu 

Sichuan University West China Hospital 

 
Objective To report a new endoscopic technique named endoscopic double relaxation suture 
(EDRS). 
Methods By demonstrating a case of chronic esophagocutaneous fistula and its treatment. 
Results A 40-year-old man was presented with a chronic esophagocutaneous fistula developed 
after treatment of thoracic and lumbar tuberculosis in another hospital 4 years ago .This fistula did 
not close spontaneously after regular antituberculosis therapy. Stenting of the esophagus with 
self-expandable coated stent and esophageal wall closure by standard using of endoclips also 
had negative outcomes, which may be attributed to chronic fibrotic changes and scarring at the 
fistula site. Further treatment was discussed because of ongoing fistula output. under the patient 
and his families' informed consent, we performed EDRS for him (Fig.1). 
After identification of the fistula opening, the ablation of surrounding mucosa was carried out 
using argon plasma coagulation. The necrotic tissues were removed for good endoscopic fields. 
Biserial punctate incisions on both edges of the fistula opening were performed using hook knife 
and complete closure of the fistula was achieved finally using endoclips after insertion of the 2 
jaws into the incisions. This new technique was performed in 20 minutes and no complications 
occurre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enteral nutrition support through the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gastrostomy and jejunal nutrient tube was given. At 1-month follow-up, radiological examination 
demonstrated obvious improvement of the fistula and no obvious food particles were noted after 
the patient began to intake orally. 
Conclusions Our experience suggests that such technique of EDRS for tension relieving and 
wound healing of esophageal fistula seems fea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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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26 

MiT/TFE 转录因子的新作用及调控机制 

 
杨敏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既往文献报道了 MiT/TFE 转录因子在自噬和溶酶体发生的调控中起着关键作用。MiT/TFE 家

族分子作为一类转录因子，其蛋白的亚细胞定位和活性主要通过磷酸化作用调控。 

方法 正常情况下，磷酸化蛋白以无活性的方式滞留在细胞质中，在外源性刺激作用下，胞质中磷

酸化的蛋白发生去磷酸化作用后转移到细胞核，并转录调控数百个基因的表达，从而诱导自噬和溶

酶体生物发生，并促进细胞内清除有毒有害物质。 

结果 以往文献主要报道了 MiT/TFE 转录因子介导的胞质-核信号传导可直接由 mTORC1、PKC 和

AKT 信号分子调控。近年来，由 MiT/TFE 家族成员介导的细胞内清除作用在多种疾病模型的发病

机理中受到了广泛关注，而多项研究亦揭示了 MiT/TFE 蛋白作为细胞代谢重新编程的主要调控因

子参与调控自噬和溶酶体功能，在肿瘤发生发展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从而提示新的抗肿瘤治疗策

略可能可以基于 MiT/TFE 家族成员活性调节。我们通过查阅大量文献，概述了 MiT/TFE 转录因子

及其在癌症中的潜在机制的最新研究。我们阐述了这一调节机制使肿瘤细胞能够维持活跃的代谢途

径，从而促进肿瘤细胞对外界压力的适应，这一过程在多种肿瘤模型中均被证实，但 MiT/TFE 转

录因子在肿瘤中活化的具体机制目前仍未完全阐明，需要进一步探究。 

结论 基于以上发现，我们认为认识到 MiT/TFE 转录因子在肿瘤中的作用及其调控机制对于进一步

探究肿瘤在外源性刺激下如何应对并存活有重要作用，并且基于 MiT/TFE 调控的自噬-溶酶体信号

调控 MiT/TFE 转录因子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活性可能为治疗肿瘤提供新的治疗依据。 

  
 

PO-527 

应用慢病毒转染技术观察 RAP 80 对胰腺癌细胞 

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顾文君,刘海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我们以往的研究表明，RAP 80 在大鼠 DMBA 诱导的胰腺癌组织存在异常表达，即大鼠胰腺

癌组织中 RAP 80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高于胰腺癌旁正常组织，说明 RAP 80 在胰腺癌的发生发展过

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应用慢病毒转染技术过表达胰腺癌细胞系 SW1990 RAP 80 基因，来探讨

RAP 80 基因对胰腺癌细胞增殖、凋亡等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初步探索 RAP 80 在人胰腺癌发病机

制中的作用。 

方法 1.慢病毒介导的 RAP 80 基因克隆构建，慢病毒载体测序结果分析 

2. SW1990 细胞培养，慢病毒转染，细胞 RNA 抽提，细胞总蛋白的抽提，Western blot，CCK-8

检测细胞增殖，细胞周期检测，细胞凋亡检测。 

结果 当 RAP 80 过表达慢病毒系统转染 SW1990 细胞系后，RAP 80 mRNA 和蛋白水平明显升

高，与空白组及对照组有显著差异。当慢病毒介导 RAP 80 转染 SW1990 细胞使 RAP 80 基因过表

达后，RAP 80 mRNA 和蛋白水平明显升高；CCK-8 法显示 RAP 80 基因过表达后，SW1990 细胞

活力显著增高，细胞 G1 期减少，凋亡率明显下降。 

结论 我们的研究通过慢病毒转染技术过度表达 RAP 80 基因入手，证实了 RAP 80 基因可促进人胰

腺癌细胞系 SW1990 增殖，增强肿瘤细胞活力，抑制胰腺癌细胞凋亡，因此提示 RAP 80 基因在

胰腺癌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起重要的作用，但 RAP 80 在肿瘤中所起的作用的机制有待于我们进

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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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28 

NANOG/乳腺癌缺失基因 1 通路对胃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费素娟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徐州市 

 

目的 研究 NANOG/乳腺癌缺失基因 1(DBC1)通路对胃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接受胃癌切除术的 25 例患者.利用 RT-PCR 和蛋白质印迹法

检测 NANOG 和 DBC1 在人畸胎瘤细胞 N-tera、胃癌 SGC-7901、HGC-27、MKN-45、

MGC803、NCI-N87、BGC823 细胞株、正常胃黏膜上皮细胞 GES-1 和胃癌组织中的表达.通过

MTT 实验、流式细胞术、平板克隆实验检测细胞的增殖、凋亡与集落形成能力.行 PCR 实验以验证

两种基因的表达影响.基因芯片筛查干扰后的基因表达谱差异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 

结果 NANOG 和 NANOGmRNA 在 N-tera 细胞株中高表达,正常胃黏膜上皮细胞 GES-1 中未见表

达.正常胃黏膜上皮细胞 GEs-1 中均未见 NANOG、NANOGmRNA 和 DBC1 表达.与干扰对照组比

较,干扰 NANOG-1 组、干扰 NANOG-2 组细胞集落形成能力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PCR 验证实验显示,与干扰对照组比较,干扰 NANOG 组细胞中 NANOGmRNA 和 DBC1 

mRNA 水平均较低,干扰 DBC1 组 DBC1 mRNA 水平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干扰

DBC1+NANOG 组 NANOG mRNA 水平较高,但 DBC1 mRNA 水平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干扰 DBC1+NANOG 组 DBC1 mRNA 水平高于干扰 DBC1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00,P

＜0.05).生物信息学分析 DBC1 基因启动子区域有 NANOG 蛋白质的可能结合位点.双荧光素酶报告

系统显示,NANOG蛋白质对 DBC1 基因启动子区存在转录激活作用. 

结论 NANOG、DBC1 在多种胃癌细胞中高表达,NANOG 可通过调控 DBC1 的表达影响 MKN-45

细胞的增殖、凋亡、集落形成能力,NANOG/DBC1 通路有望成为胃癌治疗的新靶点。 

 
 

PO-529 

白藜芦醇抑制结肠癌干细胞增殖并增强 MICA/B 的表达 

 
杨君,费素娟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徐州市 

 

目的 研究白藜芦醇(Res)对结肠癌干细胞(CCSC)增殖、凋亡和免疫原性的影响. 

方法 采用无血清培养法由 HCT116 结肠癌细胞诱导培养 CCSC,通过检测 CCSC 标志物 CD133、

CD44 进行鉴定.MTT 法检测 Res 对 CCSC 增殖的影响;annexin V-FTTC/PI双染色结合流式细胞术

检测 Res 对 CCSC 凋亡的影响;流式细胞术检测 Res 对 CCSC 生长周期及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Ⅰ类分子相关链 A/B(MICA/B)表达的影响. 

结果 HCT116 细胞在无血清培养下成球生长.球形细胞中 CD133+细胞占 91.07％±1.79％,CD44+细

胞占 90.33％±1.78％.与对照组相比,Res 能明显抑制 CCSC 增殖,并且呈时间、剂量依赖性;Res 作

用 48 h 后,CCSC 细胞周期 G0/G1 期比例显著升高,S 期下降,呈剂量依赖性;随着药物浓度增

加,CCSC 的凋亡率增加,MICA/B 的表达增强. 

结论 从 HCT116 结肠癌细胞成功诱导培养出 CCSC,Res 能剂量依赖性地抑制 CCSC 的增殖,与阻

滞细胞于 G0/G1 期,并诱导细胞凋亡有关;Res 能增强 CCSC 中 MICA/B 的表达,增强其免疫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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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30 

临床路径式的健康教育对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作用 

 
刘春雨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重庆市,沙坪坝区 

 

目的 分析临床路径式健康教育对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作用。 

方法 选取急性胰腺炎患者 88 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44 例，两组均实施常规护理，在此基础上对照

组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实施临床路径式健康教育，比较两组患者住院时间、疾病知识掌握情况、

自我管理能力及心理状态。 

结果 观察组住院时间（7.5±1.6）d 明显短于对照组的（14.8±2.7）d，疾病知识掌握率 93.2%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 70.5%，出院时患者焦虑及抑郁情绪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出院后 3 个月观察组自我

管理能力评分（80.7±6.3）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7.2±5.4）分（P＜0.05）。 

结论 为急性胰腺炎患者实施临床路径式健康教育，有助于减轻患者不良情绪，提高患者对疾病知

识的掌握程度，并能缩短住院时间，督促患者自觉采取有利于疾病康复的行为模式，值得推广。 

 
 

PO-531 

The observation of clinical effect on treatment of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with transplantation of 

autologous bone marrow stem cells via hepatic artery 

 
Ji Feng,Hongyu Li,Xiaozhong Guo,Xu Liu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Area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utologous bone marrow stem cells 

transplantation via hepatic arter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ecompensated liver cirrhosis． 

Methods We divided 40 cases of decompensated liver cirrhosis by clinical diagnosis randomly 

into two groups，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as given to 

both groups and Autologous bone marrow stem cells were infused into the hepatic artery inthe 

treatment group.At week 2，4，and8 after transplantation，AST,ALT,TBIL,ALB,PT,AFP and 

Chili-Pugh scores were detected，and the improvement of symptoms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after transplantat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group C， liver function indexes such as serum ALT,AST,ALB,Tbil 

and cholinesterase of patients in group T ameliorated in 2， 4 and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respectively(P<0．01). 

Conclusions After transplantation of autologous bone marrow，the 1iver function and general 

well-being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is method was safe and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ecompensated cirh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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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32 

内镜下环状切除术治疗食管癌术后吻合口良性狭窄的临床研究 

 
节梦梦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重庆市,沙坪坝区 

 

目的 食管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食管切除术是治

疗食管癌的首选方法，食管吻合口狭窄是外科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而吻合口狭窄导致不同程度

的进食梗阻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内镜下水囊扩张（endoscopic balloon dilation, EBD）是治

疗食管狭窄的首选方法，然而，多数患者通常在数周后又出现梗阻症状，往往需要多次的扩张来治

疗反复的狭窄。近年来，放射状切开被用来治疗食管狭窄，且大量研究证实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5]。基于放射状切开，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手术方法——环状切除术（circular incision and cutting, 

CIC）来治疗食管吻合口狭窄患者。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新桥医院

行 CIC 的食管狭窄患者临床资料，探讨 CIC 的安全性和疗效。探讨 CIC 治疗食管吻合口良性狭窄

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对比研究 CIC 与 EBD 的疗效。 

方法 收集 2011.1-2016.12 在新桥医院消化科行 CIC 和 EBD，且吻合口狭窄长度小于 1cm 的患者

临床资料，其中 CIC 组患者 22 例，EBD 组患者 49 例，比较两种治疗方式患者的基本资料、临床

表现、治疗结果等指标。 

结果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术前吞咽困难评分、狭窄距门齿距离等基本特征上无显著统计学差

异。CIC 治疗后，所有患者的吞咽困难均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且无严重并发症发生。两组的

手术操作时间和住院天数均无显著性差异（8.50 分钟 vs.7.77 分钟，P=0.16;4 天 vs.4 天，

P=0.61）。与 EBD 组相比，CIC 组患者的术前术后吞咽困难评分差更大（1.73 vs.1.16，

P=0.03），再狭窄间隔时间更长（2.94 月 vs.2.09 月，P=0.001）、术后 6 个月的吞咽困难评分更

低（0.63 vs.1.44，P=0.007），但两组患者的再狭窄率没有明显差异（63.64% vs.75.51%，

P=0.30）。 

结论 CIC 治疗食管吻合口良性狭窄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与 EBD 相比，CIC 在术前术后吞咽

困难评分差、再狭窄间隔时间、术后 6 个月的吞咽困难评分等方面明显优于内镜下水囊扩张。 

 
 

PO-533 

小剂量阿米替林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临床疗效与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和药物浓度的相关性研究 

 
贾林

1
,周文聪

1
,温预关

2
,尚德为

2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 

2.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目的 阐述小剂量阿米替林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的临床疗效与 CYP2C19 基因多态性

和药物浓度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 84 名完成 6 周阿米替林治疗的 IBS-D 患者，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服药 6 周

后的阿米替林（AMT）及去甲阿米替林（NT）稳态药物浓度；运用直接测序法分析 CYP2C19*1、

*2 和*3 的基因多态性。 

结果 1. NT 稳态药物浓度 PM 型和 IM 型显著低于 EM 型（2.78±1.14 vs 4.70±1.93,P=0.007；

3.83±1.54 vs 4.70±1.93，P=0.028），PM 型有低于 IM 型的趋势，但不具有统计学上的差异

（2.78±1.14 vs 3.83±1.54，P=0.126）；NT 剂量校正浓度和 NT 标准化浓度 PM 型显著低于 IM 型

及 EM 型（P 均<0.05），IM 型与 EM 型比较无明显差异；（0.33±0.12 vs 0.38±0.13，P=0.102；

0.006±0.0027 vs 0.0071±0.0031，P=0.514）。PM 型、IM 型及 EM 型的 AMT 药物浓度、AMT 剂

量校正浓度、AMT 标准化浓度及 AMT+NT 总浓度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P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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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 AMT 6.25mg 组，PM/IM 型的治疗有效率为 63.2%，EM 型的治疗有效率为 77.8%，比较无

统计学差异（P=0.670）。AMT 12.5mg 组中 PM/IM 型的治疗有效率为 33.3%，高于 EM 型的 

22.2%，但两者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681）。AMT 25mg 组中 PM/IM 型的治疗有效率与 EM 型

比较同样无统计学差异（36.4% vs 13.3%，P=0.348）； 

 3. NT 稳态药物浓度、NT 剂量校正浓度与△IBS-SSS（IBS-SSS 前- IBS-SSS 后）呈正相关（R² = 

0.330,P=0.001 ； R²=0159 ， P=0.033 ） , 而 NT 标准化浓度 与 △IBS-SSS 无相关性关 系

（P=0.319）；AMT 稳态药物浓度、AMT 剂量校正浓度、AMT 标准化浓度均与△IBS-SSS 无关(P

均>0.05)； 

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发病时 IBS-SSS 评分、NT 稳态药物浓度是影响阿米替林治疗效

果的相关因素。 

结论 去甲阿米替林（NT）药物浓度与阿米替林治疗 IBS-D 的临床疗效相关，但 CYP2C19 基因多

态性与阿米替林治疗 IBS-D 的临床疗效无关。 

 
 

PO-534 

酪酸梭菌及其代谢产物丁酸在维护重症急性胰腺炎并腹腔内高压

大鼠肠粘膜屏障功能机制的研究 

 
贾林,赵寒冰,邓祺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 

 

目的 研究重症 SAP 并 IAH 大鼠模型全身炎症反应及肠道粘膜， 毛细血管通透性，肠组织局部炎症

情况，观察酪酸梭菌及其代谢产物丁酸盐对 SAP 并 IAH 疾病状态下肠道菌群的调节。 

方法 1. SPF 级 48 只雌性大鼠随机分成正常对照组（ Control），重症急性胰腺炎并 IAH 组

（ SAP+IAH），重症急性胰腺炎并 IAH 加酪酸梭菌组（ SAP+IAH C.butyricum），重症急性胰腺

炎并 IAH 加丁酸钠组（ SAP+IAH Sodium butyrate）。2.取腹主动脉血浆查血淀粉酶， TNF-

α,DAO,LPS。取末端回肠组织行  RT-q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  ZO-1 mRNA，  Claudin-1 

mRNA， Occludin mRNA，MMP9mRNA 及相应蛋白的表达情况；行 HE 染色观察胰腺组织、末

端回肠组织。3.取各组大鼠粪便行细菌 16SrRNA 高通量测序。 

结果 1.酪酸梭菌及丁酸干预组显示血浆淀粉酶， TNF-α，胰腺病理 HE 染色评分与 SAP+IAH 组相

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血 LPS， DAO 浓度在 SAP+IAH 和 Control 组两组之间

（ P<0.05）。 RT-qPCR 及 WB 提示回肠组织中的 ZO-1， Claudin-1，Occludin 表达均比 

SAP+IAH 组高， TNF-α ， MMP9 表达水平比 SAP+IAH 组明显降低；回肠免疫组化示 ZO-1， 

Occludin 表达高于 SAP+IAH 组，且回肠病理 HE 染色评分比疾病未干预组低（  P<0.05）。

2.16SrRNA 测序显示 SAP+IAH 组与 Control 组相比总体菌群丰度及多样性，厚壁菌门比例均降

低， 变形菌门比例升高。3.酪酸梭菌及丁酸盐干预组 16SrRNA 测序显示粪便总体菌群丰度及多样

性均高于疾病组， 厚壁菌门比例比疾病组高， 变形菌门比例比疾病组低； 粪便菌群和粘膜菌群 

qPCR 显示四种益生菌数量均高于 SAP+IAH 组，致病菌均低于疾病组（ P<0.05）。 

结论 1.SAP 并 IAH 时肠粘膜屏障受损且肠道菌群呈现一种失衡状态，肠内细菌丰度及多样性降

低，致病菌增多，益生菌减少。2.酪酸梭菌及其代谢产物丁酸盐可以维护肠粘膜屏障，并且可一定

程度恢复肠道细菌丰度和多样性，起到稳定肠道菌群平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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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35 

无痛胃镜下取上消化道异物 275 例分析 

 
王东旭,田戬,张靖,王其立,朱宏斌,柏君 

天津二五四医院 

 

目的 我科近年来对 275 例上消化道异物患者实施了无痛内镜下异物取出术，成功 270 例，成功率

98.2%，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方法 2015 年-2017 年间我科门急诊共收治上消化道异物患者 275 例，其中食管异物 58 例,胃内异

物 205 例，十二指肠异物 12 例。275 患者中,男 223 例,女 47 例（男女比 4.7:1）;平均年龄 42(13

岁～85)岁。其中食管异物主要为鱼刺、枣核、义齿等，胃部异物主要为打火机、锯条、义齿等，

十二指肠异物主要为铁丝、圆珠笔等。食管及十二指肠异物均为 1 个，胃内异物以 1-25 个不等。

患者组成:患者中饮食不慎致嵌顿者 54 例,占 20%;主动吞下异物者 201 例,占 74.4%;不慎误吞者 20

例,占 7.2%。 应用器械包括: 麻醉呼吸机，OlympusGIF-260 电子胃镜,圈套器,鳄嘴异物钳,篮式取

物器，咽部保护套管等。术前签署知情同意书，金属等易显影异物应预先行胸腹部摄片，或 CT 扫

描以了解异物性质、形状、大小及部位。常规镜检及麻醉术前准备,建立静脉通路。静脉以 1.5-

2.5mg/kg 推注异丙酚。待患者进入睡眠状态后,即可插镜行内镜检查及异物取出,直至将异物取出，

术中根据操作时间及患者体动情况追加异丙酚用量。操作过程中持续低流量给氧，并监测血压、心

率、血氧饱和度。 

结果 275 例患者中成功去除异物 270 例，成功率 98.2%。未成功 5 例原因为异物已引起穿孔 3

例，2 例因异物嵌顿十二指肠无法取出。其余 270 成功取出异物。患者异丙酚麻醉过程中，处于睡

眠状态,使异物的取出避免了由于抗拒心理或机体应激反应等因素的干扰，取出过程顺利,术后 3-

5min 清醒,对诊疗过程无记忆,满意率达 100%。术后住院观察 5 例。3 例因异物坎墩食管壁已引起

食管壁穿孔或纵隔脓肿。2 例因异物引起食管入口粘膜损伤。 

结论 运用内镜取出上消化道异物，相比外科手术具有微创或无创、费用低、用时短、操作相对简

单的特点，已成为治疗上消化道异物的最为重要的手段。无痛内镜患者始终在睡眠中术中视野稳

定、使得取异物成功率更为提高。综上所述,无痛内镜下取出上消化道异物是一种成功率高、安

全、简便的治疗方法。 

 
 

PO-536 

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对大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 

治疗作用及机制探讨 

 
陈思文

1
,刘文徽

1
,彭志晴

2
,吴本俨

1
,万军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观察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对大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治疗作用

并探讨其作用机制；在体外细胞水平进一步研究 EGCG 的抗炎作用机制。 

方法 将 36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3 组：正常对照组、模型组和 EGCG 治疗组。模型组和治疗组用高

脂饲料（普通饲料+10%猪油+2%胆固醇，第 1-12 周）方法构建 NASH 模型，治疗组于开始造模

的第 4 周通过皮下注射方法对模型大鼠进行 EGCG（30mg/kg·天，第 5-12 周）治疗，造模结束

后，检测各组的血脂、血清转氨酶、肝组织丙二醛（MDA）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含量、肝

指数（肝重 /体重）水平，用 HE 染色和油红染色对肝组织进行病理评估。在体外，用 50 

μM EGCG 处理 THP-1 细胞株，用流式细胞计数方法检测巨噬细胞表型，用 ELISA 方法检测细胞

培养上清中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细胞内相关信号转导

通路的主要分子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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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高脂饲料方法成功构建 SD 大鼠 NASH 模型，表现为血脂和血清转氨酶水平、肝指数、肝组

织 MDA 浓度明显升高。EGCG 处理后血清转氨酶水平、肝指数和肝组织 MDA 浓度明显低于模型

组，同时肝组织 SOD 浓度明显高于模型组。细胞水平检测表明，脂多糖（LPS）处理的 THP-1 细

胞由 M0 向 M1 转化，培养上清中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 1β（IL-1β）分泌增加，

而 EGCG 能抑制 LPS 诱导的 THP-1 细胞向 M1 型转化，促进 RNF216、Tollip 的表达，抑制细胞

内 Toll 样受体 4（TLR4）表达，部分阻断细胞内 NF-kB 和 MAPK 信号通路，减少 TNF-α和 IL-1β

的分泌。EGCG 的这种效应能被 67KDs 层粘连蛋白受体（67LR）的抗体阻断。 

结论 EGCG 能减轻 NASH 大鼠的肝细胞损伤和肝组织脂质过氧化损伤，有效治疗 NASH。在体

外，EGCG 可与单核巨噬细胞 THP-1 表面的 67LR 结合，促进 RNF216、Tollip 的表达，下调细胞

内 TLR4 表达，进而抑制 LPS 与 TLR4 的相互作用，阻断下游 NF-kB 和 MAPK 信号通路，减少炎

症因子的释放。 

 
 

PO-537 

MARCKS 在胃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在胃腺癌发展中 

作用的初步研究 
 

施佳怡,李运红 

南京市鼓楼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MARCKS 作为肿瘤相关因子参与调控多种肿瘤的生长、转移和治疗抵抗，但 MARCKS 在其

中的功能存在矛盾和争议并且在胃癌中尚无研究。本研究分析胃腺癌临床标本和肿瘤细胞中

MARCKS 的表达情况并初步探讨其在胃腺癌发展中的作用和潜在机制。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检测 49 例胃腺癌病理标本中 MARCKS 及其磷酸化形式的表达情况，分析其与

临床病理因素间的关系；采用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在胃腺癌细胞株 AGS、MKN-45、SNU-1

中检测 MARCKS mRNA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使用 siRNA 下调胃腺癌细胞中 MARCKS 的表达，观

察细胞形态的改变并通过 Transwell 小室试验观察胃癌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变化。采用 qRT-

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分别检测 siRNA 处理后 AGS 细胞株中 MMP 和 PI3K/AKT 信号通路相

关分子的含量变化，以探索相关机制。 

结果 胃腺癌癌旁组织比癌组织更倾向于 MARCKS 高表达（P＜0.05），癌组织中 MARCKS 表达

量的高低与患者年龄、性别、肿瘤分化程度相关（P＜0.05）。在不同分化程度的胃腺癌细胞株

AGS、MKN-45、SNU-1 中，MARCKS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均随细胞分化程度的降低而降低。使

用 siRNA 干扰后，AGS 中 MARCKS mRNA 和蛋白含量均明显降低（P＜0.05），Transwell 迁移

和侵袭试验中穿膜细胞数均明显增加（P＜0.05），AGS 中 MMP mRNA 总量无减少但细胞内

MMP 蛋白含量明显降低（P＜0.05）。MARCKS 参与调节 PI3K/AKT 信号通路，使用 siRNA 下调

MARCKS 表达后 p-PI3K 含量下降，p-AKT 含量升高。 

结论 MARCKS 在胃腺癌癌组织中表达量较正常胃粘膜腺体组织减少，且 MARCKS 含量与肿瘤分

化程度呈正相关；低龄、女性胃腺癌患者癌组织中 MARCKS 含量较少。siRNA 下调胃腺癌 AGS

细胞中 MARCKS 的表达后，肿瘤细胞合成、分泌 MMP 的潜能激活，迁移和侵袭能力增强。减少

MARCKS 含量可能通过增加 PI3K/AKT 信号通路中 pSer473 AKT 的含量而实现促肿瘤转移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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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38 

Sirt2/cMyc 信号通路协同调控代谢重编程促胆管癌 

增殖的机制研究 

 
徐磊,张明明,邹晓平 

南京市鼓楼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探索 Sirt2/cMyc 信号通路对胆管癌的葡萄糖及丝氨酸代谢是否具有协同调控作用 

方法 收集鼓楼医院 2015-2017 期间胆管癌患者组织标本 60 例，应用免疫组化检测 Sirt2，cMyc 及

相关代谢酶的表达，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使用 Sirt2 特异性抑制剂 Tm 处理胆管癌细胞

系 RBE/HUCCT1，使用海马呼吸仪、气相质谱等技术手段检测葡萄糖氧化磷酸化及丝氨酸合成水

平的改变；使用 Western blot 及 PCR 技术对过表达及特异性抑制 Sirt2/cMyc 信号通路下游靶点进

行检测。构建裸鼠胆管癌皮下瘤模型，分别采用瘤体内注射及腹腔注射 Sirt2 抑制剂 Tm 后验证其

抗肿瘤效果及下游靶点蛋白水平改变。 

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与癌旁组织相比，胆管癌组织中 Sirt2 及 cMyc 明显高表达，且与胆管癌

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Sirt2 通过促进 cMyc 蛋白稳定表达提高 PDHA1 磷酸化，显著抑制葡萄糖氧

化磷酸化；Sirt2 通过促进 cMyc 蛋白稳定表达活化 SSP 途径中 PHGDH,PSAT1 和 PSPH，从而促

进丝氨酸合成，提高细胞的增殖及抗氧化能力。体内实验证实，使用 Sirt2 抑制剂 Tm 后，裸鼠皮

下肿瘤的增殖明显受抑制，P-PDHA1 的磷酸化及 SSP 途径限速酶 PHGDH,PSAT1 和 PSPH 的表

达降低。 

结论 本课题研究表明，Sirt2/ cMyc 信号促进了胆管癌的代谢重编程：一方面通过促进 PDHA1 磷

酸化，抑制葡萄糖氧化磷酸化，另一方面通过活化丝氨酸合成途径促进丝氨酸合成。Sirt2/cMyc 信

号通路抑制胆管癌细胞的凋亡促进其增殖，可作为胆管癌治疗的潜在靶点。 

 
 

PO-539 

早期近、远端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差异及内镜粘膜下 

剥离术后的预后分析 

 
刘飞,宋世义,王雷 

南京市鼓楼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探讨早期近、远端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差异及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后的预后情况。 

方法 ①回顾性分析 2013.06-2016.06 我院行胃癌根治术的 420 例早期胃癌患者（近端 101 例，远

端 319 例）的资料，探讨早期近、远端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差异。②回顾性分析 2013.06-2016.06 我

院行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治疗的 187 例早期胃癌患者（近端 80 例，远端 107 例）的资料，

探讨行 ESD 治疗的早期近、远端胃癌的预后情况。（近端胃癌指癌灶中心位于胃食管交界线以下

3cm 范围内的癌） 

结果 1.与早期远端胃癌相比，早期近端胃癌患者年龄更大（64.6±8.5 岁 VS 58.2±12.0 岁）、男性

比例更高（77.2% VS 65.2%）、分化型癌更多见（86.1% VS 62.1%）、合并溃疡更少（19.8% 

VS 36.4%）及淋巴结转移率更低（9.9% VS 2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

分析显示肿瘤部位（近、远端胃）、大小、浸润深度、组织分化程度和脉管浸润与淋巴结转移显著

相关（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部位（近、远端胃）、浸润深度、组织分化程度、脉

管浸润为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联合上述 4 个独立危险因素分析显示黏膜内、

分化型、无脉管浸润的近端胃癌淋巴结转移率为 2.8%（1/36），低于远端胃癌（8.5%,8/94）。 

2.187 例早期胃癌患者中符合 ESD 绝对适应症 90 例、相对适应症 60 例、超适应症 27 例。平均随

访时间 32.8（2～57）月，局部复发 3 例，未见转移性复发，胃癌相关性死亡 2 例。符合 ESD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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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对适应症的早期胃癌总的局部复发率为 1.9%（3/160），其中近、远端胃癌局部复发率分别

为 1.6%（1/63）、2.1%（2/9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符合 ESD 绝对/相对适应症的

早期胃癌总的淋巴结转移率为 1.3%（2/160），其中近、远端胃癌淋巴结转移率分别为 3.2%

（2/63）、0%（0/9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黏膜内、分化型、无脉管浸润的近端胃癌淋巴结转移率更低，更适合行内镜下切除治疗。 

2.符合 ESD 适应症的早期近、远端胃癌淋巴结转移率均较低，预后较好。 

 
 

PO-540 

胆囊结石患者的咽喉反流 

 
朱政霖,王金梁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洛阳市 

 

目的 探讨胆囊结石患者的咽喉反流。 

方法 选取我院确诊为胆囊结石的患者（50 例）为观察组，以健康志愿者（20 例）为对照组，所有

入选观察组的患者均填写胆囊结石及咽喉反流症状指数量表，并留取两组人员晨起空腹深咳吐出咽

后部的唾液 1-3ml,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唾液中胃蛋白酶浓度。 

结果 观察组唾液中胃蛋白酶质量浓度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咽

喉反流症状评分及唾液中胃蛋白酶浓度与胆囊结石症状评分之间未见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咽喉反流性疾病与胆囊结石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相关性，但咽喉反流症状的严重程度及唾液中

胃蛋白酶浓度与胆囊结石症状的严重程度之间未见明显相关性。 

 
 

PO-541 

High fat diet induced-gut microbiota dysbiosis accelerates 
intestinal adenoma-adenocarcinoma sequence via 

activation of MCP-1/CCR2 axis 

 
Tianyu Liu,Zixuan Guo,Hailong Cao,Bangmao Wa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General Hospital，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High fat diet (HF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isk factors for colorectal cancer (CRC). 
Dysbiosis is associated with intestinal carcinogenesis and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crosstalk 
between HFD and gut microbiota in intestinal carcinogenesis.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HFD 
on the composition of gut microbiota and tumor development. 
Methods  Four-week-old Apcmin/+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HFD group (60% 
fat content) and control group (regular diet). Fecal pellets and cecal contents were collected for 
microbiota 16S rRNA sequencing and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SCFAs) analysis. A cocktail of 
antibiotics was administered with HFD for microbiota depletion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rosstalk between the HFD and gut microbiota. Parameters of intestinal tumor development, cell 
proliferation, cell apoptosis, inflammation and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 (MCP-1)/CC 
chemokine receptor 2 (CCR2) signaling axis were also determined. Intestinal tumor 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 were measur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double staining.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was used in another batch of Apcmin/+ mice to determine the causality 
between HFD-induced dysbiosis and carcinogenesis.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colonoscopy 
data, we evaluated the effect of HFD on intestinal tumor development and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CP-1, CCR2 and M2 TAMs in tumor tissue. 
Results Administration of HFD increased the number and malignancy of intestinal tumors in 
Apcmin/+ mice, while these effects can be inhibited by antibiotics cocktail. Promotion of intest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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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or formation was accompanied by increased tumo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decreased apoptosis. 
Moreover, HFD administration altered and simplified the composition of gut microbiota, with 
increased opportunistic pathogens and decreased SCFAs producing bacteria. Concomitantly, 
SCFAs concentrations in cecal contents of HFD group were decreased comparing with control 
group. The alteration of gut microbiota was correlated with activation of MCP-1/CCR2 axis that 
recruit and polarize M2 TAMs. Interestingly, the transfer of fecal microbiota from HFD-fed mice 
also increased the tumor multiplicity, activated the MCP-1/CCR2 signaling axis and promoted 
carcinogenesis. By analyzing clinical data, we also found that HFD was closely related to 
advanced colorectal neoplasia.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CP-1, CCR2 and M2 TAMs polarization in tumor tissues of HFD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regular diet. 
Conclusions HFD induced-gut microbiota dysbiosis could activate MCP-1/CCR2 axis, 
accordingly recruiting and polarizing M2 TAMs to accelerate intestinal adenoma-adenocarcinoma 
sequence. 
 
 

PO-542 

食管大面积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评估干预因素对 

术后狭窄预防效果的时间探讨 

 
贾益君,吴宏博,王凌,覃语思,彭贵勇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索一个适宜的术后时间点以评估干预因素对食管 ESD（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术后狭窄情况。 

方法 健康 12 月龄普通家犬，ESD 术于食管距门齿 30～34 cm 处剥离食管黏膜 3/4 环周建立并处

理创面，不应用任何药物。分别于术后 2、4、6、8 周行胃镜检查观察术区情况，检查胃镜通过

性。 

结果 术后 2 周见粉红色肉芽组织生成，胃镜尚可通过。术后 4 周见食管上皮覆盖术区，局部黏膜

仍比正常黏膜偏红，瘢痕皱襞初步形成，胃镜不能通过。术后 6 周可见上皮颜色稍白，瘢痕皱襞明

显向管腔中央凸出，胃镜不能通过。术后 8 周与术后 6 周相比无明显变化。 

结论 术后 6 周可作为评估干预因素对食管 ESD 术后狭窄预防效果的适宜时间。 

 
 

PO-543 

如何挑选合适的内镜医生进行黏膜下层剥离术（ESD）培训 

 
陈敏,姚玉玲,张晓琦,吕瑛,王雷,邹晓平,凌亭生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内镜粘膜下层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内镜下

微创治疗技术，具有可完整切除病灶，提供完整病理诊断标本及预防复发等优点，成为消化道早癌

和癌前病变的首选治疗方法。但由于 ESD 技术操作难度偏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技术的临床

开展。 如何挑选合适的内镜医生接受 ESD 培训，从而有效普及并推广 ESD 技术也是一个值得深

入研究的话题。 

方法 本次研究纳入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消化科内镜中心进行培训的来自全国各地 ESD

学员 3 期共 41 名, 培训初期填写相关资料，纳入姓名，年龄，性别，独立操作胃镜例数，独立操作

肠镜例数，肠镜操作手法，是否使用窄带成像技术（Narrow Band Image，NBI），是否使用放大

内镜（Magnifying Endoscopy, ME）等指标。安排每位学员完成 4 次离体猪食管动物模型 ESD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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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通过计算平均操作时间（包括切开时间和剥离时间），平均标本面积来统计操作速度评价学员

学习指标（cm2/min），并记录术中并发症情况（穿孔情况）。 

结果 41 名学员中男性学员 26 名, 女性学院 15 名, 平均年龄 36.07±4.44 岁, 其中年龄最大学员 53

岁, 最小学员 27 岁。肠镜操作手法全部是单人肠镜，无双人肠镜。通过相关因素分析提示独立胃镜

操作例数（N>5000 例），独立单人肠镜操作例数（N>3000 例），发现上消化道早癌发现例数

（N>30 例），发现下消化道早癌发现例数（N>10 例）及使用 ME 技术，培训前开展 EMR 技术均

与 ESD 学员操作速度密切相关，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使用 NBI 技术情况，培训前开展

ERCP，EUS 技术则与 ESD 学员操作速度无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ESD 学员离体动物实验操作速度（cm2/min）与独立胃镜操作例数，独立肠镜操作例数，发现

上消化道早癌例数，发现下消化道早癌例数及熟练使用 ME 技术，熟练使用 EMR 技术密切相关，

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是否使用 NBI 技术，是否开展 ERCP 技术，是否开展 EUS 技术无明

显相关性(P>0.05)。因此为我们今后挑选合适的内镜学员进行 ESD 培训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PO-544 

ALDH1A3 阳性胰腺导管腺癌亚型再分类及致癌分子网络探索 

 
沈珊珊,石梦月,钱雪恬,聂双,李洪祯,彭春艳,孔波,吕瑛,邹晓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鉴定出一类具有高转移潜能且预后差的胰腺导管腺癌（PDAC）分子亚型，

该亚型以高表达 ALDH1A3 分子为特征，故命名为 ALDH1A3 阳性 PDAC。其存在包括 8 个分子标

记物（ALDH1A3、FAM3C、MCC、EMP1、IRS2、SP100、PMEPA1、MAML2）。本研究旨在

对该 ALDH1A3 阳性 PDAC 亚型再分类及致癌分子网络探索。 

方法 运用慢病毒 shRNA 文库分别干扰包括 ALDH1A3 在内的 8 个分子标记物的表达, 查看其中一

个基因沉默后，其余 7 个基因的 mRNA 水平表达变化。在 AsPC-1 细胞（ALDH1A3 阳性）上分别

敲减上述 8 个基因，并构建相应的裸鼠皮下成瘤模型及肺转移瘤模型，查看各基因沉默后对移植瘤

及转移瘤的影响。进一步使用 30 余种抑制剂作用于 AsPC-1 细胞，以筛选可能存在的该分子网络

的抑制剂，最后将筛选出的抑制剂行裸鼠移植瘤实验。 

结果 慢病毒 shRNA 文库初步构建了其相互作用的动态致癌网络，在这一分子网络中，ALDH1A3 

和其他 5 个标记分子（FAM3C, MCC,MAML2, PMEPA1, IRS2）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而这 6

个标记分子及其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网络可能构成了 ALDH1A3 阳性 PDAC 亚型的致癌分子网络的

核心。体内研究发现抑制相互促进作用的标记物（ALDH1A3, FAM3C, MCC 和 PMEAP1），能够

抑制裸鼠皮下移植瘤的生长以及减少肿瘤远处转移。后续研究进一步观察了在各种抑制剂作用情况

下，该分子网络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结果发现紫杉醇和雷公藤对该 8 个分子组成的核心网络具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裸鼠体内移植瘤实验发现紫杉醇联合雷公藤具有明显抑制 ALDH1A3 阳性

PDAC 小鼠皮下成瘤作用。 

结论 存在 ALDH1A3 阳性 PDAC 亚型的再分类及致癌分子网络，未来可对各子亚型的靶向联合治

疗方案进行探索和验证。 

 
 

PO-545 

手机游戏对隐匿性肝性脑病患者认知训练的效果研究 

 
冯欣伟,王蓓,李欣妮 

上海长征医院 

 

目的 评价手机游戏对隐匿性肝性脑病（CHE）患者认知训练的应用效果，以期为改善 CHE 患者认

知水平和生存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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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我院收治住院的 60 例伴有 CHE 的肝硬化患者，按住院号

奇偶分为对照组及干预组各 30 例。在患者办理入院后，由办公班护士根据住院号安排病房，同组

患者在同一病室。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每天利用手机进行

10 分钟瞄准和射击挑战以及 10 分钟智力提升游戏，持续 6 周。采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量表(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长谷川痴呆量表(Hasegawa dementia scale，HDS)分别于干

预前、干预完成时，收集各组资料，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干预前两组患者 MMSE、HDS 分值比较无差异(P >0．05)；干预 6 周后干预组 MMSE、HDS

分值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基于针对工作记忆、精神运动速度、视觉动作协调的手机游戏认知训练可以改善 CHE 患者的

定向能力、注意与计算力、回忆能力，提高认知水平。 

 
 

PO-546 

77 例食管良性溃疡的临床特征分析 

 
李娜,朱磊,谭晓燕,毕俭,王英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大连市 

 

目的 分析食管良性溃疡的病因构成、年龄分布、性别差异等临床特征，重点分析其内镜特征，为

良性食管溃疡的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2009 至 2016 年期间收治的 77

例良性食道溃疡患者的年龄、性别、病因、首发症状、内镜特征、内镜活检病理特征、幽门螺旋杆

菌（Hp）感染情况、伴发疾病等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本组资料显示良性食管溃疡男性 52 例、女性 25 例，男女比例 2.08∶ 1， 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χ2=9.47，P ＜ 0．002)。年龄构成：青年组（≤44 岁）占 22.1%，中年组（45～59 岁）占

29.9%，老年组（≥60 岁）占 48.1%，以老年患者居多（χ2=8.21，P ＜ 0．017）。首发临床症

状：以胸骨后不适（疼痛、烧灼感）为主，占 40.3%，吞咽不适（吞咽困难、吞咽痛及进食哽噎

感）占 25.0%，反酸 23.4%，上腹部不适（腹痛、腹胀）占 20.8%，呕血和黑便 16.9%，其他恶

心、呕吐、呃逆等占 15.65%。病因构成：反流性食管炎是其主要病因，占 57.1%，其次是不明原

因食管溃疡，占 23.4%，其他的有药物性食管炎、食管克罗恩病、白塞综合征、食管异物以及医源

性损伤、理化因素损伤等占 19.5%。内镜特征：反流性食管炎的好发部位为食管下段（P＜

0.05），而不明原因良性食管溃疡则好发于食管中段（P＜0.05）；单发溃疡（1 个）31 例，多发

溃疡（≥2 个）46 例，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溃疡最大直径多＜2.5cm，形态以线性

为主。本研究共 55 例行内镜下活检组织病理检查，病理改变多为炎性细胞浸润、炎性坏死及渗

出、肉芽组织形成等急慢性炎改变，其中合并鳞状上皮增生者 19 例，合并低级别上皮内瘤变者 5

例。53 例接受 Hp 检测，其中阳性者 36 例（67.9%），阴性者 17 例（32.1%），病因为反流性食

管炎组有 33 例接受 Hp 检测，其中阳性 23 例（69.7%），阴性 10 例（30.3%），二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2=5.12，P＜0.05）。 

结论 食管良性溃疡发病男性多于女性，老年居多。临床症状以胸骨后不适较常见，反流性食管炎

是其最常见病因，其次是不明原因良性食管溃疡。溃疡多位于食管下段、以线性居多、数目为单发

/多发、直径多＜2.5cm。本研究显示食管良性溃疡，尤其是反流性食管炎组 Hp 阳性率较高，但目

前研究存在争议，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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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47 

基于奥马哈系统的延续护理干预对炎症性肠病（IBD）患者 

护理问题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朱爱芳,徐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基于奥马系统的延续护理干预对 IBD 患者护理问题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我院消化内科 2017 年 2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90 例 IBD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

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两组患者均于入院 48h 内，应用炎症性肠病患

者生活质量量表（IBDQ）完成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测评。观察组给予延续护理干预：根据奥马哈问

题评估系统评估患者存在的问题，依据奥马哈干预系统对患者存在的问题从教育、指导和咨询；治

疗和程序；个案管理；监测分别实施干预措施。对照组患者根据患者现存的问题给予常规的护理干

预和指导。分别于患者出院后 1 个月和 6 个月，通过电话或微信随访的方式，比较两组患者生活质

量的差异。 

结果 1.出院后 6 个月，观察组患者存在的问题由 461 减少至 106 个，见表 1； 

2.出院后 1 个月和出院后 6 个月，两组患者的 IBDQ 得分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且观察组得

分均高于对照组，见表 3； 

3.应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方法进行统计推断：•控制分组因素，只考虑不同时间的主效应影响，

结果显示，除肠道症状外，不同时间各维度生活质量各得分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控制时

间因素，只考虑不同干预方案主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干预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

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③时间和干预方案的交互作用显示，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分均有统计

学差异（p<0.05），即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的变化趋势不同，见表 4。 

结论 应用奥马哈系统对 IBD 患者进行问题评估和干预，有利于整体护理和医院-社区-家庭一体化全

程护理干预模式的形成，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患者存在的护理问题。 

 
 
PO-548 

开放式经口内镜下食管肌切开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 5 例临床分析 

 
刘伟,曾泓泽,吴春成,张琼英,胡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成都市 

 

目的 传统的经口内镜下食管肌肉切开术是一种治疗贲门失弛缓症安全有效的方法，但该手术方法

是基于建立隧道的基础上进行肌切开，术中粘膜下层建立隧道对于 Heller 术后复发的患者以及乙状

结肠型患者尤为困难。我们探讨一种不建立隧道的内镜下食管肌切开术，我们称之为开放式内镜下

食管肌切开术。本研究主要探讨开放式内镜下食管肌切开术治疗 Heller 术后复发以及乙状结肠型贲

门失弛缓症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本研究中我们在 2016 年 8 月-2016 年 12 月期间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消化内镜中心对 3 例乙

状结肠型以及 2 例 Heller 术后复发的患者实施了开放式内镜下食管肌肉切开术。收集以下资料： 

症状缓解率（定义为 Eckardt 评分≤ 3），术前、术后 Eckardt 评分，钡餐资料，手术时间，手术

相关并发症，复发率等等。并对上述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5 例患者手术顺利，平均手术时间 23.8min（19-28 min），术后 Eckardt 均小于 3 分，无手

术并发症及术后复发，随访时间为 12-15 个月。 

结论 开放式内镜下食管肌切开术对 Heller 术后复发的以及乙状结肠型患者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

方式，其操作简单且手术时间更短，对于食管粘膜层及粘膜下层严重纤维化的患者，传统 POEM

术隧道建立困难的患者是一种可选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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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49 

去侧翼 5-Fr 胰管支架提高自然脱落率的前瞻性 

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贺奇彬

1
,王雷

1
,彭春艳

1
,邹晓平

1
,沈颖洲

2
,龚雷

4
,占强

5
,刘强

3
,陈建平

6
,许亚平

7
,钱俊波

8
 

1.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马鞍山市人民医院,安徽省,马鞍山市 

3.苏州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4.无锡市人民医院,江苏省,无锡市 

5.无锡市第二医院 

6.常州市第一医院 

7.镇江市第一医院 

8.南通市第一医院 

 

目的 ERCP 术后胰腺炎(post-ERCP pancreatitis, PEP)是 ERCP 最常见的并发症。胰管支架是预防

PEP 的重要手段，目前临床常用的 5F 支架自然脱落率低，需要 X 线监测和再次内镜下取出，影响

支架自然脱落的主要因素为支架头端的单侧翼设计，故本研究为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研究

去除支架侧翼后对自然脱落的影响，同时评价其是否增加并发症的发生率。 

方法 南京周边 8 家内镜中心开展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对于 PEP 高危因素的胆道 ERCP 治

疗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即去支架侧翼组与常规支架组，选用支架为 5-Fr 3cm 单猪尾带侧翼胰管支

架。记录流行病学资料、术中和术后随访资料。分析两组患者 ERCP 术后 5 天及 14 天的胰管支架

自然脱落率及并发症发生率，统计分析两组间的差异。 

结果 2015 年 9 月～2017 年 7 月共入组 276 例，去除侧翼组 138 例，男 74 人，女 64 人，平均年

龄 58 岁。常规支架组 138 例，男 68 人，女 70 人，平均年龄 60 岁，两组性别、年龄比较均无统

计学差别。ERCP 主要指征：胆总管结石、胆总管良性狭窄、胆管恶性狭窄、肝门部胆管癌、胆漏

及既往胰腺炎病史等比例上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别。 

操作过程技术统计，两组插管时间是否大于 5 分钟、尝试插管是否大于 3 次，导丝进入胰管是否大

于 3 次，胰管是否显影，是否乳头括约肌切开，是否取石及是否使用 NSAIDs 各组的例数，经统

计，以上各项两组无统计学差别。 

两组支架脱落率比较，去侧翼组第五天脱落 63/133 例（42%）（3 例操作过程中脱离，未重新置

入，1 例 5 天内内镜取出），第 14 天随访脱落 112/133 例（84.21%）；常规支架组术中脱落 1

例，5 天内内镜取出 2 例，第五天支架脱落 21/134 例（15.67%），第 14 天脱落 58/136 例

（42.65%）。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别。   本研究共发生 PEP 18 例，发生率 6.52%，均为轻症胰腺

炎，去除侧翼支架组 PEP 7 例，置入失败和术中支架脱落病例均未发生 PEP；常规支架组发生

PEP 11 例。两组在 PEP、出血、发热等并发症发生率方面无显著差别。 

结论 预防性置入胰管支架是预防 PEP 的重要措施，置入去除侧翼预防性胰管支架前能提高自然脱

落率，不影响 PEP 等并发症的发生。 

 
 

PO-550 

Electrical Stimulation via Chronically Implanted Electrodes 
at Acupoints Improves TNBS-induced Colonic 

Inflammation via Autonomic Mechanism in Rats 

 
haifeng jin,Bin Lv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hronic inflammation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IBD) is hypothesized to be at 
least partially attributed to an imbalance between sympathetic and parasympathetic activities.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391 

Electroacupuncture (EA) has been shown to improve sympathovagal bala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possibl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electroacupuncture (EA) via 
chronically implanted electrodes at ST36 on TNBS-induced colonic inflammation.  
Methods Colitis in rats was induced by intrarectal administration of 2,4,6-Trinitrobenzenesulfonic 
acid (TNBS). The rats were treated with sham-EA, EA1 (EA using parameters of: 25Hz, 2s on, 3s 
off, 0.5ms, 4.0 mA) or EA2 (EA using parameters of: 5Hz, 10s on, 90s off, 0.5ms, 4.0mA) for 3 
weeks. A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ectal injection of saline) was also followed for 3 week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DAI),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lesions, plasma le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TNF-α, IL-1β and IL-6) and myeloperoxidase (MPO) activity of colonic tissues were 
assessed. The autonomic function was assessed by the spectral analysis of the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 derived from the electrocardiogram.  
Results 1) The vagal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acute EA1 and EA2 both during and 
after 30-min EA; 2) DAI in the TNBS-treated rat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y EA1 and EA2, 
compared to the sham-EA group (P<0.05, P<0.01, respectively), and EA2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EA1 (P<0.05); 3) The macroscopic score was 6.43±0.61 in the sham-EA group and reduced 
to 4.86±0.14 with EA1 (P<0.05) and 4.0 ±0.22 with EA2 (P<0.001); EA2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EA1 (P=0.017). The histological score was 4.05±0.58 in the sham-EA group and reduced to 
3.71±0.28 with EA1 (P>0.05) and 3.0±0.28 with EA2 (P<0.01). The MPO activity of colonic tissue 
was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with both EA1 and EA2; 4) the plasma levels of TNF-α, IL-1β and 
IL-6 were all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ith EA1 and EA2, compared to the sham-EA group; 5) 
Autonomically, both chronic EA1 and EA2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vagal activity and decreased 
sympathetic activity in comparison with sham-EA group.  
Conclusions Chronic EA using chronically implanted electrodes improves colonic inflammation 
in TNBS-treated rats by inhibiting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via the autonomic mechanism. 
 
 

PO-551 

不同西甲硅油服用方法对胶囊内镜检查肠道准备的 影响研究 

 
荣加,唐金莉 

海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西甲硅油服用方法对胶囊内镜检查肠道准备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我消化内科内镜中心行胶囊内镜检查的患者 84 例，随机分

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41 例，实验组检查前 30min 口服西甲硅油 30ml,对照组在口服复方聚乙二

醇电解质散肠道准备时加入西甲硅油 30ml。分析比较患者小肠肠道内所含气泡量、图像清晰度、

不良反应。 

结果 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少于对照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4.66，P<0.05 ）；实验组小肠

肠道内所含气泡量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图像清晰度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不良反应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检查前 30min 口服西甲硅油方法有助于对祛除肠道内的气泡和提高胶囊内镜检查的图像清晰

度，同时减少患者的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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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52 

人结直肠癌组织中 HIF-1α、Cyclin E 和 Cyclin D1 

蛋白表达变化及意义 

 
谭晓华,黄杰安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观察结直肠癌患者癌组织中缺氧诱导因子 1α( HIF-1α) 、周期蛋白 E( Cyclin E) 和周期蛋白 

D1(Cyclin D1) 表达变化，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3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经外科手术切除及肠镜活

检的结直肠癌患者 62 例，其中每例均取其结直肠癌组织及其匹配的正常结肠黏膜。收录均为初次

手术治疗患者，运用免疫组织化学 SP 法所以标本中 HIF-1α、Cyclin E 和 Cyclin D1 的表达，并对

结直肠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与三个指标表达结果进行分析；最后运用 Spearman 相关的方法进行三

者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1) 正常结肠黏膜组织和结直肠癌组织中 Cyclin E 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25.80%(16/62) 、

64.74%(42/62) ，HIF-1α 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22.58%(14/62) 、72.58%(45/62) ，Cyclin D1 阳性表

达率分别为 24.19%(15/62) 、62.90%(39/62)，结肠正常黏膜组织和结直肠癌组织中 HIF-1α、

Cyclin D1 及 Cyclin E 阳性表达率的比较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三者均 P＜0.05)。(2) 三者阳性表

达与患者肿瘤部位，分化程度，Dukes 分期、TNM 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以及远处转移均有关(P

值均＜0．05)。(3) 结直肠癌组织中 HIF-1α 与 CyclinE 表达呈正相关（r＝0.272，P＜0.05），

CyclinD1 与 HIF-1α 表达呈正相关（r＝0.276，P＜0.05），CyclinD1 和 Cyclin E 的表达呈正相关

（r＝0.32，P＜0.05）。 

结论 （1）HIF-1α、Cyclin E、Cyclin D1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均呈现高表达，三者可能参与结直肠癌

的发生与进展；（2）三者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高表达可能与结肠肿瘤的增殖与凋亡,侵袭与转移有

关。（3）HIF-1α 可促进 Cyclin D1 和 Cyclin E 在结直肠癌细胞中高表达，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

三者可能起相互促进作用。 

 
 

PO-553 

基于网络药理学探讨胃痞消治疗慢性萎缩性 

胃炎胃癌前病变的作用机制 

 
杨良俊,刘伟,郑嘉怡,李思怡,刘洋,何维,潘华峰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省,广州市 

 

目的 筛选中药复方胃痞消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前病变的主要要活性成分，预测其活性成分的

作用靶点，探讨胃痞消治疗胃癌前病变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选取胃痞消中黄芪、太子参、白术、丹参、莪术、白花蛇舌草 5 味中药含有的 432 个活性成

分，根据药物动力学的原则，通过 TCMSP 数据库提供的化合物口服利用度（OB）≥ 30%、类药

性（DL）≥ 0.18 与 Caco-2 细胞渗透性≥0 条件，筛选胃痞消中的活性成分，并预测其潜在靶点；

同时，通过 GeneCards 数据库挖掘胃癌前病变的疾病靶点。结合化合物预测的靶点及疾病靶点，

构建胃痞消化合物-胃癌前病变靶点网络；通过生物学信息注释 DAVID 数据库，对胃痞消治疗胃癌

前病变的靶点进行基因本体(GO) 富集分析及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的生物通路富

集分析，分析胃痞消治疗胃癌前病变可能的作用机制。 

结果 网络分析结果表明胃痞消含有 82 个活性成分，对应胃癌前病变 146 个靶点，包括 COX2、

P53、TNF 等；富集出 GO 生物过程相关条目 26 条，涉及 RNA 转录、细胞增殖、凋亡等生物过

程；富集出 KEGG 通路 21 条，涉及肿瘤信号通路、PI3K/Akt 信号通路、MAPK 信号通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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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网络药理学系统性的特点与中医药整体观及组方配伍原则不谋而合，胃痞消在治疗胃癌前病

变过程中，主要通过调控胃黏膜细胞炎症、增殖、凋亡、代谢来进行疾病的治疗，这为进一步开展

实验研究，验证揭示胃痞消治疗癌前病变具体机制提供依据。 

 
 

PO-554 

肝细胞核因子 4α 改善油酸诱导肝细胞脂肪变性的实验研究 

 
曾欣

1,2
,林霖

2
,伍开明

2
,林勇

2
 

1.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 

2.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我国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呈逐年上升趋势，消耗大量医疗资

源。HNF4α 是在肝细胞中优势表达的转录因子，可调控肝细胞 12%的基因表达，对肝脏发育及功

能维持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前期的系列研究发现，HNF4α 可以有效防治肝硬化及肝癌。然而，其

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的作用未被证实。本研究拟探讨肝细胞核因子 4α（HNF4α）改善体外油

酸诱导的肝细胞脂肪变性的作用。研究肝细胞核因子 4α（HNF4α）改善体外油酸诱导的肝细胞脂

肪变性的作用。 

方法 复苏培养人肝肿瘤细胞株 HepG2，0.5 mmol/L 油酸处理后，油红 O 染色观察细胞内脂质沉积

情况，加入前期构建的高效表达 HNF4α 的重组复制缺陷型腺病毒 AdHNF4α 或对照病毒 AdGFP，

72 h 后收集 RNA 及蛋白，Realtime RT-PCR 检测细胞内 HNF4α、脂质合成、代谢及肝细胞功能

相关基因表达情况，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内 TLR4、TNFα、NF-κB 及 IL-6 表达。 

结果 以 0.5mmol/L 的油酸处理 HepG2 48h 后，加入油红 O 染色，发现与对照组 HepG2 细胞相

比，0.5 mmol/L 油酸处理 HepG2 细胞 48 h 后细胞肿胀，胞浆内出现一圈大小不等的红色脂滴沉

积，部分细胞出现双核。AdGFP 及 AdHNF4α 刺激 72h 后荧光显微镜观察发现两组超过 80%的细

胞均表达绿色荧光。其中 AdGFP 处理后，细胞内脂滴沉积明显，细胞形态皱缩，大量细胞破裂死

亡，存活细胞明显减少。AdHNF4α 处理后，细胞形态较 AdGFP 组正常，细胞内脂滴沉积有所减

少，存活细胞明显增加。Realtime RT-PCR 检测发现与 AdGFP 刺激组相比，HepG2 细胞脂肪合

成指标 SREBP-1、ACC 下调，而脂肪代谢指标 CPT 表达增加，PPARα表达上调；FAS 变化不明

显。Western blot 检测发现油酸处理组细胞较对照组 TNFα、TLR4 表达明显升高，其下游基因活

化 P-NF-κB 表达增多，IL-6 表达可见轻度上调。AdHNF4α 组较 AdGFP 组细胞表达 TNFα、TLR4

显著下降，P-NF-κB、IL-6 表达下调。 

结论 油酸刺激 HepG2 可在体外构建肝细胞脂肪变性细胞模型，HNF4α 可有效改善脂肪变性

HepG2 细胞的脂肪代谢，减少细胞内脂质沉积，减轻炎症反应。 

 
 

PO-555 

Surgery versus beam radiation therap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t AJCC stage I 

 
Xingshun Qi,Han Bing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Area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survival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atients treated with 
surgery versus beam radiation therapy (RT) at the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AJCC) 
stage I. 
Methods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SEER) database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HCC between 2004 and 2013.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liver-specific 
survival (LSS) were compared between patients treated with surgery and beam RT. A 1:1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analysis was employed by matching age, sex, and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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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mong the 1553 patients with HCC ≤2cm,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S 
(P=0.605, before PSM; P=0.891, after PSM) and LSS (P=0.281, before PSM; P=0.346, after PSM) 
between patients treated with surgery and beam RT. Among the 1752 patients with HCC >2cm 
and ≤3cm, patients treated with surgery had significantly better OS (P=0.001) than those treated 
with beam RT, but statistically similar LSS (P=0.072) before PSM;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S (P=0.139) and LSS (P=0.722) between patients treated with surgery 
and beam RT after PSM. 
Additionally, 1157, 723, and 1331 patients had HCC >3cm and ≤4cm, HCC >4cm and ≤5cm, and 
HCC ≤5cm, respectively; among them, patients treated with surgery had significantly better OS 
and LSS than those treated with beam RT regardless of PSM. 
Conclusions At the AJCC stage I, the survival after beam RT might be comparable to that after 
surgery for HCC ≤3cm, but the survival after beam RT was inferior to that after surgery for 
HCC >3cm. 
 
 

PO-556 

SphK1 通过 Cx43 调节 VM 生成促进结肠癌侵袭转移 2 

 
苏颖洁,黄杰安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研究鞘氨醇激酶 1（SphK1）和间隙连接蛋白 43（Cx43）在结肠癌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

特征、患者预后的关系，探讨其在结肠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1）体外常规培养人结肠癌 HT-29、HCT116 及 SW620 细胞株，采用 Western Blotting 方

法检测三株细胞的 Sphk1 蛋白表达情况，选取低表达 SphK1 的细胞株进行过表达 SphK1 慢病毒

转染。通过慢病毒感染方法使低表达 SphK1 细胞株高表达 SphK1，嘌呤霉素筛选稳定转染株，

Western Blotting 验证转染效果。（2）使用 PI3K/AKT 抑制剂 LY294002 （50μmol/L）干预上述

细胞，并采用上述方法检测细胞增殖运动能力的变化以及相关蛋白表达水平变化情况。 

结果 （1）体外细胞实验结果显示：三株结肠癌细胞 HT-29、HCT116、SW620 的 SphK1 表达水

平逐渐升高，HT-29 是 SphK1 表达量最低的细胞株；（2）MTT 结果显示，SphK1 细胞的增殖能

力对比 HT-29 细胞明显增强；SphK1 细胞在平板上形成克隆，比 HT-29 细胞形成的克隆体积更

大，数量更多；SphK1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比 HT-29 细胞明显增强，且肿瘤细胞间的连接斑生

成增多；两株细胞 AKT 的蛋白表达无明显变化，但 p-AKT（Ser473）、ZEB-1 及 Cx43 的蛋白表

达水平在 SphK1 细胞明显高于 HT-29 细胞。（3）使用 PI3K 抑制剂 LY294002（50μmol/L）抑制

SphK1 和 HT-29 两株细胞中 AKT 的活性后，发现两株细胞的增殖能力均较未干预前显著减弱，较

难形成克隆，且形成的克隆体积小，两株细胞的增殖能力和克隆形成能力无明显差别；细胞迁移和

侵袭能力也明显减弱，且两株细胞的迁移侵袭能力无明显区别，同时 SphK1 细胞所形成的细胞间

连接斑明显减少；两株细胞 AKT 的蛋白表达水平无明显差异，但 p- AKT（Ser473）、ZEB-1 及

Cx43 的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未干预组。 

结论 1、SphK1 可增加 HT-29 细胞的恶性表型，促进 HT-29 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可能

是通过增加细胞间的间隙连接斑形成促进 VM 形成。 

2、SphK1 可能通过 AKT/ZEB-1/Cx43 信号通路在体外调节人结直肠癌的侵袭转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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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57 

Sphk1 基因对间充质干细胞诱导结肠癌 RKO 

细胞增殖和迁移的影响 

 
伍文红,刘诗权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探讨鞘氨醇激酶 1（sphigosine kinase 1, SphK1）基因下调对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 MSC）诱导的结肠癌 RKO 细胞增殖和迁移的影响。 

方法 采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MSC-CM）和对照培养液（Control-CM）分别干预 RKO

细胞，采用 CCK-8 法检测细胞的增殖能力，Transwell 试验检测细胞的迁移能力，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 KI-67 抗原（Ki-67）、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2/9、肿瘤干细胞标志物 CD44 和

CD133 蛋白的表达。采用慢病毒 shRNA 载体转染 RKO 细胞抑制 SphK1 的表达，观察抑制

SphK1 的表达对 MSC-CM 诱导的 RKO 细胞增殖、迁移以及 MMP-2/9、CD44 和 CD133 蛋白表达

的影响。 

结果 MSC-CM 可时间依赖性促进结肠癌 RKO 细胞的增殖并明显增强细胞的迁移能力，并明显增

强细胞中 Ki67、MMP-2/9、CD44 和 CD133 蛋白的表达。慢病毒 shRNA 转染明显抑制结肠癌

RKO 细胞 SphK1 的表达，抑制 SphK1 的表达可显著抑制 MSC-CM 对结肠癌细胞增殖和迁移的促

进作用，且明显抑制 MSC-CM 诱导的 Ki67、MMP-2/9、CD44 和 CD133 蛋白的表达 

结论 MSC-CM 可促进结肠癌 RKO 细胞的增殖和迁移，下调 SphK1 可通过抑制 MMP-2/9、CD44

和 CD133 的表达逆转 MSC-CM 诱导的细胞增殖和迁移。 

 
 

PO-558 

Hyponatremia in patients with portal hypertension and 
acute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treated with terlipressin 

 
Xingshun Qi,Xinmiao 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Area 

 
Objectiv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of hyponatremia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terlipressin 
and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yponatremia. 
Methods All patients who were consecutively admitted to our department between February 
2016 and November 2017 and were treated with terlipressin and/or somatostatin and/or 
octreotide were considered as the study population. Data was collected by two medical personnel. 
Results We included 17 patients with portal hypertension treated with terlipressin (Group 1), 7 
patients with portal hypertension treated with somatostatin or octreotide (Group 2), 20 patients 
with acute non-variceal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treated with somatostatin or octreotide (Group 
3), and 19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treated with somatostatin or octreotide (Group 4). In all 
groups, serum sodium concentration at baseline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lowest 
value during the infusion of terlipressin, somatostatin, or octreotide (Group 1: 136.95±4.68 versus 
135.52±4.79, p=0.426; Group 2: 139.64±3.86 versus 138.41±5.34, p=0.813; Group 3: 
138.02±4.08 versus 137.69±3.11, p=0.630; Group 4: 135.96±6.87 versus 134.60±3.40, p=0.098). 
The rate of serum sodium concentration reduction in Group 1 (8/17, 47.1%)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Group 2 (3/7, 42.9%, p=1.000), Group 3 (11/20, 55%, p=0.746), or Group 4 (14/19, 
73.7%, p=0.171). Age, sex, baseline MELD and Child-Pugh scores, cDDD value and duration of 
terlipressin, blood transfusion, and diuretics and paracentesis during terlipressi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erum sodium concentration reduction in Gro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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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Serum sodium concentration is often reduced in patients with portal hypertension 
treated with terlipressin. However, the association of serum sodium concentration reduction with 
the use of terlipressin should be further clarified. 
 
 

PO-559 

FOXC1 通过转录激活 ITGA7 和 FGFR4 的表达 

促进结直肠癌转移 

 
刘剑

1,2
,张哲

2
,李晓伟

2
,夏丽敏

2
,吴开春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二医院,河南省,平顶山市 

2.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复发和转移是结直肠癌患者预后不良的主要因素。转录因子 FOXC1 在多种肿瘤中表达增高，

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然而，FOXC1 在结直肠癌转移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仍然不甚明

了。 

方法 免疫组化检测 FOXC1 及靶分子在组织标本中的表达。PCR 芯片筛选 FOXC1 的靶分子。序

列截短、位点特异突变及 ChIP 实验证实 FOXC1 的结合位点。上调及下调 FOXC1 及靶分子，

Transwell 实验及裸鼠尾静脉转移实验比较细胞体内外转移能力的变化。 

结果 FOXC1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显著高于癌旁组织。FOXC1 的高表达与患者的临床病理参

数显著相关。FOXC1 的表达是患者复发和预后不良的独立预测因素。在低转移潜能细胞系 SW480

中上调 FOXC1 的表达显著促进细胞的转移能力，在高转移潜能细胞系 SW620 中下调 FOXC1 的

表达显著抑制细胞的转移能力。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ChIP 实验确认了 FOXC1 与 ITGA7 及

FGFR4 启动子区域的结合位点。在 SW480-FOXC1 细胞系中下调 ITGA7 和 FGFR4 的表达显著抑

制细胞的转移能力，在 SW620-shFOXC1 细胞系中上调 ITGA7 和 FGFR4 的表达显著促进细胞的

转移能力。在结直肠癌患者组织芯片中 ITGA7 和 FGFR4 的表达与 FOXC1 的表达呈正相关。高表

达的 ITGA7 及 FGFR4 与患者的临床病理参数显著相关。ITGA7 及 FGFR4 阳性的患者，总体生存

期更短，复发率更高。FOXC1(+)ITGA7(+)双阳性及 FOXC1(+)FGFR4(+)双阳性的患者生存期最

短，复发率最高。 

结论 FOXC1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显著升高，与患者的临床病理参数及不良预后显著相关，是

复发和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体内外实验表明，下调 FOXC1 的表达抑制细胞的转移能力，上调

FOXC1 的表达增强细胞的转移能力。ITGA7 和 FGFR4 是 FOXC1 的直接靶基因。体内外实验表

明，下调 ITGA7 和 FGFR4 的表达抑制细胞的转移能力，上调 ITGA7 和 FGFR4 的表达增强细胞

的转移能力。ITGA7 及 FGFR4 的高表达与患者的临床病理参数及不良预后显著相关，FOXC1 与

ITGA7 或 FGFR4 共表达的患者生存期最短，复发率最高。提示 FOXC1 可作为结直肠癌患者预后

预测的生物标志物，有望为结直肠癌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PO-560 

SphK1 通过调控 FAK/p-FAK 促进结肠癌细胞 

上皮间质转化及迁移 2 

 
徐春燕,黄杰安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明确低表达 FAK 的 RKO细胞 EMT 受到抑制，迁移能力减弱；低表达 SphK1 的 RKO 细胞通

过降低 FAK/p-FAK 表达从而抑制由 FAK/p-FAK 介导的 EMT 及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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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建立低表达 FAK 的 RKO 细胞模型，检测细胞内 p-FAK、E-cadherin、Vimentin 的表达，细

胞表面微绒毛及伪足、细胞迁移能力的变化；建立低表达 SphK1 的 RKO 细胞模型，检测细胞内

FAK、p-FAK、E-cadherin、Vimentin 的表达，细胞表面微绒毛及伪足、细胞迁移能力的变化。 

结果 低表达 FAK 的 RKO细胞内 FAK、p-FAK 表达减少，Vimentin 表达减少，E-cadherin 表达增

加，细胞表面微绒毛及伪足减少，细胞迁移能力减弱；低表达 SphK1 的 RKO 细胞内 SphK1 表达

减少，FAK 表达无明显改变，p-FAK 表达减少，Vimentin 表达减少，E-cadherin 表达增加，细胞

表面微绒毛及伪足减少，细胞迁移能力减弱。表明在结肠癌细胞内，低表达 FAK 通过降低 FAK/p-

FAK 表达从而抑制细胞发生 EMT 及迁移；低表达 SphK1 通过减少 FAK 磷酸化从而抑制由 FAK/p-

FAK 诱导的 EMT 及细胞迁移。 

结论 SphK1 通过调控 FAK 磷酸化，影响由 FAK/p-FAK（Tyr397）介导的上皮间质转化，从而参

与调节结肠癌细胞迁移。 

 
 

PO-561 

SphK1 通过 Cx43 调节 VM 生成促进结肠癌侵袭转移 5 

 
徐春燕,黄杰安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目的 明确在结直肠癌患者中 SphK1、FAK、p-FAK、E-cadherin 和 Vimentin 蛋白的表达与癌细胞

的转移有关；SphK1 也许可作为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生存期的预测指标之一。 

方法 检测 50 例正常肠粘膜、63 例无转移结直肠癌患者的结直肠癌组织、51 例有转移结直肠癌患

者的结直肠癌组织中的 SphK1、FAK、p-FAK、E-cadherin 和 Vimentin 蛋白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

理特征的关系。并对上述结直肠癌患者进行定期电话随访 

结果 SphK1、FAK、p-FAK 和 Vimentin 蛋白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高于正常肠黏膜，在

有转移结直肠癌患者的结直肠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高于无转移的，且在癌症晚期（ III 期和 IV

期）、有淋巴结转移、有远处转移的结直肠癌患者的结直肠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最高；E-cadherin

蛋白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低于正常肠黏膜，在有转移结直肠癌患者的结直肠癌组织中阳

性表达率低于无转移的，在癌症晚期（III 期和 IV 期）、有淋巴结转移、有远处转移的结直肠癌患

者的结直肠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最低。SphK1 阳性的结直肠癌患者比 SphK1 阴性的结直肠癌患者

具有更低的存活率。表明在结直肠癌患者体内，SphK1、FAK、p-FAK、E-cadherin 和 Vimentin

蛋白的表达与结直肠癌细胞的转移有关，SphK1 也许可作为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生存期的预测指标

之一。 

结论 SphK1 在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组织中表达明显增加，并与结直肠癌的淋巴结及远处转移有关，

也许可作为预测结直肠癌转移及预后的一个重要指标 

 
 

PO-562 

Forkhead box C1 promotes colorectal cancer metastasis 
through transactivating ITGA7 and FGFR4 expression 

 
Jian Liu

1,2
,Zhe Zhang

2
,Xiaowei Li

2
,Limin Xia

2
,Kaichun Wu

2
 

1.The 152 central hospital of PLA 
2.Xijing Hospital of Digestive Diseases，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are the major cause of death in patients with CRC. 
Therefor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CRC metastasis 
is crucial to identify new predictive biomarkers and facilitate the treatment of CRC.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FOXC1 expression is increased in various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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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C1 promotes tumor metastasis through a variety of mechanisms. However, whether FOXC1 
contributes to CRC metastasis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FOXC1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and adjacent 
noncancerous tissues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ranswell experiments were used 
to compare changes in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in vitro. Nude mice tail vein injection 
model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ability of cells to undergo lung metastasis in vivo. Human 
metastasis-associated moleculars PCR microarrays were used to obtain target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FOXC1 expression. Serial deletion,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and ChIP 
assay confirmed the binding sites of FOXC1 in the ITGA7 and FGFR4 promoter regions. 
Downregulation of ITGA7 and FGFR4 expression in cell lines up-regulated FOXC1 expression, 
upregulation of ITGA7 and FGFR4 expression in cell lines down-regulating FOXC1 expression, 
Transwell assay and nude mouse tail vein injection model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metastasis 
capacity of cells. Immunohistochemistry further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OXC1 and 
ITGA7 and FGFR4 expression,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and prognosis. 
Results FOXC1 expression is much higher in CRC tissues. Elevated expression of FOXC1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atient's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The Kaplan-Meier analysis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positive FOXC1 expression have shorter overall survival and higher 
recurrence rates. A multivariat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indicated that FOXC1 
expression is an independent and significant factor for recurrence and reduced survival. 
Transwell assay showed that up-regulation of FOXC1 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ies of SW480 cells, whereas the inhibition of FOXC1 expression in 
SW620 cells dramatically decreases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n in vivo metastatic 
colonization assay showed that the down-regulation of FOXC1 decreases the incidence of 
metastatic colonization and the number of metastatic lung nodules while increasing the overall 
survival time. In contrast, the up-regulation of FOXC1 increases the incidence of metastatic 
colonization and the number of metastatic lung nodules while decreasing the overall survival time. 
The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show that FOXC1 up-regulates ITGA7 and FGFR4 promoter 
activities. ChIP assay results confirm the direct binding of FOXC1 protein to the FOXC1 binding 
sites within both the ITGA7 and FGFR4 promoters. Transwell assay showed that the depletion of 
both ITGA7 and FGFR4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ies induced by 
FOXC1 over-expression, whereas the up-regulation of ITGA7 and FGFR4 rescues the decreased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ies induced by FOXC1 knockdown. An in vivo metastatic colonization 
assay showed that the down-regulation of ITGA7 and FGFR4 decreases the incidence of 
metastatic colonization and the number of metastatic lung nodules while increasing the overall 
survival time of the SW480-FOXC1 group. In contrast, the up-regulation of ITGA7 and FGFR4 
rescues the decreased incidence of metastatic colonization and the number of metastatic lung 
nodules while decreasing the overall survival time of the SW620-shFOXC1 group. FOXC1 
express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ITGA7 and FGFR4 expression. Elevated expression 
of both ITGA7 and FGFR4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atient's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CRC patients with positive expression of ITGA7 and FGFR4 have shorter overall 
survival and higher recurrence rates. Patients with positive co-expression of both FOXC1/ITGA7 
and FOXC1/FGFR4 have the highest recurrence rate and shortest overall survival. 
Conclusions FOXC1 expression is much higher in CRC tissues compared with adjacent non-
tumorous tissues. Elevated expression of FOXC1 is correlated with the patient's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CRC patients with positive FOXC1 expression have poorer 
prognosis. FOXC1 expression is an independent and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disease recurrence 
and reduced survival. In vitro and in vivo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down-regulation of FOXC1 
expression inhibited the metastasis ability of cells and up-regulated FOXC1 expression enhanced 
the metastasis ability of cells. Up-regulation of FOXC1 promoted the expression of ITGA7 and 
FGFR4 and down-regulated FOXC1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ITGA7 and FGFR4. ITGA7 and 
FGFR4 are direct transcriptional targets of FOXC1. Knockdown of ITGA7 and FGFR4 decreases 
FOXC1-mediated CRC migration,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whereas ectopic over-expression of 
ITGA7 and FGFR4 rescue the decreased CRC migration,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induced by 
FOXC1 knockdown. The high expression of ITGA7 and FGFR4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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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and poor prognosis of patients. The patients with positive co-
expression of FOXC1 and ITGA7 or FGFR4 indicates poorer prognosis. Therefore, FOXC1 i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patients with CRC and selective targeting this signaling pathway may 
provide a potential effective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the treatment of CRC. 
 
 

PO-563 

电针刺激通过巨噬细胞介导的抗炎作用保护胃组织 

Cajal 间质细胞的研究 

 
田陆高,仝巧云 

宜昌市中心医院,湖北省,宜昌市 

 

目的 探索电针刺激保护胃组织 Cajal 间质细胞的具体作用机制。 

方法 将 6-8 周龄 C57BL/6 雄性小鼠随机分正常对照组，糖尿病组（DM），糖尿病假

性刺激组（DM+SEA），糖尿病低频刺激组（DM+LEA）和糖尿病高频刺激组

（DM+HEA），采用一次性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构建糖尿病模型，电针刺激 8 周后麻

醉处死模型小鼠。采用 HE 染色观察各组胃组织肌层炎症细胞的表达；采用免疫荧光

技术检测胃肌层组织中 Cajal 细胞（Ano1 标记）和巨噬细胞（F4/80 标记）的分布和

表达；采用 RT-PCR 技术检测胃肌层组织中 M2 型巨噬细胞标志物（Arg-1、CD206、

CD163 和 Fizzl）和抗炎因子（IL-10、HO-1、TGF-β）及 M1 型巨噬细胞标志物

（iNOS）和炎症因子（IL-6、TNF-α）的表达。 

结果 （1）各组肌层 HE 染色均未见明显炎症细胞浸润；（2）巨噬细胞主要表达在肌

间层和浆膜下层，与 Cajal 间质细胞空间上毗邻；（3）同正常对照组相比，DM 组

Ano1 标记的 Cajal 间质细胞明显减少，而 DM+LEA 组和 DM+HEA 组未见明显变化；

（4）同正常对照组相比，DM 组 F4/80 标记的肌间层巨噬细胞和浆膜下层巨噬细胞明

显增多，而与 DM 组相比，DM+LEA 组和 DM+HEA 组 F4/80 标记的肌间层巨噬细胞

和浆膜下层巨噬细胞明显减少；（5）与 DM 组相比，胃肌层组织 M2 型巨噬细胞标志

物（Arg-1、CD206、CD163 和 Fizzl）和抗炎因子（IL-10、HO-1、TGF-β）表达明显

增加，而 M1 型巨噬细胞标志物（iNOS）和炎症因子（IL-6、TNF-α）的表达明显降

低。 

结论 电针刺激通过调节胃肌层组织巨噬细胞的抗炎作用保护糖尿病状态下胃组织中 Cajal 间质细胞

的表达。 

 
 

PO-564 

内镜套扎治疗 Dieulafoy 病并出血的临床观察 

 
刘璟 

湖北省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Dieulafoy 病是一种罕见的导致消化道严重出血的疾病，其发病机制多数人认为是浅表的粘膜

损伤致粘膜下先天性恒径动脉破裂。随着对本病认识和内镜技术的提高，内镜下治疗已成为

Dieulafoy 病的首选治疗方法。内镜治疗方法的选择在经历了注射止血药、硬化剂、电凝、微波等

之后，目前认为止血夹
［1］和皮圈套扎[2,3]治疗效果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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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院近几年中择期采用皮圈套扎治疗 Dieulafoy 病 12 例，均获成功。本文采用回顾性分析的

方法，归纳总结以上患者的住院病史，从病史资料、内镜诊断、内镜治疗过程及随访情况等方面进

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对于反复发生上消化道出血而原因不明时，须行急诊胃镜检查，尤其注意观察好发部位如胃

底、贲门、胃底体交界前后壁等。若符合 Dieulafoy 病诊断标准，可选择在出血停止 3-5 天时行内

镜下橡皮圈套扎治疗。套扎时应由熟练内镜医师操作，准确对准病灶，充分吸引，确定病灶及足够

范围的粘膜已被吸入透明帽后再释放。套扎器宜选择多连发，因其前端的透明帽较单发的长，可套

扎较大范围。套扎环脱落的时间不一，短则半月左右，长则数年，但无论是否脱落均已达到治疗效

果。 

结论 内镜下套扎治疗操作方便，根治性好，无复发，是治疗 Dieulafoy 病的一种较理想的方法。 

 
 

PO-565 

磁控机器人胶囊内镜应用于大样本小肠疑似疾病诊断的探讨 

 
朱金水,张瑞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徐汇区 

 

目的  首次探讨磁控机器人胶囊内镜（Magnetically Controlled Robert Capsule Endoscopy, 

MCRCE）在小肠疾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我们采用磁控机器人胶囊肠镜结合小肠病理活检，检查了 1018 例疑似小肠疾病患者，并对结

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疑似小肠疾病者 1018 例，结合十二指肠及回肠病理活检证实小肠疾病 886 例，假阳性 9 例，

阳性诊断率为 87.92 %（895/1018），假阳性率 1.01 %（9/895）特异性为 92.3%，准确率为

95.37%(892/892);其中慢性糜烂性小肠炎 739 例（83.40%），小肠溃疡 37 例（5.14%），出血性

血管病变者 31 例（3.50%），小肠息肉 21 例（2.37%），克罗恩病 5 例（0.56%），小肠肿瘤 6

例（0.68%），小肠憩室 5 例（0.56%），黄白斑 16 例（1.80%），回盲瓣炎 21 例（2.37%），

吸收不良综合征 5 例（0.79%）；磁控胶囊在小肠内运行时间为 35 - 437 min，平均（210.24 ± 

89.08）min。 

结论  磁控机器人胶囊肠镜是目前安全无创性诊断小肠疾病的内镜新技术，对小肠疾病的精准诊断

率为 95.37%，尤其应用于不能耐受小肠镜患者，该技术的阳性诊断率为 87.92 %，假阳性率

1.01 %，表明其是目前诊断小肠疾病的内镜新技术，具有很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PO-566 

血清自体荧光对肝硬化患者并发感染的住院期间转归预测价值 

 
陈思海,王婷,张焜和,何瑜婷,曾令鹏,胡佳,袁海良,黄德强,吕农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肝硬化患者住院期间可并发感染而加重病情，甚至死亡。肝病进展过程中，血清中的荧光物

质可发生变化而影响自体荧光强度，但能否预测肝硬化患者并发感染的住院期间转归尚不明确。本

研究将探讨血清自体荧光对肝硬化患者并发感染的住院期间转归预测价值。 

方法 从肝硬化住院患者血清标本库中筛选出并发感染者 30 例，包括其中包括 14 例自发性腹膜

炎，其中 4 例合并呼吸道感染，1 例合并败血症。14 例呼吸道感染，1 例胆囊炎，1 例菌血症合并

阴囊炎。其中 24 例住院期间感染好转，6 例感染症状加重或无明显缓解患者。分别在 8℃、

25℃、37℃下测定上述患者的血清自体荧光值，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荧光指标单独

和联合（多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建模）对肝硬化患者并发感染住院期间的转归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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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感染好转和无好转两组患者的年龄（50±11 vs. 51±10 岁, P=0.879）、男女之比（2:1 vs. 

5:1，P=0.426）均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也无统计学差异，包括血白细胞计数

（ 4.0±1.9 1́09/L vs. 6.4±4.4 1́09/L ， P=0.079 ） 、 血 小 板 计 数 （ 80.1±52.3 1́09/L vs. 

70.0±16.4 1́09/L，P=0.641）、凝血酶原时间（16.5±3.4s vs.21.7±10.4s，P=0.282）、活化部分

凝血活酶时间（45.5±16.4s vs. 56.6±33.0s，P=0.240），总胆红素（75.6±84.8mmol/L vs. 

153.6±188.3mmol/L，P=0.364），直接胆红素（ 45.9±60.0mmol/L vs. 92.4±118.3mmol/L，

P=0.389）等。但两组间的自体荧光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感染加重或无明显好转组患者在 25℃和

37℃下的血清自体荧光强度均明显低于感染好转者（25℃：92860±16285 vs. 172362±106112，

P=0.02；37℃：68008±13402 vs. 133829±92325，P=0.02），预测肝硬化患者并发感染住院期间

转归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ROC）分别为 0.854 和 0.833，两者联合预测的 AUROC 为 0.861，

敏感度为 70.8%，特异度为 100%，准确度为 76.7%。 

结论 血清自体荧光强度对肝硬化患者并发感染的住院期间转归预测有一定的价值，值得扩大样本

进一步观察。 

 
 

PO-567 

负压及针芯对于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EUS-FNA) 

获取样本质量的影响 

 
裴学玉 

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时是否使用负压及针芯对于穿刺获取涂片中肝细胞数量，混血量，

穿刺时间及样本重量方面的影响。 

方法 实验对象：健康雄性家犬 8 只，体重 5kg 左右，犬龄一周岁左右。 

8 只家犬随机命名为 1 号，2 号，3 号，4 号，5 号，6 号，7 号，8 号，分别穿刺 8 只犬的实质性

脏器左肝部位，每只犬左肝分别穿刺 4 次。 

分组：穿刺过程分为四组（A、B、C、D 四组），A 组为负压（+）针芯（+）；B 组为负压（+）

针芯（-）；C 组为负压（-）针芯（+）；D 组为负压（-）针芯（-）。 

结果 1.穿刺狗肝脏时，在穿刺时获取肝细胞数量方面，穿刺时使用负压的条件下，有无针芯使用的

对于获取肝细胞数量无影响；穿刺时不使用负压条件下，使用针芯会提高获取的肝细胞数量；不管

使用针芯与否，穿刺时使用负压均会获取较多数量的肝细胞 

 2.穿刺狗的肝脏时，在穿刺获取涂片的混血量方面，在使用负压及不使用负压的情况下，穿刺时是

否使用针芯，对于获取标本的混血量无影响；而在使用针芯及不使用针芯的情况下，穿刺时使用负

压会增加穿刺标本的混血量。    

 3.穿刺狗肝脏时，在穿刺时间方面，在使用及不使用负压的条件下，穿刺时使用针芯会明显增加操

作时间；在使用及不使用针芯条件下，穿刺时使用负压也会增加操作时间。     

4.穿刺狗的肝脏时，在穿刺获取组织条重量方面，在使用及不使用负压的条件下，穿刺时使用针芯

会使获取的组织条重量增加。在使用及不使用针芯条件下，穿刺时使用负压也会使获取的组织条重

量增加。 

结论 EUS-FNA 时使用负压时，是否使用针芯对于穿刺获取的肝细胞数量无影响，而不使用负压进

行穿刺时，使用针芯会提高穿刺时获取的肝细胞数量，不管使用针芯与否，使用负压均会使获取的

肝细胞数量增加，且 EUS-FNA 时使用负压及针芯会增加获取组织条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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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68 

pi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in colorectal cancer using deep 
sequencing 

 
Jie Yin,Hui-Qing Jia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olorectal cancer remains a serious threat to human health with high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Piwi-interacting RNA (piRNA) is a novel class of non-coding RNAs (ncRNAs), 
which are expressed aberrantly in many types of tumors. However, Changes in pi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colorectal cancer have not been investigated. This part of the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pi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screen out 
colorectal cancer-related piRNAs. 
Methods Deep sequencing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pi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betwee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and adjacent tissues, as well as screen for colorectal cancer-
related piRNAs. Then, the expression of these colorectal cancer-related piRNAs was verified by 
real-time PCR, and further analyzed for any correlation with patients‘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Deep sequencing showed that global piRNAs of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and adjacent 
tissues accounted for 0.17‰ and 0.23‰ of small ncRNAs in the species, respectively, and for 
0.11‰ and 0.08‰ of small ncRNAs in the expression, respectively. Although the expression of 
piRNAs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and adjacent tissues was extremely low, it was marked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tissues, and the global piRNAs expression was up-regulated in 
colorectal cancer. We identified 33 up-regulated piRNAs and 2 down-regulated piRNAs in 
colorectal cancer, among which piR-18849, piR-19521 and piR-17724 are the top three up-
regulated piRNAs in colorectal cancer. Real-time PCR further confirm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piR-18849, piR-19521 and piR-17724 was higher in 80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than that in 
paired adjacent tissues. Moreover, the expression of piR-18849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degree of tumors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piR-19521 expression only 
associated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degree of tumors. However, there were no an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piR-17724 and the patient's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onclusions These data reveals that the global expression of piRNAs is up-regulated in 
colorectal cancer, suggesting that piRNAs may be involved in colorectal tumorigenesis. piR-
18849 and piR-19521 could be prognostic biomarkers for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PO-569 

直径≤7cm 原发性肝细胞癌的最佳治疗方法： 

一项真实世界的回顾性研究 

 
杨卓鑫,丁艳菲,修爱媛,彭志,周涛,程宝泉,高艳景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济南市 

 

目的 探讨直径≤7cm 的原发性肝细胞癌的最佳治疗方法。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 2007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就诊患者共 386

人。纳入标准：年龄 17-85 岁，Child-Pugh 分级为 A 或 B 级，之前从未接受过肝癌的治疗，每例

患者有 1-3 个肝癌结节不等且每个结节的直径≤7cm，没有肝外转移及血管侵袭。根据每例患者最

大肝癌结节的直径，我们将其分成 3 组(0<x≤3cm、3cm<x≤5cm、5cm<x≤7cm)，每组的最佳治疗

方法将通过对比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来确定。 

结果 在(0<x≤3cm)组中，58 例接受了 RFA,30 例接受了 TACE plus RFA，70 例接受了 SR：SR 治

疗组的 1、3、5 年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最高，与 RFA 治疗组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P=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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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0.066)；TACE plus RFA 治疗组的 1、3、5 年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最低，与 RFA 治

疗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11 和 P=0.007)。在(3cm<x≤5cm)组中，34 例接受了 TACE，24 例

接受了 RFA,24 例接受了 TACE plus RFA，70 例接受了 SR：SR 治疗组的 1、3、5 年总体生存率

和无复发生存率最高，与 RFA 治疗组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P=0.256 和 P=0.429)；TACE 治疗组的

1、3、5 年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最低，与 TACE plus RFA 治疗组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

(P=0.229 和 P=0.500)。在(5cm<x≤7cm)组中，23 例接受了 TACE,14 例接受了 TACE+RFA，39

例接受了 SR：SR 治疗组的 1、3、5 年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最高，其 1、3、5 年总体生存

率与 TACE plus RFA 治疗组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P=0.276)，其 1、3、5 年无复发生存率与 TACE 

plus RFA 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10)；TACE 治疗组的 1、3、5 年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与

SR 治疗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07 和 P=0.018)。 

结论 直径≤7cm 的原发性肝细胞癌的最佳治疗方法是手术；对于直径≤5cm 的原发性肝细胞癌，

RFA 也可行；对于直径在(5cm<x≤7cm)的原发性肝细胞癌，TACE plus RFA也十分有效。 

 
 

PO-570 

气滞胃痛颗粒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机制研究 —— 

上调 5-HT1A 受体松弛胃底平滑肌 

 
王彬

1
,赵威

1
,孙方圆

2
,晋弘

1
,张莉莉

1
,陈秋宇

1
,张馨

1
,王邦茂

1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和平区 

2.天津市武清区医院 

 

目的 本课题组前期实验成功建立功能性消化不良（FD）大鼠模型；临床上气滞胃痛颗粒具有疏肝

理气、和胃止痛的功效，但是否通过调节胃动力功能而发挥作用并不明了。本实验旨在观察并分析

气滞胃痛颗粒对模型大鼠的胃动力及胃肌电活动的影响，以探讨其发挥功效的生物学机制。 

方法 将大鼠随机分为高、中、低剂量气滞胃痛颗粒组、模型组和空白对照组，除空白对照组外，

其余 4 组采用夹尾刺激法 7 天制作 FD 大鼠模型，每天观测大鼠的一般情况（体重、性情、毛色、

进食量等）。造模成功后，各组分别给予相应的治疗，14 天后采用标记法、称重法检测各组胃排

空和小肠推进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各组胃底五羟色胺（5-HT）含量，用免疫组

织化学染色法检测各组胃底五羟色胺受体（5-HT1A 受体）的阳性表达情况。 

结果 气滞胃痛颗粒治疗结束后，三个剂量治疗组的一般情况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毛色有光

泽，体重、进食量都有所增加，躁动不安情况有所缓解）；与模型组和空白对照组相比，治疗组的

胃排空延迟（P <0.05），胃底 5-HT 的含量提高（P<0.05），胃底 5-HT1A 受体表达升高

（P <0.05）；另外，气滞胃痛颗粒治疗组大鼠胃底平滑肌条呈浓度依赖性松弛（P <0.05），5-

HT1A 受体拮抗剂 WAY-100135 可抑制气滞胃痛颗粒组诱发的胃底平滑肌松弛。 

结论 气滞胃痛颗粒可通过上调胃底 5HT1A 受体使胃底平滑肌松弛而缓解 FD 的症状。 

 
 

PO-571 

改良式腹水枕的制作及其在肝硬化大量腹水中的应用 

 
靳小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腹水是肝硬化晚期患者的临床表现，大量腹水时患者腹部明显膨隆，行走困难，呼吸费力，

不能平卧。患者由于腹部积水，如果睡姿错误，会不利于疾病康复，长期平卧会腰背酸痛，腿脚水

肿。约 60%患者及家属认为目前临床使用的枕头，由于形状及结构固定、简单，当患者采取某些

体位时必须借助其他物体，较为麻烦、费时费力，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个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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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介绍一种改良式腹水枕的制作方法及创新，探讨改良式腹水枕在肝硬化大量腹水患者中的应用效

果。 

方法 改良后的腹水枕枕套为透气性好、全棉棉布，填充物为高弹透气珍珠棉，宽粘贴扣，弹性调

整带，内置音乐播放器，播放器插口处为防辐射面料。患者躺在腹水枕上，腰腹部 S 型凸起缓解腰

腹负担。各个枕体间活动连接，可以在两个枕体方向进行位置调节，直至符合患者使用大小，而且

可拆卸的粘贴片可以将各个枕体分拆下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使用。这样不仅可根据患者体型特征调

节本腹水枕来相适应，又可以根据需要拆卸其中的枕体来做垫靠枕实用。同时还有音乐播放功能。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入院的肝硬化大量腹水患者 120 例分为对照组及实验组各 60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并根据患者体位需要使用传统护理枕头，实验组给予常规护理及改良式腹水

枕，两组患者在出院时填写生命质量核心量表，家属及责任护士填写满意度调查量表并回收。 

结果 实验组腹部症状、腰部不适、困乏、呼吸困难发生例数少，实验组家属和护士满意率均高于

对照组(P<0.05)。 

结论 改良式腹水枕能缓解呼吸困难、腹部症状，解除腰部肌肉痉挛，促进睡眠，提高生命质量，

提升家属和护士的满意率（P<0.05）。改良式腹水枕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PO-572 

49 例贲门失驰缓患者 POEM 治疗预后分析 

 
宋继中,张开光,张明黎,王业涛,虞文永,叶飞,王巧民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对安徽省立医院 49 例行贲门失驰缓行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治疗患者，分析其临床

特点、疗效和并发症，进一步评估 POEM 对贲门失驰缓治疗疗效。 

方法 对 2015 年 10 月-2017 年 12 月行 POEM 术贲门失驰缓 49 例患者，进行临床资料分析，并行

随访问卷调查。 

结果 男性 28 例，年龄 40.07±14.05；女性 21 例，年龄 44.48±15.42；病程最长 17 年；最短 3

月；高分辨食道测压Ⅰ型 11（11/49, 22.4%）例；Ⅱ型 32（32/49,65.3%）例；Ⅲ型 6

（6/49,12.2%）例。术中纵隔气肿 1(1/49,2.0%)例；显现可控搏动出血 3(3/49,6.1%)例；不可控出

血 0(0/49,0.0%)例。应用 HybridKnife 15 例，手术时间 57.67±18.60min；HookKnife 35 例,手术时

间 72.47±45.27min，手术时间 45min,两者比较 HybridKnife 平均时间较 HookKnife 平均时间短，

但无统计学意义 t=-1.216，p=0.230；食管直径和手术时间呈正相关，OR=0.696，p=0.000；术前

Eckardt 评分Ⅰ型 7.36±1.12；Ⅱ型 8.16±0.99；Ⅲ型 9.67±0.52。术后 7 天，3 型均无进食梗阻，

Ⅰ反酸 6 例、Ⅱ型反酸 13 例、Ⅲ型反酸 2 例。术后 1 个月，Ⅱ和Ⅲ3 各出现 1 例进食梗阻感，Ⅰ

型反酸 2 例、Ⅱ型反酸 5 例、Ⅲ型反酸 1 例。术后 6 个月，3 型均无进食梗阻，Ⅰ型反酸 2 例、Ⅱ

型反酸 6 例、Ⅲ型反酸 0 例。随着时间推移反酸呈下降趋势，χ2=14.925，p=0.001。 

结论 病程长、食道腔明显增宽会延长手术时间，不同器械对手术时间有一定影响，但没有明显的

临床意义。标准的 POEM 治疗贲门失驰缓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且安全性很好。术后复发率很

低，胃食管反流并发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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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73 

miR-134 靶向 TAB1 抑制肝星状细胞活化 

 
汪培钦,雷淑娟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上海市,黄浦区 

 

目的 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 DEN 诱发肝纤维化相关肝癌发生过程中 miR-134 表达下调，而 miR-134

与肝纤维化的关系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 miR-134 在肝纤维化发生发展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利用 RT-PCR 检测 DMN、CCl4、BDL 大鼠肝纤维化模型及 TGF-β 刺激活化的肝星状细胞

（HSC）中 miR-134 表达水平。转染 miR-134 的模拟物（mimic）或抑制物（inhibitor）至 HSC-

T6 及 LX2 细胞中，CCK8 法检测其增殖能力变化，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α-SMA、COL1

表达变化。Targetscan 7.0 软件预测 TAB1 为 miR-134 潜在靶点，在 HSC-LX2 内利用 RT-PCR、

Western blot、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验证；转染 TAB1 siRNA 至 HSC 细胞内，同样方法检测

其增殖能力及 α-SMA、COL1 表达变化；共转染 miR-134 inhibitor 和 TAB1 siRNA 至 HSC-LX2 细

胞内，检测其增殖能力表达变化，探究 TAB1 是否部分介导 miR-134 对 HSC-LX2 的抑制作用。 

结果 在不同大鼠肝纤维化模型及 TGF-β1 刺激活化的肝星状细胞中，miR-134 表达显著下调；上

调 HSC-T6 及 LX2 细胞中 miR-134 的表达后，HSC 细胞增殖及活化能力明显下降，下调 HSC 细

胞中 miR-134 的表达后，HSC 细胞增殖及活化能力增强。上调 HSC 细胞中 miR-134 表达后，

TAB1 mRNA 和蛋白表达显著降低，并且 miR-134 上调表达可显著抑制 TAB1 3′UTR 荧光素酶报

告基因活性。将 TAB1 3′UTR 上的 miR-134 结合位点突变后，miR-134 对此报告基因的活性无明

显影响，表明 TAB1 是 miR-134 的直接靶基因。与上调 miR-134 效应相似，下调 HSC 细胞中

TAB1 表达可显著抑制 HSC 的增殖和活化。而共转染 miR-134 inhibitor 和 TAB1 siRNA 后，miR-

134 inhibitor 对 HSC-LX2 增殖促进作用减弱，表明 TAB1 可以部分介导 miR-134 作用。 

结论 miR-134 通过靶向 TAB1 表达抑制肝星状细胞活化。 

 
 

PO-574 

凝血障碍与肝硬化患者行侵袭性操作后出血风险的关系 

 
祁兴顺

1
,李静

1
,韩冰

1
,李宏宇

1
,邓晗

1
,Nahum Méndez-Sánchez

2
,郭晓钟

1
 

1.沈阳军区总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2.Liver Research Unit， Medica Sur Clinic and Foundation， Mexico City， Mexico 

 

目的 急性或慢性肝病患者行侵袭性操作后发生出血是临床实践中的常见问题。本项回顾性研究旨

在探讨凝血障碍与肝硬化患者行侵袭性操作后出血风险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中共有 874 例肝硬化患者接受侵袭性操作。凝血障碍被定义为国际标准化比值（INR）

≥1.5 和/或血小板（PLT）≤50×109/L。重度血小板减少症被定义为 PLT≤50×109/L。记录侵袭性操

作的方式、有无侵袭性操作后出血和院内死亡的相关数据。 

结果 296 例患者（33.9％）伴有凝血障碍。21 例患者（2.4％）出现侵袭性操作后出血。凝血障碍

组较无凝血障碍组行侵袭性操作后出血比率更高（4.1％ vs 1.6％，P=0.023）。重度血小板减少症

组较无重度血小板减少症组行侵袭性操作后出血比率更高（4.9％ vs 1.6％，P=0.008）。INR≥1.5

组较 INR <1.5 组行侵袭性操作后出血比率更高，但无显著性差异（4.5％ vs 2.0％，P=0.065）。

然而，INR≥1.5 组的院内死亡率显著高于 INR <1.5（6.4％ vs 1.3％，P<0.001）。 

结论 重度血小板减少症可能显著增加肝硬化患者行侵袭性操作后的出血风险；INR≥1.5 可能显著增

加院内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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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75 

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术治疗食管气管瘘初探 

 
张国新,李璇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成人食管气管瘘是相对较为罕见的疾病,主要病因有炎症、恶性肿瘤、创伤、异物损伤及手术

并发症等。食管气管瘘治疗较为困难，目前最主要的治疗方法是手术修补或姑息治疗。本研究的目

的是评价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术治疗食管气管瘘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纳入江苏省人民医院诊断为食管气管瘘行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术的患者。主要评价指标为上

消化道造影及胃镜观察的创面愈合情况、术中和术后并发症、瘘闭合时间、术后 1、2、24 小时患

者的视觉模拟评分 (Visual Analogue Score，VAS)、住院时间。 

结果 共完成 2 例食管气管瘘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术。1 例为 26 岁男性因气管切开置管术后引起

食管气管瘘 5 年、另 1 例因食管癌放疗术后引起食管气管瘘半年。均接受过内镜下外置内镜夹

（over the scope clip，OTSC）封闭术，术后症状无改善。我们予以 overstitch 缝合，两例患者均

使用 1 根缝线，术中、术后均未出现并发症，术中出血量均约 10ml。术后 1 周复查上消化道造

影，气管内未见造影剂。平均瘘口缝合时间为 57.50±12.60 分钟，术后 2 小时腹痛 VAS 评分最高

(3.35±0.71)、其次 1h (3.25±0.71 )、24h (1.50±0.71)，术后平均住院天数为 4.25±0.5 日。平均随

访 13 周，患者均未发生不良反应，且症状有所改善。 

结论 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术治疗食管气管瘘是安全且有效的。 

 
 

PO-576 

熊去氧胆酸联合胆石利通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疗效观察 

 
丛婷婷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观察熊去氧胆酸胶囊联合胆石利通片在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方面的临床疗效，为临床上

激素及复方甘草酸制剂不耐受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 

方法 收集 2014 年 01 月至 2017 年 03 月期间就诊于我院门诊及住院部的明确诊断为原发性胆汁性

胆管炎的患者 100 例，包括男性 10 例，女性 90 例，上述患者分为对照组及实验组，其中对照组

50 例，实验组 50 例，临床观察时间为 48 周。分别于观察患者临床症状、体征（乏力、腹胀、食

欲减退、皮肤瘙痒、黄疸）改善情况，肝功（TBIL、ALP、GGT、TBA）的改善情况，抗线粒体抗

体 AMA-M2 的变化情况。 

结果 1、临床症状及体征的缓解情况 根据临床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乏力、皮肤瘙痒、食欲减退、

腹胀、黄疸等临床表现均较前改善，前后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患

者在不同治疗时间点上述症状缓解程度相似，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实验组与对照组

相比较各临床症状改善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 

2、肝功能改善情况分析 两组患者肝功能治疗一定时间后较治疗前均有改善（P<0.05），治疗 12

周结束时两组患者的肝脏生化学指标大多数基本恢复正常，且两组肝功降幅无显著差异

（P>0.05），整个治疗过程中两组在不同治疗时间点肝功能改善相似，组间无明显差异

（P>0.05）。 

3、血清抗线粒体抗体的变化情况 治疗结束后，两组各有少部分患者 AMA-M2 较治疗前略有好转，

但总体改变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不适宜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等药物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可选用熊去氧胆酸胶囊联

合胆石利通片，通过临床实验观察，二者联用无论在缓解患者临床症状还是改善肝功能方面均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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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想的疗效，能延缓疾病进程，值得临床推广使用，但由于本研究临床观察样本量较少，其疗效

仍需进一步研究。 

 
 

PO-577 

多层螺旋 CT 灌注成像技术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应用 

 
张千,亓文骞,王江滨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利用多层螺旋 CT 灌注扫描技术对肝脏常见良恶性肿瘤进行诊断及鉴别诊断，探讨研究肝脏常

见良恶性肿瘤的 CT 灌注成像参数的变化 

规律，找出诊断依据、鉴别诊断要点及肝脏肿瘤的血流动力学变化特点和 CT 灌注成像的临床应用

价值。 

方法 利用美国 GE 公司 Light Speed CT 16 splice 或 64 splice 多层螺旋 CT 灌注扫描技术对正常

志愿者 5 例及肝脏肿瘤患者 30 例(31 个病灶)的 CT 灌注参数值和参数图进行分析。 

结果 、原发性肝癌组、肝血管瘤组病灶内的 BF、HAF 参数值均高于正常肝组织，MTT 较正常肝

组织均缩短(P<0.05)，但肝血管瘤组病灶内的 BV 参数值高于正常肝组织的 BV(P<0.05)，原发性

肝癌组病灶内的 BV 与正常肝组织的 BV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两组正常肝组织之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CT 灌注图像能显示肿瘤的真实大小和提高微小病灶的检出率，表现为原发性肝癌组病灶周

围 1cm 处在原始图像上显示较为正常，但灌注参数  

BF、HAF 已高于正常肝组织，MTT 较正常肝组织缩短，两者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即使 CT 灌注扫描层面内没有包括肿瘤病灶本身或正常肝脏内出现肝动脉灌注增加、HAF 升高，也

提示有微小癌灶或转移灶的可能。而肝血管瘤组病灶周围 1cm 处的各项灌注参数值与正常肝组织

参数值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 

3、肝血管瘤组病灶内的 BF、BV 参数值高于原发性肝癌组病灶内的参数值，两者之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4、原发性肝癌组病灶周围  1cm 处的 BF、HAF 参数值高于肝血管瘤组病灶周围  1cm 处的参数

值，MTT 较肝血管瘤组病灶周围 1cm  

处缩短，两者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多层螺旋 CT 灌注成像技术能够很好的反映肝癌、肝血管瘤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对于肝癌的早

期诊断及与肝血管瘤的鉴别诊断和指导临床治疗及判断预后提供可靠的依据。 

  
  

PO-578 

荆花胃康四联治疗 HP 首治失败的老年胃炎疗效分析 

 
魏思忱,姜红玉,田树英 

沧州市中心医院,河北省,沧州市 

 

目的 探讨荆花胃康胶丸对老年幽门螺杆菌（HP）首治失败的补救治疗效果，以及对老年口服阿司

匹林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同时观察在老年人中的不良反应。 

方法 选择首次含铋四联 HP 根除失败的老年冠心病（需长期口服阿司匹林）并慢性胃炎患者 86

例，年龄 60~70 岁，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43 例：雷贝拉唑 20mg 胶体果胶铋胶囊 220mg 日二

次 阿莫西林胶囊 1.0g 呋喃唑酮 0.1g 均为日二次，试验组：将胶体果胶更换为荆花胃康胶丸 

240mg 日二次，余同对照组，疗程均为 14 天，停药四周复查 13C 呼气试验，观察 HP 清除率、患

者症状缓解率和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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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前两组之间症状无统计学差异，治疗后均有明显改善。对照组除 1 例因便秘加重自行停

用胶体果胶铋剔除，42 例中 37 例根除，清除率 88.1%，有 5 例出现大便干燥，不良反应发生率 

11.2%，试验组 43 例，40 例成功清除，占 93.0%，试验组 1 例腹泻，自行好转，不良反应发生率

2.3%。试验组患者腹痛、腹胀、嗳气和烧心症状缓解率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荆花胃康胶丸补救治疗 HP 感染首治失败的老年冠心病并胃炎患者效果好，根除率高。症状缓

解率高，无明显不良反应，值得推广应用。 

 
 

PO-579 

黄连素调节肠道菌群减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肝脏炎症的实验研究 

 
张园园,张培,周希乔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黄连素对高脂饮食诱导的小鼠肝脏脂毒性的保护作用及其相关机制 

方法 30 只雄性 C57BL/6J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高脂饮食组和治疗组，治疗组在高脂饮食的同时

每天予 200 mg/kg 黄连素灌胃。第 12 周末检测血清生化指标（ALT、AST、TC、TG 和空腹血

糖），HE 染色和油红染色观察肝脏脂质沉积和炎症损伤程度；16S rRNA 基因测序检测回盲部肠

道菌群改变；ELISA 法检测血清 LPS 和肝组织 TNF-α、IL-6 水平。培养小鼠原代肝巨噬细胞，分

别予棕榈酸、LPS 和（或）黄连素处理，电子显微镜观察巨噬细胞超微结构，real-time PCR 检测

促炎细胞因子表达。 

结果 动物实验显示，黄连素能显著改善高脂饮食小鼠的肝功能、血脂、血糖以及肝脏脂质沉积、

肝细胞气球样变和小叶内炎症，降低血清 LPS 和肝组织 IL-6 水平。在科分类等级，高脂饮食组小

鼠回盲部拟杆菌门增加，厚壁菌门和变形菌门减少，治疗组上述菌群失调得以改善。体外实验中，

黄连素处理能明显改善 PA 诱导的原代肝巨噬细胞脂质沉积，以及 LPS 诱导的 TNF-α、IL-6 表达

增高。 

结论 黄连素能减轻小鼠 NAFLD 模型的肝脏脂质沉积和炎症损伤，其减轻肝脏炎症反应的作用可能

与调节肠道菌群，减少 LPS 生成，进而抑制肝巨噬细胞炎症因子释放有关。 

 
 

PO-580 

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术与尼龙圈法荷包缝合术闭合内镜下全

层切除术后穿孔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评价: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 

 
李璐蓉,李璇,张国新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内镜下全层切除术 (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 EFR )具有微创、安全、术后恢复

快等优点，其中闭合穿孔是该技术的关键，但大的黏膜缺损仍会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我们研究的

目的是比较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术与尼龙圈法荷包缝合术用于闭合胃 EFR 术后穿孔的安全性及

有效性。 

方法 将行胃 EFR 术的病人随机分成两组，即 A 组：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术组、B 组：尼龙圈法

荷包缝合术组。主要评价指标为术中和术后并发症、手术总时间、穿孔闭合时间、术后 1、2、24

小时患者的视觉模拟评分 (Visual Analogue Score，VAS)、住院时间和病人满意度。 

结果  共纳入 10 例患者，A 组 5 人、B 组 5 人。其中 6 例男性、4 例女性，平均年龄为

57.50±12.60 岁。其中胃窦 3 例、胃底 3 例、胃体 4 例，创面平均直径为 2.16±0.80 厘米。两组患

者均未出现术中或术后并发症。A组平均手术总时间(94.15 ± 14.10 分钟)及缝合时间(18.66 ±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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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明显大于 B 组(P＜0.05)，所有患者均只使用 1 根缝合线。术后 2 小时腹痛评分最高

(3.57±0.96)、其次 1h (2.75±0.80 )、24h (1.5±0.35)，术后平均住院天数为 2.25±0.5 日。两组患者

的术后 1、2、24 小时 VAS 评分、住院时间和病人满意度均无明显差别。术后随访 4 月，所有患者

均未发生并发症，且创面均愈合良好。 

结论 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术闭合胃 EFR 术后穿孔是可行并安全的，但手术时间更长；在荷包缝

合失败的情况下，可考虑行 overstitch 缝合术。 

 
 

PO-581 

嗜酸性细胞胃肠炎的临床病理变化和治疗 

 
刘晓波 

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探讨嗜酸细胞性胃肠炎的临床病理变化和治疗。 

方法 2007 年至 2017 年住院的 16 例患者，男 10 例，女 6 例，年龄 18～64 岁。病程 2～18 天。

部分患者有进食可疑食物病史。15 例患者因腹痛等症状入院，其中 14 例初步诊断为急性胃肠炎，

1 例初步诊断为肠梗阻,另外 1 例初步诊断为腹水待查。所有患者均查外周血，腹水患者查腹水常规

及生化,给予胃肠镜检查查嗜酸细胞浸润。骨髓穿刺病理检查。确诊后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1～4

周。 

结果 所有患者均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增高，嗜酸性细胞增高，血 IgE 增高 6 例。部分患者大便中便

潜血阳性。便培养均阴性。无一例发现寄生虫或寄生虫卵。肝肾功、尿常规正常。1 例腹水患者常

规符合渗出液，血性腹水，见大量嗜酸性细胞，未见肿瘤细胞。16 例患者胃镜或肠镜检查取病理

均提示粘膜组织有嗜酸细胞浸润。14 例患者骨髓穿刺均提示嗜酸性细胞明显增多，并排除嗜酸细

胞性白血病。患者均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结果满意。所有患者腹痛等临床症状消失，腹水消失。

复查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及嗜酸细胞计数恢复正常。随访跟踪 3～6 个月无复发。 

结论 本病极易与常见的急性胃肠炎等疾病相混淆，易误诊及延误治疗。可累及从食管至直肠全消

化道，分为：粘膜病变型、肌层病变型、浆膜病变型和混合型，临床表现各异。症状的类型及严重

程度与嗜酸细胞浸润所累及的部位和深度有关。外周血检查、胃肠道病理嗜酸细胞浸润、骨髓穿刺

结果对诊断均有诊断意义。一般认为与变态反应有关。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症状缓解后逐渐减

量。本病为良性疾病，预后较好。 

 
 

PO-582 

雌激素受体共调节因子对肝癌细胞增殖和侵袭能力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汪婧,孔德润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合肥市 

 

目的 探讨 Pescdillo(雌激素受体共调节因子)在人原发性肝胃癌组织和邻近的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情

况，及其对人肝癌细胞增殖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原发性肝癌组织及匹配的癌旁组织和人正常肝细胞

L02 及肝癌细胞系中 Pescadillo mRNA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本实验以人肝癌细胞系 HepG2 和

SMMC 7721 作为细胞模型，敲减上述两株肝癌细胞中 PES1 基因后运用 cck-8 细胞增殖实验和平

板克隆形成实验检测沉默该基因后对细胞增殖的影响；运用细胞划痕实验以及 Transwell 小室侵袭

实验检测沉默该基因后对肝癌细胞侵袭的能力的影响。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蛋白激酶 B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10 

（AKT）、磷脂酰肌醇 3-激酶（PI3K）、糖原合成酶激酶-3 (GSK3β)的磷酸化水平和的表达水

平。 

结果 在人肝癌组织和肝癌细胞中 PES1 mRNA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邻近的癌旁组织和人正

常肝细胞。本实验用 2 条 shRNA，用 1 条无任何靶基因的 shRNA 作为阴性对照（negative 

control，NC），用于后续 Western Blot、CCK-8 实验、平板克隆形成实验、细胞划痕实验、

Transwell 小室侵袭实验。运用平板克隆形成实验发现，细胞培养 1-2 周后，敲减组含 50 以上的细

胞集落数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同时 CCK-8 细胞增殖实验显示在细胞转染 24h、48h

和 72h 后敲减组细胞增殖能力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相比明显下降，提示敲减 PES1 基因可抑

制肝癌细胞的增殖能力。运用细胞划痕实验发现肝癌细胞划痕 24h 组和 48h 组细胞迁移能力与空

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相比明显下降，提示敲减 PES1 基因有抑制肝癌细胞迁移能力的功能。

Transwell 侵袭实验显示敲减组的侵袭能力比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明显降低，提示敲减 PES1

基因显著降低人肝癌细胞系 HepG2 和 SMMC 7721 侵袭的能力。运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出沉默

组 p-AKT， p-PI3K，p-GSK3β的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 

结论 PES1 在人原发性肝癌组织和人肝癌细胞系中高表达，体外实验证明 PES1 可促进肝癌细胞的

增殖和侵袭，可能与激活 PI3K/AKT 信号通路有关。 

 
 

PO-583 

电针对啮齿动物功能性消化不良和应激模型胃慢波节律紊乱的改

善效果及自主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机制的研究 

 
张素娟

1,2,3
,刘昳

5,2,3
,李世英

2,4
,Robert D.Foreman

3
,王东旭

1
,陈建德

2,4
 

1.天津市解放军第 254 医院 

2.美国俄克拉荷马城 VA 医学中心，退伍军人研究与教育基金会 

3.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生理学系 

4.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神经胃肠病学中心，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系 

5.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 

 

目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压力正成为人类面临的潜在风险。电针（EA）作为一种治疗应激相

关疾病的有效方法被广泛接受。然而，其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的。本研究旨在探讨 EA 对啮

齿动物功能性消化不良（FD）模型急性束缚应激诱导的胃慢波节律紊乱和孤束核（NTS）c-fos 表

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啮齿动物 FD 模型的建立是通过对十日龄的仔鼠接受 0.2 毫升 0.1%碘乙酰胺（IA）+2%蔗糖

灌胃，每日一次，连续 6 天。大鼠胃浆膜长期植入电极用作纪录胃慢波(GSW），在双侧足三里穴

植入电极用作电针刺激。通过分析心率变异性（HRV）频谱评估自主神经功能。大鼠被放置在通风

良好的直径为 60 毫米，长度为 150 毫米的圆柱形塑料管中给予急性束缚应激 30 分钟。在第一个

实验中，在束缚应激下，在―FD‖大鼠（n＝8）中观察电针对 GSW 的影响。在第二个实验中，探讨

了电针对相同的大鼠自主神经功能的影响。在第三个实验中，在束缚应激诱导的 6 只―FD‖大鼠中检

测了电针对 Acetylcholine（ACh）的影响。在第四个实验中，在与第三个实验相同的大鼠中研究了

EA 对 c-fos 表达的影响。 

结果 （1）EA 使束缚应激对―FD‖大鼠 GSW 的损伤正常化：正常 GSW 在基线时的百分比为

71.7±2.8%，束缚应激时下降至 60.2±3%（P＝0.01），应激期间加 EA 为 68.0±1.26%（P＝

0.04，vs.应激；P＝NS，vs.基线）。2）束缚应激下，―FD‖大鼠 HF 下降（P＝0.02），LF/HF 升

高（P＝0.04）。EA 显著增加 FD 大鼠迷走神经活性（P＝0.0009），并改善交感迷走之间的平衡

（P＝0.002）。3）束缚应激下―FD‖大鼠血浆 NE 显著升高，但此效应可被 EA 抑制。束缚应激下

―FD‖大鼠血浆 PP 水平降低，但无显著性差异。EA 对血浆 PP 无明显影响。4）―FD‖大鼠与对照组

相比，NTS 中 c-fos 阳性细胞表达无显著性差异（P＝0.27）。然而，EA 组与假 EA 组相比，c-fos

阳性细胞数显著增加（P＝0.04）。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11 

结论 急性束缚应激可诱导 IA 大鼠慢波节律紊乱。ST36 能改善―FD‖大鼠急性束缚应激下的胃慢

波。EA 的改善作用是通过包括 NTS 和迷走神经传出纤维的中枢和自主途径介导的。 

 
 

PO-584 

ACER2 正向调节 SMPDL3B 促进肝癌细胞的生长 

 
刘丙刚

1
,肖娟

2
,董明俊

2
,金俊飞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湖南省,长沙市 

2.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目的 预后不良的肝细胞癌（HCC）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 近年虽然 HCC 的治疗有所改善，

但由于 HCC 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了解，其治疗结果仍不满意。作为调节神经酰胺水解的关键酶，

碱性神经酰胺酶 2（ACER2）影响癌细胞的发生发展。然而，这种酶在 HCC 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很

好的阐释。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和 Western-Blotting 方法检测临床肝癌和肝癌细胞株中 ACER2 的表达。使用卡

方检验和 t 检验来研究 ACER2 与临床参数之间的关联。采用 CCK-8，transwell 和划痕试验检测

ACER2 在 HCC 细胞系中的功能及其下游靶点。应用 PCR-ARRAY 发现 ACER2 潜在调节的蛋白

质。通过 HPLC 确认 ACER2 对神经酰胺酶的调节。 

结果 ACER2 在 HCC 组织或细胞系中高度表达。而且 ACER2 高表达与肿瘤 TNM 分期中的早期或

较小的肿瘤相关。ACER2 敲低使细胞生长和迁移能力降低 ,而高表达则作用相反。此外，发现

ACER2 能够正向调节在 HCC 细胞系中具有相似功能的 SMPDL3B 这种蛋白酶的表达。 

结论 研究表明 ACER2 可能通过 SMPDL3B 促进 HCC 的发展，并提示抑制 ACER2 可能是 HCC

治疗的新策略 

 
 

PO-585 

幽门螺杆菌根除后复发的临床研究 

 
李超,张振玉 

南京市第一医院,江苏省,南京市 

 

目的 通过对幽门螺杆菌（Helicobater pylori，Hp）感染患者根除后的长期随访和对复发可能相关

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了解 Hp 的复发率及复发的危险因素。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以消化不良或上腹部不适等症

状就诊的经 13C 尿素呼气试验证实为 Hp 感染，经标准三联、四联方案 7-14 天根除 Hp 后停药 4-6

周复查 13C 尿素呼气试验转阴的门诊患者。部不适等症状就诊的门诊患者。入组标准：（1）. 经

13C 尿素呼气试验证实 Hp 感染；（2）. 年龄 18～70 岁，男女不限；（3）. 无合并重要器官严重

疾病；（4）. 经过标准三联、四联方案根除治疗停药后 4-6 周复查 13C 尿素呼气试验阴性； （5）. 

签署知情同意书、填写问卷并愿意按研究要求进行幽门螺杆菌随访。排除标准：（1）. 妊娠或哺乳

期妇女；（2）. 病人同时存在其它影响本研究评价的严重疾病；（3）. 病人不能正确表达自己主

诉，如精神病、严重神经官能症，不能合作本试验者；（4）. 进行 13C 尿素呼气试验前未停用抗

生素、铋剂及类似作用中药至少 4 周，未停用质子泵抑制剂、H2受体拮抗剂及类似作用中药至少 2

周。所有入选的患者均需签署知情同意并填写调查问卷，包含个人基本情况和与 Hp 复发可能相关

危险因素。在停药 8 周、6 月、12 月提供免费 13C 尿素呼气试验检测，患者出现阳性结果时终止

随访。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患者 71 例，其中男性 30 例，女性 41 例，年龄 23-70 岁，平均年龄

48.92±12.01 岁。停药 8 周时，2 例结果为阳性，69 例阴性，复发率 2.82%；停药 6 月时，5 例结

果为阳性，拒绝随访脱落 4 例，60 例阴性，总复发率 10.07%；停药 12 月时，无患者转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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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随访脱落 5 例，55 例阴性，总复发率 10.07%。6 月、12 月时失访率分别为 5.63%、

12.68%。 

结论 本研究在 Hp 治疗后停药 8 周复发率 2.82%，停药 6 月总复发率 10.07%，停药 12 月总复发

率 10.07%，治疗后复查时间至少停药 8 周更合适；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分析未能明确 Hp 复发的

危险因素。随访过程中停药 6 月时脱落 4 例，脱落率为 5.63%，停药 12 月时脱落 5 例，共 9 例脱

落，脱落率为 12.68%。而多中心研究 8 周的脱落率为 15%，6 月脱落率 20%，可见人们对 Hp 感

染根除后会产生复发的认识不足，因此我们需要加强 Hp 治疗后复发相关知识普及。 

 
 

PO-586 

幽门螺杆菌感染复发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薛艳,周丽雅,陆浩平,杨雪玲,尚慧茹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研究我国幽门螺杆菌（H.pylori）感染根除治疗后的复发率，并探讨幽门螺杆菌感染复发的相

关影响因素。 

方法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1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科因上消化道症状行胃镜检查的 H.pylori

感染患者 1050 例，根除治疗后 8~12 周随访时 13C 呼气试验阴性患者 825 人认为成功根除

H.pylori，在距其根除治疗结束 1 年及 3 年时进行 13C 呼气试验或胃镜检查，同时进行日常生活习

惯问卷调查. 13C 呼气试验阳性或胃黏膜活检 WS 染色阳性判断为 H.pylori 阳性。分别计算根除治疗

1 年级 3 年 H.pylori 感染复发率，并比较 H.pylori 感染复发者与未复发者在一般资料、社会学特

征、生活习惯、疾病史等方面的差异。 

结果 1、根除治疗结束 1 年时有 743 位患者完成随访，其中 13 位患者出现 H.pylori 感染复发，1

年复发率为 1.75%。根除治疗 3 年时有 607 名患者完成随访，共有 28 名患者出现 H.pylori 感染复

发，3 年复发率为 4.61%。 

2、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收入低（p=0.000）、外出就餐地点卫生条件差（p=0.010）、侵入性诊

疗（p=0.001）H.pylori 感染复发的危险因素。将上述三因素及消化性溃疡、住院治疗同时纳入，

进行二项分类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发现侵入性诊疗与否、收入水平和外出就餐地点卫生条件

是 H.pylori 再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P=0.001，0.004,0.008）。 

结论 H.pylori 根除治疗后第 1 年和第 3 年感染复发率分别为 1.75%和 4.61%。收入低、外出就餐地

点卫生条件差及侵入性诊疗是 H.pylori 感染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H.pylori 根除治疗后存在感染复

发的风险，高危人群应定期随访 H.pylori 感染状态。 

 
 

PO-587 

应用和谐夹行二指肠乳头成型术对 Oddi 括约肌 

功能恢复的效果初探 

 
黄永辉,王琨,张贺军,常虹,姚炜,李柯,闫秀娥,张耀朋,王迎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市,海淀区 

 

目的 初步尝试应用和谐夹行十二指肠乳头成型术，探讨此技术对胆管括约肌功能恢复的效果。 

方法 1.动物试验：家猪 4 只（体重平均 26kg），均行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大切开（1cm），其中

3 只应用和谐夹行十二指肠乳头成型术，1 只于大切开前、大切开后及应用和谐夹 2~3 枚行十二指

肠乳头成型术后 2 周行胆管及 oddi 括约肌测压，术后 4 周后分别解剖乳头单纯大切开 1 只、切开

并乳头成型术 2 只及乳头未做处理猪 1 只，观察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状态及修复情况。2.临床研

究：2018 年 3 月～2018 年 5 月在我院诊断胆总管结石（结石大小 1~2.5cm，胆总管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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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cm）而既往未实施过 ERCP 术的 6 例患者，内镜下行胆管括约肌大切开（EST≥1cm），取

石成功后分别于胆管及胰管内放置塑料支架，然后应用和谐夹行十二指肠乳头成型术，其中 1 例在

EST 术前、EST 术后即刻及乳头成型术后 3 周取出胰胆管支架后行胆管及 oddi 括约肌测压，6 例

随访观察十二指肠乳头愈合情况及并发症。 

结果  1.动物解剖显示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大切开未行成型术的十二指肠乳头肌层完全断裂无愈

合，行乳头成型术的肌层可见瘢痕性修复愈合。2.动物及临床病例测压结果均显示 oddi 括约肌压

力于切开后有明显降低，而在成型术后 3 周有明显恢复。3.6 例患者均成功完整取石，术后均未出

现 ERCP 术后胰腺炎、出血及穿孔等并发症。  

结论 对于胆总管大结石，目前最常用的取石策略为乳头括约肌大切开或大气囊扩张，然后取石。

然而乳头大切开或大气囊扩张会导致乳头括约肌不可逆的损伤，不仅增加穿孔及出血的危险，且术

后病人的十二指肠乳头很可能处于持续开放状态，十二指肠液的胆管内反流会导致病人术后反复发

生胆管结石胆管炎。目前国内外对于胆道大结石取石后十二指肠液反流入胆管尚无有效的治疗方

法。本研究尝试应用和谐夹行十二指肠乳头成型术，即在十二指肠乳头大切开成功取石后，先放置

胰管及胆管支架，然后再应用和谐夹夹闭十二指肠乳头开口，这样既可以有效地促进十二指肠乳头

开口的愈合，防止十二指肠乳头持续开放十二指肠液反流，又能保证胆道开口未完全封闭，使得胆

道引流通畅，而且还能预防十二指肠乳头迟发出血。本研究通过动物解剖及 oddi 括约肌测压，证

实此创新抗反流技术可有效的恢复胆管括约肌的功能。 

 
 

PO-588 

口腔菌斑控制对胃幽门螺杆菌根除的影响 

 
zhaoyuyang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长春市 

 

目的 探讨口腔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i ,Hp)感染对胃幽门螺杆菌根除的影响，为幽门螺杆菌

感染相关性疾病防治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消化内科经胃镜检查诊断为慢性胃炎，同时经尿素[14 C]呼气试验( 14 C-

UBT)检测胃 Hp 阳性患者  79 例，男 47 人，女 32 人，年龄 29 岁-63 岁，平均年龄 43.7 ± 3.6，随

机分成实验组及对照组，实验组 39 例，对照组 38 例，组间年龄、性别经统计学分析无差异，有有

患者对本实验均知情同意。将 79 例经胃镜检查诊断为慢性胃炎并经尿素[14C]呼气试验检测胃幽门

螺杆菌阳性患者随机随机分成实验组及对照组，两组患者均经消化科系统根除 HP 方法：奥美拉唑

20mg， 阿莫西林 0.5g 甲硝唑 0.4g 连续 2 周， 然后雷尼替丁 0.3g 每晚一次 ，枸橼酸钠铋剂

110mg,每天 4 次，连服一个月，，停药一个月，胃炎症状消失尿素[14 C]呼气试验( 14 C-UBT) Hp

阴性，视为 Hp 根除。实验组经 1.口腔菌斑控制：口腔龈上菌斑洁治，龈下菌斑刮治，教会患者自

检菌斑，每 2 周复检口腔菌斑，及时清除菌斑。2.日常菌斑控制：每次饭后及每晚睡前 Bass 刷

牙，每次 3 分钟以上， 每次饭后均用氯已定含漱 1 分钟。对照组按患者以往习惯常规刷牙，两组

患者均半年后再次复检尿素[14C]呼气试验。 

结果 实验组胃 Hp 阳性率为   21.05% （8/38）对照组为 62.59%（24/39），经 X2检验组间比较有

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口腔 Hp 可能是胃 Hp 感染的重要来源，口腔菌斑控制是胃 Hp 根除的必要辅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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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89 

粪便中基因甲基化检测筛查结直肠肿瘤 

 
程英女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越来越多的研究在结直肠癌或腺瘤患者粪便中检测出基因甲基化异常，因此将基因甲基化作

为筛查结直肠肿瘤(结直肠癌和腺瘤)的生物标志物。本文系统评价粪便异常基因甲基化作为生物标

志物来检测结直肠肿瘤的可行性。 

方法 两名人员以―colorectal cancer/adenoma‖、―methylation DNA‖、―stool/fecal DNA‖、―结直肠

癌、结直肠腺瘤 ‖、―基因甲基化 ‖、 ―粪便‖作为关键词 , 检索 PubMed、MEDLINE、中国知网

（CNKI）、万方、维普等数据库，纳入研究基因甲基化作为生物标志物来检测结直肠癌或腺瘤的

相关文献，检索时限为 2007-2017 年，去除不符合相关纳入标准的文献，同时依据 QUADAS-2 条

目评价纳入文献研究质量，使用 Stata 14.0 软件进行荟萃分析及异质性检验。   

结果 共有 38 个研究, 4958 例患者被纳入。Meta 分析结果显示粪便 DNA 中单基因甲基化筛查结直

肠癌、腺瘤、结直肠肿瘤的合并敏感性（SEN）分别为 0.74、0.46、0.66；合并特异性(SPE)为

0.92、0.91、0.91，阳性似然比(PLR)为 8.74、5.02 、7.47，阴性似然比(DLR)为 0.29 、0.60、

0.38，诊断得分为 3.41、2.13、2.99，诊断比值比(DOR)为 30.34、8.41、19.89 ，SROC 曲线下

面积 AUC 为 0.90 、0.90 、 0.89 ；联合多基因甲基化筛查结直肠癌、腺瘤、结直肠肿瘤的合并敏

感性（SEN）分别 0.86 、0.64、0.81，特异性（SPE）为 0.88、0.90、0.89，阳性似然比

(PLR)7.41、6.71、7.03，阴性似然比(DLR) 0.16 、0.40、0.22，诊断得分 3.82、2.83、3.47，诊

断比值比(DOR)45.69、16.94、32.27，SROC 曲线下面积 AUC 为 0.93、 0.80、0.91 

结论 通过本次 meta 分析, 我们发现粪便基因甲基化检测筛查结直肠癌、结直肠肿瘤具有较高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 筛查腺瘤敏感性中等，特异性较高，作为无创筛查结直肠肿瘤方法具有广阔前景, 且

联合检测多基因甲基化方法筛查结直肠癌、腺瘤以及结直肠肿瘤优于单基因检测方法。 

 
 

PO-590 

天津结肠憩室特点 

 
杨芳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和平区 

 

目的 （1）研究中国结肠憩室的分布特点；（2）探究结肠憩室的个数、大小、深浅等特点；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6.1.1-2017.6.1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进行的肠镜检查患者。排除条件：（1）

＜18 岁；（2）肠道准备差，影响观察者；（3）肠镜未完成者；（4）调查期间内的重复肠镜。

（5）结肠切除术后；（6）诊断为结肠癌，炎性肠病，结肠癌，结肠憩室炎，结肠炎。行肠镜检查

过程中，发现憩室时，详细的记录其位置{左半结肠（横结肠脾曲、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

右半结肠憩室（回盲部、升结肠、横结肠），两侧}，每个位置的个数，大小（大：直径＞7mm)，

深浅（深：憩室的深度大于宽度），周围有无炎症，是否有肌肉重叠现象。  

结果 有 11745 名患者纳入研究，男性 5788 名，女性 5957 名。其中确诊为结肠憩室者 667 名，男

性 425 名，女性 242 名。憩室患者中＞60 岁人数约≤50 岁人数的 3 倍，其平均年龄（59.0 岁）高

于无憩室患者（53.9 岁）。老年人及男性均是结肠憩室的危险因素。本研究分析了结肠憩室的个

数，大小，深浅，有无周围炎症，有无肌肉重叠等特点。但只有两人有憩室周围炎症，未发现肌肉

重叠。在憩室个数＞10 个患者中，＞60 岁人群与≤50 岁人群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OR:4.42，95%CI， 1.76-11.1，P=0.0002），并且憩室个数＞10 个更好发于结肠两侧，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OR:24.3, 95% CI, 9.82- 60.2, P＜0.001）。患者年龄及其憩室位置与憩室的大

小，深浅均无统计学意义。性别则与憩室的个数，大小，深浅均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P=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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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35，P=0.344）。本文研究中憩室的位置主要分布在右半结肠（493 例，73.9%），而左半

结肠憩室和结肠两侧憩室分别为 78 例（11.7%），96 例（14.4%）。右半结肠憩室常见于≤60 岁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左半结肠憩室患者中 60 岁以上人群较多，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02）。 

结论 我国结肠憩室主要分布于右半结肠，好发于男性及老年人。其中右半结肠憩室患者的发病年

龄早于左半结肠憩室患者。多个憩室（＞10 个）更好发于老年人。 

 
 

PO-591 

患者胃管带管的依从性调查表在临床的应用护理研究 

 
王丽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探讨患者对安置胃管后的舒适感及带管期间的依从性提高治疗效果的满意度。 

方法  将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5 月我科住院需要安置胃管患者 80 例，入院诊断为胰腺炎、肠

梗阻、胃潴留及内镜下治疗术后患者根据病情需安置胃管，随机分成常规组、干预组两组，每组各

40 例，其中常规组遵医嘱安置胃管后口头交代注意事项及护理措施，干预组除了口头交代注意事

项及护理措施，并给予发放健康宣教宣传单及患者依从性调查表，根据调查情况进行阶段性护理干

预，安置前：患者及家属是否配合、理解，并解释安置胃管的目的及重要性，针对患者进行性评

估，调查表内容如下，安置中：安置过程护士动作是否轻柔、熟练，是否与患者交流，是否配合，

是否顺利，安置后：引流是否通畅、是否固定稳妥，是否告知患者安置胃管后的不良反应，是否向

患者交代注意事项，是否每一班交接长度、引流量、颜色，是否坚持持续有效的健康教育及心理护

理，带管过程中是否持续关注患者的舒适度，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给予相应的干预措施，避免在带

管期间因其他原因中途拔管、脱管造成对治疗的影响。然后比较两组患者胃管带管的依从性。 

结果 干预组的意外拔管率明显低于常规组，P﹤0.05，干预组的带管舒适度明显高于常规组 P﹤

0.05，干预组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常规组，P﹤0.05。 

结论 消化内科安置胃管病人较多，胃管安置时间较长，带管期间禁食、水，往往患者舒适度差，

无法耐受，强烈要求拔管，治疗效果差，患者满意度低，通过阶段性给予护理干预，及时制定个性

化护理措施，提高了患者带管期间的舒适度及满意度，从而提高了患者带管期间的依从性。 

 
 

PO-592 

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对胃肠道微生态的短期影响 

 
彭超,欧阳耀斌,杨晓宇,王欢,何丛,吕农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南昌市 

 

目的 幽门螺杆菌（Hp）感染与多种胃内疾病包括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和胃癌发生密切相关，因

此国内外临床指南推荐 Hp 阳性患者进行根除治疗。但 Hp 根除方案中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影响是

实施大规模 Hp 根除的顾虑之一，尽管其影响程度及持续时间仍不清楚。胃肠道微生态稳态在维持

正常的宿主生理活动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应用我国第五次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推荐

铋剂四联方案根除 Hp 对胃肠道菌群的短期影响。 

方法 本研究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纳入 9 名体检发现 Hp 阳性的无症状慢性胃炎志

愿者，年龄为 18-30 岁，根除方案采用铋剂四联 14 天方案（埃索美拉唑 20mg、枸橼酸铋钾片

220mg、阿莫西林 1000mg、呋喃唑酮 100mg，均为 2 次/天），患者 Hp 根除治疗后 1 个月复查
13C-尿素呼气试验。收集患者 Hp 根除治疗前、Hp 根除治疗后 1 个月的粪便及胃窦部黏膜组织样

本。应用 Illumina Miseq 平台进行 16S rRNA 微生物多样性检测和生物信息学分析，研究 Hp 根除

治疗对患者胃肠道微生态的短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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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9 名志愿者 Hp 均已成功根除，在接受根除治疗前患者胃黏膜菌群中以 Hp 为优势菌，胃黏膜

菌群与肠道菌群结构有显著差异。根除后一个月患者胃黏膜菌群中 α 多样性升高，而肠道菌群 α多

样性无显著差异。主坐标分析显示根除前与根除后 1 个月时患者胃黏膜菌群差异显著，肠道菌群结

构无显著差异。Hp 根除治疗后，志愿者胃黏膜菌群中 Hp 相对丰度由 90%几乎降为 0%。 

结论 根除 Hp 可恢复 Hp 感染引起的胃内菌群结构紊乱，而对肠道菌群无显著影响。初步研究显示

Hp 根除治疗对肠道微生态短期无明显影响，但仍需要更多的样本来进行验证。 

 
 

PO-593 

功能性便秘患者心理韧性和家庭坚韧性及焦虑、 

抑郁的相关性研究 

 
王美峰

1
,尚星辰

2
,顾芳臣

2
,卞秋桂

1
,林征

1
,林琳

1
 

1.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调查分析功能性便秘（FD）患者心理韧性与家庭坚韧性之间及焦虑、抑郁的关系。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 中文版 Connor-Davidson 心理韧性量表 (CD-RISC)、家庭

坚韧性量表 (FamilyHardiness Index， FHI) 、Zung 焦虑自评量表（SAS）和 Zung 抑郁自评量表

（SDS）对 133 例功能性便秘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运用 SPSS20.0 软件，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

比较不同人口学和疾病特征患者心理韧性得分差别，心理韧性与家庭坚韧性及焦虑、抑郁的关系采

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 1. 功能性便秘患者的心理韧性总分为（61.68±17.63）分，坚韧、力量、乐观各维度得分分别

为（30.71±9.82）、（21.48±7.08）、（9.49±2.91）分。 

2. 家庭坚韧性总分为（58.10±5.15）分，责任、控制、挑战各维度得分分别为（27.46±2.96）、

（16.73±2.62）、（13.91±1.75）分。 

3. 焦虑、抑郁自评总分分别为（38.01±12.36）、（52.59±11.65）分。 

4. 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人口学及疾病资料的功能性便秘患者的心理韧性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5. 相关分析显示患者的心理韧性总分及各维度与家庭坚韧性总分及责任、挑战维度呈正相关（P＜

0.05），与焦虑、抑郁得分呈负相关（P＜0.05）。 

结论 功能性便秘患者的心理韧性尚可，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焦虑、抑郁水平越低、家庭坚韧性

越高，患者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提示医护人员可从改善患者家庭支持及负性情绪入手，提高患者

韧性水平，促进身心健康。 

 
 

PO-594 

二氢丹参酮Ⅰ调控胃癌细胞增殖和凋亡作用的机制研究 

 
胡雪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武汉市 

 

目的 二氢丹参酮Ⅰ（Dihydrotanshinone, DHT）是丹参根茎的提取物，参与多种肿瘤细胞增殖、

凋亡及转移过程。本研究探讨二氢丹参酮Ⅰ对胃癌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及其可能的信号通路。 

方法 以终浓度分别为 0、2、4、6、8 和 10 μM 的二氢丹参酮Ⅰ 分别处理胃癌细胞系（MGC-

803、HGC-27、SGC-7901） 24 h, CCK-8 法检测其对胃癌细胞系（MGC-803、HGC-27、SGC-

7901）增殖的影响；Hoechst 染色观察细胞凋亡；蛋白质印迹法分析 JAK2, p-JAK2, STAT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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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3、Bax、Bcl-2、 survivin、Cyclin D1、 caspase-3、 caspase-7、caspase-9、 cleaved 

caspase-3、cleaved caspase-7 及 cleaved caspase-9 的表达；蛋白质印迹法检测 WP1066 对 

STAT3 通路的抑制作用。 

结果 CCK-8 结果显示， 2-10 μM 的二氢丹参酮Ⅰ抑制胃癌细胞系（MGC-803、HGC-27、SGC-

7901）生长，呈现明显的剂量-时间依赖性。0、1、2、4μM 的二氢丹参酮Ⅰ 刺激 HGC-27 细胞 

24h，Hoechst 染色后镜下可见细胞核出现核固缩、染色质浓集伴凋亡小体形成等凋亡相关改变；

蛋白质印迹结果显示，随二氢丹参酮Ⅰ浓度的增高 JAK2/STAT3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 p-JAK2, p-

STAT3 及通路下游相关凋亡蛋白 Bcl-2、survivin、Cyclin D1 蛋白的表达下降，而 Bax, cleaved 

caspase-3,7,9 的表达量明显增高。JAK2/STAT3 信号通路抑制剂 WP1066 处理后蛋白质印迹结果

表明，p-JAK2, p-STAT3 及路下游相关凋亡蛋白 Bcl-2、survivin、Cyclin D1 的蛋白表达产生明显

抑制作用。由此可见，二氢丹参酮Ⅰ可能通过 JAK2/STAT3 信号通路对胃癌细胞产生抑制增殖和

促进凋亡的作用。 

结论  二氢丹参酮Ⅰ可能通过 STAT3 信号通路参与调控胃癌细胞增殖及诱导其凋亡的过程； 

WP1066 对该通路具有抑制作用。 

 
 

PO-595 

异基因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炎的体外研究 

 
张洪文,刘会敏,林睿,宋岩,刘文天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和平区 

 

目的 将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体外与 AIH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共培养，探讨 UC-MSCs 对 Treg/Th17 细

胞及相关细胞因子的调节作用及机制，为开展治疗 AIH 的新方法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10 例 AIH 患者和 10 例健康对照者的 PBMC，比较两组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和

CD4+IL-17A+Th17 细胞的比例及相关基因的表达。将 AIH 患者的 PBMC 与 UC-MSCs 以不同比例

共培养（UC-MSCs:PBMC=0:1，1:1,1:5,1:10）72 小时，流式细胞术和 qRT-PCR 检测共培养后悬

浮细胞 Treg 细胞和 Th17 细胞的比例及相关基因的表达；ELISA 检测细胞培养上清细胞因子水平

水平；向 UC-MSCs:PBMC=1:5 培养体系中加入 TGF-β1 抗体及 PGE2 抗体，并再次检测 Treg 和

Th17 细胞比例及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 

结果 1.与健康对照组相比，AIH 患者 Treg 细胞水平显著降低（3.008±0.2753 vs 1.693±0.2493，

P<0.05），Th17 细胞水平显著升高（1.983±0.2158 vs 3.708±0.1930，P<0.05），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2．UC-MSC 显著上调 AIH 患者 Treg 细胞水平（1.693±0.2493 vs 4.480±0.4899，

P<0.05）及相关基因 Foxp3 的表达（0.4660±0.02639 vs 1.339±0.1402, P<0.05），显著下调

Th17 细胞水平（ 3.708±0.1930 vs 1.725±0.1216 ， P<0.05 ）及相关基因 RORC 的表达

（2.730±0.3032 vs 1.206±0.2103，P<0.05），作用方式为非细胞接触，并呈剂量依赖性。

3．UC-MSCs 与 AIH 患者 PBMC 共培养后，上清 TGF-β1，IL-6，PGE2 的水平显著升高，IL-

17，IL-10 的水平显著降低，并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TGF-β1 抗体可以阻断 UC-MSCs

对 Treg 细胞比例及相关基因 Foxp3 的表达上调，PGE2 抗体可以阻断 UC-MSCs 对 Th17 细胞比

例及相关基因 RORC 的表达下调作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AIH 患者 Treg 细胞比例明显降低，Th17 细胞比例明显升高。UC-MSCs

通过分泌 TGF-β1 上调 AIH 患者 Treg 细胞比例，通过分泌 PGE2 下调 Th17 细胞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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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596 

高脂血症对熊去氧胆酸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疗效的影响 

 
佟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沈阳市 

 

目的 目的 观察高脂血症对熊去氧胆酸（ursodeoxycholic acid, UDCA）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疗效的影响。 

方法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0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治疗的原

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 107 例。观察所有患者的血清生化指标（血清总胆红素，谷丙转氨酶，碱性

磷酸酶，谷草转氨酶，血清白蛋白，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按照巴塞罗那标准对

高胆固醇血症组及非高胆固醇血症组 PBC 患者 UDCA 治疗 1 年后的应答状况进行比较。 

结果 结果 PBC 患者中对 UDCA 治疗应答组与非应答组相比较，两组患者转氨酶水平无显著差异

（P>0.05），应答组较非应答组总胆红素水平明显减低（P<0.05），应答组与非应答组相比较，

总胆固醇及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具有显著差异（P<0.05），而针对甘油三酯应答组与非应答组无统

计学差异（P>0.05）。将 PBC 患者分为高胆固醇血症组及非高胆固醇血症组，对比 UDCA 治疗 1

年前后肝功能指标变化，针对总胆红素及 ALP 指标，高胆固醇血症组与非高胆固醇血症组治疗后

均显著降低（P<0.05）。针对肝功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水平），仅非高胆固醇血症

组具有显著疗效（P<0.05）。 

结论 结论 UDCA 可以有效改善 PBC 患者的肝功生化指标，延缓肝病进展，其中针对胆固醇正常的

患者效果更佳。 

 
 

PO-597 

How old is old in colorectal cancer –the age related 
impacts on the resectable colorectal cancer. 

 
Lunpo Wu

1
,Fu Jianfei

2
,Du Jinlin

2
,Wang Liangjing

1
 

1.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Zhejiang University Jinhua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How old is really old is a controversial topic in colorectal cancer. Whether the old 
patients did have different outcomes comparing with younger CRC. Our study aims to determine 
an optimal cutoff age of defining older patients in CRC, and present a real-world impact of the 
factor of old on CRC, which could provide more evidence in future clinical practices.   
Methods A total of 76,858 eligible patients from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SEER) database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and 
chow test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suitable cutoff age.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was performed to adjust the heterogeneity between the groups.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s 
were plotted. Competing risk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age on cancer-
specific death (CCSD) and non-CCSD. An external validation was performed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98 to 2003 from SEER database 
Results The age of 70 years was determined as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Based on the cutoff 
value, patients was divided into younger group (n =51,915, <70 years of old) and older group (n 
=24,943, ≥70 years of old). Compared with younger patients, older patients were related with high 
rate of male, Caucasians, right CRC, mucinous carcinoma, poorer differentiated grade, and more 
likely to have less lymph nodes sampled, less possibility to receive chemotherapy and 
radiotherapy. After adjustment for covariates and propensity score weighting, older patients (age 
≥70 years) remained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CSS (HR, 1.67 95 CI, 1.60-1.74,p < 0.001). To 
account for competing risks (non-CCSD) the competing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older group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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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more CCSD as well as increased non-CCSD. The external validation consistently showed 
that age of 70 years was a suitable cutoff value and older patients have poorer prognosis. 
Conclusions The age of 70 was a suitable cutoff value for defining ―young‖. Old Ptients with 
CRC was not only associated with more non-CCSD but also more CCSD. Old patients might 
receive extra strengthen treatment if possible. 
 
 

PO-598 

M2 诱导剂通过调控 NF-κB1 促进巨噬细胞 

M(LPS)型向 M(IL-4)-样转化 

 
于冰,姜海行 

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广西壮族自治区, 

 

目的 探寻 M2 诱导剂促进巨噬细胞 M(LPS)型向 M(IL-4)-样细胞转化的信号通路。 

方法 （1）体内实验：健康雄性 BALB/C 小鼠 18 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n=6）、CCL4肝纤

维化模型组（n=6）、白藜芦醇干预组（CCL4 +白藜芦醇组）（n=6），干预 4 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肝组织 TLR4、TLR2、MYD88、ERK、C-maf、NF-κB1、NF-κB p65、IL-10、IL-1β、

TNF-α 基因表达情况。 

（2）体外实验：Raw264.7 细胞予 LPS(1ug/ml)刺激 24h，获得 M(LPS)型 Raw264.7。予 M2 诱

导剂 IL-4 或白藜芦醇及其条件培养基干预 M(LPS)型 Raw264.7，分组如下：① M(LPS) +无血清

DNEM ；②  M(LPS) +  LPS(1ug/ml) ；③  M(LPS) + 白藜 芦 醇（ 30uM ） ；④  M(LPS) + IL-

4(5ng/ml)；⑤ M(LPS) + 空白培养基 CM；⑥ M(LPS) + IL-4 CM；⑦ M(LPS) + 白藜芦醇 CM；

⑧ M(LPS) + LPS CM，分别刺激 6h。通过荧光定量 RT-PCR 检测细胞及肝组织中转录因子

TLR4、TLR2、MYD88、ERK、C-maf、NF-κB1、NF-κB (p65)、IL-10、IL-1β、TNF-α 基因表达

情况。 

结果 （1）体内实验结果提示：白藜芦醇干预组小鼠肝脏 TLR4、TLR2、MYD88、ERK 基因表达

增高；NF-κB1 与 IL-10 基因表达同步增加；白藜芦醇干预组小鼠肝脏 C-maf 基因表达与 IL-10 基

因表达显著增加。 

（2）体外实验结果提示：与体内动物实验结果吻合，M2 诱导剂及其条件培养基干预 M(LPS)型

RAW264.7 细胞后，C-maf、NF-κB1、ERK、IL-10 mRNA 表达增高。 

结论 （1）炎症反应条件下，白藜芦醇可能通过促进巨噬细胞 NF-κB1 转录因子的表达，从而增强

了对 TLRs-MYD88-ERK-IL-10 信号通路的调控作用，促进巨噬细胞内源性 IL-10 的表达，使体内

微环境从促炎向抗炎修复反应方向转化，促使 M(LPS)型巨噬细胞向 M(IL-4)-样细胞极化，从而改

善肝纤维化。 

（2）白藜芦醇也可能通过促进 C-maf 基因转录，使内源性 IL-10 表达增加，促使 M(LPS)表型向

M(IL-4)-样细胞转化，从而促进炎症修复过程。 

 
 

PO-599 

体外磁辅助经胃腹腔探查活检术的实验研究 

 
初大可,吕毅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西安市 

 

目的 经自然腔道内镜（NOTES）经胃入路腹腔探查术是消化内镜技术的新理念，可有效对腹腔内

脏器、淋巴结、转移瘤及腹膜等进行探查和活检，以微创、体表无疤痕为优势完成以往需要外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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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完成的腹腔探查和活检。我科室前期已经完成了临床病例的经胃入路腹腔探查活检术，发现软式

内镜穿出胃壁进入腹腔后，由于失去支撑，不仅难以有效牵拉和移动组织器官暴露视野，无法对左

上象限进行有效探查，而且对其他各象限无法达到多角度探查的目的。为此，我们设计了体外控制

永磁体以及镜身磁环套，探索通过体外磁辅助将软式内镜镜身锚定于腹壁后对腹腔探查及活检的效

果。 

方法 采用雌性猪模型。先经口路径用针刀在胃前壁近胃窦经隧道切开浆膜层，用扩张球囊扩大通

道，将普通胃镜或带有镜身磁环的胃镜送入腹腔。普通胃镜在视频系统下通过镜身的深入和角度调

整分别尝试对腹腔内各象限进行探查，并尝试寻找胆囊、输卵管和阑尾。磁辅助胃镜则通过体外磁

体将磁环分别锚定于各个象限进行探查，并尝试通过牵拉和移动组织器官暴露胆囊、输卵管和阑

尾。探查结束后钛夹封闭胃壁切口。术后立即剖腹探查，观察腹腔内脏器损伤及胃壁切口闭合情

况。 

结果 胃壁通过球囊扩大切口进入胃镜及带磁环套胃镜均无出血。普通胃镜在对腹腔探查时操作时

间较长，未能完成对脾脏及左上象限的探查在对网膜的牵拉和移动困难；虽然普通胃镜可实现对胆

囊和输卵管的探查，但是操作困难，时间较长；而且在对阑尾的探查中由于难以移动组织器官而较

为困难。在体外磁辅助下，由于将镜身锚定于腹壁提供了支撑点，并随体外磁体移动，内镜可有效

对包括脾脏在内的各个象限腹腔进行多角度探查，且操作时间显著缩短；在对胆囊、输卵管和阑尾

的探查中，磁辅助下操作相对容易，时间缩短，各个器官视野暴露良好。剖腹探查未发现明显的腹

壁组织以及腹腔内脏器损伤。 

结论 体外磁辅助经胃腹腔内镜探查活检术较常规胃镜腹腔探查术探查范围更广泛、操作难度低、

视野暴露良好，无额外损伤。 

 
 



 

 

 

 

 

 

 

 

 

 

 

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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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1 

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 B 细胞亚群特点研究 

 
郭晓培,田佳骏,张洁,周璐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 AIH 患者及健康对照者外周血经典 B 细胞亚群、Bregs 细胞的比例变化及相关抑制

性细胞因子 IL-10 的表达，探讨 B 细胞 AIH 发病机制中的意义。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12 月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科就诊的 AIH 患者 30 名（患者

均尚未接受免疫治疗，并排除其他免疫疾病或恶性肿瘤病史）。对照组为 30 名从天津医科大学总

医院查体中心随机抽取的与 AIH 组性别、年龄等相匹配，既往无肝功能损害、自身免疫性疾病或恶

性肿瘤病史的体检者。收集受试者空腹外周静脉血，提取单个核细胞后加入 LPS+淋巴细胞刺激液

培养 5 小时。  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B 细胞占淋巴细胞比例、四种经典 B 细胞亚群

（CD19
+
CD27

-
CD38

++未成熟 B 细胞、CD19
+
CD27

-
CD38

-/+幼稚 B 细胞、CD19
+
CD27

+
CD38

-/+记

忆 B 细胞、CD19
+
CD27

+
CD38

++浆细胞）的比例、调节性 B 细胞比例； ELSIA 法检测外周血清中

的 IL-10 水平。 

结果 1、AIH 患者外周血 CD19
+
B 淋巴细胞占淋巴细胞的比例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IH 患

者外周血 CD19
+
CD27

-
CD38

++未成熟 B 细胞占 CD19
+
B 细胞的比例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

CD19
+
CD27

+
CD38

++浆细胞、CD19
+
CD27

+
CD38

-/+记忆 B 细胞占 CD19
+
B 细胞的比例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001）； CD19
+
CD27

-
CD38

-/+幼稚 B 细胞占 CD19+B 细胞的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01）。 

2、AIH 患者外周静脉血清中 IL-10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44）。 

3、AIH 患者外周血 CD19+B 细胞中 CD19
+
IL-10

+细胞的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1)。同时外周

血 CD19
+
B 细胞中 CD19

+
CD24

hi
CD38

hi（调节性 B 细胞）及 CD19
+
CD24

hi
CD27

+（前调节性 B 细

胞+调节性 B 细胞）的比例为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1）。 

结论 AIH 患者相较于对照组，外周血 B 细胞比例无明显差别，但其亚群的构成比存在差异。其中

记忆 B 细胞、浆细胞比例显著增高，幼稚 B 细胞比例显著降低；同时 AIH 患者体内抑制性细胞因

子 IL-10 水平较对照组表达降低，并且存在 Bregs 细胞数量及功能异常。提示我们不同亚型的 B 细

胞和 Bregs 细胞比例及功能改变可能参与了 AIH 的发生和发展，并与 AIH 患者抗体持续寻在及治

疗应答不良相关。 

 
 

PU-0002 

胃癌中 PTEN 低表达通过上调 P-AURKA 调节 AURKA 是 

维持胃癌恶性表型的本质 

 
李丽伟

1
,张庆瑜

1
,王蕊

1
,宋玥

1,2
,刘茜

13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天津南开医院 

 

目的 研究 PTEN 和 AURKA 两种基因在胃癌中的相互影响，并探讨 PTEN 低表达通过调节 AURKA

维持胃癌恶性表型的机制。 

方法 第一部分利用 cBioportal 肿瘤基因组学数据库对 PTEN 和 AURKA 基因的改变和改变频率进

行分析。再利用免疫组化技术,PCR 和 western blot 分析 PTEN 和 AURKA 在胃癌细胞和正常胃黏

膜细胞的分布情况。同时敲低胃癌细胞中 PTEN 和 AURKA，利用 CCK-8 和 Transwell 实验观察

PTEN 和 AURKA 对胃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的影响。除此之外，采用 KM Plotter 工具分析 PTEN 和

AURKA 基因表达水平对胃癌病人生存率的影响。第二部分利用 cBioportal 肿瘤基因组学数据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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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学实验对 PTEN 和 AURKA 进行相关性分析，此外我们发现 P-AURKA 的表达水平也受到上述

基因表达水平变化的影响。通过上述实验提出假说：P-AURKA 是 PTEN 的下游靶基因。第三部分

采用双变量控制法验证 PTEN 通过下调 P-AURKA 进一步影响 AURKA 的表达水平。第四部分分析

PTEN 下调对胃癌细胞 PI3K/AKT/GSK3ß/ßcatenin 信号通路的影响。 

结果 1. PTEN 和 AURKA 的基因改变和改变频率在胃癌中是不同的。2.免疫组化技术,PCR 和

western blot 分析显示 PTEN 在胃癌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减低，而 AURKA 在胃癌细胞中呈现高表达

水平。3.敲低 PTEN 后促进胃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相反敲低 AURKA 后则产生相反的变化。4. 

KM Plotter 分析 PTEN 高表达提高胃癌病人的生存率， AURKA 高表达降低胃癌病人的生存率。 5. 

cBioportal 数据和细胞学实验分析 PTEN 和 AURKA 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同时影响 P-AURKA 的

表达水平。6. PTEN 低表达通过上调 P-AURKA 调节 AURKA 的激活。7. PTEN 下调促进胃癌细胞

PI3K/AKT/GSK3ß/ßcatenin 信号通路，进而促进胃癌的发展。 

结论  PTEN 低表达通过上调 P-AURKA 的表达水平激活 AURKA，进而促进胃癌细胞

PI3K/AKT/GSK3ß/ßcatenin 信号通路，以促进胃癌的发生和发展。该项研究提供了新型抗癌药物

的设计思路：联合 PTEN 和 AURKA 为靶点，设计出特异性更强的抗癌药物。 

 
 

PU-0003 

疑难病例  不明原因血性腹水一例 

 
李檬,刘梅,黄永坤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一例不明原因血性腹水患儿的病例回顾，总结分析了引起血性腹水的病因，旨在帮助

临床医生建立正确的临床思维。 

方法 回顾了我科收治的一例不明原因血性腹水患儿的病史、体检检查、检查结果及综合治疗经

过，结合临床鉴别产生血性腹水的原因。 

结果 患儿经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及影像学检查，在排外肿瘤性疾病所致血性腹水后，因感染性疾

病尤其是结核感染不能排外，曾予抗结核治疗，但临床效不佳并出现肝损伤，之后因患儿出现血、

尿淀粉酶、血脂肪酶升高考虑胰腺炎后经综合治疗患儿临床症状明显好转，但引发胰腺病变原发原

因仍不明确。患儿目前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继续明确病因。 

结论 对不明原因血性腹水患儿即使没有腹痛、呕吐亦应考虑胰源性可能，尽可能完善相关检查。 

 
 

PU-0004 

良性肠道溃疡 108 例临床分析 

 
甘露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良性肠道溃疡患者的病因和临床特点，以期为临床上良性肠道溃疡的诊断和

鉴别诊断提供帮助。 

方法 收集 2014 年 08 月到 2017 年 08 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镜中心行结肠镜检查发现

良性肠道溃疡的 108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对良性肠道溃疡的病因、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内镜检

查及病理结果等方面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本研究中良性肠道溃疡病因以免疫相关性疾病最多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和白塞

病，占 53.7%；其次是血管性疾病，以缺血性肠病常见，占 10.2%；再次为肠道感染性疾病，包括

肠结核，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占 7.4%；其它少见病因，包括吻合口溃疡，药物相关性溃疡，放

射性肠炎和息肉电切术后溃疡，占 8.4%；另有 20.3%患者未找到确切的病因。2.本研究中不同病

因患者的年龄分布有差异（P＜0.05）。方差分析显示，自身免疫相关性疾病、肠道感染性疾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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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年龄明显低于血管性疾病组。3.性别在本研究良性肠道溃疡各种病因间无显著差异

（P>0.05）。4.腹痛、腹泻、便血、黏液脓血便、肠外受累表现在不同病因患者中分布有统计学差

异（P＜0.05），均以免疫相关性疾病多见。5.从溃疡数目上来看，单发 10 例（占 9.3%），多发

98 例（占 90.7%），以多发常见。从溃疡分布上来看，良性肠道溃疡可累及肠道的各个部位。6.

并发症：有 54 例患者并发消化道出血，以溃疡性结肠炎最多见。有 6 例患者并发肠腔狭窄，以克

罗恩病多见。7.病理结果大多数无特异性表现。 

结论 1.良性肠道溃疡的病因复杂，最常见病因为免疫相关性疾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和

白塞病；其次为血管性疾病，其中以缺血性肠病为常见；再次为肠道感染性疾病，包括肠结核、病

毒感染和细菌感染。2.免疫相关性疾病、肠道感染性疾病组的平均年龄明显低于血管性疾病组，而

不同病因中性别无差别。3.除腹痛、腹泻、便血、黏液脓血便、肠外受累的表现在免疫相关性疾病

中最常见外，良性肠道溃疡的其他临床表现不具备特异性。4.内镜下，溃疡数目以多发常见，可累

及肠道的各个部位。消化道出血多见于溃疡性结肠炎，肠腔狭窄多见于克罗恩病。5.病理特异性

差，临床价值有限。 

 
 

PU-0005 

胃肠道相关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综合征临床分析 

 
李冬月,马志斌,杨幼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综合征( hypereosinophilic syndrome，HES)其病因多种多样，寄生虫感

染、过敏性疾病、结缔组织病和肿瘤的非特异性反应等均可致该病，部分病因未明。近年来，嗜酸

性粒细胞增多综合征的发病率有增高的趋势，如果不予以治理，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有严重的致命

风险。为了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故总结其诊治过程和疾病特点。 

方法 搜集 2016 年 3 月-2017 年 9 月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以消化道症状为

主要表现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患者并对他们进行了比较，包括年龄，性别，主要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内镜及病理表现，临床诊断，治疗及预后。 

结果 2016 年 3 月-2017 年 9 月共收治 12 名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的病人，（男 5 例，女 7 例，年

龄 18～44 岁），以腹痛、腹胀、腹泻、呕吐等不同消化道症状入院。其中，3 例并发腹膜炎及顽

固性腹水，其中１例合并心积液。12 例患者共同特点为外周血嗜酸细胞比例明显升高,其中 3 例以

腹水为主要表现者腹水涂片均可见大量嗜酸粒细胞,2 例患者行骨穿检查并发现骨髓嗜酸细胞增殖与

外周血一致.尽管引起临床表现多样性且差异较大，临床上易误诊，但是该病患者血中嗜酸细胞计

数明显增高，病理活检发现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是诊断该病的主要依据，并且 12 例患者均接受了不

同剂量激素治疗，治疗后症状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均在一周内回复正常，预后良好，随访暂无复发。 

结论 结论：1、嗜酸细胞增多症以其表现多样性，累计脏器多重性，发病机制复杂性而使临床诊断

困难重重。2、由于近年来该病发生率呈迅速上升趋势，消化内科接诊率随之上升，需要我们临床

医生充分总结临床病例以明确认识该疾病的特点。3、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的主要治疗方式为激素

治疗，经观察短期内其临床症状可缓解或者消失。新的治疗方案还在研究探讨中。 

 
 

PU-0006 

注水法超细内镜在诊断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中的应用 

 
李冬月,杨幼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诊断是消化科临床医师的难题，常危机患者生命却束手无策，但出血

必有因，之所以―不明‖是因为我们内镜由于胃肠道条件等客观原因不能达到病灶部位而发现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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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错失检查时机。本文意在通过内镜的整合应用使不同型号、特质的内镜在诊断消化道出血中发挥

重要作用。附典型病例一例。 

方法 应用超细内镜结合注水法诊断罕见原因消化道出血，对反复普通胃肠镜检查不能明确出血部

位的消化道出血患者进行注水法超细内镜检查，发现阑尾开口活动性出血，原因待明确，暂给予巴

曲亭（注射用凝血酶）2 单位浸泡止血后，采用注水法进入阑尾开口，观察活动性出血已停止，清

理凝血块，超细内镜携带透明帽进入阑尾腔，可见宽基息肉样增生，表面充血，大小 0.6*0.5cm。 

结果 超细内镜诊断：阑尾肿物并出血，腹腔镜下阑尾切除术，术后病理：阑尾息肉，绒毛管状腺

瘤。（内镜及病理图片见全文）阑尾出血及阑尾息肉在临床的发生率均较低，阑尾息肉合并出血则

更为罕见，因其病例特点的非特异性及病灶的隐蔽性，使得该类疾病的漏诊及误诊率较高 

结论 1、超细内镜因其镜身短而软的特点在结肠镜检查中的应用较少，但高水平的肠镜医生仍可应

用其完成肠腔狭窄、肠管粘膜等困难结肠镜的检查。2、其口径小的特点更适合且唯一适合阑尾腔

内的检查，所以此病例的明确诊断得力于超细内镜在结肠镜中的应用，3、因阑尾开口自身的皱襞

结构所限，注气法行此检查，肠腔扩张，超细内镜也很难发现病灶并进入阑尾腔深部，因此注水法

结肠镜在此病例中亦显示出绝对的优势。 

 
 

PU-0007 

L3 骨骼肌指数对肝硬化患者营养风险评估及预后等影响的研究 

 
冯灵美,曾欣,汪培钦,谢渭芬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通过测量 L3 骨骼肌指数来判定肝硬化患者有无肌肉减少症，旨在探讨 L3 骨骼指数是否可用

于肝硬化患者的营养风险及并发症预后预测等 

方法  研究对象为上海长征医院行住院的肝硬化病人 136 例，纳入研究者需满足入选标准，不符合

排除标准。记录其身体指数及 CT 参数，L3 椎体层面通过扫描后经横断面、冠状面和矢状面图像定

位，分别测出 L3 椎体平面腹直肌、侧斜肌、腰肌及椎旁肌的横截面积，计算以上各肌的横截面积

之和即为 L3 椎体肌肉群横截面积。L3 骨骼肌指数=L3 椎体肌肉群横截面积(cm
2
)/身高（m

2）。同

时记录受试者的身体学参数和肝脾体积等参数。应用营养风险筛查 2002 对患者临床情况进行评

估、收集其临床血清学指标、住院天数 Child-pugh 得分、MELD 得分等，评估 L3 骨骼肌指数与以

上各参数的相关性关系，根据 spaearman 相关性得分评估 L3 骨骼肌指数在肝硬化患者营养风险及

预后方面的评估价值等。 

结果 1. 共有 136 例肝硬化患者纳入研究，应用经典的欧美标准的肌少症标准，肝硬化患者中肌肉

减少症的比例明显升高，肌肉减少症组共 111 人，无肌肉减少症的共 25 人，两组体重、BMI、

BSA 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2. L3 骨骼肌指数与肝硬化患者营养风险、主要天数、预后等相

关性分析：通过多因素多元回归分析可知，发现患者住院时间与 L3 SMI、INR、PT、肌酐与其显

著相关,其 P 值分别为 0.009、0.000、0.011、0.027，均小于 0.05；肝硬化患者的 NRS2002 风险

评分与白蛋白、L3 骨骼肌指数相关，其 P 值分别为 0.000、0.036，均小于 0.05。L3 SMI 与 C-P

评分、血钠、白蛋白无明显相关，与国外报告一致。 

结论 通过多层螺旋 CT 测算临床诊断的肝硬化人群的 L3 骨骼肌指数，评估了肝硬化人群中有无肌

肉减少症的两组人群的临床特征，L3 骨骼肌指数与患者的营养风险相关，与 child-pugh 分级无明

显相关，同时影响了患者的住院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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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08 

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在儿童中的临床应用 

 
赵红梅,游洁玉 

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经皮内镜下胃造瘘 ( PEG) 术在儿童相关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1 月进行 PEG 5 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 5 例 PEG 均成功完成 ( 成功率 100% ) ， 手术时间 15-35 分钟， 平均手术时间 22±5.2min。 

术后 1 例出现瘘口少量渗血， 3 天后好转， 所有患者开始注食后营养状况逐渐好转， 水电解质平

衡得到纠正。 手术后 2 个月各项指标均有明显改善( P＜0.05) 。 

结论 PEG 是一种安全、 高效、 方便、 经济， 既符合生理、 且人性化的肠内营养方法。 由于其

操作简便、 安全易行、 并发症少， 

在儿童相关疾病中值得广泛应用。 

 
 

PU-0009 

Effects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the treatment of CCl4-induced liver cirrhosis 

 
Juming Ma

1
,Lanlan Li

2
,Lingxiao Chen

3
,Xi Wang

1
 

1.People‘s Liberation Army 117th Hospital，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2.Huzhou 3rd People‘s Hospital， Huzhou， Zhejiang， China; 

3.Chengzhou People‘s Hospital， Chengzhou， Zhejiang， China; 

 
Objective We obtained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ucMSCs) from human 
umbilical cord tissue, cultured and proliferated in serum free medium. In this experiment, we 
observed the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hucMSCs and identified 
differentiated potential of isolated hucMSCs to other tissues. Furthermore, prosthetic effects 
produced by hucMSCs were identified by co-culture with injured mouse hepatocytes induced by 
CCl4, through co-cultured in vitro with hepatic stellate cells (HSCs), the cell viability and 
regeneration ability of damaged mouse hepatocytes were largely enhanced. Our data have 
showed the potential role of hucMSCs in the repair of mouse injured liver via animal experiment, 
thus hucMSCs can be a promising source of acute liver damage for cell therapy. 
Methods hucMSCs were obtained from enzymatic isolation method, cultured for further 
expansion in serum free medium. Expression of cellular surface antigens and cell cycle were 
detected through flow cytometry (FCM) analysis, differentiated capacity of hucMSCs was 
manifested in respects of osteogenic, adipogenic induction. hucMSCs and hepatic stellate cells 
were co-cultured together then assessed by examination of cell cycle. Changes of protein 
expression of stellate cells in co-culture system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ting. Serum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levels in mouse blood 
were measured with an automated biochemical analyzer. 
Results We have obtained hucMSCs with typical properties of fibroblasts. CD29, CD44, CD90, 
CD105 which were all positive expressed whereas CD34, CD45 were negative expressed. 
hucMSCs have demonstrated a favorable growth tendency,  kept stable traits, possessed potent 
proliferation capacity and multi-directional differentiated ability, which can be induced into 
adipocytes, osteoblasts and hepatocytes in appropriate medium. Hepatic satellte cellular cell 
cycle and partial fibrosis-associated proteins expression were affected through co-culturing 
hepatic stellate cells with hucMSCs. Acute injury liver model showed injured liver tissue can be 
relieved by intravenous injected with hucMSCs and decreased serum ALT and AST levels to 
accelerate liver function restoration.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26 
 

Conclusions Our study adopted standardized and stable approaches of enzymatic isolation 
method and serum free system to separate and obtain a large number of hucMSCs efficiently. 
hucMSCs were verified by induced differentiation tests, showing active growth tendency and 
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 In our study, it was found that transplantation of hucMSCs via mouse 
veins could ameliorate liver injury by protecting hepatocytes. This provided a novel strategy for 
the treatment of acute liver injury, this makes UCMSCs strong candidates for future application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for human acute liver disease. 
 
 

PU-0010 

溃疡性结肠炎合并 EB 病毒血症临床特征分析 

 
赵丹丹,郭金波,张晓岚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明确 UC 患者合并 EB 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临床表现、内镜特征以及抗病毒治疗对病情的影

响。 

方法 1.应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检索 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期间

消化内科确诊的 UC 患者，同时纳入同期筛查血 EBV DNA 及行肠镜检查的患者作为对照组，进行

回顾性研究。 

2.应用聚合酶链式反应评估血 EB 病毒感染情况。 

结果 UC 患者血 EBV DNA 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人群，尤其是接受嘌呤类药物治疗者更高。重度

UC 感染 EB 病毒风险增加，但与性别、年龄、病程及使用 5-氨基水杨酸或激素治疗无关。UC 患

者出现发热、腹痛症状或内镜下表现为深大溃疡时 EB 病毒感染风险增加，但病变部位、内镜

Mayo 评分、自发性出血、片状溃疡或纵行溃疡与是否发生 EB 病毒感染无关。合并 EB 病毒感染

可使 UC 患者预后不良，但抗病毒治疗对 UC 患者预后无影响。 

结论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 EB 病毒感染率明显升高，尤其是接受嘌呤类药物治疗者。当 UC 患者出

现发热、腹痛或内镜下出现深大溃疡时，需警惕是否合并 EB 病毒感染。 

 
 

PU-0011 

Hp 感染胃黏膜组织原位 CD8+T 细胞的表型改变 

 
吴永坚,陈佩瑜,耿岚岚,王洪丽,龚四堂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组织原位记忆 T 细胞（Tissue-resident memory T cells，TRM）是近年发现的一群 T 细胞，长

期存活于外周组织和器官中，并发挥重要保护和调控作用。据报道健康人胃黏膜存在一群 TRM，

然而其在幽门螺杆菌（Hp）感染的作用依然不清楚。 

方法 本研究收集正常组（32 例）和 Hp 阳性组（35 例）病人胃黏膜活检样本，采用胶原酶消化和

研磨获取细胞悬液，流式细胞仪检测 T 细胞表面受体 CD69、CD103、CD45RO 和 CCR7 的表

达。 

结果  Hp 阳性组胃黏膜的 CD69
+
CD103

+
CD8

+
T 细胞（即 CD8

+
TRM）比例明显高于正常组

（P<0.01）；正常组和 Hp 阳性组的 CD8
+
TRM记忆表型均为 CD45RO

+
CCR7

-，两组之间无显著性

差异。 

结论 CD8
+
TRM与 Hp 相关胃黏膜炎症密切相关，可能影响 Hp 相关胃炎疾病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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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2 

谷氨酰胺强化与专一肠内营养对幼鼠 IBD 模型结肠粘膜 

细胞凋亡作用的比较 

 
赵红梅,游洁玉 

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建立 IBD 幼鼠模型，观察谷氨酰胺强化肠内营养与专一肠内营养对 IBD 幼鼠模型肠粘膜细胞

凋亡抑制的作用。 

方法 购买 80 只 4-5 周幼鼠（体重 50-100g),以基础饲料适应性喂养 1 周后，用三硝基苯磺酸

（TNBS）进行灌肠造模，按随机数字表随机分成空白对照组(20 只，生理盐水灌肠，普通饲料喂

养），TNBS 结肠炎组（20 只，TNBS 灌肠，普通饲料喂养），TNBS+短肽制剂干预组（20 只，

TNBS 灌肠，短肽制剂喂养），TNBS+短肽制剂+谷氨酰胺(Gln）干预组（20 只，TNBS 灌肠，短

肽+谷氨酰胺喂养），干预 1 周，期间观察幼鼠进食情况，体重变化，毛发精神外观，大便性状及

隐血。1 周后处死，留取肠粘膜组织，观察肠粘膜外观情况，RT-PCR 检测肠粘膜凋亡调控基因及

凋亡信号转导因子的表达，westen blot 方法检测结肠粘膜 IGF-1 的浓度。 

结果 TNBS 组幼鼠的进食情况及毛发，体重增长、大便性状及肠粘膜外观修复情况均较其他组差，

短肽+谷氨酰胺干预组较短肽干预组营养状态较好。结肠粘膜凋亡调控基因及凋亡因子的表达：

bcl-2、bax、Caspase-9、Caspase-3 mRNA 在 TNBS 组存在高表达，而在短肽组及短肽组+Gln

表达偏低,经方差分析，bax 凋亡调控基因在 TNBS 组与其他三组均有显著差异（P<0．05)。结肠

粘膜 IGF 水平：空白对照组的 IGF-1 灰度比值为 1.679，TNBS 组为 1.544，TNBS+短肽组为

2.459，TNBS+短肽+Gln 组为 1.884。 

结论 谷氨酰胺强化短肽制剂能有效改善 IBD 模型幼鼠的一般营养状况，抑制结肠粘膜的细胞凋

亡，但并未显示出较专一肠内营养的明显优势，在刺激结肠粘膜 IGF-1 的合成维护肠粘膜屏障功能

方面稍逊于专一肠内营养。 

 
 

PU-0013 

血清尿酸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系 

 
林连捷,王东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尿酸（SUA）与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相关性。 

方法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诊治的 249 例 NAFLD 患者以及

144 例无非酒精性脂肪肝( N-NAFLD)患者被纳入研究，分析其一般资料（性别、身高、体质量、血

压）及肝功能、血脂、血清尿酸（serum uric acid，SUA）等指标；以四分位法将 SUA 分为四

组，Q1 组 99 例，Q2 组、Q3 组、Q4 组各 98 例，通过卡方检验两两比较各组中 NAFLD 所占的比

例，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 SUA 与 NAFLD 间的关系。 

结果 NAFLD 组与 N-NAFLD 组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舒张压（DBP）、体质量指数（BMI）、

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γ-谷氨酰转肽酶（GGT）、SUA、甘油三酯

（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收缩压、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Q1 组、Q2 组、Q3 组、Q4 组中 NAFLD 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41.41%

（41/99），57.14%（56/98），71.43%（70/98），83.67%（82/98），Q2 组高于 Q1 组

（χ2=4.574，P=0.033），Q3 组高于 Q2 组（χ2=4.720，P=0.030），Q4 组高于 Q3 组

（χ2=4.220，P=0.041）；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血清尿酸是 NAFLD 的危险因素（P<0.05），

OR=1.016，校正年龄、性别、BMI、舒张压、TG、TC、HDL-C、LDL-C 后，OR=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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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UA 是 NAFLD 的独立危险因素。 

 
 

PU-0014 

上消化道早癌患者行内镜黏膜剥离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曹艳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探讨上消化道早癌患者行内镜下黏膜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围手

术期的多种护理方法对 ESD 治疗的重要作用。 

方法 对我院 2016 年 6-12 月 47 例上消化早癌行 ESD 治疗患者给予围术期的多种护理干预，护理

内容主要包含术前健康宣教、心理护理，术中观察与护理技术配合，术后生命体征监测、病情观

察、生活指导及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等。 

结果 47 例患者术后有 2 例发生胃底穿孔，1 例胃窦出现迟发性出血，经积极处理，5-7d 后均愈后

良好出院。 

结论  护士给予患者积极规范的围手术期护理能有效预防 ESD 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减轻患者心理负

担，促进患者康复,围术期精心护理是治疗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PU-0015 

老年人结肠黏膜组织中生物活性因子的变化初步研究 

 
卢萌,郑松柏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目的  探讨老年人结肠黏膜相关分子生物学增龄变化特点。 

方法 选取因结肠肿块行左半结肠切除术或因直肠恶性肿瘤行 Dixon 或 Miles 手术治疗的患者为研究

对象。按年龄分为中青年组（＜65 岁，n=12）、老年组（≥65 岁）共 23 例，其中老年组分为低龄

老年组（≥65 岁且＜75 岁，n=11)和高龄老年组（≥75 岁，n=12）。Elisa 法测定结肠黏膜紧密连

接蛋白 ZO-1、闭锁蛋白 Occludin、髓过氧化物酶 MPO、三叶因子 TFF3 及端粒酶 TE 的含量。流

式细胞术检测结肠黏膜组织内 CD4+，CD8+，CD4+CD8+，CD4-CD8-的数目。 

结果 ①低龄老年组及高龄老年组紧密连接蛋白 ZO-1 的含量均减少，三组分别为（3.37±0.81）、

（2.62±0.62）、（2.59±0.80）ng/mg，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105，P=0.026）；②低龄老年

组及高龄老年组闭锁蛋白 Occludin 的含量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均比中青年组减少，三组

分别为（4.74±1.16）、（3.52±0.86）、（3.77±1.06）ng/m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502，

P=0.019）；③各组髓过氧化物酶 MPO 的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2.006，P=0.151）；④中青

年组、低龄老年组及高龄老年组三叶因子 TFF3 的含量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且均较中青年组减

少，分别是（ 0.58±0.14 ）、（ 0.45±0.09）、（ 0.47±0.12） ng/m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544，P=0.041）；⑤中青年组、低龄老年组及高龄老年组端粒酶的含量分别是

（ 5.61±1.55）、（ 4.52±1.20）、（ 4.66±1.30） ng/mg，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2.181，

P=0.129）。⑥CD4+的淋巴细胞的百分数、CD4+CD8+淋巴细胞的数目及百分数，在老年组较中

青年组均有明显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5，P=0.003，P=0.003）。 

结论 老年人的结肠黏膜组织中，与防御修复相关的 ZO-1、Occludin 及 TFF3 的含量在老年组都有

一定程度的减低，但是在高龄老年组其又有升高的趋势，其原因可能与高龄老年人机体本身出现一

定的代偿机制有关。老年组结肠黏膜组织中 CD4+、CD4+CD8+的淋巴细胞的数目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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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6 

慢性萎缩性胃炎危险因素及血清标志物的研究 

 
崔膑心,刘文天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索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CAG)的危险因素，为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提

供科学依据，并比较 CAG 患者血清的胃蛋白酶原 (pepsinogen, PG)和血清胃癌相关抗原

(monoclonal gastric cancer 7 antigen, MG7-Ag)水平，探索血清标志物对 CAG 患者萎缩程度及肠

上皮化生(intestinal metaplasia, IM)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 月因胃部不适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内科就诊，行胃镜及

病理学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的 126 例患者作为病例组；选取同期在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体检

的健康人群，经胃镜检查诊断为胃粘膜正常或轻度非萎缩性胃炎的 46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采用问

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基本信息及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临床资料。

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检测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的血清 PGI、PGⅡ和

MG7-Ag 水平,并计算 PGⅠ与 PGⅡ的比值 PGR。根据不同的萎缩程度分为轻度萎缩组、中度萎缩

组和重度萎缩组，根据不同的肠化程度分为单纯萎缩组和萎缩伴肠化组。通过 T 检验、卡方检验等

统计学方法比较不同萎缩程度及肠化程度患者的血清 PGI、PGⅡ、PGR 和 MG7-Ag 水平的差异。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CAG 与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感染和胃癌家族史有关，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AG 的危险因素有 H. pylori 感染(OR=4.974；95%CI，

2.417-10.235)与家族胃癌史(OR=12.273；95%CI，1.617-93.147)。 2.  CAG 患者发生 IM 与高盐

饮食相关(OR=3.118；95%CI，1.267-7.674)。血清标志物对比结果显示，血清 PGI、PGII、PGR

及 MG7-Ag 水平在不同萎缩程度及肠化程度患者中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1.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危险因素有 H. pylori 感染和胃癌家族史。CAG 发生 IM 的危险因素是高

盐饮食。2.血清 PGI、PGII、PGR 及 MG7-Ag 水平对于区分 CAG 患者的萎缩程度及肠化程度可能

没有明显的价值。 

 
 

PU-0017 

Hp 感染胃黏膜 T 细胞分泌细胞因子的改变 

 
吴永坚,陈佩瑜,耿岚岚,王洪丽,龚四堂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Hp 感染诱导多种细胞因子调控组织炎症和细菌清除，然而 T 细胞分泌细胞因子类型及其水平

依然不清楚。 

方法 本研究收集正常组（21 例）、Hp
+胃炎组患儿（37 例）胃黏膜活检样本，提取组织 RNA，采

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细胞因子（TNF、IFN-gamma、IL-1beta、IL-2、IL-6）的 mRNA 表达，同

时消化研磨获取胃黏膜单细胞悬液，采用 anti-CD3/CD28 刺激 24 小时，表面染色 T 细胞，胞内染

色细胞因子，检测 T 细胞中 TNF 和 IFN-gamma 的表达水平。 

结果  Hp
+胃炎组 TNF、 IFN-gamma、 IL-1beta、 IL-2 和 IL-6 mRNA 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组

（P<0.05）；anti-CD3/CD28 刺激后，胃黏膜 CD4
+和 CD8

+
T 细胞表达 TNF 和 IFN-gamma 明显

高于正常组（P<0.05）。 

结论 Hp 感染诱导组织细胞分泌大量炎性细胞因子分泌，其中 TNF 和 IFN-gamma 主要来源于

CD4
+和 CD8

+
T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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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8 

一例不明原因造成的消化道出血的年轻患者 

 
李鑫琪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消化道出血是一种很常见的紧急情况，并且出血源自于上消化道和小肠的概率分别为 75%和

2—10%
【1】

。我们描述了一名 29 岁的男性患者他的贫血症状是由于小肠出血引起。消化道出血

中，小肠出血占了 7%—8%，而其中血管畸形又占了 70%—80%
【2-3】

。腺癌是小肠肿瘤中最主要

最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
【4】

。但是，我们的消化道肿瘤的患者中患间质瘤的患者小于 1%
【4】

。而消

化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的高发年龄为 50—60 岁，并且这些间质瘤仅

有少数来源于小肠
【6】。本篇案例报道是关于由于小肠间质瘤而造成的消化道出血的年轻患者。 

方法 大多数消化道出血的来源是上消化道。来源于小肠的出血是非常罕见和难以诊断，必须要识

别发生的时间。小肠的出血，有 70%—80%是因为血管畸形，有 5%—10%是因为小肠肿瘤。报告

的峰值年龄显示小肠的发病约为 50 岁左右。所有的消化道肿瘤中小肠肿瘤的发病率只有 1%—

2%。我们描述了一名 29 岁的男性患者，伴有消化道出血和不明原因的贫血以及开腹手术。手术结

果显示在空肠出现的边界清楚的 45mm×40mm 的病变，类似于脓肿或憩室。然后，手术后的病理

诊断结果显示的却是一个界外生长的胃肠间质瘤。 

结果 手术结果显示在空肠出现的边界清楚的 45mm×40mm 的病变，类似于脓肿或憩室。然后，手

术后的病理诊断结果显示的却是一个界外生长的胃肠间质瘤。 

结论 我们这个个案描述了一名年轻的男性患者因小肠间质瘤引起的消化道出血，所以年轻患者出

现消化道出血时要考虑胃肠道肿瘤可能性，尤其是胃肠道间质瘤。 

 
 

PU-0019 

1 例老年患者 ERCP 围手术期处理分析 

 
黄鹤,关斌,徐宝满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目的 加强临床医生对 ERCP 围手术期前后患者的管理，为今后降低术后并发症，提高诊疗率提供

经验。 

方法 以科室收治的一名患者诊治经过为例，详细分析出现的临床症状及并发症。患者女性，69

岁，因―进行性周身皮肤及巩膜黄染 10 天‖入院。经 MRCP 检查及肝功肿瘤标志物等检查考虑胆管

癌并胆道低位梗阻，诊断：梗阻性黄疸，胆总管占位性病变。于入院后第 6 天后行经内镜逆行胆胰

管造影+经内镜奥狄氏括约肌切开术+经内镜胆管内引流术＋金属支架置入术。术后 3 小时复查淀粉

酶、血清脂肪酶测定增高达 3 倍以上。术后次日患者出现上腹部疼痛，淀粉酶脂肪酶持续增高。第

3 日患者感气短，略有喘息，腹痛、腹胀不适，伴发热，体温最高 38℃左右，急查血气：提示低氧

血症，肝功：黄疸指数较入院时下降但较术后第二天增高。超敏 C 反应蛋白及降钙素元增高；给予

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钠 抗炎治疗同时继续抑酸。术后第 5 日患者体温降至正常，无腹痛，复查淀

粉酶 110U/L。术后第 7 日患者感气短、喘息、呼吸费力，听诊双肺呼吸音粗，肺底可闻及湿罗

音，予多索茶碱等平喘对症治疗。患者尿液呈深褐色，查尿常规提示：蛋白质 2+1.0g/L、胆红素

1+17μmol/L、白细胞 3+500leu/μl、潜血 3+200mg/l、白细胞（高倍视野）+++HPF、红细胞（高

倍视野）满视野 HPF、术后第 8 日患者突然意识淡漠，言语不清，可见肉眼血尿。查血红蛋白

47g/L，凝血项：血浆凝血酶原时间测定 42.1s，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 4.29s，凝血酶原时

间比值 3.24s，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测定 72.9s。给予输血、扩容，停用头孢哌酮钠改用盐酸莫

西沙星抗炎治疗，并注射维生素 K1 注射液。术后第 10 天，患者无发热、无腹痛，尿色浅红，意

识清，对答合理，复查凝血项已恢复正常。术后第 16 天，患者痊愈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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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者经 ERCP 治疗后解除了梗阻性黄疸，但出现了术后胰腺炎，应用三代头孢舒普深有效的

控制了感染，但出现了凝血功能障碍导致的血尿，进而出现了血容量不足导致的意识改变，经停用

舒普深，输血扩容治疗后痊愈出院。 

结论 1.老年梗阻性黄疸应用 ERCP 治疗是安全的。 

2.老年患者易出现术后并发症。 

3.梗阻性黄疸患者应用头孢类抗生素术需注意监测凝血功能。 

 
 

PU-0020 

脱 羧 基 凝 血 酶 原 在 肝 硬 化 患 者 肝 功 能 及  

预后评估中的作用 

 
赵晨 

上海长征医院 

 

目的  研究脱 羧基凝血酶原(DCP)在肝硬化患者肝功能评价及预后评估中的作用。  

方法 纳 入 2013 年 1 月 至 2016 年 8 月 就 诊 的 137 例 肝 硬 化 患 者 ,检 测 血 清 DCP 水 平 ,收 

集 临 床 资 料 , 随 访 并 发 症 发 生 情 况 及 生 存 情 况 。 将 137 例 患 者 分 为 DCP 阴 性 组 

(DCP≤40 mAU/mL)118 例 和 DCP 阳 性 组 (DCP>40 mAU/mL)19 例 ,将 45 例 代 偿 期 肝 硬 化 

患 者 分 为 DCP 高 水 平 组 (DCP>16.5 mAU/mL)32 例 和 DCP 低 水 平 组 (DCP≤16.5 

mAU/mL)13 例 。 利 用 卡 方 检 验 分 析 不 同 分 级 患 者 DCP 阳 性 率 差 异 ,利 

用 Spearman 相 关 性 检 验 分 析 DCP 与 终 末 期 肝 病 模 型 (MELD)的 相 关 性 ,利 用 

检 验 分 析 DCP 与 肝 病 相 关 病 死 率 的 相 关 性 。 

结果 与 DCP 阴性组相比，DCP 阳性组患者白蛋白水平降低[35 g/L（20~57 g/L）比 29 g/L

（17~42 g/L）]，胆红素水平、PT 和国际标准化比值均升高[分别为 12.9 mg/L  （1.80~83.0 

mg/L）比 22.2 mg/L（6.40~169.0 mg/L），15.5 s（11.7~35.7 s）比 17.5 s（13.9~33.4 s），

1.24（0.96~3.72）比 1.44（1.09~3.2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Child-Pugh A、

B、C 级患者 DCP 阳性率（DCP＞40 mAU/mL）分别为 1.82%、21.15%、23.33%。Child-Pugh 

B 级和 C 级肝硬化患者 DCP 水平与 MELD 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0.259，P=0.021）。DCP 阳

性组患者腹水和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BP）的发生率高于 DCP 阴性组(84.21%比 15.29%，

15.29%比 1.6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
=5.744、97.636，P 均＜0.05）。代偿期肝硬化 DCP

高水平组临床失代偿的比例高于 DCP 低水平组(40.6%比 1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5.397，

P=0.024）。DCP 阳性组与 DCP 阴性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和总体生存率均低于 DCP 阴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0)。     

结论 肝硬化患者血清 DCP 水平与肝功能及腹水和 SBP 的发生密切相关,且与代偿期患者发生失代

偿和肝硬化患者肝病相关死亡 率相关,可能成为肝硬化患者临床诊治中判断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

有用的血清学指标。  

 
 

PU-0021 

二氯乙酸通过 miR-543/AMPK-mTOR 通路逆转结肠癌化疗耐药 

 
侯利丹,祝丹希,梁钰,李林静,黄欣,李雷,王萍,朱黎明,孟祥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二氯乙酸对奥沙利铂化疗耐药结肠癌细胞敏感性的影响；筛选二氯乙酸调控的

miRNAs，深入分析 miRNA 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结肠癌化疗耐药中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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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利用 CCK8，流式细胞术，细胞克隆等实验，研究二氯乙酸对结肠癌细胞耐药性的影响；不

同浓度及时间点二氯乙酸分别处理结肠癌细胞 HCT116，通过 Microarray 筛选变化显著的

miRNAs；利用蛋白质组学分析二氯乙酸 处理后变化明显且与 AMPK/mTOR 通路相关的蛋白分

子；结合 Microarray 结果与生物信息学预测，筛选出可能参与调控 AMPK/mTOR 信号通路的

miRNAs；在结肠癌细胞中分别沉默和过表达上述 miRNAs ，检测结肠癌细胞对奥沙利铂的敏感性

变化；通过荧光素酶报告实验验证 miRNA 与 AMPK/mTOR 通路相关的蛋白分子之间的调控关

系，确定 miRNA 调控的通路蛋白分子；转染通路蛋白分子沉默质粒，干扰其表达，观察结肠癌细

胞对奥沙利铂的敏感性，阐明其在结肠癌奥沙利铂化疗耐药中的作用；通过 Oncomine 数据库分析

通路蛋白分子在正常结肠上皮和结肠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 

结果 二氯乙酸对结肠癌细胞活性无明显影响，但与奥沙利铂联用能够显著增强结肠癌细胞对奥沙

利铂的敏感性，与奥沙利铂单药组相比，结肠癌增殖活性明显降低，细胞凋亡增加，克隆形成能力

显著减弱； DCA 处理 HCT116 细胞后，AMPK 通路活化直接相关分子 Calcium binding protein 39 

(CAB39) 表达显著增强，AMPK 通路活化、mTOR 通路抑制；结合 Microarray 结果和 

TargetScan、miRDB、miRWalk 软件预测预测表明 miR-543 在 DCA 处理后显著下调且与 CAB39

相互作用；荧光素酶报告实验证实 miR-543 与 CAB39 的 3‘UTR 区域结合抑制 CAB39 作用；过表

达 miR-543 结肠癌细胞对奥沙利铂的敏感性明显降低，反之亦然；敲低 CAB39 后结肠癌细胞对奥

沙利铂的敏感性明显降低；Oncomine 数据库分析显示 CAB39 在结肠癌组织中表达下调。 

结论 二氯乙酸通过下调 miR-543，增强调控 CAB39 表达，活化 AMPK-mTOR 通路，增强结肠癌

细胞对奥沙利铂的化疗敏感性，为结肠癌化疗耐药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策略。 

 
 

PU-0022 

含雷贝拉唑的十日三联根除疗法治疗儿童幽门螺杆菌的疗效分析 

 
王洪丽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探讨由雷贝拉唑、克拉霉素、阿莫西林组成的十日三联根除疗法根除大于 6 岁儿童幽门螺杆

菌（Hp）感染的临床疗效。 

方法 经 C13 呼气试验，快速尿素酶，病理活检任意两项阳性确诊的 Hp 感染的腹痛患儿 192 例，

单盲机法 2 组,1 组为含雷贝拉唑的十日三联根除方案，1 组为含奥美拉唑的十日三联根除方案。含

雷贝拉唑的十日三联根除方案（6-12 岁儿童，雷贝拉唑用量 10mg/次，bid，大于 12 岁儿童，雷贝

拉唑 20mg/次，bid），奥美拉唑（0.8-1.0mg/kg.d，bid），克拉霉素（20mg/kg.d，bid），克拉

霉素（20mg/kg.d，bid），两种疗程均为 10 天。停药后 4 周复查 C13 呼气试验，按意图治疗分析

（ITT）和按试验方案分析（PP）Hp 根除率,记录服药后有无恶心呕吐、嗳气、腹泻、皮疹、头晕

头痛等不良反应及腹痛的缓解情况。 

结果 192 例入组患儿失访 13 例，总失访率 6.7%。实际雷贝拉唑组入组 102 例，奥美拉唑组入组

77 例。雷贝拉唑组 ITT、FTT 为 81.3%,88.2%，奥美拉唑组 ITT、FTT 为 76%,80.1%。按 ITT 分

析，雷贝拉唑组与奥美拉唑组相比,Hp 根除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0.72，P>0.05）；按 PP

分析，雷贝拉唑组与奥美拉唑组相比,Hp 根除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62，P>0.05）；两

组比较疗效 ITT 与 PP 结果一致；两组患者腹痛缓解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于 6 岁以上儿童，含有雷贝拉唑较含奥美拉唑的十日三联根除疗法根除率更高，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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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23 

OTSC 联合钛夹闭合通气后巨大气管食管瘘一例 

 
章婷婷,方昊,姚玲雅,高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以往对于 TEF，多采取外科手术治疗，但是外科创伤大，并发症多，死亡率也很高。近年

来，随着内镜技术的发展，TEF 可运用内镜治疗。我们治疗气管食管瘘的成功，为 OTSC 治疗

TEF 的有效性提供了依据，为临床上治疗 TEF 又提供了更加合适的选择方案。 

方法 内镜下直视气管食管瘘，并运用 OTSC 和钛夹联合吻合巨大气管食管瘘 

结果 瘘口 成功得到闭合。 

结论 OTSC 是治疗气管食管瘘的一个可选治疗方案。 

 
 

PU-0024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良性食管狭窄 1 例 

 
杨天,徐桂芳,王雷,张妮娜,邹晓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良性食管狭窄与胃食管反流病、下食管括约肌功能异常、食管蠕动异常、食管列孔疝等有

关，常用的治疗方法有药物治疗或内镜下球囊或探条扩张术。本例采取经口内镜肌切开术（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POEM）治疗良性食管狭窄获得良好临床效果。 

方法 66 岁女性患者因―间断吞咽困难及胸痛 20 余年‖入院，体重无明显下降。既往史、个人史、家

族史无特殊。外院 CT 提示食管中段管壁增厚，未见肿大淋巴结。胃镜检查提示食管距门齿约

30cm 管腔狭窄，表面黏膜粗糙，活检提示慢性食管炎伴鳞状上皮增生。超声内镜提示狭窄处食管

固有肌层均匀增厚。上消化道造影检查提示食管中段充盈缺损，不排除食管癌可能。高分辨率食管

测压提示食管上段同步收缩而中下段蠕动消失。排除手术禁忌后患者接受经口内镜肌切开术并于肌

层进行活检。 

结果 肌层活检病理结果提示平滑肌增生伴慢性炎性细胞浸润。术后诊断为良性食管狭窄。POEM

术后 2 月后患者吞咽困难及胸痛症状消失，上消化道造影检查提示钡剂顺利通过食管，随访 27 个

月患者未再诉吞咽困难和胸痛，复查胃镜提示 POEM 术后疤痕愈合良好，食管腔通畅，未见狭

窄。 

结论 经口内镜肌切开术除了用于治疗贲门失弛缓症、弥漫性食管痉挛、食管高压收缩、胃轻瘫等

疾病，还可适用于良性食管狭窄的诊断和治疗。 

 
 

PU-0025 

内镜超声引导下胆管引流在经内镜逆行胆管造影术失败的梗阻性

黄疸患者中的治疗价值 

 
郑汝桦,曹俊,姚玉玲,邹晓平,王雷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超声引导下胆管引流术（EUS-BD）在经内镜逆行胆管造影术（ERC）失败的梗阻性

黄疸患者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南京鼓楼医院行 EUS-BD 的 17 例梗阻性黄疸患者

资料，分析术式、技术成功率、临床有效性及术后并发症、随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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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7 例患者 16 例手术成功，技术成功率 94.1%（16/17）。采取的手术方式包括：内镜超声引

导下肝胃吻合术 12 例；内镜超声引导下顺行性金属支架置入术 2 例；内镜超声引导下 ERCP 会师

术 1 例；内镜超声引导下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术 1 例。手术成功的 16 例患者术后胆红素均有不同

程度下降，临床有效率 94.1%（16/17）。术后并发症包括胆道感染 5 例，胆漏 2 例，气腹、十二

指肠穿孔 1 例。16 例患者术后随访 14~390 d，有 2 例患者术后 1 个月因原发病加重死亡，另有 2

例患者术后再发黄疸加重，循原途径更换支架后，胆红素再次下降。 

结论 EUS-BD 可作为 ERC 失败的梗阻性黄疸患者的备选治疗方案，手术成功率及临床有效率均较

高，手术方式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 

 
 

PU-0026 

血清 PIVKA-Ⅱ联合 AFP、GGT-Ⅱ对肝细胞癌的诊断价值 

 
袁乐瑶,倪润洲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PIVKA-Ⅱ联合 AFP、GGT-Ⅱ对提高肝癌诊断水平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于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 234 例肝细胞癌、171

例肝硬化、113 例慢性肝炎、63 例肝脏良性占位、57 例继发性肝癌及其他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患者

以及 21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清，应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PIVKA-Ⅱ及 AFP 水平，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法检测 GGT-Ⅱ，运用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 (ROC)等方法分析三者对肝癌的诊断价值；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法分析 PIVKA-Ⅱ与 AFP 的相关性，计算列联系数以探究 PIVKA-Ⅱ与 GGT-Ⅱ的

相关性；分析 PIVKA-Ⅱ与部分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结果 血清 PIVKA-Ⅱ、AFP 和 GGT-Ⅱ诊断肝癌的敏感度分别为 87.6%、71.1%和 87.1%，特异度

分别为 89.5%、76.2%和 97.4%，准确度分别为 88.7%、81.0%和 92.6%。血清 PIVKA-Ⅱ联合

AFP、GGT-Ⅱ检测可使诊断肝癌的敏感度达 95.9%。其结果优于单独检验任一种或联合检验任两

种上述指标，能够显著降低肝癌漏诊概率。血清 PIVKA-Ⅱ的浓度与 AFP 的相关系数为 0.213，与

GGT-Ⅱ的列联系数为 0.196，P 均大于 0.05，提示三者相关性较低，可分别为诊断肝癌的独立参

数。PIVKA-Ⅱ浓度与肿块的大小、是否门脉侵犯以及 T 分期相关。 

结论 血清 PIVKA-Ⅱ联合 AFP、GGT-Ⅱ可提高肝癌的诊断水平；PIVKA-Ⅱ浓度高低有助于判断肝

癌患者的预后。 

 
 

PU-0027 

艾普拉唑对幽门螺杆菌阳性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疗效观察 

 
姜伟,孙军 

锦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评价艾普拉唑治疗幽门螺杆菌（H.pylori）阳性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采用随机、单盲、平行对照试验研究方法。H.pylori 阳性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活动期病人 120

例，分为奥美拉唑组和艾普拉唑组。奥美拉唑组给予：枸橼酸铋钾 220mg +奥美拉唑 20mg+阿莫

西林 1000mg+克拉霉素 500mg，bid，疗程为 2 周；艾普拉唑组给予：枸橼酸铋钾 220mg +艾普

拉唑 5mg+阿莫西林 1000mg+克拉霉素 500mg，bid，疗程为 2 周。两组 2 周治疗结束后再单用奥

美拉唑或艾普拉唑维持治疗 2 周，结束全部疗程。用药治疗 2 周后完善胃镜检查，若 2 周溃疡未愈

合，第 4 周再次复查胃镜。溃疡愈合者停药 4 周后完善 13
C(或 14

C)呼气试验。观察两组治疗后溃疡

愈合、H.pylori 根除及消化道症状改善情况。详细记录患者治疗前后存在的消化道症状以及治疗过

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治疗前后完善血常规、血生化、便常规加隐血、肝胆胰脾彩超等相关辅助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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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奥美拉唑组与艾普拉唑组对比试验结束后的各项指标，抗 H.pylori 治疗 2 周后奥美拉唑组患者

溃疡痊愈率为 23.08%，愈合率为 76.92%，有效率为 82.69%；艾普拉唑组患者溃疡痊愈率为

20.37%，愈合率为 87.03%，有效率为 94.44%，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接受

药物治疗 4 周后，奥美拉唑组患者溃疡痊愈率为 80.77%，愈合率为 90.38%，有效率为 96.15%；

艾普拉唑组患者溃疡痊愈率为 81.48%，愈合率为 94.44%，有效率为 100.00%，两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H.pylori 根除率奥美拉唑组为 78.85%、艾普拉唑组为 92.59%，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单一临床症状的缓解均有疗效，2 周时艾普拉唑组患者腹胀、

反酸、烧灼感改善状况优于奥美拉唑组(P<0.05），其余单一症状改善有效率及综合症状改善显效

率和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奥美拉唑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14.81%；艾普拉唑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7.69%，奥美拉唑组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艾普拉唑组，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结论 艾普拉唑可有效、安全的治疗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含艾普拉唑的四联 2 周方案在 H.pylori 根除

率、消化道症状缓解上明显优于奥美拉唑。 

 
 

PU-0028 

内镜下隧道技术治疗纵隔内支气管源性囊肿 2 例 

 
李亚其,周炳喜,邝胜利,李晓芳,李修岭,袁媛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切除纵膈内病变的安全性及意义，同时评估超声内镜检查在此类患者诊疗中的价

值  

方法 回顾性研究及总结我科经内镜下切除纵膈内病变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内镜下切除纵膈内

病变的价值，以及超声内镜检查所起的重要作用。 

结果 两例患者均顺利建立食管内隧道，隧道内超声扫查提示食管壁外病变，呈无回声改变，外侧

回声稍增强，多普勒扫查提示内部无血流经过；予以 IT2 刀切开肌层暴露食管壁外瘤体，沿瘤体边

缘剥离至病变完全分离，继以钛夹闭合隧道入口，过程顺利。术后病人予以预防感染、抑酸、营养

支持等对症支持治疗，恢复顺利。 

结论 内镜下治疗近些年由腔内到腔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超声内镜的辅助评估下通过隧道技术

切除纵膈内支气管源性囊肿的可能性得以实现，支气管源性囊肿具有恶变倾向，既往已经癌及纤维

肉瘤源自支气管囊肿的报道，且最近有回顾性研究报到囊壁组织恶变率为 0.7%,因其恶变率较低，

目前有学者主张有选择保守治疗，但囊肿增大可压迫食管及周围组织，存在继发感染、溃疡、穿孔

等风险，本文 2 例患者术前相关检查准确性欠佳，术中超声内镜反复评估，在充分与家属沟通的前

提下，排除与血管的危险关系后完成纵膈内肿瘤的切除，诊断与术后病理一致，且 2 例患者术后均

术后恢复顺利，无并发症出现。 

 
 

PU-0029 

十二指肠乳突部异位胰腺致梗阻性黄疸误诊为 

壶腹癌一例并文献复习 

 
项赛衡,陈洪潭,许国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十二指肠乳突部异位胰腺临床少见，可引起梗阻性黄疸，易误诊为恶性肿瘤。本文旨在通过

病例报道及文献复习，帮助提高对本病的认识，避免误诊及小病大治。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36 
 

方法 回顾性报道一例十二指肠乳突部异位胰腺致梗阻性黄疸，并误诊为壶腹癌而接受了 Whipple

手术治疗的案例。对国际上类似报道进行文献总结回顾。 

结果 患者男，61 岁，因―眼黄、肤黄、尿黄 5 天‖入院，伴肝区隐痛、乏力纳差，无其他明显不

适。查体皮肤巩膜黄染明显，无其他明显异常。查总胆红素 317μmol/L，结合胆红素 220μmol/L，

游离胆红素 97μmol/L，尿胆红素+++，尿胆原++。查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 5.7ng/mL，糖抗原

199 172.9U/mL。肝胆 B 超示―肝内胆管及胆总管扩张、主胰管扩张，胰头占位，恶性肿瘤考虑‖。

腹部增强 CT 见―十二指肠乳突占位，壶腹癌考虑，胰胆管梗阻；肝门部及胰头后方淋巴结稍增

大‖。遂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Whipple 手术）及 Child 重建术，术中探查见肿瘤位于胰头钩突部，

大小约 3×2.5cm，质地硬，胰头周边部分淋巴结肿大，质地尚软，胆总管扩张明显，胆囊肿大。术

后病理示：―十二指肠乳头周围黏膜下层可见异位胰腺，局灶呈腺肌瘤样改变，一处见神经纤维簇

状增生，送检淋巴结均呈反应性增生‖。文献回顾显示，十二指肠乳突部异位胰腺少见，英文报道

仅 10 余例，常导致梗阻性黄疸，并极易误诊为壶腹癌，获得术前诊断者很少，EUS-FNA 等可以帮

助术前诊断。 

结论 十二指肠异位胰腺引起梗阻性黄疸少见，发生在乳突部时极易误诊为壶腹癌等恶性疾病。异

位胰腺应被纳入壶腹周围肿瘤的鉴别诊断范围内。术前穿刺活检有助于明确诊断，避免小病大治。 

 
 

PU-0030 

溃疡性结肠炎与肠道微生态 

 
周晓凤,曹志群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明确调节肠道微生态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中的必要性。 

方法 查阅相关文献，阐述肠道微生态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关系，并对粪菌移植及中医药通过调节肠

道微生态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针对所收集的 40 余篇文献，明确肠道微生态稳态的维持是溃疡性结肠炎治疗的一部分，现今

较热门的粪菌移植及相关中医药治疗通过维持肠道微生态的稳态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结论 通过调节肠道微生态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疗效较好，可在临床推广应用。 

 
 

PU-0031 

肝衰竭患者治疗过程中发生贫血的临床观察 

 
姜挺,李晖,任换平,颜俊伟,张姮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肝衰竭病情发展迅猛，死亡率极高，在治疗中我们发现部分病人会出现不明原因血色素下

降，本研究旨在探索肝衰竭患者贫血的发生、转归及对短期生存的影响。  

方法 纳入 2013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0 月我院住院的各种原因发生肝衰竭患者，中心实验室常规检

测血常规、血肌酐、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白蛋白、总胆红素、凝血功能、Coombs‘试验，溶

贫全套指标等。观察反复多次输血浆与基础肝硬化患者比较，观察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贫血的发

生、转归。 

结果 在纳入的 120 例肝病患者中，40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贫血发生率为 3.1%，40 例肝硬化患者

为 25.6%，40 例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住院时贫血发生率为 38.2%（其中 24.3%为轻度贫血，

15.2%为中度贫血，1.6%为重度贫血）；  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贫血程度在住院 2 周内加重

（108.3 g/L 对 92.4 g/L，P<0.001）；长期生存患者（N=58）恢复期贫血情况显著改善 (97.5 g/L 

对入院时的 115.4 g/L，P=0.001)；住院首日血红蛋白水平（截断点 102.5 g/L）是 90 天生存率的

预测因素（曲线下面积 =0.628，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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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贫血发生率高，贫血越重对短期生存不利，而长期生存者贫血情况可逐

步复常；入院时血红蛋白水平能预测短期预后。 

 
 

PU-0032 

炎症性肠病患者胆结石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赵婧婧,周国雄,丁晓凌,曹维,张海峰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IBD)患者胆结石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2 月-2017 年 11 月期间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 IBD 患者共 224 名，其中 UC

患者 157 名，CD 患者 67 名，将 317 名性别、年龄和体重指数(bodyIrlassindex，BMI)与之匹配的

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记录 IBD 患者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BMI、病变范围、复发次数、肠

外营养次数、激素治疗次数、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汁酸等数据，统计 IBD 患者胆结石发生

率，再分别其中 UC 患者及 CD 患者胆结石的发生率，分析其与之相关的危险因素。 

结果 IBD 患者胆结石患者发生率为 10.7%，健康对照组为 4.7%（P <0.05）。其中 UC 患者胆结石

发生率为 10.2%，CD 患者胆结石发生率为 11.9%，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而 CD 组和 UC 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进行单因素分析，显示 UC 患者年龄≥50 岁、合并高血压与胆结石的发生显著相关，多因素分析显

示年龄是显著因素。CD 患者中没有发现与胆结石明确相关的危险因素。 

结论 本研究显示 IBD 患者与一般人群相比，具有较高的胆结石发生率。合并高血压的 UC 患者及

CD 患者发生胆结石的风险增加，而病情反复发作也是 UC 患者发生胆结石的危险因素。 

 
 

PU-0033 

隐匿性肝性脑病的危险因素及其预后分析 

 
谭炜,曾欣,谢渭芬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明确隐匿性肝性脑病（C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CHE）在肝硬化患

者中的发病情况并研究其预后情况，分析与 CHE 发病相关的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长征医院消化内科病房收治的肝硬化患者 114 例，所有

纳入研究的患者均符合纳入标准、不符合排除标准且经 CHE 筛查。 

      通过查阅住院患者病历、电话或门诊的形式获得临床和随访数据。临床及实验室资料的采集选

用患者首次进行 CHE 筛查时的临床和生化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线资料。获得的数据包括患者基本资

料 [ 性别、年龄、肝硬化病因、筛查时间、肝硬化病程、显性肝性脑（ 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OHE）病史、腹水史、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史、肝肾综合征史]、实验室检查结

果（血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出凝血系列、血氨）、腹部 B 超、PHES 各项得分及总得分、

Stroop 结果、CHE 诊断结果、CHE 治疗情况（是否予以利福昔明、乳果糖、益生菌、门冬氨酸鸟

氨酸治疗）、其他药物治疗（质子泵抑制剂、β 受体阻滞剂）、随访数据（随访期间发生 OHE 情

况、发生 OHE 的次数、治疗方法、随访时间、第一次发生 OHE 距离 CHE 筛查的时间、患者结

局）。 

      以 CHE 筛查时间为起始时间，对患者进行随访，本次随访的终点事件为发生 OHE。采用二项

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与 CHE 发病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累积 OHE 发生率的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和 Log-rank 检验。 

结果 二元 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是与 CHE 发病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随访期间

CHE 患者中 OHE 发生率为 15.2%（7/14）, 非 CHE 患者中 OHE 发生率为 2.9%（1/35），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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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累积 OHE 发生率显著高于非 CHE 患者(P=0.046,Log-rank 检验)。Cox 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既往有 OHE 史和肝硬化病因为丙肝是经 CHE 筛查的患者发生 OHE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肝硬化患者中 CHE 的检出率并不低，CHE 患者有进展为 OHE 的风险，临床工作中需重视对

CHE 的筛查和治疗，注重 OHE 病史询问，以后续降低 OHE 发生风险，改善患者预后。 

 
 

PU-0034 

体外冲击波碎石联合 ERCP 治疗胆总管困难结石 

 
杨晶,顾伟刚,张筱凤,何侠垠,吕文,杨建锋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规 ERCP 对于胆总管内较大结石、铸型结石、狭窄远端结石、胆肠改道后胆总管结石成功率

大大降低，此类结石常常需要碎石后再行 ERCP。本文主要探讨体外冲击波碎石（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lithotripsy，ESWL）联合 ERCP 治疗胆总管困难结石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6 月，我院胆总管困难结石行体外冲击波碎石联合 ERCP 治疗

的患者 140 例，对 ESWL 联合 ERCP 治疗胆总管困难结石的碎石成功率、结石取净率、并发症发

生率等进行研究。 

结果 140 例患者共 258 枚结石，平均经过 1.62±0.67 疗程，8777.63±3886.94 次冲击波/人,平均能

量 341.6±162.37J。碎石成功 125 人（89.28%），其中完全碎石 105 人（75%），部分碎石 20 人

（14.28%），未完成碎石 15 人（10.71）。碎石后 124 人（88.57%）完全取净结石；未碎石的

15 例病人中，有 8 例成功取净结石，在操作 ERCP 的过程中体会到结石质地较松软，容易被碎石

网篮碎裂。未能取石的 16 人中，最多见原因为胃肠改道术后 ERCP 操作困难、胆总管近端狭窄气

囊扩张效果欠佳。观察到并发症共 7 例（5%），其中一过性呕血 1 例，一过性鼻胆管引流淡血性

胆汁 3 例，急性胆管炎 2 例，急性胰腺炎 1 例（ESWL 当天行 ERCP）； 

结论  ESWL 碎石联合 ERCP 治疗胆总管困难结石安全、有效。 

  
 

PU-0035 

FARNESOID X RECEPTOR AGONIST INT-767 
ATTENUATES LIVER STEATOSIS AND INFLAMMATION IN 

RAT MODEL OF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yingbin hu

1
,Xinyu Liu

2
,Wei Zhan

1
 

1.Wuhan Fourth Hospital 

2.Cancer Science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Objective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 is largely driven by the dysregulation of liver 
metabolism and inflammation. Bile acids and their receptor Farnesoid X receptor(FXR)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disease development. We aimed to examine the FXR agonist INT-767 effect on 
NASH in current study. 
Methods NASH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feeding the male SD rats with high-fat diet for 16 
weeks. INT-767 was given by gavage to NASH rats from week 13 to week16. At the end of 16 
weeks, liver and serum were harvested, and bile acids, glucose and lipid metabolism, liver injury 
and histological feature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INT-767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alleviates high-fat caused liver damage characterized 
with lipid accumulation and hepatic infiltration of immune cells. INT-767 robustly restores the lipid, 
glucose metabolism to normal level, attenuates insulin resistance through upregulating FXR level 
and reverting the dysregulation of its target genes in liver metabolism. Molecularly INT-767 also 
attenuates the pro-inflammatory response by suppression of TNF-α and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439 
 

Conclusions INT-767 is a potent agent to prevent NASH induced liver injury and dysregulation of 
metabolism. 
 
 

PU-0036 

显性肝性脑病危险因素分析及其预后分析 

 
谭炜,曾欣,谢渭芬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分析我国肝硬化人群中显性肝性脑病（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OHE）发

病的相关危险因素及与 OHE 患者生存相关的危险因素，为临床医师对 OHE 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依

据和指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上海长征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治疗的 349 例肝硬化

患者，通过查阅患者住院病例和电话、门诊形式对患者进行随访。获得的临床和随访资料包括患者

一般情况、实验室检查，并发症的情况、药物治疗情况以及患者生存情况和肝移植情况。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OHE 发病的危险因素，Cox 回归模型对 OHE 患者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 本研究中肝硬化患者 OHE 发生率为 16.6%（58/349）。二元 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血红蛋白（P=0.009，OR:0.976, 95% CI:0.958-0.994）、血氨（P=0.001, OR:1.02, 95% 

CI:1.008-1.033）、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P=0.001, OR:5.975, 95%CI:2.068-17.262）是与 OHE

发病相关的 3 个独立危险因素，其中血红蛋白为保护性因素。Cox 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West-Haven 2 级  HE（P=0.007, HR:0.048, 95% CI:0.005-0.433）、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

（ P=0.004 ， HR:9.992 ， 95%CI:2.079-47.352 ） 、 血 肌 酐 ≥80μmol/L

（ P=0.028,HR:4.413,95%CI:1.172-16.622 ） 、 MELD-Na≥17 （ P=0.002,HR:10.677,95%CI: 

2.366-48.190）为 4 个与 OHE 患者死亡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 West-Haven 2 级 HE 是保护

性因素。  

结论 肝硬化患者中存在高氨血症、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以及血红蛋白水平低的患者发生 OHE 风险

较高，对于存在上述状况的患者进行相应的检测，并及时予以药物干预处理预防首次 OHE 事件的

发生。若患者一旦发展为 OHE 或反复复发者，需对其密切监测，尤其是 West-Haven 3 级和 4

级、合并 SBP、血肌酐≥80μmol/L、MELD-Na≥17 分的患者，积极对症处理，降低患者死亡率，

改善 OHE 患者预后。 

 
 

PU-0037 

96 序列相似的家庭成员 B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廖宇圣,徐丹,黄曼玲,王剑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检测 96 序列相似的家庭成员 B（FAM96B）在人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胃癌生物学特征的

关系。 

方法 采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及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 FAM96B 蛋白在 120 例胃癌组织及

配对的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并分析 FAM96B 蛋白表达差异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结果 免疫组化检测结果显示 FAM96B 在胃癌组织中的蛋白表达定位于细胞质，且 FAM96B 蛋白在

癌旁组织与胃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71.7%（86/120）和 28.3%（34/120），两者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FAM96B 蛋白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

癌旁组织（0.53±0.20 vs. 1.54±0.48, t=10.395，P=0.000）。胃癌组织中 FAM96B 表达水平与胃

癌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及 TNM 分期显著相关（P<0.05），与患者性别、年龄、肿瘤

大小、分化程度及病理类型无明显相关（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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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FAM96B 在人胃癌组织中表达显著下降，其表达水平与胃癌的发生发展、侵袭转移有密切相

关。 

 
 

PU-0038 

联用荆花胃康胶丸对根除幽门螺杆菌的疗效观察 

 
段志英,王竞,范红云,霍晓辉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联合应用荆花胃康胶丸根治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 HP 感染阳性的患者共 318 例，A 组 159 例 PPI+阿莫

西林+克拉霉素+铋剂；B 组 72 例 PPI+阿莫西林+克拉霉素+荆花胃康胶丸；C 组 87 例 PPI+阿莫

西林+克拉霉素+铋剂+荆花胃康胶丸。各组均治疗 2 周，停药 4 周后复查三组患者 HP 根除率。 

结果 A 组 HP 根除率 74.8%（119/159），B 组 66.7%(48/72)，C 组 85.1%(74/87)，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A 组 18 例出现不良反应，B 组 3 例出现不良反应，C 组 4 例出现不良反

应；不良反应主要为上腹部不适、恶心、头痛、嗜睡、口腔异味、腹泻等。 

结论 常规四联疗法联合中成药荆花胃康胶丸可以提高 HP 根除率；铋剂更换为荆花胃康胶丸的方案

并不能提高 HP 根除率。并且联用荆花胃康胶丸使患者依从性提高，不良反应减少 。 

 
 

PU-0039 

层黏连蛋白与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表达 

 
褚杨芳,周国雄,曹维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南通瑞慈医院 

 

目的 1.研究 UC 患者及健康对照组的肠粘膜中 LM 及 MMP13 的表达，并分析他们与病变的程度和

范围之间的关系。 

2.给予不同浓度雷公藤内酯醇（TL）干预 DSS 诱导的小鼠，探讨不同浓度 TL 对实验小鼠的影响。

观察他们对小鼠的疾病活动指数及肠粘膜中 LM 及 MMP13 的表达的影响。 

方法 1.收集 30 例临床诊断明确的 UC 患者的病变蜡块及病变远端肠粘膜蜡块标本，行 HE 染色，

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 LM 及 MMP-13。 

2.建立与人 UC 相似的 DSS 小鼠结肠炎动物模型：BALB/c 小鼠 56 只，随机分为 7 组，每组 8

只，空白组给予蒸馏水自由饮用 7 天，其他 6 组均予以 5%DSS 自由饮用 7 天，并在第三天分别加

用丙二醇、地塞米松、美沙拉嗪、TL 三种剂量。每日观察小鼠的毛发等一般情况，每日称体重，

观察排便情况，记录疾病活动指数（DAI）评分。于第八天处死小鼠，测每只小鼠的结肠长度，HE

染色后行光镜下观察组织病理学改变，记录每只小鼠组织病理损伤评分（HI），免疫组化及

Western blot 两种方法检测小鼠结肠粘膜中 LM 及 MMP-13 的表达。 

结果 1.UC 患者病变处 LM 表达较病变远端正常肠粘膜明显减少，MMP-13 病变处的表达较病变远

端正常肠粘膜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M、MMP-13 表达的相关分析示两者呈负相关，随

着临床疾病程度的加重，LM 表达逐渐减少，MMP-13 表达逐渐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小鼠的一般状态及结肠长度、HI 评分、免疫组化、Western blot 的结果均说明丙二醇组与空白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模型制造成功，在 DSS 诱导的结肠炎中 LM 表达减少，MMP-13 表达增

多。在结肠长度、HI 评分中地塞米松组与 TL 高剂量组分别与丙二醇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该给药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免疫组化、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在地塞米松组、TL 高剂

量组中 LM 表达较丙二醇组增高，MMP-13 表达减少，两组分别与丙二醇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地塞米松组和 TL 高剂量组之间 LM、MMP-13 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着 TL 剂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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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MMP-13 表达强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有实验小鼠的 LM、MMP-13 相关性分析，两者表达

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LM 及 MMP13 在 UC 的发病中可能起了重要作用。 

2.TL 对 DSS 诱导的小鼠 UC 有治疗作用，其中 TL 高剂量组疗效与地塞米松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PU-0040 

食管原发性 MALT 淋巴瘤诊治进展及现状分析 

 
朱建儒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汇总国内外发表的个案报道食管原发性 MALT 淋巴瘤的文献，分析食管原发性 MALT 淋巴瘤

的临床特点、和诊治现状。 

方法 以―Esophageal lymphoma‖或―MALT lymphoma‖为检索关键词在 PubMed 文献中检索，以―食

管 MALT 淋巴瘤‖为检索关键词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数据、中国知网和维普网，纳

入食管原发性 MALT 淋巴瘤相关原始文献，对食管原发性 MALT 淋巴瘤的病因、临床特征、内镜

特点、治疗方案、预后信息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获得有效文献 23 篇，报道食管原发性 MALT 淋巴瘤 25 例。目前病因尚不清楚，推测其可能

Hp 感染有关；通常临床症状无特异性，少数可表现为进食梗阻；内镜下病变形态也不具有特征

性，以隆起性病变多见（17 例，68%），其次为平坦糜烂型（8 例，32%）。其中 5 例采取内镜下

ESD 或 EMR 治疗。7 例患者接受外科手术治疗，7 例患者接受化疗，1 例患者接受放疗，1 例患者

单纯接受抗 HP 治疗，4 例患者未描述治疗方案。所有接受了治疗的患者（21 例）其中 16 例达到

了 CR，有两位患者停留在了 PR，其余没有进行随访。 

结论 食管 MALT 淋巴瘤是一种罕见的病因不明疾病，临床症状不典型，可表现为反酸、上腹胀及

进食梗阻。内镜下呈现为粘膜下肿瘤或溃疡。容易误诊为平滑肌瘤、食管癌、良性溃疡，明确的诊

断只能依靠详细的组织病理学检查包括免疫表型分型和基因重排分析。内镜下切除、放疗、化疗、

手术均被采用，并且取得较好的预后。除上述治疗方法外，目前有 1 例单纯接受 HP 治疗后获得缓

解，提示我们 HP 感染可能是病因，也是我们潜在治疗食管原发性 MALT 淋巴瘤的手段之一。 

 
 

PU-0041 

大剂量三联疗法与标准四联方案在根除幽门螺杆菌 

感染中的疗效观察 

 
王竞,范红云,段志英,霍晓辉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寻找根除率高、副作用小、依从性好的幽门螺杆菌根除方案。 

方法 选取我院 2018 年 3 月至 5 月期间门诊幽门螺杆菌阳性的患者 140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

分组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70 例。观察组采用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80mg2/日，阿莫西林胶囊

1.0g 3/日，枸橼酸铋钾胶囊 0.6 3/日。对照组采用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40mg2/日，阿莫西林胶囊

1.0g 2/日，克拉霉素分散片 0.5 2/日，枸橼酸铋钾胶囊 0.6 2/日。疗程均为 2 周,疗程结束 4 周后复

诊,观察 Hp 根除率和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疗程结束 4 周后复查 Hp 根除率,观察组为 94.29%（66/70）,对照组是 84.29%(59/70),观察组

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良反应主要为恶心、头痛、口腔异味、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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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发生率观察组 4.29%（3/70）,对照组 18.57%(13/70),对照组高于观察组,差异比较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大剂量的―新三联疗法‖根除 Hp 的疗效与传统标准铋剂四联比较明显提高，同时药物副作用降

低,可以临床试用。 

 
 

PU-0042 

超声内镜引导下乙醇消融和聚桂醇消融治疗胰腺囊性 

病变的疗效对比 

 
白言声,韩大正,曹振振,杨文义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东京医院 

 

目的  探究并分析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分别注射乙醇和聚桂醇对胰腺囊性病变治疗疗效对比。 

方法 择取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于笔者所在医院治疗胰腺囊性病变的 12 例患者其中 9

例为胰腺假性囊肿，1 例浆液性囊腺瘤，2 例粘液性囊腺肿瘤，分别为其乙醇灌洗，聚桂醇灌洗，

并对比这二种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 

结果 1.超声内镜引导下乙醇消融和聚桂醇消融在所有患者中均成功进行，成功率为 100%。2.实行

乙醇消融的 6 例患者中，囊肿明显变小的有 4 例，实行聚桂醇消融的 6 例患者中 ，囊肿明显变小

的有 5 例，二者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 ＞ 0．05。3.实行乙醇消融的患者中 1 例出现剧烈腹痛，2

例轻微腹痛症状，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50%，实行聚桂醇消融的患者中未见明显的异常，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0。 

结论 超声内镜引导下乙醇消融和聚桂醇消融治疗胰腺囊性病变均有效，但是乙醇消融会导致不良

反应的发生，聚桂醇相对来说更安全且更有效，当然由于样本量不足，需要更大样本来进行对比分

析，以便于在临床中选择更好的治疗方案。 

 
 

PU-0043 

溃疡性结肠炎小肠细菌过度生长情况分析及临床意义 

 
杨春春,王竞,段志英,范红云,霍晓辉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检测不同分期的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肠道屏障功能（D-乳酸、二胺氧化酶（DAO）、血

浆内毒素（LPS））及氢呼气试验检测患者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并分析其相互关系。 

方法 纳入 2016 年 5 月-2017 年 12 月就诊于我院的通过结肠镜及病理学检查确诊溃疡性结肠炎患

者，按照 Southerland 疾病活动指数，将患者分为症状缓解期，轻度活动期，中度活动期，重度活

动期 4 组，氢呼气试验检测患者小肠细菌过度生长，静脉血测定肠道屏障功能（D-乳酸、DAO、

LPS）。 

结果 小肠细菌过生长阳性率：缓解期 10%，轻度活动 47.6%，中度活动 69.6%，重度活动

88.9%，（P<0.05）；应用抗生素治疗有效率为：缓解期 100%，轻度活动 80%，中度活动

87.5%，重度活动 100%，SIBO 阴性者，应用抗生素治疗有效率为：缓解期患者未用抗生素，轻

度活动 10%，中度活动 9.1%，重度活动 100%，（P<0.05）。肠道屏障中 DAO 升高与 SIBO 阳

性存在相关性，且随疾病严重程度增加，相关性增强（R=0.87，P<0.05）。D-乳酸与 LPS 与

SIBO 无明显相关性，但重度活动患者 D-乳酸、DAO、LPS 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结论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疾病活动与小肠过度生长相关，肠道屏障受损，主要表现为 DAO 升高，且

通过氢呼气这种无创的检查方法了解小肠细菌是否过度生长，对患者临床抗生素使用具有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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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44 

白介素-9 对肝癌细胞的生物学作用 及其机制研究 

 
雷荣娥,姜海行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研究白介素(IL)-9 干预后肝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等生物学行为的改变情况，并探索 IL-9 对

肝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生产影响的可能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 SMMC-7721 细胞至对数生长期，将 SMMC-7721 细胞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

组分别予不同浓度的重组人 IL-9 处理，对照组不予任何干预。干预细胞后，CCK8 法检测肿瘤细胞

增殖情况，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Transwell 迁移和侵袭实验检测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

ELISA 检测上清中 MMP-2, MMP-9 和 VEGF 水平。RT-PCR 检测 MMP-2, MMP-9 和 VEGF 

mRNA 水平。Western-blot 法检测细胞中 JAK2、p-JAK2、STAT3 和 p-STAT3 表达水平。在探索

IL-9 对 SMMC-7721 细胞产生影响的机制的研究中，实验组分别予不同浓度的 AG490 处理，对照

组不做任何处理。检测方法同前。 

结果 以 12.5 ng/mL、25 ng/mL、50 ng/mL 浓度的 IL-9 干预 SMMC-7721 细胞 24 h 后，SMMC-

7721 细胞增殖率明显上升，而其的迁移和侵袭能力亦增加(p <0.05)，且 IL-9 对 SMMC-7721 细胞

增殖和转移能力的促进作用随着 IL-9 浓度的增高而增强。但在凋亡实验中并未发现 IL-9 干预

SMMC-7721 细胞后，细胞的凋亡率发生明显改变(p>0.05)。对培养基上清进行 ELISA 检测显示，

较对照组，实验组在 IL-9 干预后上清中 MMP-2, MMP-9 和 VEGF 水平显著升高(p <0.05)。RT-

PCR 检测显示，较对照组，实验组细胞在 IL-9 干预后细胞中 MMP-2, MMP-9 和 VEGF mRNA 的

表达水平升高(p <0.05)。与对照组比较，IL-9 干预后 SMMC-7721 细胞中的 JAK2、STAT3 蛋白水

平无明显改变(p >0.05)，但 p-JAK2、p-STAT3 表达水平显著增高(p <0.05)。经 AG490 预处理

后，IL-9 对 SMMC-7721 的增殖和转移的促进作用被削弱(p <0.05)，且 p-STAT3、MMP-2, MMP-

9 和 VEGF mRNA 的表达水平亦显著降低(p <0.05)。 

结论 IL-9 以浓度依赖性促进肝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但对细胞凋亡无显著影响。IL-9 对肝癌细

胞生物学行为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激活 STAT3 磷酸化，促进 MMP-2, MMP-9 和 VEGF 表达实现

的。 

 
 

PU-0045 

吡咯生物碱相关肝小静脉闭塞症糖皮质激素治疗后 

引起侵袭性肺真菌感染 

 
张玮,殷芹,张明,邹晓平,诸葛宇征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本文探究了激素治疗 PA-HVOD 导致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的患者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单位自 2008 年至 2018 年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该病患者引起侵袭性肺部真菌感

染 4 例患者资料，纳入标准：1）符合 PA-HVOD 诊断―南京标准‖：有明确服用含 PA 植物史，且符

合以下 3 项或通过病理（肝组织活检病理见以肝腺泡Ⅲ区病变为主的小血管和肝窦广泛淤血扩张）

确诊，同时排除其他已知病因所致肝损伤：（1）腹胀和（或）肝区疼痛、肝大和腹水；（2）血清

总胆红素升高或其他肝功能异常；（3）典型的增强 CT 或 MRI 表现。2）治疗过程中曾使用激素

类药物治疗；3）综合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痰培养及典型 CT 影像考虑肺真菌感染患者。排除

标准：1）不符合 PA-HVOD 诊断―南京标准‖，无法确诊患者；2）有类似肺真菌感染表现，胸部

CT 可见病灶，但 T-SPOT 阳性或抗酸染色阳性诊断考虑结核患者总结其临床、影像学特征、治疗

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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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 例患者 3 男 1 女，平均年龄 70 岁，服用 PA 中位时间 22.5 天，中位病程 90 天，激素治疗

前疾病的严重程度为中度及以上，CTP 分级 B 级以上。4 例患者 PA-HVOD 确诊后病程中均使用激

素治疗至少 1 周，辅以保肝利尿补蛋白等对症治疗，其中 2 例病程中抗凝治疗，1 例行 TIPS 术治

疗。并发肺部真菌感染临床主要表现：4 例患者中，3 例患者病程中有发热，4 例患者病程中均有

咳嗽，其中 2 例患者病程中出现咳嗽、咳痰伴有痰中带血，1 例患者偶有干咳无痰，1 例咳嗽咳白

痰。实验室检查方面，1 例患者痰培养提示丝状真菌感染，1 例患者曲霉菌试验显著升高，2 例患

者侵袭性真菌 G 试验显著升高。影像学检查：3 例患者胸部 CT 可见结节伴空洞形成，1 例患者胸

部 CT 提示肺部感染伴局部肺实变。其中 1 例患者合并金葡菌及阴沟肠杆菌感染，病情进行性加

重，最后出现空洞破裂形成气胸，治疗方案为基于卡泊芬净抗真菌联合广谱抗生素的治疗，兼顾原

发病管理，最终 3 例患者死亡，1 例好转出院。 

结论 PA-HVOD 患者如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是诱发侵袭性真菌感染尤其是肺部真菌感染的高危人

群，及早识别，早诊断早治疗并且积极控制原发病进展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 

 
 

PU-0046 

血浆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3 与幽门螺杆菌感染之间的相互关系 

 
范红云,段志英,王竞,杨春春,朱秀芳,霍晓辉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血浆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PX3)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及 GPX3 蛋白表达与幽门螺杆菌感

染之间的相互关系。 

方法 选门诊及住院慢性胃炎患者，分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 HP 感染组（实验组）及慢性非萎缩性

胃炎不伴 HP 组（对照组），采用甲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 MSP) 方法检测两组血标本中的

GPX3 甲基化程度; 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两组 GPX3 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1）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 HP 组 GPX3 甲基化程度显著高于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不伴 HP 组( P

＜0. 01) ;（2）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 HP 组 GPX3 蛋白表达较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不伴 HP 组显著降

低( P＜0. 01) （3）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 HP 组根除幽门螺杆菌前与根除幽门螺杆菌后 GPX3 甲基

化程度、GPX3 蛋白有显著差异( P＜0. 01); 

结论 通过实验组及对照组比较 GPX3 基因启动子区高甲基化及 GPX3 蛋白表达，说明 HP 感染增

加了慢性胃炎粘膜的甲基化，导致 GPX3 蛋白表达下降，异常的 CpG 岛甲基化，特别是在抑癌基

因启动子区域，CpG 岛甲基化可以灭活或下调抑癌基因的表达，最终导致肿瘤的发生和进展，从

而证明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的相关性，因此有效根除幽门螺杆菌能减少胃癌的发生。 

 
 

PU-0047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D 在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中的 

表达情况及临床意义 

 
陈洛海

1
,张雨

1
,林原

2
,陈旻湖

1
,陈洁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 

 

目的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D（VEGF-D）在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GEP-NEN）的肿瘤细胞及间质

细胞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临床意义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 VEGF-D 在 GEP-NEN 中的表达情况

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GEP-NEN 标本 VEGF-D 的表达，共检测 212 例 GEP-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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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GEP-NEN 肿瘤细胞 VEGF-D 的阳性表达率为 73.6%，VEGF-D 在功能性肿瘤（P=0.001）、

原发部位为胰腺（P<0.001）、肿瘤分级较低（P<0.001）、CgA 表达阳性（P<0.001）、无淋巴

结转移（P=0.015）、肿瘤分期较低（P=0.023）的患者中表达更常见。GEP-NEN 间质细胞

VEGF-D 的阳性表达率为 5.2%，其表达与其它临床病理因素均无关。单因素 cox 回归分析提示肿

瘤细胞 VEGF-D 表达是预后良好的因素（P=0.001），但多因素分析提示肿瘤细胞 VEGF-D 并不

是独立预后因素（P>0.05），而间质细胞 VEGF-D 表达则是独立预后因素（P=0.003）。 

结论 VEGF-D 在 GEP-NEN 肿瘤细胞中高表达，肿瘤细胞 VEGF-D 表达在功能性肿瘤、原发部位

为胰腺等中更常见，而间质细胞 VEGF-D 表达较低且与其它临床病理因素均无关。但间质细胞

VEGF-D 表达是预后独立因素。 

 
 

PU-0048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3 及磷酸化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在胃肠

胰神经内分泌肿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陈洛海

1
,张雨

1
,林原

2
,陈旻湖

1
,陈洁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 

 

目的 在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GEP-NEN）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3（VEGFR3）及磷酸化

VEGFR3（pVEGFR3）的表达情况及临床意义尚不明，本研究旨在探讨这两个问题。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 VEGFR3 及 pVEGFR3 的表达情况，共检测 232 例 GEP-NEN。 

结果 VEGFR3 在 GEP-NEN 肿瘤细胞的表达率为 69.4%，其表达在年龄<50 岁、肿瘤分级低、无

淋巴结转移、肿瘤分期较低的患者中更常见；VEGFR3 在间质细胞的表达率为 22.0%，但

VEGFR3 的表达与其它临床病理因素均无关。pVEGFR3 在肿瘤细胞的表达率为 23.4%，但其表达

与其它临床病理因素无关；pVEGFR3 在间质细胞的表达率为 12.7%，其表达在无远处转移的患者

中更常见。单因素 cox 回归分析提示肿瘤细胞表达 VEGFR3 是预后良好的因素，但多因素分析提

示其不是独立因素。而间质细胞表达 VEGFR3 以及 pVEGFR3 在肿瘤细胞及间质细胞中的表达均

与预后无关。 

结论 VEGFR3 在 GEP-NEN 肿瘤细胞中高表达，其表达在肿瘤分化程度好、无淋巴结转移的患者

中更常见，pVEGFR3 在间质细胞中的表达在无远处转移的患者中更常见。VEGFR3 和 pVEGFR3

的表达均不是独立预后因素。 

 
 

PU-0049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信号通路不同靶向药物对神经内分泌肿瘤 

细胞增殖影响的初步研究 

 
陈洛海

1
,张雨

1
,林原

2
,陈旻湖

1
,陈洁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2.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 

 

目的 舒尼替尼及贝伐珠单抗分别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细胞内和细胞外抑制剂，这两个

靶向药物对于神经内分泌肿瘤体外细胞系的增殖影响尚未明，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两个药物对于神经

内分泌肿瘤细胞增殖的影响。 

方法 使用不同浓度舒尼替尼及贝伐珠单抗处理人源性肺类癌细胞系 NCI-H727 及人源性胰腺神经

内分泌肿瘤细胞系 QGP-1，采用 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VEGF 信号通路分子的变化采用 western 

blot 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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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舒尼替尼能抑制 NCI-H727 及 QGP-1 细胞增殖，其 IC50 分别为 10.59uM 和 3.52uM，而贝

伐珠单抗不能抑制这两种细胞的增殖。Western blot 提示，NCI-H727 和 QGP-1 细胞均表达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因子 1/2/3（VEGF1/2/3）及磷酸化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3（pVEGFR3），但并不表

达 pVEGFR1/2。尽管舒尼替尼对细胞 VEGF-C 和 VEGF-D 的分泌影响不大，但它抑制 NCI-H727

（浓度≥5uM）和 QPG-1（浓度≥1uM）细胞中磷酸化 VEGFR3 及其下游通路 Akt 和 Erk 蛋白的表

达，以及 VEGF-A 和嗜铬素 A 的分泌。 

结论 舒尼替尼可能通过抑制 VEGFR-3-Akt-Erk 信号通路抑制神经内分泌肿瘤细胞的增殖，但贝伐

珠单抗不能直接抑制神经内分泌肿瘤细胞的增殖。 

 
 

PU-0050 

高分化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危险度分层 

 
陈洛海,张雨,陈旻湖,陈洁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如何筛选高分化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 tumors, NETs）中具有高转移风险及

不良预后的患者这一问题目前仍少有研究，为此，如何更好地管理及随访直肠 NETs 患者仍不明

确。本研究旨在对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进行危险度分层，为临床上直肠 NETs 患者的治疗及随

访提供依据。 

方法 分别收集 2000 年后美国监测、流行病学与结局（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SEER）数据库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治的直肠 NETs 数据。首先利用 SEER 数据库

的数据进行危险度分层建立，随后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数据进行验证。 

结果 从 SEER 数据库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分别收集了 1904 例和 200 例直肠 NETs。SEER 数

据库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这两个数据集的数据中均可发现，肿瘤直径<1cm 的直肠 NETs 很少

（<1%）发生淋巴结/远处转移，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肿瘤直径和肿瘤浸润深度是两个与淋

巴结/远处转移相关的独立因素，而肿瘤分级与直肠 NETs 转移无关。为此，我们将肿瘤直径和肿

瘤浸润深度结合起来重新分为三层：低风险组——肿瘤直径<1cm；中风险组——肿瘤直径≥1cm 但

肿瘤浸润深度局限至粘膜下层；高风险组——肿瘤直径≥1cm 并且肿瘤浸润深度达到或超过固有肌

层。在两个数据集中，低风险组、中风险组和高风险组淋巴结/远处转移率逐渐升高（P<0.001）。

在 SEER 数据集中，这三组的总生存亦有显著差异，低风险组预后很好，中风险组次之，高风险组

预后较差；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数据集中，这三组的无病生存期有显著差异，随访期间，低风

险组患者未见复发，中风险组有少量患者复发，而高风险组中有较多患者复发。 

结论 本研究新构建的危险度分层能帮助区分具有不同转移风险及预后的患者，这一简单的分层能

用于指导直肠 NETs 患者的治疗及随访。 

 
 

PU-0051 

微小 RNA-138 通过调控细胞周期蛋白 D3 及波形蛋白影响 

肝癌细胞的增殖及迁移 

 
王保永,夏艳丽,陈宏伟,肖鸿丽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肝癌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肝癌细胞系及正常肝细胞系中 miR-138 的表达及其对周期蛋

白 D3 及波形蛋白的影响。 

方法 利用 RT-PCR 对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正常肝细胞系 HL-7702 及四种肝癌细胞系（HepG2, 

HHCC, HUH7,BEL-7402）的 miR-138 的表达量进行检测；设计合成 miR-138 的模拟物（mi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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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抑制剂（inhibitor）。分别将空载体、miR-138 的模拟物及抑制剂转染 HepG2 肝癌细胞，分析转

染前后 miR-138 对肝癌细胞增殖及活力的影响以及细胞周期蛋白 D3 及波形蛋白的表达的差异性。

应用 CCK-8 法、细胞创伤愈合实验和 transwell 细胞迁移实验分别对转染空载体、miR-138 mimic 

及 inhibitor 后的 HepG2 肝癌细胞活力及迁移能力进行检测。Western blot 检测干扰 miR-138 后

miR-138 相关靶蛋白周期蛋白 D3 及波形蛋白的表达。 

结果 相较于癌旁正常组织及正常肝细胞，miR-138 的表达量在肝癌组织及肝癌细胞系中显著降低

（P<0.01）。与对照组相比，上调 miR-138 的表达量可以抑制肝癌细胞的活力（P<0.01）及减慢

肝癌细胞的迁移能力（P<0.01），下调 miR-138 的表达量可以增强肝癌细胞的活力（P<0.01）及

增快肝癌细胞的迁移能力（P<0.01）.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转染 miR-138 的 mimic 进入 HepG2

细胞中，与相应空载体相比，miR-138 可上调波形蛋白和 CCND3 的表达量，相反转染 miR-138 的

inhibitor 后，下调波形蛋白和 CCND3 的表达量。 

结论 miR-138 在肝癌的活力的肝癌迁移能力的发生机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且可能通过调节波形

蛋白和 CCND3 来实现这一功能。 

 
 

PU-0052 

他汀类药物对糖尿病患者发生肝癌风险的病例对照研究 

 
施凤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他汀类的使用是否与 2 型糖尿病患者肝细胞癌的发生相关，目前并不明确。本研究的目的主

要是探讨他汀类药物的使用与肝癌的潜在联系。 

方法 我们研究回顾性分析在 2005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之间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就诊

和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他汀类服药组定义为诊断 2 型糖尿病之后服药他汀类药物。对照组纳入

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匹配性别、年龄、体重指数以及糖尿病病史等。2 型糖尿病患者他汀类药物服用

与肝细胞癌发生风险通过 logistic 回归模型计算，并用比值比表示。 

结果 本研究中共纳入 856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其中他汀类服药组 420 例，未服用组 436 例。通过

校正年龄、性别、BMI、抽烟、饮酒、乙型肝炎和肝硬化等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未服用他

汀类药物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肝细胞癌的风险较服用人群要高 6.05 倍（95%可信区间为 1.31-

27.98）。  

结论 我们研究结果表明他汀类药物的使用与减少 2 型糖尿病患者肝细胞癌的发生风险明显相关。 

 
 

PU-0053 

经结肠镜放置金属支架治疗老年人左半结直肠癌梗阻的临床应用 

 
韩明,徐林芳 

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结肠镜下金属支架置入术治疗老年人左半结直肠癌梗阻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9 月—2018 年 5 月，在 X 线透视下，经结肠镜辅助放置金属支架治疗结

直肠癌梗阻的患者 32 例，男性 21 例，女性 11 例，中位年龄 75.3 岁。其中乙状结肠癌 21 例，降

结肠癌 4 例，直肠癌 5 例，横结肠癌 2 例。 

结果 32 例患者中，29 例放置支架成功，成功率 92.6%，术后 1~2 d 梗阻症状缓解或消失，无严

重并发症。23 例金属支架术后行Ⅰ期肿瘤切除，术后均恢复顺利，其余 6 例支架为姑息治疗。 

结论 经结肠镜辅助放置金属支架解除结肠梗阻安全有效，迅速减轻患者痛苦，使老年结直肠癌梗

阻患者能够得到外科Ⅰ期手术切除吻合，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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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54 

抗 IL-9 抗体对肝癌恶性腹水抑制作用的实验研究 

 
雷荣娥,姜海行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探索腹腔注射抗 IL-9 抗体治疗肝癌恶性腹腔积液的疗效及作用机制。 

方法 取传代第 7 天 H22 肝癌腹水小鼠 1 只，制备 H22 肝癌腹水小鼠模型。然后于造模 24h 后将

60 只小鼠随机分成三组，即空白对照组、阴性对照组和实验组。空白对照组给予腹腔注射生理盐

水，阴性对照组给予腹腔注射同型 IgG 抗体，实验组给予腹腔注射抗 IL-9 抗体，隔天一次，共注

射 5 次。末次用药结束 24h 后每组处死 5 只小鼠，测量 MA 体积，收集 MA 上清采用 ELISA 法检

测 MA 中 VEGF､IL-9、IFN-γ 表达水平。分离小鼠脾脏中淋巴细胞，进行胞内 IL-9，IFN-γ 染色，

染色后流式细胞术检测脾脏中 Th9 细胞、Th1 细胞比例。末次用药结束 24h 后每组取 5 只小鼠，

每只小鼠予静脉注射浓度为 50 mg/ml 的伊文蓝各 0.2 ml，注射 2h 后收集腹水，离心后留取上清，

然后用酶标仪检测腹水上清的吸光度值。其余小鼠观察其生存时间。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小鼠对比，H22 肝癌腹水小鼠腹水中 IL-9、IFN-γ 浓度升高，脾脏中 Th9 细胞、

Th1 细胞比例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实验组、阴性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小鼠

MA 的体积与照组相比实验组小鼠 MA 的体积显著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小鼠

中位生存时间为 18 天，显著长于阴性对照组 14 天和空白对照组 14 天，Log-rank 检验显示与阴性

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小鼠生存时间显著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阴性对

照组和空白对照组相比，实验组 H22 肝癌腹水小鼠腹水上清中 VEGF、IL-9 水平显著降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但 3 组间 IFN-γ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与阴性对照组和空

白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小鼠腹水中伊文蓝浓度显著下降(p <0.05)。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与阴

性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小鼠给予抗 IL-9 抗体治疗后脾脏中 Th9 细胞和 Th1 细胞比例

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H22 肝癌腹水小鼠腹水中 IL-9、IFN-γ 浓度升高，脾脏中 Th9 细胞、Th1 细胞比例升高；腹腔

注射抗 IL-9 抗体治疗可能通过降低体内 IL-9 水平，减少 Th9 细胞形成，促使肿瘤细胞表达 VEGF

下降从而减轻 H22 肝癌腹水小鼠的腹膜血管渗透性，减少腹水的形成，延长 H22 肝癌腹水小鼠的

存活时间。 

 
 

PU-0055 

婴幼儿牛奶蛋白过敏症诊治进展 

 
宁俊杰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牛奶蛋白过敏症(CMPA)由多种机制参与导致机体对牛奶蛋白产生的免疫反应，临床表现多种

多样，是婴幼儿食物过敏最为常见的病因，各国流行率相当，估计 2.0％-7.5％。由于其临床表现

不具备特异性，临床医生亦缺乏对此病的认识，常出现误诊漏诊的情况。严重的牛奶蛋白过敏症可

影响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及患儿的生长发育，所以需对此病早期认识、及早干预。 

方法 CMPA 以轻中度表现最常见，且累及消化道为主，其次为皮肤黏膜，新生儿期亦可发病，极

少数病人于生后第一天便可出现症状。诊断除详细的询问病史及体格检查外，需饮食回避和食物口

服激发试验明确诊断，而皮肤点刺试验、血清特异性 IgE 抗体检测、特异性斑贴试验、粪便钙卫蛋

白等可协助诊断。 

结果 治疗上除采用深度水解配方奶或氨基酸配方奶外，还可运用驴奶、水解水稻蛋白配方奶行饮

食替代，而益生菌、口服或舌下免疫治疗、奥马珠单抗联合口服免疫治疗也是新的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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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婴幼儿牛奶蛋白过敏症发生率逐年升高, 临床医师有必要了解 CMPA 的诊治进展, 这将有利于

CMPA 患儿得到及时正确的干预，有利于改善症状，恢复正常生长发育，避免过敏的进一步发展，

为将来的健康、疾病预防奠定基础。 

 
 

PU-0056 

普通白光内镜和蓝激光放大内镜诊断早期胃癌的研究 

 
葛敏,施瑞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胃癌系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的恶性肿瘤，是全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健康威胁。对早期胃癌做到早

期检测，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可以明显降低胃癌的死亡率。随着普通白光内镜检查的普及，越来越

多的早期胃癌被检测出来并行内镜下治疗。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普通白光内镜活检标本与内

镜下切除的大块组织标本之间的病理诊断误差率很高。近年来，新型诊断形式，如蓝激光放大内

镜，被认为在预测早期胃癌方面可以提供比普通白光内镜更多的准确信息。但是，目前几乎没有研

究评估了普通白光内镜与蓝激光放大内镜在预测早期胃癌方面的表现。所以这篇研究的目的是评估

普通白光内镜和蓝激光放大内镜在诊断早期胃癌时的内镜下胃粘膜的特点。 

方法 本研究共连续性收集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消化内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行内镜下

黏膜剥离术治疗的 97 名患者的共 103 处病变，这些患者均进行了普通白光内镜检查和蓝激光放大

内镜检查。普通白光内镜和蓝激光放大内镜检测的参数被分析。修订的维也纳分类系统被用于组织

学诊断。 

结果 普通白光内镜下的活检标本和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后完整标本之间的诊断符合率是 42.7%

（44/103）。整块切除率和完全切除率分别是 93.2%（96/103）和 87.4%（90/103）。在单因素

分析中，病变的位置，病变的大体类型，病变糜烂，病变发红，病变存在溃疡或溃疡疤痕，以及蓝

激光放大内镜下的阳性发现均是预测早期胃癌存在的危险因素。在这些危险因素中，多因素分析指

出病变发红以及蓝激光放大内镜下阳性的发现被认为是更加具有预测意义（P=0.004 和 P＜

0.001）。多因素分析下，蓝激光放大内镜下阳性的发现被认为是最具有预测价值，调节后的 OR

值为 21.24（95%CI:4.28-105.28）。 

结论 蓝激光放大内镜在预测早期胃癌方面比普通白光内镜更具有预测价值。对于活检病理示胃上

皮内瘤变的病变，被建议进一步行蓝激光放大内镜精查。对于普通白光内镜下的发红病变或者蓝激

光放大内镜下阳性发现的病变，均被强烈建议行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治疗。 

 
 

PU-0057 

IL-33 及其受体 ST2 在食管腺癌中的表达及其对肿瘤细胞增殖、

迁移与侵袭的影响 

 
胡霞

1,2
,孙晓滨

2,1
,单晶

2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 IL-33 在人食管腺癌组织、正常食管上皮组织的表达及其与食管腺癌患者预后的关系；探

究 IL-33 在食管腺癌细胞株及正常食管上皮细胞株中的表达情况，以及 IL-33 对食管腺癌细胞增

殖、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RT-qPCR、Western blot 检测 IL-33、ST2 在人食管腺癌组织、正常食

管上皮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通过组织芯片 IL-33 表达与食管腺癌患者预后的关系；采用 RT-

qPCR、Western blot 检测 IL-33、ST2 在食管腺癌细胞株及正常食管上皮细胞株中的表达情况；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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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浓度重组人 IL-33 刺激食管腺癌细胞，通过 CCK-8 试验、划痕实验、Transwell 实验、

Western blot 检测其对食管腺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并利用 sST2（ST2 中和抗

体）阻断 IL-33/ST2 途径后，观察对结果的影响。 

结果 IL-33 在人食管腺癌组织的 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食管。免疫组化检测发现，IL-

33 在食管腺癌中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主要表达于肿瘤细胞的胞浆，其表达与肿瘤大小及病理

分级相关；ST2 在腺癌及癌旁组织表达无明显差异，表达在胞浆及胞膜。食管腺癌细胞系 OE33 的

IL-33 的 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食管上皮细胞 HEEC；外源性给予 IL-33 能够促进食管

腺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并诱导上皮间质转化（EMT），sST2 可通过阻断 IL-33/ST2 途径起

到拮抗 IL-33 促进 OE33 增殖、迁移和侵袭的作用。 

结论 IL-33 及其受体 ST2 在食管腺癌组织和食管腺癌细胞中均呈高表达，并通过受体 ST2 促进食

管腺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 

 
 

PU-0058 

直肠异位胃粘膜伴憩室一例并文献复习 

 
陈文果,朱华陀,陈洪潭,杨铭,胡凤玲,许国强,陈李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直肠异位胃粘膜的临床特点，诊治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一例以反复便血表现的直肠异位胃粘膜伴直肠憩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行相关

文献复习。 

结果 该患者结肠镜检查发现直肠近肛门部后壁可见一大小 5cm 左右浅表凹陷性病变，表面粘膜充

血，颗粒样改变，病变周边粘膜略隆起，近肛侧可见一大小约 1.5cm 憩室。组织学检查提示病变及

憩室内均为异位胃粘膜，HP(-)。超声肠镜检查提示病变起源于粘膜层，部分累及粘膜下层，病变

部位肠壁增厚。NBI 检查可见病变及憩室内被覆典型的胃胃底腺及幽门腺粘膜。异位胃粘膜显像

(Tc-99m)阴性。由于病变形状及大小，我们采取 ESD 技术对病变行内镜下切除。由于憩室深大，

憩室内剥离困难，部分粘膜予以圈套器套取加憩室内氩气刀烧灼术减少病变残留。手术过程顺利，

无出血、穿孔及感染等并发症发生。 

结论 直肠异位胃粘膜为一种机制不明的非常罕见的临床疾病，以反复直肠出血为主要临床表现。

组织活检是诊断金标准，精细内镜检查如 NBI 及共聚焦内镜可帮助进一步确诊。内镜治疗为首选治

疗手段，部分患者仍需要外科介入治疗。 

 
 

PU-0059 

慢性乙型肝炎与乙型肝炎肝硬化中 iNOS、CD206、 

CD163 及 Arg1 表达及意义 

 
陆炯敏,姜海行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iNOS、CD206、CD163 及 Arg1 在慢性乙型肝炎与乙型肝炎肝硬化外周血及肝脏组织中

表达差异，以及单核-巨噬细胞的极化类型并分析其与疾病发生发展的关系。 

方法 外周血部分：收集纳入人群外周静脉血，进行全血总 RNA 的提取，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外周血 iNOS、CD206、CD163 及 Arg1 mRNA 的表达，并分析上述指标 mRNA 表达量与各肝功

能生化指标的关系。肝脏组织部分：纳入 19 例肝癌合并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行手术切除的组织及

1 例未合并肝癌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的肝组织作为乙型肝炎肝硬化组，共 20 例；纳入 5 例肝脏

良性肿瘤或肝囊肿患者行手术切除的旁边正常组织作为正常对照组。提取一部分肝脏组织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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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检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肝脏中 iNOS、CD206、CD163 及 Arg1 mRNA 的表达；将另一部

分肝脏组织进行 HE 及 Masson 染色，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iNOS、CD206 的蛋白质表达水平。 

结果 外周血部分：慢性乙型肝炎及乙型肝炎肝硬化中 iNOS、CD206、CD163 及 Arg1 mRNA 的表

达量较正常对照组均增高（均 P <0.05）。HBeAg 阳性慢性乙型肝炎 iNOS mRNA 表达量较

HBeAg 阴性肝炎增高（P <0.05）。肝硬化组 CD163 mRNA 表达水平与总胆红素水平成正相关，

与凝血酶原活动度成负相关。肝脏组织部分：乙型肝炎肝硬化组肝脏中 iNOS、CD206、CD163 及

Arg1 mRNA 的表达量均高于正常组（均 P <0.01）。肝硬化组中 CD206、CD163 mRNA 比 iNOS 

mRNA 表达量高（均 P <0.05），以 CD206、CD163 mRNA 上升为主。HE 染色结果显示：肝硬

化组肝脏组织结构紊乱，炎症细胞及坏死细胞明显增多。Masson 染色可见乙型肝炎肝硬化组中胶

原纤维表达量较正常组明显升高（P <0.01 ），见假小叶形成。免疫组化结果提示乙型肝炎肝硬化

组中肝脏 iNOS、CD206 的表达量较正常组增高(P <0.01)，肝硬化组中 CD206 表达量高于

iNOS(P <0.01) 。 

结论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可能以向 M1 方向极化为主，iNOS 可能参与了慢性乙型肝

炎的慢性化发展过程；在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体内，巨噬细胞可能同时向 M1/M2 方向极化，但以

向 M2 方向极化为主，CD163 与乙型肝炎肝硬化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其可能是预测其预后及评价病

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 

 
 

PU-0060 

Comparison of 2 liter polyethylene glycol versus 2 liter 
lactulose oral solution for bowel preparation before 

colonoscopy 

 
Yan Guo,Li Chun-Xia Li,Lan Chun-Hu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Daping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a 2L lactulose oral solution with a 2L PEG 
formulation for colonoscopy preparation in terms of quality of cleansing, colonoscopic outcomes, 
patient/physician satisfaction, and patient tolerability. 
Methods The enrolle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o receive a single-dose 
2L PEG (PEG group) or a single-dose 2L lactulose (Lac group). The Boston Bowel Preparation 
Scale (BBPS) was used for assessing the cleansing quality of the bowel preparations. Patient 
tolerability and adverse events were obtained by completing questionnaires. 
Results Lactulose oral solution showed a superior bowel cleansing to PEG, as evidenced by 
higher BBPS scores in the Lac group for all segments of colon (all P <0.05). The detection rates 
of polyps and intestinal lesions in the Lac group (30.68% and 36.36%, respectivel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PEG group (12.50% vs. 13.63%, respectively). For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the Lac group achiev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than those of the PEG 
group evaluated by both patients and endoscopist (both P <0.05). PEG caused a higher 
incidence of nausea.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in terms of 
vomiting, abdominal pain or fullness, dizziness, unfavorable palatability, dry mouth, palpitation, 
tinnitus and tongue numbness. 
Conclusions A single-dose 2L lactulose oral solution had higher efficacy, improved tolerability 
and acceptable safety for bowel preparation as compared with 2L PEG. Thus, lactulose oral 
solution may be a potential bowel-cleansing preparation for colonoscopy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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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61 

安柯瑞瘤内注射联合卡培他滨治疗中晚期胰腺癌的初步研究 

 
张健锋,顾丽丽,毛振彪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EUS 引导安柯瑞瘤内注射与卡培他滨联用治疗中晚期胰腺癌的疗效和临床安全性，通过

裸鼠胰腺癌移植瘤动物模型进一步验证安柯瑞联合卡培他滨对胰腺癌的治疗疗效，探讨其潜在的抗

瘤机制。 

方法 纳入 10 例无手术机会的胰腺癌患者，通过 EUS 引导安柯瑞胰腺肿瘤瘤内注射，治疗后第 3

天开始口服卡培他滨化疗，观察患者瘤体体积、弹性系数、CEA/CA199、Karnofsky 评分、疼痛评

分、生存期、不良反应和并发症等。通过瘤块皮下包埋法构建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观察各组裸鼠

肿瘤的生长情况、描绘瘤体生长曲线、计算抑瘤率。免疫组化检测各组瘤体组织野生型 p53、ki67

蛋白表达。TUNEL 检测各组细胞凋亡。Elisa 法检测肿瘤组织研磨上清液中的 IL-1β、IL-18、IL-10

水平。电镜观察各组细胞超微结构。 

结果 1. 10 例患者治疗后 3 周，1 例患者获得 PR，8 例患者为 SD，1 例患者为 PD，其中 8 例获得

SD 的患者中，有 5 例在治疗后 6 周瘤体内出现液化坏死。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 6 周肿瘤弹性系

数、疼痛评分、Karnofsky 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体积、血 CEA/CA199 浓度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截止时存活 1 例，存活最短 2 个月，最长 22 个月，中位生

存期 7 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4 个月；治疗后 1 例出现轻微流感样症状，3 例低热，1 例高热，1

例出现轻度高淀粉酶血症。 

2.动物实验结果：联合组治疗后裸鼠瘤体的生长速度比化疗组、对照组明显减缓（P<0.05）。联合

组治疗后 1、2 周、病毒组治疗后 1 周的瘤体体积均较治疗前略缩小（P>0.05）；联合组抑瘤率

47.7%，病毒组 40.7%，两者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联合组野生型

p53 蛋白明显表达上调、而 ki67 蛋白表达明显下调，凋亡细胞比例亦高于其余三组（均

P<0.05）。联合组 IL-18、IL-1β 水平高于其余三组，IL-10 水平降低（P<0.05）；电镜下观察病毒

注射的两组均可观察到癌细胞膜结构破裂、细胞器固缩伴结构消失和胞内自噬等现象。 

结论 1.EUS 引导安柯瑞瘤内注射联合卡培他滨治疗能缓解中晚期胰腺癌患者的癌性疼痛、改善生

存质量和延长其生存期。 

2.动物实验表明安柯瑞与卡培他滨的联合治疗比单药治疗更有优势，可缩小肿瘤体积，抑制肿瘤生

长，诱导细胞凋亡和细胞焦亡的发生。 

 
 

PU-0062 

RACK1 与结肠癌的功能学研究 

 
李雪洋,胡奕,祝荫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活化蛋白激酶 C 受体 1（RACK1）广泛表达于真核细胞，通过与激酶及膜受体相互作用，在

细胞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研究报道在结肠肿瘤细胞中，RACK1 能

抑制酪氨酸的激活并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亦有研究表明 RACK1 通过促进细胞间的粘附作用，降

低结直肠癌的侵袭能力。本研究通过检测 RACK1 在结肠癌细胞中的表达及功能学表现，进一步探

索其在结肠癌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收集 TCGA 和 GEO 数据库资料分析结肠癌组织与癌旁组织 RACK1 的表达情况。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结肠癌细胞（HCT116、HT29、LOVO、SW480、LS174T、colo205）中

RACK1 的表达，从这六种结肠癌细胞中筛选出一株高表达细胞，转染 RACK1-小干扰 RNA

（siRNA）与结肠癌中，然后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 RACK1 的表达，确定转染效果，建立稳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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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株。细胞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迁移情况，transwell 检测细胞侵袭情况，细胞克隆形成实验观察细胞

成瘤情况，MTS 检测转染后细胞增殖情况。 

结果 TCGA 和 GEO 数据库资料显示结肠癌组织与癌旁组织相比 RACK1 的表达更高（p＜

0.05）。细胞划痕实验得出转染 RACK1 siRNA 后细胞迁移更慢（p＜0.05），transwell 实验得出

转染组与未转染组相比，转染组侵袭更少（p＜0.05），同样，细胞克隆形成实验也得出转染组细

胞克隆形成数更少（p＜0.05）；MTS 结果显示转染组与未转染组相比，细胞生长速度更慢（p＜

0.05）。 

结论 RACK1 在结肠癌组织中表达升高，且 RACK1 表达升高具有促进结肠癌细胞增殖、迁移、侵

袭和成瘤的作用。 

 
 

PU-0063 

219 例小肠间质瘤诊治分析 

 
龙顺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小肠间质瘤相关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分析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0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外科手术并经病理证实的小肠间

质瘤 219 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 男性 131 例，女性 88 例。肿瘤位于十二指肠 45 例，空肠 96 例，回肠 78 例。入院首发症状 

便血 95 例，腹痛 106 例，腹胀 7 例，腹部包块 5 例，肠梗阻 3 例，消瘦 2 例，腹泻 1 例。贫血

154 例，其中极重度贫血 4 例，重度贫血 28，中度贫血 75 例，轻度贫血 47 例。极低危险度 34

例，低危险度 55 例，中危险度 31 例，高危险度 99 例。术后口服格列卫治疗 130 例。术后复发

13 例。 

结论 小肠间质瘤空肠多见，缺乏特征性临床表现，小肠低张 CT 对诊断有帮助，手术和分子靶向治

疗是有效治疗方式。 

 
 

PU-0064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of an E-learning System on 
Gastroscope Learning: A Prospective Method for Primary 

Learners 

 
Shuang Li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was to establish and spread Endoscopic Learning Assistant 
(ELA) in the field of endoscopy teaching, 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E-learning. 
Method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volunteers of students and 
endoscopists enrolled. After receiving a pre-test,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to either an 
E-learning or controlled group. When completing the training, they acquired a post-tes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students in the E-learning group need less time relative to control group to improve 
their endoscopic examination skill and remember all the endoscopic examination characters of 
upper GI tract.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have been compared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Conclusions  
E-learning is a more effective educational strategy for primary learners to acquire skills in the 
endoscopic examination and endoscopic images character of GI 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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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65 

超声内镜对胃固有肌层来源肿瘤内镜治疗的 指导价值 

 
焦文睿,季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胃固有肌层来源肿瘤超声内镜（Endoscopic ultrasound, EUS）特征与内镜切除并发症的

相关性，评估 EUS 对胃固有肌层来源肿瘤内镜治疗的指导价值。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行 EUS 检

查提示为胃固有肌层肿瘤并行内镜下治疗的患者 254 例，分析其 EUS 检查特征（病灶大小，病灶

生长方向，内部回声不均，病灶形态不规则，内部液化，表面溃疡）与内镜切除并发症的相关性。

根据内镜切除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结果，将病例样本分为三类行亚组分析，比较不同治

疗方式对同类病灶的疗效治疗指标。内镜治疗方式包括：1)传统的治疗方式：内镜下粘膜剥离术

（ESD）、内镜粘膜下挖除术（ESE）和内镜下圈套器切除；2)新的治疗方式：内镜经黏膜下隧道

肿瘤切除术 (STER)和内镜下全层切除术（EFTR）；3)非切除的治疗方式：内镜下皮圈勒扎术 

(EBL)。 

结果 1)胃固有肌层肿瘤最多见的病理类型为胃肠道间质瘤，危险程度分级以极低危和低危多见。2)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灶 EUS 特征中：病灶向腔外生长、病灶大小与内镜切除并发症发生显著相

关。进一步多因素分析提示病灶大于 2.0cm 显著增加并发症发生风险（OR: 3.598, 95%CI: 1.305 - 

9.918, P = 0.013)。病灶向腔外生长对并发症发生有影响但并非独立危险因素（OR: 2.102, 95%CI: 

0.964 - 4.583, P = 0.066）。3)亚组分析显示：当病灶大于 2cm 和（或）向腔外生长时, 新的内镜

治疗方式较传统治疗方式并发症发生率小，操作时间短，术后禁食、抗感染、住院时间较短，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当病灶小于 1cm 且向腔内突出时，EBL 与传统治疗方式相比，EBL 并

发症发生率低且操作时间短，住院费用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当病灶大小 1 - 2cm 且

向腔内突出时新的内镜治疗方式较传统治疗方式在并发症发生率、操作时间和术后禁食、抗感染、

住院时间上均无显著差异，但传统治疗方式住院费用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胃固有肌层肿瘤大于 2.0cm 是内镜切除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对大于 2cm 和（或）向

腔外生长病灶；推荐采用 STER 或 EFTR；当病灶大小在 1-2cm 之间且向腔内突出时推荐采用

ESD 或 ESE 或圈套器摘除；当病灶小于 1cm 且向腔内突出时，可选择 EBL 治疗。 

 
 

PU-0066 

Long noncoding RNA STCAT16 suppresses cell growth 
and its downregulation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or survival i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jianfeng zhang,Qianfeng Zhang,Xiaoling Kuai,Zhenbiao Mao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Gastric cancer (GC) is currently the third leading cause of cancer-related death. 
Previously, research reported that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 was dysregulated in GC, and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cancer progression. Here, this study aims to determine the role of a novel 
lncRNA stomach cancer-associated transcript 16 (STCAT16)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GC.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STCAT16 in 59 specimens and human GC cell lines (SGC-7901, 
MKN-45, AGS, MGC-803, BGC-823 and MKN-28) and human normal gastric mucosa cell line 
(GES-1)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RFQ-PCR). STCAT16 
interference and over-expression vectors were constructed and transfected into BGC-823 and 
AGS cells, respectively. A cell counting kit-8, colony formation assay were used to evaluate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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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bility and cell proliferation, followed by wound healing assay and cell adherent assay for cell 
motility and adherent, respectively. Lastly, the effect of STCAT16 is validated in BALB/c nude 
mice. 
Results Our data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lncRNA STCAT16 was generally down-
regulated in GC. Meanwhile, STCAT16 expression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NM phase. Moreover, STCAT16 down-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or survival and prognosis. Downregulated expression of STCAT16 could promote 
proliferation, colony form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BGC-823 cells. On the contrary, those 
abilities were suppressed in AGS cells after up-expression of STCAT16. In vivo, the tumor size 
was also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hen STCAT16 expression was up-regulated. 
Conclusions Our data show that lncRNA STCAT16, acts as a tumor suppressor, inhibits GC 
tumor cell progression and its downexpression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GC patients. 
 
 

PU-0067 

专科能级课程模块化培训在消化科 N1 护士培训中的应用 

 
林征,陶花,卞秋桂,刘梅红,谢晓峰,张玉玺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能级培训是基于能级进阶的护士分层次培训模式，既能体现不同层级的特点，又能为能级进

阶做好准备，切实促进护理人员专业能力成长。随着医院规模扩大、护士队伍扩招，N1 能级护士

在临床护理队伍中占据的比例加大，给护理规范化培训带来了挑战。本研究探讨专科能级培训课程

在消化科 N1 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效果。 

方法 选取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系统相关科室所在的 N1 能级护士作为培训对象，包含

内、外、老年等临床科室。（1）确立培训课程目标：通过专科能级课程的学习，护理人员对本专

科领域的知识体系有更好的理解，能掌握专科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临床护理思维和综

合能力有较大的提升，能落实责任制整体护理所需的专业照顾、病情观察、协助治疗、心理护理、

健康教育、康复指导等任务，增强人文关怀和责任意识，能够独立、规范地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

（2）培训课程设计与实施：由护理部培训科组织，各专科（包括消化科、老年消化科、胃外科、

结直肠外科、胆胰外科等）护士长组成能级培训小组，培训前讨论培训主题、具体培训时间、授课

老师。培训课程涉及消化系统的生理解剖、常见疾病症状评估、药物使用流程及观察要点、消化病

内外科治疗特点、专科护理要点等多个方面。在培训过程中，注重护士从了解—理解—灵活运用的

过程。课前进行专科基础理论的评估，每堂课结束，有针对相关内容的思考题，并布置一项任务

（如制作一张健康教育板报、制作一个思维导图等），同科室学员组成小组共同完成。所有课程结

束，有理论考核和小组作业汇报，理论考核针对课程内容，小组汇报由所有专科护士长评价打分，

最后折算出每位护士的能级考核综合成绩，考核合格后予以颁发能级培训合格证书。 

结果 专科能级模块化培训后，N1 能级护士在专科系统理论基础知识考核合格率 86.36%，综合考

核总合格率 94.50%。在对培训模式的评价中，91.30%的护士认为此种培训模式合理，91.30%认

为专科能级培训很有必要，90.23%认为培训内容较易掌握，91.31%认为能级培训应持续进行，且

1-2 月/次，86.21%对于专科培训需求更大，培训老师的授课满意度为 100%。 

结论 专科能级课程模块化培训能将临床基础与专科紧密联系起来，培养 N1 护士专科实践能力、系

统评估能力，切实促进 N1 护理人员专业能力成长，为能级进阶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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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68 

Application value of TIMP-4 suspension microbead chip in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a validation study 

 
Jian Liu

1,2
,Liya Zhou

1
,Sanren Lin

1
,Bei Yao

1
,Jiansuo Zhou

1
,Xiue Yan

1
,Jingjing Lu

1
,Shiyu Xiao

1
 

1.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2.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Objective Our previous study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rum TIMP-4 
between gastric cancer (GC) and non-neoplastic gastric diseases (NGD) patients. To test 
its ability and feasibility for the diagnosis of GC, this study was performed. 
Methods Serum samples from 40 GC and 38 gender and age matched NGD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March 2017 to June 2017. TIMP bead-based assay using the Luminex technology 
was applied to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IMP-4 (Figure 1A-B). Its expression level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GC and NGD groups and its diagnostic value was assessed by ROC 
curve. Additionally, the levels of 4 conventional serological tumor markers in GC patients were 
determined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assay. 
Results The levels of TIMP-4 in GC and NGD groups were 1101.2±703.3 pg/mL 
and 890.1±454.7 pg/mL,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NGD group, the level of TIMP-4 tended 
to increase in the GC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critic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1.568, 
P=0.122) (Figure 1C). Its AUC value was 0.574 (95% CI, 0.444-0.704) for the diagnosis of GC. At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1292.7 pg/mL, its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38.5%, 
89.5% and 63.6%, respectively (Figure 1D). Nevertheless, the positive rates of alpha fetoprotein 
(AFP),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carcinoma antigen 125 (CA125), and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 for the diagnosis of GC were 0, 18.9%, 8.3% and 10.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Serum TIMP-4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iagnosis of GC. Whether it 
can be used as a novel diagnostic marker for GC requir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PU-0069 

TIMP-4 as a candidate diagnostic marker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of gastric cancer: a screening and validation 

study 

 
Jian Liu

1,2
,Liya Zhou

1
,Sanren Lin

1
,Bei Yao

1
,Jiansuo Zhou

1
,Xiue Yan

1
,Jingjing Lu

1
,Shiyu Xiao

1
 

1.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2.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Objective To test and verify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 as 
candidate biomarkers for the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GC). 
Methods Serum samples from 12 GC and 10 non-neoplastic gastric disease (NGD)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as training set. Human MMP antibody arrays were used to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7 major MMPs and 3 their endogenous tissue inhibitors simultaneously (Figure 
1B). Then the levels of them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GC and NGD groups and their 
diagnostic value was assessed by ROC curve. The candidate differential subtypes were 
confirmed by TIMP bead-based assay using Luminex technology in another group of patients, 
which included 40 GC and 38 NGD patients (Figure 1B).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NGD group, except MMP-2, MMP-3 and MMP-13, other MMPs showed 
a rising trend in the GC group,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raining set. Only TIMP-4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GC group than NGD group (P<0.05). Its AUC value was 0.858 (95% 
CI, 0.692-1.000). At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2438.3 pg/mL, its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for the diagnosis of GC were 83.3%, 80.0% and 81.8%, respectively (Figure 1C).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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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on set, the concentrations of TIMP-4 in GC and NGD groups were 1101.2±703.3 pg/mL 
and 890.1±454.7 pg/mL,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NGD group, the level of TIMP-4 also 
tended to elevate in the GC group, but the difference was critic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122). 
Its AUC value was 0.574 (95% CI, 0.444-0.704) for the diagnosis of GC. At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1292.7 pg/mL, its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38.5%, 89.5% and 63.6%, 
respectively (Figure 1D). 
Conclusions MMP expression profiling, especially TIMP-4,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novel target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GC. 
 
 

PU-0070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清 IL-17、IL-22、IL-23 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徐秀英,周安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IL-17、IL-22、IL-23 与溃疡性结肠炎发病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探讨血清 IL-17、

IL-22、IL-23 与溃疡性结肠炎发病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应用收集 62 例经内镜检查证实的 UC 患者的血清标本，用酶联免疫吸附检测(ELISA)分别检

测 IL-17、IL-22、IL-23 的含量并与对照组(健康体检者)进行比较。 

结果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活动期(UC 组)血清 IL-17 和 IL-22 的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5)，IL-23

的含量在 UC 组和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在轻中度与重度 UC 患者中，IL-17、IL-

22、IL-23 的血清含量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IL-17 在 UC 累及不同结肠范围的表达水平

中，其血清含量在广泛结肠炎高于直肠炎（P<0.05），而广泛结肠炎与左半结肠炎之间无显著性

差异（P>0.05），左半结肠炎与直肠炎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IL-22 在 UC 组中，其血清含

量在广泛结肠炎、左半结肠炎和直肠炎三者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IL-23 在 UC 组中，

其血清含量在广泛结肠炎高于直肠炎（P<0.05），而广泛结肠炎与左半结肠炎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0.05），左半结肠炎与直肠炎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血清 IL-17、IL-22、IL-23 在初发

型和慢性复发型 UC 患者中，其血清含量均无显著性差异（PIL-17=0.91，P IL-22=0.51，P IL-

23=0.45）。 

结论 血清 IL-17、IL-22 在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期表达水平较对照组升高，并随病情加重其表达水平

逐渐升高；而 IL-23 在轻中度 UC 中升高不明显,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但随病情加重其表达水平

亦逐渐升高；IL-17 与 IL-23 随着病变范围的扩大,其含量亦有增高的趋势，而 IL-22 的血清表达水

平与病变范围无关。三者可能在 UC 患者中共同使体内免疫调节失衡,从而诱发溃疡性结肠炎并促进

其发展。 

 
 

PU-0071 

慢性 HCV 感染者发生原发性肝癌的危险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秦少游,周长玉,王江滨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原发性肝癌难以实现早期诊断，常因不能及时治疗而导致预后较差。本研究探讨丙型肝炎病

毒相关性原发性肝癌的危险因素，促进及早在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中筛选出肝癌高危人群，提高丙

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癌的早期诊断率。 

方法 选取 2007 年~2011 年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56 例 HCV 相关性原发性肝癌患者（以下简称肝

癌组），其中男性 44 例，女性 12 例，平均年龄 65.0±8.2 岁；随机选取 66 例 HCV 感染者（不合

并原发性肝癌）作为对照组（以下简称非肝癌组），其中男性 26 例，女性 40 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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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13.1 岁。所有研究对象共计 122 例，其中男性 70 例，女性 52 例。平均年龄 60.4±10.8 岁。

对年龄、性别、HCV RNA 定量及基因型、肝硬化、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血糖及肝功能共 9 项因

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再将危险因素引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最终得出丙型肝炎病毒相关

性原发性肝癌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肝癌组男性患者 44 例，占 78.6%；非肝癌组男性患者 29 例，占 39.4%。肝癌组中肝硬化患

者 40 例，占 71.4%；非肝癌组肝硬化患者 28 例，占 42.4%。肝癌组 HBcAb 阳性者 37 例，占

72.5%；非肝癌组 HBcAb 阳性者 21 例，占 33.9%。肝癌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65.0±8.2 岁；非肝

癌组为 55.5±13.1 岁。肝癌组年龄≥65 岁者占 51.8%，共计 29 例；非肝癌组年龄≥65 岁者占

21.2%，共计 14 例。肝癌组基因 1 型病毒感染者占 70%，共计 28 例；非肝癌组基因 1 型病毒感

染者占 53.1%，共计 34 例。在肝癌组，男性、肝硬化、HBcAb 阳性及老年（年龄≥65 岁）患者的

比例均显著高于非肝癌组（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危险因素依次为男性

（OR=4.846，95%CI, 1.905-12.329）、肝硬化（OR=3.915，95%CI, 1.542-9.942）、HBcAb 阳

性（OR=2.806，95%CI, 1.140-6.907）、年龄≥65 岁(OR=1.080，95%CI,1.024-1.139)。  

结论 男性、肝硬化、HBcAb 阳性、老年（年龄≥65 岁）均是慢性 HCV 感染者肝癌发生的独立危险

因素。慢性丙型肝炎进展至肝硬化阶段后，其癌变几率较慢性丙型肝炎升高。 

 
 

PU-0072 

硫糖铝混悬凝胶联合标准三联对幽门螺杆菌感染小鼠的疗效研究 

 
刘芸,滕贵根,胡伏莲,王蔚虹,吴婷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硫糖铝混悬凝胶是一种黏膜保护剂，可保护溃疡或炎症黏膜，但关于硫糖铝对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i，HP)定植的影响、联合标准三联的根除疗效，以及对 HP 所致胃黏膜损伤保护

作用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动物实验探讨：1)硫糖铝对 HP 定植的预防作用；2) 硫糖铝联合标准

三联对小鼠 HP 感染的根除作用；3)硫糖铝混悬凝胶对小鼠 HP 感染所致胃黏膜损伤的治疗作用。 

方法 本研究将小鼠随机分为 6 组，对照组(n=6)，HP 模型组(n=12)，硫糖铝预防组(n=12)，标准三

联组(RAC，n=12)，标准三联联合硫糖铝组(RACS,n=12), 含铋剂四联组(RACB，n=12)。对照组

以无菌生理盐水灌胃，其余各组以 HP 悉尼菌株 SS1 灌胃，硫糖铝预防组同时予硫糖铝灌胃 14

天。灌胃结束后 1 周，RAC 组予雷贝拉唑、阿莫西林及克拉霉素灌胃 14 天，RACS 组予雷贝拉

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及硫糖铝灌胃 14 天，RACB 组予雷贝拉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及铋剂

灌胃 14 天。小鼠处死后，取胃黏膜进行 HE 染色并行 ESD 评分、免疫组化染色检测 HP、尿素酶

试验。免疫组化或尿素酶试验阳性则诊断为 HP 阳性。 

结果 小鼠 HP 模型组 HP 阳性率为 91.67%，硫糖铝预防组 HP 阳性率为 53.33%。HP 灌胃结束

时，HP 模型组体重为 21.75±0.53g，硫糖铝预防组体重为 22.74±0.26g (p=0.041)。HP 模型组

ESD 评分为 3.42±0.20，硫糖铝预防组为 2.42±0.29 (p=0.009)。HP 根除治疗后，RAC 组、RACS

组及 RACB 组 HP 根除率分别为 83.33%、91.67%及 100%(p>0.05)。RACS 组小鼠体重

(25.64±0.34g)较 RACB 组(24.42±0.32g)增加(p=0.016)。RAC 组、RACS 组及 RACB 组 ESD 评分

分别为 2.67±0.31、1.67±0.14、2.08±0.23(p=0.016)。 

结论 硫糖铝在 HP 感染时对小鼠体重有保护作用，可降低 HP 感染率，改善 HP 所致胃粘膜损伤。

RACS 根除小鼠 HP 感染后对小鼠体重有保护作用。根除 HP 后，RACS 组可改善小鼠 HP 感染所

致胃黏膜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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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73 

脑卒中患者经皮内镜下胃造瘘的并发症分析 

 
胡建平 

北京电力医院 

 

目的 2006 年以来我院脑卒中引起不能进食，行经皮内镜下胃造瘘 26 例患者随访一年出现的各种

并发症原因进行分析，探讨减少并发症的措施。 

方法 使用奥林巴斯 GIF-XQ260 电子胃镜，南京微创活检钳，费森尤斯卡比公司的福瑞可经皮内镜

下胃造瘘装置（含造瘘管等），咽喉用普鲁卡因液喷洒十分钟后经口送入胃镜，在胃镜引导下定位

穿刺点，直视穿刺针进入胃腔合适位置，用活检钳经胃镜活检通道引出导钱后拔出胃镜。将造瘘管

装置和导线连接，经口送入胃腔后，顺穿刺针引入体外。造瘘管在胃腔内靠头端蘑菇头装置固定，

胃腔外头端靠相应部件连接胃造瘘管并固定于腹壁。包扎穿刺口，术后常规禁水 8 小时，禁食 24

小时，使用抗生素 3 天。手术次日首先用 50ML 注射器缓慢注入生理盐水，通畅后，开始注入喂养

营养液及食糜乳。术后每天创面碘伏换药，26 例手术全部成功。术中及固定造瘘管后再次进入胃

镜到胃腔观察造瘘管固定情况及出血情况。均固定良好，无出血。 

结果 并发症：26 例患者，均行术后随访一年。其中 18 例无并发症发生。其余 8 例患者，术后三

日伤口感染一例。术后三个月以后造瘘管断裂 2 例，造瘘管堵塞 2 例，外渗液 5 例，并出现造瘘口

皮肤红肿 3 例，化脓 2 例，视为迟发型造瘘口炎。造瘘管胃腔内包裹 2 例引起造瘘管堵塞，造瘘管

向皮肤生长拖累一例，该病人二次植入造瘘管后三月，又发生包裹反应，造瘘管向皮肤生长，顶破

皮肤脱落，分析认为与造瘘管发生排斥反应有关 

结论 虽然内镜下造瘘术简单，微创，提高了病人的生存时间，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并发症，有的

并发症甚至是致命的 

这就需要反复对家属进行宣教，及时来院复查，病人搬动困难时，大夫应该上门诊治。及时处理出

现的轻微并发症，以免向重度并发症发展。预防的关键是手术后自然窦道形成后，每天换药时均需

将外固定开关松开，转动导管一周，并将导管小心推进 1—2cm 在拉紧重新固定。对存在吸入性肺

炎患者或者存在胃动力不足的患者，建议坐位或半卧位喂养直至餐后半小时。本组患者未有此类并

发症发生。 

 
 

PU-0074 

围手术期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是否可降低结肠息肉 EMR 

术后延迟出血的回顾性研究 

 
李宁,冷岳奇,陈东风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结肠息肉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因其有恶变及出血的倾向，因此临床医生建议对结

肠息肉行内镜下治疗。但结肠息肉术后延迟性出血是 EMR 术后常见并发症之一，延迟性出血更容

易被医生及患者忽视，而且一旦出现危害较大，不但增加患者住院时间和费用，还会给患者心理上

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如何降低术后延迟性出血至关重要。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以观察围手术期

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是否可以有效降低结肠息肉内镜下黏膜下切除术（EMR）术后延迟出血的发生

率。 

方法 通过检索住院病史收集 2013 年 1 月—2018 年 1 月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出院诊断为结肠息

肉并住院行 EMR 治疗的患者。纳入标准：①年龄为 18-70 岁；②明确诊断结肠息肉或结肠多发性

息肉，已行 EMR 治疗的患者；③手术前后未使用止血药；④；凝血功能正常；⑤无服用非甾体消

炎药（NSAIDs）史；⑥无合并消化道溃疡、自身免疫性胃肠病、凝血功能障碍等影响出血的疾病

史。排除标准：①凝血功能障碍者；②手术前后应用止血药的患者；③临床资料缺项。初步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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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例患者，其中 35 例临床资料收集不全，474 例在治疗期间应用了止血药，8 例长期服用

NSAIDs，均予剔除，最终共 763 例患者纳入分析。根据其围手术期是否应用抗生素预防性抗感染

将患者分为两组，为使用抗生素组和未使用抗生素组，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结肠息肉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结肠息肉术后延迟性出血是 EMR 术后常见并发症之

一，如何降低术后延迟性出血至关重要。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以观察围手术期预防性使用抗生

素是否可以有效降低结肠息肉内镜下黏膜下切除术（EMR）术后延迟出血的发生率。  

结论 EMR 是结肠息肉治疗的有效方法，围手术期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可有效预防 EMR 术后切口

感染，进而有效地减少延迟出血的发生率。 

 
 

PU-0075 

Overexpression of Elafin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Yun Liu,Guigen Teng,Weihong Wang,Ting Wu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The decrease of Elafin is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inflammatory diseases.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Elafin drove poor outcomes in some tumors, but little data have known regarding on 
the expression of Elafin in patients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Elafin in colorectal tumor. 
Methods We included eighty-eight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as colorectal cancer by 
histopathology after the resection of colon at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was collected, including age, gender, clinical stage, tumor invasive stage,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distant metastasis. The expression of Elafin in tissues of colorectal 
tumor and of adjacent non-tumor was exa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The paired Chi-
square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proportions of high-score group between the tumors and 
non-tumors tissu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ntage of high-score group and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variables was compared by Chi-square or Fisher‘s exact test. We also 
analyzed the RNAseq data presented in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database 
(https://cancergenome.nih.gov/) to confirm the mRNA levels of Elafin in colorectal tumor. The 
patients with integrated clinical information and the mRNA levels of Elafin were enrolled. The 
corresponding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was also abstracted from TCGA database. Continuous 
variables of RNA-seq data were displayed as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NA-seq expression level of Elafin and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was 
conducted by an independent two sample t-test. 
Results Among the eighty-eight patients included in the study, 50 were males and 38 were 
females, with the average age of 66.86±10.82, ranging from 32 to 91 years. Of the 88 paired 
samples, 68 (77.3%)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indicated high-expression of Elafin, while 52 
(59.1%) matched adjacent noncancerous tissues showed high-expression (P=0.010).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high scores of Elafin expression and 
age, gender, tumor invasive,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distant metastasis. However, high 
scores of Elafin was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stage based on AJCC guidelines (P=0.028). The 
RNA-seq and the clinical data were available in 438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and 41 normal 
tissues in TCGA database. The RNA-seq data showed that Elafin mRNA was upregulated about 
two-fold in colorectal cancer samples as compared to non-tumor tissues (176.42±402.13 vs 
96.75±150.07; P=0.208). We also foun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mRNA levels of Elafin and age, gender, clinical stage based on AJCC guidelines, tumor invasive,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distant metastasis. 
Conclusions Elafin was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and might have relationships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However, Elafin may not affect the progress of colorectal cancer 

https://cancergenome.nih.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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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viously.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clarify the role of Elafi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PU-0076 

抗 HP 嗜酸乳杆菌对 BALB/c Cr 小鼠根除肝螺杆菌后 

再感染的预防作用研究 

 
张曼华

1
,秦少游

2
,王江滨

2
 

1.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原:深圳铁路医院) 

2.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H.hepaticus 与 HP 属同一螺杆菌属，近年来发现其不仅在肠道具有致病作用，还可诱发肝脏

损伤。本研究组在筛选到对 HP 具有明显抑制效应的嗜酸乳杆菌的基础上，进一步观察其在体外对

H.hepaticus 标准菌株 ATCC51450 及分离株的抑制效应及对 BALB/c Cr 小鼠根除肝螺杆菌后再感

染的预防效应，为进一步开展生态菌预防及治疗 H.hepaticus 感染奠定基础。 

方法 采用固体培养打孔法观察本研究组预先筛选的对 HP 具有明显抑制效应的嗜酸乳杆菌(抗 HP

嗜酸乳杆菌) L4 及 L6 的培养上清液对 H.hepaticus 标准菌株 ATCC51450 及分离株生长的抑制效

应，随后采用液体培养法将具有抗 HP 作用的嗜酸乳杆菌与 H.hepaticus 共同培养，分别于共同培

养 6、12、24、36、48h 通过倍比稀释菌落计数法及尿素酶活性测定法，观察抗 HP 嗜酸乳杆菌对

H.hepaticus 生长及尿素酶活性的抑制效应。建立肝螺杆菌感染的 BALB/c Cr 小鼠模型，采用抗生

素联合铋剂的方案进行 H.hepaticus 根除治疗，将成功根除 H.hepaticus 的小鼠与未根除小鼠同笼

饲养，并分别灌饲抗 HP 嗜酸乳杆菌及生理盐水，分析抗 HP 嗜酸乳杆菌对成功根除小鼠

H.hepaticus 再感染的预防效应。 

结果 抗 HP 嗜酸乳杆菌 L4 及 L6 菌株的上清液对 H.hepaticus 标准菌株 ATCC51450 及分离株的抑

菌环直径明显高于乳酸对照组及布氏肉汤组（P <0.01），校正上清液 pH 值后仍具有明显的抑制

效应；在液体培养条件下抗 HP 嗜酸乳杆菌菌株（L4）与 H.hepaticus 标准菌株 ATCC51450 及分

离株共同培养后，H.hepaticus 的菌落计数及尿素酶活性明显低于普通嗜酸乳杆菌对照组及单纯

H.hepaticus 培养组（P <0.05），且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其菌落计数及尿素酶活性逐渐下降。成功

根除 H.hepaticus 且灌饲抗 HP 嗜酸乳杆菌小鼠再感染 H.hepaticus 的几率明显低于灌饲生理盐水

对照组（P <0.05）. 

结论 抗 HP 嗜酸乳杆菌在固体培养条件下可明显抑制 H.hepaticus 标准菌株及临床分离株的生长，

而在液体培养条件下，还可进一步明显抑制其毒性因子尿素酶的活性。BALB/c Cr 小鼠根除

H.hepaticus 后，抗 HP 嗜酸乳杆菌可有效预防 H.hepaticus 再感染的发生。 

 
 

PU-0077 

超声内镜引导细针穿刺抽吸术在常规内镜活检诊断不明确  

的胃肠道病变中的应用价值 

 
彭春艳,吕瑛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评价超声内镜引导细针穿刺抽吸术（EUS-FNA）在常规内镜活检诊断不明确的胃肠道病变中

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5 例常规内镜活检诊断不明确的胃肠道病变且在我院行 EUS-FNA 的患者的诊断

结果和随访情况，以手术病理和随访结果为最终诊断，评估 EUS-FNA 对此类病变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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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研究中男性患者 41 例，女性 24 例，中位年龄 60 岁。普通内镜下以弥漫浸润型病变最为多

见（56.9%），其次为黏膜下隆起型病变（21.7%）。54 例（83.1%）患者诊断为肿瘤性病变，非

肿瘤性病变 11 例（83.1%）。EUS-FNA 总的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性为 76.8%（95%CI: 

65.7%-87.8%）、100%（95%CI: 66.4%-100%）、及 80.0%（95%CI: 70.3%-89.7%）。亚组分

析显示 EUS-FNA 在弥漫浸润型病变中的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性分别为 70.6%（95%CI: 

55.3%-85.9%）、100%（95%CI: 29.2%-100%）及 73.0%（95%CI: 58.7%-87.3%）;在黏膜下隆

起型病变中的诊断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性分别为 68.8%（95%CI: 46.0%-91.5%）、100%

（95%CI: 2.5%-100%）及 70.6%（95%CI: 44.0%-89.7%）。 

结论 EUS-FNA 对常规内镜活检诊断不明确的胃肠道病变具有中等强度的诊断价值，可作为此类病

变在常规内镜活检无法确诊后的备选方案，但仍需结合其他手段或技术改进以进一步提高 EUS-

FNA 的诊断效能。 

 
 

PU-0078 

胰腺癌血清来源外泌体蛋白质组学分析及其意义 

 
肖明兵,焦钰洁,刘肇修,朱隽雅,江枫,杨君伶,陆翠华,倪润洲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胰腺癌、胰腺炎患者以及健康志愿者血清来源外泌体的差异表达蛋白，结合生物信息学

分析、验证并探讨靶蛋白在胰腺癌发生、侵袭和转移中的机制，为寻找新的诊断标志物及胰腺癌治

疗靶点奠定新的基础。 

方法 通过超速离心法从胰腺癌、胰腺炎患者和健康志愿者血清中分离和纯化外泌体。透射电子显

微镜观察外泌体的大小和形态。蛋白质印迹（Western blot，WB）分析用于检测外泌体特定蛋白

的表达。通过液相二级质谱（LC-MS/MS）定量分析血清来源的外泌体蛋白质以鉴定差异蛋白质，

并采用 GO 和 KEGG 生物信息学软件进行外泌体蛋白质的生物信息学分析。WB 验证来自四种胰

腺癌细胞系的外泌体和胰腺癌组织样品差异蛋白 ANXA11 的表达水平。同时免疫组化验证

ANXA11 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 

结果 透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外泌体呈圆形，直径 30-100nm。外泌体特异性标志蛋白 CD9、

CD63 和 TSG101 均可在提取得到的外泌体中检测到。LC-MS/MS 总共鉴定出 655 种蛋白质。来

自胰腺癌患者的外泌体与健康志愿者的相比，有 29 个差异蛋白：18 个上调蛋白质和 11 个下调蛋

白质。同时，与来自胰腺炎患者的外泌体蛋白质相比较，在胰腺癌来源的外泌体中鉴定出 14 个上

调蛋白质和 14 个下调蛋白质。胰腺癌外泌体上调蛋白 ANXA11 多株胰腺癌细胞系中表达上调，并

且在胰腺癌组织中主要定位于细胞质。 

结论 来自胰腺癌、胰腺炎患者和健康志愿者血清的外泌体蛋白质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表达蛋

白可能在肿瘤微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为肿瘤生物标志物提供潜在来源。 

 
 

PU-0079 

Cap-assisted 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 for small 
gastric submucosal tumors less than 10mm: A method with 

risks and hopes 

 
Yuchen Luo,Yue Li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Nangfang Hospital 

 
Objective Gastrointestinal submucosal tumors (SMT) sometimes are needed to be removed.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safety and feasibility of cap-assisted 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 
(EFTR) for small gastric SMT less than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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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total of 100 consecutiv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ap-assisted EFTR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eri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recorded and analyzed .  
Results Results: The average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51.1±10.9 years, and the average size of 
the SMT was 8.3±1.9 mm. The mean operating time was 17.2±9.9 minutes, and all the SMTs 
were successfully removed by cap- assisted EFTR. However, we observed arterial bleeding in 8 
patients during operation, one patient cannot be stopped and received embolism. There were 2 
patients with infections and 4 patients with delayed bleeding after operation. Two patients 
received surgical operation for delayed bleedingand hemoperitoneum. It is noted that there were 
no complications when the OTSC were applied to close the wound.    
Conclusions Cap-assisted EFTR is not a safe method for resection of small gastric SMT and 
OTSC-assisted resection system may provide the solution.   
 
 

PU-0080 

延伸护理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肝性脑病复发的影响 

 
张落芳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探讨延伸护理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肝性脑病复发的影响。 

方法 收集 我科 201 6 年 3 月至 201 8 年 3 月收治的 80 例肝硬化合并肝性脑病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对其接受护理的情况进行回顾性研究。采用随机原则 ，将患者分为对照组 (40 例 ) 和实验组 

(40 例 )。责任护士对对照组患者施以常规的出院健康宣教。责任护士除了对实验组患者进行对照

组护理方法以外，于患者出院后进行 6 个月延伸护理。 

延伸护理具体做法：(1) 在住院期间认真了解实验组患者病因、年龄 、文化程度 、经济状况 、生

活方式等。依据实验组患者基本情况及生活方式特点制定出院后延伸护理计划，制定延伸护理具体

内容，建立患者健康档案，记录患者联系方式。(2)建患者或家属微信群，每周在群内发放健康教

育资料包括：①饮食指导：嘱其要戒烟酒 ，热量高 、蛋白质适量 、富含高维生素 、极易消化低脂

饮食，适当补充无机盐及微量元素，如果出现肝性脑病征兆时则严格限制蛋白质摄入。② 药物指

导：根据患者不同文化程度进行耐心细致服药指导 ，依托于家属督促其按时服药，勿随意更改剂

量及服药时间、如何自我防护及常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③生活与休息注意事项：生活起居要有规

律，睡眠要保证。④并发症指导：如果患者在服用利尿剂期间应教会其注意测量脉搏是否有减慢改

变，是否出现无力、睡眠颠倒的规律，行为举止异常等现象出现，观察牙龈是否极易出血，大便颜

色异常等消化道出血现象 。 (3) 每 2 周进行一次电话随访，有针对性有重点进行健康宣教 (4)每月

组织 1 次专科专题讲座 ，集中授课讲解肝硬化有关知识及日常保健方法 。这些做法都要不间断进

行 6 个月。在实施延续护理期间责任护士电话随访，必要时走进家庭进行访视 ，同时要鼓励患者

积极对疑难问题进行电话或微信咨询。 

结果 实验组患者用药依从性的达标率、合理饮食行为的达标率、保持有规律生活的达标率、能够

定期 回医院复查的达标率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各项生活质量指标 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其

肝性脑病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患者。 

结论 肝硬化失代偿期并发肝性脑病患者，预后差，病死率高，目前还无特效疗法 。因此，医护人

员应高度重视诱因，从疾病诱因干预、基础护理 、生活护理、心理护理、健康教育等多个环节出

发，有效实施延伸护理可显著改善其出院后的遵医行为、提高其生活质量，降低其肝性脑病的复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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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81 

克罗恩病患者疾病相关知识水平与其身心健康分析研究 

 
吴强强,顾于蓓,钟捷 

瑞金医院 

 

目的 研究克罗恩病患者（CD）疾病相关知识水平的影响因素及知识水平与其身心健康、应对方式

的相互关系。 

方法 纳入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1 月我院消化科诊治的 CD 患者，收集其基本信息，应用炎症

性肠病相关知识水平量表（CCKNOW）评估疾病相关知识水平，炎症性肠病患者生活质量量表

（IBDQ）评估生活质量，临床焦虑及抑郁量表（HADS）评估焦虑及抑郁情况，简易应对量表

（Brief COPE）评估患者面对困难的应对方式，分析上述各变量之间相互关系并应用疾病基本认知

模型（CSM）进行综合阐述。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57 例患者，其中男性 112 例，女性 45 例，中位年龄为 31 岁。高教育程度、

居住在城市及既往有 CD 相关手术史的患者知识水平较高(P<0.05)。知识水平与生活质量呈负相

关，而与焦虑、消极应对及情感应对呈正相关(P<0.05)。消极应对与焦虑呈正相关，而与生活质量

呈负相关(P<0.05)。焦虑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P<0.05)。情感应对与问题应对呈正相关(P<0.05)，

但两者均与患者身心健康无相关性。通过 CSM 分析上述变量发现知识水平促使患者采用消极应对

诱发焦虑及降低生活质量，而不良的身心健康反过来提高了患者的知识水平。情感应对和问题应对

与患者身心健康无相关性。 

结论 CD 患者知识水平受其教育程度、居住地区、CD 相关手术史影响。高知识水平的患者一方面

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影响疾病结局，导致焦虑程度的加重及生活质量的下降，另一方面采取情感应

对和问题应对的方式无法改善其身心健康，而不良的身心健康反过来提高了患者的知识水平。CD

患者可能缺少合适的干预手段来改善其身心健康。 

 
 

PU-0082 

β2-AR 通过 ERK1/2 通路调节 AKR1B1 表达促进 

胰腺癌细胞增殖 

 
江枫,金丹丹,刘金霞,瞿利帅,杨君伶,陆翠华,倪润洲,肖明兵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胰腺癌中精神因素相关信号分子 β2-肾上腺素能受体（β2-AR）表达与醛固酮还原酶 1B1

（AKR1B1）表达的相关性以及对胰腺癌细胞增殖凋亡的影响。 

方法 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30 例胰腺癌切除标本中 β2AR 蛋白与 AKR1B1 蛋白的表达情况。免疫共

沉淀法鉴定胰腺癌细胞中 β2AR 与 AKR1B1 的相互作用；细胞免疫荧光检测 β2AR 与 AKR1B1 在

CFPAC-1 及 BXPC-3 胰腺癌细胞系中的共定位情况。蛋白质印迹（Western Blot）检测 β2AR 在

多株胰腺癌细胞系中的表达情况；在表达相对较低的 CFPAC-1 细胞中转染 β2-AR 过表达载体质

粒，Western Blot 检测转染效果及 AKR1B1 蛋白水平表达；CCK-8 检测转染后 CFPAC-1 细胞增

殖能力，Annexin V-FITC、PI 染色检测 CFPAC-1 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的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

AKR1B1 在多株胰腺癌细胞系中的表达情况；在 PANC-1 细胞中过表达 AKR1B1，观察对 β2AR

蛋白表达的影响及对胰腺癌细胞 PANC-1 增殖、凋亡的影响。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胰腺癌细胞中

过表达 β2AR 与 AKR1B1 后 ERK1/2 通路。 

结果 在胰腺癌组织样品中 AKR1B1 表达与 β2AR 表达呈正相关。免疫共沉淀显示在胰腺癌细胞

CFPAC-1 中这两种蛋白质存在相互作用。此外，免疫荧光检测显示两种蛋白在 CFPAC-1 和

BXPC-3 胰腺癌细胞中存在共定位。与对照组相比，β2-AR 过表达与 AKR1B1 过表达分别显著促

进 CFPAC-1、PANC-1 细胞增殖，降低早期凋亡细胞百分比，流式细胞仪分析显示，S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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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AC-1 细胞的比例明显升高，G0 及 G1 期细胞百分比降低（所有 P <0.05）。同时，β2AR 过

表达可导致 AKR1B1 蛋白表达显著增多（均 P <0.05），过表达 AKR1B1 可反馈轻度抑制 β2AR

表达。与对照组相比，β2-AR 过表达与 AKR1B1 过表达后 p-ERK1/2 水平明显升高,总 ERK1/2 水

平无明显变化。 

结论 在胰腺癌组织和细胞中，β2AR 与 AKR1B1 存在相互作用及共定位，β2AR 通过 ERK1/2 通路

上调 AKR1B1 促进胰腺癌细胞增殖和凋亡。 

 
 

PU-0083 

血清紫藤凝集素阳性 Mac-2 结合蛋白对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和 

临床预后的预测价值 

 
王泽瑞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明确 WFA
+
-M2BP 与肝硬化患者的肝功能情况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其对肝功能的预测效果。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地入组了 2013 至 2016 年间住院治疗的 197 肝硬化患者。其中，160 例患者完

成了相关随访工作，平均中位随访时间为 23 个月。收集和记录患者的相关化验、检查和临床资料

（如并发症、死亡等），并通过全自动分析仪，测定所有患者血清中 WFA
+
-M2BP 的水平。分别采

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Logistic 回归分析和 Cox 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测定血清

WFA
+
-M2BP 在评估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储备、预测失代偿和死亡等方面的准确性。 

结果 在入组的 197 例肝硬化患者中，血清 WFA
+
-M2BP 水平随 Child-pugh 分级的升级而增高，尤

其在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引起的肝硬化患者中明显。Roc 分析发现，WFA
+
-M2BP 用于 Child-

Pugh 分级评估肝功能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此外，血清 WFA
+
-M2BP 也与终末期肝病(MELD)评分呈

显著正相关。更重要的是，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WFA
+
-M2BP 是代偿期肝硬化患者进展

为临床失代偿期的独立预测指标(OR=11.958；95% CI：1.876-76.226；p=0.009)。多因素 Cox 回

归分析证实 WFA
+
-M2BP 是肝病相关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HR=2.57；95% CI：1.013-6.525；

P=0.047)。研究结论：血清 WFA
+
-M2BP 水平可作为评价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和预测其临床结局的

可靠指标，尤其适用于 HBV 感染引起的肝硬化患者 

结论 血清 WFA
+
-M2BP 水平可作为评价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和预测其临床结局的可靠指标，尤其适

用于 HBV 感染引起的肝硬化患者 

 
 

PU-0084 

克罗恩病患者疾病信息需求程度及获取途径分析研究 

 
吴强强,顾于蓓,钟捷 

瑞金医院 

 

目的 研究克罗恩病（CD）患者对多方面疾病信息的需求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CD 患者对不同信

息获取途径的接受程度。 

方法 纳入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消化科诊治的 CD 患者，获取 CD 患者的基本信息，应

用自制的知识需求量表评估患者对一般知识、生育、临床治疗、日常管理 4 个维度 20 个方面的疾

病信息的需求程度并分析信息需求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同时评估患者对多种信息获取途径的接受

程度。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59 例患者，其中男性 114 例，女性 45 例，中位年龄为 31 岁；患者对疾病多

方面信息的需求程度呈现高需求状态（高需求人群占比在 70%-90%）。对于一般知识，77%-87%

的患者希望获取临床症状、并发症、病因、预后及癌变风险等信息；对于生育，64%-69%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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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获取妊娠及遗传性等信息；对于临床治疗，77%-91%的患者希望获取药物治疗、药物副作

用、用药调整、随访评估等信息；对于日常管理，79%-93%的患者希望获取日常饮食选择、营养

制剂选择、行为管理等信息。年轻、有生育想法、女性的患者对生育信息需求程度较高

（P<0.05）；年轻患者对临床治疗信息需求程度较高（P<0.05）；居住在村镇地区、患病时间短

的患者对日常管理信息需求程度较高（P<0.05）。83%-94%的患者非常容易接受医生指导、知识

手册、视频资料来源的信息。79%的患者将医生作为信息获取的第一选择。 

结论 CD 患者对疾病信息需求程度普遍呈现高需求状态，其中年轻、有生育想法、女性患者对生育

方面的信息需求程度较高；年轻患者对临床治疗信息的需求程度较高；居住在村镇地区、患病时间

短的患者对日常管理信息需求程度较高。患者对不同信息来源的接受程度不同，其中以医生来源的

信息接受程度最好。 

 
 

PU-0085 

SBAR 沟通模式在消化内镜微创治疗围术期医护管理中的应用 

 
胡灵芝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个体化现况-背景-评估-建议（SBAR）沟通模式在消化内镜微创治疗医护管理中的应用效

果。 

方法 对消化内科经培训后的 21 名护士，采用个体化现况-背景-评估-建议（SBAR）沟通模式进行

医护沟通管理。根据有关 SBAR 工作表及指南，便于护士向医生汇报病情及护理交接班时，确保信

息传递的准确、及时及有效性，结合科室特点设计 SBAR 沟通表。保留原 S、B、A、R4 个模块的

内容:S，即患者的阳性体征及不适主诉；B，即患者的现病史及既往史；A，即汇报者对患者现存

问题的评估及判断；R，信息即汇报者给予的建议，并新增以下项目:S，即特殊检查及实验室指

标，包括心电图分析、血常规、出凝血时间、电解等检查情况；即目前治疗，包括患者的消化道准

备情况；消化化内镜检查结果及消化内镜微创治疗部位、方式等；管道引流情况；A，即初步判

断，病人消化系统的观察重点及病情观察，包括呕吐；腹胀；腹痛的部位、性质、持续时间；大便

颜色、性状、次数、量；呕血、呕血次数、颜色、性状、量；患者感染、发热等；R，即推荐措

施，护理高风险，如管道滑脱高风险、跌倒高风险、压疮高风险、营养高风险等高风险患者的危险

因素；病情变化观察要点；特殊药物，如生长抑素、血管加压素、质子泵抑制剂的速度交班；消化

内镜微创治的饮食、活动、病情观察重点等。 

结果 应用 SBAR 沟通模式后，采用自制的消化内镜微创治疗围术期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对每月的护

理质量进行评价，消化内镜微创治疗围术期护理质量由每月的 92 分上升到 98 分；护理文件书写合

格率由 90%上升至 95%；护士的团队合作感、职业价值感、及安全文化感每个项目总均分及 3 个

项目综合评分均高于应用 SBAR 沟通模式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认为结合科室特点的个体化 SBAR 沟通模式，能提高消化内科内镜微创治疗围术期患者的护

理质量，降低消化道出血等并发症及不安全事件的发生率，提升护士的职业价值感，促进医护和谐

团队的建立，最终达到保障患者健康安全的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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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86 

胶囊內镜滞留导致手术的危险因素分析 

 
韩泽民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 Nanfang Hospital 
3.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总结胶囊內镜滞留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长期预后情况，探讨胶囊內镜滞留导致手

术的危险因素，进而为临床医生处理胶囊內镜滞留提供一套合理可行的应对方案。 

方法 回顾性收集我院 2007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所有接受胶囊內镜检查者的临床资料，从

中筛选出发生胶囊內镜滞留的患者，分析不同干预措施下胶囊內镜滞留患者的长期预后情况。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5348 例胶囊內镜检查过程,其中确认发生胶囊內镜滞留的患者有 77 例。单因素

Cox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手术的发生与肠梗阻（P < 0.001）、显性小肠出血（P = 0.011）、特异

性药物治疗（P = 0.003）以及经双气囊小肠镜取出胶囊內镜（P = 0.009）有关。多因素 Cox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出现肠梗阻[hazard ratio （HR）= 2.05；1.12-3.76， P = 0.020]、出现显性小肠出

血(HR=2.01；1.08-3.71，P = 0.027)是胶囊內镜滞留导致手术的独立危险因素，而特异性药物治疗

(HR=0.22；0.07-0.74，P = 0.014)和经双气囊小肠镜成功取出胶囊內镜(HR=0.20；0.06-0.66，P 

= 0.008)则是独立保护性因素。 

结论 当胶囊內镜滞留发生后，对于无症状的患者，可维持针对原发疾病的特异性药物治疗，直到

胶囊內镜自动排出或症状出现；对于出现轻微腹痛的患者，可尝试通过双气囊小肠镜取出滞留的胶

囊內镜；对于已经出现肠梗阻或显性小肠出血的患者，应尽早请外科医生会诊，以免延误病情。 

 
 

PU-0087 

NR2B 介导 ERK/p-ERK 信号途径影响肝癌细胞的增殖 

 
倪温慨,张薇,刘金霞,瞿利帅,管程齐,江枫,肖明兵,陆翠华,倪润洲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NR2B 在肝癌细胞中的表达以及其激动剂和特异性抑制剂对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方法 Western Blot 检测 NR2B 在 8 对肝癌组织和 4 个肝癌细胞系的蛋白表达水平，CCK-8 和克隆

形成实验检测 NR2B 激动剂和特异性抑制剂对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Western Blot 检测 NR2B 激

动剂和特异性抑制剂对 p-ERK 的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 

结果 在 7 对肝癌组织中，NR2B 的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癌旁组织；与正常细胞比较，在 3 个癌

细胞中，NR2B 的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增加；NR2B 激动剂和特异性抑制剂分别促进和抑制肝癌细胞

的增殖和 p-ERK 的蛋白水平，总的 ERK 蛋白水平没有变化；此外，ERK/p-ERK 信号通路抑制剂

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 

结论 NR2B 通过 ERK/p-ERK 信号途径促进肝癌细胞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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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88 

EUS elastography for the diagnosis of gastric submucosal 
tumors 

 
Chunyan Peng,Ying LV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bjective EUS elastography has been employed with promising results in evaluating benign and 
malignant lymph nodes and pancreatic disease. However, few studies are available o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gastric submucosal tumors (SMTs) with the use of EUS elastography. Second-
generation EUS elastography allow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issue stiffness. We evaluated the 
accuracy of quantitative EUS elastography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gastric SMTs and in 
predicting the preoperative malignancy risk of gastric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s)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62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US for the evaluation of gastric SMTs. 
EUS elastography was performed with the linear EUS scopes (GF TYPE UCT 260; Olympus 
Corporation, Tokyo, Japan) and combined with diagnostic ultrasound imaging systems (EU-ME2; 
Olympus Corporation, Tokyo, Japan). In each case a strain ratio (SR) was calculated, comparing 
the leison tissue with adjacent reference tissue that appeared normal on EUS scanning. Final 
diagnosis was based on histology of endoscopic or surgical specimens.  
Results The mean size of gastric SMTs was 2.78±1.25cm. The final diagnoses were GISTs 
(n=43), leiomyoma (n=9), aberrant pancreas (n=6), and schwannoma (n=4). According to 
histologic risk classification, 43 GIST cases were grouped as benign (very low risk, 9 cases; low 
risk, 23 cases) and 11 cases as malignant GISTs (intermediate risk, 6 cases; high risk, 5 cases). 
The SR mean was 7.01± 12.26 in GIST, 7.37± 7.65 in schwannoma, 5.55± 6.43 in aberrant 
pancreas, and 3.11± 3.44 in leiomyoma, respectively; p= 0.793). There was a small but 
nonsignificant trend toward higher SR in malignant GISTs than in benign GISTs (8.08 ± 11.9 vs 
6.65 ± 12.5, p = 0.74). 
Conclusions Quantitative, second-generation EUS elastography cannot add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gastric SMTs and in predicting the preoperative malignancy risk of 
gastric GISTs.  
 
 

PU-0089 

丝氨酸蛋白酶 PRSS23 促进胃癌的生长 

 
晏润纬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有研究显示丝氨酸蛋白酶 PRSS23 与部分肿瘤（乳腺癌、前列腺癌及胰腺癌）的发生发展相

关，但其与胃癌发生发展的关系目前尚未见报道。本文重点关注 PRSS23 对胃癌生长的影响。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胃癌及癌旁正常的临床组织标本中 PRSS23 的表达情况。构建 shRNA

慢病毒以敲减 PRSS23 基因，利用细胞计数、MTT 法、Caspase3/7 活力检测以及流式细胞术检测

PRSS23 对胃癌细胞增殖及凋亡的影响。 

结果 收集了 91 对胃癌及癌旁正常组织，免疫组化检测发现胃癌组织中 PRSS23 的表达明显高于癌

旁正常组织（p<0.01），且 PRSS23 在胃癌组织中的高表达与 TNM 分期及发生部位相关。

PRSS23-RNAi 慢病毒感染胃癌细胞（AGS 和 MGC-803）后，利用 Celigo 细胞计数及 MTT 法连

续检测 5 天，发现实验组 AGS 和 MGC-803 细胞的增殖速率受到显著抑制。PRSS23-RNAi 慢病毒

感染 4 天后，实验组 AGS 和 MGC-803 细胞 Caspase3/7 活性显著增加，且利用 ANNEXIN-V 单染

法发现实验组发生凋亡的 AGS 和 MGC-803 细胞显著增加，提示 PRSS23 基因与 AGS 和 MGC-

803 细胞的凋亡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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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提示丝氨酸蛋白酶 PRSS23 在胃癌生长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可能成为胃癌治疗的潜

在靶标。  

 
 

PU-0090 

聚乙二醇干扰素 α-2a 个体化治疗慢性乙肝患者的临床疗效 

及肝组织学改善状况分析 

 
徐严,张永贵,王江滨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探讨聚乙二醇干扰素 α-2a 个体化治疗慢性乙肝患者的临床疗效及抗病毒治疗对肝组织学活动

指数(Knodell HAI 评分)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择就诊于中日联谊医院消化内科未经过抗病毒治疗的符合诊断和治疗原则的慢性乙肝

患者 92 例，给予 Peg-IFNα-2a 180μg 每周 1 次皮下注射，并根据 12 周应答状况个体化治疗方

案，将未获得早期应答者分为延长疗程至 72 周组，联合核苷（酸）类似物治疗组及常规 48 周治疗

组。其中 24 例患者治疗前后行肝组织学检查。 

结果 延长疗程组的 SVR 率（78.3%）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38.1%），P＜0.05，其 HBeAg 转换

率及 HBsAg 消失率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随访 24 周时的 HBsAg 平均下降水平也高于常规治疗

组。联合恩替卡韦及阿德福韦酯组至 24 周时 HBV DNA 平均下降幅度分别达到 3.9 log10 及 3.7 

log10，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且两组 SVR 率分别达到 83.3%及 85.7%，也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

（38.1%）， P＜0.05，治疗至 48 周及停药后随访 24 周时 HBsAg 平均下降水平均明显高于常规

治疗组。停药后 24 周肝组织学改善率达 50%，其中联合治疗组最高达 62.5%，延长治疗组为

55.6%，两组均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C 基因型在非早期病毒学应答组中占 73.7%，明显高于其在

早期病毒学应答组中所占比例，  P ＜ 0.05 。非早期病毒学应答组患者治疗前 HBV 

DNA≥7log10copies/ml 者较多，高达 44.7%，而低水平（3～5log10copies/ml）者显著少于早期病

毒学应答组，P＜0.05。非早期病毒学应答组 12 周 HBsAg 平均下降水平明显低于早期病毒学应答

组，P＜0.05。 

结论 Peg-IFNα-2a 抗病毒治疗早期应答不佳的患者可通过延长疗程至 72 周或联合恩替卡韦、阿德

福韦酯等核苷（酸）类似物进行个体化治疗，明显提高 SVR 率并降低 HBeAg、HBsAg 水平，甚

至实现转换。长期有效的抗病毒治疗也可使慢性乙肝患者的 Knodell HAI 评分明显下降，肝组织学

得到改善，延缓和阻止疾病进展。 

 
 

PU-0091 

SGK3 蛋白在大肠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徐卉,陆翠华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本课题旨在研究大肠癌组织中 SGK3 的表达与大肠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探讨

SGK3 在大肠癌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探求可以评估大肠癌预后的免疫分子标志，为进一步利用分

子靶向治疗大肠癌提供实验和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2012 年 1 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普外科术后病理证实为大肠癌的石蜡标本

160 例作为研究组，另选择 40 例癌旁正常肠黏膜组织作为对照组。采用 S-P 法检测大肠癌及癌旁

组织中 SGK3 的表达，分析其表达水平与患者年龄、性别、肿瘤部位、肿瘤大小、分化程度、浸润

深度、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TNM 分期等临床病理参数及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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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160 例大肠癌组织中 SGK3 的阳性表达率为 70.63%（113/160），40

例癌旁组织的阳性表达率为 40.00%（16/40），SGK3 在大肠癌中的阳性率显著高于癌旁组织，两

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
= 13.11，P﹤0.05）。2. 大肠癌中 SGK3 的表达水平与肿瘤分化

程度、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以及 TNM 分期具有相关性（P 值均﹤0.05），与患者性别、年龄、

肿瘤部位、肿瘤大小及有无远处转移无明显相关（P 值均＞0.05）。3. 单因素生存分析：肿瘤分化

程度、TNM 分期、SGK3 的表达水平是影响大肠癌患者预后的主要因素。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分析：SGK3 阳性者的平均生存时间显著低于阴性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χ
2
= 17.993，P 

=0.000)。 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预后分析提示：SGK3 的表达水平是影响大肠癌患者预后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1.SGK3 在大肠癌组织中呈高表达，且其表达水平与大肠癌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2. SGK3

阴性的大肠癌患者组的总生存率显著高于 SGK3 阳性患者组，提示 SGK3 阳性表达与大肠癌患者

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SGK3 可作为判断大肠癌患者预后的指标之一。 

 
 

PU-0092 

不同疗程含铋剂四联疗法初次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疗效对比 

 
傅鹭华,刘毅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思明分院 

 

目的 比较不同疗程的含呋喃唑酮四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疗效。 

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8 月因胃肠道症状就诊我院，门诊经过 13C 尿素试验确诊

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究且未接受过根除治疗的患者 168 例,随机分为 A、B 两组，每组各 84 人，

均給予四联疗法（艾司奥美拉唑 20mg bid、阿莫西林 1000mg bid、呋喃唑酮 100mg bid、枸橼酸

铋钾 220mg bid），A、B 两组疗程分别为 10 天、14 天，十二指肠溃疡患者继续服用艾司奥美拉

唑 2 周，胃溃疡患者继续服用艾司奥美拉唑 4 周，疗程结束后 4 周复查 13 碳呼气试验，阴性为 H. 

pylori 根除成功，阳性为根治失败。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差(x - ±s)表示，两组均数间比较采用 t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对 H．pylori 根除率进行意向

性分析（intention to treat analysis, ITT）、及符合方案分析(per-protocol analysis,PP)，当 P < 

0．05 时，即认为有统计学差异。对比两组的根除率，同时对比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①A(10 天疗程)组入选患者 84 例，失访 4 例，1 例因过敏性皮炎未完成治疗，完成治疗及随

访 79 例，B(14 天疗程)组入选 84 例，失访 7 例，完成治疗及随访 77 例。A、B 组患者幽门螺旋杆

菌的根除率按方案（PP）分析分别为 83.33%(65/78)和 87.01%(67/77)（P ＞ 0.05），按意向治疗

（IPP）分析分别为 78.31% (65/83)和 79.76% (67/84)（P ＞ 0.05），两组的根除率无统计学差

异。②A 组患者中，5 例（5.95%）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其中 1 例出现皮疹未完成根除治疗，2 例

腹胀，2 例食欲减退，B 组 6 例(7.14%)出现不良反应，其中 3 例恶心，1 例腹胀， 1 例食欲减退，

1 例出现便秘。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差异。 

结论 ①含铋剂的四联疗法 10 天和 14 天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疗效无显著差异。②10d 与 14d 疗程

的根除率虽无统计学差异，但根除率均＜90%，且延长疗程后不良反应无增加，故临床应尽可能将

疗程延长至 1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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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93 

糖尿病与肝硬化患者 TIPS 术后肝性脑病相关性的研究 

 
尹晓春

1
,张峰

2
,张明

2
,诸葛宇征

2
,郭慧雯

1
 

1.南京医科大学鼓楼临床医学院 

2.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肝性脑病(hepatic encephalopathy,HE)是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TIPS）的常见并发症。理论上讲，合并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的肝

硬化患者由于肠转运时间延长，机体代谢增加，更容易发生 HE。但目前尚缺乏研究明确揭示 DM

与 HE 的相关性。本研究旨在探讨 DM 对肝硬化患者 TIPS 术后 HE 发生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至 2016 年间在鼓楼医院消化科行 TIPS 治疗的肝硬化患者资料，所有患

者资料均来自前瞻性数据库。比较 DM 组和非 DM 组 TIPS 术后显性肝性脑病的发生率，分析 DM

与 TIPS 术后肝性脑病（post-TIPS HE）的相关性。分类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连续数值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本研究共回顾性纳入 436 例接受 TIPS 治疗的肝硬化患者。其中，77 例（17.7%）合并糖尿

病，359 例无糖尿病史，两组仅在年龄、病因学、TIPS 术后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方面有统计

学差异（P<0.01）。TIPS 术后 HE 的发生率为 28.9%（126 例）。DM 组患者术后 HE 的发生率为

40.3%（31 例），显著高于无 DM 组的 26.5%（P=0.015）。post-TIPS HE 受 DM 和年龄影响，

年龄越大，HE 的发生率越高。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DM (OR=1.87，95%CI 1.122~3.126，

P=0.016)和年龄(OR=1.037，95%CI 1.018~1.056，P<0.01)是 post-TIPS HE 的危险因素，且在低

龄患者中（<60 岁），DM 组 HE 发生率 38.5%明显高于不合并 DM 组的 20.2%(P<0.05)。 

结论 DM 和年龄与 post-TIPS HE 有关。DM 会增加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TIPS 术后发生 HE 的风

险。 

 
 

PU-0094 

胰腺炎护理中生长抑素的有效治疗 

 
刁爱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多种病因导致胰酶在胰腺内被激活后引起胰腺组织自身

消化、水肿、出血甚至坏死的炎症反应,是消化内科常见的急腹症,持续泵滴生长抑素已在 AP 患者

的治疗中广泛使用，注射用生长抑素具有抑制胰酶分泌的作用。有利于观察患者腹痛及腹胀症状消

失时间、心率及呼吸恢复正常时间、血淀粉酶及血糖恢复正常时间、住院时间、总住院费用及有效

率，血淀粉酶及血糖恢复探析生长抑素治疗急性胰腺炎的有效干预效果。 

方法 40 例急性胰腺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0 例。患者均使用生长抑素进行治疗,对照

组给予常规治疗+专项护理,观察组给予给予生长抑素治疗护理,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为 (30.4±10.6)d,对照组 (34.2±9.2)d,组间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的治愈率、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死亡率分别是 79.0%、23.5%、19.0%,对照组

分别是 68.0%、52.0%、27.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血尿淀粉酶检

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生长抑素治疗急性胰腺炎能够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与护理干预措施相配合, 观察组对给药护理服

务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将药物治疗专项护理服务模式引

入至急性胰腺炎接受生长抑素药物治疗患者的护理实践之中，有利于降低药物相关性不良反应的出

现几率,提高患者对给药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临床推广价值显著。 早期给予 AP 合并肠麻痹患者心理

护理、严密监测生命体征、胃肠减压、营养支持、药物治疗护理、中医治疗护理及健康教育等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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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措施,对促进肠功能恢复、减轻患者痛苦、促进早日康复有着重要意义。 更多还原能够有效提

高患者的治愈率,降低死亡率。  

 
 

PU-0095 

BCL6、ICOS 调控 TNBS 诱导的结肠炎小鼠中 Tfh/Tfr 的分泌 

 
谢彦飞,吕小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应用 BCL6-shRNA、ICOS-shRNA 转染 TNBS 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UC）小鼠模型，检测

UC 小鼠中 Tfh 和 Tfr 的表达及其细胞因子 BCL6、ICOS 对其表达的调控，研究其在 UC 发病机制

中的作用。 

方法 将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TNBS 模型组、模型小鼠+BCL6-shRNA 组、模型小鼠+ICOS-

shRNA 组、模型小鼠+Ubi-EGFP(空载体)组。运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小鼠脾脏中 Tfh、Tfr 细胞

百分率及 Tfh/Tfr 细胞比例，RT-PCR 检测各组小鼠 CD4mRNA、CXCR5mRNA、BCL-6mRNA、

FOXP3mRNA、ICOSmRNA、PD1mRNA 水平，采用三色荧光标记法研究各组小鼠结肠黏膜淋巴

生发中心中 CD4
+
CXCR5

+
FOXP3

+
Tfr 和 CD4

+
CXCR5

+
PD1

+
Tfh 细胞百分率 Tfh/Tfr 细胞比例。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TNBS 模型组、模型小鼠+BCL6-shRNA 组、模型小鼠+ICOS-shRNA

组、模型小鼠+Ubi-EGFP 组脾脏及结肠黏膜中 Tfh 细胞含量显著增高(p<0. 01)、Tfr 细胞含量明显

降低(p<0. 01)、Tfh/Tfr 细胞比例显著增高(p<0. 01)。与 TNBS 模型组、模型小鼠+Ubi-EGFP 组相

比，模型小鼠+BCL6-shRNA 组、模型小鼠+ICOS-shRNA 组经慢病毒转染后，脾脏及结肠黏膜中

Tfh 细胞含量有所下降(p<0. 01)，Tfr 细胞含量有所增多(p<0. 01)，Tfh/Tfr 细胞比例有所下降(p<0. 

0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TNBS 模型组、模型小鼠+BCL6-shRNA 组、模型小鼠+ICOS-shRNA

组、模型小鼠+Ubi-EGFP 组结肠中 BCL6mRNA、ICOSmRNA 表达显著增高(p<0. 01)；而模型小

鼠+BCL6-shRNA 组、模型小鼠+ICOS-shRNA 组经慢病毒转染后，结肠中 BCL6mRNA、

ICOSmRNA 表达较 TNBS 模型组和模型小鼠+Ubi-EGFP 组有所降低(p<0. 01)。 

结论 在 TNBS 诱导的结肠炎小鼠中，存在 Tfh 和 Tfr 两种细胞的异常调控及分化，提示 Tfh 和 Tfr

可能在 UC 的发病机制起到重要作用。通过下调 UC 小鼠中 BCL6、ICOS 影响 Tfh 和 Tfr 细胞含量

及 Tfh/Tfr 细胞比例，可改善 UC 小鼠的肠道炎性反应。 

 
 

PU-0096 

Clinical and prognostic characteristics of alcohol-related 
HCC in Chinese: comparison with HBV-related HCC 

 
Hailiang Yuan,Lingpeng Zeng,Ting Wang,Kunhe Zhang,Yuting He,Sihai Chen,Jia Hu,Deqiang Huang,Nonghua 

Lv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ratio of alcohol-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LC-HCC) and hepatitis B virus-
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BV-HCC)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HBV 
vaccine in China. The difference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between HBV-HCC and 
ALC-HCC is unclear in Chinese patient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nd 
progno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HCC. 
Methods The medical records of 70 patients with ALC-HCC and 140 patients with HBV-HCC 
(randomly selected) hospitalized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07 to December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nd the clin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The survival time of each patient was followed up by telephon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survival rat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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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Compared with HBV-HCC group, ALC-HCC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arger age, higher 
proportions of male, diabetes and smoking habit, and higher levels of white blood cell count, 
direct bilirubin, globulin, gamma-glutamyltransferase, CA12-5, Child-Pugh score,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red blood cell coun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bumin, cholesterol and alpha-
fetoprotein, and no differences in tumor size, tumor number, tumor metastasis, cirrhosis, 
hypertension, and levels of platelet count, CEA, CA19-9,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total 
bilirubin, alkaline phosphatase, K

+
, Na

+
, Cl

-
, Ca

2+
, blood urea nitrogen, creatinine and triglyceride. 

The 1-, 3-, 5- and 7-year survival rates were 61%, 55%, 41% and 41%, respectively, in ALC-HCC 
patients and 61%, 49%, 46% and 39%, respectively, in HBV-HCC patients (P=0.460).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ypertension and levels of CA12-5 and Na

+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ALC-HCC and hypertension, tumor size and levels of CA19-9, 
direct bilirubin and albumin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HBV-HCC. 
Conclusions ALC-HCC is different from HBV-HCC i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but not in survival rates in Chinese patients. 
 
 

PU-0097 

便携拉曼胃镜探头的研制 及在胃粘膜疾病诊断的应用评价 

 
毛华

1
,韦仲 

1
,黄富荣

2
 

1.广州市珠江医院 

2.暨南大学光电工程系 

 

目的 将拉曼光谱技术结合应用于临床胃癌检测，可实现胃癌的早期、无创、快速诊断，目前国内

尚无设计和研发便携拉曼胃镜探头的相关报道，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自主研制初步的便携拉曼胃镜探

头，并用于检测不同胃粘膜组织的拉曼光谱，初步探讨该设备对胃癌诊断的可行性，为更进一步研

制开发拉曼胃镜提供理论参考。 

方法 ①研制便携拉曼胃镜探头，由 785nm 半导体激光发射器、传导光纤、自主研发设计的光纤探

头、微型光谱仪、载物台及安装光谱分析软件的电脑组成；②分别利用便携拉曼胃镜探头和显微拉

曼光谱仪采集正常胃黏膜组织和胃癌组织的拉曼光谱，对光谱进行预处理，比较正常组织和胃癌组

织拉曼光谱间的差异，以病理学诊断结果作为金标准，从准确率、灵敏度、特异性来评价便携拉曼

胃镜探头的诊断效能。 

结果 便携拉曼胃镜探头可同显微拉曼光谱仪一样，能够获取丰富的待测组织拉曼光谱，且正常组

织和肿瘤组织的拉曼光谱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所有的光谱数据经过平滑、去荧光和归一化处理

后，进行 PCA-LDA 分析均能够较好地区分出正常组织和胃癌组织，便携拉曼胃镜探头的灵敏度、

特异性和准确率分别为 83.3%、91.67%、87.5%，显微拉曼光谱仪的灵敏度、特异性和准确率分

别为 100%、95.83%、97.2%。 

结论 本课题自主研发的便携拉曼胃镜探头可获取丰富的胃粘膜组织拉曼光谱，且正常组织和胃癌

组织的拉曼光谱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借助于便携拉曼胃镜探头结合化学计量法能够快速、有效地

鉴别胃癌组织，为下一步研发应用于临床的拉曼胃镜系统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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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98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结直肠息肉-腺瘤-腺癌间关系的荟萃分析 

 
冯雪

1
,雍鑫

2
,徐辉

1,2
 

1.西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2.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本文通过荟萃分析对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及其高毒力株（CagA+ Hp）与

结直肠息肉-腺瘤-腺癌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方法  通过 Pubmed，Cochrane Library，EBSCO，Embase，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CNKI，万方，维普等中英文数据库搜索 2018 年 1 月前―幽门螺杆菌‖、―结直肠息肉‖、―结直肠腺

瘤‖、―结直肠癌‖等关键词的文章。采用 Newcastle-Ottawa Scale(NOS)评价文章质量，Revman 

version 5.3 软件合并数据。所有数据的合并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Q 检验和 I
2检验评估异质性，漏

斗图评估可能存在的发表偏倚，用敏感性分析和亚组分析寻找异质性的来源。本文以发生结直肠病

变的患者为实验组，无结直肠病变的患者为对照组进行数据收集，同时以地区（亚洲 vs 非亚

洲）、症状分为亚组进行分析。其中，症状分为存在明显症状（包括腹痛、腹泻、黑便、便血、体

重下降和贫血）组和无症状组。 

结果 本研究纳入 65 篇研究。Meta 分析结果表明 Hp 感染与结直肠息肉(OR,1.43[95%CI,1.23-

1.67],I
2
=54%) 、 结 直 肠 腺 瘤 (OR,1.58[95%CI,1.44-1.72],I

2
=70%) 、 结 直 肠 癌

（OR,1.36[95%CI,1.22-1.51],I
2
=31%均存在明显相关性，Hp 感染患者发生结直肠息肉、腺瘤、腺

癌分别是无 Hp 感染者的 1.43 倍、1.58 倍、1.36 倍。在亚洲人群中，Hp 感染者发生结直肠腺癌

(OR,1.74[95%CI,1.36-2.22],I
2
=41%)的发生风险有所增加，而对于结直肠息肉和腺瘤，二者发生风

险相似；在明显症状患者中，Hp 感染者发生结直肠息肉(OR,2.22[95%CI,1.42-3.45],I2=46%)、直

结肠腺瘤(OR,2.08[95%CI,1.43-3.30],I2=51%)、直结肠腺癌(OR,1.86[95%CI,1.19-2.93],I2=52%)

的风险均显著增加。 CagA+ Hp 组较 CagA- Hp 组患者结直肠癌发生无明显相关性

（OR,1.03[95%CI,0.82-1.29],I2=9%）。  

结论 Hp 感染可能促进结直肠息肉、腺瘤、癌的发生，尤其在症状明显患者中；对于亚洲人群，Hp

感染与结直肠癌的关系更加密切。而高毒力株幽门螺杆菌与结直肠癌的发生无明显相关性。 

 
 

PU-0099 

普通白光内镜和蓝激光放大内镜诊断早期胃癌的研究 

 
葛敏,施瑞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胃癌系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的恶性肿瘤，是全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健康威胁。对早期胃癌做到早

期检测，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可以明显降低胃癌的死亡率。随着普通白光内镜检查的普及，越来越

多的早期胃癌被检测出来并行内镜下治疗。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普通白光内镜活检标本与内

镜下切除的大块组织标本之间的病理诊断误差率很高。近年来，新型诊断形式，如蓝激光放大内

镜，被认为在预测早期胃癌方面可以提供比普通白光内镜更多的准确信息。但是，目前几乎没有研

究评估了普通白光内镜与蓝激光放大内镜在预测早期胃癌方面的表现。所以这篇研究的目的是评估

普通白光内镜和蓝激光放大内镜在诊断早期胃癌时的内镜下胃粘膜的特点。 

方法 本研究共连续性收集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消化内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行内镜下

黏膜剥离术治疗的 97 名患者的共 103 处病变，这些患者均进行了普通白光内镜检查和蓝激光放大

内镜检查。普通白光内镜和蓝激光放大内镜检测的参数被分析。修订的维也纳分类系统被用于组织

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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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普通白光内镜下的活检标本和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后完整标本之间的诊断符合率是 42.7%

（44/103）。整块切除率和完全切除率分别是 93.2%（96/103）和 87.4%（90/103）。在单因素

分析中，病变的位置，病变的大体类型，病变糜烂，病变发红，病变存在溃疡或溃疡疤痕，以及蓝

激光放大内镜下的阳性发现均是预测早期胃癌存在的危险因素。在这些危险因素中，多因素分析指

出病变发红以及蓝激光放大内镜下阳性的发现被认为是更加具有预测意义（P=0.004 和 P＜

0.001）。多因素分析下，蓝激光放大内镜下阳性的发现被认为是最具有预测价值，调节后的 OR

值为 21.24（95%CI:4.28-105.28）。 

结论 蓝激光放大内镜在预测早期胃癌方面比普通白光内镜更具有预测价值。对于活检病理示胃上

皮内瘤变的病变，被建议进一步行蓝激光放大内镜精查。对于普通白光内镜下的发红病变或者蓝激

光放大内镜下阳性发现的病变，均被强烈建议行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治疗。 

 
 

PU-0100 

结直肠癌患者血清的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研究 

 
刘燕玲

1
,黄丽韫

1
,钟会清

2
,卢敏

1
,侯雨晴

2
,毛华

1
 

1.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消化内科 

2.华南师范大学生物光子学研究院 

 

目的 探讨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SERS）在结直肠癌诊断和分期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利用 InVia+Plus 型激光共焦显微拉曼光谱仪检测 95 例经病理学确诊的结直肠癌患者，55 例

肠癌前病变患者，以及 50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清，分析不同血清 SERS 光谱的特征，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主成分分析（PCA）、线性判别分析（LDA）等方法进行统计学处理，

利用 ROC 曲线评价诊断效能。 

结果 结直肠癌组、肠癌前病变组、正常组血清表面增强拉曼光谱主要谱峰位于 629、725、815、

889、961、1099、1142、1218、1273、1331、1450、1497、1589、1657cm
-1 位移处，各组之

间谱峰强度存在差异。在 1099、1218、1450、1589 cm
-1 位移处，癌前病变组的谱峰强度均强于

结直肠癌组和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正常组和肠癌前病变组相比，结直肠癌

组在 815、1273、1497cm
-1 位移处出现特有的强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ERS 技术

结合 PCA-LDA 分析方法诊断结直肠癌的灵敏度、特异性和准确率分别为 96.8%，96%和 96.5%，

AUC 值为 0.997。结直肠癌 TNM III~IV 期组血清 SERS 光谱强度在 1218 cm
-1处强于 I~II 期组，

在 1331、1657 cm
-1 处弱于 I~II 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SERS 技术结合 PCA-

LDA 分析方法区分结直肠癌 TNM I~II 期和 III~IV 期的灵敏度、特异性和准确率分别为 75.4%，

81.6%和 77.9%，AUC 值为 0.860。 

结论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可有效鉴别结直肠癌、肠癌前病变及健康人，对于鉴别不同结直肠癌

的肿瘤分期有一定价值。 

 
 

PU-0101 

激素治疗放射性胃炎护理体会 1 例 

 
李倩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东院区 

 

目的 放射性胃炎是上腹部肿瘤放射治疗引起的的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其主要临床表现为恶心、呕吐

及上腹部胀痛，进食后加重，严重者可表现为胃黏膜出血。其发生发展受许多因素影响。严重的放

射性胃炎不仅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影响进食，甚至导致放射治疗的中断，从而增加肿瘤复发的机

会，因此，针对急性中重度放射性胃炎的有效治疗以及护理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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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患者，男 ，55 岁，主因发现乙肝病毒标志物阳性 27，黑便 1 个半小时，便血 3 小时于 2018-

04-30 收入我科。该患者 27 年前体检发现 HBsAg、HBeAb、HBcAb 阳性；10 年前复查腹部超声

示肝右后叶实性占位性病变、腹水；腹部 CT 示肝右叶肝癌；胃镜食管静脉曲张（轻度），于肝胆

外科行肝癌切除术，术后病理示：结节性肝硬化癌变，术后 2 周行 TACE 治疗，出院后口服―拉米

夫定‖；1 年前复查腹部 MRI：肝右叶结节，考虑恶性病变可能性大，行肝穿：肝细胞肝癌，给予射

频消融治疗 3 次；4 个月前复查腹部 MRI：肝门处转移淋巴结，门静脉、脾静脉、肠系膜上静脉瘤

栓，行放射治疗 20 次（总剂量 60Gy）；入院后给予特利加压素降门脉压；悬浮红细胞、血浆、

冷沉淀、血小板补充血容量机血液成分改善凝血功能；艾司奥美拉唑钠泵点抑酸；输注白蛋白、利

尿等综合治疗患者仍有出血，效果不佳；后加用沙利度胺治疗后仍排暗红色血便，效果不佳；考虑

患者存在放射性胃炎，给予加用激素治疗，后患者出血逐渐停止，病情好转出院。 

结果 1.一般护理：患者保持安静、卧床休息；2.心理护理：消除紧张、巩惧心理；3.饮食护理：遵

循消化道出血饮食原则；4.皮肤护理及预防感染：大多患者在给予激素治疗期间出现面部及胸背部

痤疮。保持局部皮肤干燥、清洁是防止感染的重要环节 ；5.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加强健康宣教 ；6.

激素副作用的观察；7.出院指导   发放激素服用指导卡并交代注意事项。嘱患者定时定量服药,不

可突然停药, 擅自加量或减量。按医嘱定期到院复诊, 给予必要时的求助电话。 

结论 放射性胃炎的护理，因存在消化道出血并且需要应用激素，护理难点较大。我们在做好消化

道出血的同时，必须通过详细全面了解患者使用皮质激素的量、持续时间及服药方法 ,密切观察生

命体征的变化及其他现象 ,积极预防感染 , 做好皮肤护理 ,可以最大可能地减少激素的副作用, 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  

 
 

PU-0102 

瑞格菲尼作为治疗伊马替尼和舒尼替尼耐药的胃肠道间质瘤 

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网状 meta 分析 

 
刘向阳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本文通过对已经发表的有关瑞格菲尼治疗伊马替尼和舒尼替尼耐药的胃肠道间质瘤的随机病

例对照研究进行网状 meta 分析，评价瑞格菲尼作为治疗胃肠道间质瘤三线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 

方法 通过 PubMed、 Web of Science 以及 Cochrane databases，检索 2013 年-2018 年已经发表

有关于不同的药物治疗伊马替尼和舒尼替尼耐药的胃肠道间质瘤的英文双臂随机病例对照研究，文

献质量用 Rev Man 5.3 评估，选择符合标准的文献后用 R 软件 3.4.3 对无进展生存期（PFS）、总

生存期（OS）危险比和 3-4 级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进行网状 meta 分析。 

结果 纳入 3 篇随机对照研究（RCT），共 361 名患者，三个随机对照试验分别是瑞格菲尼和支持

治疗；再次使用伊马替尼和支持治疗以及帕唑帕尼和支持治疗。间接比较结果：在有效性方面，与

瑞格菲尼相比，再次使用伊马替尼与帕唑帕尼对于延长无进展生存期（PFS）存在统计学差异【伊

马替尼：HR=0.27，95%CI（0.19-0.39）； 帕唑帕尼：HR = 0.45，95% CI（0.25-0,82）】。根

据 P 评分来预测四种干预措施延长无进展生存期的有效性，依次为：瑞格菲尼>伊马替尼>帕唑帕

尼>支持治疗。瑞格菲尼、伊马替尼及帕唑帕尼三种药物在总生存期（OS）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

在安全性方面,与瑞格菲尼相比，帕唑帕尼在 3 到 4 级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

（HR=0.36，95%CI=0.13-0.93），伊马替尼在 3 到 4 级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统计

学差异（HR=0.36，95%CI=0.11-1.1）。根据 P 评分来预测四种干预措施 3-4 级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依次为：瑞格菲尼>伊马替尼>帕唑帕尼>支持治疗。 

结论 瑞格菲尼在延长伊马替尼和舒尼替尼耐药的胃肠道间质瘤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方面要好于伊

马替尼与帕唑帕尼。虽然瑞格菲尼可能会导致更多的 3-4 级不良反应事件的发生，但是因为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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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仍可以作为一种胃肠道间质瘤的三线治疗药物，网状 meta 分析方法发掘药物疗效与安全性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PU-0103 

胆囊结石患者的十二指肠胃反流临床研究 

 
徐盎然

1,2
,朱政霖

3
,任曲曲

1
,王金梁

3
 

1.汝州市骨科医院 

2.河南科技大学临床医学院 

3.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胆囊结石患者的十二指肠胃反流发生情况。 

方法 选取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及汝州市骨科医院普通内科门诊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的内镜下诊断为十二指肠胃反流病人 25 例作为对照组 1 和超声诊断为胆囊结石病人

35 例作为观察组，并且选取同期彩超筛查正常的健康成年人 26 例作为对照组 2。观察对比观察组

与对照组 1 以及对照组 2 的反流次数、反流强度、反流指数情况，进而分析胆囊结石患者的十二指

肠胃反流发生情况有何不同。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 1 相比数据如下所示，反流发生率：97.14% v 80%(P=0.029)，反流次数：

9.20±2.64 v 5.72±3.12（P<0.001）,反流强度：2.75±0.63 v 1.90±1.03（P<0.001），反流指数：

26.13±8.69 v 13.77±8.31（P<0.001），观察组与对照组 1 相比反流发生率明显升高，反流次数、

反流强度、反流指数相比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观察组与对照组 2 相比数据如下所示，反流发生率：97.14% v 80.77%(P=0.034)，反流次

数：9.20±2.64 v 1.81±1.30（P<0.001）,反流强度：2.75±0.63 v 0.85±0.53（P<0.001），反流指

数：26.13±8.69 v 2.03±1.78（P<0.001），观察组与对照组 1 相比反流发生率明显升高，反流次

数、反流强度、反流指数相比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对照组 1 与对照组 2 相比数据如下所示，反流发生率：80% v 80.77%(P=0.945)，反流次数：

5.72±3.12 v 1.81±1.30（P<0.001）,反流强度：1.90±1.03 v 0.85±0.53（P<0.001），反流指数：

13.77±8.31 v 2.03±1.78（P<0.001），对照组 1 与对照组 2 相比反流发生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反流次数、反流强度、反流指数相比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研究显示胆囊结石患者的十二指肠胃反流次数、反流强度和反流指数与内镜下诊断为十二指

肠胃反流患者以及健康成年人相比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表明胆囊结石对十二指肠胃反流具有一定

的影响，这为今后治疗胆囊结石患者的十二指肠胃反流提供了一定理论依据。 

 
 

PU-0104 

功能性胃肠病患病率的调查 

 
张倩 

吉林参人民 医院 

 

目的 对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来我院门诊就诊的部分功能性胃肠病患者进行研究。 

方法 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来我院门诊就诊的 100 例功能性胃肠病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按罗马

Ⅳ标准统计各种功能性胃肠病的患病率，并对患者做医院焦虑与抑郁评分量表(HADS)评估。 

结果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患病率为 20.0%，肠易激综合征患病率为 9.0%，功能性腹胀为 12.0%，功

能性便秘为 5.0%，男女性别间各功能性肠病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功能性消化不良

在 25-40 岁为最高患病率年龄段，其他功能性胃肠病在各年龄段患病无统计学意义(P>0.05)。功能

性胃肠病患者心理异常率（16.0%）与健康人群心理异常率（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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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功能性胃肠病是长春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常合并精神心理异常，纠正精神心理失衡对症

状的缓解有良好的效果。 

 
 

PU-0105 

溃疡性结肠炎中Ｇａｌ３与ＢＣＬ２表达的意义 

 
钟文洲 

海口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半乳糖凝集素３（Ｇａｌｅｃｔｉｎ３，Ｇａｌ３）与 Ｂ淋巴细胞瘤 ２基因（Ｂｃｅｌ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２，ＢＣＬ２）在溃疡性结肠炎（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ｃ

ｏｌｉｔｉｓ，ＵＣ）中表达的意义。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消化科确诊为ＵＣ的患者６

４例，设为观察组，另选取健康的志愿者５０例，设为对照组。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两组大肠黏膜

组织中ＢＣＬ２和Ｇａｌ３的表达，探讨两者表达与 ＵＣ分级的相关性。 

结果 对照组 Ｇａｌ３阳性率为 １００％，高于观察组的 ３７５％（χ２ ＝４８１４２，Ｐ＜００

０１）；对照组 ＢＣＬ２的阳性率为 ２０％，低于观察组的 ９０６２％（χ２ ＝５８１７１，Ｐ

＜０００１）；ＵＣＩ级 Ｇａｌ３阳性率高于 ＵＣⅡ级（χ２＝３６００，Ｐ＝００５８）和ＵＣ

Ⅲ级（χ２ ＝４５３２，Ｐ＝００３３）；ＵＣⅢ级Ｇａｌ３阳性率低于Ⅱ级（χ２ ＝０１８３，

Ｐ＝０６６９）；ＵＣＩ级ＢＣＬ２阳性率低于 ＵＣⅡ级（χ２＝５５３９，Ｐ＝００１９）和 Ｕ

ＣⅢ级（χ２＝６０９８，Ｐ＝００１４）；ＵＣⅢ级 ＢＣＬ２阳性率高于Ⅱ级（χ２＝０５１

１，Ｐ＝０４７５）；ＢＣＬ２和 Ｇａｌ３表达与患者性别、年龄及病程均无相关性（Ｐ＞００

５）；ＢＣＬ２和 Ｇａｌ３表达不具备关联性。 

结论 ＢＣＬ２在 ＵＣ大肠黏膜的表达水平高于正常大肠黏膜，Ｇａｌ３表达水平低于正常大肠黏

膜，两者表达与 ＵＣ分级有关，与患者性别、年龄及病程无关，可作为ＵＣ的预测标准。 

 
 

PU-0106 

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后肠胆反流的发生因素分析 

 
钟文洲,陈正义 

海口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后肠胆反流的发生因素。 

方法 2012 年 9 月到 2016 年 2 月选择在我院消化科进行住院诊治的胆总管结石患者 198 例，所有

患者都给予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判断术后肠胆反流(DBR)发生情况，调查发生因

素，同时进行 Oddi 括约肌功能的测定与远期并发症的随访。 

结果 所有患者都顺利完成 EST 术，198 例患者平均胆总管直径为 2.24±0.24cm，平均胆总管结石

数量 3.63±1.12 个；胆总管结石最大直径为 1.02±0.19cm。EST 术后出现 DBR 12 例，发生率为

6.1%，平均放射性活度为 3.39±0.89MBq。EST 术后 Oddi 括约肌收缩压高峰值和收缩频率分别为

31.49±4.22mmHg 和 3.78±0.53 次/min，都明显低于术前(P<0.05)；术后 Oddi 括约肌基础压和胆

总管压力分别为 8.23±1.03mmHg 和 3.32±0.45mmHg，与术前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合并胆囊结石、胆总管直径、术前术后 Oddi 括约肌收缩频率差值、结石数

量、结石最大直径为 EST 术后 DBR 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P<0.05)。所有患者术后随访 6 个月，发

生远期并发症 18 例，发生率为 9.1%，其中反流性胆管炎 4 例，胆管狭窄 6 例，乳头狭窄 4 例，结

石复发 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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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后肠胆反流比较常见，可导致 Oddi 括约肌功能下降与远期

并发症的增加，主要发病因素为合并胆囊结石、胆总管直径、结石数量与直径等，需要积极加强预

防管理。 

 
 

PU-0107 

LncRNA FLRL2 regulated NAFLD through Arntl/Sirt1 

 
Yi Chen,Chaohui Yu,Youming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College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role of lncRNA FLRL2 in NAFLD pathogenesis. 
Methods Animal models of NAFLD were obtained with 8-week high-fat diet. AML cells were 
incubated with a mixture of free fatty acids to mimic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vitro. 
Western Blot and RT-qPCR were adopted in evaluating certain gene expression and 
corresponding protein level. Cellular lipid accumulation was evaluated through Oil Red O staining 
and triglyceride quatification. Overexpression vectors and shRNA were synthesized and used as 
FLRL2 expression level manipulation, and siRNA as well as overexpression vectors for Arntl. 
Luciferase reporter system was adopted in defining Arntl interaction with Sirt1. 
Results LncRNA FLRL2 was widely distributed in vivo and mainly located in the nuclear in 
hepatocytes. FLRL2 was down-regulated in NAFLD both in vivo and in vitro. Informatic analysis 
identified FLRL2 as intronic lncRNA of Arntl gene, which predicted Arntl as FLRL2 cis-target. 
Manipulation of FLRL2 lead to synchronic change in Arntl level in vitro. Luciferase report assay 
showed Arntl with promoter activity of Sirt1. Knockdown of Arntl rescued effect of FLRL2 on lipid 
accumulation in NAFLD in vitro. Overexpression of FLRL2 in vitro caused elimination of NAFLD in 
aspects of lipogenesis, lipid synthesis and inflammation as well. 
Conclusions LncRNA FLRL2 protected NAFLD from ER stress, lipid metabolism and 
inflammation in an Arntl/Sirt1 dependent pathway. 
 
 

PU-0108 

TL1A 对慢性实验性结肠炎小鼠肠上皮屏障的影响与机制 

 
杨明月,贾文秀,王冬,韩菲,牛巍巍,张晓岚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TL1A 对小鼠慢性实验性结肠炎肠上皮屏障的破坏作用及体内外机制。 

方法 应用髓系细胞高表达 TL1A 转基因(Tansgenic, Tg)小鼠与 C57BL/6 野生型(Wild type, WT)小

鼠通过饮用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ulfate sodium, DSS)建立小鼠慢性实验性结肠炎模型，评估小

鼠炎症改变，检测肠上皮屏障通透性，透射电镜观察肠上皮屏障破坏情况。检测肠组织中 TNF-α、

TL1A 和 TJ、MLC、p-MLC、髓样分化因子 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MyD88）和

TNF 受体相关因子 6（TNF receptor associated factor 6，TRAF6）的表达情况，建立体外 Caco-2

细胞系肠上皮屏障，测定 TEER 值，FITC-D 通透率测定，透射电镜观察 Caco-2 单层细胞屏障的

超微结构。检测 Caco-2 单层细胞中 TL1A 和 TJ、MLC、p-MLC、MyD88 和 TRAF6 的表达情况。 

结果 与 DSS/WT 组小鼠相比，DSS/Tg 组小鼠结肠炎症更严重，且透射电镜观察发现肠上皮屏障

破坏更为显著，肠上皮屏障通透性显著增加。与 DSS/WT 组小鼠相比，DSS/Tg 组小鼠结肠组织中

TNF-α mRNA 表达显著增加，与 DSS/WT 组相比，DSS/Tg 组小鼠 ZO-1、occludin、JAM-A、

Claudin-1，3 mRNA 表达显著降低，同时 ZO-1、occludin、JAM-A、Claudin-1，3 蛋白表达降

低，Claudin-2、p-MLC、MyD88 和 TRAF6 蛋白表达升高。Caco2+LV-TNFSF15+TNF-α 和

Caco2+LV-TNFSF15+LPS 组分别与 Caco2+TNF-α 和 Caco2+LPS 组相比体外 Caco-2 单层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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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上皮屏障通透性显著增加，肠上皮屏障破坏加重，紧密连接蛋白破坏加重，p-MLC、MyD88 和

TRAF6 蛋白表达显著增加（P<0.05）。 

结论 TL1A 加重慢性实验性结肠炎模型小鼠的肠道炎症；TL1A 可能通过加重肠上皮屏障的破坏、

增加肠粘膜通透性促进慢性实验性结肠炎的发生发展。TL1A 影响了结肠上皮中 TJ 的表达；TL1A

可能通过 TNF-α 介导的 MLCK/p-MLC 通路引起 TJ 蛋白的表达变化，促进肠上皮屏障的破坏；

TL1A 可能通过 LPS 介导的 MyD88/TRAF6 通路影响 TJ 蛋白的表达，破坏肠上皮屏障。 

 
 

PU-0109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肠黏膜屏障结构和功能损伤的研究 

 
葛君,李亚俊,刘爱琴,黄文宇,杨峰,马玲,翟惠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肠黏膜屏障功能障碍在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溃结时黏膜屏障的具体

变化仍有待研究。本研究拟观察 DSS 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小鼠的肠黏膜屏障结构和功能受损情

况。 

方法 设立野生组和 DSS 组，DSS 组小鼠通过 DSS 诱导建立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监测小鼠的体重

及结肠长度变化；结肠组织病理检查确认造模成功并评估结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Evan‘s Blue 在

肠内的通透性分析评估小鼠结肠黏膜屏障的功能；免疫荧光染色和 western blot 评估肠黏膜屏障完

整性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与野生组小鼠相比较，DSS 组小鼠的体重明显下降（P＜0.05），结肠长度明显缩短（P＜

0.05）(7.348±0.373)cm VS. (5.581±0.241)cm；结肠组织病理结果显示肠黏膜变薄，部分区域肠

黏膜缺损；结肠肠腔内滴入的 Evan‘s Blue 进入肠黏膜的量较多；免疫荧光及 WB 结果显示结肠黏

膜中 ZO-1、Claudin-1、F-actin 的表达减少。 

结论 DSS 诱导的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小鼠的肠黏膜屏障结构及功能均受损。 

 
 

PU-0110 

肝功正常乙肝病毒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相关研究 

 
王拱辰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高病毒载量、肝功正常乙肝病毒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临床价值。 

方法 病例为我院门诊 132 例患者，HBsAg 均阳性,病程均超过 6 个月, 血清 HBV DNA ≥ 10
5
 拷贝

/m l (HBeAg 阴性者为≥ 10
4
 拷贝/ml)，ALT 水平正常，所有患者均接受超声引导下自动活检枪经皮

肝穿刺，肝组织学检查由病理科医师完成，对于肝组织学评分 Knodell HAI ≥ 4（和或≥ G2、S2）

的病例行抗病毒治疗。  

结果 132 例患者肝脏均有不同程度炎症或纤维化,其中 52 例肝组织学评分 Knodell HAI ≥ 4（和

或 ≥ G2、S2）,34 例接受抗病毒治疗，且均产生病毒学应答和部分血清学应答。 

结论 肝功正常乙肝病毒感染者肝脏病理检查可作为判断是否需要抗病毒治疗的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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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11 

ELMO3 在胃癌侵袭转移中的作用研究 

 
胡雁

1
,余琼芳

2
,仲耀

1
,彭会云

1
,高典

1
 

1.南昌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系 

2.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检测 ELMO3 在人胃癌（GC）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分析其表达与 GC 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

系。在细胞学实验中，探讨 ELMO3 的表达变化对胃癌细胞期、增殖、迁移以及侵袭等生物学行为

的影响。  

方法 1、在组织学方面，应用 RT-PCR 和 Western-blot 方法分别检测 41 例 GC 组织及其相匹配距

肿瘤 5cm 的癌旁组织标本中的 ELMO3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 

2、在细胞学实验中，筛选出 ELMO3 高表达的胃癌细胞株，利用小 RNA 干扰技术（Small 

interfering RNA）来沉默胃癌细胞株中 ELMO3 的表达，通过 MTS 实验、划痕试验、Transwell 迁

移和侵袭实验、流式细胞技术和聚焦荧光显微镜染色方法来分别检测 ELMO3 表达下调对细胞的增

殖、细胞迁移侵袭、细胞周期和细胞骨架 F-actin 聚合等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结果 1、RT-PCR、Western-blot 检测结果均表明，GC 组织中 ELMO3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

显著高于相对应的癌旁组织，且发生淋巴结转移的 GC 组织  ELMO3 的表达比未发生淋巴结转移的

GC 组织中的表达要高。 

2、利用小 RNA 干扰技术降低胃癌细胞株 SGC7901 和 BGC823 细胞中的 ELMO3 表达水平，可显

著抑制胃癌细胞迁移、侵袭和细胞增殖能力以及细胞   骨架 F-actin 的聚合水平，且沉默 ELMO3

的表达能诱导细胞周期 G1 期阻滞。 

结论 1、ELMO3 在 GC 组织中表达上调，且 ELMO3 表达水平与 GC 淋巴结转移有关。 

2、ELMO3 能够促进 SGC7901 和 BGC823 细胞的迁移、侵袭、增殖能力以及细胞骨架 F-actin 的

聚合等作用。 

 
 

PU-0112 

黄芪甲苷通过修复肠上皮屏障改善髓系 TL1A 高表达小鼠的 

慢性实验性结肠炎症及机制研究 

 
杨明月,贾文秀,王冬,韩菲,牛巍巍,张晓岚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ASIV 对 TL1A 高表达小鼠慢性实验性结肠炎肠上皮屏障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方法 应用髓系细胞高表达 TL1A 转基因(Tansgenic, Tg)小鼠与 C57BL/6 野生型(Wild type, WT)小

鼠通过饮用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ulfate sodium, DSS)建立小鼠慢性实验性结肠炎模型，应用

ASIV 治疗，评估小鼠炎症改变，检测肠上皮屏障通透性，透射电镜观察肠上皮屏障破坏情况。检

测结肠组织中 TNF-α、TL1A 和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情况，检测结肠组织中 MLC、p-MLC、髓样分

化因子 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MyD88）和 TNF 受体相关因子 6（TNF receptor 

associated factor 6，TRAF6）的蛋白定量表达。应用慢病毒转染的方法转染 Caco-2 细胞系，建

立体外肠上皮屏障，应用 ASIV 治疗，测定 TEER 值，FITC-D 通透率测定，透射电镜观察 Caco-2

单层细胞屏障的超微结构。检测 Caco-2 单层细胞中 TL1A 和紧密连接蛋白、MLC、p-MLC、

MyD88 和 TRAF6 的表达情况。 

结果 与 DSS/Tg 组小鼠相比，DSS/Tg/ASIV 组小鼠结肠炎症减轻，且透射电镜观察发现肠上皮屏

障破坏减轻，肠上皮屏障通透性显著降低，FITCD 渗透率、肠系膜淋巴结细菌移位率和血清 LPS

水平均减低，TNF-α 表达减少，TJ 破坏、减少，p-MLC、MyD88、TRAF6 减少。Caco2+LV-

TNFSF15+TNF-α+ASIV 和 Caco2+LV-TNFSF15+LPS+ASIV 组 分 别 与 Caco2+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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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SF15+TNF-α 和 Caco2+LV-TNFSF15+LPS 组相比体外 Caco-2 单层细胞肠上皮屏障通透性显

著减低，肠上皮屏障破坏减轻，紧密连接蛋白破坏加重，p-MLC、MyD88 和 TRAF6 蛋白表达显著

增加（P<0.05）。 

结论  ASIV 减轻 TL1A 高表达慢性实验性结肠炎小鼠模型的肠道炎症，促进肠上皮屏障恢复，抑制

炎症，可能通过 TNF-α 介导的 MLCK/p-MLC 通路引起 TJ 蛋白的表达变化；ASIV 可能通过改善炎

症性肠病中结肠粘膜通透性，减少肠道细菌移位，抑制 LPS 介导的 MyD88/TRAF6 通路，促进肠

上皮屏障损伤修复。 

 
 

PU-0113 

食管 ESD 术后评估干预因素对术后狭窄预防效果的时间探讨 

 
覃语思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探索一个适宜的术后时间点以评估干预因素对食管 ESD（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术后狭窄情况 

方法 健康 12 月龄普通家犬，ESD 术于食管距门齿 30～34 cm 处剥离食管黏膜 3/4 环周建立并处

理创面，不应用任何药物。分别于术后 2、4、6、8 周行胃镜检查观察术区情况，检查胃镜通过

性。 

结果 术后 2 周见粉红色肉芽组织生成，胃镜尚可通过。术后 4 周见食管上皮覆盖术区，局部黏膜

仍比正常黏膜偏红，瘢痕皱襞初步形成，胃镜不能通过。术后 6 周可见上皮颜色稍白，瘢痕皱襞明

显向管腔中央凸出，胃镜不能通过。术后 8 周与术后 6 周相比无明显变化。 

结论 术后 6 周可作为评估干预因素对食管 ESD 术后狭窄预防效果的适宜时间。 

 
 

PU-0114 

血浆置换治疗戊型肝炎高胆红素血症的相关研究 

 
王拱辰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浆置换治疗戊型肝炎高胆红素血症的临床意义。 

方法 对我院 35 例戊型肝炎高胆红素血症患者行血浆置换，分析其置换前后的临床表现、肝功、血

浆氨、凝血酶原时间变化。 

结果 血浆置换前后的临床表现、肝功、血浆氨、凝血酶原时间改变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血浆置换可以作为临床治疗戊型肝炎高胆红素血症的有效措施之一。 

 
 

PU-0115 

Jinghua Weikang Capsule inhibits adhes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to mouse gastric mucosa 

 
Jing Yu,Hui Ye,Qiu-yue Huang,Zong-ming Shi,Yao Chen,Xue-zhi Zhang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dentify the anti-Helicobacter adhesive activity of JWC,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H. pylori control in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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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or in vitro toxicity study, the multiple proportion dilution of JWC was used to ensure the 
reduced binding of H. pylori to gastric mucosa was not due to the toxicity of the test compounds. 
For in situ adhesion study, three means of intervention including pre-treatment of gastric tissue, 
intervention of adhesion process and pre-treatment of bacteria were performed in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of which intact mouse gastric mucosa was incubated with 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 (FITC) labelled H. pylori. Two kinds of analyzing method were adopted to read the 
H. pylori adhesion situation, blinded evaluation by fluorescent microscopy an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ratio analysis. 
Results In in vitro toxicity study, the concentrations of JWC (10.0 mg/mL, 5.0 mg/mL, 1.0 mg/mL, 
0.5 mg/mL, 0 mg/mL) were demonstrated no direct cytotoxicity to H. pylori. In in situ adhesion 
study, pre-treatment of gastric tissue and intervention of adhesion process with JWC showed 
anti-adhesive activities and the effects were dose-dependent ranging from 5 mg/mL to 0.5 mg/mL. 
In contrast, no reduction of H. pylori adhesion was detectable compared with the negative control 
with a pre-treatment of H. pylori. 
Conclusions The anti-Helicobacter adhesive activity of JWC was demonstrated and the 
intervention nodes indicat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JWC before H. pylori infection or in the early 
stage of infection was expected to achieve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 than the application in the 
middle or late stage of infection. 
 
 

PU-0116 

肝硬化腹水并发自发性腹膜炎基因易感性的 Meta 分析 

 
王拱辰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对基因多态性与肝硬化腹水并发自发性腹膜炎(Spontaneous bacterial 

peritonitis,SBP)易感性的相关性研究进行分析。 

方法 截至 2017 年 5 月，计算机检索英文数据库中文数据库遗传易感性与 SBP 的相关性研究，纳

入文献的质量评价参照 Newcastle-Ottawa Scale(NOS)评分量表进行，评分≥7 分为高质量文献。

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5 篇文献进行 Meta 分析。其中 5 项研究质量评分≥7。Meta 分析结果显示，核苷酸

结合的寡聚结构域 2（Nucleotide Oligomerization Domain-2，NOD2） p.G908R（rs2066845）基

因位点与肝硬化腹水并发 SBP 易感性相关（危险等位基因 vs.无危险等位基因：OR=2.33，95% 

CI：1.13～4.81，P=0.02）。NOD2 基因突变也与肝硬化腹水并发 SBP 易感性有关（基因突变 vs.

无基因突变：OR=2.74，95%CI：1.62～4.64，P=0.0002）。 

结论 NOD2 p.G908R（rs2066845）基因位点、NOD2 基因突变与肝硬化腹水并发 SBP 遗传易感

性可能相关。本研究的相关结果尚需大样本严格设计病例对照或前瞻性研究结果加以验证。  

 
 

PU-0117 

肝脏健康管理新理念 

 
孙艾军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应用信息化覆盖广和便捷科学的管理模式，对广大人群进行规范的肝脏健康管理，早预防、

早发现、早治疗，提高肝病防治水平，降低肝病发病率和病死率，提高生存质量。 

方法 健康管理是以现代健康概念、新的医学模式及中医―治未病‖为指导，采用现代医学和现代管理

学的理论、技术、方法和手段，对个体或群体整体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进行全面检

测、评估、有效干预及连续跟踪服务的医学行为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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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实施健康管理，将科学的生活方式提供给健康需求者，变被动的护理健康为主动的健康

管理，更加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从而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健康效益。 

结论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

话。健康中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前提条件，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这一目标的实现源于千万个健康家庭。构筑健康家庭离不开医院、社区及家庭三位一体的健康

教育，它是以健康为中心，以医疗机构为基础，为改善患者及其家属、社区居民的健康相关行为所

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公立医院，应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份保护百姓健康的

责任。 

 
 

PU-0118 

海南省健康状态百岁老人动态随访队列的建立及死因的研究 

 
栾哲,孙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建立基于海南省百岁老人队列（CHCCS）的巢式队列，对百岁老人的健康状况变化、膳食习

惯及死亡原因等进行动态随访，观察百岁老人生存率的影响因素，记录百岁老人由健康至临死前的

身体状态变化，进一步探讨饮食、环境、气候因素在维系百岁老人身体健康方面可能的作用及影

响，为长寿状态的保持和后续分析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方法 1.在多学科健康体检的基础上，整群抽样方式选取澄迈县、儋州市健康状态的百岁老人

（n=64）建立前瞻性队列，进行为期 15 个月，间隔 3 个月健康状态及膳食习惯随访直至老人离

世。 

2.对于一年期内离世和健在的百岁老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法，分别就地域，性别，饮食结

构和气候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对所有离世老人的死因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验证老人死因同身体

状态改变之间的关系。 

结果 本队列研究始于 2016 年 8 月，入组百岁老人平均年龄为 105.2±3.1 岁，截至 2017 年 8 月，

共有 15 位老人达到随访终点（去世），其平均去世年龄为 105.6±2.9 岁，健康状态百岁老人一年

期死亡率为 17.2%，气候因素对死亡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性别和地域因素对生

存期均无显著影响，老人死亡的原因同身体状态评分并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气候变化特别是温度的降低可能是影响百岁老人生存率的重要因素。百岁老人的死因不一，

气候变化导致的上呼吸道感染，为导致老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百岁老人从健康状态转入衰弱，多出

现在临死前 3 个月以内，其身体征兆的变化并不明显。 

 
 

PU-0119 

原发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病例分析 

 
马厉英,殷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 17 例原发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以提高对

该疾病的认识及诊治经验。 

方法 选取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992 例确诊的神经内分泌

肿瘤患者，回顾性分析其中原发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 17 例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

检查、病理分级、治疗，并进行随访，随访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 月 30 日。 

结果 女性 11 例，占 64.7%，中位年龄 56 岁。7 例（41.2%）在体检时发现，5 例（29.4%）以上

腹胀痛或不适为临床表现。首次就诊时 4 例（23.5%）转氨酶升高；4 例（23.5%）胆红素升高；5

例（29.4%）碱性磷酸酶升高；8 例（47.1%）γ-谷氨酰转肽酶升高。6 例（40%）AFP 升高；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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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EA 升高；7 例（46.7%）CA19-9 升高；8 例（66.7%）铁蛋白升高。肿瘤位于肝右叶者

9 例（52.9%）；单发肿瘤者 9 例（52.9%）。影像学显示动脉期、静脉期、延迟期持续轻度强

化，相对肝脏呈低密度改变，均无门脉瘤栓形成。4 例(23.5%)存在远处转移，包括肾上腺、门脉

间隙淋巴结，腹膜后淋巴结，侵及胆囊和腹膜。病理分级 NET G2 3 例；NET G3 2 例；NEC 10

例，其中 LCNEC 2 例、SCNEC 3 例；HCC 并 SCNEC 2 例。共随访到 9 例患者，4 例行单纯手

术治疗，其中 NET G2 2 例，生存期分别为 23 个月、36 个月；HCC 并 SCNEC 1 例，生存期 1 月

余；NEC 1 例，生存期 2 月。2 例行手术联合 TACE 治疗，均为 LCNEC，生存期分别为 53 个

月、77 个月。1 例行手术联合微波治疗，为 NET G3，生存期 6 个月。1 例手术联合 EP 方案化

疗，为 NEC，生存期 80 天。1 例为 NEC，因一般情况差，未治疗，自动出院，生存期 14 天。 

结论 原发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主要见于中年患者，女性更常见。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大多在体检

时发现。既往有乙肝病史，影像学提示肝硬化、肝脏占位，也可能是原发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碱

性磷酸酶、γ-谷氨酰转肽酶升高可能与原发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相关。肿瘤标记物 CA19-9、铁蛋

白升高明显，对本病有一定诊断价值。CT 影像上肿瘤密度均低于肝实质，动脉增强期可见中-高度

强化，静脉期持续强化，但强化程度减低，极少伴门脉瘤栓形成。手术是主要的治疗方法，术后联

合 TACE 治疗优于手术联合微波消融、化疗及其他治疗。 

 
 

PU-0120 

海南省百岁老人队列的建立与长寿相关肠道宏基因组学研究 

 
孙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建立海南省百岁老人随访队列并分析其肠道菌群结构变化，揭示百岁老人由健康状态至

死亡前的这一生命周期特定阶段的肠道菌群变化规律，探讨肠道菌群在维系百岁老人身体健康方面

可能的作用及影响，以及肠道菌群变化与死亡进程之间可能的互相影响,为长寿状态的保持提供新

的思路和途径。 

方法 1.采用前瞻性研究的方法,随机选取海南省 146 名健康百岁以上老人建立随访队列。对澄迈、

儋州地区 64 名老人进行为期 15 个月，间隔 3 个月的健康状态随访，并收集粪便及血液标本直至死

亡。 

2.通过前后对照的方法，分别对 4 名百岁老人临去世前 6 个月(Predeath6）和临去世前(Death)两个

时间点的肠道菌群进行宏基因组测序研究。 

3.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预测模型,寻找百岁老人临去世前相关的显著差异菌作为生物标记，对百岁

老人的身体衰亡状态（即：濒临去世状态）进行预测。 

结果 1.宏基因组学分析结果：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和普氏菌（Prevotella copri）在百岁

老人肠道中占优势地位，肠道菌群结构在观察期内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但在菌种层面，

同另一组相比，拟杆菌属细菌（Bacteroides faecis）、普氏梭杆菌（Flavonifractor plautii）在

Predeath6 组有显著差异，梭菌属细菌（Clostridium nexile）、长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longum）在 Death 组有显著差异（LDA score >2）。 

2. 临去世前衰亡状态预测模型建立情况：临去世前衰亡状态预测模型筛选出 5 种相对重要菌作为微

生物标志物（基于训练集的 AUC=0.957)。 

结论 基于 4 位百岁老人肠道菌群前后对比得出的结果，百岁老人肠道菌群去世前半年与临去世前

无显著差异，推测百岁老人肠道菌群在去世前至少半年以上即表现出死亡征兆。基于随机森林模

型，我们发现一些特异的标志性细菌可能对于预测百岁老人濒临去世的状态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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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21 

咀嚼口香糖对服用聚乙二醇电解质患者肠道准备的影响  

 
黄晓曦,江雪梅,陈正义 

海口市人民医院 

 

目的 肠道准备不充分导致结肠镜检查不理想，而咀嚼口香糖可以加速胃肠道蠕动，临床研究认为

嚼口香糖可以减少术后肠梗阻。既往很少有咀嚼口香糖对以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polyethylene 

glycol，PEG）肠道准备的影响。本研究探究结肠镜检查前嚼口香糖对患者的舒适度、依从性及肠

道清洁度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为一个单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门诊患者结肠镜患者按预约顺序随机分配，

包括 55 例对照组，55 例口香糖组。咀嚼口香糖组患者从服完 2L PEG 溶液后开始咀嚼无糖口香

糖，每 1 小时咀嚼一次，持续咀嚼 15 分钟，对照组患者仅接受 2L PEG 溶液（标准肠道准备方

法）。采用 Boston 量表评价两组患者的肠道清洁度，采用问卷对患者的舒适度及依从性等进行评

价。 

结果 口香糖组在腹胀、恶心方面的发生情况低于对照组（P<0.05），服用 PEG 的依从性、肠蠕动

速度优于对照组（P<0.05）。 两组研究对象的肠道清洁度总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

内镜操作难度和时间上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插管成功率和内镜下疾病检出率上无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咀嚼口香糖不能提高肠道准备质量，但可以使患者对肠道准备过程更加满意，更愿意未来进

行结肠镜复查。 

 
 

PU-0122 

原发胆囊神经内分泌肿瘤病例分析 

 
马厉英,殷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 5 例原发胆囊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以提高对

该疾病的认识及诊治经验。 

方法 选取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992 例确诊的神经内分泌

肿瘤患者，回顾性分析其中原发胆囊神经内分泌肿瘤 5 例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

查、病理分级、治疗，并进行随访，随访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 月 30 日。 

结果 男性占 3 例（60%），中位年龄 58 岁。4 例（80%）患者临床表现为上腹胀痛或不适。2 例

（40%）患者肝功能未见异常。所有患者血清 AFP 检测结果均在正常范围。2 例（40%）血清

CEA 升高。2 例（40%）血清 CA19-9 升高。3 例（60%）血清铁蛋白升高。5 例患者影像学均提

示存在肝转移。所有患者均为神经内分泌癌，其中 LCNEC 3 例，SCNEC 1 例。4 例单纯手术治

疗，1 例手术联合顺铂（腹腔注药）、紫杉醇全身化疗。共随访到 4 例患者，1 例患者手术联合化

疗，病理类型 SCNEC，生存期 125 个月，目前仍存活。其余 3 例患者单纯手术治疗，均死亡，其

中 LCNEC 2 例，生存期分别为 2 个月、25 个月；NEC 1 例，生存期 4 个月。 

结论 原发胆囊神经内分泌肿瘤主要见于中年患者，本文显示性别无显著差异。临床表现无特异

性，主要表现为上腹胀痛。影像学提示胆囊恶性肿瘤，同时合并胆囊结石，需考虑到原发胆囊神经

内分泌肿瘤的可能。碱性磷酸酶、γ-谷氨酰转肽酶升高可能与原发胆囊神经内分泌肿瘤相关。肿瘤

标记物 CA19-9、铁蛋白升高明显，有一定诊断价值。影像学检查无特异性表现，容易出现肝转

移。手术是主要的治疗方法，术后联合全身化疗有助于延长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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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23 

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干预措施疗效评价：网状 Meta 分析 

 
黄晓曦,成建斌,江雪梅,陈正义 

海口市人民医院 

 

目的 对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 7 项干预措施进行疗效评价，分别是手术切除、再移植、射频消融

（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  RFA ） 、 肝 动 脉 栓 塞 化 疗 （ transcatheter hepatic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索拉非尼、索拉非尼+TACE、保守治疗。 

方法 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library、Embase、PubMed、Web of Science、万方、知网、维普、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上述 7 项干预措施治疗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和

队列研究，检索年限为各数据库建库至 2018 年 1 月 1 日。经过 2 名研究人员独立地筛选文献、提

取数据、评价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后，采用 Stata 12.0 和 WinBUGS 1.4.3 软件进行网状 Meta

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20 篇回顾性队列研究，合计患者 604 人。网状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在 6 月总体生

存率上，疗效排序：索拉非尼+TACE＞RFA＞TACE＞手术切除＞再移植＞索拉非尼＞保守治疗。

在 1 年总体生存率上，疗效排序：索拉非尼+TACE＞手术切除＞索拉非尼＞RFA＞TACE＝再移植

＞保守治疗。在 2 年总体生存率上，疗效排序：索拉非尼+TACE＞手术切除＞RFA＞索拉非尼＞

TACE＞保守治疗。 

结论 在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治疗上，7 项干预措施中，索拉非尼+TACE 的疗效可能最佳，手术

切除、RFA 的疗效相对较好，再移植、TACE、索拉非尼的疗效相对较差，保守治疗的疗效可能最

差。 

 
 

PU-0124 

TLR4 拮抗剂 TAK-242 对小鼠实验性结肠炎的作用 

及其机制的研究 

 
陈淑萍,熊慧芳,吴双,贺雅静,谢勇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TLR4 拮抗剂 TAK-242 对小鼠实验性结肠炎的干预作用及其可能机制。 

方法 80 只 BABL/c 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DSS 组、DSS+ TAK-242 组、TNBS 组和 TNBS+ 

TAK-242 组。建模第 5 天起，DSS+ TAK-242 组和 TNBS+ TAK-242 组小鼠给予 TAK-242 溶液

（3mg/kg），腹腔注射，1 次/日，连续 3 天，第 8 天处死小鼠。评估小鼠 DAI、结肠粘膜病理评

分，免疫组化及 Western-bolt 检测结肠组织 TLR4、MyD88、NF-κB p65、Foxp3、HMGB1 蛋白

的表达，并检测小鼠血清中 IL-6、IL-1β、IFN-γ、TNF-α 水平。  

结果 1、无论有无 TAK-242 干预，TNBS 及 DSS 组小鼠 DAI 及病理学评分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5），TAK242 干预组显著低于相应的模型组（p<0.05）。  

2、免疫组化及 Western-bolt 蛋白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有无 TAK-242 干预，TNBS 及 DSS 组小鼠

结肠组织 TLR4、MyD88、NF-κB p65、Foxp3、HMGB1 蛋白的表达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5）；TAK242 干预组显著低于相应的模型组（p<0.05）。  

3、无论有无 TAK-242 干预，TNBS 及 DSS 组小鼠血清 IFN-γ、IL-1β、TNF-α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

常对照组（p<0.05）；TAK242 干预组显著低于相应的模型组（p<0.05）。  

结论 1、TLR4 拮抗剂 TAK-242 对小鼠实验性结肠炎具有治疗作用。 

2、TLR4 拮抗剂 TAK-242 对小鼠实验性结肠炎的抗炎作用机制可能是抑制 TLR4/ NF-κB 信号通路

及阻断了 HMGB1/TLR4 反馈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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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25 

帕罗西汀联合拉莫三嗪治疗有精神症状 功能性 

消化不良对照研究 

 
邱清武,邱丕 

连江县晓澳医院 

 

目的 对有精神症状的 FD 辅以帕罗西汀,及帕罗西汀联合拉莫三嗪两组疗效的研究。 

方法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期间在本院消化内科就诊的有精神症状 FD 者 100 例，分观察

组、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以兰索拉唑等常规药物治疗时，辅以帕罗西汀；观察组在对照组药物

组合基础上，再辅以拉莫三嗪，以 FDSR 积分、HAMD 评分指标观察。 

结果 FDSR 积分，观察组减分 11.91 分，对照组减分 3.42 分；HAMD 评分，观察组减分 15.21

分，对照组减分 3.42 分，观察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有精神症状 FD 者，选择辅以帕罗西汀联合拉莫三嗪优于单辅帕罗西汀。 

 
 

PU-0126 

根据病因分类的急性胰腺炎临床特点及预后的观察性研究 

 
高岩,蓝宇 

北京积水潭医院 

 

目的 探讨根据病因分类的不同类型急性胰腺炎在临床特点、病情严重程度、并发症及预后方面的

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10 月间于我院住院的急性胰腺炎患者共 84 例，根据病因

分为脂源性胰腺炎（HLAP）组、胆源性胰腺炎（BAP）组和其他原因急性胰腺炎组。记录患者人

口学特征、既往病史、BMI、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Glu）、血钙（Ca2+）、凝血功能、血气

分析、CRP 和血沉、影像学结果、局部并发症及预后情况。比较不同病因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

特点、病情严重程度、并发症及预后。 

结果 84 例急性胰腺炎患者中包括高脂血症性胰腺炎患者 44 例（52.4%）、胆源性胰腺炎患者 17

例（20.2%）、其他原因胰腺炎患者 23 例（27.4%）。HLAP 患者平均年龄低于 BAP 组及其他原

因急性胰腺炎组患者（36.18±9.57 比 58.29±19.9 比 44.95±15.4 ，P＜0.01）；而三组患者在性

别、BMI 等人口学特征，以及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等代谢相关合并症方面无统计学差异。实验

室检查方面，HLAP 患者血淀粉酶水平明显低于 BAP 组及其他原因急性胰腺炎组患者（320.6 比 

1398.7 比  849.5，P＜0.01）。HLAP 组中 MAP 患者 42 例（95.6%）、MSAP 患者 1 例

（2.2%）、SAP 患者 1 例（2.2%），BAP 组中 MAP 患者 14 例（82.4%）、SAP 患者 3 例

（17.6%）；其他原因急性胰腺炎组中 MAP 患者 21 例（91.4%）、MSAP 患者 1 例（4.3%）、

SAP 患者 1 例（4.3%），三组构成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三组患者局部并发症发生率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BAP 组患者中入住 ICU 或进行外科干预率明显高于 HLAP 组

（4/23.5% 比 1/2.2%，P＜0.005）。 

结论 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发病平均年龄早于其他病因所致的急性胰腺炎，发病过程中血淀粉酶

升高不明显，预后优于胆源性急性胰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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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27 

大黄灌肠辅助治疗急性胰腺炎 22 例临床观察 

 
葛丽辉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急性胰腺炎是临床急腹症中的常见病，往往病情较重，病人治疗费用较高，病人经常会出现

细菌易位导致的严重感染及肠管麻痹等不良事件。减轻感染和阻止肠麻痹的发生是治疗胰腺炎的关

键步骤。2011 年—2017 年，我们对 22 例急性胰腺炎病人采用大黄灌肠助治疗急性胰腺炎 22 例，

取得良好效果。 

方法 在补液、抗感染等资料基础上加，大黄 10g 切成小块放入 100ml 开水中，当温度降至 40°

时，滤过后保留灌肠，每日一次。  

结果 22 例病人中，急性轻型胰腺炎 18 例，重症胰腺炎 3 例，均未发生肠麻痹，未发生败血症及

其它部位感染。我们认为大黄在急性胰腺炎中的应用较为广泛，各家用法不同，均有不同疗效。我

们的方法简便易行，病人容易接受，而且疗效确切。 

结论 大黄的主要化学成分是大黄蒽醌类衍生物在 AP 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抑制胰酶分泌 利胆，松弛

胆道括约肌，促进胃肠蠕动，加速排泄肠道内毒素，降低肠壁通透性。抑制肠道内细菌的繁殖，调

节肠道菌群平衡，改善胃肠粘膜的缺血、缺氧状态。抗菌抗炎清热解毒。临床上短时间应用未见副

作用。 

 
 

PU-0128 

小肠营养管置入术治疗胃大部切除术后胃瘫 12 例疗效观察 

 
葛丽辉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胃大部切除术后胃瘫是临床常见并发症。术后病人出现进食后胃潴留，恶心、呕吐，不能进

食，严重影响术后病人的恢复。2009 年—2017 年，我们对 12 例胃大部切除术后一周仍然不能进

食的胃瘫病人，行小肠营养管置入术。取得良好效果。 

方法 胃大部切除术后病人，在胃肠道有蠕动但出现进食后恶心、呕吐，不能进食的病人，行小肠

营养管置入术，镜下操作时要仔细观察输入襻、输出襻，轻柔的将营养管置入输出襻，吻合口下

20cm 处。  

结果 置入营养管后当天，经营养管喂食食糜、奶、营养粉、水等食物，12 例病人均在置入营养管

后的第二天病情缓解。未再出现恶心、呕吐及胃潴留。一周后让病人经口饮水、逐渐进食，取出营

养管时间在 10 天到 25 天。我们的方法简便易行，病人容易接受，切实为外科术后胃瘫病人带来疗

效确切。 

结论 胃胃大部切除术后胃瘫病人置入小肠营养管方法易行、疗效确切。 

 
 

PU-0129 

CRH-R2 介导痛泻要方促 DSS 结肠炎小鼠黏膜修复机制 

 
龚姗姗,范一宏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 探讨 CRH-R2 在结肠炎黏膜愈合中的意义，并研究痛泻药方对 CRH-R2 的表达调控作用。 

方法 首先以 DSS 诱导的结肠炎小鼠为研究对象，对比 CRH-R2 拮抗剂干预与否对黏膜修复的影

响；随后采用外源性 Ucn2 及痛泻要方进行体内治疗，通过体重、结肠长度、疾病活动指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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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评分评价黏膜炎症水平，TUNEL 法检测上皮细胞凋亡，Ki-67 检测上皮细胞增殖，RT-PCR 和

Elisa 法测定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 

结果 DSS 诱导的结肠炎小鼠经 Ucn2 体内治疗后，结肠炎症状减轻（体重升高（P＜0.001），

DAI 降低（0.87±0.55 vs. 2.43±0.32, P＜0.001），组织病理评分下降（4.33±1.51vs. 8.33±1.03, P

＜0.001），结肠长度增加（9.58±0.62 vs. 6.21±0.34, P＜0.001）），肠黏膜通透性降低

（0.75±0.07 vs.1.47±0.11, P＜0.001），炎症因子表达减少（P＜0.05），抑制肠上皮细胞凋亡

（149.55±21.68 vs. 983.01±98.17, P＜0.001），促进增殖（90.04±15.50 vs. 22.51±8.22, P＜

0.01）。而 CRH-R2 拮抗剂干预后的小鼠溃结症状加重（体重降低（P＜0.05），DAI 升高

（3.61±0.53 vs. 2.43±0.32, P＜0.05），组织病理评分增加（11.50±1.05 vs. 8.33±1.03, P＜

0.05），结肠长度变短（4.90±0.32 vs. 6.21±0.34, P＜0.05），肠黏膜通透性增加（2.76 ± 0.12 vs. 

1.47±0.11, P＜0.001），炎症因子表达升高（P＜0.05），肠上皮细胞凋亡增多（1422.39 ±90.71 

vs. 983.01±98.17, P＜0.001），增殖减少（4.97±4.25 vs. 22.51±8.22, P＜0.05）。DSS 诱导的结

肠炎小鼠经痛泻要方治疗后，结果与 Ucn2 类似。 

结论 CRH-R2 通过调控结肠炎小鼠肠上皮细胞迁移、增殖和凋亡激活肠粘膜抗炎应答，发挥抗炎

效应，痛泻药方通过调控 CRH-R2 在结肠炎小鼠黏膜修复过程中发挥作用。  

 
 

PU-0130 

HMGB1/TLR4 信号通路在小鼠实验性结肠炎中的作用及 

EP 对其干预研究 

 
陈丹,钟伟祥,张玉婷,吴双,王爱瑶,谢勇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HMGB1/TLR4 信号通路在小鼠实验性结肠炎中的作用及 HMGB1 抑制剂 EP 对其的干预

作用。 

方法 60 只 BABL/c 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DSS 组、DSS+ EP 组、TNBS 组和 TNBS+ EP 组。

于造模第 3 天起，DSS+ EP 组和 TNBS+EP 组小鼠腹腔注射 EP（40mg/kg，溶于林格氏液），正

常对照组及 TNBS 模型组注射等量林格氏液，每日 1 次，连续 5 天，第 8 天处死小鼠。评估小鼠

DAI、结肠粘膜病理评分，免疫组化检测结肠组织 TLR4、MyD88、NF-κB p65、Foxp3、HMGB1

蛋白的表达，并检测小鼠血清中 IFN-γ、IL-1β、IL-6、TNF-α 和 IL-10 的水平。 

结果 1、无论有无 EP 干预，TNBS 及 DSS 组小鼠 DAI 及病理学评分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1），EP 干预组显著低于相应的模型组（p<0.05）。  

2、免疫组化结果显示：无论有无 EP 干预，TNBS 及 DSS 组小鼠结肠组织 TLR4、MyD88、NF-

κB p65、HMGB1 蛋白的表达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Foxp3 蛋白的表达显著低于正常对

照组（p<0.01）；在 EP 干预组 TLR4、MyD88、NF-κB p65、HMGB1 蛋白的表达显著低于相应

的模型组（p<0.05），Foxp3 蛋白的表达组显著高于相应的模型组（p<0.05）  

3、无论有无 EP 干预，TNBS 组小鼠血清 IFN-γ、IL-1β、IL-6、TNF-α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1），IL-10 的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p<0.01）；在 EP 干预组 IFN-γ、IL-1β、IL-6、

TNF-α 水平均显著低于相应的模型组（ p<0.05）， IL-10 的水平显著高于相应的模型组

（p<0.05）。  

结论  1、EP 可减轻小鼠实验性结肠炎的肠道炎症和黏膜损伤，对 IBD 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2、EP 可增加小鼠实验性结肠炎肠黏膜中 Treg 细胞，这可能是其减轻肠道炎症机制之一。 

3、EP 可抑制 TNBS 诱导的小鼠结肠炎肠黏膜中 HMGB1/TLR4 信号通路，降低促炎因子水平，上

调抑炎因子水平，这可能是其减轻肠道炎症的又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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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31 

Systemic chemotherapy in combination with liver-directed 
therapy improves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and synchronous liver metastases 

 
huaqiang ouyang,Weidong Ma,Ti Zhang,Fang Liu,Lujun Zhao,Minghui Fang,Manman Quan,Zhanyu Pan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Objective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combination of systemic chemotherapy (SCT) and liver-
directed therapy (LDT) was superior to chemotherapy alone for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and synchronous liver metastases (PACLM). 
Methods We reviewed the medical records of 184 patients treated with SCT ± LDT at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from 2001 to 2015.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the primary 
end-point. The role of treatment modality and other clinical factors was evaluated by univariate 
and Cox regression analyses. 
Results Sixty-four (34.8%) patients in the SCT-LDT group and 120 (65.2%) patients in the SCT 
group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Baselin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similar between the 
groups (all P> 0.05). The median survival was 8.7 months in the SCT-LDT group and was 6.3 
months in the SCT group. The 0.5-, 1-, 2- and 3-year survival rates were 67.2%, 33.4%, 13.3% 
and 8.9%, respectively, after SCT-LDT, and were 54.9%, 19.0%, 4.5% and 2.0%, respectively, 
after SCT (P = 0.01). Primary tumor size, ascites, and treatment modality (SCT+LDT vs. SCT) 
independently predicted survival (P <0.05). The clinical efficacy congruously favored the SCT-
LDT group across the majority of subgroups.  
Conclusions SCT combined with LDT was well tolerated and may be effective to improve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PACLM. Ascites and large primary tumor size were poor prognost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PU-0132 

有消化系统表现的 32 例白塞病临床资料分析 

 
都吉雅 

阜新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具有消化系统表现白塞病患者的临床特征、胃肠镜、病理、实验室检查及治疗，从而提

高对该病的认识，减少误诊、漏诊率，降低消化道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以―贝赫切特综合征‖为关键词，检索我院 10 年期间住院患者，共 105 例确诊白塞病患者，均

符合 1990 年国际白塞病研究组制定的诊断标准，其中有消化系统表现、经胃肠镜、腹部 CT 等检

查证实存在消化道病变者 32 例，设为肠白塞病组，本文将以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此 32 例肠白塞病

患者临床资料，并与同期无消化系统表现 73 例白塞病患者（白塞病组）比较。 

结果 1、一般资料    本组 105 例白塞病患者，其中肠白塞病组平均发病年龄 34.91±16.64 岁，平均

病程 11.32±9.64 年；白塞病平均发病年龄 31.75±13.67 岁，平均病程 7.15±7.99 年。肠白塞病组

平均病程较白塞病组长，存在明显差异（P<0.05） 

      2、消化系统表现     32 例肠白塞病患者中腹痛 23 例（71.8%），21 例以腹痛为消化道首发症

状。腹痛主要位于右下腹及上腹部 

    3、内镜   32 例肠白塞病中 9 例行肠镜检查，回盲部溃疡 5 例，吻合口溃疡 2 例，全结肠多发溃

疡 1 例，结肠炎 1 例；11 例行胃镜检查，食道溃疡 2 例，贲门溃疡 1 例，胃溃疡 3 例，慢性胃炎

5 例 

    4、治疗及转归    肠白塞病组及白塞病组均以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为主要治疗药物。肠白塞

病组伴肠道溃疡者加用美沙拉嗪，胃、食道溃疡者加用质子泵抑制剂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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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肠白塞病以青壮年多见，消化道症状多发生于白塞病系统症状之后。 

2、腹痛为肠白塞病最多见症状，其次为腹泻，也可发生消化道出血、肠梗阻、肠穿孔、肠瘘等多

种严重并发症。  

3、肠白塞病治疗以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为主，消化道症状对症治疗为辅。 

 
 

PU-0133 

Advances in the role of IL-33/ST2 pathway in tumorigenesis 
and progression 

 
Xia Hu

1,2
,Xiaobin Sun

2
,Jing Shan

2
 

1.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Chengdu 

 
Objective Interleukin -33 (IL-33) is a new member of the IL-1cytokine family found in recent years. 
It has dual functions of intracellular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extracellular cytokines. IL-33 and its 
receptor ST2 mediate a variety of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such as chronic 
inflammation, autoimmune diseases, allergic immune responses, host defense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show that IL-33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umors, but the mechanism of its precise role in 
tumorigenesis and tumor immune response is not yet clearly illustrated.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cent literatures on the role of IL-33 in tumorigenesis,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strategy to treat 
IL-33 as a target for tumor diagnosis and immunotherapy. 
Methods We collected literatures about tumo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related to IL-33, and 
compared the expression of IL-33 in different tumors and their roles in tumor development by 
retrieving PubMed, OVID, EBSC database, Chinese knowledge network, Wanfang database, VP 
database. 
Results IL-33 can promote tumor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through the direct action of 
tumor or paracrine, and can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umor by affecting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such as promoting tumor angiogenesis and infiltration, and acting on the 
advantages of multiple immune cells to maintai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h2. Otherwise, IL-
33/ST2 can inhibit tumor growth by promoting CD8+T mediated Th1 immune response. 
Conclusions IL-33 may play different roles under different immune backgrounds. Therefore, how 
to balance the role of IL-33/ST2 in Th1/Th2 immune response and maximize its use in tumor 
therapy will be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PU-0134 

结直肠癌中 SPOP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陈硕,陈幼祥,曽春艳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检测 SPOP 蛋白在大肠癌组织及癌旁正常对照组织中的表达，研究其表达水平与结直肠癌临

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探讨 SPOP 在结直肠癌诊疗中的临床指导意义。 

方法 收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镜中心自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共 93 例行结肠镜的结

直肠癌患者的癌组织及癌旁正常对照组织，运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组织标本中 SPOP 的表达情况，

通过卡方检验分析 SPOP 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间的关系。 

结果 SPOP 表达情况：肠癌组织中 SPOP 阳性率 47.3%（44/93），癌旁对照组织中阳性率

89.2%（83/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SPOP 表达强度：肠癌组织中 16 例高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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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例低表达，高表达率 17.2%（16/93），癌旁对照组织中 61 例高表达，32 例低表达，高表达率

65.6%（61/93），有统计学差异（P＜0.01）。 

1.SPOP 表达强度与分化：在高分化、中分化、低分化三组中，SPOP 低表达率分别为 47.4%

（9/19）、91.2%（62/68）、100%（6/6），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01）。2.SPOP 表达

强度与临床分期：Ⅰ/Ⅱ期的病人 SPOP 低表达率为 75.9%（44/58），Ⅲ/Ⅳ期的病人低表达率为

94.3%（33/3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23）。3.SPOP 表达强度与淋巴结转移：无淋巴结

转移的患者 SPOP 高表达率 22.95%（14/61），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 SPOP 高表达率 6.25%

（2/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3）。4.SPOP 表达强度与远处转移：有远处转移的患者

SPOP 低表达率 100%（11/11），无远处转移的患者低表达率 80.49%（66/82），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23）。5.SPOP 的表达强度差异与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组织学类型、病变部位间

的关系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SPOP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低表达。 

2.SPOP 的表达强度与结直肠癌的分化程度、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相关。 

 
 

PU-0135 

ADAM17 蛋白与胃粘膜病变相关性的研究 

 
谢莹萍,方念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去整合素-金属蛋白酶 17（ADAM17）与胃粘膜病变（非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化

生、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胃癌）的相关性，旨在为胃癌早期诊断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 选取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17 年 9 月-2018 年 3 月行胃镜检查并取标本活检的患者，对活

检结果进行分组，分为非萎缩性胃炎组 500 例、萎缩性胃炎组 450 例、肠化生组 500 例、低级别

上皮内瘤变组 100 例、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组 100 例、胃癌组 50 例共 6 组病例，并分别对以上病理

组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En Vision 法）测得 ADAM17 蛋白表达情况。ADAM17 蛋白在胃粘

膜组织细胞胞膜/胞浆呈棕黄色为阳性表达，观察阳性细胞百分比级染色强度，分别计数阳性细胞

百分比（阴性=0 分，1%-25%=1 分，26%-50%=2 分，51%-75%=3 分，>75 分=4 分），评判阳性

细胞染色强度（阴性=0 分，弱阳性=1 分，中度阳性=2 分，强阳性=3 分），两者相乘，结果≤4 分

为低表达或不表达，>4 分为高表达。对 6 组病例进行统计，分为低表达或不表达组与高表达组两

种结果，对所得到结果使用 SPSS19.0 行 χ
2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非萎缩性胃炎组有 50 例高表达，萎缩性胃炎组有 80 例高表达，肠化生组 90 例高表达，低级

别上皮内瘤变组 60 例高表达，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组 65 例高表达，胃癌组 40 例高表达，多组变量

χ
2 检验，结果 P<0.05，且两两比较显示，胃癌组与非萎缩性胃炎组、萎缩性胃炎组、低级别上皮

内瘤变及高级别上皮内瘤变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ADAM17 在胃癌中表达更强。 

结论 ADAM17 蛋白表达能促进胃癌的发生。 

 
 

PU-0136 

OE 结合放大内镜对胃肠上皮化生检测准确性研究 

 
王立梅,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癌症是全球首要死亡原因，上消化道癌症是全世界癌症死亡最常见的原因之一。胃癌排名第

二，胃癌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胃肠上皮化生被认为是癌前病变，内镜检查是诊断肠上皮化生

的重要方法，浅蓝色波峰（LBC）可能是一个独特的内镜发现与肠上皮化生有关，VP（绒毛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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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LLC（长脊样结构）对肠上皮化生的诊断也有较高的灵敏性及特异性。 OE 系统结合了 i-

scan 的数字滤光和 OE 的光学滤光两种不同的图像增强方式，通过数字增强和光学增强提高了胃

肠道黏膜表面和血管结构的细节观察能力。本研究旨在确定 OE 结合放大内镜下胃粘膜肠上皮化生

的形态学特征，结合病理学探讨 OE 结合放大内镜对诊断胃粘膜肠上皮化生的准确性。 

方法 将 2106 年 10 月—2017 年 6 月齐鲁医院消化内镜室所有做 OE 放大内镜并符合纳入标准的的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由操作者进行实时诊断，依据放大内镜下胃粘膜表面结构形态分为 LBC、

VP、LLC 三型。根据各种分型分为全阳性组、双阳性组、单阳性组，同时在相应区域进行靶向活

检，将观察到的形态与病理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全阳性组敏感性 93%，特异性 87%，准确度 90%，阳性预测值 94%，阴性预测值 84%，双

阳性组敏感性 86%，特异性 81%，准确度 89%，阳性预测值 81%，阴性预测值 76%，单阳性组

敏感性 73%，特异性 81%，准确度 69%，阳性预测值 50%，阴性预测值 68%。 

结论 通过 OE 结合放大内镜肠上皮化生的形态，可以识别正常胃粘膜及肠上皮化生胃粘膜。 

OE 结合放大内镜全阳性及双阳性有助于内镜直视下靶向诊断肠上皮化生，从而提高胃粘膜肠上皮

化生的检出率，对早期胃癌的发现、诊断及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0137 

黏膜下药物注射联合氩离子凝固术治疗慢性放射性 

肠炎的有效性评估 

 
方诗琳

1
,施先艳

1
,赵秋

1
,刘静

1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消化内科 

2.湖北省肠病医学临床研究中心及肠病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目的 评估内镜下使用黏膜下药物注射联合氩离子凝固术(APC)治疗慢性放射性肠炎（CRP）的临床

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1 月—2018 年 1 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消化内科行黏膜下药物注射联合

APC 治疗的 19 例 CRP，男 2 例，女 17 例；年龄 41～ 86 岁，平均 61.2 岁；其中宫颈癌 15 例，

子宫内膜癌、阴道癌、前列腺癌、直肠癌各 1 例。所有患者均有放疗史且无复发，临床表现为: ①

有不同程度鲜血便，伴或不伴有腹痛、腹泻、里急后重等，症状持续时间 ＞ 3 个月; ②结肠镜典型

表现为散在或弥漫性毛细血管扩张，呈草莓样改变; ③排除炎症性肠病、缺血性肠炎等。根据内镜

下肠炎严重程度表现，分别用改良肠炎评估法（A）、Sherman‘s classification (B)将患者分为轻

度、重度两组。临床治疗有效的标准为出血停止或仅少量便血且无需进一步干预；或者症状评分的

降低（采用改良症状评分）。具体操作：①用内镜注射针将 1%去甲肾上腺素生理盐水溶液，每间

隔 3.0-5.0cm 病变范围内行多点注射；②以氩气流量 1.5-2.0 L/min、功率 40W、每 1-2 秒行 APC

凝固扩张的毛细血管；③基底部溃疡面出血用 1%去甲肾上腺素盐水喷洒治疗。电话或门诊随访至

少半年。 

结果 在评估的 19 例患者中，根据（A）分类：12 例（63％）为轻度直肠炎，7 例（37％）为严重; 

根据（B）分类：8 例（42％）为轻度和 11 例（58％）为严重。采用改良肠炎评估法或

Sherman‘s classification 评估法评估肠炎严重程度，无论被评定为轻度或重度肠炎，所有患者均实

现临床有效治疗，症状评分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 19 例患者均达到成功止血，其中 8 例

(42.1%)经 1 次治疗；7 例经 2 次治疗，2 例经 3 次治疗，另有 2 例各经 4 次和 5 次治疗。在随访

期间，3 例患者分别在 11、16、20 个月后复发，再次行黏膜下注射联合 APC 治疗，达到成功止

血；其余患者症状未有加重，病情稳定。此外，治疗中出现 1 例腹胀、3 例轻度里急后重， 1 周后

症状均自行缓解，无肠穿孔等并发症。 

结论 黏膜下药物注射联合 APC 治疗 CRP 可有效缓解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尤其对于难治性

放射性肠炎亦具有确切疗效。此外，本方法具有操作简单、易重复、治疗费用低廉的特点，可广泛

用于临床放射性肠炎的相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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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38 

A genome-wide analysis of long noncoding RNA profile 
identifies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s associated with 

Esophageal cancer |  1 23 456 

 
wen jia liu,Zhang Yiyang,Chen Min,Zou Xiaoping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Objective Esophageal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ncers, and a leading cause of 
cancer-related death worldwide. However, the mechanism of esophageal cancer pathogenesis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dysregulation have been reported 
to involve in various human cancers, which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 of lncRNAs used as novel 
biomarkers for cancer diagnosis. Although lots of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identify novel 
lncRNAs signature in esophageal cancer, the expression pattern, prognostic value, and biological 
function of most lncRNAs in esophageal cancer still need to b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expression profile of lncRNAs in a large 
of more than 200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from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and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 We identified thousands of lncRNAs a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esophageal cancer tissues, and many of those lncRNAs expression are associated with patients 
overall survival and recurrence free survival time. Moreover, copy number variation revealed that 
genomic loci copy number amplification and deletion might contribute to these lncRNAs 
dysregulation.  
Results Among these lncRNAs, DUXAP8 and LINC00460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and 
GO enrichment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the two lncRNAs associated protein coding genes involve 
with many known biological processes, such as cell cycle, and cell-cell adherens junction. Further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revealed that knockdown of DUXAP8 could impair esophageal cancer 
cells proliferation in vitro.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our findings identified lots of aberrantly expressed lncRNAs in 
esophageal cancer that may provide a useful resource for identifying novel prognostic lncRNAs 
for this disease. 
 
 

PU-0139 

肝硬化照顾者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刘春

1
,陈晓琴

1
,何师茜

2
,张涛（通讯作者）

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贵州省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肝硬化患者家属主要照顾者（以下简称照顾者）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1 月到 2017 年 5 月入住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贵州省肿瘤医院消

化内科明确诊断肝硬化（合并腹水、肝性脑病及消化道出血）照顾者 100 例为研究对象。统计照顾

者一般资料及患者疾病信息，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调查，所收

集数据录入专业分析软件，所得结果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1.肝硬化疾病照顾者焦虑、抑郁阳性率分别为 37%、71%，均高于国内常模（P＜0.05）。2.

肝硬化患者不同肝功能 Child 分级对照顾者焦虑、抑郁阳性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3.

不同年龄照顾者焦虑、抑郁情绪状况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18-29 岁照顾者焦虑、抑郁

阳性率最高，60 岁及以上照顾者焦虑、抑郁阳性率最低。4.受不同教育年限照顾者焦虑、抑郁比较

有统计学差异（P＜0.05），受教育年限≤9 年照顾者焦虑、抑郁阳性率最高，随着受教育年限增

加，焦虑、抑郁阳性率逐渐下降，受教育年限＞12 年照顾者焦虑、抑郁阳性率最低。5.患者总医疗

费用对照顾者焦虑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总医疗费用在 1-5 万照顾者焦虑阳性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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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医疗费用＜1 万元照顾者焦虑阳性率最低。6.女性照顾者抑郁阳性率高于男性照顾者（P＜

0.05）；已婚照顾者抑郁阳性率高于未婚、丧偶照顾者（P＜0.05）；无业及农民照顾者抑郁阳性

率最高，学生照顾者抑郁阳性率最低（P＜0.05）；子女照顾者抑郁阳性率最高，其次是配偶照顾

者，父母照顾者抑郁阳性率最低（P＜0.05）；家庭人均月收入＜1000 元照顾者抑郁阳性率最高，

随着家庭人均月收入增加照顾者抑郁阳性率逐渐下降，家庭人均月收入≥5000 元照顾者抑郁阳性率

最低（P＜0.05）。 

结论 1.肝硬化疾病照顾者易出现焦虑、抑郁心理问题；2.肝硬化患者不同肝功能 Chind 分级对照顾

者焦虑、抑郁心理状况影响无统计学差异；3.影响肝硬化疾病照顾者焦虑情绪的因素有：照顾者年

龄、受教育年限、患者总医疗费用；4.影响肝硬化疾病照顾者抑郁情绪的因素有：照顾者性别、年

龄、受教育年限、职业状况、婚姻状况、照顾者角色状况及家庭人均月收入。 

 
 

PU-0140 

Predicting the Activity of Crohn’s Disease in Chinese 
Patients Using 25-hydroxyvitamin D 

 
Sinan Lin,Ying Wang,Li Li,Rui Feng,Yun Qiu,Yao He,Baili Chen,Zhirong Zeng,Shenghong Zhang,Minhu Chen 

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vitamin D status and disease 
activity, and its predictive value for active disease in CD patients.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14 and December 2017, 346 CD patients at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were recruited and categoriz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serum levels of 25-hydroxyvitamin D (25(OH)vitamin 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medication, and health-care need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groups. The correlations among 
25(OH)vitamin D and routine serum biomarkers, and disease activity were examined.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25(OH)vitamin D and other biomarkers as well as a newly calculated value of -
(2.5*25(OH)vitamin D+Hb) +0.5*ESR for active diseases were also explored us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analysis. 
Results Patients with low vitamin D status had higher serum levels of C-reactive protein (CRP),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and platelets (PLT), lower levels of hemoglobin (Hb) and 
albumin (ALB). Serum levels of 25(OH)vitamin D were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scores of 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CDAI) (rs=-0.608). ROC analysis showed a better predictive value of -
25(OH)vitamin D and the new model with areas under curve (AUC) of 0.804 and 0.879, 
respectively, than that of CRP (0.693) and ESR (0.713) in disease activity. 
Conclusions Serum levels of 25(OH)vitamin 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sease activity in 
Chinese patients. The new model based on 25(OH)vitamin D shows a higher value in predicting 
disease activity in CD patients, but warrants further study. 
  
 

PU-0141 

胆管癌差异甲基化-差异表达基因筛选及通路分析 

 
关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胆管癌是致死率极高的恶性肿瘤，本文旨在利用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筛选胆管癌中差异甲基

化-差异表达基因（MDEGs）及其相关细胞信号转导通路。 

方法 从 GEO 数据库中下载基因表达谱芯片（GSE26566）和甲基化表达谱芯片（GSE44965）。

利用 GEO2R 软件分析差异甲基化基因及差异表达基因，筛选出 MDEGs。之后利用 GO 和 KE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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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进行富集分析及相关细胞信号转导通路分析。将上述数据利用 STRING 及 Cytoscape 软件

进行 PPI 网络构建。最后，利用 MCODE 软件分析及选取模块，获得关键基因。 

结果 本研究共筛选出 81 个高甲基化低表达基因（Hyper-LGs）和 76 个低甲基化高表达基因

（Hypo-HGs），Hyper-LGs 主要参与离子通道连接和转录因子活性等生物学过程，而 Hypo-HGs

主要与涉及凋亡信号通路的半胱氨酸内切酶和细胞粘附分子连接有关。Hyper-LGs 参与细胞粘附分

子相关通路等细胞信号转导通路，而 Hypo-HGs 主要参与鞘脂类信号通路、T 细胞受体信号通路。

通过 PPI 网络构建及 MCODE 软件分析，我们在 Hyper-LGs 中发现两个核心基因 MYC 和 VWF，

而在 Hypo-HGs 中未发现核心基因。 

结论 MDEGs 可能参与胆管癌的发生、发展。核心基因 MYC、VWF 可能成为诊断胆管癌有价值的

生物标志物及治疗靶点。 

 
 

PU-0142 

Knockdown of CCNO decreases the tumorigenicity of 
gastric cancer by inducing apoptosis 

 
Lan Li,Dejun Cui ,Daping Yang,Banjun Ba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Guizhou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83 Zhongshan East Road， Guiyang 

610041， China 

 
Objective Recently CCNO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a novel cyclin family protein. However, 
studied about the role of CCNO in cancer are rarely reported.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al roles of CCNO in human cancer including GC remains largely unexplored.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CCNO expression pattern both through the TCGA database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of GC patient tissues. These data first demonstrate that elevated 
CCNO expression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human GC development. Then we used lentivirus-
mediated specific shRNA to downregulate CCNO expression and to investigate its role on the cell 
proliferation. 
Results CCNO knockdown could significantly induce cell apoptosis and strikingly inhibit the 
proliferative property of GC cell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Microarray analysis further revealed that 
CCNO Knockdown inhibits the malignancy of GC cells through inducing the Genome-Wide Gene 
expression change.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CCNO maybe could be used 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prognosis or even a therapeutical target for human GC. 
 
 

PU-0143 

延续护理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万倩倩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探讨延续护理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3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 76 例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8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延续护理，比较两

组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具体方法如下： 成立延续护理小组：由护士长（1 名）、主治医师（1

名）、责任护士（5 名）及营养师（1 名）组成延续护理小组，出院时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出院

前发放联系卡，每周电话随访，每月家庭访视，并邀请患者进入相关微信群，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延续护理。 延续护理实施：出院前，对患者术后情况全面进行评估，进行健康教育及

自护指导。包括：①健康知识：指导患者定时、定餐和定量饮食，减少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多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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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的绿色蔬菜、水果；按照医嘱用药，不得随意增减或停服；②心理护理：帮助患者树立积极乐观

的心态，进行个性化心理疏导，重拾其生活信心，早日回归社会；③运动锻炼：制定个性化运动方

案，如步行、慢跑、太极拳及广场舞等，并进行自我记录和管理；④病情监测跟踪：对患者进行回

访跟踪，坚持不懈的进行健康教育，督促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提高自我管理技能，并进行答

疑，督促患者定期来院复查，及时监测疾病发展。 

结果 出院后 3 个月，观察组自我护理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比对照组高，焦虑

及抑郁评分比对照组明显改善（P＜0.05） 

结论 肝脏是机体中担负各种生物转化和存储的重要器官。肝硬化是常见的肝脏慢性疾病，发病原

因主要包括：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损害及自身免疫性肝炎等。通常肝硬化起病隐匿且进展缓慢，

通常可持续几年，当患者进入肝硬化失代偿阶段时，病情加重，易发生肝硬化腹水，表现为腹胀、

尿少、食欲不振及腹水，且肝细胞短时间内发生广泛坏死，患者的肝功能损害严重，其预后较差。

延续护理是一种住院护理的延伸性服务，可满足出院患者的护理需求，从而利于康复。本研究结果

显示，出院后 3 个月，观察组自我护理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比对照组高，焦虑

及抑郁评分比对照组明显改善（P＜0.05），这是因为通过延续护理，给予患者多方位的护理服

务，从而提高其自我护理能力，提高其生活质量，并促进其康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144 

Dysregulated Up-frameshift protein 1 Promotes Ulcerative 
Colitis Pathogenesis Through the TNFR1-NF-κB/MAPKs 

pathway 

 
Huatuo Zhu,Xinhe Lou,Wenguo Chen,Hongtan Chen,Guodong Shan,Guoqiang Xu,Lihua Che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College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Ulcerative colitis (UC) is an idiopathic colonic mucosal disease, and its pathogenesis 
has not been fully understood. Up-frameshift protein 1 (UPF1) is a potential molecule for UC 
predicted by a computational approach. Our study aimed to validat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UPF1 in UC. 
Methods UPF1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by qRT-PCR,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dextran sulfate sodium-induced colitis in mice. To simulate the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microenvironment, NCM460 cells were exposed to a mixture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involving TNFR1-NF-κB/MAPKs pathway activation was 
addressed by western blotting, reporter gene assays and siRNA (siUPF1) or UPF1-expressing 
plasmid pENTER-transfected cells. 
Results UPF1 was downregulated in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of colitic mice, and in vitro, contrary 
to the mRNA levels of the associated cytokines enhanced in the UPF1 dysregulation group within 
stimulatory factors, most relevant cytokine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UPF1 overexpression 
group. Mechanistically, the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 1 (TNFR1) 
was found in NCM460 cells pretreated with siUPF1, with the activation of IKK/NF-κB and MAPKs 
pathways, including JNK/AP-1 and P38, but not the ERK1/2 pathway. Moreover, the repression of 
TNFR1 required the interaction of UPF1 with the promoter. 
Conclusions UPF1, which negatively regulated the transcription of TNFR1, is a novel factor 
regulating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The downregulation of UPF1 activated the TNFR1-dependent 
NF-κB/MAPKs pathway, and promoting inflammatory responses in colon might act as a causal 
role in 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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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45 

和胃理气方对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大鼠行为学影响 

 
王垂杰,周剑杰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以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为实验对象，通过观察和胃理气方对大鼠行为学的影响，

从胃动力学方向探讨此方治疗肝胃不和型 FD 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选取 40 只大鼠将其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和胃理气方组和多潘立酮组 4 组，每组 10

只。采用夹尾刺激+不规则喂养复合法建立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药物干预后分别于实

验前 1 天、14 天、28 天观察其大鼠体重、糖水偏好率及敞箱实验结果。 

结果 实验开始前 1 天各组大鼠体重及行为学指标无明显差别 (P>0.05)。造模结束后, 各造模组与空

白组相比,均有显著差异性 (P<0.05)。经过治疗期后, 与模型组比较，体重、糖水偏好实验、敞箱实

验水平及垂直各项得分都较模型组有明显提升(P<0.05)。 

结论 和胃理气方能有效的缓解肝胃不和型 FD 大鼠的精神及行为等不适症状。 

 
 

PU-0146 

慢性胃炎过度诊断情况及其对患者的影响 

 
袁文杰,李长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调查内镜医师在实际工作中对慢性胃炎的诊断情况及其观点，评估这一诊断对患者情况的影

响。 

方法 本研究包括在线调查和前瞻性对照研究两个部分。在线调查指通过网上调查的方式评估内镜

医师对内镜下诊断慢性胃炎的观点。前瞻性研究部分主要纳入 2016 年 7 月至 11 月因上消化道不

适症状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并接受胃镜检查而无明显器质性病变的患者。所有胃

镜操作均由同一名内镜医师进行。对于符合入组条件的患者由该内镜医师随机给予―正常胃粘膜‖和

―慢性非萎缩性胃炎‖的内镜下诊断。由另一名医师负责记录患者的一般资料，并分别利用相关量表

评估患者消化不良症状的严重程度、生活质量以及焦虑状态，并于胃镜检查后第 2、4、8 周对入组

患者进行随访。 

结果 一共有 38 名内镜医师完成了我们的网上调查，其中 25 名内镜医师承认确实存在对慢性胃炎

的过度诊断问题，26 名医师认为如果更多报告正常胃粘膜将使患者获益。 

前瞻性调查部分共纳入 60 名患者，其中正常组 32 人，胃炎组 28 人，分别有 28 人、23 人完成随

访。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均无统计学差异。 

正常组患者胃镜检查后的第 2、4、8 周的胃肠道症状积分问卷（GIS）得分、尼平消化不良指数简

表（SF-NDI）得分均较基线数值明显降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胃炎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正常组和胃炎组患者第 8 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得分较基线得分明显降低，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正常组患者与胃炎组患者在同一随访时间点相比，两组患者的 GIS 得分、SF-NDI 得分以及 HAMA

得分相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对于指导医师开药方面，两组患者之间无统计学差异，然后在患者

实际用药方面，胃炎组患者比正常组患者规律用药的更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尽管大多数参与调查的内镜医师意识到过度诊断慢性胃炎的情况，但内镜诊断本身对患者的

治疗和预后没有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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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47 

和胃理气方对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 

大鼠胃肠动力学影响 

 
王垂杰,周剑杰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以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为实验对象，通过观察和胃理气方对大鼠胃肠动力学的影

响，从胃动力学方向探讨此方治疗肝胃不和型 FD 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选取 40 只大鼠将其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和胃理气方组和多潘立酮组 4 组，每组 10

只。采用夹尾刺激+不规则喂养复合法建立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实验结束期，麻醉并

猝死大鼠行胃排空测定和小肠推进测定得出胃排空率及小肠推进率有关指标。 

结果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胃内残留率明显高于空白组，小肠推进率明显低于空白组，有统

计学差异（p<0.05）；与模型组比较，和胃理气方组、多潘立酮组大鼠小肠推进率明显高于模型

组，胃内残留率明显低于模型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和胃理气方能有效的缓解肝胃不和型 FD 大鼠的胃肠动力障碍。 

  
 

PU-0148 

和胃理气方对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大鼠肠黏膜组织

VIP 及其受体 VPAC1 影响 

 
王垂杰,周剑杰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以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为实验对象，通过观察和胃理气方对大鼠肠黏膜组织中血

管活性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VIP）及其相关受体血管活性肠肽 1 受体（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receptor 1,VPAC1）的影响，从胃动力学方向探讨此方治疗肝胃不和型 FD 的作

用机制。 

方法 选取 40 只大鼠将其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和胃理气方组和多潘立酮组 4 组，每组 10

只。采用夹尾刺激+不规则喂养复合法建立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实验结束期，麻醉并

猝死大鼠，运用 western-blot 法检测大鼠肠黏膜组织 VIP 及其受体 VPAC1 蛋白的表达；运用 RT-

PCR 法检测大鼠肠黏膜组织 VIPmRNA 的表达。 

结果 1.通过 Western Blot 法检测，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肠粘膜组织中 VIP 及其受体 VPAC1

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模型组比较，和胃理气方组、

多潘立酮组大鼠肠粘膜组织中 VIP 及其受体 VPAC1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有统计学差异

（p<0.05）。2.通过 RT-PCR 法检测，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肠粘膜组织中 VIPmRNA 的表

达水平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模型组比较，和胃理气方组、多潘立酮

组大鼠肠粘膜组织中 VIPmRNA 的表达水平明显降低，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经夹尾刺激联合不规则喂养复合法建立的肝胃不和型 FD 大鼠模型肠粘膜组织中 VIP 以及相应

受体含量的表达均发生了改变，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肠粘膜组织中 VIP 以及相应受体含量增

加，经药物干预后对 VIP 以及相应受体均有良性调节作用，证明和胃理气方改善肝胃不和型 FD 症

状的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 VIP 以及相应受体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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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49 

双歧杆菌灌胃对结肠高敏感大鼠中枢 NMDA 受体 

亚基的作用研究 

 
王昕

1,2
,张巍方

2
,王琨

2
,张璐

2
,孙清华

2
,段丽萍

2
 

1.北京大学 

2.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中枢 NMDA 受体激活是内脏高敏感发生中的重要机制之一。益生菌可能改善某些存在内脏高

敏感的功能性肠病患者症状。其作用是否通过调节中枢 NMDA 受体来实现尚不明确。本文的目的

是研究结肠高敏感大鼠经双歧杆菌灌胃后，中枢 NMDA 受体各亚基的变化情况。 

方法 10 天幼鼠以乙酸灌肠，制作结肠高敏感(CVH)模型。对照组以生理盐水灌肠。大鼠成年后通

过腹壁回撤反射（AWR）评估内脏敏感状态。筛选出成功诱导出结肠高敏感的大鼠作为实验组，

成年后以双歧杆菌灌胃组为 CVH-Bifi 组；以生理盐水灌胃组为 CVH-NS 组。生理盐水灌肠且成年

后无内脏高敏感的大鼠作为 Con-Sham 组。6 周龄时，以青春双歧杆菌（1*109 CFU/day）对

CVH-Bifi 组大鼠灌胃 2 周；CVH-NS 组大鼠以 0.9% NaCL 灌胃 2 周；Con-Sham 组仅作灌胃操

作，不灌注任何物体。8 周龄，以 AWR 评估各组内脏敏感状态的变化。并分别分析大鼠海马、前

额叶区 c-fos、NMDA 受体亚基情况。 

结果 8 周龄时，CVH-Bifi 组与 CVH-NS 及 Con-Sham 组间结直肠扩张 AWR 阈值无显著差异。

CVH-Bifi 组海马区 c-fos 水平显著高于 Con-Sham 组（0.77±0.23 vs.0.31±0.08, p=0.032），也高

于 CVH-NS（0.77±0.23 vs.0.48±010,p=0.171）。CVH-Bifi 组海马区 NMDA 受体 2A 亚基水平高

于 Con-Sham 组(1.04±0.22 vs. 0.51±0.16, p=0.055)。前额叶区 CVH-Bifi 组 NMDA 受体 2A 亚基

显 著 高 于 CVH-NS (0.63±0.14 vs. 0.21±0.05,p=0.004) 及 Con-Sham 组 (0.63±0.14 

vs.0.20±0.07,p=0.011). 

结论 2 周青春双歧杆菌灌胃可能导致大鼠海马、前额叶脑区 c-fos 水平及 NMDA 受体 2A 亚基的升

高，这种程度的变化尚不能引起大鼠内脏感知的显著变化。 

 
 

PU-0150 

和胃理气方对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大鼠肠黏膜组织

CGRP 及其受体 RAMP1 影响 

 
王垂杰,周剑杰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以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为实验对象，通过观察和胃理气方对大鼠肠黏膜组织中降

钙素基因相关肽（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CGRP）及其相关受体受体活性修饰蛋白质 1

（receptor activity modifying protein1,RAMP1）的影响，从胃动力学方向探讨此方治疗肝胃不和型

FD 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选取 40 只大鼠将其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和胃理气方组和多潘立酮组 4 组，每组 10

只。采用夹尾刺激+不规则喂养复合法建立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实验结束期，麻醉并

猝死大鼠，运用 western-blot 法检测大鼠肠黏膜组织 CGRP 及其受体 RAMP1 蛋白的表达；运用

RT-PCR 法检测大鼠肠黏膜组织 CGRP 及其受体 RAMP1mRNA 的表达。 

结果 1.通过 Western Blot 法检测，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肠粘膜组织中 CGRP 及其受体

RAMP1 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模型组比较，和胃理

气方组、多潘立酮组大鼠肠粘膜组织中 CGRP 及其受体 RAMP1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有统计

学差异（p<0.05）。2.通过 RT-PCR 法检测，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肠粘膜组织中 CGRP 及

其受体 RAMP1mRNA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模型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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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和胃理气方组、多潘立酮组大鼠肠粘膜组织中 CGRP 及其受体 RAMP1mRNA 的表达水平明

显降低，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经夹尾刺激联合不规则喂养复合法建立的肝胃不和型 FD 大鼠模型肠粘膜组织中 CGRP 以及

相应受体含量的表达均发生了改变，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肠粘膜组织中 CGRP 以及相应受

体含量增加，经药物干预后对 CGRP 以及相应受体均有良性调节作用，证明和胃理气方改善肝胃

不和型 FD 症状的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 CGRP 以及相应受体的表达有关。 

 
 

PU-0151 

肝动脉栓塞化疗治疗肝癌的护理 

 
李新庆,张春华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目的 探讨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治疗肝癌的术前、术后的护理措施。 

方法 对 52 例行 TACE 的患者在术前充分准备、术中、术后精心护理。 

结果 肝动脉栓塞化疗治疗有效率 88%,术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经对症治疗、护理均痊愈。 

结论 肝动脉栓塞化疗治疗肝癌是手术不能切除或术后复发肝癌的首选方法，细致、周到的护理是

治疗成功的重要保证。 

 
 

PU-0152 

Clin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Isolated Colonic Crohn’s 
Disease 

 
Sinan Lin,Yun Qiu,Rui Feng,Shenghong Zhang,Yao He,Baili Chen,Zhirong Zeng,Minhu Chen 

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clinical features between isolated colonic Crohn‘s disease (L2 CD) and other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are quite different 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Chinese data for 
this topic. This study aimed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L2 CD patients as well 
as patients with any colonic involvement. 
Methods CD patients with clear Montreal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
sen University were recruited into this study between January 2014 and December 2017, 
categoriz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isease location, the L2 CD group and the non- L2 
CD group. Clinical data at the first visit was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Furthermore,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colonic involvement was also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934 CD patients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11.2% with L2 CD and 
88.8% with non-L2 C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age, disease behavior, incidence 
of perianal lesions and extraintestinal manifesta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L2 CD patients had a 
higher proportion of moderate activity (49.4% vs 37.4%, P=0.048) but lesser of mild activity 
(20.8% vs 31.8%, P=0.042) than non-L2 ones. Patients with any colonic involvement had 
younger onset age (,23.0 vs 26.0, P=0.001), lower incidence of stenosis (16.3%vs 24.0%, 

P=0.005), perianal lesions (31.2% vs 14.5%, P＜0.001) and extraintestinal manifestations (21.8% 

vs 14.5%, P=0.010) comparing to those without. Also, the proportion of moderate and severe 

activity in CD with any colonic involvement was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43.1% vs 27.9%, P＜
0.001; 4.2% vs 1.0%, P=0.028). 
Conclusions Chinese L2 CD patients have severer disease but similar clinical features as other 
patients.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with any colonic involvement differ from those without, 
which warran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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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53 

非酒精性脂肪胰疾病的研究进展 综述 

 
袁贝贝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胰腺疾病（NAFPD）是排除酒精性原因外，胰腺脂肪浸润或胰腺脂肪变性为主

要表现。随着肥胖的患病率增加，国内外人们对非酒精性脂肪胰疾病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大，但对其

发病机制的研究尚不明确。非酒精性脂肪胰与 2 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动脉粥样硬化、急性

胰腺炎、慢性胰腺炎、胰腺癌的关系密切相关，并且增强胰腺癌细胞扩散，促使胰腺癌患者早期死

亡。非酒精性脂肪胰主要依赖于胰腺组织病理活检和影像学诊断，但由于检测技术的局限性，非酒

精性脂肪胰腺疾病的调查较少，并且临床医生对本病在临床工中也没有受到重视，本文将国内外目

前对非酒精性脂肪胰腺疾病最新研究进展现状做一综述。 

方法 非酒精性脂肪胰腺疾病（NAFPD）是排除酒精性原因外，胰腺脂肪浸润或胰腺脂肪变性为主

要表现。随着肥胖的患病率增加，国内外人们对非酒精性脂肪胰疾病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大，但对其

发病机制的研究尚不明确。非酒精性脂肪胰与 2 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动脉粥样硬化、急性

胰腺炎、慢性胰腺炎、胰腺癌的关系密切相关，并且增强胰腺癌细胞扩散，促使胰腺癌患者早期死

亡。非酒精性脂肪胰主要依赖于胰腺组织病理活检和影像学诊断，但由于检测技术的局限性，非酒

精性脂肪胰腺疾病的调查较少，并且临床医生对本病在临床工中也没有受到重视，本文将国内外目

前对非酒精性脂肪胰腺疾病最新研究进展现状做一综述。 

结果 非酒精性脂肪胰腺疾病（NAFPD）是排除酒精性原因外，胰腺脂肪浸润或胰腺脂肪变性为主

要表现。随着肥胖的患病率增加，国内外人们对非酒精性脂肪胰疾病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大，但对其

发病机制的研究尚不明确。非酒精性脂肪胰与 2 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动脉粥样硬化、急性

胰腺炎、慢性胰腺炎、胰腺癌的关系密切相关，并且增强胰腺癌细胞扩散，促使胰腺癌患者早期死

亡。非酒精性脂肪胰主要依赖于胰腺组织病理活检和影像学诊断，但由于检测技术的局限性，非酒

精性脂肪胰腺疾病的调查较少，并且临床医生对本病在临床工中也没有受到重视，本文将国内外目

前对非酒精性脂肪胰腺疾病最新研究进展现状做一综述。 

 
 

PU-0154 

急性胰腺炎严重性与缺血修饰白蛋白水平相关性临床研究 

 
朱慧云,任洪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探讨 IMA 对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并结合对比血钙、白蛋白等特异性较高的经典

指标，进一步探讨 IMA 评估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可信度。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收治的满足条件的 137 例 AP 患者，分别

为轻度急性胰腺炎（MAP）43 例，中度急性胰腺炎（MSAP）53 例，重度急性胰腺炎（SAP）42

例，其中男性 90 例，女性 47 例。正常对照组 98 例，均为非急性胰腺炎入院行胃息肉或者结肠息

肉切除的患者，其中男性 59 例，女性 39 例。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资料及 IMA、血钙、白蛋白，并

进行 APACHEII 评分、Ranson 评分及 CT 分级。将数据进行相应的统计学分析。 

结果 1.AP 组与 Con 组比较结果：IMA、血钙及白蛋白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两组年龄与

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MAP、MSAP、SAP 三组间的 IMA、Ca、白蛋白的比较   IMA 在 SAP 组中要显著高于 MAP 组

和 MSAP 组，而 Ca 和白蛋白则显著低于 MAP 组和 MSAP 组；MSAP 组的 IMA 高于 MAP 组；而

Ca 和白蛋白则低于 MAP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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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 AP 组与 Con 组的各变量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IMA、血钙和白蛋白均为急性胰腺

炎的独立危险因素。 

4.IMA、Ca、白蛋白单一和联合对 AP 及 SAP 预测的 ROC 曲线分析显示：三者对 AP 及 SAP 预测

的准确度均比较高，尤其是指标联合之后更高，且对 SAP 预测的准确度要高于对 AP 预测的准确

度。 

结论 本研究认为 IMA、Ca、白蛋白三个血清标志物均为 AP 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且与急性胰腺炎

的严重程度相关，其中 IMA 与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呈正相关，Ca 和白蛋白与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

呈负相关。IMA 可以作为评估急性胰腺严重程度的生物学指标，并且与其他指标联合时准确性会更

高，而又因其为缺血损伤标志物，考虑可作为急性胰腺炎微循环障碍的标志物。 

 
 

PU-0155 

217 例伴肠胃反流的慢性胃炎临床分析 

 
李樱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伴肠胃反流的慢性胃炎在消化道疾病中很常见，但其具体的病因仍不清楚，未形成统一的诊

断标准及治疗方案。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在我院诊治的伴肠胃反流的慢性胃炎，探讨其病因、临

床特征、组织学特点及治疗选择。 

方法 选取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无痛胃镜下诊断伴肠胃反流的慢性胃炎患者 217

例，选取 100 例不伴肠胃反流的慢性胃炎患者为对照组。进一步对伴肠胃反流的慢性患者病因、

Hp 感染、临床表现、病理学检查结果、不同治疗方案疗效等进行分析。 

结果 217 例伴肠胃反流的慢性胃炎患者中，32 例患有高脂血症，占 14.75%；合并有胆道疾病的比

例相对较高，共有 59 例，占 27.19%，其中有胆囊炎、胆囊息肉、胆囊结石者分别占 6.45%、

7.84%、12.90%，既往有 12 例患者行胆囊切除术；217 例中有胃大部切除术手术史者 28 例，占

12.90%；有 63 例患者具体病因不明，占 29.03%；217 例患者中有不良精神心理因素者 35 例，占

16.13%。（2）本研究显示几乎所有患者都会出现各种消化道症状。内镜下可以观察到黏液湖黄

染，黏膜充血、水肿、糜烂和出血，病理为慢性炎症表现。（3）研究组取病理者有 108 例，其中

存在萎缩者 45 例，合并肠化生者 52 例，有不典型增生者 18 例。与对照组相比较，伴肠胃反流组

明显增高（P﹤0.05）。（4）比较两组患者的 Hp 阳性检出率，研究组 Hp 阳性者有 59 例，为

27.19%，对照组为 48.00%，显示研究组 Hp 感染率较对照组低（P﹤0.05）。（5）复方阿嗪米特

或铝碳酸镁联合常规治疗症状均有明显改善，有效率最高达 93.33%，且前者更显著。 

结论 胆囊炎、胆囊息肉、胆囊结石及胆囊切除术后等胆道疾病是伴肠胃反流的慢性胃炎一个重要

的病因。行胃大部切除术后，其发生率明显增高。不良精神心理因素能促进伴肠胃反流的慢性胃炎

发生。伴肠胃反流的慢性胃炎临床特征无特异性，目前临床上诊断多结合内镜检查结果。伴肠胃反

流的慢性胃炎更易出现胃黏膜萎缩及肠化生等病变，但 Hp 感染率相对降低。包含有复方阿嗪米特

的联合治疗方案疗效更佳。 

 
 

PU-0156 

杭州地区克罗恩病患者肠道菌群相关性分析 

 
吕文

1
,徐静

2
,王晖

1
,王霞

1
,黄海涛

1
 

1.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城北院区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杭州地区克罗恩病患者肠道菌群变化，探讨克罗恩病患者发病与肠道菌

群的相互关系，为克罗恩病的发病机制及治疗提供新的靶点和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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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 16SrDNA 测序技术为基础，对诊断为克罗恩病的病人肠道微生物种类及菌群多样性进行检

测，观察并分析克罗恩病患者肠道菌群变化相关性。 

结果 实验组肠道微生物种类及菌群多样性显著降低，在属水平上，肠道菌群中有益菌含量（如，

柔嫩梭菌属、罗斯氏菌属、毛螺旋菌科、梭菌属 XIVa 等）显著降低，而致病菌含量（如：埃希氏

菌属、梭杆菌属、链球菌属、沙门氏菌等）显著偏高；在门水平上，肠道菌群中厚壁菌门和拟杆菌

门的含量有大幅减少，而变形菌门含量有大幅增加。同时，致病菌会严重抑制共生菌和其他有益菌

的生长，使得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剧减，有益菌和常见共生菌总体丰度急剧降低，严重破坏肠道菌群

生态平衡。 

结论 1．CD 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种类及菌群多样性较健康人群有显著降低。 

2．在属水平上，CD 患者肠道菌群中有益菌含量较健康人群显著降低，而致病菌含量较健康人群

显著偏高。 

3．在门水平上，CD 患者肠道菌群中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的含量较健康人群有大幅减少，而变形

菌门含量较健康人群有大幅增加。 

4．CD 患者肠道菌群致病菌（或是某种完全优势菌）会严重抑制共生菌和其他有益菌的生长，使

得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剧减，有益菌和常见共生菌总体丰度急剧降低，严重破坏肠道菌群生态平衡。 

  
 

PU-0157 

低分子量肝素抗胃癌细胞增殖及机制研究 

 
张靖,李伟,王东旭 

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 

 

目的 研究低分子量肝素（LMWH）抗胃癌细胞 SGC7901 增殖作用及机制。 

方法 MTT 法检测 LMWH 对胃癌细胞 SGC7901 的增殖作用的影响，免疫荧光显微镜 Annexin V 

FITC-PI 法检测 LMWH 对胃癌细胞 SGC7901 凋亡发生率的影响，同时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

LMWH 作用后胃癌细胞 SGC7901 中 P53、MMP-2、MMP-9 以及 bcl2 的表达变化。 

结果 LMWH 作用后胃癌细胞 SGC7901 细胞的增殖力较对照组细胞明显下降，荧光显微镜下

Annexin V FITC-PI 法检测发现其凋亡率明显增加，在进行其相关蛋白检测时发现，P53、bcl-2 蛋

白的表达未见明显变化，MMP-2、MMP-9 的表达显著下降。 

结论 LMWH 可以通过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以及增加其凋亡的发生而抗胃癌作用。 

 
 

PU-0158 

诱导多能干细胞分化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的 TSG6 通过

CD44 促进 TNBS 诱导的小鼠肠炎的黏膜修复 

 
杨洪生,冯瑞,张盛洪,徐舒,邱云,冯婷,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间充质干细胞（MSCs）在动物及临床试验方面已被证实可有效治疗 CD，由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C）分化来源的 MSCs（iPSC-MSCs）具有典型 MSC 特征，细胞特性稳定，衰老延迟，有

望取代普通 MSCs，但 iPSC-MSCs 在 CD 治疗中的疗效及其机制有待探讨。本文将探讨 iPSC-

MSCs 在治疗小鼠肠炎中的疗效以及是否能通过肿瘤坏死因子诱导相关蛋白 6（TSG6）与 CD44

的相互作用以促进肠黏膜修复。 

方法 运用免疫细胞荧光法、免疫蛋白印迹法和 RT-qPCR 检测 iPSC-MSCs 的 TSG6 表达情况，并

用慢病毒感染 iPSC-MSCs 构建 TSG6 低表达的细胞株（iPStsg6kd）和空载病毒感染的对照细胞

株（iPSev）。采用 TNBS 灌肠法诱导小鼠肠炎模型（TNBS：3mg/只），次日分别腹腔注射 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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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s（2X10
6 

cells/只，5 只）、iPStsg6kd（2X10
6 

cells/只，5 只）、iPSev（2X10
6
 cells/只，5

只）、TSG6（8ug/只，每天 1 次，5 只）或生理盐水（4 只）。为了进一步验证 CD44 的作用，

iPS-MSCs 治疗前 2 小时分别腹腔注射 CD44 的抑制肽 PEP-1（10mg/kg，每天 1 次）或对照肽

PEP-C（10mg/kg，每天 1 次）。每天观察小鼠大便性状、血便情况及体重变化。实验终点取材

后，采用 ELISA 法检测各组小鼠血 TSG6 浓度；运用组织免疫荧光法检测各组小鼠肠上皮细胞增

殖指标 Ki67 及 CD44 表达情况；同时采用 RT-qPCR 检测各组小鼠肠上皮干细胞标记物（Lgr5、

Ascl2、Bmi1、Tert）的 mRNA 表达情况。 

结果 iPSC-MSCs 产生并释放 TSG6。腹腔注射 iPSC-MSCs 或 TSG6 可显著升高小鼠血 TSG6 浓

度。与 iPStsg6kd 和生理盐水相比，iPSC-MSCs 或 TSG6 可显著减缓小鼠体重下降情况和缩小肠

道溃疡面积，增加肠上皮 Ki67 阳性和 CD44 阳性表达的细胞，肠上皮干细胞标记物（Lgr5、

Ascl2、Bmi1、Tert）的 mRNA 表达量显著升高。抑制 CD44 后 iPSC-MSCs 或 TSG6 的治疗效果

明显减弱。 

结论 iPSC-MSCs 释放 TSG6 并通过 CD44 促进肠上皮细胞增殖进而参与肠黏膜修复。 

 
 

PU-0159 

胃镜检出反流性食管炎 1016 例临床分析 

 
张靖,李伟,王东旭 

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 

 

目的 评估该病在该地区的发病情况以及临床相关资料的分析。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内镜下确诊的反流性食管炎进行临床资料分析。 

结果 反流性食管炎占胃镜检查的 14.87%，男女比例为 1.78:1，平均发病年龄为 56.81±13.76 岁，

其中男性的发病年龄为 55.39±13.91 岁，女性发病年龄为 59.34±13.07 岁。男性 651 例患者中 A

级 265(40.71%)；B 级 291(44.7%)；C 级 63(9.68%)；D 级 32(4.92%)，女性 365 例患者中 A 级

113(30.96%)；B 级 189(51.78%)；C 级 39(10.68%)；D 级 24(6.58%)。根据统计学分析，男女在

各分级上有着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反流性食管炎患者中 Hp 检出率为 38.09%。其中男

性患者的检出率为 39.78%，女性检出率为 35.07%，两者 Hp 的检出率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P<0.05）。无反流性食管炎患者中 Hp 感染率为 53.2%，与反流性食管炎的 Hp 感染率有显著的

统计学差异（P<0.01）。食管裂孔疝检出率为 0.89%，Barrett 食管的检出率为 0.3%。 

结论 该地区反流性食管炎的发病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Hp 对反流性食管炎可能有保护作用。 

 
 

PU-0160 

磁化传递成像对克罗恩病肠壁炎症和纤维化的诊断价值 

 
李雪华,方壮念,毛仁,孙灿辉,陈旻湖,李子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磁化传递成像（MTI）评估克罗恩病（CD）患者肠壁炎症和纤维化的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 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4 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因肠梗阻等并发症行择期手术

获得了病理结果的 31 例确诊 CD 患者。所有患者于术前 15 d 内行 MR 肠道成像（MRE）和 MTI

检查，而且手术标本与 MRE 图可行区域-区域定位。患者均行常规 MRE 和 MTI 屏气扫描，测量病

变肠壁 MTR。采用 MTI 和手术切除肠道区域-区域定位的方法，切取肠壁行 HE（评估肠壁炎

症）、Masson（评估肠壁纤维化）和Ⅰ型胶原蛋白染色（评估肠壁内Ⅰ型胶原蛋白的沉积情

况），选取病理切片上病变最严重的区域进行评分，分别为 0 分（正常）、1 分（轻度）、2 分

（中度）、3 分（重度）。采用 Spearman 相关或偏相关分析评价肠壁 MTR 与各组织学评分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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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 4 组不同纤维化程度肠壁 MTR 的差异，采用 ROC 评估 MTR 诊断

肠壁纤维化的效能，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纯炎症组和混合炎症-纤维化组肠壁 MTR 的差异。 

结果 31 例共纳入 62 个肠壁全层标本，纯炎症标本 9 个，混合炎症-纤维化标本 53 个。无纤维化患

者 肠壁 MTR 为（ 21.45±2.65 ） % ，轻 度、中 度、 重度 纤维 化患者 的 MTR 分 别为

（30.88±6.14）%、（35.14±4.31）%、（39.44±4.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8.397，

P<0.01）。肠壁 MTR 与纤维化评分具有较好的相关性（r=0.681，P<0.01）。MTR 鉴别中、重度

纤维化和无-轻度纤维化具有高准确性，ROC 下面积为 0.905，以 MTR=31.50%为阈值，诊断的敏

感度为 93.6%，特异度为 80.0%。纯炎症组肠壁 MTR 为（21.45±2.65）%，混合炎症-纤维化肠壁

MTR 为（36.28±5.21）%，混合组肠壁 MTR 高于纯炎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3.052，

P<0.01）。肠壁 MTR 和Ⅰ型胶原蛋白评分呈轻度正相关（r=0.325，P=0.044）；肠壁 MTR 和炎

症评分不具有相关性（r=－0.024，P=0.857）。 

结论 MTI 可定量评估 CD 患者的肠道纤维化，并可鉴别纯炎症和混合炎症-纤维化 CD。 

 
 

PU-0161 

XPO1 新型抑制剂 KPT-330 对人胰腺癌细胞株 MIA Paca-2 

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李苑华,黄娴娴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胰腺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肿瘤之一，有―癌中之王‖之称，尽管近年来诊治手段不断提高，其每

年发病率与死亡率几乎持平。XPO1 介导胞内多种蛋白及 mRNA 的核输出，研究发现 XPO1 在多

种人类恶性肿瘤中表达增高，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密切相关，其抑制剂可抑制多种恶性

肿瘤的生长增殖并诱导凋亡，对多种恶性肿瘤具有治疗作用。目的: 探讨 XPO1 在人胰腺癌细胞株

中的表达情况，研究 XPO1 新型抑制剂 KPT-330 对人胰腺癌细胞株 MIA Paca-2 细胞内 XPO1 表

达和胞内定位的影响,及其对 MIA Paca-2 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方法  CCK-8 实验和平板克隆实验检测 KPT-330 对人胰腺癌细胞株 MIAPaca-2 细胞增殖能力的影

响，免疫荧光实验检测 XPO1 在 MIA Paca-2 细胞中的定位及 XPO1 抑制剂 KPT-330 处理后

XPO1 细胞内定位的变化,流式细胞分析检测 KPT-330 对胰腺癌细胞株 MIA Paca-2 细胞周期和细

胞凋亡的影响，蛋白印迹法检测人胰腺癌细胞株中 XPO1 及表达情况及凋亡相关蛋白 PARP、

Caspase-3、cleaved-PARP 和 cleaved-caspase-3 的表达变化。 

结果 与人永生化胰腺导管上皮细胞株 H6c7 和 hTERT-HPNE 相比，人胰腺癌细胞株 MIA Paca-

2、Capan-2、Panc-1 和 SW1990 的 XPO1 表达显著升高，其中以 MIA Paca-2 细胞中 XPO1 的升

高最为显著；与 DMSO 对照组相比，KPT-330 可抑制胰腺癌细胞 MIA Paca-2 的 XPO1 蛋白表

达，浓度越大，XPO1 降低越显著；免疫荧光实验表明 XPO1 主要定位于 MIA Paca-2 细胞核核

膜，并表现出核膜高聚现象，KPT-330 可显著改变 XPO1 的核膜高聚现象，导致 XPO1 向胞质转

移；KPT-330 具有抑制 MIA Paca-2 细胞增殖和促进凋亡作用，且呈剂量依赖性；初步机制研究显

示 KPT-330 可诱导 MIA Paca-2 细胞的细胞周期阻滞及细胞凋亡蛋白 Cleaved-PARP 和 Cleaved-

caspase-3 表达上调。 

结论 与正常人胰腺导管上皮细胞 H6c7、hTERT-HPNE 相比，XPO1 在人胰腺癌细胞株中显著升

高；新型 XPO1 抑制剂 KPT-330 可抑制 MIA Paca-2 细胞中 XPO1 的表达及改变其细胞内定位，

并可显著抑制 MIA Paca-2 细胞增殖和促进其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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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62 

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特征分析 

 
邱云,李玉斐,陈白莉,张盛洪,何瑶,曾志荣,毛仁,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明确本地区 UC 患者临床特征，对各亚型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比较。 

方法 以 200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间于我科 IBD 门诊就诊和（或）住院治疗的确诊的 UC 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记录患者的基本信息以及起病时、确诊时、至我院首诊时的临床表现、疾病严重程

度、临床类型、内镜下疾病范围等。对以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病变范围参照蒙特利尔分类。疾

病严重程度参照改良 Truelove 和 Witts 疾病严重程度分型。 

结果 （1）本研究共纳入 632 例患者，男女比例为 1.42:1，中位年龄 42.1 岁，中位发病年龄 33.8

岁，中位确诊年龄 37.0 岁，确诊年龄呈单峰分布，确诊至末次随访中位时长 17.9 月。（2）患者

在起病时和确诊时的症状均以血便（70.1% vs. 73.6%）、腹泻（43.5% vs. 51.3%）、粘液脓便

（43.0% vs. 52.4%）为主；肠外表现依次来自口腔（6.8% vs. 7.8%）、关节（3.8% vs. 

4.1%）、皮肤（0.8% vs. 1.1%）和眼部（0.2% vs. 0.2%）。（3）确诊时初发型患者占 45.5%，

慢性复发型占 54.5%；97.6%的患者在活动期确诊；确诊时直肠型、左半结肠型、广泛结肠型分别

占 34.4%、32.9%、32.7%；轻、中、重度患者依次为 66.6%、27.7%、5.7%。（4）患者确诊时

Mayo 内镜评分为 1.92±0.51。（5）性别与确诊时临床表型的关系：男女患者临床表型分布一致。

均多于活动期确诊；以轻度为主，重度最少；直肠型、左半结肠型、广泛结肠型比例相近。（6）

发病年龄与确诊时临床表型的关系：≤16 岁、17-40 岁、>40 岁发病的患者临床表型分布无差异。

（7）确诊时疾病范围与临床表型的关系：直肠型、左半结肠型、广泛结肠型患者均以轻度为主

（85.0% vs. 71.2% vs. 46.9%），重度最少（0.0% vs. 0.7% vs. 13.8%）。确诊时疾病范围广泛

者，疾病严重程度相对较高（p=0.000）。 

结论 （1）本地区 UC 患者以男性多见；确诊年龄呈单峰分布；以血便、腹泻、粘液脓便等为主要

症状；家族聚集性、肠外表现、并发症少见；确诊时疾病以轻度为主，重度最少。（2）不同性

别、不同发病年龄患者确诊时临床表型分布未见差异。（3）确诊时疾病范围广泛的患者，疾病严

重程度相对较高。 

 
 

PU-0163 

Ability of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o Characterize Bowel Fibrosis Depends on Degree of 

Bowel Inflammation 

 
Xuehua Li,Ren Mao,Siyun Huang,Canhui Sun,Minhu Chen,Ziping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Although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is reported to be accurate in detecting 
bowel inflammation in Crohn‘s disease (CD), its ability to assess bowel fibrosis remains unclear. 
This study assessed the role of DWI in characterization of bowel fibrosis using surgical 
histopathology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Methods The abdominal DWI of 30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CD were analyzed before elective 
surgery.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s (ADCs) of pathologic bowel walls were calculated. 
Region-by-region correlations between DWI and the surgical specimen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histologic degrees of bowel fibrosis and inflammation. 
Results The ADCs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bowel inflammation (r= -0.499, P<0.001) and 
fibrosis (r= -0.464, P<0.001) in 90 specimens; the ADCs in non-fibrosis and mild fibrosi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moderate-severe fibrosis (P<0.001). However, there w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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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DCs and bowel fibrosis (r= -0.641, P=0.001) in mildly 
inflamed segments but not in moderately (r= -0.274, P=0.255) and severely (r= -0.225, P=0.120) 
inflamed segments. In the mildly inflamed segments, the ADCs had good accuracy with an area 
under the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0.867 (P=0.004) for distinguishing non-
fibrosis and mild fibrosis from moderate-severe fibrosis. 
Conclusions The ADC can be used to assess bowel inflammation in patients with CD. However, 
the ADC only enables accurate detection of the degree of bowel fibrosis in mildly inflamed bowel 
walls. Therefore, caution is advised when using ADC to predict the degree of intestinal fibrosis. 
 
 

PU-0164 

糖皮质激素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有效性分析 

 
邱云,李玉斐,陈白莉,冯婷,张盛洪,何瑶,曾志荣,毛仁,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本地区 UC 患者激素使用概况，明确激素的短期疗效和远期疗效，探讨影响激素短期疗

效和远期疗效的危险因素。 

方法 以 200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间我科 IBD 门诊就诊和（或）住院治疗的确诊且在病程中曾

使用激素的 UC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累积复发率。通过单因素分析筛选

出影响激素短期疗效、远期疗效的因素，并通过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出影响激素疗效的危险

因素。 

结果 （1）共纳入 199 例患者，男女比例为 1.12:1，自确诊至末次随访中位时长 2.5 年，激素中位

疗程 98 天，中位起始剂量（相当于泼尼松）为 40mg/d。（2）短期疗效：完全缓解、部分缓解、

无应答的患者分别占 68.4%、28.5%、3.1%。（3）不同临床特征患者短期疗效差异：不同性别、

不同发病年龄段、确诊时不同疾病范围、确诊时不同疾病严重程度的患者短期疗效均无差异。

（4）短期疗效与疾病预后的关系：完全缓解的患者在达缓解后第 1、3、6、9、12 个月的累积复

发率依次为 4.3%、23.7%、45.3%、61.9%、68.2%；部分缓解者则为 14.3%、31.4%、54.6%、

66.4%、75.5%，两组患者累积复发率无统计学差异（p=0.801）。（5）远期疗效：激素起始后第

90 天时持续应答、激素依赖、无效的患者分别占 69.2%、27.4%、3.4%；第 1 年时以上比例依次

为 44.2%、50.4%、5.4%。不同发病年龄、确诊时不同疾病范围、不同疾病严重程度的患者第 90

天及第 1 年远期疗效均无差异。（6）缓解与复发：首次使用激素诱导缓解中位时间 14 天，达缓解

后再次出现复发的中位时间为 221 天，缓解后第 3、6、9、12、24 个月时累积复发率分别为

20.2%、44.3%、57.9%、66.0%、84.0%。（7）影响激素疗效的危险因素：使用激素前疾病严重

程度不同的患者其短期疗效分布不同（p=0.014），中度患者完全缓解比例高于重度患者（73.53% 

vs. 57.50%, p=0.005）；未发现影响远期疗效的危险因素。 

结论 （1）激素可有效诱导缓解，但缓解后疾病复发率仍较高。（2）使用激素前疾病严重程度与

激素短期疗效相关。（3）未发现短期疗效与疾病预后的关系。（4）未发现影响激素远期疗效的危

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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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65 

DJ1 通过 P53 调控肠道上皮细胞凋亡影响炎症性肠病发展 

 
张洁,张虹,厉有名,虞朝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上皮细胞凋亡是炎症性肠病（IBD）重要的发病过程，但其机制不详。原癌基因 DJ1 可通过

P53 调控细胞凋亡，但它在 IBD 中的表达和功能从未被研究报道过。本研究旨在探究 DJ1 在 IBD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在临床组织标本中，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正常人、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患者

结肠组织中 DJ1 蛋白的表达情况；在体水平上，利用葡聚糖硫酸钠(DSS)在野生型（WT）及 DJ1

全敲小鼠（DJ1
-/-）分别构建急性肠炎模型，通过疾病活动指数评分、病理评分、检测肠道及血清

炎症因子水平、tunel 染色检测上皮凋亡及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D)灌胃检测肠道屏障功能等方法

检测 DJ1 缺失对小鼠急性肠炎的影响；在体外模型中，用人肠癌细胞 Caco-2 构建炎症模型，

HCT116 构建凋亡模型，Caco-2 和巨噬细胞 Raw264.7 构建体外肠道屏障机械模型，通过靶基因

沉默（利用 siRNA）观察 DJ1 敲低对以上模型的影响。 

结果 和正常组织（15 例）相比，CD 患者（29 例）及 UC 患者(9 例)DJ1 表达在结肠黏膜中均呈显

著下降的趋势。DJ1
-/-

  鼠对 DSS 诱导的急性肠炎更加敏感，和 WT 相比，DJ1
-/-

  鼠造模后体重下

降更明显，结肠长度显著缩短；病理上出现严重的肠黏膜破坏，肠道炎症细胞浸润；Tunel 染色表

明上皮细胞凋亡在 DJ1
-/-

  组明显增多，cleved-caspase3 表达增多，造成肠道黏膜机械屏障破坏；

结肠组织炎症因子（TNF-α、IL6、IFN-β 等）及趋化因子表达显著增多。在肠道细胞炎症模型中，

沉默 DJ1 诱导炎症加重；在细胞凋亡模型中，沉默 DJ1 引起 caspase3/7 活性显著上调，LDH 分

泌增多；在肠道屏障模型中，沉默 DJ1 引起屏障电阻值下降，荧光黄通过率上升，紧密连接蛋白

ZO1 表达下降。通关 string 数据库分析，DJ1 与 P53 存在相互作用。和 WT 造模组相比，DJ1
-/-

  造模组 P53 异常激活，在凋亡细胞模型中，在沉默 DJ1 同时干预 P53 可缓解细胞凋亡。 

结论 DJ1 在 IBD 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生物学作用，主要通过调控上皮细胞凋亡及细胞炎症，可能

通过下游基因 P53 来实现。  

  
 

PU-0166 

A Novel Collagen Area Fraction Index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Bowel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Xuehua Li,Zhuangnian Fang,Jinjiang Lin,Ren Mao,Canhui Sun,Minhu Chen,Ziping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A validated histopathological tool to precisely evaluate bowel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is lacking. We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new index to quantify the severity of 
bowel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associated fibrostenosis. 
Methods We analyzed the histopathological data of 31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strictures 
undergoing surgical resection.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sections of resected strictured segments 
were stained with Masson trichrome to manifest bowel fibrosis. The collagen area fraction and 
histological fibrosis score were simultaneously calculated for the same section to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bowel fibrosis.  
Results Collagen area fraction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histological fibrosis scores (r=0.733, 
P<0.001). It showed a stronger correlation (r=0.561, P<0.001) with the degree of bowel strictures 
than the histological fibrosis score did (r=0.468, P<0.001). It was also shown to be more accurate 
for diagnosing Crohn‘s disease strictures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0.815, P<0.001) compared with the histological fibrosis score (area under the curve=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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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 High repeatability was observed for the collagen area fraction, with an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915 (P<0.001). 
Conclusions Collagen area fraction is a simple and reliable index to quantify the severity of 
bowel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associated fibrostenosis. 
 
 

PU-0167 

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症状患者原因分析 

 
赵珂佳,李蒙,马陈皋,金超琼,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质子泵抑制剂（PPI）是胃食管反流病治疗的一线药物，但部分患者对 PPI 反应不佳，本研究

旨在分析其相关原因。 

方法 纳入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1 日所有具有反酸、烧心等症状、临床诊断为胃食管反

流病（GERD）经 PPI 治疗至少 8 周症状依然持续的患者,进行高分辨食管测压和 24ｈ食管ｐＨ和

阻抗监测及填写症状调查问卷。所有患者排除曾接受过食管或胃手术或患有 Barrett 食管,监测前至

少停用 PPI 及影响食管动力的药物 2 周。 

结果 共纳入 75 例患者，根据症状调查问卷，其中 18 例(24.0%)合并功能性消化不良（FD）,2 例

（2.7%）合并肠易激综合征（IBS）。食管高分辨测压显示 5 例患者（6.7％）有严重的动力障

碍，其中 2 例为贲门失弛缓症，1 例为结缔组织疾病（后期追踪），1 例为远端食管痉挛，1 例为

高压收缩食管（jackhammer 食管）。另无严重食管动力障碍的 70 例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症状患者,

其中 7 例（10%）合并食管裂孔疝，27 例患者（38.6 %）发现轻度运动性缺陷，最常见的是无效

运动（32.9%），5 例（7.1%）食管下括约肌（LES）长度缩短,18 例（25.7%）LES 静息压降

低，12 例（17.1%）食管上括约肌（UES）静息压降低, 15 例（21.4%） UES 残余压升高，5 例

（7.1%）食团内压（IBP）增高，6 例（8.6%）LES 残余压增高，14 例（20.0%）远端收缩积分

（DCI）降低。62 例患者完成食管 PH／阻抗监测，其中，44 例在监测中出现症状，症状与反流相

关（SAP+）29 例（65.9%），无关(SAP-）15 例（34.1%），根据 PH／阻抗监测结果，44 例患

者中 18 例（40.9%）为症状性 GERD，11 例（25.0%）为食管高敏感，6 例（13.6%）虽属

GERD，但症状与反流并非直接相关，9 例（20.5%）不是 GERD。进一步分析发现，24 例

（54.5％）最终诊断为 GERD，其中 2 例 GERD 合并 IBS,10 例合并 FD；另 20 例(45.5％)不存在

异常酸反流（非 GERD）的患者中，11 例诊断为食管高敏感，其中 2 例合并 FD,7 例为功能性烧心

（FH）且有 3 例 FH 合并 FD,另 2 例为单纯 FD。 

结论 大部分 PPI 抵抗的具有反流症状临床疑诊为 GERD 的患者，其病因并非反流，应详细了解症

状病史，并行食管测压以及食管 PH／阻抗监测以明确其潜在病因以防止漏诊其他疾病及用于指导

个体化治疗。 

 
 

PU-0168 

免疫抑制性寡聚脱氧核苷酸对溃疡性结肠炎的影响 

 
孙鹏 

吉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首先利用 Toll 样受体 9（Toll like receptor 9,TLR9）激动剂与葡聚糖硫酸钠(DSS)共同

诱导小鼠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模型。继而将免疫抑制性寡核苷酸（ inhibitory 

ODN）应用于模型鼠，探讨抑制性 ODN 对小鼠溃疡性结肠炎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方法  1）利用 DSS 和含 CpG 序列的寡聚脱氧核苷酸（cytidine-phosphate-guanosine, CpG 

ODN）建立结肠炎小鼠模型。2）将免疫抑制性 ODN 应用于模型小鼠，通过观察小鼠体重、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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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隐血情况、结肠大体形态和组织病理学状况，评价免疫抑制性 ODN 对小鼠结肠炎是否有抑

制作用。3）将免疫抑制性 ODN 应用于正常小鼠，然后将 DSS 应用于小鼠，评价免疫抑制性

ODN 对小鼠 UC 的预防作用。4）探讨免疫抑制性 ODN 对小鼠 UC 的预防及治疗作用的机理：一

方面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各组小鼠细胞因子 TNF-α、IL-6、IFN-γ 的分泌，评价

免疫抑制性 ODN 是否通过抑制前炎性细胞因子得分泌，进而抑制了溃疡性结肠炎的形成和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 RT-PCR 法检测各组小鼠肠上皮组织内的 TLR9 表达情况，评价免疫抑制性 ODN 是

否通过抑制 TLR9 进而抑制了溃疡性结肠炎的形成和发展。 

结果 1）利用 DSS 和 CpG ODN 成功建立结肠炎小鼠模型。2）将抑制性 ODN 应用于模型小鼠，

通过观察小鼠体重、大便性状、隐血情况、结肠大体形态和组织病理学状况，发现免疫抑制性

ODN 能够抑制小鼠 UC 的发生和发展。3）通过机理探讨发现抑制性 ODN 对小鼠 UC 的抑制作用

是通过抑制前炎性细胞因子 TNF-α、IL-6、IFN-γ 的分泌，进而抑制了溃疡性结肠炎的形成和发

展。 

结论 抑制性 ODN 对小鼠溃疡性结肠炎具有明显抑制作用，且其抑制作用是通过抑制前炎性细胞因

子 TNF-α、IL-6、IFN-γ 的分泌来实现的。 

 
 

PU-0169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with Perfusion-related Fraction as a 

Novel Biomarker for Detecting and Grading Intestinal 
Fibrosis in Crohn’s Disease 

 
Mengchen Zhang,Xue-Hua Li,Si-Yun Huang,Ren Mao,Zhuang-Nian Fang,Qing-Hua Cao Cao,Min-Hu Min-Hu ,Zi-

Ping Li,Shi-Ting Feng,Can-Hui Su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IVIM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provides both perfusion and 
diffusion information and has been reported to evaluate Crohn‘s disease activity and fibrosis in 
children; however, its use in adults is unevaluated. We aimed to determine its value for detecting 
and grading intestinal fibrosis in adult Crohn‘s disease compared with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 
and traditional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using surgical histopathology as a reference standard. 
Methods IVIM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provides both perfusion and 
diffusion information and has been reported to evaluate Crohn‘s disease activity and fibrosis in 
children; however, its use in adults is unevaluated. We aimed to determine its value for detecting 
and grading intestinal fibrosis in adult Crohn‘s disease compared with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 
and traditional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using surgical histopathology as a reference standard. 
Results Fractional perfusion (r=-0.629, P<0.001) and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value (r=-
0.495, P<0.001)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fibrosis scores. Fractional perfusion decreased 
following increases in fibrosis severity from mild, moderate, to severe (P<0.001).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for distinguishing moderate-severe from mild fibrosis 
was 0.876 (P<0.001) for fractional perfusion, followed by 0.802 for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value(P<0.001). Perfusion coeffici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nd contrast-enhanced parameter 
were uncorrelated with histological fibrosis.  
Conclusions IVIM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utperforms traditional 
diffusion-weighted and contrast-enhanced imaging in grading bowel fibrosis and fractional 
perfusion may be a promising biomarker for fibrosis severity in adult Crohn‘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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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70 

335 例炎症性肠病的临床特点分析 

 
练丽玲,王梦瑶,孟立娜,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对炎症性肠病住院患者临床资料的回顾性分析，了解临床特点，以期减少临床工作中误

诊误治。 

方法 1.研究对象：纳入 2012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期间我院确诊为炎症性肠病(IBD)的患者共 335

例。2.诊断与排除标准：符合《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2012 年·广州）和 2010 年

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制定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疗指南》；排除临床资料不完整者。3.内容：

记录患者的基本信息（年龄、既往烟酒史等疾病史）、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腹部 CT 等）、内

镜及组织病理学检查等资料。 

结果  1.IBD 患者共 335 例，男女比率约为 1.66:1；其中溃疡性结肠炎(UC) 151 例，男女比率约为

1.32:1；克罗恩病(CD)184 例，男女比率约为 2.0:1； IBD 患者年龄在 15～85 岁之间，平均为

（40.42±15.12）岁。2.肠外表现：UC、CD 肠外表现(EIMs)以肝胆系统最常见，其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病（NAFLD）分别占 10%和.3%；80.1%完成腹部 CT 检查，12.5%表现为 NAFLD，其中

UC120 例中 NAFLD 有 15 例，占 12.5%，CD151 例中 NAFLD 有 19 例，占 12.6%；对 34 例患者

进行疾病活动程度和脂肪肝分级，发现 UC、CD 患者随着疾病严重程度的增加，NAFLD 的分级也

增加。（P 均＜0.05）。3.显微镜下改变：UC、CD 患者最常见的均是炎症浸润，隐窝结构异常、

溃疡等少见，病程长者也可见上皮内瘤变；其中 CD 患者 5.4%发现非干酪样肉芽肿(NCG)；如上

述，UC、CD 患者典型的病理改变阳性率低；此外，患者中仅 18 例多部位活检，占 5.4%（≥5

个）和 11 例行多块活检，占 3.3%；余下的多为 1 个部位或 2 个部位粘膜的活检。4.IBD 患者

28.4%完成胃镜检查，其中 UC 占 21.2 %、CD 占 34.2%；UC 患者表现为食管溃疡和胃溃疡各

3.1%；CD 患者表现为食管溃疡和胃溃疡各有 10 例，占 15.9%，十二指肠溃疡为 23.8%，幽门狭

窄占 7.9%。  

结论 第一、UC、CD 患者最常见的肠外表现为肝胆系统病变；随着疾病活动程度的升高，NAFLD

的分级也呈升高趋势。第二、IBD 患者上消化道病变不少见，为减少临床漏诊误诊，故胃镜需常规

检查。第三、临床上 IBD 患者典型的病理阳性率低，或与多肠段及多块黏膜活检过少有关，且临床

确诊 IBD 仍需综合考虑。 

 
 

PU-0171 

非酰基化 ghrelin 在小鼠急性肠炎中的作用研究 

 
谭江,李夏,从旭,李雨晨,王晶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Ghrelin 广泛表达于消化系统，有酰基化 (acyl ghrelin, AG)和非酰基化（des-acyl ghrelin, 

DAG）两种形式，在代谢和免疫中具有重要功能。既往研究发现 AG 与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的疾病活动及炎症指标存在相关性，动物实验中外源性补充 AG 能显著改善

肠炎，但在敲除 ghrelin 或 ghrelin 受体时同样观察到肠炎减轻，因此 ghrelin 和 IBD 的关系仍旧存

在争议。根据免疫代谢学理论，促进脂肪酸氧化（Fatty acid oxidation, FAO）对维持调节性 T 细

胞（Regulatory T cell, Treg）的功能至关重要。DAG 可以促进 FAO，合理推测其在 IBD 中可能发

挥免疫调节作用。完善 DAG 在肠炎中的作用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ghrelin 和 IBD 的关

系。 

方法 1、体外实验：磁珠分选 CD4+T 细胞并诱导其分化为 Treg，梯度浓度添加 AG 或 DAG 共培

养，qPCR 检测其对 Treg 特异性转录因子 Foxp3 表达的影响，并同时检测 FAO 关键酶肉碱棕榈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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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酶 1a（Carnitine palmitoyltransferase 1a，Cpt-1a）的表达。2、动物实验：构建小鼠 DSS 急

性肠炎模型，给予外源性 DAG，探究其在肠炎中的作用。流式和 qPCR 分别用于检测 Treg 和相关

细胞因子表达的变化。进一步评估 DAG 对肠道屏障功能的影响，qPCR 检测小鼠结肠闭锁连接蛋

白(zonula occludens-1，zo1）表达的变化。 

结果 1、体外实验：DAG 在一定浓度水平（10pM 和 100pM）可以促进体外诱导分化 Treg 的

Foxp3 表达，脂肪酸氧化关键酶 Cpt-1a 变化趋势与 Foxp3 一致。AG 对 Foxp3 的表达无显著影

响。2、给予外源性 DAG 后，小鼠 MLN 中 Treg 比例显著增加，结肠 Foxp3 表达更高；但是肠炎

小鼠给予 DAG 后病情更重，表现为体重下降更多和更高的病理评分，并未体现出 Treg 的保护作

用。进一步检测小鼠肠道屏障功能，发现给予 DAG 后小鼠结肠闭锁连接蛋白 zo1 的表达下降。 

结论 体外诱导 CD4+T 细胞分化为 Treg 时，DAG 能剂量依赖性的促进 Foxp3 表达，可能与表达增

加的 Cpt-1a 促进了 FAO 有关。单独补充外源性 DAG 后小鼠 Treg 比例增加，但并不能保护 DSS

诱导的急性肠炎，可能与 DAG 影响了闭锁连接蛋白 zo1 表达有关。 

 
 

PU-0172 

PAI-1 对炎症性肠病内质网应激的影响及相关信号通路的研究 

 
吕文,王俊翔,王霞,黄海涛,梁三红,陶钱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 PAI-1 对 IBD 和 IBD 中内质网应激的影响，并探讨 PAI-1 影响的 ERS 相关信号通路。 

方法 ①使用 TNBS/无水乙醇造模法建立 IBD 大鼠动物模型，分为 IBD 组及正常对照组。对两组结

肠组织进行病理对比评价，使用 qRT-PCR 技术检测其 PAI-1、IL-6、IL-10、IFN-γ 和 BIP 转录水

平，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其 PAI-1、IL-6、IL-10、IFN-γ、BIP、p-IRE1α 和 p-JNK 蛋白表达水

平。 

②使用 CRISPER/cas9 技术构建 PAI-1 基因敲除大鼠，并进行 IBD 造模，分为 PAI-1 基因敲除

IBD 组与 IBD 组。对两组结肠组织进行病理对比评价，使用 qRT-PCR 技术检测其 PAI-1、IL-6、

IL-10、IFN-γ 和 BIP 转录水平，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其 PAI-1、IL-6、IL-10、IFN-γ、BIP、p-

IRE1α 和 p-JNK 蛋白表达水平。 

③对 PAI-1 基因敲除 IBD 大鼠分别使用 ERK、p38MAPK、JNK、PERK 不同信号通路阻断剂进行

诱导。对照组为 PAI-1 基因敲除 IBD 大鼠组，对各阻断剂组结肠组织进行病理对比评价，qRT-

PCR 检测各组 PAI-1、IL-6、IL-10、IFN-γ 和 BIP 转录水平。 

结果 ①与正常对照组对比，TNBS/无水乙醇造模法建立的 IBD 大鼠模型结肠组织病理评分及 PAI-

1、IL-10、IL-6、IFN-γ 和 BIP 转录与蛋白表达水平均升高（p<0.05）；p-IRE1α、p-JNK 蛋白表达

水平上调（p<0.05）。 

②与 IBD 组比较，PAI-基因敲除 IBD 大鼠结肠组织病理评分及 PAI-1、IL-10、IFN-γ、IL-6 和 BIP

转录与蛋白表达水平均下降（p<0.05）；p-IRE1α、p-JNK 蛋白表达水平下调（p<0.05）。 

③与 PAI-1 敲除的 IBD 大鼠组比较，阻断 ERK、p38MAPK 和 JNK 通路后结肠组织病理评分及

PAI-1、IL-6、IL-10、IFN-γ 和 BIP 转录水平均下降（p<0.05）；阻断 PERK 通路后结肠组织病理

评分及 PAI-1、IL-6、IL-10、IFN-γ 和 BIP 基因转录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①TNBS/无水乙醇造模法建立的 IBD 大鼠模型符合实验合理性。 

②PAI-1 促进了 IBD 内质网应激及炎症。 

③PAI-1 对 IBD 中 ERS 的 PERK 信号通路可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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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73 

磁化传递成像评估克罗恩病肠瘘发生风险的价值 

 
卢宝兰,林锦江,李雪华,孟霁昕,毛仁,陈旻湖,李子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磁化传递成像（MTI）评估克罗恩病（CD）患者肠瘘发生风险的价值。 

方法 对 12 例 CD 手术患者行术前 MTI 检查，在磁化传递率（MTR）图像上测量病变肠壁的

MTR。采用 MTI 图像和手术切除肠道区域对区域定位的方法，切取对应位置的肠壁组织行 HE、

Masson 染色。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比较有并发症组和无并发症组的标准化 MTR 及 Masson 染

色评分，绘制 ROC 曲线分析标准化 MTR 预测 CD 肠瘘发生的效能，通过 Spearman 相关分析评

价肠壁标准化 MTR 与 Masson 染色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12 例患者总共 35 个（有并发症 VS.无并发症=12：23）肠壁标本纳入研究。有并发症肠壁的

标准化 MTR 高于无并发症（P=0.045），但 MTR 预测是否发生肠瘘诊断价值较低（AUC=0.674, 

P=0.045），以标准化 MTR=76.8%为阈值，诊断敏感度为 93.3%、特异度为 51.1%。两组肠壁的

Masson 染色评分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12），且肠壁标准化 MTR 与 Masson 染色评分正相

关（r=0.708，P=0.000）。 

结论 MTI 可定量评估 CD 患者的肠壁纤维化，且标准化 MTR 可预测 CD 病变肠段发生并发症风险

的可能性。 

 
 

PU-0174 

中药炒白术对肠易激综合征小鼠模型粪便代谢的影响 

 
俞蕾敏, 赵珂佳 ,王爽爽 ,王曦,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人体肠道微生物群可以增强宿主消化，营养吸收及能量转换，而且能够参与宿主代谢,对抗病

原体，调节宿主免疫反应。肠道菌群其分泌、修饰和降解的代谢产物是宿主-菌群对话的重要媒

介。肠易激综合征（IBS）存在肠道微生态失调。粪便代谢组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野来研究

IBS。在本研究中，我们运用 GC-MS 代谢组学方法来研究 IBS 小鼠粪便中代谢产物的变化及关键

代谢通路，以及用中药炒白术干预后粪便代谢产物及关键代谢产通路的变化。 

方法 将 24 只雌性 C57BL / 6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炒白术组和酪酸梭菌组。用避水应激

法（WAS）建立 IBS 小鼠模型。造模 10 天后，炒白术组给予炒白术煎剂灌胃，酪酸梭菌组给予酪

酸梭菌灌胃，而对照组及模型组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灌胃，持续 7 天。观察各组小鼠造模后及给药

后腹肌收缩反射(AWＲ)及粪便性状变化。收集并计数实验开始第 0 天，5 天，10 天及 17 天的小鼠

粪便颗粒数。运用气相色谱 - 质谱（GC-MS）检测以及多变量统计学数据分析，比较对照组和模

型组，酪酸梭菌组和模型组，炒白术组和模型组的粪便样本。 

结果 造模后，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小鼠 AWR 评分及粪便颗粒数增加，粪便性状改变明显。根据

热图结果，在 WAS 造模终止后，IBS 模型组中的粪便代谢物仍然与正常对照组不同，IBS 模型组

小鼠粪便的数量和性状也仍然异常，表明 IBS 病理过程在应激终止后仍持续进展。对照组和模型组

共鉴定出 14 种差异代谢物。苯丙氨酸代谢是重要的代谢通路。酪酸梭菌及炒白术干预后，小鼠粪

便性状及排便量情况改善，AWR 评分降低。酪酸梭菌组和模型组共鉴定出 10 种差异代谢物。泛酸

和 CoA 生物合成，类固醇激素生物合成是重要的代谢通路。炒白术组和模型组共鉴定出 16 种差异

代谢物。苯丙氨酸代谢，烟酸和烟酰胺代谢及泛酸和 CoA 生物合成是重要的代谢通路。这些代谢

通路均提示与能量代谢相关。 

结论 肠易激综合征小鼠存在肠道菌群代谢紊乱，以能量代谢改变为主。中药炒白术可降低肠易激

综合征小鼠的内脏敏感性，改善腹泻症状，调节肠道菌群能量代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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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0175 

内镜检查能否改善功能性消化不良症状？一项前瞻观察性研究 

 
季锐,李岳,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有相当比例的功能性消化不良（FD）患者会接受胃镜检查以排除器质疾病，胃镜检查阴性是

否具有缓解 FD 患者症状的作用仍不明确。在本研究中，我们比较 FD 患者接受胃镜检查前后生活

质量评分、焦虑、抑郁评分的变化情况。 

方法 选择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4 月以消化不良症状就诊的连续患者，符合罗马 III 中 FD 诊断标

准，拟行胃镜检查的患者纳入本研究，患者分别在内镜检查前 2 周、检查后 2 周填写简明健康调查

量表（SF-36）、医院焦虑与抑郁评分量表（HAD）。将得到的 HAD 评分，SF-36 中的生活质量

综合评分：躯体生理健康总评（PCS）和精神心理健康总评（MCS）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共计 152 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上腹痛综合征（EPS）62 例，餐后不适综合征（PDS）90

例，两组间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无差别。问卷结果显示胃镜检查前后 FD 患者 HAD 量表无明显变化

（p>0.05）  。上腹痛综合征亚组患者的 SF-36 评分有轻度改善，但仍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p>0.05），餐后不适综合征无明显差别。在 FD 患者中约 28%患者存在内镜下可见的粘膜充血炎

症改变，该亚组患者 SF-36 评分有轻度改善（p<0.05）。 

结论 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行内镜检查对症状的改善作用有限，对少部分 EPS 和内镜下可见炎症的

患者有一定改善作用。 

 
 

PU-0176 

腹腔结核性脓肿误诊为肝脓肿 1 例 

 
苏振华,魏新亮,魏思忱 

沧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腹腔脓肿与腹腔结核的误诊。 

方法 病例个案报道。 

结果 依据患者病史及辅助影像学检查，最后病理诊断做出真确诊断。 

结论 在综合分析病史、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检查的基础上，一定要动态观察和整体分析病情的变

化，切不可以偏盖全、只看局部而忽视全身，最后导致诊断和治疗的失败。 

 
 

PU-0177 

上消化道出血少见病因的临床特点及诊治分析 

 
张艳艳

1
,戴宁

2
 

1.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随着人们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的改变，过去临床上发病率较低的上消化道出血的少见病因，

如杜氏病等，引起的 UGIB 日益增多。本文通过对上消化道出血的少见病因进行分析,从而明确

UGIB 少见病因的临床特点，提高对 UGIB 的诊断及治疗水平。 

方法 收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近 15 年因少见病因确诊为 UGIB 的 174 例患者，且均行胃镜

明确病因。对于少见病因中常见的贲门粘膜撕裂综合征 67 例患者，从其一般特征、临床表现、出

血严重程度等方面分析，总结此病因的临床特点、诊断要点及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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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第一部分 

1. UGIB 少见病因中前五位：贲门粘膜撕裂综合征（38.51%）、食道炎/食道裂孔疝（13.79%）、

血管畸形、吻合口溃疡、残胃炎/吻合口炎。 

2.性别：174 例患者中男性 143 例，女性 31 例 

3.年龄：年龄范围 9-88 岁，平均年龄 55.16±16.78 岁 

4.临床表现：呕血、黑便。以呕血为首发症状者 108 例，黑便为首发症状者 66 例 

5. 治疗方法：仅应用常规治疗 110 例；辅助内镜下治疗 43 例。 

第二部分 

1.67 例贲门粘膜撕裂综合征患者，男性 61 例，女性 6 例。 

2.Blatchford 评分：＜6 分：30 例，≥6 分：37 例。 

3.胃镜下表现：①撕裂个数：贲门口处见 1-4 处不等粘膜撕裂。②撕裂长度：<1cm 者 55 例。③撕

裂部位：贲门处：63 例，居多。 

4.各因素对再发出血的影响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饮酒史是再出血的危险因素。 

结论 第一部分 

1. UGIB 少见病因中以贲门粘膜撕裂综合征及血管畸形多见，血管畸形其出血量大、出血速度快，

失血性表现明显。 

2.对于长期黑便，慢性贫血、腹部疼痛患者，考虑胃癌常见病因的同时，应考虑其他肿瘤性疾病

（十二指肠间质瘤、残胃癌等）；对于症状不明显者，血常规起到辅助检查作用。 

3. 对于 UGIB，胃镜检查为首选，必要时应进行急诊胃镜。 

4.治疗方法选择：对于血管性疾病，联合应用内镜下治疗，止血效果显著；对于炎症性疾病来说，

内科常规治疗即可达到很好的止血效果，当止血不佳时，可协助内镜下治疗；肿瘤性疾病要从根本

上解决出血问题，手术治疗为最佳选择。 

第二部分 

1.频繁剧烈呕吐、呕血和（或）黑便、胃镜下表现粘膜纵行撕裂是贲门粘膜撕裂综合征的诊断要

点。 

2.贲门粘膜撕裂综合征出血多数药物保守联合内镜下治疗即可治愈，预后较好。 

3.饮酒史是贲门粘膜撕裂综合征再出血的危险因素。 

 
 

PU-0178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for Predicting Medical Therapy effects in Crohn’s Disease 

 
Baolan Lu

1
,Xuehua Li

1
,Jinjiang Lin

1
,Jixin Meng

1
,Ren Mao

2
,Minhu Chen

2
,Ziping Li

1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capability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IVIM-DWI) 
to quantitatively describe the functional perfusion in affected bowel walls in vivo might help 
clinicians predict medical therapy effects for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CD) because 
abundant blood perfusion could consistently lead to high drug concentrations. The primary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bility of IVIM-DWI for predicting medical therapy effects in CD; 
the second aim wa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IVIM parameters of CD lesions within different 
intestinal segments.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25 CD patients (Male: Femal=23:2; mean age: 25.6y) 
commencing anti-tumor necrosis factor (anti-TNF) therapy with concomitant baseline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entergraphy (MRE) and IVIM-DWI sequence with 11 b values 
(0,10, 20, 40, 60, 80, 100, 150, 300, 600 and 1000 s/mm

2
). The change of CD Activity Index 

(CDAI) and C-reactive protein (CRP)  at baseline and 12 weeks after infliximab therapy were 
recorded. Response to therapy was defined clinically as a decrease in CDAI by 100 point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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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or CDAI <150. Patients were grouped as responders ( n=21) and non-responders (n=4) 
based on the above definition. The affected intestinal segm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s 
proximal small bowel (n=4), and terminal ileum and colon (n=21). The IVIM maps we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and 3 regions of interest (ROI s) were drawn on the most obvious bowel 
segments in each patient. Three IVIM parameters including molecular diffusion coefficient [D], 
pesudodiffusion coefficient [D*] and perfusion fraction [f] were calculated. Mann-Whitney U test 
and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were used for analysis.  
Results D* ([9.76±2.74]×10

-3
mm

2
/s vs. [6.03±0.51]×10

-3
mm

2
/s; P=0.014) and f ([0.29±0.77]×10

-

3
mm

2
/s vs. [0.20±0.06]×10

-3
mm

2
/s; P=0.031) of CD lesions in terminal ileum and colon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ose in proximal small bowel.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 D*, 
and f were found between responders and non-responders (all P>0.05). Moreo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three IVIM parameters and both △CDAI and△CRP (all P>0.05). 
Conclusions  D* and f derived from IVIM-DWI can reflect the difference of perfusion situation of 
CD lesions in different bowel segments. However, it might not be able to predict anti-TNF therapy 
effects for CD patients. 
 
 

PU-0179 

肝硬化患者胃电起搏对其的治疗作用 

 
孙琛明,吴杰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 60 例肝硬化患者胃电起搏对肝硬化胃动力紊乱治疗的有效性。 

方法 60 例收治入院的肝硬化合并胃动力紊乱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其中 30 例患者行胃肠起搏治

疗，另 30 例设为对照组，治疗前后分别对二组患者进行消化道常见症状如腹痛、腹胀、呕吐、嗳

气等评分。 

结果 治疗组、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 84%、40%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患者经治疗后消

化道症状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 

结论 肝硬化患者胃蠕动和胃排空功能下降，可引起腹胀、早饱、嗳气等消化道症状，而胃肠起搏

治疗可有效改善其临床症状。 

 
 

PU-0180 

HSF2 可能作为溃疡性结肠炎粘膜愈合的一个潜在的评价指标 

 
牛俊坤,缪应雷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2， China 

 

目的 检测 HSF2（Heat Shock Factor 2，HSF2）在不同 MES（Mayo endoscopic subscore，

MES）评分的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患者粪便及肠粘膜中的水平。 

方法 1. 入组 MES=0 的患者 12 例，MES=1 的患者 15 例，MES=2 的患者 14 例，MES=3 的患者

10 例，正常对照组 10 例，收集粪便及肠粘膜。ELISA 检测粪便 HSF2 的含量，免疫组化检测肠粘

膜 HSF2 表达水平。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分别比较粪便及粘膜 HSF2 水平和 MES 评分的相

关性。 

2. 纳入随访的 UC 患者 231 例，收集患者清晨粪便，次日进行肠镜检查并行 MES 评分。ELISA 检

测粪便 HSF2 水平，以肠镜 MES≤1 为粘膜愈合评价标准，取 HSF2 1.8 ng/ml 为截断值，作为粘膜

愈合的预测指标，采用诊断试验评价方法，计算粪便 HSF2 水平在预测粘膜愈合中的特异性与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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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阳性预测值与阴性预测值，绘制 ROC 曲线，评价粪便 HSF2 水平预测 UC 粘膜愈合的临床价

值。 

结果  1. 粪便 HSF2 在正常对照组及 MES=0，1，2，3 的 UC 患者粪便中的含量分别为

（0.64±0.09，1.30±0.35，1.84±0.46，2.38±0.57，3.38±0.42）ng/ml。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粪便

HSF2 含量在 MES=0，1，2，3 的 UC 患者组中均有升高。结果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粪便 HSF2 与 MES 评分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r=0.81）。 

2. UC 患者结肠粘膜免疫组化染色显示 HSF2 表达于隐窝腺体细胞及间质细胞，肠粘膜 HSF2 表达

水平与 MES 评分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r=0.74。 

3. 以 MES≤1 为粘膜愈合的评价标准，取 HSF2 1.8 ng/ml 为截断值，作为预测粘膜愈合的指标，

灵敏度分别为 67.8%，特异度 80.9%，阳性预测值为 67.1%，阴性预测值为 81.5%，粪便 HSF2

水平预测粘膜愈合的特异度和阴性预测值的临床价值优于敏感度和阳性预测值。 

4. 粪便 HSF2 含量预测粘膜愈合曲线下面积 AUC=0.919（95%[CI]: 0.846-0.992，P < 0.0001），

说明粪便 HSF2 水平预测粘膜愈合诊断试验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结论 粪便 HSF2 含量能作为预测 UC 粘膜愈合的一个潜在评价指标，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其特异

度和阴性预测值的临床价值高于敏感度和阳性预测值。 

 
 

PU-0181 

微环境中 MDSCs 异常分化与肿瘤细胞 OXA 药物反应的 

关联及机制初探 

 
朱振浩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明确奥沙利铂化疗微环境中奥沙利铂、肿瘤细胞与 MDSCs 三者的相互作用关

系，以解释前期研究的 MDSCs 数量及分化变化现象，为解决奥沙利铂耐药问题提供新思路。 

方法 1.体外条件下予以不同浓度奥沙利铂及 CT26 细胞上清处理 MDSCs，利用流式技术判断不同

因素对 MDSCs 数量及分化的影响。 

2.体外条件下收集诱导的 M1、M2 型巨噬细胞上清，并分别与 CT26 细胞共培，利用细胞毒性等试

验判断对 CT26 细胞奥沙利铂药物反应性的影响。 

结果 1.随着奥沙利铂剂量的增加，MDSCs 的凋亡细胞比例明显增加。在与 CT26 细胞上清共培

时，奥沙利铂诱导的 MDSCs 凋亡细胞比例明显减少，活细胞比例明显增加。 

2.随着奥沙利铂浓度增加，M1 样 MDSCs 的比例明显下降；低剂量奥沙利铂促进 M2 样 MDSCs 比

例增加，而高剂量奥沙利铂对 M2 样 MDSCs 比例无明显影响。CT26 细胞上清促进 M2 样 MDSCs

比例增加，但对 M1 样 MDSCs 比例无明显作用。 

3.加入 M2 型巨噬细胞上清后，奥沙利铂诱导的 CT26 细胞凋亡比例明显减少；而加入 M1 型巨噬

细胞上清后，奥沙利铂诱导 CT26 细胞凋亡比例增加。与 M2 型巨噬细胞上清共培时，CT26 奥沙

利铂 IC50 及迁移能力明显增加，而 M1 型巨噬细胞上清共培时则相反。 

结论 1.奥沙利铂促进 MDSCs 凋亡，且具有剂量依赖性。而 CT26 细胞则通过：①抑制奥沙利铂对

MDSCs 的杀伤作用；②促进 MDSCs 向瘤周的趋化募集，加速 MDSCs 在瘤周的募集。 

2.低剂量奥沙利铂及 CT26 细胞均可促进 MDSCs 向 M2 型巨噬细胞分化；此外，奥沙利铂抑制

MDSCs 向 M1 型巨噬细胞分化，而 CT26 细胞对 MDSCs 向 M1 型巨噬细胞分化无明显作用。 

3.M2 型巨噬细胞上清减弱奥沙利铂对 CT26 细胞的杀伤作用，提高 CT26 细胞对奥沙利铂的耐药

性，而 M1 型巨噬细胞上清则相反。此外，M2 型巨噬细胞上清增加 CT26 细胞的迁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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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82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coactivator 1α 
maintains NAD+ bioavailability protecting against 

steatohepatitis 

 
Xingyong Wan

1
,Xudong Zhu

2
,Chaohui Yu

1
,Youmig Li

1
,Zhenyu Ju

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College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Ageing Research， School of Medicin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Objective Hepatic metabolic derangements are pivotal incidences in the occurrence of hepatic 
steatosis, inflammation, and fibrosis.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coactivator 1 alpha (PGC1α), a nuclear receptor that mediates adipose metabolism and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its role in hepatic steatosis and progression to steatohepatitis remains 
elusive. 
Methods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PGC1α on hepatic steatosis, eight- to ten-week-old Liver 
hepatocyte-specific PGC1α overexpression(LivPGC1α) mice and wild type mice were fed with 
high fat diet (HFD)  for 8 weeks, respectively. For further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PGC1α on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 PGC1α mice and wild type mice were fed with methionine-
choline deficient (MCD) diet for 5 weeks, we further explore the role of PGC1α on hepatic 
inflammatory infiltration, apoptosis, oxidative stress and fibrosis in MCD diet induced NASH 
model. Furthermore, we added nicotinamide adenine denucleotide(NAD+) precursor 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NMN) to observe its role in hepatic steatosis in MCD diet induced nonalc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 model. In addition, molecular biological methods such as qRT-PCR, WB 
and flow cytometry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gulating effect of PGC1α on NAD+ biosynthesis. 
Results We demonstrated that Hepatic PGC1α over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ameliorated hepatic 
steatosis induced by HFD. Hepatic PGC1α over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hepatic 
inflammatory infiltration, apoptosis, oxidative stress and NF-kB activation in MCD diet induced 
NASH models. In principle, diet-induced liver injury in mice and human fat liver patients displayed 
repressed PGC1α and dysregulated oxidized nicotinamide adenine denucleotide (NAD

+
) 

homeostasis via increased PARylation. Microarray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LivPGC1α liver 
exhibited enhanced gene expressions involving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fatty acid oxidation, 
and thus favoring an improved oxidative stress resistance capacity and an accelerated lipid 
metabolism and less liver injury upon receiving MCD or HFD. Importantly, NAD

+
 repletion via its 

precursor mimicked the beneficial effect by PGC1α overexpression and was sufficient to alleviate 
hepatic damage upon MCD treatment in mice.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epatic-specific overexpression of PGC1α exerts a 
beneficial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hepatic lipid homeostasis and that pharmacological activation of 
PGC1α-NAD

+
 axis may be important for the prevention of metabolic diseases. 

 
 

PU-0183 

甲基转移酶 WHSC1 调控结肠癌发生与耐药性的研究 

 
王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结直肠癌（CRC）在全球所有人类癌症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名第三。 临床中的一些 CRC

患者对一线 NCCN 标准化疗药物奥沙利铂的反应不佳，在这些 CRC 患者中，化疗耐药的潜在机制

仍不清楚。本研究从肿瘤发生发展的表观遗传调控切入，探索引入新的策略来阻断 CRC 发生并扭

转 CRC 化疗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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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总共包含 40 例 CRC 病例（包括癌旁组织），为评估 WHSC1 在 CRC 中的作用和临

床相关性，我们通过 RT-qPCR 与免疫组化的方法评估了人 CRC 标本中的 WHSC1 表达。为了测

试 WHSC1 在 CRC 中的作用，我们采用慢病毒系统进行了 WHSC1 的敲除。 我们使用包装的慢病

毒产生了 WHSC1 缺失的 CRC 细胞，包括靶向 WHSC1 的 2 个 shRNA 序列。进一步通过构建裸

鼠皮下成瘤模型来确定 WHSC1 在体内 CRC 肿瘤发生中的作用，比较无胸腺裸鼠皮下注射对照或

WHSC1 敲低的 HCT116 细胞后在体内的成瘤性能。利用 AnnexinV-7AAD 免疫荧光染色实验检测

WHSC1 敲低后对 CRC 细胞奥沙利铂敏感性的影响，并用 sphere 形成实验评价 WHSC1 敲低后对

CRC 肿瘤干细胞特性的调控。最后通过 RT-PCR，WB 和 ChIP 实验探索并验证 WHSC1 对 CRC

发生和耐药关键基因的调控。用 SPSS 软件计算基于双尾 t 检验的 P 值, P <0.05 时差异被认为是

显著的。 

结果 体外细胞实验和动物模型实验结果显示 WHSC1 敲低导致 CRC 细胞凋亡增加。此外，

WHSC1 敲低逆转 CRC 细胞对奥沙利铂治疗的耐药性，同时抑制 CRC 细胞的肿瘤干细胞特性。

RNA-seq 和通路分析揭示 WHSC1 促进与凋亡信号传导途径和干细胞分化相关基因的转录。染色

质免疫共沉淀实验表明，WHSC1 敲低导致 Bcl-2 启动子区域的 H3K36me2 修饰减少，从而以直接

调控的方式抑制 BCl-2 基因转录表达，促进 CRC 细胞凋亡。 

结论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WHSC1 在调节 CRC 的肿瘤发生和化疗敏感性中的作

用，WHSC1 通过介导表观遗传修饰的改变直接调控抗凋亡蛋白 Bcl2 的表达。我们的研究结果提

示 WHSC1 可能作为结直肠癌诊断和联合化疗的新靶点。 

 
 

PU-0184 

Prognostic signi cance of eukaryotic initiation factor 4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xuemei jiang 

Haikou people'hospital 

 
Objective Aberrant expression of eukaryotic initiation factor 4E (eIF4E) has been observed in 
human malignancies. However, its rol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remains to be 
establish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ct eIF4E expression and to evaluate its clinical 
relevance.  
Methods The eIF4E expression was studied in ninety HCC and randomly selected thirty-one 
non-tumor tissues from the same patient cohort, as well as in normal hepatic and HCC cell l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its express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was also analyzed.  
Results eIF4E expression was higher in HCC samples and cell lines compared with that in 
nontumor tissues (P < 0.001) and hepatocyte LO2, respectively. eIF4E over- expression was 
signi cant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number (P = 0.005) and incomplete encapsulation (P = 0.001). 
The 5-year overall survival rate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rate for patients with high eIF4E 
expression were 32.5 and 31.2 %, respectively; and for low eIF4E expression, it was 67.9 and 
64.4 %, respectively (P < 0.001). Furthermore, subgroup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eIF4E level 
predicted poorer overall survival only for incomplete encapsulation (P = 0.001) and cirrhosis (P < 
0.001), but not for complete encapsulation (P = 0.804) and non-cirrhosis (P = 0.359).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eIF4E overexpression was an independent indicator for both overall 
survival (hazard ratio, 2.015; P = 0.043)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hazard ratio, 2.666; P = 
0.006).  
Conclusions eIF4E protein might result in the malignant progression of HCC, and its 
overexpression may be a powerful prognostic biomarke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for HC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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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85 

Zic2 functions as an oncogene by activating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p-AKT in colorectal cancer 

 
Shuo Li,Guoxin Zhang,Hong Zhu,Nana Tang,Xiaoran Shen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dysregulation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contributes to the unlimited growth of cancer 
cells. Zic2 has been shown to be crucial to the progression of human cancers. However, the 
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Zic2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remains to be elucidated.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Zic2 was analyzed in CRC tissues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LoVo and HCT116 cell lines were then select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 of Zic2 in the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CRC in vitro and in vivo. Finally,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effects of Zic2 in CRC was examined by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Zic2 was upregulated in CRC tissues,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Zic2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invasion, 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Following 
Zic2 inhibition and overexpression in CRC cells, it was found that Zic2 promoted cell proliferation, 
possibly via the inhibition of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regulation. Zic2 also facilitated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Finally, it was observed that Zic2 promote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and activated phosphorylated AKT serine/threonine kinase in CRC cell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Zic2 is an oncogenic protein in the progression of 
CRC, and may represent a novel target for CRC detection and therapy. 
 
 

PU-0186 

咀嚼口香糖对服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患者肠道准备的影响 

 
刘鹏 

海口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结肠镜检查前咀嚼口香糖对患者的舒适度、依从性及肠道清洁度的影响，为临床制定有

效的干预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为类实验性研究，将行结肠镜检查的 110 例门诊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

口香糖组各 55 例。对照组患者仅服用 2 升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polyethylene glycol，PEG）溶

液，口香糖组患者则从服用完 2 升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溶液后开始咀嚼无糖口香糖，每 1 小时咀

嚼一次，持续咀嚼 15 分钟，共咀嚼 8 粒口香糖。采用波士顿量表评价两组患者的肠道清洁度，采

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患者的舒适度及依从性等进行评价。 

结果 口香糖组在腹胀、恶心的发生情况低于对照组（P<0.05），服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的依

从性、肠蠕动速度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研究对象的肠道清洁度总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内镜操作难度和时间上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插管成功率和内镜下疾病检出

率上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咀嚼口香糖不能提高肠道准备质量，但可以提高患者对肠道准备过程的舒适度，提高患者依

从性，加快肠道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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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87 

CRH-R2 介导痛泻要方促 DSS 结肠炎小鼠黏膜修复机制的研究 

 
龚珊珊,范一宏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CRH-R2 在结肠炎黏膜愈合中的意义，并研究痛泻药方对 CRH-R2 的表达调控作用。 

方法 首先以 DSS 诱导的结肠炎小鼠为研究对象，对比 CRH-R2 拮抗剂干预与否对黏膜修复的影

响；随后采用外源性 Ucn2（CRH 肽类家族一员，与 CRH-R2 特异性结合而发挥生理作用）及痛

泻要方进行体内治疗，通过体重、结肠长度、疾病活动指数、组织病理评分评价黏膜炎症水平，

TUNEL 法检测上皮细胞凋亡，Ki-67 检测上皮细胞增殖，RT-PCR 和 Elisa 法测定炎症因子的表达

水平。 

结果 DSS 诱导的结肠炎小鼠经 Ucn2 体内治疗后，结肠炎症状减轻（体重升高（P＜0.001），

DAI 降低（0.87±0.55 vs. 2.43±0.32, P＜0.001），组织病理评分下降（4.33±1.51vs. 8.33±1.03, P

＜0.001），结肠长度增加（9.58±0.62 vs. 6.21±0.34, P＜0.001）），肠黏膜通透性降低

（0.75±0.07 vs.1.47±0.11, P＜0.001），炎症因子表达减少（P＜0.05），抑制肠上皮细胞凋亡

（149.55±21.68 vs. 983.01±98.17, P＜0.001），促进增殖（90.04±15.50 vs. 22.51±8.22, P＜

0.01）。而 CRH-R2 拮抗剂干预后的小鼠溃结症状加重（体重降低（P＜0.05），DAI 升高

（3.61±0.53 vs. 2.43±0.32, P＜0.05），组织病理评分增加（11.50±1.05 vs. 8.33±1.03, P＜

0.05），结肠长度变短（4.90±0.32 vs. 6.21±0.34, P＜0.05）），肠黏膜通透性增加（2.76±0.12 

vs.1.47±0.11, P ＜ 0.001 ），炎症因子表达升高（ P ＜ 0.05 ），肠上皮细胞凋亡增多

（1422.39±90.71 vs. 983.01±98.17, P＜0.001），增殖减少（4.97±4.25 vs. 22.51±8.22, P＜

0.05）。DSS 诱导的结肠炎小鼠经痛泻要方治疗后，结果与 Ucn2 类似。 

结论 CRH-R2 通过调控结肠炎小鼠肠上皮细胞迁移、增殖和凋亡激活肠粘膜抗炎应答，发挥抗炎

效应，痛泻药方通过调控 CRH-R2 在结肠炎小鼠黏膜修复过程中发挥作用。 

 
 

PU-0188 

PD-1 抑制剂对 TNBS 诱导肠炎小鼠肠道菌群及 

肠屏障作用的初步研究 

 
徐豪明

1
,聂玉强

1
,周有连

1
,黄红丽

2
,符峰乙桓

2
,何欢

1
,彭瑶

2
,禤文真

2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一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构建 TNBS 诱导的小鼠肠炎模型，利用 PD-1 抑制剂特异性阻断 PD-1/PD-L1 通路，观察

PD-1 抑制剂对 IBD 的作用及对肠道菌群和肠黏膜屏障的影响，为 IBD 的诊治提供一定的实验数据

和理论基础。 

方法  48 只 BALB/c 小鼠分为正常对照组、TNBS 模型组、TNBS+5-ASA 组和 TNBS+ PD-1 

inhibitor 组。TNBS 造模 24h 后每天给药，TNBS+5-ASA 组予 5-氨基水杨酸悬液灌胃，

TNBS+ PD-1 inhibitor 组予 PD-1 抑制剂腹腔注射，正常对照组和 TNBS 模型组予 PBS 灌胃；每天

记录小鼠体重、大便性状和隐血情况计算 DAI 评分。实验终点分离测量结肠长度，观察结肠损伤程

度；结肠组织石蜡包埋行 HE 染色观察炎症情况；ELISA 检测血液和肠组织相关细胞因子表达水

平；采集实验终点前小鼠粪便，利用微生物组 16s 高通量测序分析小鼠粪便菌群的变化；采用麻

醉、结扎肠段、FITC-Dextran 保留灌肠 30min 后取血清测荧光强度评估肠壁通透性；组织免疫荧

光及免疫组化观察肠屏障紧密连接蛋白的变化；最后综合相关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PD-1 抑制剂干预后肠炎小鼠 DAI 指数下降、结肠大体情况改善；2.PD-1 抑制剂干预后小鼠

肠炎病理改变较轻、血清 TNF-α 水平下降；3.PD-1 抑制剂干预后肠炎小鼠粪便菌群 α 多样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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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β 多样性趋于正常、产短链脂肪酸细菌和粘膜免疫相关细菌丰度上升；4.PD-1 抑制剂干预后肠

炎小鼠结肠紧密连接蛋白 ZO-1 和 Occludin 表达较增加、肠壁通透性下降。 

结论 1.PD-1 抑制剂可能有助于缓解 TNBS 诱导的肠炎小鼠的肠道炎症及疾病活动度；2.PD-1 抑制

剂可能有助于改善 TNBS 诱导的肠炎小鼠的肠道菌群，上调肠道菌群多样性，调整菌群结构，增加

产短链脂肪酸细菌和粘膜免疫相关细菌丰度；3.PD-1 抑制剂可能有助于改善 TNBS 诱导的肠炎小

鼠的屏障缺陷。 

 
 

PU-0189 

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铁水平变化 

 
顾燕萍,孙钦娟,钟岚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目的 了解胃、结肠恶性肿瘤患者体内铁水平变化情况。 

方法 对我院 2016-2017 年间胃、结肠恶性肿瘤患者回顾性研究，比较胃、结肠恶性肿瘤患者与正

常人群血清铁、铁蛋白异同。病例选择：试验组为我院 2016-2017 年间明确诊断胃、结肠恶性肿

瘤同时行血常规、血清铁、铁蛋白检查者。正常患者选取 2016-2017 年间我科诊断为肠易激综合

征、功能性腹痛、轻症急性胃肠炎、轻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同时行血常规、血清铁、铁蛋白检查者为

对照组。 

结果 胃恶性肿瘤组患者 93 例， 结肠恶性肿瘤组患者 96 例；正常对照组患者 95 例。胃恶性肿瘤

组存在贫血 39 例，占 42%，血红蛋白平均值 113.55g/l；血清铁低于我院正常值患者 46 例，占

49%，高于我院正常值患者 2 例，平均值 12.05 umol/l；铁蛋白低于我院正常值患者 26 例，高于

我院正常值患者 7 例，平均值 124.40 pmmol/L。结肠恶性肿瘤组存在贫血 49 例，占 51%，血红

蛋白平均值 103.30g/l；血清铁低于我院正常值患者 61 例，占 63%，高于我院正常值患者 5 例，

平均值 10.72umol/l；铁蛋白低于我院正常值患者 43 例，高于我院正常值患者 0 例，平均值

45.68pmmol/l。正常组人群存在贫血 3 例，占 3%，血红蛋白平均值 131.50g/l；血清铁低于我院正

常值患者 7 例，高于我院正常值患者 0 例，平均值 14.27umo/l；铁蛋白低于我院正常值患者 0

例，高于我院正常值患者 6 例，平均值 202.41pmmol/l。胃、结肠恶性肿瘤患者血清铁、铁蛋白较

正常人群明显下降（P<0.01）。 

结论 本实验发现，血清铁，铁蛋白两者相关性良好；与血红蛋白量值有一定相关性，可以较好的

代表体内铁水平变化。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合并贫血比例较高，绝大多数为缺铁性贫血。与正常人

群比较，胃，结肠恶性肿瘤患者体内铁水平有明显下降。此外，试验发现，胃，结肠恶性肿瘤组

中，血清铁下降比例明显高于贫血患者，部分患者无贫血表现，但存在血清铁水平下降。提示血清

铁是较血红蛋白更为敏感指标。国外有报道，对于年龄>70 岁患者，铁蛋白<10pmmol/l 提示胃肠

道肿瘤明显升高，视为一项独立危险因素。人群内铁水平下降需警惕消化道肿瘤可能，建议常规胃

镜，肠镜检查。 

 
 

PU-0190 

原发性肝淀粉样变性 1 例 

 
刘阳成,代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肝淀粉样变性（hepatic amyloidosis，HA）是一种罕见性临床疾病，，其病理特点是一些不

溶性纤维结构沉积于细胞间和(或)血管壁内，造成组织器官结构和功能改变，因染色后显微镜下表

现为淀粉样无定形基质而得名；淀粉样物质既可只累及单个器官，也可累及全身多个器官 (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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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肾脏、肝脏、消化道、神经系统等),临床表现多样，但其缺乏特异性的临床及影像学表现，漏

诊、误诊率极高。现报道我院收治的 1 例 HA 患者，以期提高临床工作者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超声引导下肝穿刺，肝组织刚果红染色光镜下观察: 肝小叶间肝细胞索严重萎缩, 被大量砖红

色的淀粉样物质取代, 肝实质萎缩, 诊断为肝淀粉样变。 

结果 确诊原发性肝淀粉样变性。 

结论 我国目前临床诊断率较低，临床上常常由于对其缺乏认识而导致无法确诊甚至误诊误治，早

期诊断有助于延长患者生存期，结合本例我们有如下体会: (1)临床发现体重减轻、肝肿大、肝功能

轻度异常的患者(特别是肝大与肝酶学异常不相符), 如伴碱性磷酸酶增高等, 要考虑肝淀粉样变的可

能. (2)肝淀粉样变患者可有肝功能轻度异常, 如本例表现为 ALT、AST 及 ALP 轻度升高, 但这些变

化均为非特异性，与淀粉样物质在肝脏沉积的程度无关.（ 3）B 超或 CT 对肝淀粉样变诊断不具有

特异性，但可提示病变。 

肝淀粉样变的惟一确诊手段是肝活检穿刺。综上所述，建议对临床上出现下列表现者，应高度怀疑

肝淀粉样变：（1） 肝脏肿大明显。（2） 碱性磷酸酶明显升高而其他肝功能受损较轻。（3）已

有其他部位原发性系统性淀粉样变的证据，必要时行 B 超引导下肝脏穿刺以明确诊断。 

本病目前无根治方法，多采用 MP 方案(马法兰+泼尼龙)，也可用多种抗癌药物联合化疗，但疗效

均不理想。有条件者可进行肝脏移植，自然病程在 1～5 年，预后较差。 

 
 

PU-0191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和红细胞分

布宽度值在鉴别结直肠良恶性肿瘤中的价值 

 
高峰

1
,陈万臣

1,2
,张杰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目的 评价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和红细胞分布宽度值在鉴别结直肠

良恶性肿瘤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到 2017 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消化内科和普外科就诊的结直肠良

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210 例结直肠良性肿瘤和 92 例结直肠恶性肿瘤患者入选。结直肠良性肿瘤组和恶性肿瘤组患

者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中位数分别为 1.87 和 2.61 (P＜0.05); 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中位数

分别为 115.56 和 157.32 (P＜0.05); 红细胞分布宽度值中位数分别为 42.00 和 43.05 fL (P＜0.05); 

癌胚抗原值中位数分别为 2.10 和 3.95 ng/ml (P＜0.05). 结直肠良性/恶性肿瘤线性回归方程= 0.445 

+ 0.003 * 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 + 0.002 * 癌胚抗原值 + 0.011 * 红细胞分布宽度值。预测结直肠

恶性肿瘤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曲线下面积，联合预测（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 癌胚抗原值和红细

胞分布宽度值）为 0.761 (95% CI, 0.701–0,821, P＜0.001), 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为 0.731 (95% 

CI, 0.669–0.794, P＜0.001), 癌胚抗原值为 0.729 (95% CI, 0.664–0,795, P＜0.001), 中性粒细胞与

淋巴细胞比值为 0.706 (95% CI, 0.642–0,771, P＜0.001), 红细胞分布宽度值为 0.606 (95% CI, 

0.535–0,677, P=0.003)。最佳诊断界限值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 癌胚抗原值,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

细胞比值和红细胞分布宽度值分别为 146.86, 3.15, 2.18 和 45.25。 

结论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和红细胞分布宽度值对结指肠良恶性肿

瘤的鉴别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可以为临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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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2 

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分析及预测模型建立 

 
赵淑磊,贾如真 

山东大学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分析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相关危险因素，建立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预测模型，指导治疗方式

的选择，评估内镜治疗术后是否需要追加外科手术或放化疗。 

方法 查阅自 2010 年 3 月到 2017 年 3 月于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立医院胃肠外科行手术治疗的胃癌

病人的术后病理报告，筛选出病理分期为 Tis 和 T1 期的早期胃癌共 286 例，并对肿瘤浸润深度进

行再次精确测量，按照浸润深度分为 m1、m2、m3、sm1、sm2、sm3 共 6 组。结合年龄、性

别、大小、病变位置、大体分型、组织分化类型、浸润深度、脉管侵犯、清扫淋巴结转移情况等信

息，统计相关危险因素，探讨各危险因素与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 

结果 1.本项研究共纳入 286 例早期胃癌患者，其中 54 例发生淋巴结转移，淋巴结转移率为

18.88%。 

2.浸润深度为 m1、m2、m3、sm1、sm2、sm3 的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率分别为：0%、3.20%、

4.30%、10.40%、31.80%、62.50%；高分化、中分化、低分化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率分别为：

3.30%、12.80%、26.50%；肿瘤大小直径＞2cm、≤2cm 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率分别为 34.60%、

9.50%；脉管侵犯阳性、阴性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率分别为 37%、17%。 

3.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大小、浸润深度、分化类型、脉管侵犯与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肿瘤浸润深度、分化类型、脉管侵犯为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独立危险因

素。 

4.建立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预测模型，P＝e
x
/1＋e

x，x＝-8.948＋0.772×分化类型＋1.221×浸润深

度＋1.447×脉管浸润，来计算淋巴结转移概率。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验证预测模型

应用价值，曲线下面积（AUC）为 0.878，渐近 95%置信区间（95%CI）为 0.827-0.928。 

结论 建立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预测模型 P＝e
x
/1＋e

x，x＝-8.948＋0.772×分化类型＋1.221×浸润

深度＋1.447×脉管侵犯。 

 
 

PU-0193 

非肥胖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脏及血管病变的影像学特点分析 

 
邵琮翔,叶俊钊,胡璇,李福曦,钟碧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比较非肥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和肥胖 NAFLD 患者影像学评估的肝脏

脂肪含量、硬度及外周血管病变等影像学参数，为非肥胖 NAFLD 早期评估肝脏脂肪沉积程度、肝

纤维化及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提供参考。 

方法 根据人体质量指数（BMI）定义，将腹部超声诊断的 NAFLD 患者分为非肥胖组（BMI＜

25kg/m
2）和肥胖组，检测人体学指标、生化指标，并进行基于磁共振的 DIXON/IDEAL 水脂分离

成像测量肝脏脂肪分数、二维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评估肝脏硬度值及双侧颈部血管彩超评估血管病

变。 

结果 连续性纳入 2015 年 1 月-2018 年 3 月我院 NAFLD 患者 202 例，其中非肥胖 NAFLD 组 62

例，肥胖 NAFLD 组 140 例。两组性别、年龄无差异，非肥胖 NAFLD 组人体学指标（BMI、腰

围、腰臀比、血压）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空腹胰岛素、肌酐、尿酸更低。

与肥胖 NAFLD 组相比，其全肝平均脂肪含量（13.62±7.38% vs. 18.03±8.50%, P=0.001）、全胰

平均脂肪含量[1.63 (1.03-2.42)% vs. 2.00（1.31-2.82）%，P=0.031]及前腹壁皮下脂肪厚度最大

径（21.57±6.67mm vs. 27.23±9.83mm, P<0.001）均较低，且两组患者全肝平均脂肪含量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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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0%-25%及大于 25%的比例具有差异（P<0.001）。但肝脏硬度、颈动脉内中膜厚度及

斑块检出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非肥胖 NAFLD 患者与肥胖 NAFLD 患者相比，基于影像学评估的肝脏脂肪含量更低，但二者

肝脏硬度值及外周血管病变程度无显著差异。 

 
 

PU-0194 

水交换用于结肠镜检查的 meta 分析 

 
徐秀芳,倪栋琼 ,陆玉萍,黄宣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现根据目前国内外文献报道，综合评估水交换技术用于结肠镜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检索 Cochrane 图书馆、EMBAsE、PubMed、Elsevier、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数据库中

有关水交换用于结肠镜治疗中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文献，并提取纳入研究的特征信息，计数资料

采用比值比(0R)，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差(MD)，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选择相应的效应模型，绘制漏斗

图评定有无发表偏倚。 

结果 共有 15 项 RCT 符合纳入研究标准，4569 例接受水交换结肠镜技术，5012 例接受注空气结

肠镜技术或注 CO2 结肠镜，1015 例接受水浸泡结肠镜技术，水交换结肠镜组为实验组，其余组为

对照组。水交换结肠镜组的腺瘤检出率、非麻醉无痛患者数、完全非麻醉结肠镜数、回盲部到达率

的 OR 值为 1.46（95%CI:1.32-1.63，P<0.00001），2.43（ 95%CI: 1.87-3.14, P<0.00001），

1.52（95%CI:1.20-1.91，P=0.0004），1.43（95%CI:1.11-1.83, P=0.005），均优于对照组；水

交换结肠镜的最大疼痛评分的 MD 值为-1.43 (95%CI:-1.86--1.01，P<0.00001)，可见明显较对照

组评分低；患者满意度的 MD 值为 0.20 (95%CI:0.05-0.35，P=0.01)，有统计学意义；腹部按压、

体位改变的 OR 值分别为 0.56 (95%CI:0.45-0.69,P<0.00001) ， 0.78 （ 95%CI: 0.61-0.99, 

P=0.04），略少于对照组；而在盲肠插管时间的 MD 值为 3.49 (95%CI:2.38-4.60，P<0.00001)，

示水交换结肠镜远较其他对照组操作耗时。各观察指标的漏斗图均基本呈现下宽上窄左右对称的图

形，提示无发表偏倚。 

结论 水交换结肠镜可明显提高腺瘤检出率、非麻醉下无痛患者数、完全非麻醉结肠镜数、回盲部

到达率及患者满意度，减轻最大疼痛评分值，减少腹部按压次数及体位改变需求，但同时延长了盲

肠插管时间。 

 
 

PU-0195 

DAAs 药物在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中的应用 

 
张传辉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的研发及临床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突破，该药物的应用显著提高了

慢性丙型肝炎的治愈率，其持续病毒学应答率高达 90%以上。 

方法 介绍我国目前已上市的 DAAs 药物治疗方案。 

结果 2017 年 WHO HBV/HCV 检验指南和 2017 年 AASLD/IDSA HCV 指南指出：选择 HCV 抗病

毒方案之前要评估基因型、肝病分期、DDI 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结论 对于我国目前而言，DAAs 上市时间过短，临床用药资料有限，因此，未来仍需大量基础研究

及临床数据来进一步评估其疗效及安全性，以达到让更多患者收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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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6 

circ5379-6 通过调节 PPARα 途径抑制肝癌细胞生长 

及转移的研究 

 
张馨月,张宁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我们之前的研究明确了 PPARα 对于肝癌细胞生长的影响，本研究旨在进一步探讨在

circRNAs 对 PPARα 以及肝癌细胞的影响。 

方法 通过生物信息学预测可能对 PPARα 有影响的 circRNAs，通过引物扩增、酶切、测序以及

PCR 和 Western Blot 来验证及筛选。通过细胞活性分析、细胞周期以及凋亡分析、细胞穿膜实验

等来探讨候选 circRNAs 对肝癌细胞生长的影响。通过裸鼠成瘤实验以及静脉注射转移模型来验证

circRNAs 对肝癌细胞的作用。 

结果 经验证，在肝癌细胞中 circ5379-6 与 PPARα 呈正相关。在肝癌细胞中过表达 circ5379-6 后

PPARα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也升高。与对照组相比，circ5379-6 能够减少肝癌细胞的增殖活

性、抑制肝癌细胞的迁移以及侵袭、诱导肝癌细胞的凋亡。体内实验表明，过表达 circ5379-6 组的

皮下成瘤重量及体积较对照组明显小，免疫组化表明过表达 circ5379-6 组的 MMP-9 蛋白表达下

调，Vimentin、N-cad 以及 E-cad 的表达上调。与对照组相比，尾静脉注射过表达 circ5379-6 肝癌

细胞组的肺泡组织中出现的转移病灶明显减轻。 

结论 在肝癌细胞中 circ5379-6 与 PPARα 呈正相关，circ5379-6 能够通过抑制细胞增殖、诱导凋

亡、抑制迁移及侵袭等方式抑制肝癌细胞的生长。 

 
 

PU-0197 

Exosomes in tumorigenesis, angiogenesis, metastasis, and 
drug resistance in cancer 

 
donghong ma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No. 254 Hospital of PLA 

 
Objective Extracellular vesicles include exosomes, microvesicles and apoptotic bodies. 
Exosomes, lipid bilayer membrane structures that are 30-100 nm in diameter, are secreted by 
almost all types of cells and play a key role in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 
Method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xosomes contain a large number of genetic material, such 
as nucleic acid (mRNAs, miRNAs and other non-coding RNAs), proteins, and so on. Exosomes 
can regulate the function of distant cells by releasing these materials and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ultiple cell types withi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Not only the contents of 
exosomes but also the components of their structure can affect distant cell signaling. Exosomes 
carry membrane transporters and fusion proteins that are important markers for identifying these 
vesicles. 
Results Tumor-derived exosomes have multiple effects on recipient cells, which can promote 
tumor cell migration, extracellular matrix remodeling, pre-metastasis formation, angiogenesis, and 
drug resistance.Therefore, exosomes have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for tumor diagnosis and 
drug delivery.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contents of exosomes and their structures affect many 
pathological processes, especially in tumor metastasis, and may be new target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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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8 

功能性便秘的生物反馈治疗及疗效评估 

 
胡美,周婷婷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和评估生物反馈治疗在功能性便秘患者中的治疗效果。 

方法 从 2013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收集在我院治疗的 50 例功能性便秘患者，其中男 19 人，女

31 人，年龄范围 25-65 岁，治疗前行直肠肛管测压并获取相应参数（直肠静息压、肛管静息压、

肛管最大收缩压、初次排便感觉阈值等），然后定期行生物反馈治疗，每周 2 次，持续 3 个月，治

疗后再次行直肠肛管测压，治疗前后进行临床症状评估，并对直肠肛管测压各项数值进行对比分

析。 

结果 行生物反馈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有效率 80%。行生物反馈治疗后，每位患者再

次所测直肠静息压、肛管静息压、初次排便感觉阈值较治疗前均有所下降（P＜0.05），肛管最大

收缩压较治疗前则有明显升高（P＜0.05）。 

结论 作为一种无痛苦、无创伤、无明显不良反应的治疗手段，对于功能性便秘患者而言生物反馈

治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PU-0199 

维生素 K 对接受 TACE 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 血脱羧凝 

血酶原水平的影响 

 
向谦,陈霞,陈旭平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丧失外科手术机会的原发性肝癌（HCC）患者首选治疗手段

之一。TACE 术后残存肿瘤细胞的缺血缺氧，可能分泌促进肿瘤血管生成的物质，导致治疗应答欠

佳。脱羧凝血酶原（DCP）是维生素 K 缺乏或被抑制，由肝癌细胞产生的异常凝血酶原，在肝癌

组织缺氧时合成增加。本研究拟评估静脉注射维生素 K 对接受 TACE 的 HCC 患者外周血中脱羧凝

血酶原（DCP）水平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于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就诊，丧失手术机会进展期原发性肝

癌 31 例，按 TACE 和维生素 K 联合治疗、单纯接受 TACE 治疗和单纯维生素 K 治疗三种不同干预

措施分组。其中 TACE 和维生素 K 联合治疗患者 12 例， TACE 组患者 11 例，维生素 K 治疗组患

者 8 例。比较各组治疗前 1 天、治疗后 1 周、治疗后 4 周血 DCP 水平变化，以及治疗后 4 周肿瘤

控制情况。 

结果 治疗 1 周后， 单纯接受 TACE 组患者 DCP 水平为 1072.0±379.8mAu/ml，较其他两组

（ 780.3±291.8mAu/ml ， P=0.030;663.5±179.4mAu/ml ， P=0.007 ） 和 接 受 治 疗 前

（774.2±283.4mAu/ml，P=0.024）出现了显著增高。治疗 4 周后，给予维生素 K 干预的两组患者

DCP 均较治疗前出现了显著下降（ 507.5±172.5mAu/ml ， P=0.019;373.1±102.1mAu/ml ，

P=0.001），但三组患者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122）。接受 TACE 治疗的两组患者肿瘤控制率

分别为 66.7%和 54.5%，优于仅接受维生素 K 患者（0%，P=0.0412），但两组之间未见统计学差

异（P=0.7495）。 

结论 TACE 术后 DCP 存在一过性增高，但可被维生素 K 抑制。在接受 TACE 治疗的 HCC 患者，

通过外源性补充维生素 K，可能抑制 TACE 术后病变缺血缺氧继发一过性的 DCP 增加，进一步提

高 TACE 抑制肿瘤效果，让部分患者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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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00 

基于 CRISPR/Cas9 敲除及激活人结肠癌细胞 HSF2 基因并探究

HSF2 在黏膜损伤修复中的作用机制 

 
许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利用 CRISPR/Case9 HSF2 基因敲除/激活质粒敲除/激活人结肠癌细胞株（HCT-116）中热休

克转录因子 2（HSF2）的表达，构建出 HSF2 基因敲除的稳定细胞株/增加细胞 HSF2 的表达，分

析探讨 HSF2 对细胞增殖及肠道黏膜损伤修复相关细胞因子、蛋白表达的影响及相关信号通路的研

究。 

方法 1.选用人结肠癌细胞株（HCT-116）为研究对象，利用 CRISPR/Cas9 基因敲除质粒 HSF2 

CRISPR/Cas9 KO 质粒和 HSF2 HDR 质粒共转染 HCT-116 细胞/HSF2 激活质粒 HSF2 CRISPR 

Activation 质粒转染 HCT-116 细胞，构建出 HSF2 基因敲除/激活的稳定细胞株，将细胞分为正常

对照组、敲除/激活组和敲除/激活阴性对照组； 

2.对比各实验组细胞的生长增殖情况并通过凝胶电泳 PCR 检测各实验组 TGF-β1 mRNA 的表达，

ELISA 检测细胞培养上清液中 TGF-β1 表达水平变化情况。 

3.向敲除组细胞培养基中加入人重组 HSF2 蛋白，Western Blot 检测正常对照组、敲除组、加入

HSF2 重组蛋白组和激活组中 Occludin、Smad2 的表达情况。 

结果 1.HSF2 基因敲除组与激活组细胞分别经凝胶电泳 PCR、测序及 Western Blot 结果证实

HSF2 基因敲除/激活成功； 

2.与正常组及阴性对照组相比，敲除组细胞增殖活性较明显下降，激活组则明显的上升。 

3.检测各组细胞培养上清液中 TGF-β1 的表达量发现敲除组 TGF-β1 表达量下降而激活组的则明显

增加。 

4.向敲除组中加入人源 HSF2 重组蛋白，正常对照组、敲除组、加入重组 HSF2 蛋白组和激活组中

Occludin、Smad2 蛋白表达差异明显。 

结论 1.HSF2 基因敲除/激活后能影响 HCT-116 细胞的生长，与正常对照相比，敲除组细胞增殖明

显下降，而激活组的细胞增殖活性则明显上升。 

2.HSF2 基因敲除组细胞的 Occludin 的表达量较正常对照组的表达量略有下降，激活组与加入重组

HSF2 蛋白组则明显增加，说明 HSF2 与肠黏膜屏障相关蛋白 Occludin 的表达量存在正相关关系。 

3.HSF2 敲除组细胞的 TGF-β1、Smad2 蛋白表达量较正常对照组减少，而激活组明显增加，说明

HSF2 可以通过增加 TGF-β1 的释放，激活下游信号通路 Smad2 的表达，以促进肠道黏膜的损伤

修复。 

 
 

PU-0201 

溃疡性结肠炎血液高凝状态检测方法评估 

 
韩蕾,缪应雷 

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血栓栓塞性疾病（TEs）是溃疡性性结肠炎（UC）的肠外表现之一，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

全。TEs 与 UC 患者外周血处于高凝状态有关，本研究对比常规凝血功能检测和血栓弹力图

（TEG）两种方法检测 UC 患者血液高凝状态的临床价值及分析血液高凝状态的危险因素，为 UC

患者血液高凝状态检测和预防性抗凝治疗提供更多的临床依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我院就诊的 UC 患者为试验组，健康志愿者为对

照组，比例为 5:1。检测两组常规凝血功能和 TEG，常规凝血功能包括 PT、APTT、TT、FBG、

D-Di、FDP、AT-Ⅲ、PLT。任一检测方法检测为血液高凝状态者，需完善血管超声和胸腹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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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试验组均需完善电子结肠镜和病变肠粘膜病理检查，以病检发现病变肠粘膜血管微血栓形成

作为判断血液高凝状态的金标准。同时两组需完善 ESR、CRP 和 PCT。评价常规凝血功能检测和

TEG 检测 UC 患者血液高凝状态的临床价值和对血液高凝状态的危险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本次试验组共入组 102 例，对照组 20 例。试验组血液高凝状态检出情况：常规凝血功能检测

50 例，TEG 检测 28 例，符合金标准诊断 30 例；对照组两种方法均未发现血液高凝状态； 常规凝

血功能检测血液高凝状态的灵敏度为 80%，特异度为 63.89%，阳性预测值为 48%，阴性预测值为

88.46%，准确率为 68.63%，漏诊率为 20%。TEG 检测血液高凝状态的灵敏度为 76.67%，特异

度为 93.06%，阳性预测值为 82.14%，阴性预测值为 90.54%，准确率为 88.24%，漏诊率为

23.33%；经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病变范围、疾病程度、糖尿病、糖皮质激素、结肠手术

史、血栓史、吸烟均是 UC 患者血液高凝状态的危险因素。 

结论 TEG 检测 UC 患者血液高凝状态的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准确率明显高于常规凝血功能检

测，但两者灵敏度、阴性预测值、漏诊率相差不大，TEG 可作为临床上检测 UC 患者血液高凝状态

的一种可靠方法。疾病程度、病变范围、糖尿病、糖皮质激素、结肠手术史、血栓史、吸烟均是

UC 患者血液高凝状态的危险因素，UC 患者病变范围越广、疾病程度越重，存在血液高凝状态的

可能性越大。 

 
 

PU-0202 

Recent progress on the effects of non-cirrhotic liver as a 
worse condition for the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yan liu

1
,Hao Wu

2
,Ling-Xiao Wu

2
,Jian-Ping Gong

2
 

1.Chengdu Fifth People's Hospital 
2.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is the fifth most frequently reported malignancy and it is 
also the second most common cause of cancer that leads to deaths worldwide. Although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mos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develop from cirrhotic livers, increasing 
observations suggest that HCC is closely related to non-cirrhotic chronic liver (NCL-HCC). This 
review mainly focuses on the advances in NCL-HCC. 
Methods This review includes data from peer-reviewed articles and journals. PubMed database 
was utilized as the primary source of the supporting literature to this review article on the latest 
advances in NCL-HCC. Comprehensive and high sensitivity search strategies were performed to 
search related studies exhaustively up till 2016. We critically and independently assessed over 
100 recent publications written on this topic according to the selection criteria and quality 
assessment standard. We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studies published in high impact 
journals that address the use of the surgical techniques mentioned in the article in well-known 
institutions. 
Results HCC in the absence of cirrhosis exhibits several interesting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including a male preponderance with older age. The incidence of HCC ranges from 1.7% to 54% 
in different geographic areas. Non-cirrhotic HCC is primarily linked to HCV and NAFLD. 
Compared to HCC in liver cirrhosis (LC), HCC in NCL is larger, well differentiated, and less 
symptomatic, more frequently presents as a single tumor and lobular inflammation, and i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metabolic syndrome. HCC patients who have no evidence of cirrhosis and 
portal hypertension are suitable for surgical resection and may have uneventful postoperative 
recoveries. Surveillance and screening of non-cirrhotic HCC offers the best chance for a curative 
treatment. 
Conclusion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molecular mechanisms 
about non-cirrhotic HCC in this cohort will improve strategies for cancer prevention, prediction, 
and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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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03 

硫代乙酰胺构建肝硬化大鼠模型的研究 

 
孙亮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硫代乙酰胺构建肝硬化大鼠模型的可行性及具体方法流程。 

方法 造模——20 只大鼠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腹腔注射 TAA 溶液，对照组同时注射等

量生理盐水。 

样本采集——造模 8 周后，提取肝组织，固定于 4%多聚甲醛溶液。另各取 30mg 肝组织分别提取

RNA 与蛋白质。 

包埋切片： 

（1）固定：将组织样本浸没于 4%多聚甲醛溶液固定 24 h。 

（2）脱水：取出已经固定的肝组织块，随后置入浓度梯度酒精中，75%酒精、85%酒精、90%酒

精、95%酒精、100%酒精Ⅰ、100%酒精Ⅱ中先后脱水过夜、2h、2h、1h、30min、30min。 

（3）透明：无水乙醇二甲苯、二甲苯Ⅰ、二甲苯Ⅱ中先后透明 5 至 10min，实时观察透明效果。 

（4）浸蜡包埋：石蜡Ⅰ、Ⅱ、Ⅲ中分别浸蜡 1h 后包埋。 

（5）修块：使蜡块形状规整便于切片。 

（6）切片：连续切片，片厚为 4μm。 

（7）摊片：将切片漂浮于 40℃温水表面使其展平，然后用载玻片捞起。 

（8）烤片及保存：载玻片放进 60℃烘箱内烘烤，后室温保存备用。 

苏木素-伊红（HE）染色： 

（1）二甲苯Ⅰ、Ⅱ中先后脱蜡 10 min。 

（2）100%酒精Ⅰ、100%酒精Ⅱ、95%酒精、85%酒精、75%酒精先后脱二甲苯 5min。 

（3）蒸馏水漂洗 5 min 

（4）苏木素染色 3 至 8 min，流水稍稍冲洗。 

（5）1%盐酸酒精溶液分化 30 sec（实时观察分化效果），流水稍稍冲洗。 

（6）1%氨水溶液返蓝 30sec，流水稍稍冲洗。 

（7）伊红染液染色 1 至 3min。 

（8）95%酒精Ⅰ、95%酒精Ⅱ、100%酒精Ⅰ、100%酒精Ⅱ中先后脱水 5 min。 

（9）二甲苯Ⅰ、Ⅱ中各处理 5 min 和 10min。 

（10）中性树胶封片固定，室温保存。 

masson 染色： 

（1）将组织固定于 4%多聚甲醛溶液，脱水包埋。 

（2）切片脱蜡至水后，用重铬酸钾媒染剂处理组织 12 至 18h。 

（3）Weiger 氏铁苏木素染 5 至 10 分钟， 1%盐酸酒精分化，流水冲洗后返蓝。 

（4）丽春红酸性品红液染 5 至 10 分钟，以蒸馏水快速漂洗。 

（5）磷钼酸水溶液处理 3 至 5 分钟。 

（6）苯胺蓝液复染 2 至 5 分钟。 

（7）1%冰醋酸处理 1 分钟。 

（8）95%酒精脱水多次，无水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中性树胶封闭固定。 

结果 病理结果证实，对照组无肝硬化，而实验组均有不同程度肝硬化表现。 

结论 通过适当的造模方法，硫代乙酰胺可用于大鼠肝硬化模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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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04 

非肥胖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脏脂肪沉积危险因素分析 

 
邵琮翔,叶俊钊,胡璇,李福曦,钟碧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比较非肥胖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和肥胖型 NAFLD 患者影像学评估的

肝脏脂肪含量差异，为非肥胖 NAFLD 的早期诊断及肝脏脂肪沉积程度的评估提供参考。 

方法 根据人体质量指数（BMI）定义，将腹部超声诊断的 NAFLD 患者分为非肥胖组（BMI＜

25kg/m
2）和肥胖组，检测人体学指标、生化指标，并进行基于磁共振的 DIXON/IDEAL 水脂分离

成像技术测量肝脏脂肪分数。 

结果 连续性纳入 2015 年 1 月-2018 年 3 月我院 NAFLD 患者 202 例，其中非肥胖 NAFLD 组 62

例，肥胖 NAFLD 组 140 例。两组性别、年龄无差异，非肥胖 NAFLD 组人体学指标（BMI、腰

围、腰臀比、血压）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空腹胰岛素

(FINS)、肌酐、尿酸(UA)更低。与肥胖 NAFLD 组相比，其全肝平均脂肪含量（13.62±7.38% vs. 

18.03±8.50%, P=0.001）较低。非肥胖 NAFLD 组，肝脏平均脂肪含量与胰腺平均脂肪含量

（ r=0.415，p=0.002）、腰围（ r=0.302， p=0.019）、ALT（ r=0.473，p＜ 0.001）、AST

（r=0.341，p=0.009）正相关。肥胖 NAFLD 组，肝脏平均脂肪含量则与前腹壁皮下脂肪厚度最大

径（ r=0.321，p=0.001），ALT（ r=0.385，p＜0.001），FINS（ r=0.296，p=0.001），UA

（r=0.272，p=0.002）正相关。以基于磁共振的 DIXON/IDEAL 水脂分离成像技术测得的肝脏脂肪

分数为标准，诊断非肥胖 NAFLD 组肝脏平均脂肪含量大于 10%的 AST、全胰平均脂肪含量、

FINS 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67、0.743 和 0.639；诊断肥胖 NAFLD 组肝脏平均脂肪含量大

于 10%的 ALT、FINS、UA 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74、0.773 和 0.744。 

结论 非肥胖 NAFLD 组肝脏平均脂肪含量与胰腺平均脂肪含量、腰围、ALT 和 AST 相关。AST、

全胰平均脂肪含量、FINS 对非肥胖 NAFLD 肝脏脂肪沉积程度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PU-0205 

胃原发恶性黑色素瘤 1 例分享 

 
潘晓林,朱振华,熊一峰,舒徐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胃原发恶性黑色素瘤是一种罕见的高度恶性肿瘤，应该与转移性胃恶性黑色素瘤、胃低分化

腺癌、胃其他原发性肿瘤及转移瘤等相鉴别。我们拟通过对 1 例胃原发恶黑色素瘤患者的报道，提

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通过回顾 2016 年 7 月 11 日考虑―上消化道出血‖入住我科，最后确诊为胃原发恶性黑色素瘤

患者 1 例，分享该罕见病的临床特点。 

结果 患者男性，73 岁，因―黑便 4 天‖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入院。既往 4 年前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病史，接受正规治疗。入院后实验室检查提示血红蛋白 88g/L，肿瘤指标 CEA、CA199 及 AFP 均

未见明显异常。胃镜检查提示胃底可见一直径约 1.0cm 粘膜隆起，表面有溃疡，覆薄白苔，底呈蓝

黑色（图 A）；超声胃镜提示病变起源粘膜层，回声较低，不均匀，考虑胃粘膜隆起（黑色素

瘤？）。病理提示（胃底）恶性黑色素瘤，免疫组化：HBM45（+），Melan-A（+），S100

（+），幽门螺杆菌（-）。结合以上结果，目前考虑胃恶性黑色素瘤（图 B）。为区分原发或继

发，进一步查体提示眼睛、皮肤、口腔等部位未见明显黑色素瘤病灶，同时肠镜及全身骨扫描均未

见明显病灶。然而，胸腹部 CT 提示左肺上叶及肝多发占位，考虑恶性肿瘤，转移瘤可能性大，胃

底软组织密度影（图 C）。综上，最后确诊为胃原发恶性黑色素瘤并出血。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34 
 

结论 恶性黑色素瘤来源于局部黑色素细胞的恶性变，是一种侵袭性极强的高度恶性肿瘤，转移多

见。临床上多见于 30 岁以上成人，好发部位主要为皮肤、眼、外阴，其次为直肠、肛门、生殖

道、食管等。胃原发性恶性黑色素瘤极为罕见，多见于 27-60 岁成人，男性多见，临床上常有上腹

不适、上消化道出血等表现。本例诊断为原发性胃底恶性黑色素瘤的依据是：（1）临床及影像学

均支持胃原发性肿瘤， 本例做了全身系统的影像学检查未发现胃以外的其他病变；（2）形态学符

合恶性黑色素瘤的典型特点；（3）免疫组化显示肿瘤细胞 HMB45、S-100 强阳性，而其他上皮标

记阴性。 

 
 

PU-0206 

低能量疗法（low energy therapy）治疗急性胰腺炎 

20 例临床分析 

 
陈立冬

1
,张连峰

1
,孙国兴

2
,于蕊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低能量疗法‖（low energy  therapy）在治疗急性胰腺炎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2013-2017）应用低能量疗法治疗病例 20 例，其饮酒所致者 12 例，胆囊

炎、胆囊结石所致者 2 例，高脂血症所致者 3 例，兼有饮酒及胆囊疾病者 3 例，20 例中均无胆道

梗阻。20 例患者血脂明显升高，其中 5 例为乳糜血清。BMI）者 18 人，20 人均有腹痛，其中需入

院止痛治疗者 11 人，板状腹者 2 人。入院时 20 人均有腹胀、肛门未排便排气。心率〉100 次/分

者 19 人。发热者 10 人。入院后我们给予禁食水、抑酸、补液，胃肠减压、应用生长抑素，液体复

苏初期以 5%的葡萄糖、生理盐水、林格氏液、复方氯化钠为主，根据病人症状、尿量调整液体的

用量，严密检测血糖，对于血糖〉11mmol/L 者葡萄糖、胰岛素比例按 3:1 加，力争使血糖控制在

6—8mmol/L.输液量以口渴缓解，尿量＞500ml/12h 为基准，并密切观察尿素氮、肌酐及白蛋白的

变化，对于肌酐、尿素氮降低者我们给予补充氨基酸，白蛋白下降者我们给予静脉补充白蛋白。一

日总能量的补充尽量减少至最低治疗过程中我们密切观察心率及症状的变化。维持电解质稳定，若

病人有进食欲望可嘱其进流质饮食，并加用胰酶肠溶片改善消化功能。对体温升高、有感染迹象者

我们应用抗生素，抗生素选择首选头孢三代+奥硝唑。感染严重者我们改用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结果 20 例病人治疗后病情均得到有效控制，具体表现为心率逐渐下降，腹胀好转，所有病人腹痛

症状在 24 小时内均有效控制。9 例热病人应用抗生素后 8 例 3 天内体温至正常，1 例体温持续不

降，改用亚胺培南 3 天后降至正常，20 例病人均好转出院，无一例转化为重型，无一例应用空肠

营养管。 

结论 急性胰腺炎胰腺被大量破坏，因此能量的代谢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以往治疗认为，急性胰腺

炎时，能量的补充是治疗的重要措施，早期易静脉补充足够的能量，并尽早给予肠内营养，但我们

认为于胰腺炎患者能量代谢紊乱，往往并发高糖、高脂血症，体内的能量不能有效利用。这时再给

予过多的能量，会加重这种紊乱。并且输入过多的葡萄糖和能量可致血糖升高，增加感染的机会，

给予足够的液体和较低的能量，体内过多的脂肪可迅速被代谢掉，因此低能量治疗急性胰腺炎的优

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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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07 

实验性结肠炎小鼠结肠黏膜菌群的变化及云母的调节作用 

 
张碧碧,王梦瑶,练丽玲,孟立娜,吕宾 

浙江中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目的 观察 TNBS 诱导的实验性结肠炎小鼠结肠黏膜菌群的变化，探讨其在结肠炎发病中的作用以

及云母的调节作用。 

方法 将 30 只清洁级雄性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和云母组，每组 10 只。第一

天，模型组和云母组采用 TNBS 法制备结肠炎小鼠模型；第二天起对照组和模型组予生理盐水灌

肠，云母组予云母混悬液灌肠，连续 3 天，于第 5 天处死小鼠，留取标本。观察小鼠一般状况、结

肠大体及病理损伤情况，使用 16SrDNA 测序法检测结肠黏膜菌群的变化。 

结果 1、一般情况：模型组疾病活动指数评分较对照组显著升高，云母干预后评分显著降低。2、

结肠大体观察：模型组肠管变粗变短，可见明显充血糜烂并伴有多发溃疡；云母组损伤较模型组明

显减轻，多表现为散在充血、糜烂。结肠病理观察：模型组黏膜见不同程度溃疡和坏死，大量炎症

细胞浸润累及黏膜及黏膜下层；云母组较模型组则明显减轻。大体和病理损伤评分：模型组较对照

组均明显升高，云母干预后评分明显降低。3、16SrDNA 测序法检测结肠黏膜菌群的变化：1）模

型组较对照组结肠黏膜菌群物种的丰度下降、多样性增加，云母干预后，黏膜菌群物种丰度升高，

多样性进一步增加。2）在细菌门水平上，模型组结肠黏膜菌群中厚壁菌门降低，变形菌门及拟杆

菌门升高；云母组较模型组厚壁菌门升高，变形菌门和拟杆菌门减少。3）在细菌属水平上，模型

组结肠黏膜菌群中芽孢杆菌属、类芽孢杆菌属、肠球菌属、噬碱菌属较对照组明显减少，云母干预

后均有所升高；埃希杆菌/志贺杆菌属在对照组未检测到，模型组显著升高，云母组显著下降，有

明显变化趋势。 

结论 实验性结肠炎小鼠结肠黏膜菌群丰度降低、多样性升高；在细菌门水平上，厚壁菌门降低，

变形菌门及拟杆菌门升高，在细菌属水平上，肠内优势菌(芽孢杆菌、类芽孢杆菌等菌属)数量减

少、有害菌(埃希杆菌/志贺杆菌菌属)数量增加。云母对小鼠肠道菌群的丰度和多样性具有调节作

用，可增加肠道优势菌种，减少有害菌对肠黏膜侵袭，从而减轻肠黏膜损伤。 

 
 

PU-0208 

胃癌淋巴结转移风险预测模型建立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李妍,金碧莹,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本研究目的为探究胃癌淋巴结转移的风险因素，并建立相关的风险因素预测评估模型，并进

一步探究其对胃癌预后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进行手术切除的胃

癌患者，共 476 人。回顾性分析这 476 例患者的病例记录，获得它们的实验室检查数据，包括血

浆纤维蛋白原含量（FIB）、血常规数据[ 淋巴细胞计数（LYM）、中性粒细胞计数（NEU）、单

核细胞计数（MONO）、红细胞计数（RBC）、血红蛋白含量（HGB）、血小板计数（PLT）、

血小板平均体积（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DW）]、肿瘤标志物和血浆白蛋白含量（ALB），

并调取患者的临床病理数据。首先初步筛选与胃癌淋巴结转移有关的因素，然后将这 476 例患者随

机分为初筛组和验证组两部分，使用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建立预测模型，利用这一模型评估转

移风险因素，并在验证组进一步验证。其次，因为肿瘤标志物数据不完整，再次在 247 例做过肿瘤

标志物检测的患者中进行亚组分析，再次建立风险预测模型。 

结果 通过回顾性分析发现，FIB、PDW、HGB、MPV 和 ALB 在胃癌转移组和非转移组存在显著差

异。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的转移风险预测评分方程：FPA=0.604*FIB+0.162*P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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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ALB-1.684。截断值-0.04996，据此分为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ROC 下面积（AUC）在初筛

组、验证组和综合组分别是 0.7583, 0.7038 和 0.7312。分数高的患者转移风险更大。 Kaplan-

Meier 生存分析显示高风险组预后更差，5 年的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更低。然后我们在 247

例具有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的患者中，综合纳入患者的 FPA 得分、TNM 分期和肿瘤标志物，再次

使 用 Logistic 回 归 分 析 得 出 的 转 移 风 险 预 测 方 程 ： Z=-0.534*FPA+0.003*ferrintin-

0.009*CA125+4.355*TNM-8.23，AUC 为 0.943，远远高于单纯的 FPA。截断值为 0.3286。高风

险组转移可能性更大，5 年的总体生存率和无复发生存率更低，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术前 FPA 模型能有效预测胃癌淋巴结转移的风险，并且也有一定的预后价值。当综合分析患

者的 TNM 分期、FPA 得分和肿瘤标志物，预测意义更大，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PU-0209 

急、慢性酒精暴露对小鼠肝损伤的作用 

 
杨冰冰

1
,胡纯秋

2
,胡永迪

2
,储兰兰

2
,徐德祥

2
 

1.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 

 

目的 探讨两种不同时间和方式的酒精暴露对小鼠肝脏损伤作用，并分析两者之间差异。 

方法 将 C57BL/6J 小鼠分别通过单次给予 50%（V/V）乙醇溶液（4 g/kg 体重）灌胃和 Lieber-

DeCarli 酒精液体饲料喂养 6 周来建立急、慢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检测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和血脂水平；肝脏称重，并计算肝指数；采用 HE 染色观察肝脏病理学变化；检测肝脏丙

二醛（MDA）和还原性谷胱甘肽（GSH）水平；RT-PCR 方法检测氧化酶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

磷酸氧化酶（Nox4）、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和 NADPH 氧化酶 P67phox 亚基的 mRNA 水

平。 

结果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急、慢性酒精组小鼠肝脏指数均有增加趋势，且慢性酒精组

［（5.47±0.08）%］有显著差异（P<0.05）；两酒精组小鼠血清 ALT 和甘油三酯（TG）水平均

显著增加（P<0.05），其中慢性酒精组 ALT 水平［（69.60±0.10）U/L］增加更为明显

（P<0.01）；HE 染色结果显示两酒精组小鼠肝组织均有受损，其中慢性酒精组小鼠肝损伤组织

学、脂肪变性及炎症坏死程度较急性组均表现更严重；两酒精组小鼠肝脏 GSH 含量［分别为

（39.41±5.86）、（28.23±3.12）mmol/L］均低于各自对照组［分别为（ 57.50±2.97）、

（36.14±1.54）mmol/L］（P<0.05），MDA 含量［分别为（0.53±0.01）、（0.55±0.02）

mmol/L］均较对照组［分别为（0.45±0.02）、（0.41±0.01）mmol/L］明显升高（P<0.05）。急

性酒精组小鼠各氧化酶相关基因 mRNA 表达水平均无显著差异 (P>0.05)，慢性酒精组小鼠 iNos 

mRNA 水平（2.45±0.16）较对照组（1.00±0.14）显著上调（P<0.05）。 

结论 结论 两种不同时间和方式的酒精暴露均可造成小鼠肝损伤，其中液体酒精饲料诱发的小鼠慢

性肝脏损伤更为严重。 

 
 

PU-0210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肠道真菌多样性分析 

 
杨妙芳,黄泽鑫,杨钊,季洪赞,吴晓蔚,魏娟,施慧,陆恒,陈简,蒋康,袁柏思,冯晓玥,万海军,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肠道菌群通过肠－肝轴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 ITS

测序分析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肠道真菌的多样性特点及其与肝脏病变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纳入 2017 年 5 月～12 月本院门诊就诊的 20 例 NAFLD 患者,并选取同期本院体检中心

20 例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收集入选对象的人口学资料、血清及粪便样品，分别进行血常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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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生化学检测及粪便 ITS 测序。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
2检验。采用

Logistic 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统计分析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1.一般情况：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上无明显差异（P ＞0.05）；NAFLD 组的体质指数

（BMI）、腰围、尿酸、血糖、AST、ALT、GGT、TC、TG 及 LDL 的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P ＜0.01）；多因素分析提示 TG、TC 及 BMI 是 NAFLD 发病的独立危险因子。 

2.肠道真菌多样性分析：NAFLD 组粪便中真菌的多样性指数明显增加（P ＜0.01）。系统菌群谱

分析发现，在较高级的门水平，NAFLD 组以未分类的真菌丰度增高为主（P <0.01）；在纲、目、

科、属水平，NAFLD 组较健康对照组相比，座囊菌纲、格孢菌目、煤炱菌目、格孢菌科、球腔菌

科、链格孢菌属、支孢菌属的丰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1）；

在种水平，NAFLD 组患者肠道内新增加了 37 种真菌，其中，大部分是条件致病菌，例如毛孢子

菌、杜氏念珠菌（致病性）、隐球菌，以及植物病虫害菌等；另外，新增的菌种还包括一些参与发

酵的真菌，例如，啤酒酵母菌和清酒酵母菌等（P <0.01）。 

3.肠道真菌菌群失调与肝脏纤维化指数分析：NAFLD 组患者根据 NAFLD fibrosis score ( NFS )分

为两个亚组：纤维化亚组（NFS＞0.675）和无纤维化亚组（NFS＜0.675），纤维化亚组患者粪便

中毛孢子菌、杜氏念珠菌、隐球菌的丰度显著高于无纤维化亚组(P < 0.001）。 

结论 NAFLD 患者肠道真菌多样性显著增加，其中致病性真菌以及发酵相关的真菌的丰度明显增

高，并与肝脏纤维化密切相关，提示 NAFLD 患者存在肠道真菌菌群失调，肠道真菌可能参与

NAFLD 发生、发展。 

 
 

PU-0211 

MPST 通过 PI3K-AKT 信号通路抑制肠道上皮细胞凋亡 

影响炎症性肠病发展 

 
张洁,李檬,厉有名,虞朝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上皮细胞凋亡是炎症性肠病（IBD）重要的发病过程，但其机制不详。据报道气体 H2S 可作为

信号分子参与 IBD 的发展，但其作用存在争议，而 3-巯基丙酮酸转移硫酶（MPST）为内源性 H2S

催化酶之一，它在 IBD 中的表达和功能从未被研究报道过。本研究旨在探究 MPST 在 IBD 发生发

展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在临床组织标本中，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正常人、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患者

结肠组织中 MPST 蛋白的表达情况；在体水平上，在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的小鼠肠炎模型中检

测 MPST 表达；在体外模型中，利用 TNF-α 刺激 HCT116 细胞构建炎症及凋亡模型，通过靶基因

沉默及敲入观察 MPST 敲低及过表达对炎症、凋亡、氧化应激及 H2S 产生的影响。 

结果 在正常组织肠道中，MPST 主要分布在肠道黏膜及腺体，CD 患者及 UC 患者 MPST 表达显著

下降。DSS 诱导的急性肠炎模型中及细胞模型中 MPST 基因转录及翻译均明显下调。在肠炎细胞

模型中，沉默 MPST 诱导炎症因子（TNF-α、IL-17、IFN-β 等）及趋化因子（IL8、MCP1、ICAM

等）表达显著增多，而其过表达则可缓解炎症；沉默 MPST 诱导 ROS 生成增多，caspase3/7 活

性显著上调，LDH 分泌增多，早期凋亡细胞（Annexin V
+
/PI

-）比例明显上调。虽然 MPST 可催化

H2S 生成，但在沉默 MPST 组，内源性 H2S 生成增多，再给予 NAHS 处理后，炎症加重，上皮凋

亡增多。在机制方面与沉默 MPST 通过抑制 PI3K-AKT 信号通路，下调 BCL-XL 表达，诱导

caspase 家族激活（caspase9、caspase8、caspase7 及 caspase3），最终导致上皮细胞凋亡。 

结论 MPST 在 IBD 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生物学作用，主要通过调控上皮细胞凋亡及细胞炎症，可

能通过 PI3K-AKT 信号通路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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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12 

基于血清代谢组学的非肥胖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磷脂 

代谢特点初步分析 

 
邵琮翔,叶俊钊,胡璇,李福曦,钟碧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磷脂代谢异常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发病密切相关，但既往研究中纳入的 NALFD 患

者主要为肥胖患者，且研究结论不一。本研究分析非肥胖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血清代谢组

学中磷脂代谢的特点及差异代谢物与临床特征的关系。 

方法 根据人体质量指数（BMI）定义，将腹部超声诊断的 NAFLD 患者分为非肥胖组（BMI＜

25kg/m
2）和肥胖组，检测人体学指标、血脂、空腹血糖、尿酸、肝酶学和肝代谢等生化指标，应

用超高效液相色谱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对血清样本进行磷脂代谢组学分析。将数据导入

Progenesis QI 软件中化学物结构的鉴定，，并导入 EZinfo 进行主成分分析（PCA）及正交偏最小

二乘法判别分析鉴定含量具有统计学差异的代谢物。 

结果 前瞻性纳入年龄性别匹配的超声确诊 NAFLD 患者 50 例，其中非肥胖 NAFLD 组 25 例，肥胖

NAFLD 组 25 例以及健康对照组 20 例。非肥胖 NAFLD 组患者人体学指标（BMI、腰围、腰臀比、

血压）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尿酸较肥胖组更低（p 均<0.05）。脂质组

学合计鉴定化合物 2394 种，显著差异化合物 20 种（p 均<0.05），包括鞘磷脂（SM）、磷脂酰乙

醇胺（PE）、磷脂酰胆碱（PC）。非肥胖 NAFLD 组，SM（d34:2）与总胆固醇正相关

（ r=0.694，p=0.038），PE（35:0）与甘油三酯（ r=-0.91，p=0.001）和高密度脂蛋白（ r=-

0.761，p=0.017）负相关，PC（40:5）分别与总胆固醇（r=0.726，p=0.038）和低密度脂蛋白

（r=0.728，p=0.026）正相关，PC（34:1）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负相关（r=-0.774，p=0.009），

而在肥胖组中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磷脂代谢物 SM（d34:2）、PE（35:0）、PC（40:5）、 PC（34:1）与非肥胖 NAFLD 临床

特征相关，且该相关性独立于肥胖 NAFLD，提示非肥胖型 NAFLD 具有特有的磷脂代谢特征。 

 
 

PU-0213 

贲门失迟缓症经 POME 治疗后的护理体会 

 
王姣姣,王慕芸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总结 POEM 治疗贲门失弛缓症患者的护理体会及经验,为临床行微创手术后患者护理提供参

考 。 

方法 将 2017 年本科室（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大坪医院消化内科）所患贲门失迟缓且做

POME 治疗患者入组，共 22 例，男 14 例，女 8 例，年龄 24-55 岁，平均 38.5 岁，大多数患者存

在典型的贲门失迟缓症状：吞咽困难、胃食管法流、胸骨后疼痛，体重减轻等。上诉患者均符合

POME 治疗条件，在我科内镜中心行全麻下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均成功，平均手术时间

90min，术后护理严密监测生命体征，重点观察其并发症：劲部和胸前气胸和气腹；胸腔积液；出

血；感染。常规术后三天流食饮食，术后两周进半流质饮食，术后约一周出院。术后并发症为

25%，出院后 6 个月、1 年、2 年随访。后期恢复情况尚可。 

结果  成功行 POME 数 22 例，术后一周出院，出院后 6 个月及 1 年、2 年随访。 

结论 POME 治疗贲门失迟缓症的近期有效率高，并发症发生率低，特别是没有严重并发症发生。

此项技术集微创、精细、风险为一体，其创伤小、恢复快，广大患者极易接受。但是其高风险给内

镜医生、护士及术后护理有较高要求。通过内镜下行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患者的检查及治疗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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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和护理，术前的心理护理、术中的准确配合、术后护理病情观察，是 POME 术成功的必要条

件。 

 
 

PU-0214 

抗抑郁治疗对老年功能性消化不良疗效的影响 

 
梁国栋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目的 分析抗抑郁治疗对老年功能性消化不良疗效的影响。 

方法 抽取我院于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11 月收治的 73 例老年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为研究对象。

选用抑郁症状自评量表（SDS）、焦虑症状自评量表（SAS）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根据评估结果

将患者分成常规组（40 例）和抑郁组（33 例）2 个组别。给予两组常规治疗，抑郁组增加抗抑郁

治疗，观察患者的疗效、心理状态变化、不良反应发生率及生活质量变化。 

结果 抑郁组总好转率、抑郁及焦虑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均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抗抑郁治疗用于老年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疗效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及生活质

量。 

 
 

PU-0215 

难治性肝脓肿 1 例 

 
魏新亮,难治性肝脓肿 1 例,史晓盟 

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肝脓肿治疗。 

方法 个案报道。 

患者刘某某，男，54 岁，主因间断发热 20 余天入院。患者缘于 20 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体

温最高达 40℃，伴畏寒、乏力、食欲不振，伴皮肤巩膜黄染，无腹痛腹胀，当地上腹部增强 CT 考

虑肝脏右后叶多发脓肿。经治疗仍间断发热。查体：T 37.5℃，腹略膨隆，上腹部压痛，肝脾未

及，Murphy 征阴性；腹部叩鼓音，肝区无叩击痛，肠鸣音正常存在。 

结果 正规治疗后效果满意。 

结论 需掌握适应症及拔管时机。 

 
 

PU-0216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血清脂联素的表达意义 

 
魏新亮,郭瑞雪,王卫卫 

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测定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血清脂联素水平，分析其与肝脏生化指标、胰岛素及血脂间的

关系。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3 月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二科住院的原发性胆汁性肝硬

化患者 15 例和 20 例健康对照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血清脂联素及相关的临床生化参数变化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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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血清脂联素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原发性胆汁性肝硬

化组患者血清脂联素水平与 HOMA-IR、胰岛素水平负相关（ r=-0.771，P=0.012，r=-0.70，

P=0.024；），脂联素水平与 ALT、AST、TBIL、GGT、ALP、TBA、CHE 呈正相关（r=0.931， 

P=0.006； r=0.943，P=0.005； r=0.815，P=0.039； r=0.829，P=0.042； r=0.943，P=0.005；

r=0.823，P=0.044；r=0.927，P=0.013），脂联素水平与凝血酶原时间负相关（r=－0.829，

P=0.042）。 

结论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时脂联素升高，主要与胆汁淤积相关，同时，脂联素起到保护性作用。 

 
 

PU-0217 

ERCP 术取石与外科手术治疗胆总管结石的对比研究 

 
周晓东,章圆圆,洪军波,刘志坚,周小江,朱亮,李国华,陈幼祥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长期随访研究，对比内镜下括约肌切开和外科手术治疗胆总管结石的手术情况及

近远期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如结石复发等，分析比较两种治疗方式的优劣，有利于指导临床选择合

理的治疗方式。 

方法 随访 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在我院消化科或普外科住院治疗的胆总管结石患者 350

例，按照最终接受的治疗分为内镜治疗组（A 组）和外科手术组（B 组），其中 A 组纳入 185 人，

B 组纳入 165 人，并进行长期的随访研究，对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麻醉时间、解除

梗阻的时间、胆道感染、结石复发等手术情况和近远期并发症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350 例胆总管结石患者中，有 302 例获得完整的随访资料，平均随访 72.99 月。外科手术组

的平均住院天数明显长于内镜治疗组（P＜0.05）；两组的手术费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外科手术组的解除梗阻的时间长于内镜治疗组（P＜0.05）；外科手术组的麻醉时间及手

术时间均较内镜治疗组明显延长（P＜0.05）；外科手术组的手术出血量多于内镜治疗组（P＜

0.05）。外科手术组合并出血、高淀粉酶血症、胆管炎、胆漏、切口感染分别为 3 例(2.2%)、0

例、0 例、3 例(2.2%)、6(例 4.5%)，内镜治疗组分别为 1 例(0.6%)、1 例(0.6%)、1 例(0.6%)、0

例、0 例，两组差异无显著性（P＞0.05）；外科手术组合并急性胰腺炎的 0 例，内镜治疗组的

6(3.6%)，差异有显著性（P＜0.05）；外科手术组的远期结石复发的有 37 例（27.6%），内镜治

疗组的有 40 例（23.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外科手术组的胆管癌的有 2 例

（1.5%），内镜治疗组的有 0 例，无显著差异（P＞0.05）。进一步对结石复发的可能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胆总管直径≥15mm、多发结石与结石复发明显相关。 

结论 EST 治疗胆总管结石的手术出血量、手术时间、麻醉时间少于外科手术组，对于急性胆管炎

的患者，EST 可以以更快的时间解除梗阻。EST 治疗胆总管结石的远期并发症如结石复发、胆管

癌等低于外科手术胆总管取石。远期并发症结石复发的危险因素是多样的，本研究发现结石数量、

胆总管直径≥15mm 与远期结石复发相关，并未证实与 EST 有关。我们认为 EST 取石不管从近期

并发症，还是从远期并发症考虑，都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胆总管结石治疗的方案。 

 
 

PU-0218 

AMA 阴性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1 例 

 
张丽霞,卢莎莎,史晓东,季慧范,郭晓林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提高对 AMA 阴性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诊治，减少漏诊及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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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报道 1 例 38 岁男性患者，因―间断腹部不适、乏力、尿色加深 10 天‖于 2014 年入我科。既往

糖尿病病史 10 年，当时于内分泌科住院期间发现肝功 GGT 升高，腹部彩超提示脂肪肝，诊断为

―脂肪肝‖，未系统诊治。否认饮酒史。否认长期药物服用史。 

结果 查体未见明显异常。辅助检查：（2006-05 内分泌科） GGT 243.5U/L，腹部彩超：脂肪肝。

（2010-11 内分泌科）  GGT 255U/L，腹部彩超：脂肪肝。（2014-01 我科）血常规：PLT 

59×10^9/L；肝功：AST 51U/L，ALT 133U/L，γ-GT 519U/L，总胆汁酸 70.1umol/L；血脂：TC 

6.51mmol/L，LDL-C 3.59mmol/L；甲、乙、丙、戊肝病原学均阴性。血清铁、铜、铜蓝蛋白、血

铅、免疫三项、甲功三项、甲胎蛋白、尿常规、便常规+潜血、肾功未见明显异常。自身免疫性肝

病抗体阴性（抗 Gp210、抗 Sp100、抗线粒体 M2/M2-3E 抗体均阴性）；AMA、cANCA 及

pANCA 阴性。ANA 系列中抗平滑肌抗体 1:320（之后复查为 1:1000）。腹部彩超：肝硬化、胆囊

炎、脾肿大。磁共振肝脾平扫：1.肝硬化，脾大，少许腹水；肝内信号欠均匀 2.胆囊壁水肿。胃

镜：食管静脉曲张（中-重度），慢性胃炎-非萎缩性。肝脏瞬间弹性成像：肝脏硬度 11.1KPA，脂

肪衰减 230db/m。眼科裂隙灯：双眼未见 K-F 环。肝组织病理：结节性肝硬化。诊断为肝硬化失

代偿期，考虑自身免疫性肝病可能性大，出院后一直口服―优思弗 250mg 3/日、丹参灵芝丸 20 粒

3/日‖，转氨酶基本正常，但乏力及腹部不适仍间断出现。2016 年于我院肝胆外科行原位肝移植

术，术后全肝病理于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病理会诊：1、肝组织内有大小不一假小叶形成，呈混

合结节性肝硬化；2、汇管区炎性纤维组织增生，有浆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及淋巴细胞浸润，有界

面炎，可见旺织性胆管炎，小胆管被胶原变性的结缔组织包绕，汇管区范围不同程度扩大。综上，

明确诊断为 AMA 阴性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结论 当临床上遇到肝功 GGT 升高为主，腹部彩超提示脂肪肝时，应注意排除具有特定脂肪肝性质

的肝病如 PBC；若 AMA、抗 Gp210、抗 Sp100 均阴性，自身免疫抗体中单一抗平滑肌抗体

（SMA）阳性时应及早行肝组织病理，对早期诊断、治疗及预后至关重要。 

 
 

PU-0219 

幽门螺旋杆菌相关胃炎中 MMP-7 的分泌对细菌定植 

及炎症程度的影响 

 
吕一品,滕永生,刘毓刚,郝传杰,庄园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目的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是微需氧型、棒状、弯曲、的革兰阴性杆菌，主要

在在胃部和十二指肠部定植。近年研究证明，幽门螺杆菌可引发人群中不同程度的急性或慢性胃

炎，少数发展为消化性溃疡和胃癌。MMP-7 是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成员之一，几乎能降解间质中

的各种蛋白成分,破坏肿瘤细胞侵袭的组织学屏障，在肿瘤侵袭转移中起关键性作用，而其在炎症

中的作用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阐明。我们将在幽门螺杆菌相关胃炎中，研究其分泌的 MMP-7 对

胃炎微环境中幽门螺杆菌的定植以及炎症程度的影响。 

方法 收集临床胃炎标本（H.pylori 阳性、阴性各约 70 例）以及对小鼠进行 H. pylori 灌胃诱导胃

炎，取标本提组织 RNA、蛋白，通过定量 PCR、蛋白免疫印迹分别检测其 MMP-7 在 RNA 及蛋白

水平的表达情况。提组织 DNA，通过 16S 检测胃炎标本中 H.pylori 定植量，并检测 MMP-7 表达水

平，探究其相关性。体外，利用 H.pylori 刺激胃上皮细胞系（AGS），检测 MMP-7 在 mRNA 及蛋

白水平变化，研究 H.pylori 感染下，胃上皮细胞分泌 MMP-7 的情况，并明确其调控通路。体内，

通过 H.pylori 灌胃构建小鼠胃炎模型，取 MMP-7 基因缺陷小鼠及野生型小鼠胃组织，提 DNA，检

测 H.pylori 定植情况，并做胃组织的病理切片，研究在 H.pylori 感染下，MMP-7 对细菌定植及炎症

程度的影响。 

结果 胃炎患者及灌胃诱导的小鼠胃炎标本中，MMP-7 在 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在 H.pylori 阳性组高

于 H.pylori 阴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此外，H.pylori 上调 MMP-7 的表达依赖毒力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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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gA，并且经 ERK 信号通路介导。此外，在小鼠胃炎模型中发现，MMP-7 可以促进胃炎中

H.pylori 的定植以及加重炎症进程。 

结论 H.pylori 感染可通过 ERK 通路诱导胃炎组织高表达 MMP-7，进而破坏胃组织学屏障，促进细

菌定植，加重炎症进程。 

 
 

PU-0220 

在 CT 小肠造影中应用甘露醇与聚乙二醇两种中性对比剂的 

成像效果评价研究 

 
郑梦琪,左秀丽,季锐,曾庆师,张岩,张明明,李月月,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比较在计算机断层扫描小肠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enterography, CTE)中应用等渗甘露

醇溶液与聚乙二醇电解质溶液两种中性口服对比剂的成像效果，评估两种对比剂对成像质量的影

响。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5 月于我院进行 CTE 检查且年龄处于 18-75 岁的患者，按随机

数字表法随机分为等渗甘露醇溶液组和聚乙二醇电解质溶液组。所有病人均按试验要求摄入两种肠

道对比剂并行腹部及盆部 CT 双期增强扫描，所有数据导入独立的影像工作站进行冠状位的影像重

建。以剑突-耻骨联合连线和髂前上棘连线将重建图像分为四个象限，在盲法原则指导下由两位有

丰富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分别对所得图像进行定量、定性判断和四分法评分。评价内容包括各象限的

肠腔最大充盈度，肠腔充盈比例，肠腔内容物匀质性，肠壁可见度，以及充盈剂是否到达回盲部和

肠道整体充盈质量。所有入组病人在检查完毕后均接受一项问卷调查，以评估对比剂的副作用情况

以及病人的耐受情况。对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 Mann-Whitney 检验辨别两组间的数据差

异。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40 例患者，其中等渗甘露醇溶液组 20 例，聚乙二醇电解质溶液组 20 例。影像

学评价结果显示等渗甘露醇溶液组与聚乙二醇电解质溶液组在各象限的肠腔最大充盈直径上无统计

学差异。两组在肠腔充盈比例，肠腔内容物匀质性，肠壁可见度等方面的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两

组充盈剂的回盲部到达率均为 100%。肠道整体充盈质量评分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聚乙二醇电解质溶液与等渗甘露醇溶液作为 CTE 检查的肠道对比剂均可以达到良好的成像效

果，为临床提供了更多的对比剂选择。 

 
 

PU-0221 

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患者临床不同治疗方案 10 年疗效评估 

 
陈平,苏秉忠,丛春莉,王宏霞,张彤,任建军 

内蒙古医科大学 

 

目的 评估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CCL)患者临床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  

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 10 年期间收治我院的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 3107 例，按

治疗方案分为三组，即开腹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术（OC+OCBDE 组）、十二指肠镜逆行胰

胆管造影胆总管取石+腹腔镜胆囊切除术（ERCP+LC 组）和腹腔镜胆囊切除+胆总管切开取石术

（LC+LCBDE 组），对三组患者手术的适应症、成功率、术中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处理和疗效等

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1）三组患者中，选择 ERCP+LC 治疗的患者中并发重症胆管炎/感染性休克例数占该组病

人总数的 6.40%，明显多于其他治疗组所占的比例（OC+OCBDE 组占 1.17%、 LC+LCBDE 组占

2.0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
=6.602，12.350，P 均<0.05)；选择 ERCP+LC 治疗的患者中合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43 
 

并有冠心病和肺心病的患者比例明显高于选择其他治疗方法的比例，占 29.98%，和 OC+OCBDE

组（12.24%）和 LC+LCBDE 组（15.36%）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5.411，6.731，P 均

<0.05)，而合并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三组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2）在选择治疗方

案时 LC+LCBDE 组和 OC+OCBDE 组胆总管直径分别为（11.12±4.78）mm 和（13.90±4.21）

mm，均明显扩张，二者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 ERCP+LC 组胆总管直径为（7.98±2.18）

mm，和前两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 < 0.05）；（3）从患者发病入院到选择治疗的时间

OC+OCBDE 组，LC+LCBDE 组，ERCP+LC 组分别 2.12±0.13，3.05±0.91，3.10±0.81，三组比

较无明显差异（F=5.781，P=0.535）；（4）我院 964 例 LC+LCBCE 患者，56 例中转开腹手术，

成功率 94.19%，860 例 ERCP+LC 患者，31 例中转开腹手术，12 例中转腹腔镜手术，手术成功

率 95.10%；OC+CBDE 组手术全部顺利完成，包括其他治疗方法过程中被迫中转开腹的患者，成

功率 100%； 

结论 对于合并急性重症胆管炎/感染性休克的患者，以及胆总管无扩张、结石单发或小的结石患者

首选内镜微创治疗，尤其选择 ERCP 是首先的一项处理措施，而胆囊择期手术切除。 

  
 

PU-0222 

血浆置换在重度药物性肝损伤中应用的临床分析 

 
刘卉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观察及评估血浆置换对药物性肝功能损伤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分析 2012 年 2 月至 2017 年 7 月我院药物性肝损伤肝脏损伤分级达 3、4 级的患者，对比血

浆置换治疗组与常规治疗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结果  血浆置换治疗组共计 24 例患者，3 级肝功能损害患者 19 例（79.17%），4 级肝功能损害患

者 5 例（20.83%），总体治疗有效率 91.67%；平均住院天数为 24±6.52 天。常规治疗组共计 22

例患者，3 级肝功能损害患者 18 例（81.82%），4 级肝功能损害患者 4 例（18.18%），总体治疗

有效率 86.36%，平均住院天数为 42±8.73 天。常规治疗组与血浆置换治疗组在治疗前后的谷丙转

氨酶 ALT、碱性磷酸酶 ALP、总胆红素 TB 均有明显降低（P＜0.001）；而血浆置换治疗组对胆红

素降低更为突出，对 PT 亦有明显改善； 

结论 血浆置换治疗对于重度药物性肝功损伤的生化指标有明显改善，但血浆置换治疗对于临床治

疗有效率无显著提高，但可明显缩短平均住院天数，患者恢复快。 

 
 

PU-0223 

慢性乙型肝炎口服抗病毒治疗后 HBeAg 血清学转换 

相关肠道菌群标志物的筛选 

 
潘金水,秦磊,魏文军,曾玉丽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关于肠道菌群组成与慢性乙型肝炎（CHB）口服抗病毒治疗后疗效之间的相关性目前知之甚

少。本研究收集 CHB 患者的粪便标本并进行测序分析肠道菌群与疗效是否存在相关性。 

方法 收集抗病毒治疗前为 HBeAg 阳性 CHB 患者的粪便标本。在这些患者中，23 名经过 3 年以上

口服抗病毒治疗但 HBeAg 仍为阳性，其余 29 名患者在抗病毒治疗 3 年内出现 HBeAg 血清学转

换。收集粪便标本进行 16S rDNA 高通量测序。每个患者均进行 HBeAg、Anti-HBeAg 检测，以荧

光定量 PCR 法测定 HBV DNA。以定量生态学分析和机器学习方法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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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过传统方法分析，我们未能发现 HBeAg 血清学转换者（N 组）与 HBeAg 持续阳性者（P

组）等两组患者在肠道菌群丰度、组成等方面存在差异。借助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

（LASSO）以降低 16S rDNA 测序数据的复杂维度，并在 1000 多个 OTU 里面筛选出 28 个特征

OTU。测试发现 28 个特征 OTU 对训练集识别的准确率为 98%，对验证集识别的准确率为

92.5%。主成份分析显示 ALT/AST 与第一主成份存在显著相关性。 

结论 通过分析 HBeAg 仍为阳性者以及抗病毒治疗后出现 HBeAg 血清学转换者两类人群肠道菌群

的差异，我们筛选出与 HBeAg 血清学转换相关的肠道菌谱，可以对抗病毒治疗后能否出现 HBeAg

血清学转换进行准确的预测。 

 
 

PU-0224 

胰腺假性囊肿及包裹性坏死的内镜引流的比较 

 
刘方,李闻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比较胰腺假性囊肿及包裹性坏死的内镜引流效果。 

方法 收集了我院 2007.1-2017.10 年之间，对继发于急性或慢性胰腺炎、胰腺术后的胰腺假性囊肿

及包裹性坏死，进行了内镜下引流的所有患者。通过回顾性研究，比较两组患者内镜治疗的操作成

功率、治疗有效率、内镜治疗次数、放置支架数量、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复发率等有无差

异。 

结果 共有 23 例患者纳入该研究。其中胰腺假性囊肿 13 例，WON 10 例。所有治疗均在超声内镜

引导下进行并放置双猪尾塑料支架。内镜治疗距发病天数两组无统计学差异[120（78.5~170）vs 

159（107.5~239），P =0.32＞0.05]。穿刺位点选择（经胃壁、经十二指肠壁）两组无统计学差异

（Fisher 精确概率法，P =0.565＞0.05）。联合鼻囊肿引流管置入、内镜下胰腺坏死组织清创术两

组无统计学差异（15.4% vs WON 50%，P =0.092＞0.05；0% vs 20%，P =0.178＞0.05）。两组

内镜治疗次数无统计学差异[1（3-1）vs 1.5（8-1），P =0.055＞0.05]。两组支架放置数量有统计

学差异[1（3-0）vs 2（8-0），P =0.031<0.05]。 

内镜操作成功率、治疗有效率两组均无统计学差异（92.3% vs 90%，P =0.692＞0.05； 84.6% vs 

60%，P =0.197＞0.05）。两组治疗后并发症发生率（囊内感染、囊内出血、支架移位脱落、内瘘

形成等）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并发症处理（包括内镜下止血、支架调整、介入止血

等）两组无统计学差异（Fisher 精确概率法，P =0.409＞0.05）。 

治疗后住院天数两组有统计学差异[12（6.5~22.5）vs 22.5（13.75~60.5），P =0.042<0.05]，治

疗后病变消失所需天数两组无统计学差异[88.5（85.5~164.25）vs 128.5（50.75~327.75），P 

=0.457＞0.05]。 

治疗后复发两组无统计学差异（7.7% vs 20%，P =0.398＞0.05）。治疗失败或复发患者后续治疗

（经皮穿刺引流、经皮肾镜清创、胰肠吻合术等），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Fisher 精确概率法，

P =0.20＞0.05）。 

结论 与胰腺假性囊肿相比，胰腺包裹性坏死的内镜治疗，需要放置支架数量较多，且术后住院时

间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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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25 

心理干预对功能性便秘患者治疗效果的影响 

 
曹燕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功能性便秘是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也是典型的心身疾病。精神心理因素与功能性便秘的发

生密切相关，并与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致病机制复杂。本文探讨心理干预对功能性便秘患者的影响

和治疗作用。 

方法 选择我院收治的功能性便秘患者 64 例，入选标准：年龄 18—80 岁；性别不限。符合罗马Ⅲ

诊断标准：①首先满足以下两条或多条：≥25％的排便费力；≥25％的排便为块状或硬便；≥25％的

排便不尽感；≥25％的排便有肛门直肠阻塞感；≥25％需要手法辅助排便；每周排便<3 次。②不用

缓泻药物几乎没有松散大便。③诊断肠易激综合征(IBS)证据不充分。④便秘症状在诊断前 6 个月

出现，至少在近 3 月内有症状。排除标准：①患有肝肾功能障碍、胃肠道器质性病变、糖尿病患

者、癫痫和精神疾病史患者；②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③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将功能性便秘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32 人，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口服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舒泰清]（2A+2B 溶于 250ml 温水，

餐后 2h 服用，每日 3 次）；干预组口服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舒泰清]（2A+2B 溶于 250 ml 温

水，餐后 2h 服用，每日 3 次），同时对患者给予心理干预治疗。所有患者采用粪便 Bristol 评分

(BSC)和便秘患者症状自评量表(PAC-SYM)全面评估便秘程度,便秘患者生活质量自评问卷(PAC-

QOL)评价患者日常生活质量,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心理状态测评,分别于

治疗前、治疗 4 周后和治理 8 周后进行评分,分析对比两种治疗方式对上述指标的影响。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BSC、PAC-SYM、PAC-QOL、SAS 和 SDS 评分无明显差异。随着干预

时间的增加,两组患者各评分均呈显著下降的趋势(P ＜0.01)；治疗第 4 周及第 8 周干预组患者各评

分较对照组下降明显,具统计学差异(P＜0.01)；两组患者均无严重副反应。 

结论 心理干预不仅有助于改善便秘症状,还可以纠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使患者生活质量得到提

高。 

 
 

PU-0226 

中老年患者的结直肠腺瘤与代谢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崔秀芳,赵君宁,苏菡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目的 通过比较中老年不同类型结直肠腺瘤患者血脂水平、尿酸、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代谢

相关性指标，分析结直肠腺瘤发病的危险因素，并探讨中老年患者结直肠腺瘤发病与代谢因素相关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至 2017 年 785 例在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就诊的中老年患者，平均年龄

62.71±9.80 岁，根据肠镜诊断结果及病理诊断将纳入者分为正常肠镜组（272 例）、结直肠单纯性

息肉组（155 例）、结直肠腺瘤组（358 例）；收集所有纳入者住院资料并记录住院期间代谢指标

包括 TC、TG、LDL-C、HDL-C、UA、空腹血糖、HbA1c。 

结果 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BMI 指数、有胃肠息肉病家族史、糖尿病、高尿酸血症

是中老年结直肠腺瘤发病的危险因素。将所有纳入患者的检查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结直肠

腺瘤组患者年龄明显高于正常肠镜组（64.77±8.93 vs 61.28±10.53，P<0.001）和单纯性息肉组

（64.77±8.93 vs 60.42±9.47，P<0.001）。单纯性息肉组患者年龄与正常肠镜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与正常肠镜组比较、结直肠腺瘤组血清总胆固醇（5.15±1.05 vs 4.85±1.04 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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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0）、血尿酸（352.78±84.11vs 328.56±82.71μmol/L，P=0.000）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年龄与大肠腺瘤发病密切相关，好发于老年人。既往所认为性别、吸烟、饮酒、高血压病、

冠心病等常见结直肠腺瘤高危因素并未在本研究结果中体现。BMI 指数、胃肠息肉病史、2 性糖尿

病、总胆固醇水平、尿酸是结直肠腺瘤发病的危险因素。 

 
 

PU-0227 

AngⅡ、ACE2 和 Ang(1-7)在 TNBS 诱导的实验性结肠炎小鼠

中的变化及云母的保护作用研究 

 
沈梦蝶,张碧碧 ,王梦瑶,孟立娜,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AngⅡ、ACE2 和 Ang（1-7）在实验性结肠炎小鼠发病中的作用及云母的保护效应。 

方法 将 30 只 6-8 周、清洁级雄性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和云母组，每组 10

只。用 TNBS 法制备实验性结肠炎小鼠模型，模型组和云母组在造模第一天予 250mg/kg/d TNBS

灌肠进行造模，对照组予生理盐水 10ml/kg/d 灌肠；第二天起对照组和模型组予生理盐水

10ml/kg/d 灌肠，云母组予 180mg/kg/d 云母灌肠，连续 3 天后，造模第 4 天处死小鼠。留取各组

小鼠结肠组织，用免疫组化和 ELISA 的方法检测 AngⅡ、ACE2、Ang（1-7）和 IL-17A 的表达，

比较各组结肠组织中表达差异。 

结果  1）一般情况：对照组小鼠基本情况正常，体重逐渐增加。模型组小鼠出现蜷缩、懒动，体重

明显下降，肛门处有黑便粘附，伴有稀便、大便隐血阳性，部分出现血便。云母组小鼠体重下降、

大便性状及血便情况较模型组明显减轻。2）结肠大体损伤评分：对各组小鼠结肠大体损伤进行评

分，模型组结肠大体损伤评分较对照组明显增高(P＜0.01)，云母组损伤较模型组明显降低(P＜

0.01)。结肠病理损伤评分：模型组评分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0.01)，云母组较模型组明显下降(P

＜0.01)。3）各组结肠组织 AngⅡ、ACE2、Ang1-7 表达：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结肠组织中 Ang

Ⅱ表达明显升高（P＜0.01），而云母组较模型组明显降低（P＜0.01）。模型组结肠组织中 ACE2

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而云母组较模型组表达进一步升高（P＜0.05）。模型组结肠

组织中 Ang（1-7）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而云母组较模型组表达明显降低（P＜

0.01）。4）ELISA 检测小鼠结肠组织 IL-17A 水平：模型组和云母组 IL-17A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上

调（P 均＜0.01），云母组的表达较模型组明显下调（P＜0.01）。5）相关性分析：Pearson 相关

性分析表明，AngⅡ的表达水平与小鼠结肠组织大体损伤评分呈中度正相关（ r=0.524，P＜
0.05），与病理损伤评分呈高度正相关（r=0.909,P＜0.01）。 

结论 TNBS 诱导的实验性结肠炎小鼠发病中存在 AngⅡ与 ACE2、Ang（1-7）的失衡，云母减轻

炎症反应和肠道损伤。 

 
 

PU-0228 

服药依从性对幽门螺杆菌根除率的影响 

 
沈梦蝶, 李建勋,孟立娜,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发放服药日记卡及服药指导探讨提高服药依从性对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Hp）

根除率的影响。 

方法 纳入患者为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浙江省中医院就诊，经胃镜检查为慢性胃炎并伴

有 Hp 感染的初治患者。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分为铋剂四联、铋剂四联联合荆花胃康胶丸共 4 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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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含铋剂的四联方案（艾司奥美拉唑 20mg、胶体果胶酸铋胶囊 200mg、阿莫西林 1000mg、呋

喃唑酮 100mg），疗程 10 天；B 组，荆花胃康胶丸 240mg+含铋剂的四联方案，疗程 10 天；C1

组：荆花胃康胶丸 240mg，14 天；含铋剂的四联方案，10 天（d15-d24），总疗程 24 天；C2

组：含铋剂的四联方案，10 天（d1-d10）；荆花胃康胶丸 240mg，14 天（d11-d24），总疗程 24

天。四组方案均 2 次/天口服。入组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由医师详细告知服药剂量、服药时

间、注意事项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教育结束后，发放给患者一张包含详细服药方法的日记卡，

要求患者记录服药时间、服药剂量及期间出现的不适反应。治疗结束时交回日记卡，并提醒患者停

药 28 天后行 13
C 或 14

C 尿素呼气试验评估 Hp 根除情况。研究人员分别记录治疗前及治疗结束时

患者的临床症状，比较交回日记卡与未交回日记卡患者 Hp 根除率及两组治疗前后的症状积分变

化。 

结果  研究共纳入符合患者 314 例，发放服药日记卡 314 份，最终交回 217 份，回收率为

69.11%，交回日记卡患者服药量均≥80%，依从性较好。ITT 分析结果示，Hp 总根除率为 86.3%

（ 271/314），四组患者 Hp 根除率分别为 85.4%（ 70/82）、 88.0%（ 66/75）、 89.6%

（69/77）、82.5%（66/80），四组间根除率无明显差异（P＝0.586）。根据日记卡是否交回分为

交回组和未交回组。两组患者 Hp 根除率分别为 82.49%（179/217）、68.04%（66/97），交回组

根除率明显高于未交回组（P＝0.004）。治疗前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积分无明显差异(P＞0.05)；治

疗后，两组患者症状积分与治疗前相比均明显下降(P＜0.05)，且交回组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明显

高于未交回组(P＜0.05)。 

结论 发放服药日记卡告知患者按时按量规律用药可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良好的服药依从性可

明显提高 Hp 根除率，并显著改善临床症状。 

 
 

PU-0229 

澳洲茄碱对人胃癌细胞株 MGC-803 增殖、凋亡的影响 

 
蒋彬,李国庆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体外实验观察澳洲茄碱对胃癌细胞株 MGC-803 增殖的影响，并探讨澳洲茄碱是否可通过

调控 Bax、Bcl-2、Cas-3 基因的表达诱导胃癌细胞凋亡，为寻找胃癌新药提供新的视野。 

方法 以人胃癌 MGC-803 细胞株为研究对象，将澳洲茄碱按（5umol/L、10umol/L、20umol/L、

40umol/L、80umol/L）浓度作用人胃癌 MGC-803 细胞 24h、48h、72h，每浓度梯度设 5 个复

孔，通过 MTT 比色法检测计算各个组的增殖抑制率，通过计算得出 IC50 浓度，并根据 IC50 设置

阴性对照组、20umol/L、40umol/L、80umol/L 等不同浓度作为后续所有实验浓度且均处理 48h；

倒置相差显微镜观察各组细胞形态变化；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检测各组 Bax、Bcl-2 及

Cas-3 蛋白表达的变化情况。 

结果 MTT 结果显示：澳洲茄碱在一定浓度范围内（5umol/L、10umol/L、20umol/L、40umol/L、

80umol/L）作用于人胃癌 MGC-803 细胞 24h、48h、72h 的细胞增殖抑制率分别为 3.81%、

7.33%、11.14%、23.43%、81.15%；7.32%、11.81%、20.14%、39.56%、91.52%；14.22%、

21.94%、30.24%、61.41%、96.71%。倒置相差显微镜观察示：未经药物处理的阴性对照组，细

胞生长紧密，胞质饱满；各浓度实验组澳洲茄碱作用 48h 后，细胞出现生长减缓、细胞间连接消

失，细胞膜破裂，细胞形态不规则，80umol/L 浓度组最为明显，可见典型的细胞凋亡形态改变。

蛋白印迹法结果显示：通过 Western blot 可证实，在一定范围内，随着澳洲茄碱浓度的增加，凋亡

相关蛋白 Bax、Caspase-3 表达量增加，而凋亡抑制基因蛋白 Bcl-2 表达量减少，均以浓度为

80umol/L 的药物作用明显。 

结论 1、一定浓度的澳洲茄碱可以有效抑制人胃癌 MGC-803 细胞体外增殖，其作用呈剂量和时间

依赖性；2、澳洲茄碱可通过调控 Bax、Bcl-2 及 Caspase-3 的表达促进胃癌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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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30 

潘氏细胞通过产乙酸共生菌 Alloprevotella 对高甘油三酯性急性

胰腺炎中肠道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 

 
郭悦承,刘丽燕,陆颖影,黄春兰,曾悦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 

 

目的 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在急性坏死性胰腺炎（ANP）病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肠道菌群失调与

肠道屏障障碍有关。高脂血症显著加重了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肠道损伤与病理改变，但机制尚不明

确。在此，我们通过高甘油三酯血症合并急性胰腺炎的动物模型，检测了潘氏细胞及其分泌的抗菌

肽数量、共生菌 Alloprevotella 及其代谢产物乙酸的表达以及肠道上皮内 HDAC6-内质网应激-

C/EBPβ 通路的变化。 

方法 实验动物分为阴性对照组和潘氏细胞耗竭剂（双硫腙）组，在各组内设立假手术组、ANP

组、HTG 组和 HTG+ANP 组，通过逆行注射 3.5％牛磺胆酸钠注入胆胰管造 ANP 模型，分别在

6h、12h 和 24h 处死。通过组织病理学评分来评估胰腺和远端回肠的损伤。通过血清 D-乳酸和二

胺氧化酶活性（DAO）以及肠道上皮紧密连接蛋白表达情况评估肠屏障功能。通过 ELISA 分别测

定血清和组织中 TNFα，IL-1β 和 IL-17A 浓度来评估炎症反应。经荧光定量 PCR 扩增计算

Alloprevotella 数量。运用 16S rRNA 高通量测序研究高脂 ANP 组和高脂联合组粪便样品中肠微生

物群的变化。通过酶活性测定试剂盒测定 HDAC6 的活性水平。运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

MS）技术分析肠道粪便中短链脂肪酸乙酸的水平。通过 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化来测量溶菌酶、

α-防御素 5、内质网经典通路以及 C/EBPβ 的变化。 

结果 双硫腙显著加重了高脂 ANP 大鼠胰腺和回肠末端的组织病理损伤和肠道屏障功能障碍。ANP

大鼠中血清和末端回肠 TNFα，IL-1β 和 IL-17A 等炎症因子表达增加，与病理损伤改变一致。与假

手术组、ANP 组以及高脂 ANP 组大鼠相比，高脂 ANP 联合双硫腙组大鼠共生菌 Alloprevotella 和

乙酸表达显著减少，溶菌酶和 α-defensin5 表达水平也明显下降。潘氏细胞数量与肠道微生物群结

构以及微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肠道上皮内 HDAC6、内质网应激经典通路蛋白和 C/EBPβ 的变化

与肠道炎症反应以及肠道病理学变化也呈现相关性。 

结论 高甘油三酯加重急性胰腺炎的过程中，潘氏细胞可能经产乙酸共生菌 Alloprevotella 经其代谢

产物乙酸作用于肠道上皮细胞内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6（HDAC6），通过内质网应激通路相关的

C/EBPβ，调节促炎反应，参与肠道和胰腺损伤。 

 
 

PU-0231 

mHSF2 的原核表达载体构建、蛋白纯化及功能研究 

 
张爱芬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构建鼠源性 HSF2（mHSF2）原核表达载体，纯化 mHSF2 重组蛋白并研究其在体外是否具

有生物活性，能否进入细胞发挥生物学功能。 

方法 以 mHSF2 为模板，PCR 法扩增出全长 mHSF2 编码系列，用 BamHI 和 xhoI 对纯化产物和

pET-28a 载体进行双酶切，采用基因重组技术将 mHSF2 片段插入至 pET-28a 原核表达载体中。

测序正确后，将 pET-28a-mHSF2 重组质粒转入 BL21 中，利用 IPTG 诱导宿主菌表达 mHSF2，

考马斯亮蓝染色及 Western Blot 鉴定重组蛋白；用 Ni-NTA 亲和层析法分离重组蛋白，EMSA 鉴定

纯化重组蛋白是否具有生物活性；重组蛋白干预 Raw246.7 细胞，提取细胞总蛋白，Western Blot

评估重组蛋白能否进入细胞发挥生物学功能。 

结果 将鼠全长 HSF2 编码序列克隆到原核表达载体中，BamHI 和 xhoI 酶切鉴定片段约为 1500bp

（与目的基因大小 1554bp 相符），且 pET-28a-mHSF2 重组质粒测序正确。重组质粒转染 B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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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杆菌后在 IPTG 诱导下可表达 mHSF2。原核表达重组蛋白能与 His 抗体及 HSF2 抗体特异性

结合，鉴定重组蛋白为 mHSF2；EMSA 检测 mHSF2 与 HSE 结合情况，鉴定原核表达 mHSF2 具

有生物活性；用重组蛋白干预 Raw246.7 细胞后发现，mHSF2 能进入细胞发挥功能。 

结论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构建了 pET-28a-mHSF2 原核表达载体并表达可溶性 mHSF2；原核表达所

得到的 mHSF2 具有生物学功能，并可进入细胞内，为本课题组后续研究 HSF2 奠定实验基础。 

 
 

PU-0232 

MicroRNA145 对大鼠溃疡性结肠炎多药耐药基因 

（MDR1a）的影响 

 
张英剑,张腊梅,王萍,刘晓敏,李怡然,周新,张静,恒冰琳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元院区 

 

目的 探讨 miR-145 对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ulfate sodium, DSS）诱导的大鼠 UC 模型 MDR1a

的影响，研究 miR-145 在 UC 发生发展及药物敏感性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0g 的 SD 雄性大鼠 54 只，随机选 6 只作为对照组，给予自由饮用纯净水 7 天，其余

48 只均给予自由饮用 4%DSS 溶液 7 天造模，后随机分为 4 组（n=12 只）：造模组、美沙拉嗪小

剂量、大剂量治疗组、糖皮质激素治疗组。对照组和造模组给予纯净水灌胃 7 天，其余各组分别给

予小剂量（0.27 g/Kg）、大剂量（0.36 g/Kg）美沙拉嗪、醋酸泼尼松（5 mg/Kg）灌胃 7 天，各

治疗组在最后一次给药后 10 个时间点分别尾静脉采血用于血药浓度检测，随即处死所有大鼠，收

取标本。通过疾病活动指数（DAI）评分及血便情况将各治疗组分为有效组及无效组。结果用统计

软件 SPSS21.0 进行分析。 

结果 1. DSS 诱导的 UC 大鼠 miR-145 的相对表达量是正常大鼠的 0.3 倍（P<0.05）；与对应剂量

的治疗有效组比较，各无效组 miR-145 的相对表达量均明显降低（P<0.05）。 

2. DSS 诱导的 UC 大鼠 MDR1a 的相对表达量是正常大鼠的 7 倍（P<0.05）；且与对应剂量的治

疗有效组比较，各无效组 MDR1a 的相对表达量均明显升高（P<0.05）。 

3.与糖皮质激素有效组相比，无效组的泼尼松及泼尼松龙的药时曲线下面积 AUC(0-t)、AUC(0-∞)

均明显升高，平均滞留时间 MRT(0-t)、MRT(0-∞)均缩短，峰浓度 Cmax 均升高，清除率 CL 均降

低。美沙拉嗪大、小剂量均存在同样结果。 

4. 相关性分析结果示：各组大鼠结肠组织中 MDR1a 表达量与 miR-145 表达量呈负相关，R=-

0.822，P<0.05。各组大鼠血浆中 Cmax 的变化与 miR-145 的变化呈正相关，R=0.866，P<0.05。 

结论 1. miR-145 对结直肠粘膜起保护作用，其表达下调可能影响 MDR1a、P-gp 的表达及功能，

促进 UC 的发生发展。 

2. miR-145 的下调对 5-ASA 及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治疗 UC 的药物敏感性降低等方面起重要作用。

miR-145 可能具有生物标志物、治疗靶点的潜力。 

 
 

PU-0233 

益生菌联合多烯磷脂酰胆碱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 

临床疗效及相关机制的研究 
 

甘洪颖,郑丹,李晖,姜挺,吴凡,王君,吴江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肠道益生菌联合多烯磷脂酰胆碱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临床疗效及相关机制。 

方法 选取在我院消化内科住院治疗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性肝炎患者 100 例，排除酒精性脂肪肝、病

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及合并其他肝脏疾病患者；有明确胃肠道疾病或有心血管、呼吸、肾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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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系统的严重疾病者；妊娠及哺乳期妇女；有出血倾向的患者；患者近两周内使用过抗生素、

微生态调节剂、酸奶、胃肠动力药及其他可能影响肠道菌群的制剂。受试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

组，每组 50 例。两组患者均予以调整饮食、适当体育锻炼及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 456mg/次，3 次

/日。治疗组患者加用口服培菲康（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0.84g/次，3 次/日，治疗周期为 3 个

月。治疗前、后采用 ELISA 法分别检测患者肝功能、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

度脂蛋白、血清 LPS、IL-6 及 TNF-α 水平。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 ALT、AST、γ-GT、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

白、血清 LPS、IL-6 及 TNF-α 水平差异无显著性（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后，两组患者

ALT、AST、γ-GT、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及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P<0.01)，高密度脂

蛋白水平较前上升，且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更明显(P<0.05)；同时，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 LPS、IL-

6 及 TNF-α 水平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P<0.05)，且治疗组下降幅度亦较对照组更明显(P<0.05)。 

结论 益生菌可通过改善肠黏膜屏障完整性，从而降低肠源性内毒素水平，进一步减少血清 IL-6 及

TNF-α 等促炎因子的释放，改善肝功能及血脂水平，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PU-0234 

Treg/Th17 在大鼠 NSAID 相关小肠损伤中的失衡表达 

 
王梦瑶,练丽玲,孟立娜,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用双氯芬酸钠构建大鼠 NSAID 相关小肠损伤模型，观察大鼠肠系膜淋巴结中 Th17、Treg 细

胞比例及小肠组织中 Foxp3、RORγt 及 IL-6、TGF-β、IL-17A、IL-10 水平的变化，探究 NSAID 相

关小肠损伤的免疫机制。 

方法 将 20 只 SD 大鼠按数字随机表法分为 2 组，每组 10 只。对照组予 1ml·100g
-1

·d
-1生理盐水灌

胃；模型组予双氯芬酸钠 10mg·kg
-1

·d
-1灌胃，5 天后处死大鼠。对大鼠小肠进行大体及病理学损伤

评分；流式细胞术检测 Th17、Treg 比例，RT-qPCR、ELISA 法检测各组中 Foxp3、RORγt 及 IL-

6、TGF-β、IL-17A、IL-10 表达变化。 

结果 1、各组大鼠大体、病理损伤情况：模型组小肠黏膜见多发溃疡灶，周围黏膜充血水肿，偶见

腹腔内血性腹水，光镜下见模型组大鼠小肠绒毛水肿坏死，部分绒毛缺损、倒伏，上皮层坏死，固

有层水肿同时伴大量炎症细胞浸润；大体及病理损伤评分均显著升高（P 均＜0.01）。2、流式细

胞术检测 Th17 和 Treg 细胞比例变化：模型组 Th17 细胞占 CD4
+
T 细胞的比例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P＜0.05），Treg 细胞占 CD4
+
T 细胞的比例也明显增加（P＜0.05），但 Treg/Th17 比值显著下

降（P＜0.05）。3、RT-qPCR 检测大鼠小肠组织中 RORγt-mRNA 及 Foxp3-mRNA 表达：与对照

组相比，模型组 RORγt-mRNA 表达明显升高（P＜0.01），Foxp3-mRNA 表达水平也有所上升

（P＞0.05），但 Foxp3/RORγt 比值下降（P＞0.05）。4、Elisa 法检测小肠组织中 IL-6、IL-17A

及 IL-10、TGF-β1 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 IL-6、IL-17A 表达水平明显增加（P 均＜0.05），

IL-10 表达明显下降（P＜0.05），TGF-β1 表达有所下降（P＞0.05）。5、 Pearson 相关分析：

大鼠小肠大体及病理学损伤评分与 IL-6、 IL-17A 呈明显正相关 (P＜0.05)，与 Treg/Th17、

Foxp3/RORγt、IL-10、TGF-β1 呈明显负相关(P<0.05)。 

结论 大鼠 NSAID 相关小肠损伤中存在 Treg/Th17 变化，免疫失衡可能参与了 NSAIDs 相关小肠损

伤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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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35 

隐匿性慢性乙肝患者肝组织 NTCP 表达及其与 

慢性乙肝患者的比较 

 
王眭,亓文骞,徐严,张永贵,史静怡,王江滨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通过比较隐匿性慢性乙肝患者与慢性乙肝患者肝组织 NTCP 表达水平，从组织学探讨二者的

关系。 

方法 通过经皮穿肝活体组织学检查而诊断的 57 例 OBI 患者，肝组织病理炎症坏死评分参照

Knodell HAI 评分系统，纤维化评分参照 Ishak 评分系统。肝组织 NTCPmRNA 表达水平采用 Real-

time PCR 定量分析方法检测，GAPDH 作为内参对照。肝组织 NTCP 蛋白表达量采用 Western 

bolt 方法检测。 

结果 隐匿性慢性乙肝患者平均年龄大，ALT 平均水平相对低，而且肝组织 HBV DNA 定量以及肝

组织 Knodell HAI 炎症评分更低。与慢性乙肝对照组患者相比，隐匿性慢性乙肝组患者肝组织

NTCP mRNA 表达水平及肝组织 NTCP Western Blot 表达水平均明显下降。 

结论 隐匿性慢性乙肝患者与慢性乙肝患者的肝组织 NTCP 表达水平明显不同。 

  
 

PU-0236 

内源性大麻素系统参与肠屏障功能恢复与治疗 IBS 的机制研究 

 
陈飞雪,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肠道菌群失调已证实参与到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发病，口服益生菌可

定植于肠道上皮，调节肠道微生态，改善 IBS 症状。研究发现肠道黏膜上皮内源性大麻素系统

(endocannabinoid system,ECS)是一类起到神经性镇痛作用的神经化学系统，主要受体为

CB1\CB2，配体系统主要为 AEA 和 2-AG。 ECS 的激活可调节肠道屏障功能，且与益生菌的诱导

密切相关，但机制不清。本研究将探究 ECS 参与肠道屏障调节的具体机制。 

方法 以罗马Ⅲ诊断标准入组 IBS 患者为实验组，结肠镜检下钳取结肠各段肠黏膜上皮组织，同时

采集各患者自然排出的新鲜粪便样本上清，分别以免疫组化、细胞流式等方法检测上皮组织中 CB

受体的表达变化，用 ELISA 技术检测患者血清中 AEA/2-AG 含量，初步评估 ECS 活性，并与正常

组对照。培养 Caco-2 和 HT-29 肠上皮细胞株，分为四组，分别给予 ECS 激动剂 AEA 和 2-AG，

CB1、CB2 受体拮抗剂，临床试验中提取的 IBS 患者肠道菌群上清液孵育以及拮抗剂+肠道乳酸杆

菌（LB）活菌株悬液共培养，并以跨细胞电阻检测衡量其生理肠屏障功能，以 RT-PCR、

Western、细胞流式等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肠上皮细胞 CB 受体、肠上皮细胞间紧密连接蛋白

（Occludin、ZO-1）的表达改变，从而观察四组肠上皮细胞屏障功能变化。 

结果 初步检测发现，IBS 患者粪便上清液中 CB 受体表达量低于对照组，血清中 AEA\2-AG 含量亦

有降低。进行离体培养的四组肠上皮细胞，ECS 激动剂处理组检测得肠上皮屏障相关蛋白

Occludin、ZO-1 的表达无显著性差异；CB 受体拮抗剂组和 IBS 患者肠道菌群上清液孵育组的

Occludin、ZO-1 表达下降；进行 LB 共培养的上皮细胞组肠屏障功能可以逆转破坏的上皮功能，发

现 Occludin 蛋白的高表达。 

结论 肠道粘膜上皮 ECS 系统紊乱可能参与到 IBS 的发病机制中，而 IBS 患者肠道内菌群紊乱可能

通过影响肠上皮细胞 ECS 活性改变而参与导致 IBS 发病。益生菌口服定植肠道后，可通过调节肠

上皮细胞 ECS 系统活性而修复和保护肠屏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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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37 

Intra-Cavitary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a Novel 
Radiation-Free Method to Detect Abscess Associated 

Penetrating Disease in Crohn’s Disease 

 
Yujun Chen

1
,Ren Mao

2,3
,Baili Chen

2
,Xiaohua Xie

1
,Yao He

2
,Shuling Chen

1
,Ming Xu

1
,Xuehua L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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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5
,Xinming Song

6
,Zhirong Ze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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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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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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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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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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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Department of Medical Ultrasonic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3.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 and Nutrition， Digestive Diseases and Surgery Institute， 

Cleveland Clinic， Cleveland， USA 

4.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5.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phthalmology， Zhongshan Ophthalmic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6.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7.Department of Radiology， Hospital Clínic de Barcelona， IDIBAPS，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Barcelona， 

Spain 

8.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Sheba Medical Center & Sackler School of Medicine， Tel-Aviv University， 

Israel. 

 
Objective Penetrating disease is a common condition complicating Crohn‘s disease (CD). 
Establishing the presence of a fistula and the anatomical definition of the fistulous tracts are 
essential for deciding on appropriate treatment strategies. We aime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intra-cavitary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IC-CEUS) for the detection of fistulous 
tract associated with abscesses in CD patients. 
Methods  In this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consecutive CD patients with suspicion for an intra-
abdominal abscess, who were referred for US-guided aspiration were recruited. IC-CEUS was 
performed by injecting diluted contrast agent (Sonovue) into the abscess cavity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ultrasound-guided needle abscess aspiration and drainag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IC-CEUS in demonstrating the correct anatomy of fistulous tracts was evaluated using surgical 
and gross pathological findings as the gold standard. 
Results Thirty-on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IC-CEUS and subsequent surgery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All 31 patients were found to have fistulous/sinus tracts on surgical and 
pathological exploration. Overall, IC-CEUS demonstrated fistulous/sinus tracts in 26 of 31 
participants wit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86.7 % and 100%, respectively. Moreover, IC-CEUS 
correctly demonstrated fistulous/sinus tracts in 13 participants without delineation of 
fistulous/sinus tracts on CTE/MRE.  Combining IC-CEUS and CTE/MRE, the fistula/sinus tract 
was clearly demonstrated in 29 patients (93.5%, 29/31). No severe adverse events occurred 
during IC-CEUS procedure. 
Conclusions In this pilot study, IC-CEUS accurately delineated the anatomical definition of 
fistulous/sinus tracts associated with intra-abdominal abscesses in CD patients. As a radiation-
free and safe technique, IC-CEUS may be used as an alternative/adjunctive method to CTE/MRE 
for detecting penetrating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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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38 

Nucleoside analogues improve the short-term prognosis of 
HBV-related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but not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Chao Ye,Wenyuan Li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STC， Division of Life Sciences and Medicine，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nucleoside analogues (NAs) treatment in improving short-
term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BV-related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ACLF), and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to predict mortality. 
Methods In 132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HBV-related ACLF, 35 patients were in NAs treatment 
(NAs group) while 97 patients received NAs after admission (late NAs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2 months. Child-Turcotte-Pugh (CTP),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 
and MELD-Na scores with other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term mortality were evaluated. Logisitic 
regression, COX regression and Kaplan-Meier analysi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short-term mortality and overall survival. ROC analysis was used to validate 
diagnostic power of score systems and their simplification and combination with significant index. 
Results NAs group showed lower creatinine and higher serum sodium level with decreased rates 
in cirrhosis, gastrointestinal bleed and general complications. The mortality in NAs group was 
lower in each time point (P<0.001).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ed that only NAs treatment was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in 180-days and 1-year. PT was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overall 
survival with only slight influence. In ROC analysis MELD-Na performed better than CTP and 
MELD score. The bina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LD-Na score in cut-off value of 26 with 
combination of NAs treatment showed familiar diagnostic power with the MELD-Na score. 
Conclusions NAs improved short-term survival in HBV-related ACLF. NAs treatment might not 
be an independent factor to predict short-term mortality in 90 days. MELD-Na score has superior 
diagnostic power while its binary transformation combination performed closely. 
 
 

PU-0239 

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促进肝癌细胞侵袭 

转移的机制研究 

 
程斌,熊思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新近研究显示肿瘤微环境和肿瘤干细胞参与肝癌的复发转移，肿瘤微环境重要组分肿瘤相关

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CAFs）能促进肿瘤细胞侵袭转移。本研究观察肿瘤相

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CAFs）对肝癌细胞侵袭转移的影响，评估 CAFs 在

肝癌治疗中的价值。 

方法 采用组织块培养法从新鲜肝癌组织中提取 CAFs，通过 western blot 及免疫荧光实验检测 α-

SMA、FAP 及 vimentin 的表达来鉴定 CAFs。构建细胞共培养体系，将 CAFs 与肝癌细胞系（HLE

和 MHCC-97H）共培养，采用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实验检测肝癌细胞共培养后侵袭及转移能力的

变化。采用细胞因子芯片实验筛选 CAFs 分泌的细胞因子谱系，筛选相应细胞因子后通过添加细胞

因子重组蛋白的方法检测细胞因子对肝癌细胞侵袭转移能力的影响；采用 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肝

癌细胞共培养后 STAT3 及 p-STAT3 表达的变化。使用 STAT3 磷酸化抑制剂 Cryptotanshinone 抑

制 MHCC-97H 细胞中 STAT3 的磷酸化，观察 MHCC-97H 细胞侵袭转移能力的变化；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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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3-shRNA 慢病毒载体下调 MHCC-97H 细胞中 STAT3 的表达，将下调 STAT3 的 MHCC-97H

细胞与 CAFs 共培养，观察 MHCC-97H 细胞侵袭转移能力的变化。 

结果 （1）免疫荧光及 western blot 发现 CAFs 高表达 α-SMA、FAP 及 vimentin，证实我们成功从

肝癌组织分离 CAFs。（2）与 CAFs 共培养后，HLE 和 MHCC-97H 细胞侵袭转移能力显著增强；

通过细胞因子芯片筛选及细胞因子重组蛋白添加实验，我们发现 CAFs 可以分泌 IL6 及 HGF 促进

肝癌细胞侵袭转移；western blot 实验发现 CAFs、IL6 及 HGF 均能促进 MHCC-97H 细胞的

STAT3 磷酸化。(3) STAT3-shRNA 慢病毒载体及 Cryptotanshinone 能够显著减弱 CAFs 对

MHCC-97H 细胞侵袭转移能力的促进作用。 

结论 CAFs 能通过分泌 IL6 及 HGF 诱导 STAT3 磷酸化促进肝癌细胞侵袭转移。 

 
 

PU-0240 

影响胃食管反流病相关因素分析 

 
赵屹,宋瑾官 

庄河市中心医院 

 

目的 胃食管反流病是消化系统常见疾病之一，明显影响患者生存质量，联合调整饮食治疗及关注

患者精神心理问题可能比单一药物治疗有效。本文通过回顾性调查问卷方式采集、分析了危险因素

（包括饮食、生活方式及精神心理因素）对患者症状及营养状况的影响，评估其对症状、营养的影

响差异，以便在诊疗过程中给与针对性方案。 

方法 采集 2010 年 3 月-2018 年 3 月就诊于我院消化科门诊及病房的符合蒙托里尔定义的具有烧

心、反酸、返食或非胸源性胸痛病程超过 3 个月的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共 100 例，完成问卷调查（包

括返流症状或食管外症状）、日常生活中常见食物诱因、不良生活方式诱因及微型营养量表，入组

患者均行胃镜检查，根据内镜结果分为反流性食管炎及非糜烂性反流病。 

结果 1.食管外症状如咽喉炎、咽部异物感、打鼾占比例高；其中胃食管反流病患者中女性症状重于

男性，营养状况较男性差，其他因素和营养状况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酒、甜食、碳酸型饮料、辛辣食物、油腻食物使患者常见饮食诱因，过饱餐、进食晚也是诱因，

分析发现―米饭‖、―葱或韭菜‖、―水果‖、―奶制品‖、―酸奶‖可以加重患者反流症状，酸奶和咖啡还影

响患者胸痛症状，反酸症状受―夜宵‖、―着凉‖影响，患者的症状程度与营养状况呈负相关，与反流

症状发生的食物个数呈正相关。 

3.有情绪问题的患者症状越重，同时营养状况越差，且情绪紧张的患者症状更重，情绪沮丧的患者

营养差。 

结论 1.酒、甜食、碳酸型饮料、辛辣食物、油腻食物及过饱餐、进食晚是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常见诱

因，对患者症状有影响。 

2.精神心理因素不容忽视，对患者症状、营养均有影响。 

 
 

PU-0241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对克罗恩病肠道纤维化的诊断价值 

 
黄丽,李雪华,李子平,毛仁,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KI）是一种可反映人体内水分子非高斯分布扩散运动状况的 MR 成像

技术。本文旨在探讨 DKI 对克罗恩病（CD）肠道纤维化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12 例 CD 手术患者行术前 DKI（b 值：0-2000 s/mm
2）扫描。扩散加权成像数据经 DKI 模

型后处理获得 Kapp 图和 Dapp 图，再经单指数模型处理获得 ADC 图，在后处理图上对应手术标

本的位置选取病变肠段测量 Kapp，Dapp 及 ADC 值。以手术病理结果（马松染色评分和 I 型胶原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55 
 

蛋白评分）为肠壁纤维化程度的参考标准，将病变肠段分为无-轻度纤维化组(马松评分=0-1)，中度

纤维化组（马松评分=2），重度纤维化组（马松评分=3），分析 DKI 的三个定量指标与 CD 肠道

纤维化的关系。采用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分析三组纤维化程度肠壁间 DKI 指标的差异，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评价各指标与马松染色评分和 I 型胶原蛋白评分的相关性，最后采用 ROC 曲

线分析 DKI 评估 CD 肠道纤维化程度的效能。 

结果 12 例患者总共纳入 67 个病变肠壁标本，其中无-轻度纤维化组 28 个，中度纤维化组 19 个，

重度纤维化组 47 个。无-轻度纤维化组分别与中度、重度纤维化组 CD 病变肠段之间的 Kapp，

Dapp 及 ADC 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中度与重度纤维化组间三个 DKI 参数之比较

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随着病变肠道纤维化程度的增加，其 Kapp 值随之增大，而 Dapp

和 ADC 随之减小。67 个肠段的 Kapp, Dapp 和 ADC 值与马松染色评分均有较好的相关性

（r=0.644，-0.522，-0.629），而与 I 型胶原蛋白评分比较则相关性较低（r=0.500，-0.361，-

0.474）。ROC 曲线分析显示 Kapp，Dapp 和 ADC 值在区分无-轻度纤维化组与中度-重度纤维化

组 CD 肠段上均有较高的诊断效能（AUC=0.826,0.791,0.816），三者 AUC 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均 P>0.05）。Kapp 选择阈值为 0.787 时，诊断 CD 肠道中-重度纤维化的敏感性为 89.7%，特

异性为 75%。 

结论 DKI 定量指标与 CD 肠道纤维化均有较好的相关性，有助于准确鉴别 CD 肠道纤维化程度。

DKI 模型下的 Kapp，Dapp 与单指数模型的 ADC 值诊断中重度纤维化的效能相仿。 

 
 

PU-0242 

无放大高清 i-scan 内镜对胃肠化和瘤变的诊断价值 

 
戚庆庆,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多项研究评价了新型内镜对胃内病变的诊断价值，但多数研究使用的内镜为具有放大功能的

内镜。本研究拟探讨无放大 i-scan 内镜对胃肠化和瘤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常规白光内镜下的可疑病变进行无放大高清 i-scan 内镜观察。根据表面结构的不同做出实

时诊断并存储相应内镜图片。金标准为胃镜活检病理。3 位内镜医师对内镜图片进行评价，并在 2

周后进行再次评价。计算无放大高清 i-scan 对胃肠化和瘤变诊断的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并评

价观察者间和观察者内的一致性。 

结果 高清无放大 i-scan 内镜对胃肠化实时诊断的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7.6%，80.8%

和 89.7%，对胃瘤变实时诊断的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1.4%，76.7%和 83.1%。诊断胃

肠化的观察者间一致性、观察者内一致性的 kappa 值分别为 0.646 和 0.668，诊断胃瘤变的观察者

间一致性、观察者内一致性的 kappa 值分别为 0.671 和 0.671。 

结论 无放大高清 i-scan 内镜在诊断胃肠化和瘤变方面有较高的准确度和观察者间及观察者内一致

性，是胃部病变筛查和监测的有潜力的新型内镜。 

 
 

PU-0243 

基于抗生素敏感性试验的不同抗生素选择策略在幽门螺杆菌 

感染补救治疗中作用的研究 

 
李月月,刘静,纪超然,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比较以克拉霉素敏感性为指导的抗生素选择策略和以多种抗生素敏感性为指导的抗生素选择

策略在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Hp）补救治疗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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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Hp 根除失败 1-2 次的成年患者进行胃镜检查，分别于胃体及胃窦各取 1 块粘膜进行抗生素

敏感性试验（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AST）。按 1:1 比例将 Hp 培养阳性并获得药敏

试验结果的患者随机分为 A 组和 B 组，两组患者分别接受基于以克拉霉素敏感性为指导的抗生素

选择策略和基于以多种抗生素敏感性为指导的抗生素选择策略的个体化含铋剂四联方案进行 Hp 感

染的补救治疗，疗程为 14 天。质子泵抑制剂（PPI）为艾普拉唑 5 mg bid，铋剂为胶体果胶铋 

200 mg bid。两种抗生素的选择策略如下：A 组即以克拉霉素敏感性为指导的抗生素选择策略：若

克拉霉素敏感，则选用阿莫西林 1 g bid 及克拉霉素 500 g bid；若克拉霉素耐药，则选用阿莫西林

1 g bid 与呋喃唑酮 100 mg bid。B 组即以多种抗生素敏感性为指导的抗生素选择策略按以下顺序

选择 2 种敏感性抗生素：阿莫西林 1 g bid＞克拉霉素 500 g bid＞替硝唑 500 g bid＞左氧氟沙星

500 g qd＞呋喃唑酮 100 mg bid；若敏感性抗生素种类不足，则将替硝唑 500 g tid 作为备选。分

别记录各组患者的不良反应。 

结果 2016 年 12 月-2018 年 3 月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共纳入 253 名患者，其中 211 名患者获得了

AST 结果。经意向性分析，A 组与 B 组的 Hp 根除率为 83.9%（89/106）及 84.8%（89/105），p

＞0.05。经符合方案集分析，A 组与 B 组的 Hp 根除率为 86.4%（89/103）及 89.0%（89/100），

p＞0.05。两组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且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显著性差异（33.0% vs. 

35.2%，p＞0.05）。 

结论 两种基于 AST 的抗生素选择策略均可达到满意的根除率。以克拉霉素敏感性为指导的抗生素

选择策略可能更为经济有效。 

 
 

PU-0244 

探讨超声内镜对肝硬化患者食管胃底曲张的早期诊断价值 

 
王河,钟谷平,盛建文,谢萍,范惠珍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超声内镜对肝硬化患者食管胃底曲张各部位检出情况及评估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分别选取 68 例经胃镜检查未见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肝硬化患者及慢性肝炎患者行超声胃镜检

查，分析比较两组患者食管胃底各部位静脉曲张及穿通支的检出情况。 

结果 1、肝硬化组中，5 例患者（7.4％）经超声内镜检查未见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及穿通支，52 例

患者（76.5%）可检出多于一个部位的胃食管外周静脉曲张，36 例患者（52.9%）可检出两个以上

部位胃食管外周静脉曲张，12 例患者（17.6%）同时检出食管粘膜下及食管外周静脉曲张，16 例

患者（23.5%）可同时检出胃底粘膜下及胃底外周静脉曲张；2、肝硬化患者组与慢性肝炎患者组

相比，食管及胃底黏膜下静脉曲张、食管及胃底旁静脉曲张、食管及胃底周围静脉曲张检出情况均

有统计学差异(P<0.05)；3、肝硬化患者组经超声内镜检查，穿通支检出例数为 17 例（25%），与

慢性肝炎患者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超声内镜可发现胃镜检查未见静脉曲张的肝硬化患者，对肝硬化患者早期食物胃底静脉曲张

诊断有重要意义。 

 
 

PU-0245 

内镜下圈套器法黏膜切除术治疗胃粘膜下肿瘤的疗效评价 

 
王河,盛建文,谢萍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圈套器法黏膜切除术治疗胃粘膜下肿瘤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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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62 例胃粘膜下肿瘤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及对

照组各 31 例。观察组采取内镜下圈套器法黏膜切除术进行治疗，对照组采取单纯 ESD 治疗，比较

两组患者的肿瘤完整切除率、操作时间及并发症。 

结果 观察组及对照组均能完整切除肿瘤病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观察组操作时间短于

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内镜下圈套器法黏膜切除术与 ESD 术均能有效切除胃粘膜下肿瘤，但 ESD 术操作难度大，

而内镜下圈套器法粘膜切除术较易掌握，并发症低，值得推广应用。 

 
 

PU-0246 

单腔镜下荷包缝合技术在结肠黏膜下剥离术中的应用 

 
王河,盛建文,谢萍,范惠珍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单腔镜下荷包缝合技术在结肠黏膜下剥离术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行结肠黏膜下剥离术治疗的 12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采用单腔镜下荷

包缝合技术对创口进行缝合，观察分析其临床疗效分。 

结果 12 例患者中，3 例病变位于回盲部，2 例位于升结肠，3 例位于横结肠，2 例位于降结肠，2

例位于乙状结肠，其中 2 例患者出现术中穿孔。所有患者均顺利缝合创面，穿孔患者术后出现发

热、腹痛，经内科保守治疗痊愈，其余患者未出现并发症。 

结论 在结肠行黏膜下剥离术采用单腔镜下荷包缝合技术，可迅速闭合创面，操作简便，并发症

低，术后恢复快，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247 

集束化护理策略在鼻胆管减压改良式固定时段的应用研究 

 
何盈 

上海长征医院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策略在鼻胆管减压改良式固定时段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我科 286 例 ERCP 术后行鼻胆管引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时间段

分为对照组 142 例，给予常规性鼻胆管固定及常规性流程护理；实验组 146 例，实施鼻胆管减压

改良式固定等一系列集束化护理策略，对比分析两组患者鼻胆管固定贴膜使用的有效时间，更换频

率、鼻粘膜及面部损伤情况、非计划性拔管率、患者舒适度的差异及满意率的变化。 

结果 实验组鼻胆管固定贴膜使用有效时间，更换频率，鼻粘膜及面部皮肤损伤，非计划性拔管

率，患者舒适度和满意度方面，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集束化护理策略在鼻胆管减压改良式固定时段的应用，能有效延长鼻胆管固定贴膜的有效时

间，减少更换频率，使鼻粘膜及面部皮肤无损伤，降低非计划性拔管率，且明显提升了患者舒适度

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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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48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的疗效评价 

 
王河,盛建文,谢萍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的临床诊治价值。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在我院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的 38 例

患者，统计分析其效率、操作时间、并发症、术后病理。 

结果  病灶完整切除率为 100%，平均手术时间为 (63.5±18.6)min，手术病灶大小平均为

(1.8±0.6)cm。手术过程中出现穿孔 5 例，术中出血较多 8 例，均于内镜下治疗后好转，无术后迟

发型出血及转外科手术。术后病理提示癌变 17 例，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21 例。 

结论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是种安全、有效治疗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的微创治疗方法。 

 
 

PU-0249 

番泻叶与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在小儿结肠镜检查前肠道 

清洁中的效果比较 

 
赵俊红 

广州市儿童医院 

 

目的 比较番泻叶与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在小儿结肠镜检查中肠道清洁效果。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5 月我院住院治疗行结肠镜检查的患儿 139 例，入院前 2 日均

予电话通知患儿家属进行饮食健康宣教（流质无渣饮食）。2018 年 1 月份前我院内镜检查前肠道

清洁主要使用番泻叶，2018 年 1 月份之后逐渐开始使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分为番泻叶组

（41 例，2017-12-15 至 2018-01-24）和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组（98 例，2018-01-25 至 2018-

05-27）。根据排便情况，观察 2 组患儿结肠镜检查前是否需要再次使用生理盐水进行清洁灌肠。 

结果 2 组患儿性别、年龄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之间具有可比性。结肠镜检查前，

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组需要再次使用生理盐水清洁灌肠的百分比显著低于番泻叶组

（P<0.001），且生理盐水的使用量显著低于番泻叶组（851.74±1390.32 vs 3109.8±1551.26，

P<0.001）。 

结论 小儿结肠镜检查前采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进行肠道准备可明显减少再次使用生理盐水清

洁灌肠，从而提高患儿的依从性和家属的满意度，同时显著减少护士的工作量，可作为小儿结肠镜

检查前的首选肠道准备方法。 

 
 

PU-0250 

透明帽辅助胃镜在毕Ⅱ式胃大部切除术后合并胆管疾病 

患者行 ERCP 术的临床应用 

 
王河,钟谷平,盛建文,谢萍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透明帽辅助胃镜在毕Ⅱ式胃大部切除术后合并胆管疾病患者行 ERCP 术的临床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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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12 例毕Ⅱ式胃大部切除术后合并胆管疾病患者采用透明帽辅助下 ERCP，插管成功患者

行 EST 和/或 ENBD、EPBD 及 EMBE 等治疗。 

结果 所有毕Ⅱ式胃大部切除术后患者均插管造影成功，其中 11 例胆总管结石患者分别行 EST 8

例、EPBD 3 例，胆总管结石均全部取出，取净率 100%；1 例胆管癌患者行 EMBE；所有患者术

后均未诱发胰腺炎、消化道出血及穿孔等严重并发症。 

结论 毕Ⅱ式胃大部切除术后合并胆管疾病患者行 ERCP 术，透明帽辅助胃镜可提供良好视野，有

利空肠袢内进镜，提高胆管插管及手术成功率。 

 
 

PU-0251 

冷圈套与热圈套（EMR）切除结直肠小息肉的病例对照研究 

 
王妍,李欣,张蕾,白鹏,杨雪松,黄永辉,林香春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目的 比较冷圈套与热圈套（EMR）对于结直肠小息肉（直径 6-9mm）的切除效果，探讨冷圈套技

术切除结直肠小息肉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以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于我院消化内科行结直肠息肉切除的 206 例患者为

研究对象。入选患者的结直肠息肉直径均在 6-9 mm；均为隆起型(Ⅰ型：ⅠP、ⅠsP、Ⅰs)或平坦型

（Ⅱa 型）息肉；波士顿肠道准备评分：5-9 分；年龄>18 岁；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研究标准

的结直肠小息肉冷切除患者（冷圈套组）共计 103 例（158 枚），随机选取同期符合上述研究标准

的热圈套(EMR)患者 103 例（180 枚）作为对照组。记录每位入组患者的性别、年龄、适应证、进

镜时间、肠道准备评分及内镜检查是否达回肠末端；逐一记录每枚息肉的位置、形态、大小、息肉

切除时间、病理类型、是否完整切除、标本是否回收、并发症（出血、穿孔）发生情况、治疗费

用，并对其进行比较。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曼惠特尼（Mann-Whitney）U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
2

检验。 

结果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肠道准备评分、进镜时间、回肠末端插管成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患者平均息肉数量、息肉部位、大小、病理分型，差别无显著性（P＞

0.05）。冷圈套组息肉切除时间（ =119.91s）短于热圈套（EMR）组（ =238.73s），存在显著

性差异（P =0.000）；冷圈套组围手术期相关费用（1298.70±139.22 元）低于热圈套（EMR）组

（2414.02±218.84 元），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00），而两组完整切除率、标本回收率、围手

术期并发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冷圈套技术切除结直肠息肉（直径 6-9mm）操作时间短、费用低，值得临床推广。 

 
 

PU-0252 

SDF-1/CXCR4 通过诱导胰腺癌上皮-间质转化促进肿瘤迁移侵袭 

 
李若梦,邹金茂,李雅晴,陈少杰,练国达,陈茵婷,苏红,黄开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探讨 SDF-1/CXCR4 轴对胰腺癌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RT-PCR)检测 4 种胰腺癌细胞株

CXCR4 的表达。Transwell 实验检测外源性 SDF-1α 及其受体 CXCR4 靶向抑制剂 AMD3100 对胰

腺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RT-PCR 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外源性 SDF-1α 及其受体

CXCR4 靶向抑制剂 AMD3100 对胰腺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EMT)标记物的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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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4 种胰腺癌细胞株均不同程度地表达 CXCR4，其中 Panc-1 细胞株表达量最高。(2) 外源

性 SDF-1α 可增强胰腺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3）外源性 SDF-1α 通过上调 SNAIL、TWIST

促使胰腺癌细胞发生 EMT 改变，而该作用可被 CXCR4 靶向抑制剂 AMD3100 所阻断。 

结论 SDF-1/CXCR4 轴通过促进胰腺癌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从而促进肿瘤迁移和侵袭。  

 
 

PU-0253 

成功应用单气囊小肠镜治疗山楂石所致小肠梗阻 

 
刘冠群,马田,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胃石是我国北方较常见的一种疾病，植物性胃石是胃石中最常见的一种，胃石大多数存留于

胃内，可以通过胃镜进行碎石治疗，少数存留于回肠末端，可以通过结肠镜进行治疗，但是一旦嵌

顿在小肠，会造成小肠梗阻，若不及时处理会导致肠坏死、肠穿孔等一系列严重并发症，对此外科

手术治疗通常难以避免。小肠镜是诊断和治疗小肠疾病常用的内镜设备。通过小肠镜进行碎石治疗

的病例非常少见，且其中部分病例因治疗后再梗阻导致治疗失败。本文介绍了一例成功应用单气囊

小肠镜诊断、治疗小肠山楂石梗阻的病例报道，描述了内镜操作的过程，提供了一些预防治疗后再

梗阻的经验。 

方法 本文介绍了一例 69 岁的老年男性，因大量食用山楂形成山楂石引起小肠梗阻。在未进行肠道

准备的情况下，应用单气囊小肠镜成功诊断、治疗了该例植物性胃石引起的小肠梗阻。本病例报道

详细介绍了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影像学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等临床信息，提供了描述内镜操作过

程的视频，并且提供了一些预防治疗后再梗阻的经验。 

结果 单气囊小肠镜下治疗植物性胃石引起的小肠梗阻具有良好的可行性。首先应用圈套器将胃石

圈套成较大的碎块，然后配合应用圈套器的头端疏松胃石，将其分解成尽可能小的碎块。在术中及

术后注射 5%的碳酸氢钠溶液，术后口服石蜡油可促进胃石溶解、排除，预防再梗阻。本例患者术

后症状即刻解除，三天后复查 CT 未见再梗阻及异物石残留，恢复良好。 

结论 应用小肠镜治疗植物性胃石引起的小肠梗阻安全、有效、迅速且微创，可以一定程度上替代

外科手术，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为治疗植物性胃石引起的小肠梗阻提供了一种新的临床选择。 

 
 

PU-0254 

反流症状量表和反流性疾病问卷在胃食管反流相关慢性咳嗽中的

诊断价值 

 
张秋瓒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反流症状量表（RSI）和反流性疾病问卷调查(RDQ)在诊断以慢性咳嗽为主要症状的胃食

管反流病(GERD)中的价值。 

方法 随机选取 120 例以慢性咳嗽就诊的门诊患者, 进行反流症状量表（RSI）和反流性疾病问卷调

查(RDQ)评估。对所有患者进行喉镜检查和胃镜检查以排除其他疾病，然后进行 PPI 试验治疗。以

内镜检查有反流性食管炎(RE)及 PPI 试验治疗阳性诊断为 GERD, 评价其与 RSI 和 RDQ 的相关

性。 

结果 120 例患者慢性咳嗽患者中, 经内镜检查诊断 RE 27 例。另有 47 例患者经 PPI 治疗 1 周后症

状明显改善；经 PPI 治疗 2 周后症状明显改善患者增加到 59 例，临床诊断为非糜烂性胃食管反流

病（NERD）；其余为对照组。GERD 相关慢性咳嗽共 86 例。RE 组、NERD 组 RSI 和 RDQ 分值

均高于对照组，其中 RSI 评分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E 组 RDQ 评分较对照组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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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NERD 组 RDQ 评分无统计学意义。RDQ 评分最低 0 分，最高 16 分，平均 8.8±2.8 分,大于

12 分 22 例，RDQ 评分 GERD 诊断符合率 25.6%；RSI 评分最低 12 分，平均 18±3.2 分，大于 13

分者 75 例。RSI 评分 GERD 诊断符合率 87.2%，两者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RSI 量表是以慢性咳嗽为主要症状的 GERD 诊断的一个良好的筛选试验, 可作为慢性咳嗽患者

初步诊断 GERD 易行有效的方法。RDQ 作为表现为食管症状的 GERD 常用诊断工具，但是对以慢

性咳嗽为主要症状的 GERD 诊断无明显意义。 

 
 

PU-0255 

肝硬化合并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临床分析 

 
宋瑾官,赵屹 

庄河市中心医院 

 

目的 总结分析肝硬化合并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们科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上消化道出血患者（＞18 周岁）50 例，将肝

硬化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共 30 例的临床资料，与同期肝硬化患者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

血患者 50 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对比研究，同时与非肝硬化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患者 60 例的内镜

特点进行比较，并对 3 组的临床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肝硬化非静脉曲张出血占同期肝硬化并上消化道出血的比率为 27．5％，肝硬化静脉曲张破

裂出血占同期肝硬化并上消化道出血的比率为 72．5％，肝硬化非静脉曲张出血占同期上消化道出

血的比率为 12．9％。肝硬化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临床表现以呕吐咖啡样物为主， 肝硬化静

脉曲张破裂出血临床表现以呕血为主； 肝硬化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人群患高血压的概率明显

高于肝硬化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人群；在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内镜分析中，肝硬化患者以十二指

肠溃疡的发生率最高，肝硬化组比非肝硬化组更易患胃溃 

疡及食管溃疡。 

结论 肝硬化患者出现非静脉曲张性出血并非罕见，以十二指肠溃疡的发生率最高，肝硬化患者更

易患胃溃疡及食管溃疡，及时的内镜检查对治疗的决策至关重要。 

 
 

PU-0256 

新型抑酸药 vonoprazan 在 ESD 术后溃疡愈合中的作用： 

一项荟萃分析 

 
丰丙程,张岩,李理想,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内镜下黏膜剥离术（ESD）在很多国家如日本、中国、韩国已经成为治疗消化道早期肿瘤的

标准方法，但是手术后造成的人工溃疡创面，有可能导致出血、穿孔等并发症的发生。术后抑酸治

疗是促进黏膜愈合的关键，近期研究表明新型钾离子通道抑制剂 vonoprazan 相较于当前广泛使用

的质子泵抑制剂（PPI）拥有更强的抑酸效果和更长的抑酸时间。通过荟萃分析评估 vonoprazan

在 ESD 术后溃疡愈合时的作用。 

方法 我们对与 vonoprazan 治疗 ESD 术后溃疡的研究在 Embase、Pubmed、Scopus 以及

Cochrane Library 进行了搜索。搜索的关键词如下： ―vonoprazan‖， ―TAK-38‖， ―potassium 

competitive blocker‖，―ESD‖，―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我们对所有符合纳入条件并

能够提供相关数据的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并与 PPI 相比较，以评估 vonoprazan 在治疗 ESD 术

后溃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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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有涉及 1376 名患者的 13 篇研究纳入了最后的数据分析。与 PPI 相比，Vonoprazan 在溃

疡愈合率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pMD（pooled mean difference）等于 0.057（95%CI:0.018-

0.097;P=0.004）。另外，在用药时间相同时，vonoprazan 能够使更多的溃疡完全愈合形成疤痕

（pooled odds ratio =2.166；95% CI：[1.215-3.859]）。在不良反应率上，使用 vonoprazan 的患

者发生迟发型出血的风险与使用 PPI 的患者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207）。 

结论  

在 ESD 术后溃疡的治疗中，新型抑酸药 vonoprazan 能够加速溃疡的愈合且没有增加相关严重不

良事件如迟发性出血的风险，是一种高效且安全的治疗药物。 

 
 

PU-0257 

结直肠癌术后患者的内镜随访结果分析 

 
杨静

1
,吴杰

1
,宁守斌

2
 

1.武汉市中心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一组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术后患者的内镜随访结果，观察肿瘤局部

复发（ local recurrence，LR）、转移（neoplasm metastasis，NM）以及结直肠异时性肿瘤

（metachronous neoplasia，MN）的发生情况，分析术后各类肿瘤性病变出现的时间分布特点以

及随访时间间隔对内镜随访结果的影响。 

方法  以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1 日期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消化科内镜中心

接受结肠镜检查的 CRC 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起点定义为初始 CRC 及伴发腺瘤（colorectal 

adenoma，CRA）得到完全切除的日期。计算随访期间发现各类肿瘤性病变（LR、NM、异时性

CRA 和 CRC）的比例；利用极限乘积法计算 LR/NM 以及 MN（包括 CRA 和 CRC）在不同时间段

的累积发生率。计算发现 LR/NM 和 MN 的时间距离研究起点以及前一次全结肠检查的时间间隔并

分别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共计 173 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 104 例，女性 69 例，男女比例 1.51:1，年龄 34~90

（62.89±0.85）岁。86 例（49.71%）随访期间未见任何肿瘤性病变（含 6 例可活检钳除的炎性隆

起）。87 例（50.29%）随访期间发现肿瘤性病变，其中 34 例（19.65%）随访期间发现 LR/NM

情况，63 例（36.42%）随访期间发现 MN。对各类型肿瘤性病变进行不同时间段累积发生率的计

算，结果显示，MN 在研究起点后 0~1 年区间的累积发生率（不考虑 LR 和 NM，以 MN 为观察终

点）为 10.52%，＞1~3 年区间为 31.02%，＞3~5 年区间为 46.09%，＞5 年区间为 63.25%；

LR/TM 在研究起点后 0~1 年区间的累积发生率（不考虑 MN，以 LR/NM 为观察终点）为 8.80%，

＞1~3 年区间为 20.53%，＞3~5 年区间为 23.23%，＞5 年区间为 32.82%。异时性 CRC 发现时与

研究起点的时间间隔均值为（67.13±11.30）月，显著高于发现异时性 CRA 或 LR/NM 的时间间隔

（P＜0.01）。异时性 CRC 发现时距前一次全结肠检查的时间间隔均值为（64.13±10.29）月，显

著高于其他组（P＜0.01）。 

结论 CRC 术后患者是结直肠肿瘤再次发病的高危人群，随访间隔过长可能增加再次罹患 CRC 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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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8 

角蛋白 1 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作用 

 
董向前,牛俊坤,孙杨,罗娟,朱云珍,缪应雷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结直肠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本团队通过 2D 电

泳研究发现正常人和 UC 患者的血清中角蛋白 1（keratin1，KRT1）呈现显著的差异性表达。现有

的研究显示 KRT 家族成员与结肠早期慢性炎症和过度增生密切相关。这些提示我们 KRT1 可能在

UC 的发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方法 （1）收集正常和 UC 患者的结肠粘膜组织，运用 PCR、免疫组化和 Western blot 检测 KRT1

的表达。构建 KRT1 过表达 Caco-2 细胞系和敲除 KRT1 的 Caco-2 细胞系（KRT1-KO）。细胞分

组后行光镜观察、CCK8 法、荧光素钠学电阻实验、ELISA、Annexin V-FITC/PI 双染、Transwell

细胞小室和划痕培养等方法进行研究。运用 PCR 的方法检测肠道屏障标志物闭锁连接蛋白-1（ZO-

1）和封闭蛋白（occludin）的 mRNA 表达；免疫荧光检测 KRT1 同 ZO-1 的表达定位及紧密连接

情况。 

结果 （1）UC 患者结肠组织较正常肠组织 KRT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明显下降；UC 患者

随疾病严重程度升高，KRT1 的 mNRA 和蛋白表达水平逐渐降低，各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荧光素钠的渗透率无统计学差异。ELISA 显示碱性磷酸酶水平间无统计学差异；Annexin V-

FITC/PI 双染显示：处理前各组细胞的凋亡率无统计学差异；Transwell 实验显示：处理前，各组细

胞的迁移率无统计学差异；划痕愈合实验显示：处理前，各组细胞的愈合率无统计学差异；处理

后，KRT1-OV 组细胞愈合率明显升高，IL1β 处理后高于对照组。（3）免疫荧光结果显示，KRT1

与 ZO-1 二者共定位于细胞膜上。 

结论 KRT1 的表达随着 UC 的严重程度升高，其表达水平逐渐降低；在 Caco-2 细胞中，过表达

KRT1 能够拮抗 IL-1β 诱导的结肠上皮细胞通透性增加和炎症反应的升高，而敲除 KRT1 对此并未

影响。进一步的检测发现，过表达 KRT1 能够增加 IL1β 诱导条件下结肠上皮细胞的迁移和划痕愈

合率；但是对于结肠上皮细胞的凋亡水平无显著影响。这提示肠道屏障失调，通透性增加的原因可

能同细胞运动能力有关。KRT1 的作用机制可能与改变 ZO-1 的表达水平和细胞定位相关。 

 
 

PU-0259 

黄芪甲苷对氯吡格雷所致胃黏膜损伤大鼠 VEGF 和 

P-VEGFR2 表达的影响 

 
张静,王艳荣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黄芪甲苷对氯吡格雷所致大鼠胃黏膜损伤保护作用及 VEGF 和 P-VEGFR2 表达的影响。 

方法 健康雄性 SD 大鼠 50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黄芪甲苷低剂量、黄芪甲苷中剂量和黄

芪甲苷高剂量组，每组 10 只。分别予生理盐水、氯吡格雷、氯吡格雷联合不同浓度黄芪甲苷灌

胃，每日一次，7d 后处死大鼠。Guth 法测定胃黏膜溃疡指数；光镜下观察大鼠黏膜病理形态变

化，免疫组化法检测 VEGF 和 P-VEGFR2 表达，采用 IPP（Image Pro Plus）图像分析软件进行

免疫组化定量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大鼠胃黏膜损伤指数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模型组

相比，各实验组大鼠胃黏膜损伤指数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组胃黏膜组织

VEGF 和 P-VEGFR2 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黄芪甲苷可以使胃黏膜

组织 VEGF 和 P-VEGFR2 蛋白表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黄芪甲苷浓度增加，

VEGF 和 P-VEGFR2 蛋白表达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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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黄芪甲苷可能通过上调胃黏膜组织 VEGF、P-VEGFR2 表达保护胃黏膜屏障，对氯吡格雷所

致胃黏膜损伤发挥保护作用。 

 
 

PU-0260 

粪菌移植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 FUT-8 表达的影响 

 
谢隆科,刘建强 

福州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比经粪菌移植治疗过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前后 FUT-8 表达情况，证实粪菌移植可通

过调节 FUT-8 表达来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方法 1、病例选择：实验组：从福州总医院 2015 年 7 月-2018 年 4 月的住院诊断溃疡性结肠炎并

行粪菌移植的 25 例患者。对照组：健康体检的 10 名正常对照组。 

2、组织块获取：实验组未经粪菌移植之前分别在直肠及乙状结肠各取粘膜组织 2 块，经粪菌移植

后 1 月后复查肠镜时再分别在直肠及乙状结肠各取粘膜组织 2 块。对照组也在正常直肠及乙状结肠

粘膜上各取粘膜组织 2 块。 

3、免疫组化：运用免疫组化技术测定实验组及对照组结肠粘膜 FUT8 的表达情况。 

4、数据结果分析：将组织切片在 200 倍视野下拍照，取 6 个视野拍照，相机参数设定一致。取得

的照片用 Image-Pro Plus 6.0 进行测量照片上有效组织区域内的棕黄色部分的平均光密度来表示免

疫组化的结果。采用 ssps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FUT8 在 UC 患者结肠粘膜中的平均光密度为 0.0726±0.0524，正常对照组结肠粘膜上为

0.0258±0.0301，两者存在差异。 

2、FUT8 在 UC 患者未经粪菌移植的粘膜中的平均光密度为 0.1021±0.0614，经粪菌移植的粘膜中

的平均光密度为 0.0431±0.0314，两者存在差异。 

结论 1、FUT8 在 UC 患者结肠粘膜上高表达。 

2、粪菌移植可下调了 UC 患者结肠粘膜上的 FUT8 表达。 

 
 

PU-0261 

ERCP 人群特点及疾病趋势的初步研究 

 
周海斌,杨建锋,张筱凤 

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ERCP 患者的人群特点及疾病变化趋势。 

方法 纳入 2004 年 5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行 ERCP 诊治的患者，在病

例系统中收集其临床资料，将患者按诊治时间段、治疗部位、疾病性质、年龄、性别进行分层统计

分析。 

结果 期间共有 20170 例患者行 ERCP 术，将 ERCP 插管成功并有明确术后诊断的 20032 例患者

纳入分析，按治疗部位分为胆道组和胰腺组；病例数分别 15618 例和 4414 例；平均年龄分别为

（63.91±16.31）岁和（57.98±18.99）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患者按病变部位分

为胆道、胰腺结合病变性质分为结石、良性狭窄、恶性狭窄、其他共 8 组，平均年龄胆道恶性狭窄

（69.64±12.21 岁）与胰腺恶性狭窄（69.79±12.27 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胆道恶

性狭窄与胆道结石（62.09±15.91 岁）及胆道良性狭窄（69.64±12.21 岁），恶性狭窄平均年龄显

著高于结石及良性狭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就诊时间段每 5 年分成 3 组（2004 年-

2008 年、2009 年 -2013 年、2014 年 -2018 年），平均年龄分别为（61.08±16.11）岁、

（62.36±16.80）岁、（63.21±17.52）岁，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总体年龄逐渐

上升。男性患者按 5 年分成 3 组，平均年龄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患者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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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成 3 组，平均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总体年龄逐渐上升。各病变性质，数

量随年份逐渐增加，胆道结石占比接近半数； 0-18 岁和大于 85 岁患者数量逐渐增加，19-65 岁逐

渐减少，66-85 岁相对稳定。 

结论 接受 ERCP 手术患者，总体年龄偏高且逐渐增加，高龄及未成年患者逐渐增多，胆道疾病占

比及平均年龄均多于胰腺疾病。 

 
 

PU-0262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血清胆固醇水平在熊去氧胆酸应答 

评估中的作用的初步研究 

 
胡智超,凡小丽,文茂瑶,门若庭,杨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高胆固醇血症与胆汁淤积和结石形成密切相关。探索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患者服用

熊去氧胆酸（UDCA）后应答不佳相关的因素，主要研究血清胆固醇对 PBC 患者应答的预测作

用。 

方法 纳入 2010 年 10 月至 2017 年 9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 272 例 PBC 患者，收集其基线、

治疗一年后的随访数据。UDCA 应答情况采用巴黎-II 标准进行评价，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与 UDCA 应答独立相关的基线指标。使用 ROC 曲线来分析基线血清胆固醇水平对 UDCA

应答的预测价值，进一步利用血清胆固醇截断值进行危险分层，以及使用直线回归分析血清胆固醇

水平与基线各生化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本研究总共有 63%(100/272）的患者在服用 UDCA1 年后无应答。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显示

高碱性磷酸酶值、高胆红素、高胆固醇血症是 PBC 患者服用 UDCA 后无应答的独立危险因素。其

中，高胆固醇血症 PBC 患者发生 UDCA 治疗应答不佳的风险是其他 PBC 患者的 3.85 倍

（OR=3.85，95%CI=1.01-14.08，p=0.045）。将基线时血清胆固醇水平用于评估是否发生应答，

ROC 曲线示曲线下面积为 0.821±0.03（p=0.000），曲线中血清胆固醇水平处于 5.37mmol/L 时为

最佳临界值（敏感性 82%，特异性 76%）。基线时血清胆固醇水平≥5.37mmol/L 的 PBC 患者总共

98 例，UDCA 治疗一年后根据巴黎-II 标准，其中有 72.4%（71/98）的患者无法获得有效的生化应

答，这一不应答率显著高于基线血清胆固醇水平＜5.37mmol/L 的 PBC 患者的 36.8%（29/174）

（p<0.001）。本研究中血清胆固醇水平与总胆红素和碱性磷酸酶指标呈正相关， r 值分别为

0.36 和 0.37，p 值均小于 0.001。 

结论 基线高胆固醇血症是 PBC 患者治疗后 UDCA 应答不佳的独立危险因素，可以用基线血清胆固

醇水平对 UDCA 治疗应答不佳进行预测，基线时血清胆固醇水平≥5.37mmol/L 可能提示患者对

UDCA 应答不佳。 

 
 

PU-0263 

长链非编码 RNA DANCR 调控胆管癌细胞增殖和 

转移的机制研究 

 
王妮,于洋,章明炯,李全朋,缪林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lncRNA DANCR 在胆管癌中的表达及生物学功能，并研究其潜在的作用机制。 

方法 （1）通过 GEO 数据库中高通量数据筛选胆管癌组织中的 lncRNA 分子。(2) qRT-PCR 验证

筛选出的 lncRNA DANCR 在胆管癌组织及细胞中的相对表达量。(3) CCK8、克隆形成、Edu 以及

transwell 实验检测敲减或过表达 DANCR 对胆管癌细胞增殖迁移能力的影响；流式细胞术检测敲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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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R 对胆管癌细胞周期及凋亡的影响。(4) 裸鼠皮下成瘤实验研究敲减 DANCR 对胆管癌细胞

体内成瘤能力的影响。(5) 转录组高通量测序预测 DANCR 调控的下游靶基因；并通过 qRT-PCR

及 western blotting 实验检测筛选出的下游靶基因 GCNT3。(6) RNA 免疫共沉淀实验及染色质免疫

共沉淀实验研究 DANCR，EZH2 及 GCNT3 三者的相互作用。 (7) 构建 GCNT3 过表达质粒，通过

qRT-PCR，western bolt、细胞功能实验以及挽救实验进一步进行机制研究。 

结果（1）通过对 GEO 数据库中的胆管癌病例-对照芯片数据（GSE76297）的分析，筛选出在胆

管癌组织中表达显著上调的 lncRNA DANCR，并且通过 qRT-PCR 在胆管癌的组织标本中进行了

验证。（2）细胞功能实验证实，在胆管癌细胞系中特异性地敲减 DANCR 的表达，可以抑制胆管

癌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促进胆管癌细胞凋亡，诱导胆管癌细胞周期 G0/G1 期阻滞；（3）裸鼠体

内成瘤实验证实敲减 DANCR 的表达，可以显著抑制胆管癌细胞的肿瘤形成能力。（4）通过转录

组高通量测序预测 DANCR 的下游靶基因，并通过 qRT-PCR 及 western blot 验证，干扰 DANCR

后， 下游靶基因 GCNT3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均上调。（5）RIP 实验发现 DANCR 可以绑定

PRC2 核心亚基 EZH2；再通过 ChIP 实验证实 DANCR 可通过募集 EZH2 影响 GCNT3 启动子区

组蛋白甲基化水平进而抑制 GCNT3 的表达，从而调控了胆管癌的增殖和转移。（6）过表达

GCNT3 可抑制胆管癌细胞增殖迁移能力，并且可以部分逆转过表达 DANCR 对胆管癌细胞增值迁

移能力的促进作用。 

结论 DANCR 在胆管癌中发挥原癌基因的作用，参与胃癌的恶性进程。DANCR/EZH2/GCNT3 之

间的相互作用为胆管癌的诊疗提供了新的方向和靶标。 

 
 

PU-0264 

一项关于冷圈套与热圈套息肉切除术的有效性的 

系统综述与 meta 分析 

 
曲俊彦,鉴海旭,李理想,张岩,丰丙程,李真,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结直肠息肉切除对于预防结直肠癌至关重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比较使用冷圈套息肉切除

术与热圈套息肉切除术对于直径小于 10mm 结直肠息肉的有效性。 

方法 截至 2018 年 4 月，我们通过 MEDLINE、EMABASE、Cochrane 对照试验中心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检索了比较冷圈套息肉切除术与热圈套息肉切除术的随机对照试验。两名作者独

立评估试验质量并提取数据。我们通过联系研究作者获取更多信息。Mutel-HaSSZEL 方法和逆方

差方法被分别用于二分类变量和连续型变量的分析。亚组分析被用于探讨异质性的来源。 

结果 2481 例患者和 4535 例息肉的纳入了分析。冷圈套息肉切除组与热圈套息肉切除组在完全切

除率上没有统计学意义（[OR]0.86，95%[CI] 0.60 - 1.24）。 

结论 对于直径小于 10mm 的结直肠息肉，冷圈套与热圈套息肉切除术的的有效性相一致。 

 
 

PU-0265 

Obstructive jaundice due to an unusual embolism after 
ERCP: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huling Wang,Yu Bai,Zhaoshen Li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Currently,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 is minimally 
invasive and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performed procedures in the treatment of biliary-
pancreatic diseases. If the procedure is performed by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s, the total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67 
 

complication rate of ERCP is approximately 5%. The most frequent complications of ERCP 
include pancreatitis, haemorrhage, perforation and cholangitis. The rate of haemorrhage after 
ERCP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as low as 1.3%, and the rate of post-ERCP cholangitis is 1% or 
less. 
In this case report, we describe a rare case of post-ERCP cholangitis due to a blood clot in the 
common bile duct (CBD),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most clinical presentations of previously 
reported similar cases. An analysis of the possibl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and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are presented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stand the biliary obstruction afer ERCP. 
Methods We describe a rare case of post-ERCP cholangitis due to a blood clot in the common 
bile duct (CBD). Besides, an analysis of the possibl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and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are provided. 
Results Four cases of biliary blood blot caused by stone extraction have been reported and all of 
them including ours had post-ERCP cholangitis due to a blood clot in the CBD.As illustrated in the 
summary of previously reported cases,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is complication include 
endodcopic sphincterotomy (EST), biliary stent placemnt and balloon dilation (BD).Besides,the 
irregular usage of glucocorticoids may result in hypercoagulable state is also a possible risk. In 
addtion,the lacking of activity after procedure may lead to blood stasis of bile duct of this long-
term bedridden elderly patient. As for the effective therapy, we thought the sooner the second 
ERCP is performed, the quicker the patient will recover.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is is a case of obstructive jaundice due to an unusual embolism 
after ERCP. The clinicians should minimize the risk factors and consider blood clot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rompt ERCP with sphincterotomy is the key to preventing a poor outcome 
of progressive obstructive jaundice due to the clot. 
 
 

PU-0266 

抗凝患者结直肠小息肉的冷圈套切除术与传统切除术 

比较的前瞻性研究 

 
叶舟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 

 

目的 抗凝患者结直肠小息肉的冷圈套切除术与传统切除术后的出血风险的比较。 

方法 纳入结直肠息肉（直径达 10 毫米）的抗凝治疗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分别采用冷圈套技术

（冷组）或常规的息肉切除术（常规组），而不停止华法林使用。主要结局指标：迟发出血（即在

息肉切除术后 2 周内需要内镜干预）。次要结局指标：结直肠息肉切除术后立即出血和息肉回收

率。 

结果 70 例患者被随机分组（共回收 159 个息肉）：冷组（n=35，78 息肉）和常规组（n=35; 81

息肉)。纳入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凝血酶原国际标准化比值、息肉的数量、大小和形状，在这

两种技术中是相似的。常规息肉切除术（23%，8/35）与冷圈套息肉切除术（5.7%，2/35）相比，

在手术过程中出血更常见（P =.042）。在冷组中没有发生迟发性出血，常规组中 5 例（14%）患

者需要在内镜下止血（P =.027）。两组的息肉回收率均较高（94%，73/78 vs .93%，75/81）。

组织学显示粘膜下层的动脉损伤，冷组明显少于常规组（22%vs.39%，P =.023）。 

结论 尽管持续抗凝治疗，但冷圈套息肉切除术后迟发性出血不良事件发生率比常规息肉切除术要

少得多。故在抗凝治疗患者中，采用冷圈套息肉切除术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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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67 

贵州省贵阳市部分医院患者胃黏膜病变与幽门螺杆菌感染及其 

毒力基因型相关性分析 

 
胡越

2
,陈峥宏

3
,陈晓琴

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3.贵州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 

 

目的 1.探讨贵州省贵阳市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Pylori, H.pylori）感染与胃黏膜病变的相关

性；2.了解贵州省贵阳市 H.pylori cagA、vacA 毒力基因型与胃黏膜病理改变的相关性。 

方法 1.收集 2017 年 8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因上消化道症状就诊于贵阳市共 4 家医院，接受胃

镜检查的患者共 1364 例，以胃黏膜病理结果分组，进行 H.pylori 感染情况的分析；2.其中 280 例

分别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和 H.pylori 分离培养及鉴定；3.将胃黏膜分离得到的 H.pylori 纯培养物提

取细菌基因组 DNA，分别行 cagA、vacA 毒力基因的检测和分型，分析 cagA、vacA 基因型与胃

黏膜病理改变的相关性。 

结果 1.贵州省贵阳地区上消化道疾病患者胃黏膜病理活检标本经 HE 染色，H.pylori 感染的阳性率

约 19.9%，男性阳性率大于女性。按照年龄分为三组，分别为 15~39 岁，40~59 岁，60~91 岁，

其中大于 80 岁有 14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根据不同病理诊断结果，将 1364 例研究对象分为：

（1）慢性非萎缩性胃炎组，阳性率为 15.7%；（2）癌前疾病组，阳性率为 23.0%（包括慢性萎

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残胃）；（3）癌前病变组，阳性率为 37.1%（包括慢性化生性萎缩

性胃炎、上皮内瘤变）；（4）胃癌组，阳性率为 3.2%，差异有显著性；2. 280 例行细菌分离培养

的样本，共分离获得信息完善的 38 株 H.pylori 的患者胃黏膜病理类型分别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26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 1 例、慢性化生性萎缩性胃炎 10 例及胃癌 1 例；3. cagA EPIYA 基因型以

东亚型 cagA-ABD 为主。（2）vacA 毒力基因型以 vacA s1c/m2 为主。（3）38 株 H.pylori 的

cagA，vacA 基因型与胃黏膜病理类型无明显差异。 

结论 1.本文收集的贵州省贵阳地区部分医院的患者病例中，H.pylori 的阳性率男性大于女性，与年

龄未见明显相关性。2.H.pylori 的感染与胃黏膜病理类型有相关性，以癌前病变组的阳性率最高。3.

本地区 H.pylori 均为 cagA 阳性菌株，cagA 以东亚型 EPIYA-ABD 型多见，西方型仅存在非萎缩性

胃炎组，vacA 以 vacA s1c/m2 基因型多见，cagA 和 vacA 基因型分布与胃黏膜病理类型未见明显

相关性。 

 
 

PU-0268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gastric mucosal lesions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its virulence genotype in 

some hospitals of Guiyang, Guizhou 

 
Yue Hu

2
,Zheng-hong Chen

3
,Xiao-qin Chen

2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1.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H.pylori) infection and 
gastric mucosal lesions in patients of Guiyang, Guizhou.2.To understand cagA and vacA 
genotype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pylori),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virulence genotype 
and gastric mucosa lesions of patients in Guiyang, Guizhou. 
Methods 1.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1364 biopsies from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were obtained from 4 hospitals in Guiyang from August 2017 to Dec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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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ylori infection status were analys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athological types. 2. Gastric 
mucosa biopsies were taken under gastroscope for 280 cases.The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H.pylori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were carried out respectively. 3. The bacterial genome DNA 
was extracted from H.pylori strains isolated from gastric biopsies, and the cagA and vacA 
virulence genes were detected and typed respectively: (1) PCR amplification of the conservative 
region primers of the cagA hydroxyl terminus was used to differentiate cagA positive or negative. 
PCR amplification, electrophoresis and sequencing of the cagA carboxyl terminal variable region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virulence genotypes of cagA. (2) PCR amplification and electrophoresis 
of s and m vacA subtypes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vacA genotypes. (3) SPSS software, chi 
square test and Fisher exact probability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of cagA and 
vacA genotypes between different pathological lesions. 
Results 1. The pathological biopsies of the patients with upper digestive tract symptoms in 
Guiyang area of Guizhou province were stained by HE. The positive rate of H.pylori infection was 
about 19.9% (272/1364) determined by histopahtological examination,including 148 male 
cases(148/668, positive rate 22.2%), and 124 female cases(124/696, positive rate 17.8%).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ll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age. Among them, 35 cases of H.pylori positive cases were 15 to 39 years old 
(35/169, positive rate 20.7%), 149 cases were 40 to 59 years old (149/730, positive rate 20.4%), 
88 cases were 60 to 91 years old (88/465, positive rate 18.9%) and 14 cases were over 80 years 
ol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ccording to histopathological 
diagnosis, 1364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1) Chronic non atrophic gastritis group, 
H.pylori positive rate was 15.7% (123/782). (2) Precancerous condition group, H.pylori positive 
rate was 23% (92/400, including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gastric ulcer, gastric polyps and gastric 
stump ). (3) Gastric precancerous lesion group, H.pylori positive rate was 37.1% (56/151, 
including chronic metaplastic atrophic gastritis and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4) Gastric cancer 
group, H.pylori positive rate was 3.2% (1/31).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2. In the 1364 cases,280 cases of gastric biopsies were also used for H.pylori isolation. A total of 
44 H.pylori isolates were obtained (positive rate 15.7%, 44/280), 6 cases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were excluded and 38 H.pylori strains were analyzed in genotype. The pathological 
types of these 38 biopsies were as follows: 26 cases of chronic non atrophic gastritis, 1 case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10 cases of chronic aplastic atrophic gastritis, and 1 case of gastric 
cancer. All H.pylori strains were cagA positive.The distribution of cagA EPIYA genotypes were as 
follows: 6 strains were Western type cagA-AB (15.8%), 1 strain was Western type cagA-ABC 
(2.6%), 31 strains were East Asian type cagA-ABD (81.6%).No cagA-BD was found.There were 9 
kinds of vacA genotypes including vacA s1c/m2 (17 strains),vacA s1c/m1b(6 strains),vacA 
s1a/m2(4 strains),vacA s1c(1 strain),vacA m2(1 strain),vacA s1c/s2(1 strain), vacA s1c/s2/m2 (1 
strain), vacA s1c/s2/m1b (5 strains) and vacA s1c/m1b/m2 (2 strains). (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agA and vacA genotypes of the 38 strains of H.pylori and the 
pathological type of gastric mucosa. 
Conclusions 1.In the cases of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in some hospitals in 
Guiyang, Guizhou, Men have a higher positive rate of H.pylori than women, and there is no 
obvious correlation with age. 2.The infection of H.pylori is related to the pathological type of 
gastric mucosa. The positive rate in precancerous lesion group is the highest. 3. All the H.pylori in 
this region are cagA positive strains. The East Asia EPIYA–ABD is the most common cagA 
genotype, Western type only appeared in non-atrophic gastritis group.The vacA s1c/m2 is the 
most common vacA genotype. The distribution of cagA and vacA genotypes i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pathological type of gastric muc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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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69 

抗生素敏感性试验指导的个体化三联方案与经验性铋剂四联方案 

对幽门螺杆菌感染初次治疗的作用 

 
刘静,纪超然,李月月,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感染可导致胃炎和包括消化性溃疡、胃癌和胃黏膜相

关淋巴组织淋巴瘤在内的多种疾病。由于患者对治疗方案依从性差以及 Hp 对抗生素耐药性不断增

加，根除 Hp 治疗难度不断增加。在高耐药率背景下，抗生素敏感性试验（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AST）指导的个体化初次治疗，可以更短的疗程获得理想的根除率。本研究旨

在通过比较 10 天经 AST 试验指导的个体化三联方案与 14 天以克拉霉素为基础的经验性铋剂四联

方案在 Hp 初次治疗中的根除率，以确定更好的治疗方案来指导临床实践。 

方法 经 13
C 呼气试验证实 Hp 感染阳性初治的门诊患者随机被分为 AST 方案组（兰索拉唑 30 

mg、按既定顺序选择 2 种敏感的抗生素）和经验性含铋剂四联方案组（兰索拉唑 30 mg、阿莫西

林 1 000 mg、克拉霉素 500 mg、胶体果胶铋 200 mg），每日 2 次用药，AST 组疗程 10 天，经

验性铋剂四联组疗程 14 天。患者停药后 6 周进行 13
C 呼气试验检查，结果阴性者判为根除成功。 

结果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6 月共纳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 25 名患者，幽门螺杆菌培养的阴性率

（2/13，15.4%），两组药物不良反应及依从性相似。意向性分析时，AST 方案组及经验性含铋剂

四联方案组对 Hp 的根除率分别为 81.8% （9/11）、83.3%（10/12），两种方案的根除率无统计

学差异( p > 0.05 )。符合方案集分析显示，AST 方案组及经验性含铋剂四联方案组对 Hp 的根除率

分别为 90.0%（9/10）、90.9%（10/11），两组方案的根除率无统计学差异( p > 0.05 )。 

结论 基于抗生素敏感性试验指导的三联方案同经验性铋剂四联方案在感染幽门螺杆菌初次治疗的

患者中根除率相当，抗生素敏感性试验指导的三联方案或可成为治疗 Hp 感染的首选方案。 

 
 

PU-0270 

Long intergenic non-coding RNA 00152 affects 
cholangiocarcinoma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via 

interacting with EZH2 and repressing LRIG1 expression 

 
Ni Wang,Yang Yu,Mingjiong Zhang,Quanpeng Li,Fei Wang,Lin Miao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xpression pattern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LINC00152 in 
cholangiocarcinoma (CCA). 
Methods Bioinformat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LINC00152 expression levels in the 
CCA and normal tissues by using raw microarray data downloaded from GEO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SE45001 and GSE76297) and TCGA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qRT-PCR) was used to validate LINC00152 expression in the CCA 
tissues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paired normal tissues. CCK8, colony formation, Edu assays, 
transwell assays, flow cytometry, and in vivo tumor formation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biological function of LINC00152 on CCA cell phenotypes. RNA-seq was carried 
out to identify the downstream target gene which was further examined by qRT-PCR, western 
bolt and rescue experiments. RNA immunoprecipitation (RIP) and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reveal the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mechanism of LINC00152 
functions in CCA. 
Results LINC00152 i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cholangiocarcinoma. Knockdown of 
LINC00152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whe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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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expression of LINC00152 had the opposite effect. RNA-seq revealed that LINC00152 
knockdown preferentially affected genes linked with cell proliferation,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cell 
adhesion. Furthermore, mechanistic investigation validated that LINC00152 could bind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complexes (PRC2) and modulate the histone methylation of promoter of LRIG1 
(leucine rich repeats and immunoglobulin like domains 1), thereby affecting cholangiocarcinoma 
cells growth and migration.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significant roles of LINC00152 in 
cholangiocarcinoma and suggested a new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direction of 
cholangiocarcinoma. 
 
 

PU-0271 

TIMP-4 悬液微珠芯片在胃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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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北京积水潭医院 

 

目的 课题组既往应用基质金属蛋白酶（MMP）抗体芯片的方法同时检测人体血清中 10 种分泌型

MMP 相关蛋白，结果表明仅有 TIMP-4 在胃癌（GC）与胃良性病变（NGD）组间浓度差异显著。

本研究旨在进一步验证 TIMP-4 用于胃癌诊断的能力及其作为胃癌候选诊断标志物的可行性。 

方法 连续收集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6 月于我院确诊的 40 例 GC 和 38 例 NGD 患者血清标本。

应用悬液微珠芯片检测上述患者血清中 TIMP-4 的浓度。比较其在 GC 和 NGD 组间浓度的差异，

计算其用于胃癌诊断的效能。并应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AFP、CEA、CA125 和 CA19-9 在上述 40

例 GC 患者血清中的浓度，分析其用于胃癌诊断的能力。 

结果 TIMP-4 在 GC 和 NGD 组中的浓度分别为 1101.2±703.3 pg/ml 和 890.1±454.7 pg/ml。与

NGD 组相比，TIMP-4 的浓度在 GC 组中均呈升高趋势，但未见统计学差异（ t=1.568, 

P=0.122）。TIMP-4 用于 GC 诊断的 AUC 值为 0.574（95% CI: 0.444-0.704）。此外，GC 组中

AFP、CEA、CA125 和 CA19-9 的阳性率分别为 0、18.9%、8.3%和 10.8%，联合检测的阳性率为

32.4%。 

结论 血清 TIMP-4 的表达水平对于胃癌的诊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它是否有望成为一种新型

的胃癌诊断标志物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PU-0272 

TIMP-4 作为胃癌诊断候选生物标志物的临床研究 

 
刘健

1,2
,周丽雅

1
,林三仁

1
,姚贝

1
,周剑锁

1
,闫秀娥

1
,陆京京

1
,肖士渝

1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北京积水潭医院 

 

目的 评价人体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MMP）表达谱用于胃癌辅助诊断的可行性，从中筛选新型胃

癌（GC）诊断标志物，并与传统血清学肿瘤标志物的诊断价值进行比较。 

方法 连续收集 12 例 GC 和 10 例胃良性病变（NGD）患者的血清标本组成训练集。应用 MMP 抗

体芯片同时检测 12 例 GC 和 10 例胃良性病变（NGD）患者血清中 10 种分泌型 MMP 相关蛋白的

浓度，比较这 10 种蛋白在 GC 和 NGD 组间的浓度差异，计算其用于胃癌诊断的效能。筛选两组

间浓度差异最大的 MMP 亚型进入下一步研究。继续收集 40 例 GC 和 38 例 NGD 患者的血清标本

组成验证集。应用悬液微珠芯片检测上述患者血清中 TIMP-4 的浓度。比较其在 GC 和 NGD 组间

浓度的差异，计算其用于胃癌诊断的效能。并应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AFP、CEA、CA125 和

CA19-9 在上述 52 例 GC 患者血清中的浓度，分析其用于胃癌诊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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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训练集中与 NGD 组相比，除 MMP-2、MMP-3 和 MMP-13 外，其余 MMP 亚型在 GC 组中的

浓度均呈升高趋势。但是除 TIMP-4 外，均未见统计学差异。MMP 家族各亚型用于胃癌诊断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在 0.500-0.858 之间，联合诊断的 AUC 值为 0.858（95% CI: 0.699-

1.000）。其中 TIMP-4 的 AUC 值最高，为 0.858（95% CI: 0.692-1.000）。当选取 2438.3 pg/ml

为最佳临界值时，TIMP-4 用于 GC 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 0.833、0.800 和

0.818。验证集中 TIMP-4 在 GC 和 NGD 组中的浓度分别为 1101.2±703.3 pg/ml 和 890.1±454.7 

pg/ml。与 NGD 组相比，TIMP-4 的浓度在 GC 组中均呈升高趋势，但未见统计学差异（t=1.568, 

P=0.122）。TIMP-4 用于 GC 诊断的 AUC 值为 0.574（95% CI: 0.444-0.704）。此外，血清

AFP、CEA、CA125 和 CA19-9 用于 GC 诊断的阳性率分别为 0、25.0%、20.0%和 8.3%（训练

集）；0、18.9%、8.3%和 10.8%（验证集）。 

结论 传统血清学肿瘤标志物用于胃癌诊断的能力有限，血清 MMP 表达谱的检测有望成为胃癌诊断

和筛查的新方法。血清 TIMP-4 的表达水平对于胃癌的诊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它是否有望

成为一种新型的胃癌诊断标志物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PU-0273 

消化内科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心理护理 

 
乔丹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目的是探讨消化内科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及治疗过程中的心理护理及人文护理，更好的体现

优质护理的人文护理伦理体会。 

方法 密切监测患者病情变化，多与患者及家属沟通交流，最做好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及正确认识疾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结果 患者康复出院，心理压力减小，积极配合治

疗，焦虑减轻。具体方法如下：1、勤开公休座谈会， 医生讲解同一种病例的治疗及预后，护士讲

解有关疾病的相关护理,动员家属主动积极参与多学习相关疾病知识。2、加强对病人及家属的宣教

工作，让病人清楚自己所用药物作用及不良反应。3、多与病人及家属接触，把医护人员还给病

人，了解病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4、情绪转移，很多病人知道自己是不可

治愈的疾病后，往往会想到怎样对自己的家庭产生最小的伤害，放弃治疗或选择轻生的念头，此时

应告知病人在家庭中的重要性，适当提出作为子女内心真实想法，病人往往会减轻痛苦。5、行为

矫正训练，要求病人达到一种主观的安静状态，逐渐产生安详幸福的感觉，可以用来与可能引起焦

虑的情况抗衡。6、以患者为中心，通过实施科学的、合理的护理措施，结合医护人员自身临床经

验，全面评估患者现存循证问题，通过多种渠道寻找证据支持，为患者提供针对性护理措施；改善

传统护理流程中经验护理模式，保证护理安全。7 、护士鼓励患者主诉心理问题，为了提高患者消

化科患者住院治疗的次数，降低复发率，为患者及家属做好有效的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针对病因

着重强调患者日常饮食、定时来医院复查，遵医嘱用药，带领患者学习如何做好自我保健，通过发

放健康指导宣传手册，建立微信群共同交流学习，做好出院指导，定期电话随访、组织护理人员定

期家庭访视，指导患者坚持治疗。 

结果  患者康复出院，心理压力减小，积极配合治疗，焦虑减轻。 

结论 通过一系列的健康教育及心理辅导，大部分患者能均表示对我们的临床护理工作感到满意。

人文护理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且患者患者满意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对患者早日康复出院有重要

意义，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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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74 

纤维蛋白原，一种新的表浅食管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 

并发狭窄的危险因素 

 
朱微,叶丽萍 

浙江省台州医院 

 

目的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是治疗表浅食管癌的一种安全而有效的治疗方法，目前被广泛应

用于临床。食管狭窄是食管 ESD 术后主要的并发症之一，严重狭窄可严重损害患者的生存质量，

并可能引起致命性的吸入性肺炎，往往需要额外的、反复的治疗干预。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

ESD 术后并发狭窄的危险因素，促进对 ESD 术后的患者进行危险分层，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收集于 2010-2016 期间于浙江省台州医院诊治表浅食管癌患者的电子病例信息，根据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本研究最终纳入 124 名患者，收集的患者资料包括人口统计学数据、临床病理

特征和术后随访信息等，如：患者相关一般信息、血液检查结果、病灶及手术相关信息、随访结

果，将数据整理后，根据数据类型，应用 SPSS22.0 软件进行适当的单因素及多因素统计分析。 

结果 本研究 ESD 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37.1%，其中术后狭窄的发生率为 27.4%（34/124），术

后发生狭窄的平均时间与中位时间分别为 40.77±28.82 天和 28（19.50-56.98）天。根据 AU-ROC

确定术前纤维蛋白原和切除病灶长径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 3.24g/L 和 3.25cm。单因素分析结果提

示住院时间（天），手术时间（天），浸润深度（M1/M2/M3+M4），切除病灶长径（cm），食管

切除周径（＜49%/50-74%/75-100%），支架放置（是/否），术前纤维蛋白原（＜3.24/≥3.24，

p=0.034），术前 APTT（s）和术后淋巴细胞（<1.03/≥1.03 ×109/L， p=0.017）在狭窄组与非狭

窄组的单因素分析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各变量经多重共线性分析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进一步

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切除周径范围(50-74%/≥75%)、纤维蛋白原水平≥3.24g/L 和切除病

灶长径≥3.25cm 为术后并发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切除周径范围、术前纤维蛋白原水平和切除病灶长径是术后并发狭窄的危险因素，其中纤维

蛋白原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表浅食管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并发狭窄的危险因素。 

 
 

PU-0275 

超声内镜对胰腺占位性病变的诊断价值 

 
熊慧芳,陈幼祥,刘志坚,舒徐,祝荫 

江西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明确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抽吸术（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guided fine needle 

aspiration, EUS-FNA）对不同胰腺占位性疾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消化科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经临床或影像学拟诊为胰腺占位性

病变，并进行超声内镜检查者共 175 例。分析所有患者性别、年龄构成比，胰腺实性占位及囊性占

位的比例，病变的部位、大小，成功进行 FNA 的比例，细胞/病理学结果阳性率，以及血液、囊性

病变的 CEA、CA199 结果。 

结果 经超声内镜检查确定胰腺实质性占位 140 例，胰腺囊性占位 35 例。140 例胰腺实质性占位患

者中男性 99 例，女性 41 例，男女性别为 2.4:1；患者年龄分布为 26-82 岁，平均年龄 58 岁，<40

岁者 16 例；40-64 岁者 73 例；>65 岁者 51 例；占位位于胰腺头部 85 例，颈部 4 例，钩突部 7

例，头体部 7 例，体部 13 例，体尾部 9 例，尾部 14 例，全胰腺 1 例；占位直径 0.8-8cm，平均直

径 3.3cm。35 例患者因穿刺路径有血管、十二指肠球腔狭窄等原因未能进行 EUS-FNA，其余 105

例患者均进行 EUS-FNA，17 例患者仅获得细胞学标本，未获取组织学标本，组织标本获取率

83.8%，组织/病理学阳性率 77.9%，其中确诊神经内分泌肿瘤 5 例，淋巴瘤 1 例，自身免疫性胰

腺炎 1 例，胰腺癌 102 例。35 例胰腺囊性占位中有 2 例患者的血液 CEA 有轻度升高，6 例患者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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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CA199 升高明显；共 29 例患者进行了 EUS-FNA，其中 11 例患者获得病理组织条，20 例患者

获得液基细胞但均未有阳性结果，17 例患者进行了囊液 CEA 检查，亦未见明显异常。 

结论 胰腺癌多见于中老年男性患者，病变以胰头部为主，且 EUS-FNA 对胰腺实质性占位诊断准确

率较高，但对胰腺囊性占位的诊断价值有限，且囊液 CEA 无意义。 

 
 

PU-0276 

急性胰腺炎后胰腺内外分泌功能的随访研究 

 
喻冰君 

江西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急性胰腺炎是胰腺的急性炎症过程，可影响胰周组织甚至远隔器官，是以 胰腺实质的自身消

化，间质脂肪坏死及坏死性血管炎为特征的一种疾病。近年 来发病率不断上升，成为了国内外最

常见的消化科急症，住院费用也逐渐增高， 给国家和个人带来了极大的经济负担。AP 后可继发内

外分泌功能异常，影响胰 腺炎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已有小部分关于 AP 后胰腺内外分泌功能的研

究，但 AP 严重程度、不同病因和相关危险因素对内外分泌功能的影响仍无统一定论。 因此，通过

随访以观察 AP 患者胰腺内外分泌功能情况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同 时该研究可作为未来探讨干预

治疗的指标及不同阶段最有效干预策略的前期研 究。 

方法 纳入 2005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0 月 31 日因急性胰腺炎在南昌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住院治

疗，出院后随访，病程满一年且资料完整的患者。胰腺内分泌功 能通过空腹血糖及 OGTT 试验测

定；胰腺外分泌功能采用粪便弹力蛋白酶-1 （FE-1）测定，试剂使用弹性蛋白（ELN）检测试剂

盒（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  

结果 比较出 院 1 年后不同严重程度的 AP 患者的胰腺内分泌功能情况，MAP、MSAP 和 SAP 分

别为 6（4.2%）、 0（0%）和 6（4.2%）例，统计结果表明 AP 严重程度影响胰 腺内分泌功能，

其中 MSAP 更易发生内分泌功能异常，结果与住院期间类似。 

比较住院期间不同病因对胰腺内分泌功能的影响：胆源性、高甘油三酯血 症性、酒精性和特发性

胰腺炎的血糖异常分别为 37（25.8%）、 42（29.3%）、 10 （7.0%）和 9（6.0%），统计结果

表明住院期间 AP 不同病因可影响胰腺内分泌 功能，其中胆源性胰腺炎更易影响胰腺内分泌功能。

出院 1 年后 AP 不同病因对 胰腺内分泌功能的影响，胆源性、高甘油三酯血症性、酒精性和特发

性胰腺炎 的内分泌功能异常分别为 7（10.1%）、 4（7.7%）、 1（8.3%）及 0（0%）例，统 计

结果表明出院 1 年后不同病因的 AP 对胰腺内分泌功能无影响。最后对各种危 险因素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 AP 不同病因对胰腺内分泌功能无影响。  

结论 AP 影响胰腺内分泌功能，AP 严重程度和随访间期与胰腺内分泌功能相关。 AP 危险因素如

性别、年龄、吸烟、饮酒、高脂血症和 AP 不同病因不影响胰腺 内分泌功能。 急性胰腺炎对胰腺

外分泌功能无明显影响。  

 
 

PU-0277 

全基因组组蛋白 H3K27 乙酰化谱改变在慢性小鼠肠炎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陈梦

1
,叶梅

1,2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2.GI Division， Department of Integrated Internal Medicine，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目的 炎症性肠病（IBD）是发生在消化道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迄今确切的发病机制仍不清

楚，而作为基因型和表型差异的桥梁--表观遗传学是指基因表达改变而不伴随 DNA 序列改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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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 DNA 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迄今为止表观遗传在人类疾病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肿瘤中的

研究较深入，但在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报道较少，目前在小鼠模型和人类 IBD 患者中均

进行了一些 DNA 甲基化谱研究，但结论存在争议，而组蛋白修饰相关研究甚少，且仅限于特异性

位点的修饰改变。基于此，本项目运用转录组学和表观遗传组学研究方法，分析 H3K27ac 在全基

因组的修饰图谱变化，以明确其是否参与 IBD 发病机制，并同时识别由于 H3K27ac 改变导致基因

表达异常的候选基因以及可能的转录因子调控网络和增强子。 

方法 建立 DSS 诱导的慢性肠炎模型，末次给予 DSS 后的第 4-6 天（炎症最重时期）处死小鼠，

取肠道远端组织，采用高通量转录组测序（RNA-seq）鉴别 DSS 诱导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基因表达

差异，同时 H3K27ac 高通量染色质免疫共沉淀测序（CHIP-seq）识别全基因组 H3K27ac 富集程

度和分布差异，并进一步采用生物信息学 GO 和 KEGG 等方法分析数据。 

结果 我们发现，在两组小鼠的结肠组织中，整体基因组 H3K27ac 富集水平和分布均无显著差异；

而与对照组相比，DSS 组特异性的经典增强子区域有明显较高的 H3K27ac 富集信号，在超级增强

子区域两组之间未显示明显差异。进一步结合 RNA-seq 数据分析，筛选出基因表达差异>2 倍的上

调基因和两组 H3K27ac 富集差异区域所调控的基因，我们确定 89 个候选基因进行后续研究。这些

基因代表经过 DSS 处理后转录阶段发生 H3K27 乙酰化(ac)，继之表型也随之发生改变的基因。由

于 H3K27ac 富集程度变化使转录因子结合率改变，并且 H3K27ac 是活跃增强子的经典标志物，可

直接反映增强子的变化，因此动态增强子活性可作为一种工具来识别 DSS 处理引起的转录因子

（TFs）调节网络的改变。最后，我们预测了与 DSS 处理组中那些特殊的经典增强子区域高度匹

配的 TFs。 

结论 我们研究表明，DSS 处理后，特殊的经典增强子区域 H3K27ac 富集显著增加，并通过调节邻

近基因的表达以及改变 TFs 网络，参与 IBD 的发生发展，这为更深入理解 IBD 发病机制、并为研

发 IBD 新的治疗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PU-0278 

幽门螺杆菌与反流性食管炎的关系研究 

 
王璐,孙剑经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目前已知的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的消化系统疾病和非消化系统疾病已不在少数，而反流性

食管炎作为消化内科常见疾病，虽然探讨其与幽门螺杆菌之间的相关机制的文献很多，但仍没有被

学者们下一个明确的定论。本篇文章所阐述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通过收集病例资料，然后经过回顾性

分析数据来探讨幽门螺杆菌与反流性食管炎的关系。 

方法 实验选自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1 月到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 210 人作为研究对

象。这 210 个研究对象中包括反流性食管炎患者 110 人，慢性胃炎患者 100 人。所有的研究对象

必须是经过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并得以明确诊断的，两组患者是同一时期来诊的。反流性食管炎组参

照目前较广泛使用的洛杉矶分级标准分为 A、B、C、D 四级，并分为轻度（LA-A 组和 LA-B 组）

和中重度（LA-C 组和 LA-D 组）两组。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否主要依靠于 13
C 尿素呼气试验，呼气试

验结果若为阳性的则代表幽门螺杆菌现行感染，若呼气试验结果为阴性则代表不存在幽门螺杆菌现

行感染。分别计算两组患者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比较两组患者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 pylori）的感染率，计算 OR 值，并对幽门螺杆菌与反流性食管炎组严重程度的关系进行

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结果 反流性食管炎组共 110 例，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为 34.55%；慢性胃炎组 100 人，幽门螺杆菌

感染率为 65.0%，依据医学统计学中的卡方检验方法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c
2
=19.440，P＜0.05），提示反流性食管炎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要低于慢性胃炎组。将幽门螺杆

菌感染视为暴露因素，依据统计学指标 OR 值计算提示该因素对于反流性食管炎是保护因素

（OR=0.28，OR＜1）。轻度的反流性食管炎患者（LA-A 组和 LA-B 组）共 75 人，幽门螺杆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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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率为 41.33%；中重度的反流性食管炎患者（LA-C 组和 LA-D 组）共 35 人，幽门螺杆菌感染率

为 20.00%，依据医学统计学中的卡方检验方法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
2
=4.803，

P＜0.05），提示轻度反流性食管炎患者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显著高于中重度患者。 

结论 试验研究提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反流性食管炎的产生呈负相关，反应出幽门螺杆菌可能会降

低反流性食管炎的发生可能性，并可延缓反流性食管炎的发展，可降低反流性食管炎的严重程度。 

 
 

PU-0279 

内镜超声引导下胃开窗术在胰周积液引流中的初步临床经验 

 
贺德志,王小彤,刘冰熔,王娟,郑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内镜超声（EUS）引导下经胃开窗术引流胰周积液（PFC）的安全性，有效性及实用

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 EUS 引导下经胃开窗术

治疗的 15 例 PFC 患者的病历及随访资料。引流方法采用 EUS 引导下定位囊腔与胃壁紧贴且无血

管的区域，全层切除胃壁和囊壁，创建 1.0cm-2.0cm 的窗口，形成囊腔与胃腔之间的引流通道。

囊内坏死物质体积较大或较多的患者进行选择性部分清创术。 

结果 15 例患者中，男 11 例，女 4 例，年龄 14～53 岁，平均 36.5 岁。6 例定义为假性囊肿(PP)，

9 例定义为包裹性坏死（WON），PFC 的平均最大直径为 118.9 ± 56.8 mm（52-220mm），胃内

均有囊肿压迹表现。15 例患者均完成开窗，手术成功率为 100%，手术过程中无不良事件发生。

PP 患者中位手术时间为 54 min (45–64)，而 WON 患者为 106 min (86–144)。6 例 PP 患者症状改

善明显，且术后 1 天 CT 显示囊液减少 90%以上；WON 患者腹痛较梗阻症状减轻缓慢。9 例

WON 中有 3 例进行了再次清创，其中 1 例需要 1 次，另 2 例需要 2 次。该 2 例患者囊内发现 1-2

根游离血管横跨囊腔，以钛夹夹闭，其中 1 例在第三次进镜（12th）时发现已自发断裂,另一例血

管镜下人为切断（ 5th），均无出血；并且该 2 例患者术后出现新发的囊内感染（体

温>38.0°,>24h），再次清创并联合抗生素治疗后治愈。无出血、穿孔、死亡病例。平均手术费用

为 14208（9644 - 34032）元；术后住院天数为 10（6-20）天。平均随访 31.9 ± 14.6（9-54）

周，囊肿均完全消失，创面均愈合良好，无一例复发。 

结论 EUS 引导的经壁开窗术引流胰腺假性囊肿和包裹性坏死，安全、经济、有效，且操作简单，

对于囊壁与消化道紧贴的 PFC 患者，该术式有望取代支架的置入。 

 
 

PU-0280 

miR-149-3p 在结直肠癌化疗敏感性及糖代谢中的作用 

及分子机制 

 
梁钰,候利丹,祝丹希,黄欣,李林静,孟祥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结直肠癌细胞尤其是对化疗耐药的结直肠癌细胞常伴有代谢过程的重编程，导致糖消耗量、

乳酸和 ATP 产量的异常。二氯乙酸作为小分子代谢调节剂，具有抗肿瘤的作用，本研究将二氯乙

酸与化疗药联用于化疗敏感和耐药肠癌细胞株上，观察其对化疗药敏感性的影响。由于 microRNA

广泛参与了结直肠癌发生发展的各个过程，而 miRNAs 与结直肠癌化疗敏感性的关系亟待深入研

究。本研究筛选了二氯乙酸相关的 miRNAs 分子，鉴定了与结直肠癌耐药相关的 miRNA 分子，并

深入分析了该分子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分子机制和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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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将不同浓度二氯乙酸作用于肠癌细胞不同时间点进行高通量 microRNA 表达谱检测，筛选出

随药物作用浓度和时间变化的 miRNAs，并鉴定了 miR-149-3p 是 DCA 相关的 miRNA。我们分别

在肠癌化疗敏感株中敲低了  miR-149-3p，在肠癌化疗耐药株中过表达了  miR-149-3p, 通过

CCK8，平板克隆、流式凋亡染色等检测了肠癌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并检测了 miR-149-3p

对细胞的糖消耗量、乳酸产量和糖酵解的影响。通过生物信息学预测，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验证了

miR-149-3p 调控代谢通路的直接靶基因 PDK2，通过在肠癌细胞株上敲低和过表达 PDK2，验证了

PDK2 在肠癌代谢和化疗敏感性中的作用。通过功能回复实验，验证了 PDK2 是 miR-149-3p 的功

能性靶基因。通过裸鼠皮下成瘤实验验证二氯乙酸和 5-氟尿嘧啶两药联用的效果，并通过瘤内注射

ago-miR-149-3p 来验证其体内增敏效果。我们还分析了结直肠癌病人化疗后缓解和进展的两组病

人癌组织中 miR-149-3p /PDK2 的表达水平。 

结果 体内外实验证实了二氯乙酸可以增加耐药肠癌细胞株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二氯乙酸相关的 

miR-149-3p 通过靶向调控 PDK2 来抑制肠癌细胞的葡萄糖的消耗、乳酸的产量，并影响肠癌细胞

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 MiR-149-3p 在结直肠癌化疗后进展的病人中是低表达的，靶基因 PDK2 表

达上调的病人预后较差。 

结论 二氯乙酸可作为为结直肠癌化疗的增敏剂，其中 miR-149-3p /PDK2 轴在结直肠癌的代谢和耐

药中发挥重要作用，可用于结直肠癌病人化疗疗效的预测指标。 

 
 

PU-0281 

全基因组组蛋白 H3K27 乙酰化谱改变在慢性小鼠肠炎发病机制

中的作用研究 

 
陈梦

1
,叶梅

1,2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2.GI Division， Department of Integrated Internal Medicine，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目的 炎症性肠病（IBD）是发生在消化道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迄今确切的发病机制仍不清

楚，而作为基因型和表型差异的桥梁--表观遗传学是指基因表达改变而不伴随 DNA 序列改变，主

要包括 DNA 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迄今为止表观遗传在人类疾病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肿瘤中的

研究较深入，但在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报道较少，目前在小鼠模型和人类 IBD 患者中均

进行了一些 DNA 甲基化谱研究，但结论存在争议，而组蛋白修饰相关研究甚少，且仅限于特异性

位点的修饰改变。基于此，本项目运用转录组学和表观遗传组学研究方法，分析 H3K27ac 在全基

因组的修饰图谱变化，以明确其是否参与 IBD 发病机制，并同时识别由于 H3K27ac 改变导致基因

表达异常的候选基因以及可能的转录因子调控网络和增强子。 

方法 建立 DSS 诱导的慢性肠炎模型，末次给予 DSS 后的第 4-6 天（炎症最重时期）处死小鼠，

取肠道远端组织，采用高通量转录组测序（RNA-seq）鉴别 DSS 诱导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基因表达

差异，同时 H3K27ac 高通量染色质免疫共沉淀测序（CHIP-seq）识别全基因组 H3K27ac 富集程

度和分布差异，并进一步采用生物信息学 GO 和 KEGG 等方法分析数据。 

结果 我们发现，在两组小鼠的结肠组织中，整体基因组 H3K27ac 富集水平和分布均无显著差异；

而与对照组相比，DSS 组特异性的经典增强子区域有明显较高的 H3K27ac 富集信号，在超级增强

子区域两组之间未显示明显差异。进一步结合 RNA-seq 数据分析，筛选出基因表达差异>2 倍的上

调基因和两组 H3K27ac 富集差异区域所调控的基因，我们确定 89 个候选基因进行后续研究。这些

基因代表经过 DSS 处理后转录阶段发生 H3K27 乙酰化(ac)，继之表型也随之发生改变的基因。由

于 H3K27ac 富集程度变化使转录因子结合率改变，并且 H3K27ac 是活跃增强子的经典标志物，可

直接反映增强子的变化，因此动态增强子活性可作为一种工具来识别 DSS 处理引起的转录因子

（TFs）调节网络的改变。最后，我们预测了与 DSS 处理组中那些特殊的经典增强子区域高度匹

配的 T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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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研究表明，DSS 处理后，特殊的经典增强子区域 H3K27ac 富集显著增加，并通过调节邻

近基因的表达以及改变 TFs 网络，参与 IBD 的发生发展，这为更深入理解 IBD 发病机制、并为研

发 IBD 新的治疗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PU-0282 

结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预后因素—一项基于监测，流行病

学和最终结果（SEER）数据库的回顾性分析 

 
邹金茂,黄开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近年来结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发病率逐渐上升。为了探究与结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预后相

关的因素，我们对结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病人相关的临床病理资料进行了癌症相关生存的研究，

期望发现结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独立预后因素，指导并评价预后。 

方法 通过美国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SEER）数据库，我们筛选了从 2004 年开始诊断为结

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病例，随后使用 t 检验、卡方检验、Log-rank 检验、多变量 logistic 和 Cox

回归分析了 3093 名有临床和随访资料的患者。 

结果 在 3093 个病例中，我们发现年龄（P<0.001）、婚姻状态（P<0.001）、原发肿瘤部位

（P=0.031）、手术（P=0.001）、肿瘤数目（P<0.001）、肿瘤功能状态（P<0.001）、组织病理

学分级（P<0.001）、第 7 版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肿瘤分期（P<0.001）是与结直肠神经内分泌肿

瘤癌症特异性生存相关的独立因素。已婚的病人癌症特异性生存时间长于非已婚病人的癌症特异性

生存时间（P<0.001），其中，已婚的病例在诊断时发生远处转移更少（P=0.029），再者，已婚

的病人较非已婚的病人更倾向于接受手术治疗（P=0.007）。 

结论 年龄、婚姻状态、原发肿瘤部位、手术、肿瘤数目、肿瘤功能状态、组织病理学分级、第 7

版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肿瘤分期是结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独立预后因素。其中婚姻对这类肿瘤的

病人具有保护作用，其中可能的机制是已婚病人较非已婚病人在生理、心理及社会支持三个层面上

获益更多。该研究结果可指导评价病人的总体预后。 

 
 

PU-0283 

瑞戈非尼与 PD-1/PD-L1 抑制剂联合用药抑制人肝癌细胞的增殖 

 
余柑祥,王坤元,古诚鑫,王芝蕾,杨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多靶点磷酸激酶抑制剂瑞戈非尼（Regorafenib）与肿瘤免疫检查点 PD-1/PD-L1 抑制剂

联合使用对人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方法 分别给予肝癌细胞 SMMC-7721 和 Hep3B 不同浓度瑞戈非尼（2.5、5、7.5、10、15μM）和

PD-1/PD-L1 抑制剂（5、10、20、30、50μM）单药处理 36h 后，以及瑞戈非尼（2、4、6μM）

与 PD-1/PD-L1 抑制剂（20、30μM）联合处理 24h、36h、48h 后，采用 MTS 细胞增殖检测方法

分别探讨瑞戈非尼和 PD-1/PD-L1 抑制剂单药和联合用药对 SMMC-7721 和 Hep3B 细胞增殖的影

响；并采用结晶紫染色方法进一步验证 6μM 瑞戈非尼和 30μM PD-1/PD-L1 抑制剂单药处理或联合

用药处理对 SMMC-7721 和 Hep3B 细胞存活的影响。 

结果  MTS 结果显示在瑞戈非尼单药处理组中，SMMC-7721 和 Hep3B 细胞的增殖能力显著被抑

制，且随着给药浓度的提高，抑制效果越明显，表明瑞戈非尼对肝癌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具有剂量

依赖性。在 PD-1/PD-L1 抑制剂单药处理组中，我们发现低浓度 PD-1/PD-L1 抑制剂对肝癌细胞的

增殖无明显影响，当 PD-1/PD-L1 抑制剂浓度升高 20μM 以上时，SMMC-7721 和 Hep3B 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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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水平明显被抑制。将瑞戈非尼和 PD-1/PD-L1 抑制剂联合使用后，结果显示联合处理组较瑞戈

非尼或 PD-1/PD-L1 抑制剂单药处理组具有明显的抑增殖作用（P<0.05），且随着联合处理时间的

延长，抑增殖作用更显著，表明联合用药效果具有时间依赖性。此外，结晶紫染色结果显示 6μM

瑞戈非尼和 30μM PD-1/PD-L1 抑制剂联合处理组 SMMC-7721 和 Hep3B 细胞存活数明显少于瑞

戈非尼或 PD-1/PD-L1 抑制剂单药处理组。 

结论 瑞戈非尼和 20μM 以上浓度的 PD-1/PD-L1 抑制剂均能抑制肝癌细胞 SMMC-7721 和 Hep3B

的增殖，瑞戈非尼联合 PD-1/PD-L1 抑制剂较单药处理具有明显的抑增殖作用。瑞戈非尼与 PD-

1/PD-L1 抑制剂联合用药为肝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PU-0284 

细胞核受体 Nur77 调控人肝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 

 
古诚鑫,王坤元,余柑祥,王芝蕾,杨涛,杨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细胞核受体 Nur77 对人肝癌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用 Western blotting 实验方法检测正常人肝细胞 L02 以及人肝癌细胞株 SMMC-7721、Bel-

7402、Hep3B、SK-Hep1 和 HepG2 的 Nur77 蛋白基础表达水平。根据不同肝癌细胞株 Nur77 蛋

白的表达情况，选取 SMMC-7721 和 Hep3B 细胞进行 Nur77 干扰实验，HepG2 细胞用于 Nur77

过表达实验。应用 RNA 干扰技术沉默肝癌细胞 SMMC-7721 和 Hep3B Nur77 表达，构建 Nur77

过表达质粒，转染 HepG2 细胞，诱导 Nur77 表达上调，并采用 Western blotting 方法分别验证

siRAN 的干扰效率以及质粒的过表达效率。在肝癌细胞分别进行 Nur77 沉默或过表达处理后，利

用 Transwell 小室探讨 Nur77 对肝癌细胞侵袭、迁移的影响。 

结果 Western blotting 实验结果显示与其他肝癌细胞株相比，Nur77 蛋白在正常人肝细胞中表达水

平较低，其中，Nur77 蛋白在 SMMC-7721 和 Hep3B 细胞中的表达水平相对较高，而在 HepG2

细胞中的表达水平相对较低。因此，我们分别选用 SMMC-7721 和 Hep3B 细胞进行 Nur77 干扰实

验，HepG2 细胞进行过表达实验。结果显示与 siGFP 对照组相比，siNur77 处理组在 SMMC-7721

和 Hep3B 细胞两种细胞中的侵袭数目均明显减少，我们在细胞迁移实验中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提示沉默 Nur77 表达明显抑制肝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此外，与 pENTER 空载质粒转染组相

比，Nur77 过表达质粒转染组 HepG2 细胞的侵袭、迁移数目显著增多，提示 Nur77 过表达明显增

强肝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因此，Nur77 通过调节肝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促进了肿瘤疾病

的进展。 

结论 Nur77 通过调控肝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从而介导肝癌的进展，明确 Nur77 在肝癌中的生物学

功能为肝癌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PU-0285 

叶酸及维生素 B12 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关性的 

meta 分析 

 
唐瑾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 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已成为全球最常见肝

病，对 NAFLD 的研究和治疗也日益受到重视。随着对 NAFLD 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研究发现叶

酸及维生素 B12 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有着密切关系，但各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因此本研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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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 meta 分析全面评估血清叶酸及维生素 B12 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性，同时探讨

叶酸及维生素 B12 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检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y、万方资源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中国生物医

学文献数据库和维普期刊数据库，对截止至 2017 年 10 月发表的有关叶酸、维生素 B12 水平与非

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关性的文献进行筛选。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提取符合条件的文献及其数据，

并运用 Review Manager 5.3 及 Stata12.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分析。 

结果 1.通过筛选共纳入 13 篇符合条件的文献。 

2.以叶酸均数值作为评价指标，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组与正常对照组：n=13，SMD 为-0.14，

95%CI（-0.35，0.0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患者的地区、检测方法、诊断方法不

同分别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提示各亚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血叶酸水平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3.以维生素 B12 均数值作为评价指标，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组与正常对照组：n=13，SMD 为

0.08，95%CI（-0.28，0.4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以地区作为亚组分析发现美

洲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血清维生素 B12 水平高于正常人群，而亚洲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患者血清维生素 B12 水平低于正常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叶酸及维生素 B12 水平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及正常人群中无明显差异，但维生素

B12 水平可能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 

 
 

PU-0286 

The effect of CX3CL1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by Regulating JAK2 Signaling Pathway 

 
Xiaobin Shi,Liya Huang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ancreatic cancer is one of the common malignancies in the digestive system, and its 
incidence is increasing worldwide. Our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hemokine CX3CL1 
may play a biological role in inhibit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tumor cells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s. The chemokine CX3CL1 is the only member of the chemokine CX3C family, which has 
chemotaxis and adhes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umors. Therefor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the mechanism of CX3CL1 inhibition in the progress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Methods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 PANC-1 was cultured in an incubator at 37°C and 
5% CO2   Logarithmic growth phase cells were seeded in 6-well plates at 1×105 per well. After 
the cell fusion degree reached above 70%, the lentivirus was added.  Transfect cells into 
CX3CL1-siRNA negative group, CX3CL1 knockdow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CX3CL1 mRNA and protein was detected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 of JAK2 mRNA in each group was detected by RT-qPCR 
Results After CX3CL1-siRNA was transfected with PANC-1, the expression of CX3CL1 mRNA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12.73 times that of the CX3CL1 knockdown group, and the CX3CL1-siRNA 
negative group is 7.71 times that of CX3CL1 knockdown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CX3CL1-
mRNA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CX3CL1 knockdown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X3CL1 siRNA-negative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the CX3CL1 protein in the 
CX3CL1 knockdow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JAK2 mRNA in the 
CX3CL1 knockdown control group was 2.69 times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X3CL1 
knockdown group is 4.07 times that of CX3CL1-siRNA negative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JAK2-
mRN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CX3CL1 knockdown group 
Conclusion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showed that chemokine CX3CL1 i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and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action of CX3CL1 has been 
preliminarily explored. Chemokines may affect the prolifera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tumor cells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81 
 

through the JAK2 signaling pathway. This reveals that by blocking the chemokine CX3CL1 and 
JAK2 signaling pathway may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and treatment strategy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pancreatic cancer. 
  
 

PU-0287 

Endocuff 辅助结肠镜对腺瘤检出率的影响—— 

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 
 

鉴海旭,丰丙程,张岩,曲俊彦,张明明,李月月,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Endocuff 是一种附着在结肠镜远端的装置，以帮助在退镜时使结肠皱襞变平。已经有大量的

随机对照试验（RCT）比较 endocuff 辅助结肠镜（EAC）和标准结肠镜（SC）的腺瘤检出率

（ADR），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我们进行了荟萃分析，以评估 EAC 与 SC 相比能否提高

ADR。 

方法 我们检索了 PubMed，Embase，Scopus，Cochrane library 和 Google scholar 数据库，纳入

所有比较成年人 EAC 和 SC 的随机对照试验。主要观察结果是 ADR 和息肉检出率（PDR），次要

观察结果是平均腺瘤数量（MAP），平均息肉数量（MPP）,盲肠进镜率和进镜时间。采用随机效

应模型来中和数据异质性，我们还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和亚组分析，以寻找可能的临床和方法学的异

质性，偏倚风险是根据 cochrane 手册中的评估工具评估的。 

结果 我们一共纳入了 12 篇 RCT，包括 6869 个受试者（EAC：3461，SC：3408），与 SC 相

比，EAC 在 ADR, PDR, MAP 方面有显著的统计学优势，而盲肠进镜率、进镜时间、MPP 在两组

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结论 我们的结果表明，EAC 在 ADR 和 PDR 方面要优于 SC，而对于盲肠进镜率和进镜时间并没

有影响。EAC 的推广将会增加隐匿病变的检出率，从而降低漏诊率，使更多的病人实现早期诊

断、早期治疗。 

 
 

PU-0288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血浆中人肝细胞表达因子 CCL-16 表达 

水平相关研究 

 
宋香谆,齐玲芝 

吉林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主要探讨 IBS 患者血浆中 CCL-16 表达水平方面 

方法 所有受试者采血当日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离心备用，在酶标包被板上设标准品孔逐步稀释、

加样；分别设空白孔（空白对照孔不加样品及酶标试剂，其余各步操作相同）；温育、洗涤、加

酶、显色，最后每孔加终止液。以空白空调零，450nm 波长依序测量各孔的 OD 值，重复 3 次。 

结果 基因芯片技术筛查结果显示结肠粘膜 CCL-16 有表达，IBS 患者结肠粘膜 CCL-16 基因表达较

健康者显著上调，提示 CCL-16 可作为区分正常结肠粘膜组织和 IBS 结肠粘膜组织的标志因子 

结论 基因芯片技术筛查结果显示结肠粘膜 CCL-16 有表达，IBS 患者结肠粘膜 CCL-16 基因表达较

健康者显著上调，提示 CCL-16 可作为区分正常结肠粘膜组织和 IBS 结肠粘膜组织的标志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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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89 

肠上皮下肌成纤维细胞与肠型胃癌关系研究 

 
翟真真

1,2
,王乐

1
,左秀丽

2
 

1.德州市人民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检测肠上皮下肌成纤维细胞（ISEMF）在肠型胃癌中的表达及分布，初步探讨其与早期肠型

胃癌之间的关系。 

方法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采用 α-肌动蛋白（α-SMA）单克隆抗体检测 ISEMF 在 20 例正常对

照组胃粘膜及 45 例早期肠型胃癌中的分布与表达。 

结果 肠上皮下肌成纤维母细胞在正常胃黏膜中表达阳性率低且均为弱阳性，散在分布于腺体中

间；在肠型胃癌中肠上皮下肌成纤维细胞表达阳性率高，在肿瘤组织间呈无规律的小片状分布。α-

SMA 阳性慢性胃炎对照组每高倍视野 ISEMF 为 43.4±6.5，在肠型胃癌组每高倍视野 ISEMF 为

72.3±8.2。两组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ISEMF 在肠型胃癌与正常胃粘膜间质中分布及表达均存在明显差异，在肠型胃癌粘膜间质中

有增多的趋势，提示 ISEMF 参与了肠型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PU-0290 

has_circ_0000234 通过 miR-142-3p 调节 VAMP3 的 

表达参与胃癌的发生 

 
彭磊,张国新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目前的研究发现 circRNA 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 has_circ_0000234 在多个

胃癌表达谱芯片中有表达差异，但其作用机制尚未见研究。 

方法 使用 qRT-PCR 检测肿瘤组织和胃癌细胞系中 has_circ_0000234，miR-142-3p，VAMP3 的

表达，使用 CCK-8，克隆形成，Transwell，划痕实验分别检测改变 has_circ_0000234，miR-142-

3p，VAMP3 表达后胃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使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和 RNA 结合蛋

白免疫共沉淀来证明 has_circ_0000234，miR-142-3p，VAMP3 的相互作用。通过 Western Blot

对 VAMP3 的下游信号通路进行进一步探讨。 

结果 has_circ_0000234 在胃癌组织和胃癌细胞中的表达显著下降，且其低表达与淋巴结转移显著

相关。hsa_circ_0000234 过表达和敲低实验表明，低表达的 has_circ_0000234 促进细胞增殖，侵

袭和迁移，而过表达 has_circ_0000234 有相反的作用，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 has_circ_0000234

通过 miR-142-3p 调节 VAMP3 的表达。 

结论 has_circ_0000234 在胃癌中的表达显著降低，且可能通过 miR-142-3p 调节 VAMP3 的表达

参与胃癌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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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91 

人胎盘来源的 MSCs 与壳聚糖-IGF-1C 水凝胶共移植通过分泌

PGE2 改善 TNBS 诱导的结肠炎 

 
刘元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人胎盘间充质干细胞 （human placenta- 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PMSCs）与

壳聚糖-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C （CS-IGF-1C） 水凝胶通过局部注射的方式，共同移植到受损结

肠，是否可以改善 2，4，6-三硝基苯磺酸 （trinitrobenzene sulfonic acid, TNBS）诱导的小鼠的结

肠炎，并阐明其机制。 

方法 构建稳定表达萤火虫荧光素酶（fireflyluciferase, Fluc）和绿色荧光蛋白（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GFP）的 PMSCs 的细胞系，利用这种细胞系，通过生物发光成像技术（bioluminescence 

imaging，BLI）检测 CS-IGF-1C 水凝胶对 PMSCs 的生物相容性，以及体内促进 PMSCs 存活的效

果。在 TNBS 灌肠诱导小鼠结肠炎后的第 2 天，在炎症部位的肠系膜根部局部注射 PBS、CS 或

CS-IGF-1C 水凝胶与 PMSCs 的混悬液以及不含 PMSCs 的 PBS 作为空白对照。经小动物活体成

像技术检测 PMSCs 在第 1、3、5、7 天的存活情况和表征炎症反应程度的活性氧自由基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的含量，收集肠组织进行组织病理学分析，并通过实时 PCR

（real time PCR）检测炎性因子的表达情况。通过蛋白印迹技术（western blot）和免疫荧光分析

检测移植后肠组织及腹腔巨噬细胞的表型。通过酶联免疫吸附实验（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测定不同培养条件下（涂布 CS 或 CS-IGF-1C 水凝胶，或未涂布

水凝胶的对照组 ）的 PMSCs 上清液中前列腺素 E-2 （prostaglandin，PGE2）的含量。 

结果 BLI 结果表明，与游离的 PMSCs 或 PMSCs/CS 组相比，CS-IGF-1C 水凝胶可显著促进

PMSCs 的增殖（p<0.05）。此外，小动物活体成像结果证实，CS-IGF-1C 水凝胶可显著促进移植

后 PMSCs 在体内的存活 （p<0.05）。与此同时，CS-IGF-1C 水凝胶与 PMSCs 共移植可显着改

善小鼠结肠炎，增加体重，下调促炎因子的表达，并降低 ROS 的含量（p<0.05），减轻肠道炎

症，改善组织学特征。此外，ELISA 结果显示 CS-IGF-1C 水凝胶能够促进 PMSCs 对 PGE2 的释

放（p<0.05）。从免疫荧光分析结果得出 CS-IGF-1C 水凝胶能够促进 PMSCs 对 M2 巨噬细胞的

极化同时伴随白细胞介素-10 （Interleukin-10, IL-10）的表达，并进一步降低 M1 巨噬细胞的水平

（p<0.05）。 

结论 局部应用 CS-IGF-1C 水凝胶包被的 PMSCs 可通过促进这些供体细胞释放 PGE2，以极化 M2

巨噬细胞并伴随 IL-10 的上调，从而显著减轻小鼠结肠炎。 

 
 

PU-0292 

实验性结肠炎小鼠 Th17/Treg 平衡变化及云母保护作用研究 

 
张碧碧,王梦瑶,沈梦蝶,孟立娜,吕宾 

浙江中医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目的 观察 TNBS 诱导的实验性结肠炎小鼠中 Th17/Treg 平衡变化，探讨 Thl7/Treg 失衡在结肠炎

发病中的作用以及云母的保护效应和可能机制。 

方法 将 30 只清洁级雄性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和云母组。第一天，模型组和云

母组采用三硝基苯磺酸法制备结肠炎小鼠模型；第二天起对照组和模型组予生理盐水灌肠，云母组

予云母混悬液灌肠，连续 3 天后处死小鼠，留取标本。观察小鼠一般状况、结肠大体及病理损伤情

况。使用 RT-qPCR、免疫组化和 ELISA 法检测结肠组织 ROR-γt、Foxp3、IL-10、IL-17A 的表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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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一般情况：模型组疾病活动指数评分较对照组显著升高，云母干预后评分显著降低。2、

结肠大体观察：模型组肠管变粗变短，可见明显充血糜烂并伴有多发溃疡；云母组损伤较模型组明

显减轻，多表现为散在充血、糜烂。3、结肠病理观察：模型组黏膜可见不同程度溃疡和坏死，大

量炎症细胞浸润累及黏膜及黏膜下层；云母组较模型组则明显减轻。4、RT-qPCR 结果:与对照组

相比，模型组结肠组织中 ROR-γt、Foxp3、IL-17A、IL-10 mRNA 表达均明显升高(P<0.05)，但

Foxp3/ROR-γ 比值明显下降(P=0.05)；云母组 ROR-γt、IL-17A mRNA 的表达较模型组明显降低

(P<0.05)，Foxp3、IL-10 mRNA 表达较模型组进一步升高(P<0.05)，Foxp3/ROR-γ 比值也明显升

高(P<0.01)。5、免疫组化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Foxp3、IL-10、ROR-γt 表达均明显升高

(P<0.05)，云母组 ROR-γt 较模型组明显下降(P<0.01)，而 Foxp3、IL-10 进一步上升(P<0.05)。

6、ELISA 结果：模型组 IL-17A 表达水平较对照明显增加(P<0.01)，云母组较模型组明显下降

(P<0.01)。 

结论 TNBS 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小鼠中存在 Th17/Treg 及相关炎症因子的失衡，这可能是其重要

的发病机制。云母对溃疡性结肠炎小鼠结肠黏膜具有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调节失衡的

Th17/Treg，上调 IL-10，抑制 IL-17A 表达，减轻炎症反应相关。 

 
 

PU-0293 

BDNF 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内脏高敏感发生的机制研究 

 
王鹏,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探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在内脏高敏感发生中的作用和分子机制。 

方法 应用 IBS-D 患者粪便上清(FSN)以及 BDNF
+/- 

C57BL/6 小鼠和同窝出生 BDNF
+/+野生小鼠构建

模拟 IBS 的内脏高敏感模型。收集灌注部位结肠组织，应用 western blotting 和免疫组织化学和免

疫荧光染色检测结肠粘膜 BDNF，TrkB 和 SP 的表达。应用人重组 BDNF（r-HuBDNF）体外刺激

大鼠肠胶质细胞（EGC），检测 TrkB-PLCγ1 信号通路是否参与 BDNF 对 EGC 的激活，以及

EGC 激活后 SP 表达的改变。应用肠系膜神经放电实验检测 EGC 培养液上清和 r-HuBDNF 对肠系

膜传入神经兴奋性放电和机械敏感性的影响，进一步验证 EGC 激活和 BDNF 对肠道感觉传入神经

兴奋性和敏感性的直接作用。 

结果 1.    IBS-D FSN 诱导的内脏高敏感小鼠结肠过表达 BDNF；2.      BDNF 基因敲除抑制 IBS-D 

FSN 对小鼠内脏高敏感的诱导作用；3.   重组人 BDNF 体外通过 TrkB-PLCγ1 通路直接激活肠胶质

细胞；进而诱导肠系膜感觉传入神经的放电反应；4.  r-HuBDNF 能够增强肠系膜传入神经的机械

敏感性，且此作用可被激活的 EGC 协同性增强。 

结论 1.    结肠 BDNF 过表达可增强肠感觉传入神经的化学和机械敏感性，但本身不能诱发神经兴

奋性放电。2.      结肠 BDNF 过表达可直接激活 EGC，诱导其释放 SP，促进 IBS 内脏高敏感的发

生。 

 
 

PU-0294 

贲门失弛缓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一项网络荟萃分析 

 
彭磊,张国新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贲门失弛缓（Achalasia，AC）是一种食管动力障碍性疾病，其特征为食管下动力减弱和食管

下括约肌松弛功能受损。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评估不同的治疗对 AC 的疗效及并发症的发生率。 

方法 通过 Pubmed，EMBASE，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搜索符合条件的随

机对照实验研究。应用贝叶斯框架内的随机效应模型计算比值比（OR）与相应的 95%可行区间用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85 
 

于比较 1 年随访后的症状缓解情况，术中并发症和术后胃食管返流（GERD）发生率。计算累及排

名曲线下面积（SUCRA），对治疗效果及安全性进行排序。 

结果  20 项随机对照实验符合条件，根据 SUCRA 评分，经口内镜下食管括约肌肌切开术

（POEM）是缓解贲门失弛缓症状的最好治疗方法的可能性为 39%，其次为自膨式金属支架扩张

（38%）。对于术后 GERD，肉毒杆菌注射（BT）可能有最低的 GERD 发病率，而 POEM 的术后

GERD 的发生率最高。 

结论 POEM 可能是吞咽困难缓解最佳治疗策略的可能性最高，但 GERD 发生率最高。 BT 注射治

疗吞咽困难的可能性最低，但 GERD 的风险最低。未来需要更多质量更好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进行

两种或更多种治疗之间的正面比较。 

 
 

PU-0295 

以便血为首发表现的回盲部神经鞘瘤 1 例 

 
翟真真

1,2
,王乐

1
,左秀丽

2
 

1.德州市人民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神经鞘瘤是来源于神经鞘细胞常见的软组织肿瘤，又名 Schwannoma，常发生于头面部、四

肢末端神经及中枢神经系统，胃肠道的神经鞘瘤相对甚少，有研究报道称胃肠道神经鞘瘤的发病率

仅为所有胃肠道肿瘤的 0.4%-1%。在胃肠道神经鞘瘤中以胃神经鞘瘤多见，亦可见于食管，肠道

部位则尤为罕见。成人肠套叠临床上少见，仅占所有肠套叠的 1%-5%，且 70%-90%为继发性，其

中肿瘤占首位，临床表现多样、复杂，缺少典型的临床表现，本文介绍一例以便血为首发症状，出

现继发性肠套叠的回盲部神经鞘瘤的病例报道，及时确诊肠套叠进而进行手术治疗，对于改善患者

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本文介绍了一例 54 岁中年女性，因―突发便血 6 小时‖急诊入院，患者无明显原因出现鲜血

便，不成形，总量约 200ml，诉间断上腹部不适。预约床旁腹部彩超示右侧腹部可见同心圆样回

声，纵切呈筒样，其顶端可见一低回声包块。诊断考虑右上腹占位并肠套叠。遂转外科行急诊手术

治疗，术中见部分回肠及阑尾根部套入盲肠内，手术切除病变部位并送病理组织学检查。 

结果 术后病理结果回报：回盲部：结合免疫组化标记结果，符合神经鞘瘤，细胞生长稍活跃；免

疫组化：CD117（-）；CD34（-）；DOG-1:（-）；SMA 部分（+）；S-100（+）Ki-67:5%左右

（+）；其余回肠及结肠肠壁均呈慢性炎症；两端切缘未见明显病变；肠周共查见 14 枚淋巴结，呈

反应性增生。诊断为回盲部神经鞘瘤、肠套叠（回盲套）。 

结论 神经鞘瘤为便血极其罕见的病因，成人肠套叠临床上少见，仅占所有肠套叠的 1%-5%，由神

经鞘瘤导致的肠套叠更为少见，对于引起肠套叠的消化道神经鞘瘤需进行手术治疗。在诊疗工作中

对成人便血原因的鉴别诊断中不能忽视少见病因，尤其体格检查不能确定肠套叠的患者。应用床旁

超声或者进行 CT 检查对及时诊断肠套叠具有重要意义，及时手术治疗以防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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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96 

CACClnc-RAD51 promotes chemoresistance via regulating 
DNA repair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Dan Ma,Yingying Cao,Fangfang Guo,Jing-Yuan Fang,Haoyan Chen,Jie H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Oncogenes and Related Genes， Key Laboratory of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Ministry of Health， 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Chemotherapy resist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threatening the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However, the role of Long noncoding RNA in 
platinum-based drug resistance of colorectal cancer remains unrevealed.  
Methods Five pairs of colorectal cancers and paracancerous tissues were analyzed by 
microarra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lncRNAs in clinical 
samples,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s and normal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Northern blot and 
RACE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presence and length of CACClnc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ell 
HCT116. The effect of CACClnc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was investigated by CCK8 and 
transwell assay. Flow cytometric test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sensitivity of HCT116 cells to 
oxaliplatin. RNA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changes in gene expression with CACClnc-
siRNA treatment and GSEA analysis was conducted. Apoptosis associated proteins and DNA 
repair associated protein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Luciferase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recombinant protein A ( RAD51) by CACClnc. 
Results Microarray analysis showed that 18 lncRNAs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P<0.01, FoldChange>2). The Aberrantly high expression of CACClnc was 
detected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and cell lines. CACClnc was an around 580 bp noncoding 
RNA, which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P<0.01). Downregulation of CACClnc enhanced the sensitivity of oxaliplatin with increased 
number of apoptotic cells. GSEA analysis revealed the DNA repair-related genes were enriched 
in control-siRNA group, compared with CACClnc-siRNA group. Apoptosis associated protein 
expressions were increased,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DNA repair associated proteins was 
decreased in CACClnc–siRNA group with oxaliplatin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control-siRNA 
group. Luciferase assay data showed that the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f RAD51 gen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downregulation of CACClnc. 
Conclusion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CACClnc may enhance the ability of DNA recombination 
repair by activating the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f RAD51 gene, and then promote the 
chemotherapy resistance of colorectal cancer to platinum drugs. Furthermore, it provide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treatment. 
 
 

PU-0297 

Ang(1-7)对大鼠 NSAID 相关小肠损伤保护作用的研究 

 
王梦瑶,沈梦蝶,孟立娜,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双氯芬酸钠构建大鼠 NSAID 相关小肠损伤模型，并外源性予以多肽 Ang(1-7)及其特异性受体

MasR 拮抗剂（A779），探究 Ang（1-7）对 NSAID 相关小肠损伤的作用及主要机制。 

方法 40 只 SD 大鼠按随机表法平均分为 4 组：对照组予 1ml·100g
-1

·d
-1生理盐水灌胃；模型组予双

氯芬酸钠 10mg·kg
-1

·d
-1灌胃；Ang(1-7)干预组在双氯芬酸钠造模前一天开始以 24μg/kg/h 速率持续

皮下释放 Ang(1-7)；MasR 拮抗组在双氯芬酸钠造模前一天以 24μg/kg/h 皮下微泵持续泵入 Ang

（1-7），同时在双氯芬酸钠造模前 1 天及每天灌胃造模前半小时腹腔注射 A779 1mg·kg
-1

·d
-1，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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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芬酸钠灌胃 5 天造模结束。观察大鼠小肠大体及病理学损伤，并检测 Mas、AngII、p-

p38MAPK、NF-κB、TNF-α 的表达水平。 

结果 1、各组大鼠小肠损伤：模型组大鼠黏膜出现多发小溃疡，黏膜充血水肿明显，Ang(1-7)干预

后损伤较模型组明显减轻，MasR 拮抗组较 Ang(1-7)干预组及模型组损伤均明显加重(P 均＜

0.05)。2、各组小肠组织 Ang(1-7)含量：与模型组相比，Ang(1-7)干预组及 MasR 拮抗组 Ang(1-7)

含量均明显增加(P 均＜0.05)。3、各组小肠组织 Mas、AngⅡ表达：Ang(1-7)干预组 Mas 表达较

模型组明显增加，AngⅡ表达较模型组明显降低(P 均＜0.05)；MasR 拮抗剂组 Mas 表达明显下

降，而 AngⅡ表达显著增加(P 均＜0.05)。4、p-p38MAPK、NF-κB 及 TNF-α 蛋白表达：与对照组

比较，模型组、Ang(1-7)干预组、MasR 拮抗剂组 p-p38MAPK、NF-κB 及 TNF-α 表达均显著增高

(P 均＜0.05)，其中 Ang(1-7)干预组的表达较模型组、MasR 拮抗剂组明显减少（P 均＜0.05），

而 MasR 拮抗剂组较模型组显著上升(P＜0.05)。5、Pearson 性分析：小肠损伤评分与 Mas 及

Ang(1-7)成呈高度负相关 (P 均＜0.05)，而与 AngⅡ及 p-p38MAPK、NF-κB、TNF-α 均呈高度正

相关(P 均＜0.05)。 

结论 1．Ang(1-7)对大鼠 NSAID 相关小肠损伤具有保护作用，该保护作用主要通过 Mas 介导，其

机制可能是下调 AngⅡ、抑制 p38MAPK、NF-κB 信号通路活化。 

  
 

PU-0298 

可控性肠道准备在下消化道出血患者中的应用价值观察 

 
郭严,张艳梅,陈东风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目的 研究使用可控性肠道准备对下消化道出血患者在肠道准备期间的管理。评价可控性肠道准备

对下消化道出血患者肠道准备质量以及肠道准备期间再出血的预防，观察患者使用可控性肠道准备

的耐受性及依从性。 

方法 选取因下消化道出血就诊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者 48 例。随机分为可控性肠道准备组

（24 例）、对照组（24 例）。可控性肠道准备组：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乳果糖（乳果糖：检

查前一天 12:00 20ml，14:00 20ml，16:00 20ml，20:00 20ml，24:00 20ml；检查当天 AM 4:00-

5:00 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1 包兑到 2L 水中，2h 内喝完）。乳果糖组患者有 2 个时间节点评估

（16:00,20:00），根据大便情况决定延长或缩短口服乳果糖时间，单次服用乳果糖剂量不变。对

照组：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检查当天 AM 4:00-5:00 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2 包兑到 2L 水中，

2h 内喝完）。在患者服药后对患者的不良反应、肠道清洁程度及耐受度进行评价。 

结果 两组患者在接受相应药物清洁肠道后,可控性肠道准备组患者下消化道再出血率明显少于对照

组(P<0.05)。可控性肠道准备住组出现腹胀、腹痛、乏力、恶心、呕吐和头晕等不良反应的比例明

显少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在肠道清洁度方面比较显示，可控性肠道准备组较对照组好

（P<0.05)。患者对于药物耐受度的比较上,两组患者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可控性肠道准备可减少下消化道出血患者在肠道准备期间再出血风险，肠道清洁度好，不良

反应少。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88 
 

PU-0299 

视神经脊髓炎引起顽固性恶心呕吐一例 

 
张岩,寇冠军,李怡,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顽固性恶心呕吐常见于消化系统疾病，也常常就诊于消化内科，而仅有顽固性恶习呕吐作为

首发症状视神经脊髓炎很容易引起误诊。本文介绍一例与 ICU、神经内科合作成功诊治一例仅有顽

固性恶心呕吐的视神经脊髓炎患者。 

方法 一位 44 岁的女性患者因为 7 周的逐渐加重的恶心和呕吐以及体重减轻 10Kg 收入消化科病

房。患者有呛咳，患者没有腹痛、腹泻、头晕头痛、视力改变和吞咽困难等其他症状发生。患者曾

在外院诊断为功能性胃肠疾病和胆囊炎，并应用过多种抗抑郁药物、促动力药物以及止吐药，没有

明显的效果。在体格检查上，心率较快一直在 100 次左右，双肺呼吸音粗和湿啰音，未发现其他的

阳性体征。血液检验，血钾低，动脉血气 pH 为 7.52，代谢性碱中毒。胸部 CT 示双肺炎症，胃

镜、腹部 CT 和头颈 MRI 未见明显异常。 

8 天后，患者呛咳、肺炎加重，因为呼吸衰竭转入 ICU，此时患者还出现了吞咽困难、眼球震颤的

症状，体格检查显示双肺湿啰音加重，出现哮鸣音，双侧咽反射消失，双侧眼球水平震颤，双侧肌

张力下降，右侧为重，右侧肢体腱反射消失，右侧肢体瘫痪，肌力为 I 级，双侧巴宾斯基征阳性。

检验结果动脉血 pH，血钾、血钠。 

患者随后接受了腰穿检查、水通道蛋白-4 抗体检验（AQP-4）和头颈 MRI。脑脊液中没有检测到寡

克隆带，AQP-4 弱阳性，在血清中 AQP-4 为阴性。T2-FLAIR 相的 MRI 可见延髓部位低密度影病

变，累及极后区，C1-C2 颈髓部位可见长节段总想着延伸的低密度影。患者最终被诊断为视神经脊

髓炎 

结果 视神经脊髓炎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多达 12％的 NMOSD 病例出现

初始和孤立的恶心和呕吐，而没有视神经炎或急性脊髓炎的表现。近 70％的患者最初向消化内科

医生报告，但对恶心和呕吐没有胃肠解释。早期诊断可以早期开始免疫抑制剂治疗，改善预后并减

少并发症。 

结论 顽固性恶心呕吐时应注意神经系统等其他系统可能的疾病。 

 
 

PU-0300 

SNP rs1317082 突变可增加长非编码 RNA CCSlnc362 与 miR-

4658 结合位点以降低大肠癌易感性 

 
洪洁,沈超琴,严婷婷,陈豪燕,房静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 大肠癌的发生是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因素主要包括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和拷贝数变异。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已经发现了 60 多个与大肠癌风险相关的

SNP，然而多数遗传基因多态性影响大肠癌发生的具体机制仍未揭示。本研究主要探讨 SNP 

rs1317082 与长非编码 RNA CCSlnc362 在大肠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生物信息学技术对 59 例大肠癌组织和 8 例 CRC 细胞株进行 rs1317082 基因型分析。 采

用 real-rime PCR 技术检测 59 例大肠组织中长非编码 RNA CCSlnc362 和 miR-4658 的水平，并分

析 lncRNA 表达和 snp 基因型之间的相关性。构建携带 rs1317082 [T]或[C]CCS1nc362 质粒，在

大肠癌细胞系中共转染 CCS1nc362 质粒及 miR-4658 mimics，并进行荧光素酶活实验，以验证

CCS1nc362 和 miR-4658 之间的相互作用。 收集 108 对大肠癌组织及其配对的癌旁组织，通过

real-rime PCR 验证 CCS1nc362 表达，分析 CCS1nc362 在大肠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差异。进

行细胞增殖、周期、凋亡等实验探讨 CCS1nc362 对大肠癌发生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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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相较于正常的大肠黏膜组织及细胞，CCSlnc362 在大肠癌组织及癌细胞中表达显著升高。大

肠癌细胞中下调 CCSlnc362 能明显抑制细胞增殖、阻滞细胞周期并促进细胞凋亡。位于 lncRNA 

CCSlnc362 外显子处的 SNP rs1317082 的 T> C 突变被证实是大肠癌发生的保护性因素，并且能

降低大肠黏膜组织及细胞中 CCSlnc362 的表达。与携带 CT 或者 TT 基因型的患者相比，在

rs1317082 携带 CC 基因型的患者大肠组织中 CCS1nc362 的表达最低。萤光素酶活性实验表明

miR-4658 能靶向含有 rs1317082 [C]等位基因的 CCS1nc362。在 CCS1nc362 外显子处的

rs1317082 T>C 突变为 miR-4658 创建了结合位点，从而减少 CCS1nc362 的表达并因此降低了对

大肠癌的易感性。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CCSlnc362 为大肠癌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而其外显子上的 SNP 

rs1317082 突变能减少 CCSlnc362 表达，降低 CRC 易感性。本研究揭示了 SNP 突变，miRNA 和

lncRNAs 之间的潜在关系，并为 CRC 的靶向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 

 
 

PU-0301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s in patients with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Na Li,Qian Kang,Lang Yang,Xiaojun Zhao,Lijun Xue,Chenguang Li,Jianqiu Sheng 

PLA arm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characterize the genotype and phenotype of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patients in China. 
Methods Mutation screening of 46 unrelated probands from Chinese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patients were performed using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Clinical data of the 
index was used to assess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s. 
Results  
Fourty two patients were detected mutations, including 35 APC mutations, 3 MUTYH mutaitions 
and 4 both APC and MUTYH mutaitons. Ten (28.57%) mutations were novel. Two unrelated 
probands were identified germline mutations of APC at Codon 609 (c.1827_1831del). Patients 
with that were associated with serious disease and an earlier onset of CRC. MUTYH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1 proband with biallelic mutation and 2 probands with monoallelic mutations. 
Both c.C55T homozygotes carrier and heterozygous carrier showed more than 100 colorectal 
adenomatous polyps, and the c.C55T heterozygous carrier was diagnosed as early CRC at the 
age of 50. Both APC and MUTYH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in 4 probands. We investigated a 
Chinese family with the both APC and MUTYH mutations. The identical germline mutation 
c.T4055C of APC and c.A934-2G of MUTYH were identified in the proband and among all the 
affected members in a four generation family. The hereditary pattern of the family was autosomal 
dominant inheritance. The age of onset with both APC and MUTYH-positive carriers was earlier 
than the MUTYH-positive carriers and similar to APC-positive carriers. But the age of 
carcinogenesis was later than that of the APC gene mutation. Extracolonic manifestations were 
identifieded in 29 cases (56.52%). Polyp of gastric fundus gland was the most common 
extracolonic manifestations. Patients with MUTYH mutations showed a mean age of 44.67 (range 
30-65 years) at disease onset, which significantly differed (p=0.015) from that of the APC 
mutation cases (mean 29.11, ranging from 9 to 47 years), and those with both APC and MUTYH 
mutation (mean 28.5 years ranging from 24 to 36 years, p=0.04). Both APC and MUTYH 
mutation carriers showed no difference compared to APC mutation cases (p=0.91). Of the 35 
APC mutation carriers, 12 had developed CRC at a mean age of 34 years (range 12-47). In 23 
APC positive carriers without CRC, polyposis was diagnosed at a mean age of 29 (range 12-43). 
Conclusions The study revealed the existence of novel mutations in FAP patients. Notably, a 
particular severe phenotype, involving a higher number of polyps and an earlier onset of 
colorectal cancer, had been observed in patient carrying mutation at codon 609 (c.1827_1831del) 
of the APC gene. Both heterozygosity and homozygous mutations can be pathogenetic, and the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590 
 

heterozygous mutants also have the risk of CRC. We found both APC and MUTYH mutations in 
patients. Both APC and MUTYH mutations carriers had a dominant inheritance pattern.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genetic testing of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FAP patients should include both APC 
and MUTYH gene mutation analysis simultaneously. 
 
 

PU-0302 

间断腹痛，发现结肠溃疡伴狭窄 1 例 

 
刘心怡,张媛媛,张国艳,王智峰,刘玉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非甾体类抗炎药相关肠道损害可表现为炎症、溃疡、出血、狭窄等，近些年来非甾体类抗炎

药相关小肠损害已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相关结肠损害却鲜有报道。本文报道了一例由非甾体类抗炎

药引起的结肠溃疡伴狭窄，以引起人们对这一疾病的重视。 

方法 本例患者为青年男性，慢性病程，主因―间断腹痛 1 年，发现结肠溃疡伴狭窄 1 周‖入院。患者

既往高血压病、高脂血症、肛瘘及抑郁状态病史，长期应用拜阿司匹林抗血小板及降压、调脂等药

物。入院查体：生命体征平稳，肥胖体型，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粪便常规：潜血（+）；便培

养：中量白色念珠菌，难辨梭菌（-）；腹部 CT：肝硬化，门脉高压，脾略大；盆腔 CT：前列腺

钙化，余无异常；胸部 CT：未见活动性结核表现。血、尿常规、生化、DIC、肿瘤标志物、自身

抗体谱、免疫 8、血 CMV DNA 载量测定、EB 病毒、腺病毒核酸扩增、PPD 试验、T-spot 阴性、

心电图（-）。胃镜：食道多发白色附着物-真菌感染？ 胃多发小糜烂，十二指肠炎，慢性胃炎；肠

镜：结肠多发溃疡，多发狭窄——性质未明；超声肠镜：结肠瘢痕样改变伴溃疡及狭窄。 

结果 鉴别诊断：克罗恩病、白塞氏病、肠结核、淋巴瘤、缺血性肠病、CMUSE 累及结肠、

NSAIDs 相关肠病。考虑 NSAIDs 相关肠道损害可能性大，给予停用 NSAIDs 类药物，包括拜阿司

匹林及布洛芬。3 个月后复查肠镜：未见新发糜烂及溃疡，狭窄较前好转。最终考虑 NSAIDs 相关

肠道损害诊断明确。 

结论 本文报道了一例由非甾体类抗炎药引起的结肠溃疡伴狭窄，提示在肠道疾病诊治中详细询问

用药史的重要性，同时提示我们避免将结肠溃疡、狭窄与炎症性肠病划等号，在鉴别诊断困难时需

谨慎用药。希望通过本病例引起大家对 NSAIDs 引起肠道损害的重视。 

 
 

PU-0303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 genes and the core genes of the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Huan Deng,Weiguo Dong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COAD)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malignant tumors in 
alimentary tract.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and find the new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clinical 
medication of the COAD, the bioinformaticshave been applied to our experiment.  
Methods Using bioinformatics, we screened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 genes (DEGs) with Geo2R 
in GEO datasets. Firstly, the GO and KEGG pathway of these DEGs have been analyzed by 
DAVID. Secondly, we use STRING to establish the PPI network and to find the hub genes those 
are the most concentrated genes.Then, the expression difference analysis and survival analysis 
of hub genes were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TCGA database of GEPIA.  
Results we sought out 601 DEGs by Geo2R, including 451 up-regulation DEGs and 150 down-
regulation DEGs. Through the GO and KEGG pathway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up-
regulated DEG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digestion, bicarbonate transport and the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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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ed DEG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extracellular matrix organization, extracellular 
structure organization. Next, we found important modules in PPI network through the MCODE of 
the CYTOSCAPE. Meanwhile, the 20 highest concentrated hub genes were screened in DEGs, 
including THBS2, BGN, TIMP1 and so on. The GEPIA revealed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and 
patients‘ survival time of hub genes. 
Conclusions Through the bioinformatics, we have selected the DEGs and the hub genes. 
Especially THBS2, BGN and TIMP1, these hub gen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gnosis of 
COAD. These hub genes could not only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mechanism of COAD, but also 
might become promising targets for the diagnosis of COAD and guide clinically medicine of 
COAD patients. 
 
 

PU-0304 

A novel method to detect early colorectal cancer based on 
chromosome copy number variation in plasma 

 
Junfeng Xu,Qian Kang,Yuanming Pan,Lang Yang,Peng Jin,Xin Wang,Chenguang Li,Jianqiu Sheng 

PLA arm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Genome instability, especially copy-number variation (CNV), as a 
reliable and convenient diagnostic methods for CRC screening. 
Methods We determined the diagnostic potential of chromosomal CNV at the arm level by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of CRC plasma samples (n = 32) and healthy controls (n = 38). Arm level 
CNV was determined and the consistence of arm-level CNV between plasma and tissue was 
further analyzed. Two methods including regular z score and traine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classifier were applied for detec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Results In plasma samples of CRC patients, the most frequent deletions were detected on 
chromosomes 6, 8p, 14q and 1p, and the most frequent amplifications occurred on chromosome 
19, 5, 2, 9p and 20p. These arm-level alterations detected in plasma were also observed in tumor 
tissues. We showed that the specificity of regular z score analysis for the detec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was 86.8% (33/38), whereas its sensitivity was only 56.3% (18/32). Applying a trained 
SVM classifier (n = 40 in trained group) as the standard to detect colorectal cancer relevance 
ratio in the test samples (n = 30), a sensitivity of 91.7% (11/12) and a specificity 88.9% (16/18) 
were finally reached. Furthermore, all five early CRC patients in stages I and II were successfully 
detected. 
Conclusions Trained SVM classifier based on arm-level CNVs can be used as a promising 
method to screen early-stage CRC. 
 
 

PU-0305 

双隧道经口内镜下食管括约肌切开术（POEM）：一项回顾性病

例对照研究 

 
彭磊,张国新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经口内镜下食管括约肌切开术（POEM）已成为缓解贲门失迟缓症状的首选和持久治疗的选

择，然而，大约 10％至 20％的患者在长期随访中有反复症状。我们采取了一种建立两条隧道的

POEM 术，希望能减少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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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研究行 POEM 的 54 例贲门失弛缓症患者，其中 18 例为双隧道 POEM，36 例为普通

POEM。在双隧道组中，第一条长隧道建立在食管后壁，第二条短隧道建在长隧道的对面。回顾性

收集资料进行分析，包括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和临床结果。 

结果 双隧道 POEM 和传统 POEM 的技术和临床成功率均高。双隧道 POEM 使手术时间增加 24 分

钟（77 vs 53 分钟，p = 0.004），住院时间没有减少（7.14 vs 7.93 天，p = 0.3967）。 Eckardt

评分在双隧道（6.10-1.50，p <0.0001）和单隧道组（6.00-1.50，p <0.0001）均显著下降。 

结论 双隧道 POEM 对于确保完全肌切开是意义的。随着手术时间的增加，对特定的贲门失弛缓症

病人进行个性化治疗可能有一定作用。 

 
 

PU-0306 

艾司奥美拉唑镁联合生活方式干预治疗反流性食管炎 

复发症状疗效观察 

 
罗国彪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观察和评价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片联合生活方式干预治疗反流性食管（RE）疗效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确诊反流性食管炎经常规 PPI 治疗后症状复发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联合组，联合组

在对照组药物治疗(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片)的基础上介入严格生活方式干预（生活方式、饮食调控

制、运动调养等），完成 8 周疗程后进行随访观察。 

结果 治疗后 3 月后联合组反酸、嗳气、吞咽后胸痛和反食等症状明显改善，复发率为 29.4% ,明显

低于于对照组的 62.2%( P< 0.01)。 

结论 反流性食管 PPI 治疗虽有较高的有效率，但复发率高，生活方式干预的介入对反流性食管的

疗效能起到协同的作用，可有效改善 RE 患者的临床症状，故在采取 PPI 长期保护性治疗时，生活

方式干预治疗亦不容忽视。 

 
 

PU-0307 

Increased risk of adverse events associated with 
bevacizumab in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a meta-

analysis 

 
Pengzhan He,Weiguo Dong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meta-analysis was to assess the risk of adverse events associated 
with bevacizumab against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Methods All applicable trials were identified by comprehensive search from relevant databases 
till December 2017. All the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by the Review Manager (5.0). 
Results Eight articles including 6826 patients with CRC fulfilled the inclusion criteria. Serve-grade 
hypertension and thrombotic events were reported in all of the 8 trials and gastrointestinal 
hemorrhage was recorded in 7 trials, while gastrointestinal perforation was reported in only 5 
trials. The meta-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atients treated with bevacizumab experienced 
more serve consequences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including serve-grade hypertension 
(OR=4.73, 95%CI: 2.77-8.06, P<0.00001), thrombotic events (OR=1.42, 95%CI: 1.21-1.67, 
P<0.00001), gastrointestinal hemorrhage (OR=1.83, 95%CI: 1.29-2.60, P=0.0007) and 
gastrointestinal perforation (OR=4.44, 95%CI: 1.70-11.57, P=0.0002). No evidence of statis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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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ity between the included studies has been found. Meanwhile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robust for the incidence of the four adverse events. 
Conclusions The addition of bevacizumab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isk of adverse events 
including serve-grade hypertension, thrombotic events, gastrointestinal hemorrhage and 
gastrointestinal perforation to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RC. 
 
 

PU-0308 

Discrepancy between pre-treatment biopsy and endoscopic 
resection in gastric low grade dysplasia 

 
lang yang,Peng Jin,Xin Wang,Tong Zhang,Yuqi He,Xiaojun Zhao,Na Li,Guangzhi Yang,Jianqiu Sheng 

PLA arm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Discrepancies between biopsy and resected specimens are common.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for prediction of upgradation of histology of biopsy reported 
gastric low-grade dysplasia. 
Methods Medical records for 104 biopsy reported gastric low-grade dysplasia lesions were 
collected. The association of endoscopic characteristics with histological discrepancies between 
biopsy and resected specimens was analyzed. The risk factors for upgradation of histology were 
studied by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Among the 104 lesions, 88 were removed by endoscopic resection and 16 were 
monitored. The upgradation and downgradation rates of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ere 48.9% 
and 12.5%, respectively. Lesion size exceeds 2 cm, surface redness and positive magnifying 
endoscopy with narrow banding imaging (ME-NBI) results were risk factors for upgradation of 
histology. Compared to the negative ME-NBI group, the positive ME-NBI group had a higher 
upgradation rate (56.8% vs. 7.1%), but a lower downgradation rate (2.7% vs. 64.3%). In addition, 
eleven of 16 low-grade dysplasia lesions with negative ME-NBI result were monitored, and all 11 
lesions regressed to gastritis on follow-up. 
Conclusions  Endoscopic resection should be recommended in cases of low-grade dysplasia 
with factors including surface redness, lesion size exceeds 2 cm, or positive ME-NBI result, while 
regular follow-up maybe an option for low-grade dysplasia with negative ME-NBI results. 
 
 

PU-0309 

丁酸通过下调 HMGB1 抑制高糖诱导下 NCM460 细胞的 

异常增殖 

 
陈其奎,王思仪,黎洁瑶,赖宇,陈广成,于涛,许稷豪,夏忠胜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观察丁酸对高葡萄糖诱导下结肠上皮细胞 NCM460 增殖的影响，探讨高迁移率族蛋 1

（HMGB1）/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RAGE）通路在其中的作用。 

方法 用 33 mmol/L D-葡萄糖诱导正常人结肠细胞系 NCM460，并予 4 mmol/L 丁酸干预，通过

QPCR、Western blot、细胞免疫荧光及 ELISA 检测细胞 HMGB1 和 RAGE 的表达情况。通过测定

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表达量和 MTS 法检测细胞增殖的情况。通过用转染分别过表达及下调

NCM460 细胞 HMGB1 的表达，观察 HMGB1 对细胞表达 RAGE 及增殖的调控作用。 

结果 高糖诱导下，NCM460 细胞增殖能力增高，HMGB1 和 RAGE 的表达升高，细胞上清中

HMGB1 的含量亦增加。予丁酸处理， NCM460 细胞异常增殖受抑制且 HMGB1 和 RAGE 的表达

下降。过表达 HMGB1 可上调 RAGE 的表达并逆转丁酸对异常增殖的抑制作用，而下调 HMGB1

表达可抑制 RAGE 的表达，抑制异常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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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高糖诱导下的 NCM460 细胞存在增殖异常和 HMGB1 和 RAGE 表达增加，丁酸通过下调

HMGB1/RAGE 通路，抑制高糖诱导下 NCM460 细胞的异常增殖。 

 
 

PU-0310 

EZH2 regulates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by direct effect on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plays a potential role in 

necroptosis 

 
Xinhe Lou,Guoqiang Xu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College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re were reports demonstrating the crucial role of 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 2 
(EZH2) in inflammatory disorders such as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and rheumatoid arthritis. 
Necroptosis, a novel form of cell death, is a hallmark of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We found that 
EZH2 was decreased in the colonic mucosa of both IBD patients and dextran sodium sulfate 
(DSS)-induced mouse colitis.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EZH2 in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of human epithelial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cell lin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ZH2 and necroptosis. 
Methods The expression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caco-2 treated by EZH2 siRNA with or 
without stimulus were examin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 In 
the mouse colitis model, the expression of EZH2 on colon tissues were verified by histology and 
immunoblot. We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EZH2 for inflammation through 
RIPK1/RIPK3/MLKL-mediated necroptosis pathway in vitro. 
Results EZH2 down-regulation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chemokines, 

including TNF-ａ , IL-8, CCL5 and CXCL10 in caco-2. EZH2 silencing could upregulate the 

promot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that were induced by stimulus. In colitis models of mouse, the 
expression of EZH2 was decreased. In the siEZH2-treated Caco-2 Cell model, 
RIPK1/RIPK3/MLKL-mediated necroptosis pathway was activated. 
Conclusions  
In human epithelial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cell lines, EZH2 down-regulation could induce 
inflammation. EZH2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inflammatory process of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PU-0311 

肠道菌群和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相关性的研究 

 
陆晓娟,康倩,金鹏,李娜,尚一鸣,盛剑秋 

陆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比较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HNPCC）家系中不同表型患者之间、HNPCC 患者和

健康人、以及 HNPCC 和散发性结直肠癌之间的肠道菌群差异，探讨肠道菌群和 HNPCC 的相关

性，以及肠道菌群在 HNPCC 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共纳入 HNPCC 家系成员 50 例（MMR 基因突变的结直肠癌患者 10 例、有 MMR 基因突变的

腺瘤患者 11 例、MMR 基因突变+结直肠未发病者 7 例，家系中无 MMR 基因突变+结直肠无病变

者 14 例，结直肠癌患者配偶 8 例），散发性结直肠患者 14 例。对纳入研究对象的粪便样本进行

DNA 提取、制备，使用 illumina Miseq 测序仪进行样本 16s-rDNA V4 区测序。通过生物信息学分

析，分别比较：①不同家系间的肠道菌群差异；②携带 MMR 基因突变的不同表型患者之间的肠道

菌群差异；③ MMR 基因突变的 CRC 患者和无 MMR 基因突变的健康人的肠道菌群差异性；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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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遗传背景的肠道无病变人群之间的肠道菌群差异；⑤HNPCC 患者和散发性结直肠癌患者之间的

肠道菌群差异。 

结果  同样携带 MMR 基因突变，CRC 患者和腺瘤患者之间的肠道菌群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01），CRC 患者和无肠道病变者间肠道菌群的差异也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4），而腺

瘤和无肠道病变者之间的肠道菌群无明显差异（p=0.645）。HNPCC 患者和无 MMR 基因突变的

健康人之间的肠道菌群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04）。然而，无 MMR 基因突变的健康人和携

带 MMR 基因突变的无 CRC 者（无论是腺瘤患者，还是无肠道病变患者）之间肠道菌群无显著差

异（p=0.707，p=0.777）。HNPCC 和 SCRC 患者之间的肠道菌群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01)，PCA 分析显示相比于 SCRC，HNPCC 和健康对照之间的距离更近。 

结论 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的发生除遗传因素外，还和肠道菌群相关，同样携带 MMR 基因突

变，不同表型的患者肠道菌群存在显著差异（p<0.001）。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患者和散发

性结直肠癌患者的肠道菌群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相比于散发性结直肠癌，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

直肠癌患者的肠道菌群与健康对照更接近。 

 
 

PU-0312 

C57BL/6J 小鼠通过 AOM 或 AOM 联合 DSS 建立结肠癌 

诱导模型的方法研究 

 
陈其奎,田旷怡,曾一文,黎洁瑶,赖宇,陈广成,于涛,许稷豪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探讨并研究小鼠使用氧化偶氮甲烷（AOM）或 AOM 联合葡聚糖硫酸钠（DSS）中不同药物

剂量、给药周期及暴露时间对建立结肠癌诱导模型效果的影响。 

方法 C57BL/6J 小鼠分别予低中高浓度 AOM（10、15、20mg/kg）或 AOM（10mg/kg）联合 DSS

（一、二、三循环）干预，对给药后不同时间点处死的小鼠结直肠进行大体与组织病理学评估。 

结果 单独使用 AOM 可使小鼠结肠产生异常隐窝灶（ACF），AOM 药物浓度或/及暴露时间增加，

ACF 数量显著增加（P<0.001）。AOM 联合 DSS 可使小鼠结肠形成腺瘤伴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相

比 DSS 一循环，DSS 二三循环可显著增加肿瘤发生率、平均成瘤数量、荷瘤小鼠平均成瘤数量及

平均肿瘤体积（P<0.05）。 

结论 C57BL/6J 小鼠结直肠 ACF 随 AOM 给药浓度及暴露天数增加而增加，AOM 联合 DSS 可加快

结直肠癌模型的发生，增加 DSS 循环可增加成瘤效率。 

 
 

PU-0313 

不同直径结直肠早癌及癌前病变 ESD 术的对比分析 

 
苏惠,王海红,刘丽丽,成涛,何玉琦,金鹏,杨浪,盛剑秋 

陆军总医院 

 

目的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Colorectal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随病变范围增

大，手术时间延长，手术风险增加。本研究对 ESD 治疗不同直径结直肠肿瘤的差异性进行探讨分

析，期望对临床工作提供帮助。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陆军总医院消化内镜中心 210 例结直肠 ESD 治疗的临床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病灶按直径分为两组（直径≥4.0cm 组和直径<4.0cm 组），进行相关因素

的对比分析。 

结果 210 例结直肠 ESD 平均手术时间为 50.3±42.7 分钟，病灶平均大小为 7.98 ±10.84cm
2；整块

切除率 91.4%，完整切除率 90.5%，治愈性切除率 88.6%。穿孔发生率 5.2%，迟发性出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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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与直径< 4.0 cm 的肿瘤相比，切除直径≥ 4.0 cm 的肿瘤所需时间更长（79.63±53.91 min 

vs 35.28±24.99 min；P<0.001）；病变主要位于直肠（61.97%）；LST 息肉以结节混合型为主

（54.93%）；整块切除率、完整切除率和治愈性切除率均低于切除直径< 4.0 cm 的肿瘤，其中完

整切除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5.92% vs. 94.24%; P=0.041）。直径≥4.0cm 组穿孔率增高

（7.04%），但两组穿孔率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ESD 切除直径≥ 4.0 cm 的结直肠肿瘤，所需时间明显增加，手术风险更高。对于非直肠的病

变要更加小心处理。 

 
 

PU-0314 

大肠息肉内镜切除术后迟发性出血的原因及对策 

 
王许佳,陆秋香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近年来内镜下治疗成为大肠息肉的首选治疗方法，具有安全、有效、方便、创伤小的优点，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并发症，其中最常见是迟发性出血。目前国内对内镜下息肉切除术后迟发性出血

的相关因素并未有统一的认识，亦未有规范的预防及治疗方法，为此，该文就近年来关于大肠息肉

切除术后出血的研究进行综述,总结归纳大肠息肉内镜切除术后迟发性出血的原因及对策。 

方法 通过查阅相关研究文献。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明确大肠息肉内镜切除 

术后迟发性出血的原因及对策。 

结果 息肉切除术后迟发性出血的相关因素包括息肉自身相关因素、患者自身相关因素、手术中相

关因素和术后相关因素等；迟发性出血防治需从手术前准备、病情评估、手术中操作及操作配合、

手术设备和耗材使用、术后防治与健康指导等方面进行迟发性出血的预防和控制。 

结论 明确内镜下息肉切除术后迟发性出血的原因和相关因素以后，可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有效

的预防息肉切除术后迟发性出血的发生。 

 
 

PU-0315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评分结合 C 反应蛋白对儿童急性 

胰腺炎病情判断的价值 

 
郑伟,龙高,张琳倩,陈波,舒小莉,江米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儿童急性胰腺炎合并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的临床特点，探讨 SIRS 结合 C 反应

蛋白（CRP）对儿童急性胰腺炎病情判断的价值。 

方法 对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住院的 111 例儿童急性胰腺炎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患者人口统计学资料、实验室检查等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111 例患儿中，合并 SIRS 有 45 例，不合并 SIRS 66 例，按病情轻重分类，重症胰腺炎患

儿 15 例，其中 13 例合并 SIRS。2.合并 SIRS 者与不合并 SIRS 者比较，在 CRP、白介素-6（IL-

6）、年龄、体温、心率、血白细胞计数、血中性粒细胞计数、身体质量指数（BMI）、发病天

数、收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方面有显著差异。3.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合并 SIRS 的 2 个独立

危险因素为伴合并疾病（OR = 4.871，P = 0.02）和发热（OR = 3.56，P = 0.007）。4.SIRS 是病

情危重的独立危险因素（OR = 10.820，P = 0.005）。5. CRP 的数值与病情危重的风险独立相关

（OR = 1.013，P = 0.032）。6.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提示 CRP ≥ 27.5mg/L 时对重症胰

腺炎区分度最好（曲线下面积 0.733，敏感度 73.3%，特异性 81.2%）。 

结论 急性胰腺炎患儿符合 SIRS 诊断标准结合 CRP 指标，对于病情判断有重要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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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0316 

内镜下治疗消化道异物 313 例探讨 

 
赵晓军,李娜,李爱琴,王昕,盛剑秋 

陆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消化道异物的特点及内镜治疗消化道异物的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 采用内镜行消化道异物取出术，食管上段异物采用透明帽辅助取出，食管中下段及胃内异物

主要采用食管保护套管及小肠镜外套管辅助取出。 

结果 2008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我院收治 313 例消化道异物患者，男 164 例，女 149 例，年龄 3

个月～98 岁，平均年龄 43.99，其中 3 个月～13 岁婴幼儿患者 36 例(11.5%)。其中食管异物 204

例，占全部异物患者 65.2%，主要位于食管上段（62/204，30.4%）及食管狭窄段上方（60/204，

29.4%），食管上段异物以骨头（23/62,37.1%）及枣核（21/62,33.9%）为主；食管异物取出成功

率 95.2%（201/204），食管穿孔率 4.4%（9/204），内镜下放置食管支架或钛夹夹闭处理，无消

化道大出血、纵膈穿孔等严重并发症。胃内异物 91 例，主要为枣核（32/91）、义齿（14/91）、

硬币（13/91）,胃内异物取出成功率 100%。十二指肠异物 4 例，小肠异物 4 例，均通过内镜取

出，结肠异物 10 例，取出成功率率 70%（7/10）。全部消化道异物取出成功率 96.2%

（298/313）。 

结论 消化道异物以食管上段不规则尖锐异物为主，经内镜治疗消化道异物安全有效，透明帽是辅

助取出食管上段异物的有效工具，异物所食管非合并感染性穿孔可通过食管支架及钛夹缝合处理 

 
 

PU-0317 

国内外消化内镜护士培养与使用现状 

 
王许佳,陆秋香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随着内镜技术及微创革新技术带来的新型治疗手段的快速发展，对护士的整体素质要求亦随

之不断提高，不仅要掌握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还应具有一定的内镜器械操作能力，从而更好地配

合内镜医师完成患者诊疗工作。因此内镜专科护士的培养就成为了现阶段内镜护理专业发展急需解

决的问题之一，但目前我国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且尚无专业的培养体系。现通过查阅文献，总结

国内外内镜专科护士的培养与使用现状现状，为制定我国专业的内镜护士培养体系提供思路。 

方法 从内镜专科护士资质、内镜专科护士培养课程设置、考核指标内容和设定、内镜专科护士培

养模式等方面进行我国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消化专科护士培养使用现状分析。 

结果 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内镜专科护士有专门的专科护士认证机构，对内镜专科护士须具备的

资质有着明确的规定；课程设置、考核指标、培养模式等也均形成标准化系统化的培训模式。我国

消化内镜专科护士的培养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规范化、系统化的培训模式 

结论 内镜专科护士的培养已迫在眉睫，但我国目前尚无规范化的培养模式，建立起我国的内镜专

科护士培训体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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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18 

三种食管 ESD 方式在内镜医师动物模型培训中的效果对比研究 

 
金鹏,何玉琦,杨浪,王昕,盛剑秋 

陆军总医院 

 

目的 比较三种不同的食管内镜下黏膜下层剥离术（ESD）方式，即传统 C 型法、隧道法和钛夹－

绳线牵引法，在 ESD 初学者动物模型培训过程中的效果，探索针对食管 ESD 初学者的最佳手术方

式。 

方法 15 名初次操作食管 ESD 的内镜医生，被分为 3 组，分别采用传统 C 型法、隧道法和钛夹－

绳线牵引法，进行活体猪食管 ESD 手术。每名内镜医生在一名 ESD 专家指导下，以特定的 ESD

方式先后进行 4 次活体猪食管 ESD 手术。记录全部 ESD 手术的手术时间、手术速度、完整切除

率、并发症和受培训医生独自完成率，并绘制医生的学习曲线。 

结果 钛夹－绳线牵引法组的 ESD 操作时间明显短于另外两组（47.4 ± 9.0 min vs 67.0 ± 15.1 min 

and 67.0 ± 11.8 min, P = 0.000）。三组不同方法中，钛夹－绳线牵引法组 ESD 的穿孔发生率和

固有肌层损伤率最低。三组的 ESD 完整切除率、自我完成率相似。学习曲线分析提示，钛夹－绳

线牵引法是三种 ESD 方法中，初学者最易掌握的一种。 

结论 对食管 ESD 初学者而言，钛夹－绳线牵引法缩短了 ESD 操作时间，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

因此，对食管 ESD 初学者，优先推荐以钛夹－绳线牵引法进行 ESD 操作。 

 
 

PU-0319 

Butyrate ameliorated-NLRC3 protects the intestinal barrier 
in a GPR43-dependent manner 

 
Tao Yu,Di Cheng,JiHao Xu,JieYao Li,Yu Lai,Guangcheng Chen,Qikui Chen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Objective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s are related to dysbacteriosis and chronic gut 
inflammation in type 2 diabetes. Although there is emerging evidence that the chronic gut 
inflammatory response is stimulated by 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ke receptors 
(NLRs), the relationship and precise mechanism between NLRC3 and the colonic epithelial 
barrier remains largely elusive.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the 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NLRC3 in the colonic tissues of 
diabetic mice and colonic epithelial cell lines.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between NLRC3, 
butyrate and tight junctions was elucidated via a transepithelial electrical resistance measurement,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RNA interference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NLRC3 expression was decreased in the colonic tissues of 
diabetic mice. NLRC3 over-expression ameliorated colonic epithelial barrier integrity and up-
regulated tight junction proteins in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Knockdown of TRAF6 diminished 
NLRC3-induced ZO-1/occludin expression. In addition, we demonstrated that butyrate could 
stimulate NLRC3 expression in both diabetic mice and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GPR43 on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is involved in the activation of NLRC3 induced by butyrate.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NLCR3 could ameliorate colonic epithelial barrier 
integrity in diabetes mellitus in a TRAF6-dependent manner, and NLCR3 was stimulated by 
butyrate via binding GPR43 on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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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20 

四川川南地区幽门螺杆菌耐药性及克拉霉素耐药相关 23S rRNA

基因突变位点分析 

 
李昌平,周义,钟晓琳,石蕾,康敏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旨在了解四川川南地区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临床分离株对临床常用抗生素

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甲硝唑、左氧氟沙星、四环素等五种抗生素的耐药性及进一步分析 Hp 对克

拉霉素耐药相关 23S rRNA V 区的基因碱基序列突变情况 

方法 1、收集 2017 年 5 - 12 月行胃镜检查且快速尿素酶阳性的上消化道疾病患者胃黏膜标本 198

例。2、在微需氧条件下对胃黏膜标本进行 Hp 分离培养并对菌株进行鉴定。3、对分离培养得到的

80 株 Hp 临床分离株用 E-test 法行甲硝唑、左氧氟沙星、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四环素等五种抗生

素的药敏检测。4、根据药敏试验结果筛选出克拉霉素耐药菌株 23 株，敏感菌株 9 株及标准菌株 2

株行聚合链式酶反应（PCR）扩增 23S rRNA V 区基因片段并测序。6、应用 DNAstar 软件将测序

结果与 GenBank 公布的 Hp 敏感株 26695 相关序列进行比对和分析。 

结果 1、80 例患者的 E-test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甲硝唑、左氧氟沙星、克拉霉素、四环素、阿莫西

林的耐药率依次为 86.25%(69/80)、67.50%(54/80)、28.75%（23/80）、7.50%(6/80)、5.00%

（4/80）。2、本地区的多重耐药率为 66.25%（53/80）；其中双重耐药率 38.75%（31/80），双

重耐药菌株中以抗甲硝唑+左氧氟沙星最多，所占比例为 74.19%（23/31）；三重耐药率

22.50%(18/80)，三重耐药菌株中以抗克拉霉素+甲硝唑+左氧氟最多，所占比例为 83.33%

（15/18）；四重耐药率 5.00%（4/80）。3、临床分离株中共有 3 种碱基突变类型 A2144G、

A2224G 和 T2183C；突变仅在 23 株 Hp 克拉霉素耐药株的 23S rRNA V 区发生的是 A2144G 和

A2224G，所占比列为 78.3%（18/23）和 34.8%（8/23）；T2183C 是在克拉霉素敏感株及耐药株

中均发生的突变类型 

结论 1、四川川南地区对甲硝唑、左氧氟沙星、克拉霉素耐药率高，对阿莫西林、四环素耐药率较

低，在临床工作中需谨慎选用含甲硝唑、左氧氟沙星、克拉霉素等抗菌药物的根除治疗方案。2、

四川川南地区 Hp 对克拉霉素耐药相关的 23s rRNA V 区基因突变类型主要为 A2144G 和

A2224G。3、本研究为四川川南地区选用抗菌药物根除 Hp 感染及提高根除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

据。 

 
 

PU-0321 

肝硬化患者骨代谢相关生化指标与骨密度的临床观察 

 
赵欢,尤丽英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甘美医院 

 

目的 观察肝硬化患者骨代谢相关生化指标及骨密度变化情况，探讨其骨密度异常的原因，为相关

并发症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1）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在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甘美医院住院治疗患者共 98 例，筛选符

合入选及排除标准的肝硬化患者 55 例为肝硬化组，同期非肝硬化住院患者 43 例为对照组。采用双

能 X 线吸收测定法(DEXA)测试所有入选病例的腰椎骨密度，收集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符合条件的所有病例于入院后次日行血清学检查。骨代谢相关指标包括：血钙、血磷、碱性

磷酸酶和总维生素 D。其他实验室指标包括：白蛋白、凝血酶原时间及总胆红素。 

（3）将肝硬化组按年龄、性别、 Child-pugh 分级、病因、病程长短等因素进行分组，观察其骨代

谢相关生化指标及骨密度变化情况。 

结果 （1）肝硬化组骨质疏松发生率 45.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23.3%，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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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于 50 岁的患者，肝硬化组异常骨密度发生率 90%高于对照组的 46.7%；超过 50 岁的患

者，肝硬化组异常骨密度发生率 88.9%高于对照组的 57.1%； P＜0.05。 

（3）男性患者中，肝硬化组异常骨密度发生率 80.8%高于对照组的 31.3%；女性患者中，肝硬化

组异常骨密度发生率 96.6%高于对照组的 66.7%； P＜0.05。 

（4）肝硬化组血钙、总维生素 D 低于对照组；血磷、碱性磷酸酶高于对照组；P＜0.05。 

（5）不同肝功能患者异常骨密度发生率的比较，P＜0.05。 

（6）不同病因肝硬化患者骨代谢相关生化指标及异常骨密度发生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7）不同病程的肝硬化患者骨代谢相关生化指标的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异常骨密度

发生率随病程延长而增加，P＜0.05。 

结论 （1）肝硬化组骨密度测定水平显著低于同年龄段对照组，大部分肝硬化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

骨质疏松，且肝硬化组中，女性更容易出现骨量异常。 

（2）与对照组相比，肝硬化患者的血钙、总维生素 D 水平明显下降，血磷、碱性磷酸酶不同程度

升高，且肝功能损害越重，变化越明显。 

（3）随着肝功能损害 A-C 级逐渐加重，患者的异常骨密度发生率随之增加，骨质疏松发生率也逐

渐升高。 

（4）不同病因引起的肝硬化，骨代谢各生化指标及骨密度结果之间没有明显相关性。肝硬化患者

中病程越长，异常骨密度发生率越高，骨质疏松发生率也明显增高。 

 
 

PU-0322 

秘鲁酸浆低聚糖提取物抑制炎症性肠病 

 
王德智,康倩,盛剑秋 

陆军总医院 

 

目 的  我 们从秘 鲁酸浆 （ Ground Berry ）中 提取一 类特殊 的低聚 糖（ Ground Berry-

Oligosaccharides, GBO）用以研究其在 IBD 中的治疗效果和机制。 

方法 我们分别给予小鼠 DSS 和 TNBS 腹腔注射 PBS 或 GBO，观察小鼠肠道炎症的变化，通过

RT-PCR 和 Multiplex-Elisa、流式分析等分析不同的分子机制。 

结果 发现 GBO 对比对照组可明显抑制 DSS 和 TNBS 模型肠道炎症，RT-PCR 和 Multiplex-Elisa

显示 GBO 可下调小鼠 DSS 和 TNBS 模型结肠黏膜 IL-1α、IL-1β、IL-6、IL-8、IL-17A、MIP-1α、

MIP-1β、MIP-2、MIG 水平。流式分析 DSS 和 TNBS 模型 GBO 组 CD45+CD4+IL-17A+细胞减

少。流式分选 DSS 和 TNBS 模型中对照组和 GBO 组的 CD45+CD4+CD11b+F4/80+细胞，经 24

小时培养后经 Multiplex-Elisa 检测，发现 GBO 组 IL-1α、IL-1β、IL-6、IL-8、MIP-1α、MIP-1β、

MIP-2、MIG 水平降低。我们在 CD 和 UC 病人结肠炎症黏膜组织培养中分别加入 PBS 或 GBO， 

24 小时培养后经 Multiplex-Elisa 分析，发现 GBO 可抑制 CD 和 UC 病人结肠炎症黏膜组织中 IL-

1α、IL-1β、IL-6、IL-8、IL-17A、MIP-1α、MIP-1β、MIP-2、MIG 的分泌水平。我们在 Toll-Like 

Receptor 4（TLR-4）敲除小鼠中建立 DSS 模型，分别给予 PBS 或 GBO 发现 GBO 并不会减轻肠

道炎症，甚至可能加重症状。 

结论 GBO 可降低 IBD 肠道炎症，其机制可能为：GBO 被巨噬细胞 TLR-4 模式识别后，可降低巨

噬细胞相关炎性反应和抗原提呈后 CD4+Th0 向 Th17 分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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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23 

350 例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特征分析 

 
李健,刘博伟,肖伟,兰玲,袁媛,张玲娟,张昊,韩双印,李修岭 

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回顾性调查 350 例住院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患者，分析其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UC 患者性别、年龄、肠镜表现、临床表现、病变分布、严重程度分级及治疗效

果等临床资料。采用 SPSS 14.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 s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表示，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
2检验。P ＜ 0.05 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350 例 UC 患者，男性 191 例（54.6%），女性 159（45.4%），男女性别比为 1.2 ：1，平

均年龄 47.0±15.7。按每年收治 UC 人数统计，总体呈现递增的趋势，2017 年 UC 住院数是 2013

年的 3.3 倍。临床主要表现位为腹痛 237 例（67.7%），腹泻 309（88.3%），粘液脓血便 298 例

（85.1%），里急后重 280 例（80.0%）。病情严重程度分级轻度 120 例（36.9%），中度 96 例

（29.5%），重度 109 例（33.5%）；病变分布范围直肠型 46 例（14.2%），左半结肠型 164 例

（50.5%），全结肠型 115 例（35.4%）。老年组（≥61 岁）与青年组（21-40 岁）病变严重程度

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10.8，P= 0.005），且青年组重度 UC 发生率更高。不同性别病变

严重程度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7.6，P= 0.02），女性重度 UC 发生率更高。给予 5-氨基

水杨酸（ 5-aminosalicylic acid, 5-ASA）、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等药物治疗后好转 318 例

（90.9%），无效 32 例（9.1%），其中初始治疗无效者 20 例（5.7%）给予生物治疗后好转，外

科手术 8 例（2.3%），死亡 3 例（0.9%）。 

结论 UC 发病率有逐年升高趋势，临床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脓血便及里急后重等症状；与老年

组（≥61 岁）相比，青年组（21-40 岁）重度 UC 发生率更高，女性较男性患者重度 UC 发生率更

高；病变范围以左半结肠受累较为常见，大多数对内科药物治疗反应良好。 

 
 

PU-0324 

piR-823 combines EIF3B and actives hepatic stellate cells 
via TGF -β1 in liver fibrogenesis 

 
Xuechan Tang,Xiaoli Xie,Xin Wang,Liu Hongqun,Yan Wang,Xiaoyu Jiang,Huiqing Jia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iwi-interacting RNA (piRNA) is the largest class of small non-coding RNA, which have 
also been identified in somatic tissues, and aberrant expression of piRNAs in tumor tissues may 
be implicated in carcinogenesis. piR-823 is increased in liver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liver fibrosis and piR-823. 
However, there was no report in regarding to the function of piR-823 in HSCs activation during 
the hepatic fibrosis.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piR-823 in HSC activation. 
Methods  Liver fibrosis was induced in mice by carbon tetrachloride (CCL4) injection and bile 
duct ligation (BDL). The expression of piR-823 was measured by real-time PCR. Protein binding 
to piR-823 was assayed by RNA pull down technique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LC-MS). Upregulation or inhibition of piR-823 was manipulated by either sense 
sequence or antisense sequence of piR-823 carried by liposome in cells or Adeno-associated 
virus in vivo.  
Results Our data for the first time showed that piR-823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activated 
HSCs. Overexpression of piR-823 promoted HSC proliferation, α-SMA and COL1a1 secretions; 
whereas inhibition of piR-823 suppressed the activity of HSCs and attenuated murine liver fibrosis. 
Interestingly, piR-823 binding to EIF3B promoted TGF-β1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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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Our data illustrated a novel mechanism of piR-823 on HSC activities. The 
combination of piR-823 and EIF3B increased TGF-β1 expression which activates HSCs in liver 
fibrosis. piR-823 may be a new target in the treatment of liver fibrosis. 
 
 

PU-0325 

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临床病理相关性分析 

 
张红霞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分析 AIH 患者组织学炎症活动度与血清学指标的联系，为临床评估及治疗决策的选择提供参

考。 

方法 选取 51 例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科行肝脏活检的 AIH 患者,依据 Ishak 肝组织病理评分方

案（1995）进行组织学炎症活动度评分，分为缓解期组与炎症活动期组，比较两组患者的血清学

及组织学指标的差异，并分析与肝脏组织炎症活动度相关的血清学指标。 

结果 1、与组织学缓解期组患者相比，活动期组患者白蛋白水平低，转氨酶及胆红素水平高，血小

板计数低，且伴有小叶中央坏死的比例高（p 均＜0.05）。当转氨酶水平升高 3 倍及以上、IgG 或

胆红素水平升高时肝脏组织学炎症活动度评分明显升高（p 均＜0.05）。伴有小叶中央坏死的患者

炎症活动度评分显著升高（p＜0.01），并且急性发作率更高，转氨酶及胆红素水平均更高（p 均

＜0.05）。 

2、肝组织小叶内炎症活动度与转氨酶水平更相关（r=0.362，p＜0.01），汇管区炎症活动度与

IgG 水平更相关（r=0.294，p＜0.05），并且当 ALT>10×ULN 时小叶内炎症活动更明显，当

IgG>1.5×ULN 时汇管区炎症活动更明显（p 均＜0.05）。 

3、分别计算 ALT 及 IgG 反应肝脏组织病理学炎症活动度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

测值，发现 ALT 联合 IgG 可以提高诊断价值，当 ALT 及 IgG 任何一项升高时，诊断患者组织学炎

症活动（HAI≥4）的灵敏度可达 88.10%。 

结论 1、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组织学炎症活动度与转氨酶及胆红素水平呈正相关，与白蛋白水平以

及血小板计数呈负相关。小叶中央坏死提示组织学高炎症活动度，与急性发作有关，并且患者常伴

有胆红素水平的升高。 

2、肝组织小叶内炎症活动度与转氨酶水平更相关，而汇管区炎症活动度与 IgG 水平更相关。 

3、ALT 联合 IgG 可提高 AIH 患者病理炎症活动度的诊断价值。 

  
 

PU-0326 

167 例胃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内镜表现及病理特征回顾性分析 

 
苏惠,李娜,王海红,赵晓军,金鹏,何玉琦,杨浪,盛剑秋 

PLA Army General Hospital 

 

目的 对胃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内镜及病理特征进行分析，提高临床医生对其认识。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陆军总医院消化内科经病理诊断为胃肠道神经内

分泌肿瘤的患者，并对其内镜表现及病理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67 例胃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男性患者 101 例，女性患者 66 例，平均年龄

50.6 岁。病灶位于上消化道者 37 例，位于下消化道者 130 例；超声内镜主要表现为低回声

（37.9%）及中低回声（40.1%），多起源于黏膜层（56%）及黏膜下层（41.6%）。肿瘤最大径

≤10.0mm 者占 88.0%，10.1-20.0mm 者 17 占 10.2%，＞20.0mm 者占 1.8%。病灶最终行 ESD 治

疗者为 125 例（74.9%），行腹腔镜消化内镜双镜联合治疗者 2 例（1.2%），单纯外科手术者 3

例（1.8%）其余为活检及 EMR 治疗。术后病理分期 G1 期占 82.3%，G2 期占 7.3%，G3 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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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 Syn 阳性率为 96.7%，CgA 阳性率为 63.6%。患者平均随访时间为

19.85 月。 

结论 胃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确诊依赖于内镜下表现及病理学特征，ESD 是治疗 2cm 以内肿瘤的

有效方法。 

 
 

PU-0327 

克罗恩病、原发性肠道淋巴瘤、肠结核临床特点分析 

 
贾燕,潘元明,王继恒,张丽敏,陶玉荣,李世荣,盛剑秋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目的 比较克罗恩病(CD)、原发性肠道淋巴瘤(PIL)、肠结核（ITB）的临床特点，找出对鉴别诊断有

价值的相关指标。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 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收治的 89 例（54 例克罗恩病、13 例原发性肠

道淋巴瘤 、22 例 ITB）住院患者的临床、内镜及病理资料。 

结果 1.CD、ITB 的平均年龄均低于 PIL 患者，病程均比 PIL 长（P<0.01）。2.口腔溃疡、肛周病

变、外科手术史（阑尾切除及肠切除）、多部位病变在 CD 中比 ITB、PIL 更常见（P<0.05），腹

部包块在 PIL 患者中更多见，腹痛在 CD 及 ITB 中比 PIL 更常见（P<0.05）。3. pANCA 阳性在

CD 更常见，合并肺结核、TB-SPOT 阳性在 ITB 中更多见。4.病变位于回盲部及回肠末端 ITB 比

CD 及 PIL 更常见，PIL 肠镜下表现为肿块型比 CD 和 ITB 更多见（P<0.05）。 5.肠镜活检确诊

PIL 占 92.3%，而 85.1%CD 表现为非特异性炎，PIL 活检确诊率明显高于 CD（P<0.05），肠镜下

抗酸染色阳性 ITB 多见。4、2 例患者起病初诊断为 CD，经治疗后临床症状消失，肠镜达到粘膜愈

合，之后病情反复确诊为 PIL，1 例患者首次诊断 ITB 合并肠腔狭窄、肺结核经抗结核治疗后临床

症状及肠镜下病变好转，后因急腹症行外科手术病理确诊为 CD。 

结论 克罗恩病(CD)、原发性肠淋巴瘤(PIL)、肠结核（ITB）的临床及内镜特点有相似之处，但又各

自有特点，鉴别困难。临床医生需尽量获取详细信息并综合分析，减少误诊。 

 
 

PU-0328 

Variant of SNP rs1317082 at CCSlnc362 creates a binding 
site for miR-4658 and diminishes the susceptibility to CRC 

 
Chaoqin Shen,Tingting Yan,Jingyuan Fang,Haoyan Chen,Jie Hong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 have identified several loci harboring 
variants that affected the risk of colorectal cancer, however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by 
which germline variationinfluenced thetumorigene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remains unrevealed. 
Methods The genotypes of rs1317082 at lncRNA CCSlnc362 were analyzed in 59 colorectal 
tissues and 8 CRC cell lines. The levels of CCSlnc362 and miR-4658 were measured in 
59 colorectal tissues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CSlnc362 expression and 
rs1317082 genotypes were analyzed by bioinformatics. The reporter plasmids bearing a 
CCSlnc362 fragment with the rs1317082 [T] (CCSlnc362 [T]) or rs1317082 [C]allele (CCSlnc362 
[C]) were conducted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were conducted to confir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CCSlnc362and miR-4658.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CCSlnc362 was determined by 
real-time PCR in 108 pairs of fresh-frozen CRC tissues and adjacent non-tumorcolorectal 
tissues. In vitro proliferation,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assays were utilized to assess the important 
role of CCSlnc362 in CRC carcin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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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CCSlnc362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CRC samples and 
CRC cell lines. Follow-up functional experiments elucidated that down-regulation of CCSlnc362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arrested cell cycle and promoted apoptosis in CRC cells.T>C 
variantofrs1317082, locating at the exon 1 of CCSlnc362, was proved to be a protective locus 
for CRC and impaired the expression of CCSlnc362 in colorectal tissues and CRC cells. CRC 
patients whose genotype were CC at rs1317082 had the lowest expression of CCSlnc362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hose genotype were CT or TT at rs1317082. Luciferase reporterassays 
indicated that miR-4658 targeted CCSlnc362 containing rs1317082 [C] allele in CRC. The T>C 
variant of rs1317082 at CCSlnc362 exon 1created a binding site for miR-4658 to reduce the 
expression of CCSlnc362 and thus lowered thesusceptibility to CRC.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have provided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 protective role of 
rs1317082 variation and the potential oncogenic role ofCCSlnc362in CRC. Meanwhile the 
data shed new light 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rmline variation, miRNAs and lncRNAs and 
opened a new avenue for targeted therapy for CRC. 
 
 

PU-0329 

miR-204-5p 在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结肠粘膜中的表达 

及其调控机制的研究 

 
隆鑫,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探讨 IBS 患者异常表达的 miR-204-5p 是否能通过调控其靶基因 EphB2 的表达参与内脏高敏

感的发生。 

方法 1. 依据功能性胃肠病罗马Ⅲ标准纳入 IBS-D 患者，选用 5 例年龄及性别匹配的 IBS-D 患者和

健康对照组的血清标本进行 small RNA 测序分析，初步筛选出 miR-204-5p 作为研究对象，使用

qPCR 技术对其表达进行进一步验证，同时行 EphB2 免疫组化染色分析；2. 应用 FISH 技术观察

人结肠粘膜组织中 miR-204-5p 的分布情况；3. 构建含有 EphB2 3‘-UTR 部分序列的野生型以及突

变型荧光素酶报告质粒，分别与 miR-204-5p mimic 或 inhibitor 共转染 HEK293T 细胞，转染 24 小

时后检测细胞的荧光素酶活性；4. 培养 SH-SY5Y 细胞，分别转染 miR-204-5p mimic 和

inhibitor，western blots 检测 EphB2，NR1，CREB，p-CREB，c-fos 的表达。 

结果 1. IBS-D 患者血清测序结果显示 129 个 microRNA 表达显著异常。我们挑选出具有显著差异

的 miR-204-5p，qPCR 结果显示 miR-204-5p 在 IBS-D 患者中表达显著下调。免疫组化证实 IBS-D

患者结肠粘膜 EphB2 表达上调（P <0.01）。所有纳入者结肠 EphB2 表达量与腹部症状的严重程

度及发作频率之间呈显著相关性。2. FISH 结果显示 miR-204-5p 主要分布于结肠粘膜固有层内。3. 

在体外培养的 HEK293T 细胞系中，EphB2 野生型质粒与 miR-204-5p mimic 共转染细胞时，相对

荧光值显著低于 EphB2 突变型质粒与 miR-204-5p mimic 共转染细胞时的荧光值（P＜0.05）。4. 

在体外培养的 SH-SY5Y 细胞系中，当细胞转染 miR-204-5p mimic 时，EphB2，NR1，CREB，p-

CREB，c-fos 蛋白表达均减少（P＜0.05）。而当细胞转染 miR-204-5p inhibitor 时，EphB2，

NR1，CREB，p-CREB，c-fos 蛋白表达均增加（P＜0.05）。 

结论 1.IBS-D 患者结肠粘膜 miR-204-5p 显著下调，同时 IBS-D 患者结肠粘膜 EphB2 蛋白表达增

多，且与患者腹痛及腹部不适症状呈显著相关。2.在体外，miR-204-5p 可负性调控 EphB2 及下游

通路蛋白，影响神经元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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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30 

茵陈蒿汤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保护作用 

 
付亚坤,穆标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目的 研究茵陈蒿汤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保护作用。 

方法 SD 大鼠 45 只，适应饲养一周后随机分为三组：对照组（15 只），高脂饮食模型组（15

只），茵陈蒿汤干预组（15 只），12 周后分批处死，检测大鼠血糖、体重、肝重、肝重指数、谷

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甘油三酯、胆汁酸水平；HE 染色观察病理变化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高脂饮食模型组大鼠血糖、体重、肝重、肝重指数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P<0.05），而茵陈蒿汤干预组大鼠血糖、体重、肝重、肝重指数较高脂饮食模型组明显下降

（P<0.05），且和对照组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与对照组相比，高脂饮食模型组大鼠胆汁酸、谷丙

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甘油三酯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而茵陈蒿汤干预组大鼠胆汁酸、

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甘油三酯较模型组明显下降（P<0.05），且和对照组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病理结果提示高脂饮食组肝脏组织内可见空泡样变性、炎性细胞浸润和棕黄色胆汁颗粒；而茵

陈蒿汤干预组可见肝脏组织内脂肪变性、炎性细胞浸润均有一定程度缓解。 

结论 茵陈蒿汤可能通过减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大鼠的肝细胞内胆汁淤积，进而改善肝脏功能，

减轻肝脏病理损害。 

 
 

PU-0331 

脊柱结核病人中胃肠道症状较脊柱退行性变患者更为常见 

 
陈其奎,吴挺丰,于涛,黎洁瑶,赖宇,陈广成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由于病程进展缓慢而没有明显的疼痛症状，脊柱结核(STB)患者通常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容易

漏诊。STB 患者通常无明显的脊柱局部症状，但可伴有一些非典型症状,比如胃肠道症状，使得诊

断更加困难。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研究了 STB 病人和脊髓变性疾病(SDD)患者中的胃肠道症状的发

生情况，进一步阐明 STB 的临床特点。 

方法 我们对我院 200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本院就诊的 STB 患者的临床表现、胃肠道症状、

主要脊柱病变位置等经行了回顾性研究，并与同期诊治的 SDD 患者进行了对比研究。同时对 STB

患者进行了治疗后不少于 6 个月的随诊调查，分析胃肠道症状的改变情况。 

结果 共有 205 个 STB 和 425 个 SDD 患者纳入本研究。与 SDD 组相比，STB 组的胃肠道症状的

发生率显著提高(P ＜ 0.01)。STB 患者中胸椎受累的比例显著高于 SDD 组(P ＜ 0.05)。在胃肠道

症状方面，STB 患者大多数为腹部疼痛(25.0%)和较低位的胸骨后疼痛(75%)。STB 患者与普通肺

结核病人在结核病症状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存在胃肠道症状。所有入选的 STB 病人均采取了药

物治疗,其中 161 位进行了外科手术。在出现胃肠道症状的 STB 患者中，接受手术治疗后 6 个月，

其胃肠道症状显著缓解。 

结论 STB 患者较 SDD 患者具有更高比例的胃肠道症状，主要表现为腹痛及下段胸骨后疼痛。手术

治疗较抗结核药物治疗可以更有效的缓解 STB 的胃肠道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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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32 

中和 IL-17A 活性改善 EMT 机制引起的肠纤维化 

 
宋佳佳 

阜新市中心医院 

 

目的 EMT 在肠道纤维化中起重要作用。IL-17A 具有促进免疫反应的效应，活动期 CD 患者中 IL-

17A 的表达增加，研究中和 IL-17A 改善 EMT 机制引起肠纤维化。 

方法 30 只 BALB/c 小鼠随机分成 3 组，每组 10 只：正常对照组：正常饮食，无特殊处理；TNBS

模型组：每周分别予 BALB/c 小鼠 TNBS/酒精溶液 100ul 灌肠；第 1、2 周为 TNBS 1.5mg/50%酒

精溶液，第 3、4 周为 TNBS 2.0mg/50%酒精溶液；第 5、6 周为 2.5mg/50%酒精溶液 100ul 灌

肠；抗 IL-17A 中和性抗体治疗组：按 TNBS 模型组给予小鼠 TNBS/酒精溶液灌肠，分别于第 22、

29、36 天灌肠前给予小鼠尾静脉注射 2ug 抗 IL-17A 中和性抗体。实验期间观察记录小鼠的精神状

况、活动、进食及大便等一般情况及 DAI 评分。免疫组化检测 IL-17A、EMT 发生的经典指标

Vimentin， 妨碍 EMT 发生的指标 E-cadherin 以及用于识别 EMT 来源、作为纤维化指标检测对象

的ａ-SMA 表达情况。 

结果 1.抗 IL-17A 治疗组小鼠一般状况好于 TNBS 模型组，DAI 评分明显低于 TNBS 模型组

(P<0.05)。 

2.正常对照组 HE 染色可见完整的结肠粘膜。TNBS 模型组镜下呈慢性结肠炎的组织学改变。抗 IL-

17A 治疗组可见结肠损伤，较 TNBS 组轻，说明抗 IL-17A 抗体可减轻小鼠肠道炎症，减轻肠道破

坏。 

3.在免疫组化实验中， IL-17A 阳性表达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组肠粘膜 IL-17A 表达明显升高

（P<0.05），抗 IL-17A 治疗组 IL-17A 的表达低于模型组（P<0.05）且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5）。E-ca 阳性表达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 E-ca 表达显著下降（P<0.05），治疗组 E-ca 表

达高于模型组（P<0.05）且低于正常组（P<0.05），Vimentin 阳性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组肠

粘膜 Vim 表达明显升高（P<0.05），抗 IL-17A 治疗组 Vim 的表达低于模型组（P<0.05）且高于

正常对照组（P<0.05）。ａ-SMA 阳性表达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组肠粘膜ａ-SMA 表达明显升

高（P<0.05），抗 IL-17A 治疗组ａ -SMA 的表达低于模型组（P<0.05）且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5）。 

结论 1.IL-17A 可能促进 EMT 发生诱导组织纤维化。 

2.阻断 IL-17A 可改善 TNBS 诱导 CD 肠纤维化。 

 
 

PU-0333 

地衣芽孢杆菌对小鼠肠道菌群的调控机制研究 

 
于宇,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肠道细菌在维持免疫和代谢体内平衡和防止病原体中起关键作用。既往的诸多研究表明，肠

道细菌的构成发生改变与许多炎性疾病和感染的发病机制有关。近年来，利用益生菌治疗许多消化

系统疾病已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地衣芽孢杆菌作为一种兼性厌氧的益生菌，现在国内广泛应用于

肠易激综合症、溃疡性结肠炎等有着很好的辅助治疗。本研究旨在利用 16s rRNA 基因高通量测序

分析小鼠地衣芽孢杆菌灌胃前后菌群的变化，探索地衣芽孢杆菌对小鼠菌群的影响。 

方法 动物模型分为生理盐水组和地衣芽孢杆菌短期灌胃组，分别收集小鼠灌胃前，灌胃后第 2、

4、6、8、10、12 天的粪便，利用 16s rRNA 基因高通量测序分析小鼠灌胃前后菌群的改变。 

结果 动物模型各组 16s rRNA 基因高通量测序结果显示地衣芽孢杆菌短期灌胃组其肠道菌群总

OTU 水平在第 0 、 6 、 12 天并无明显差异，但部分拟杆菌属如 Bacteroidales_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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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group_norank（P＜0.05）以及部分毛螺菌属如 Lachnospiraceae_UCG-006（P=0.01）在第

0、6、12 天呈现增高趋势。 

结论 地衣芽孢杆菌作为益生菌，给予小鼠短期灌胃后，对总体菌群的丰度无影响，但对菌群中的

部分菌属如拟杆菌属、毛螺菌属可能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 

 
 

PU-0334 

The Therapeutic Role of IL-23 RNA Interference in 
Experimental Colitis 

 
Yutang Ren

1,2
,Xin Lin

2
,Bo Jiang

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Beijing Tsinghua Changgung Hospital，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2.Institute of Immunology， School of Medicin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The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is an auto-immune bowel disease with negative 
clinical outcom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re the main targets of biological therapies. IL-23 is a 
key factor in IBD pathogenesis. Inhibiting IL-23 may have therapeutic effe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a trial of IL-23 RNA interference in mice experimental colitis and explor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Mice experimental colitis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by 2,4,6-trinitrobenzenesulfonic acid 
(TNBS) enema and were injected with IL-23 p19 shRNA lentivirus or control shRNA lentivirus or 
with no injection. After 2 week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DAI) and histopathological inflammatory 
score, serum IL-23, IL-17 and TNF-α levels, tissue IL-23, IL-17 and TNF-α mRNA levels as well 
as Th17 cells were analyzed an compared.  
Results In IL-23 p19 shRNA lentivirus group, DAI was the lowest (TNBS+IL-23 shRNA vs TNBS 

vs TNBS+control shRNA ： 3.2±0.3 vs 3.9±0.2 vs 3.9±0.3, P<0.001). The histopathological 

inflammatory score 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other groups (TNBS+IL-23 shRNA vs 
TNBS vs TNBS+control shRNA: 7.8±1.3 vs 16.0±1.7 vs 15.3±1.3, P<0.001). By suppressing IL-
23 expression, IL-23 p19 shRNA could lower colon Th17 cells [TNBS+IL-23 shRNA vs TNBS vs 
TNBS+control shRNA: (2.87±0.59)% vs (4.96±0.47)% vs (4.91±0.65)%,P<0.001] and reduce IL-
17 and TNF-α expression(P<0.05). 
Conclusions IL-23 RNA interference could have therapeutic effect on experimental colitis. The 
mechanism lies in suppression of Th17 cell and IL-17 expression. 
 
 

PU-0335 

蛋白印迹法检测 IBS-D 患者粪便具核梭杆菌特异性 

IgA 抗体水平 

 
宋立锦,顾湘,李铭,李理想,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患者的肠道梭杆菌门（Fusobacteria）含量

呈趋势性升高，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腹泻型 IBS（IBS-D）患者粪便中的具核梭杆菌特异性

IgA 抗体水平与健康对照者相比是否出现升高的趋势。 

方法 纳入 IBS-D 患者 7 人，健康对照者 5 人，记录基本信息，进行 IBS 病情严重程度（IBS-

SS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医院用焦虑抑郁量表

（HADS）评分、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HAM）评分。收集 IBS 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粪便，对粪

便样本中具核梭杆菌特异性 IgA 的检测采用蛋白印迹原理。粪便以适当体积生理盐水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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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7ml），离心后取上清作为一抗备用。培养具核梭杆菌，并将其重悬于生理盐水，超声破碎法

获得具核梭杆菌总蛋白。将等量的高浓度菌体蛋白进行 SDS-PAGE 电泳，蛋白分离后转移至

PVDF 膜,用牛奶封闭后，依次置于大鼠粪便上清、辣根过氧化酶（horseradish peroxidase,HRP）

标记的山羊抗大鼠 IgA alpha 链抗体中进行孵育，ECL 发光液显色曝光。从 SDS-PAGE 凝胶中提

取蛋白进行抗原鉴定。 

结果 IBS-D 患者与健康对照者在性别、年龄、BMI 上无统计学差异；IBS-D 患者相比健康对照者有

更高的 IBS-SSS 评分（P<0.05），IBS-D 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有升高趋势。蛋白印迹法检测粪

便中具核梭杆菌特异性 IgA 抗体显示，IBS 患者的样本在 40kDa 和 130kDa 处出现明显蛋白条带，

健康对照者在这两处的蛋白条带较浅或不可见。提取蛋白进行抗原成分鉴定后，推测 FomA 蛋白为

引起特异性免疫反应的抗原组分。 

结论 IBS-D 患者的粪便中具核梭杆菌特异性 IgA 抗体水平明显升高。 

 
 

PU-0336 

miR-204-5p 在结肠炎后小鼠中的表达及其调控内脏 

高敏感发生的机制研究 

 
隆鑫,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探讨 miR-204-5p 是否能通过调控其靶基因 EphB2 的表达，从而改善 TNBS 小鼠内脏高敏

感。 

方法 1.使用 TNBS 灌肠建立内脏高敏感小鼠模型，于灌肠 28 天后行结直肠扩张实验，球囊中快速

注入不同体积（0.2 ml, 0.25 ml, 0.3 ml, 0.35 ml, 0.4 ml）生理盐水，记录 AWR 评分，以此反映内

脏感觉功能变化。使用 qPCR 技术检测结肠组织 miR-204-5p 表达，免疫组化染色及 western blots

检测 EphB2 及 c-fos 蛋白表达；2. 应用 FISH 技术观察小鼠结肠组织中 miR-204-5p 的分布情况；

3. TNBS 小鼠模型成功建立后随机分为 2 组，实验组每只小鼠每次接受腹腔注射 5nM miR-204-5p 

agomar 治疗，每隔 2 天给药一次，对照组给予相同剂量的无意义片段链，治疗 1 周后再次评估小

鼠内脏敏感性的变化，后处死小鼠取末段结肠组织，检测 EphB2 和 c-fos 蛋白表达。 

结果 1.TNBS 灌肠 28 天后，小鼠内脏敏感性显著提高。qPCR 结果显示小鼠结肠组织 miR-204-5p

显著下调，且 EphB2，c-fos 蛋白表达分别增加 4.27 倍和 1.50 倍（P <0.05）。 2. FISH 结果显示

miR-204-5p 主要分布于小鼠结肠粘膜固有层内。3. TNBS 诱导的内脏高敏感小鼠接受 miR-204-5p 

agomir 治疗 1 周后结肠敏感性降低，对照组比治疗组小鼠引起疼痛反应的球囊扩张体积为 3.13 ± 

0.10 ml vs. 3.62 ± 0.06 ml（P <0.001）。同时 miR-204-5p agomir 治疗组小鼠结肠组织 EphB2 下

调 1.96 倍（P <0.001），c-fos 表达下调 4.28 倍（P <0.001）。 

结论 TNBS 诱导的内脏高敏感小鼠结肠组织 miR-204-5p 显著下调，并且结肠组织 EphB2 及 c-fos

蛋白表达增多，miR-204-5p agomir 治疗后能显著减少 EphB2 及 c-fos 蛋白表达，从而降低小鼠结

肠高敏感。 

 
 

PU-0337 

HDAC9 可作为胃癌靶向分子成像的标志物 

 
熊凯,丁士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全球每年有 72 万以上的患者死于胃癌，使其成为第三大致死率的癌症。胃癌高死亡率的主要

原因是患者常确诊较晚而错过手术时机。早诊早治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关键。目前胃癌的检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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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白光内镜来观察病灶。然而，大多数早期胃癌和浅表性平坦胃腺癌的形态学变化并不明显，导

致漏诊率高。荧光分子成像（FMI）可通过将荧光探针靶向病变区域，增加病变和周围正常组织的

对比度来提高病变识别率。胃癌 FMI 的关键是找到胃癌特异的靶标和合成可特异结合靶标的荧光探

针。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是一类使组蛋白氨基端尾部的赖氨酸残基去乙酰化来调节基因

表达的酶。研究发现，HDACs 在乳腺癌、肺癌、胆囊癌等多种癌中表达异常。本研究目的是想验

证 HDACs 在胃癌中是否存在异常的表达，是否可作为胃癌靶向的荧光分子成像标志物。 

方法 通过实时定量 PCR 的方法分析了胃癌细胞系和胃粘膜正常细胞系中 HDAC1-11 的 mRNA 表

达情况，筛选出差异最显著的 HDAC 成员，并通过蛋白印记(WB)进行了蛋白水平的验证。组织水

平上，通过组织芯片免疫组化实验检测了 HDAC9 在胃癌中的表达情况。合成了可特异结合 HDAC

的荧光探针，运用流式细胞术分析了探针对胃癌肿瘤细胞的靶向结合能力。最后构建了胃癌皮下瘤

模型，尾静脉注射荧光探针后，运用 IVIS 光谱成像系统对移植瘤小鼠进行成像，观察探针在肿瘤

处的富集情况。 

结果 定量 PCR 结果显示大部分 HDACs 成员在胃癌细胞系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高表达，其中

HDAC9 差异最显著，结果得到 WB 实验的验证。胃癌组织芯片结果显示 HDAC9 在 93%

（14/15）的胃癌组织中呈现高表达，在 73%（11/15）的癌旁组织中呈现低表达，87%（13/15）

的胃癌组织表达高于配对癌旁组织。成功合成了 HDAC 靶向荧光探针 IRDye800-SAHA，流式细胞

术分析发现探针对胃癌肿瘤细胞 BGC-823 和 MKN-45 的结合能力远强于胃正常细胞系 GES-1。通

过胃癌移植瘤小鼠成像，发现探针可特异富集于胃移植瘤处，瘤与瘤旁的荧光信号信噪比可达到

3，并能长时间稳定。 

结论 发现 HDAC9 可作为胃癌的特异标志物，并据此开发了一种能特异靶向胃癌的荧光分子探针

IRDye800-SAHA。 

 
 

PU-0338 

三种治疗方案在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中根除率的对比研究 

 
樊程,朱莉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目的 对感染幽门螺杆菌的初诊儿童，采用三种（标准、序贯、伴同疗法）治疗方案，对根除率进

行对比研究，探讨三种疗法有无差异性，获得根除率高的治疗方案。 

方法 收集 2017 年 01 月至 2018 年 01 月就诊我院消化专科门诊，有消化道症状，行胃镜检查的患

者，经快速尿素酶试验阳性及 13
C-尿素呼气试验阳性，明确诊断 Hp 感染的儿童 90 例。将 90 例

Hp 感染的儿童随机分为三组，每组各 30 人，分别给予:（1）标准三联疗法，14 天；（2）序贯疗

法，疗程 10 天。（3）伴同疗法，疗程 14 天。疗程结束后，停药 4 周，复查 13
C-UBT，计算每组

的根除率，并进行成本-效果分析。 

结果 1.三组年龄、性别比较：三组在性别、年龄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2.Hp 相关胃肠道疾

病检出情况：胃炎 88 例次；十二指肠炎 52 例次，；胃溃疡 15 例次；十二指肠溃疡 12 例次；复

合溃疡 5 例次；胆汁反流性胃炎 2 例次。3.三组根除率比较：标准三联治疗组，根除率

66.67%(20/30)；序贯治疗组,根除率 86.67%(26/30)；伴同治疗组，根除率 90.00%(27/30)。其中

标准三联疗法与序贯疗法 Hp 根除率比较无显著差异（χ
2
=3.35，P=0.07＞0.05）；标准三联疗法

与伴同疗法 Hp 根除率比较有显著差异（χ
2
=4.81，P=0.03＜0.05）；序贯疗法与伴同疗法 Hp 根除

率比较无显著差异.（χ
2
=0.16，P=0.69＞0.05）。4.三组不良反应比较：三组不良反应比较无显著

差异（P＞0.05）。5.成本-效果分析：标准组、序贯组和伴同组的成本效果比（C/E）分别为

5.86，2.35 和 4.35。标准组和序贯组的增量成本-效果比（△C/△E）为 9.34；标准组和伴同组的

△C/△E 为 0.02；序贯组和伴同组的△C/△E 为 56.26。 

结论 1.标准三联疗法根除率 66.67%；序贯疗法根除率 86.67%；伴同疗法根除率 90.00%。2.通过

药物经济学分析，序贯疗法是三种治疗方案中最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案。3.序贯疗法和伴同疗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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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于标准三联疗法根除率；在克拉霉素耐药率逐渐升高的趋势下，序贯疗法和伴同疗法值得推

荐，是具有较高根除率、成本效果较佳的治疗儿童 Hp 感染的临床方案。 

 
 

PU-0339 

酪酸梭菌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引起肠道菌群改变的研究 

 
孙义远,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一种以腹痛、腹胀或腹部不适伴排便习惯

和性状改变为特征的功能性胃肠病。酪酸梭菌在临床上已获得广泛应用，其可以抑制肠道有害菌增

殖，促进有益菌大量增殖，从而改善肠道微生态平衡。本研究旨在探究酪酸梭菌治疗腹泻型肠易激

综合征后肠道菌群的改变情况，进而揭示酪酸梭菌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可能机制。 

方法 通过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收集 IBS-D 患者接受酪酸梭

菌或安慰剂治疗 4 周前后的大便样本，进行 16s rRNA 测序。通过微生物多样性分析、聚类分析、

主坐标分析和物种组成差异分析阐明酪酸梭菌治疗前后肠道菌群的变化。 

结果 共有 100 位 IBS-D 患者留取了酪酸梭菌或安慰剂治疗前后的大便样本，并进行 16s rRNA 测

序，其中安慰剂组 42 人，酪酸梭菌组 58 人。测序结果显示，酪酸梭菌组和安慰剂组的大便菌群生

物多样性在治疗前后均无明显不同。在所有样本中，含量最高的 OTU 是 Prevotella，

Faecalibacterium，Lachnospiraceae，Veillonellaceae 及 Bacteroides，并可聚集为两个主要的聚

类，且在治疗前后大便菌群在两个聚类的分布没有显著性差异。主坐标分析显示，治疗后大便菌群

在酪酸梭菌组和安慰剂组存在着显著性差异（χ
2
=7.006，df=1，P=0.008）。治疗 4 周后，酪酸梭

菌组厚壁菌门以及放线菌门显著增加，而拟杆菌门显著减少。在酪酸梭菌组和安慰剂组间，存在着

45 个数量发生改变的 OTU，其中，Clostridium sensu stricto 在经过酪酸梭菌治疗后数量显著减少

（-0.0007532±0.005059 vs. 0.01950±0.007487，P=0.023）。 

结论 本研究发现了酪酸梭菌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对肠道菌群的改变，酪酸梭菌治疗对 IBS-D

患者大便菌群多样性无影响，但引起了菌群结构的改变，厚壁菌门以及放线菌门显著增加，而拟杆

菌门显著减少，狭义梭菌属减少。本研究揭示了肠道菌群在酪酸梭菌治疗肠易激综合征中的重要意

义，为临床应用酪酸梭菌提供了理论依据。 

 
 

PU-0340 

通过宏基因组测序探究酪酸梭菌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 

 
孙义远,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一种以腹痛、腹胀或腹部不适伴排便习惯

和性状改变为特征的功能性胃肠病。益生菌可以改善肠道微生态失衡，恢复肠道功能，是临床治疗

IBS 的重要方法。本研究旨在通过宏基因组测序的方法探究益生菌酪酸梭菌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

征后肠道相关功能及通路的改变并进行预测，进而揭示酪酸梭菌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可能机制。 

方法 通过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收集 IBS-D 患者接受酪酸梭

菌或安慰剂治疗 4 周前后的大便样本，进行宏基因组测序。将宏基因组测序结果与 eggNOG 数据

库及 KEGG 数据库进行比对，通过 LEfSe 分析、STAMP 差异分析和 iPath 通路分析，预测酪酸梭

菌治疗 IBS-D 的功能和可能参与的通路。 

结果 选取酪酸梭菌组和安慰剂组各 13 位 IBS-D 患者的大便样本进行宏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两组

在治疗前后总体 eggNOG 及 KEGG 通路没有显著性差异。LEfSe 分析、STAMP 差异分析和 i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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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分析提示，酪酸梭菌组在 mRNA 监视、维生素 B1 代谢等通路表达水平高于安慰剂组，而脂肪

酸代谢、β-丙氨酸代谢、色氨酸代谢、细菌侵入上皮细胞等通路表达水平低于安慰剂组。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基因功能以及机制通路分析，发现了氨基酸代谢、脂肪酸代谢、色氨酸代谢等

多种通路可能参与了酪酸梭菌治疗 IBS-D 的过程。通过对酪酸梭菌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后肠道

相关功能及通路的预测，为进一步的相关基础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PU-0341 

GDNF 通过激活肠嗜铬细胞释放 5-HT 调节内脏高敏感的研究 

 
林琳,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GDNF（Glial-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存在于肠上皮细胞、肠胶质细胞和平滑肌细胞

中，在维持上皮屏障、营养肠神经、促进干细胞增殖发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我们发

现 GDNF 在 IBS-D 患者结肠内高表达，并在肠嗜铬细胞内富集，因此 GDNF 可能通过激活肠嗜铬

细胞参与了内脏高敏感的调节。 

方法 通过 ELISA 和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 IBS-D 患者（n=10）和正常人(n=10)结肠内 GDNF 的表

达，免疫荧光检测 GDNF、RET 与 GFAP、5HT 共定位。通过小鼠小肠类器官检测 GDNF 对类器

官的影响，免疫荧光检测小鼠小肠类器官中 GDNF 和 5-HT 的定位，ELISA 定量检测 GDNF 对 5-

HT 的调节。 

结果 GDNF 在 IBS-D 患者结肠内高表达，并于肠嗜铬细胞内富集，GDNF 受体 RET 广泛表达于肠

嗜铬细胞，GDNF 与表达 5-HT 的肠嗜铬细胞共定位。GDNF 广泛表达于小鼠结肠隐窝底部，少量

表达与上皮下肠胶质细胞。在小鼠小肠类器官中，GDNF 与表达 5-HT 的肠嗜铬细胞共定位。另

外，GDNF 可促进小鼠小肠类器官的出芽增殖。 

结论 类器官可作为研究体外肠嗜铬细胞功能的工具之一，GDNF 可能通过激活肠嗜铬细胞分泌 5-

HT 参与 IBS 内脏高敏感、脑-肠轴的调节，GDNF 对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可能有促进作用。 

 
 

PU-0342 

Mucosa microbial dysbiosis in correlation with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Ruifeng Li

1
,Yanxian Lu

2
,Xiaorong Lai

1
,Liyu Ma

1
,Wanwei Liu

1
,Shanliang Ye

1
,Junmin Wei

1
, 

Dongyang Yang
1
,Gang Luo

1
,Zijun Li

1
 

1.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2.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Dongguan 

 
Objective  Esophageal squamous-cell carcinoma (ESCC)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aggressive 
cancers worldwide, with a large proportion of ESCC cases occurred in China. Until now,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pathogenesis of ESCC remain elusive.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characterize the mucosa microbial altera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ESCC and to explore the 
mucosa microbial dysbiosis in the carcinogenesis of ESCC. 
Methods 22 ESCC mucosal tissues from patients who were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together 
with 22 healthy controls were studied, The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and 16S rRNA-V4 gen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high-throughput Illumina sequencing technology. The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TUs), diversity the analysis of Beta, the diversity of 
bioinformatics Alpha, and bacter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abundance of microbiome in ESCC mucosal tissue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to that in the healthy controls as indicated by the Chao 1, ACE and observed species 
indexes, whereas the diversity of microbiome between ESCC and control mucosal tissues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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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 It was of note that principal coordinates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microbiome of the 
ESCC mucosal tissues significantly distinguished from that of the healthy subjects. Moreover, we 
observed significant mucosa microbial dysbiosis in correlation with ESCC by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 effect size (LEfSe). Additionally, LEfS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SCC group 
bacterial wa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a preponderance of Fusobacteriia, Fusobacteria, 
Fusobacteriales, Fusobacterium, Fusobacteriaceae, and Fusobacterium_periodonticum.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have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mucosa microbial dysbiosis in ESCC 
with enrichment of Fusobacterium. The esophageal microflora holds promise as target in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in combating ESCC. 
 
 

PU-0343 

Diabetes mellitus increases the risk of enteric infections:  
a meta-analysis 

 
Tao Yu,MengJing Yao,JieYao Li ,Yu Lai,Guangcheng Chen,QiKui Chen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Objective  In diabetes mellitus (DM), gastrointestinal tract was one of the involving organs 
affected by hyperglucos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risk of enteric infections 
among diabetic individuals and investigate the contributory factor. 
Methods We searched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Cochrane CENTRAL, Wanfang Data, 
SinoMed, and CNKI Database for all relevant studies about DM and enteric infections up to 
December 2016. Subgroup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based on types of DM, study designs, 
development degree of the regions, diagnostic methods, and categories of pathogens. 
Results Fourteen studies containing 1,841,653 subjects were included. DM was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sk of enteric infections (OR = 1.93; 95%CI 1.33–2.79). But we foun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ype 1 or type 2 DM subgroup. D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 at a 
significantly higher risk of enteric infections (OR = 2.30, 95%CI 1.13–4.67). A trend towards 
higher risk of parasites infection in DM was detected (OR = 2.90, 95%CI 0.96–8.74). 
Conclusions DM was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sk of enteric infections. The 
evidence about influence of types of DM on enteric infections was limited. Higher risk of parasites 
infection might exist in DM. 
 
 

PU-0344 

Operativ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a population based 

retrospective study. 
 

Wenfang Zheng
1,2

,Weiling Hu
1
,Mengjia Hu

1
 

1.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Gastroenter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Objective We aim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operative management on surviv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GIST based on US-population.  
Methods Patients with GISTs were identified from the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SEER) registry between 2001 to 2014. Kaplan-Meier analysis and Cox regression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influence of surgery on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GISTs-specific survival 
(GSS).  
Results A total 5773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GISTs, including 1392 metastatic-GISTs patients 
and 4381 non-metastatic GISTs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e non-metastatic GIST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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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with stomach GISTs had a smaller proportion among metastatic GISTs patients 
(621[44.6%] vs. 2611[59.6%], P<0.001) and much less metastatic patients were managed 
operatively (728[52.3%] vs. 4068[92.8%], P<0.001). Among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GISTs, 
Kaplan-Meie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surgical management was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survival. 
The five-year OS rates for metastatic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operative management were 
55.3% and 27.9%, with median survival time of 85.6 and 46.5 months, respectively (P<0.001). 
The five-year GSS rates were 59.5% and 32.1%, with median survival time of 94.2 and 53.0 
months, respectively (P<0.001). Cox regressi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metastatic patients 
showed that non-surgical management was associated with a more than 2-fold increased risk 
death form GISTs (RR: 2.25; 95% CI, 1.88-2.69; P<0.001).  
Conclusions Surgical res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OS and GSS in metastatic GISTs 
patients. 
 
 

PU-0345 

普芦卡必利与小麦维素颗粒联合治疗老年人功能性便秘 

 
张长青 

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普芦卡必利与小麦维素颗粒联合治疗老年人功能性便秘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于我院就诊的 90 例老年人功能性便秘患者列为本次研究对

象，所选患者随机被分为观察(可否为联合治疗)组和对照（可否为小麦维素颗粒）组，每组各 45

例。观察组患者给予普芦卡必利与小麦维素颗粒联合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普芦卡必利（应小麦维

素颗粒）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总有效率、治疗前后便秘症状总评分和各项便秘症状评分、

盆底表面肌电图改善情况以及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观察组患者经治疗后的有效率（95.56%）明显高于对照组（80.00%），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便秘症状总评分和 PAC-QOL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显

著下降，观察组（4.75±1.46 分、32.15±10.41 分）低于对照组（7.14±2.52 分、41.47±12.36 分）

比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排便不尽感、排便困难、排便

频繁、粪便性状、直肠阻塞感、排便时间评分较治疗前有显著下降，观察组（1.13±0.31 分、

0.68±0.22 分、0.40±0.12 分、0.34±0.10 分、1.07±0.27 分、1.05±0.34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1.26±0.38 分、0.79±0.25 分、0.54±0.17 分、0.47±0.14 分、1.29±0.36 分、1.38±0.41 分），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盆底肌和腹肌矛盾运动消失率

（91.11%）高于对照组（71.11%），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

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普芦卡必利与小麦维素颗粒联合治疗老年人功能性便秘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改

善患者便秘症状，且安全性高，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PU-0346 

白介素 17A 加重 DSS 诱导的结肠炎，但是减轻 

oxazolone 诱导的结肠炎 

 
王德智,康倩,陈茜,盛剑秋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目的 白介素 17（IL-17）家族在炎症性肠病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白介素 17A（IL-17A）是 IL-17

家族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因子。研究 IL-17A 在不同机制 IBD 小鼠模型中的作用和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14 
 

方法 我们分别给予 DSS 和 oxazolone 诱导的小鼠 IBD 模型腹腔注射 IL-17A 单抗或对照抗体

IgG2B，每天观察体重、粪便性状和便血情况并合计为炎症活动指数。RT-PCR 和 Multiplex 分析

结肠黏膜炎症因子。结肠组织 H&E 染色及免疫荧光分析结肠组织破坏程度、炎性细胞浸润程度、

细菌入侵和黏膜情况。 

结果 IL-17A 单抗相比对照明显加重 DSS 诱导的结肠炎，但是却减轻了 oxazolone 诱导的结肠炎。

RT-PCR 和 Multiplex 分析结肠黏膜炎症因子：IL-17A 单抗较对照在 DSS 模型中促进了 TNF-α 和

IFN-γ 的分泌，但却在 oxazolone 模型中抑制了 TNF-α、IL-1α、IL-1β、IL-6 等炎症因子分泌。结

肠组织 H&E 染色及免疫荧光显示：IL-17A 单抗相较对照导致 DSS 模型中结肠黏膜上皮破损严

重，炎症细胞浸润更严重，细菌 16S probes 荧光显示 IL-17A 单抗会加重细菌对黏膜上皮入侵和黏

附；而 IL-17A 单抗组较对照组在 oxazolone 模型中结肠黏膜上皮破损较轻，炎症细胞浸润也较

轻，细菌 16S probes 荧光显示 IL-17A 单抗组与对照相比细菌对黏膜上皮入侵和黏附无明显区别。 

结论 我们推测：DSS 模型主要依靠 DSS 破坏黏膜上皮后肠道自身菌群与固有层免疫细胞反应致

炎，oxazolone 模型主要依靠酒精破坏黏膜屏障后 oxazolone 这个半抗原与固有层免疫细胞反应致

炎。尽管 IL-17A 可以导致一系列下游炎症反应，但其也在抗细菌黏附上皮和侵入中起关键作用。

因此在主要依靠自身菌群致炎的 DSS 模型中 IL-17A 被中和后会加重细菌入侵从而加重炎症；而在

主要依靠 oxazolone 半抗原致炎的模型中，中和 IL-17A 反而会减轻下游炎症反应从而减轻肠炎。 

  
 

PU-0347 

谷氨酰胺联合异甘草酸镁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研究 

 
张长青 

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究谷氨酰胺联合异甘草酸镁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疗效及对炎症因子、肠黏膜屏障功能

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4 年 2 月~2017 年 2 月的 SAP 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联合组各 40 例，两组

均给予常规治疗，对照组肠内营养基础上加用谷氨酰胺 0.3g/kg·d，联合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静脉滴

注含 150mg 异甘草酸镁的 5%的葡萄糖注射液 250mL，1 次/d。两组均连续治疗 14d。比较两组临

床疗效，治疗前、治疗 3、7、14d 后急性生理及慢性健康评分 II(APACHE II)，白介素(IL)-6、IL-

8、IL-10、肿瘤坏死因子(TNF)-α 等炎症因子水平，二胺氧化酶(DAO)、D-乳酸、内毒素(ET)等肠

黏膜屏障功能指标。 

结果 联合组总有效率为 92.5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5.00%(P＜0.05)。治疗 3、7、14d 后，联合

组 APACHE II 评分均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P＜0.05)；联合组血清 TNF-α、IL-6、IL-8 水平均明显

低于同期对照组(P＜0.05)，血清 IL-10 水平明显高于同期对照组(P＜0.05)；联合组血清 DAO、D-

乳酸、ET 水平均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P＜0.05)。 

结论 谷氨酰胺联合异甘草酸镁治疗 SAP 患者能有效缓解炎症反应，改善肠黏膜屏障功能，提高临

床疗效。 

 
 

PU-0348 

超声内镜在胃黏膜下肿瘤诊断中的局限性 

 
朱兰平,陈鑫,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评估超声内镜（EUS）对胃黏膜下肿瘤（SMT）的诊断价值，并分析胃 SMT 的 EUS 下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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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08 年 9 月－2017 年 12 月 745 例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内镜中心经 EUS 检查后行内

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切除治疗的胃 SMT 患者资料纳入回顾性研究。病变起源层次以 ESD 术中

诊断为金标准，病变类型以术后病理学及免疫组化结果为金标准，统计 EUS 诊断的符合率，并分

析胃 SMT 的 EUS 下特点。 

结果  EUS 对病变起源的诊断与 ESD 术中结果的符合率为 91.25%，其中起源于黏膜肌层、黏膜下

层和固有肌层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66.67%、80.85% 和 94.50%。胃 SMT 中以胃肠间质瘤

（GIST）、平滑肌瘤、异位胰腺和脂肪瘤相对较常见，EUS 对这 4 种病变类型的诊断与 ESD 术后

病理结果的符合率为 65.99%，其中 GIST、平滑肌瘤、异位胰腺和脂肪瘤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91.85%、18.56%、79.76% 和 90.70%。GIST 是胃内最常见的 SMT，多起源于固有肌层，EUS

下多为低回声结构，偶见钙化斑点，与平滑肌瘤、神经鞘瘤鉴别困难。异位胰腺在 EUS 下可分为

浅型和深型，浅型病变常限于黏膜下层，多位于胃窦，病灶与周围组织边缘不清，呈混杂回声，可

见腺管和囊性结构；深型病变多累及黏膜下层-固有肌层，以胃体中上部分布居多，类似于肌层增

厚表现。脂肪瘤多发生于胃窦，其次位于贲门，在 EUS 下可见特征性黏膜下层均匀高回声密度。

神经内分泌肿瘤在 EUS 下可看到累及黏膜深层-黏膜下层的低回声病变。大部分血管球瘤位于胃

窦，EUS 下起源于固有肌层，偶累及黏膜下层，其回声强度及类型不一，多呈均匀中等回声，少

数情况下呈不均匀低回声。 

结论 EUS 能初步判断胃 SMT 的起源层次与病变类型，可为内镜下治疗提供较为准确的依据，但对

诊断平滑肌瘤，以及错构瘤、炎性纤维性息肉、神经内分泌肿瘤和纤维瘤等少见病变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因此，必要时应积极地切除病变，以明确诊断，防止恶变。 

  
 

PU-0349 

高盐饮食减轻白介素 10 敲除小鼠的结肠炎 

 
王德智,康倩,陈琳晓,盛剑秋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目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显示高盐饮食会增加炎症风险，这与 Th17 细胞激活有关，在非基因敲

除小鼠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模型中，高盐饮食会激活 Th17 细胞

SGK-1 从而加重炎症。IL-10 及其受体功能障碍是 IBD 发病的一类重要病因。我们研究高盐饮食对

IL-10 敲除（IL-10 KO）小鼠结肠炎的影响和机制。 

方法 我们在 IL-10 KO 小鼠断奶后给予 4%高盐饮食或普通饮食，在小鼠 3 个月月龄时处死小鼠分

析高盐对 IL-10 KO 小鼠肠道的影响。处死小鼠评估分析肠道形态、病理和炎性因子的表达。利用

膜-细胞板培养 Caco-2 细胞株模拟肠道上皮，在 1.2%盐浓度下利用 TNF-α+IFN-γ+IL-1β 炎性刺激

细胞，分为 PBS 对照组和 IL-10 组，分析对上皮细胞层内外渗透压和细胞因子分泌的影响。 

结果 高盐饮食较普通饮食并未对 IL-10 KO 小鼠体重有影响。高盐饮食明显下降了 IL-10 KO 小鼠

结肠炎的发病率（高盐饮食发病率 20/44 vs 普通饮食发病率 35/45），普通饮食组较高盐组结肠更

粗大僵硬，肠壁明显增厚，固有层更多炎症细胞积聚。RT-PCR 和 Multiplex-Elisa 示高盐会下调

IL-10 KO 小鼠结肠黏膜 TNF-α、IFN-γ、IL-1α、IL-1β、IL-6、IL-17A/F、MIP-1α、MIP-1β、MIP-2

等各类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分泌。我们利用膜-细胞板培养 Caco-2 细胞株模拟肠道上皮，在

1.2%盐浓度下利用 TNF-α+IFN-γ+IL-1β 炎性刺激细胞，分为 PBS 对照组和 IL-10 组，IL-10 组较

对照明显增加了上皮细胞层内外的渗透压并增加了 IL-6 和 IL-8 的分泌。 

结论 我们在 IL-10 KO 小鼠上并未发现高盐饮食会促进肠道炎症，反而减轻了炎症，推测高盐饮食

减轻 IL-10 KO 小鼠结肠炎的机制可能为：减弱黏膜上皮层内外的渗透压，减少肠道菌群和其它抗

原通过上皮渗漏到固有层与固有层免疫细胞发生反应，并下降了上皮细胞一些炎症因子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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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50 

SPOP 通过 Hh/Gli 信号通路影响胃癌发生发展的机制研究 

 
曾春艳,罗时文,吕农华,陈幼祥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SPOP 与 Hh/Gli 信号通路的相互作用。 

方法 免疫性共沉淀检测 SPOP 与 Gli2/3 存在相互作用；利用本研究第二部分建立的 SPOP 表达质

粒 pcDNA3.1/myc-HisA-SPOP 转染 HEK293T 细胞株，检测其对 Gli2/3 的影响及对下游靶基因的

影响；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试验检测 SPOP 对 Hh/Gli 信号通路的影响。 

结果 免疫性共沉淀实验检测证实 SPOP 与 Gli2/3 存在相互作用；增加 SPOP 的表达可降低 Gli2/3

的蛋白水平，但不影响其 mRNA 水平；增加 SPOP 的表达可促进促凋亡因子 PARP 及 Caspase-3

的增加；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试验证实增加 SPOP 的表达， Hh/Gli 信号通路的活性逐渐降

低，因此 SPOP 降低 Hh/Gli 信号通路的活性。 

结论 SPOP 通过降低 Gli2/3 的蛋白水平，抑制 Hh/Gli 信号通路的活性，促进细胞凋亡，由此可能

成为影响胃癌发生发展的主要机制。 

 
 

PU-0351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结合 DNA 倍体分析对胃癌诊断价值研究 

 
熊利芬,李蜀豫 

湖北省中山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窄带成像技术( NBI)结合 DNA 倍体分析对早期胃癌诊断价值。 

方法 筛选 50 例普通胃镜下观察可疑胃癌患者依次在普通内镜、窄带成像放大内镜下观察病变轮廓

并取病检，并结合病理学检查及 DNA 倍体分析进行分析。 

结果 50 例患者中，早期胃癌 2 例，进展期胃癌 15 例，窄带成像放大内镜对病变轮廓的显示明显

优于普通内镜( P＜ 0. 05) 

结论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结合 DNA 倍体分析有助于提高胃癌检出率及判断癌病变范围的准确度。 

 
 

PU-0352 

Sox9 transcriptionally regulates Wnt signaling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stem cells in hypomethylated crypts in the 

diabetic state 

 
Tao Yu,CanZe Huang,JieYao Li,Yu Lai,Guangcheng Chen,Wa Zhong,QiKui Chen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Objective Distinctive structures called crypts harbor intestinal epithelial stem cells (IESCs) which 
generate progenitor and terminally differentiated cells in the intestinal epithelium. Mammalian 
IESCs and their daughter cells require the participation of DNA methylation and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Sox9 for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Howev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x9 and DNA 
methylation in this process remains elusive. 
Methods The DNA methylation of small intestinal epithelial crypts in db/db mice was detected via 
combining methylated DNA immunoprecipitation with microarray hybridization. DNA methylation 
of Sox9 promoter in crypts and IESCs was validated using bisulfite sequence analysis. The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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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 of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Sox9 in IESCs was investigated via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 combined with deep sequencing (ChIP-seq). 
Results Increased Sox9 expression is accompanied by the loss of methylation in its promoter in 
IESCs. Sox9 targets the enhancers of the Wnt signaling pathway-related genes. Sox9 
predominantly acts as a transcriptional activator at proximal enhancers of Wnt4, Tab2, Sox4, and 
Fzd8, but also functions as a potential transcriptional inhibitor at a distant enhancer of Cdk1. Lack 
of Sox9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in specific repressors of the Wnt signaling pathway leads to the 
loss of intrinsic inhibitory action and ultimately produces overactivation of this pathway in db/db 
mice. 
Conclusions Our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connections among DNA methylation, transcription 
factor modulation, and Wnt signaling in IESCs in the diabetic state. Hypomethylation in the Sox9 
promoter is correlated to increased Sox9 expression in db/db IESCs. Although there is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Sox9 in db/db IESCs, the loss of Sox9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in specific 
repressors of the Wnt signaling pathway might result in abnormalities in this pathway. 
 
 

PU-0353 

ZHX2 转录水平抑制 HBV 活性的分子机制研究 

 
徐蕾琪

1
,马春红

2
,梁晓红

2
,高立芬

2
,左秀丽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山东大学 

 

目的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和持续性活动是推动慢乙肝肝脏炎症进展和恶变的关键性因素，

HBV 是一种部分双链 DNA 病毒，其转录产物前基因组 RNA（pgRNA）作为病毒基因组合成的模

板，将 HBV 活动性与转录密切关联。ZHX2 是肝脏内表达丰富的一种新型转录抑制因子，本研究

旨在探究 ZHX2 在调控 HBV 转录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方法 为研究 ZHX2 与 HBV 活动性间的关系，首先利用肝癌组织切片对 ZHX2 进行免疫组化染色和

评分，并结合 HBV 相关临床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然后，分别在 HBV 转基因小鼠模型，

pcHBV1.1 高压注射模型、prcccDNA/Cre 质粒高压注射模型等急性 HBV 活动模型，以及 AAV-

HBV1.2 慢性感染模型中，对肝脏内 ZHX2 进行过表达或干扰干预，并收集血清、肝脏组织样本，

分析研究体内 ZHX2 对 HBV 的作用。在进一步的分子机制研究中，利用染色质免疫共沉淀检测

ZHX2 与 HBV 基因组的相互作用情况，构建多种 HBV 启动子荧光素酶报告载体并利用共转染实

验，分析 ZHX2 对 HBV 启动子活性的影响；并通过软件预测、系列截短/定点突变，探讨 ZHX2 具

体作用位点。将 ZHX2 表达载体进行系列截短，分析其作用的关键功能域。 

结果 肝癌组织切片免疫组化染色分析显示，ZHX2 与 HBV 活动性呈明显负相关，HBV 高活动组

ZHX2 表达评分显著低于 HBV 低活动组，提示核内 ZHX2 低表达可能促进病毒的复制和抗原分

泌。进一步研究显示，ZHX2 在动物模型体内均能在转录水平上明显抑制基因表达，进而降低病毒

基因组复制和新病毒颗粒形成。在机制研究中，我们发现，ZHX2 与 HBV 基因组结合并抑制 HBV

启动子活性。而利用截短/突变载体进行共转染实验结果显示，ZHX2 通过 NF-Y 结合位点抑制核心

启动子和 PreS2 启动子活性，而对 X 启动子活性的作用不依赖 NF-Y 位点。对 ZHX2 的关键功能

域分析显示，ZHX2 对 HBV 的作用依赖其细胞核定位，关键结构域位于 242~446 位氨基酸残基

间。 

结论 ZHX2 通过 NF-Y 依赖和非依赖性机制，抑制 HBV 启动子活性，降低 HBV 的转录，且此作用

依赖于 ZHX2 的细胞核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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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54 

Certain dietary habits contribute to the functional 
dyspepsia in south China region 

 
Tao Yu,JiHao Xu,SiYi Wang,JieYao Li,Yu Lai,GuangCheng Chen,ZhongSheng Xia,QiKui Chen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Objective Functional dyspepsia (FD) refers to a group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syndromes, 
dividing into two subtypes: postprandial distress syndrome (PDS) and epigastric pain syndrome 
(EPS). The etiology of FD remains unclear and poor dietary habit is one of the underlying causes. 
We aims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poor dietary habits with FD and its subtypes. 
Methods Epidemiological survey records of citizens in Baocun community,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from June to December 2015,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FD was 
diagnosed under the ROME III consensus. The dietary behaviors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s and medical consultants. The associations of investigated dietary habits and 
dyspeptic symptoms were explored. 
Results 428 adult resident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urvey. Except for 101 subjects existed organic 
dyspepsia (OD), 74 citizens were diagnosed as FD, and other 253 participants without dyspeptic 
symptoms or existed other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were regarded as Controls. 
Subtype diagnosis indicated 49 EPS, 13 PDS, and 12 coexistence of EPS and PDS. Unhealthy 
dietary habits were more prevalent in FD group than in Control groups (79.73% vs 41.01%; P < 
0.05). FD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irregular mealtime, night snacks, preference of spicy 
food, unprocessed food, and alcohol addiction (P < 0.05). EPS and overlap were also found 
significance. 
Conclusions Certain types of dietary habit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evalence of FD. 
EPS and the overlap of EPS and PDS were more associated than PDS . 
 
 

PU-0355 

普通与无痛胃镜套扎治疗急性食管静脉曲张性出血的应用比较 

 
沈文拥,杨丹,唐静,刘爱民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目的  总结普通与无痛胃镜在治疗急性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临床应用体会。 

方法 112 例符合纳入标准患者行急诊胃镜下套扎术（EVL），普通胃镜下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套

扎术 68 例患者纳入 A 组；气管插管全下套扎术 44 例纳入 B 组。普通胃镜组： 患者术前 15 min 肌

肉注射地佐辛注射液 5 mg ，静脉推注格拉司琼注射液 3 mL；患者取左侧卧位，常规胃镜检查，

食管或胃底见活动性出血患者，退镜，安装 6 连发橡皮套扎器，予以套扎。套扎方法：（1）食管

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套扎：能见出血点，首先套扎出血部位，不能寻见出血点的患者均从贲门上方 1 

cm 处开始，一般选择曲张最重的静脉，以螺旋上升密集套扎，套扎 2~3 点，冲洗食管，使视野清

楚，螺旋上升套扎同时套扎出血点。（2）套扎时，吸引要快而充分，观察到屏幕视野为红色即可

释放橡皮圈。从套扎进镜入口腔开始至套扎结束胃镜退出口腔为手术时间。无痛胃镜下组套扎方法

同普通胃镜。记录术前血压、手术时间、食管内视野评分、肝性脑病发生率、术后再次出血率、死

亡率。 

结果 A 组与 B 组比较：术前收缩压（104.65±14.14）mmhg 较（92.73+9.10）mmhg 高，平均手

术时间（25.24±7.31）min 较（38.05±15.38）min 短；食管内视野清晰度评分均值（1.74±0.71）

分较（2.23±0.87）分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发生肝性脑病 5 例，治愈；B 组发

生肝性脑病 10 例，9 例治愈、1 例死亡，肝性脑病发生率 A 组较 B 组低（P<0.05）。A 组 3 例套

扎后再次出血，1 例经第二次套扎后成功止血，2 例放弃治疗死亡；B 组 5 例套扎后仍出血，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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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保守治疗治愈，4 例未经第二次套扎放弃治疗或死亡，A 组共死亡 2 例；B 组共死亡 5 例；再出

血和放弃治疗或死亡率两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两种方法均可完成急性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套扎手术，普通胃镜下病人适当呕吐更有利于

急诊套扎手术完成。 

 
 

PU-0356 

G-POEM 治疗胃流出道梗阻的临床应用探讨 

 
刘爱民,杨丹,唐静,卢丹萍,沈文拥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经口内镜下幽门肌切开术（G-POEM）治疗胃流出道梗阻的临床应用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 临床资料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涪陵中心医院收治的 5 例临床诊断胃流出道功能性梗阻

的患者。3 例 2 型糖尿病，病史大于 10 年，均为女性，平均年龄 63.7 岁。2 例食管贲门结合部恶

性肿瘤，外科手术切除治疗，均为男性，平均年龄 69.0。主要临床症状：腹胀、腹痛、早饱、嗳

气、恶心、呕吐，伴消瘦，口服质子泵抑制剂、中医等治疗效果差，并多次住院。经胃镜检查提示

胃内隔夜宿食潴留，上消化道钡剂造影提示胃排空延迟，胃肠电图检查提示胃排空延缓、胃节律紊

乱，缓慢，振幅偏低，诊断功能性胃流出道梗阻。经术前检查及充分沟通签署知情同意书。手术经

过：患者左侧卧位，常规静脉麻醉，在胃窦大弯，幽门口侧约 6cm 处，美兰+甘油果糖粘膜下注

射，用勾刀建立约 1.5cm 长横行切开，用海博刀在粘膜下建立隧道，越过幽门环形肌约 1.0cm，用

海博刀充分切断幽门环行肌，保留纵行肌，切开长度一般约 4cm，热活检钳隧道内止血后，直接用

一次性钛夹或单钳道尼龙圈荷包缝合切口，抽出胃内气体。术后监测生命体征，静脉滴注 PPI 制

剂，三头孢类抗生素或左氧氟沙星 3 天，并补充水电解质，住院 1 周，出院后 4 周口 PPI 和胃粘膜

保护剂，出院 1 月、1 年随访、复查胃镜。 

结果 5 例患者术后恶心、呕吐症状缓解，均无术后出血、穿孔、感染等严重并发症。出院 1 月电话

随访，5 例患者恶心呕吐缓解，2 例偶有进食后上腹部饱胀不适。1 年复查，5 例患者均无恶心、呕

吐，1 例患者有上腹部饱胀不适，嗳气，无呕吐，胃镜检查内镜下可见胃窦大弯侧瘢痕改变，幽门

持续性开放。 

结论 G-POEM 为临床上功能性胃流出道梗阻的治疗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安全可行，严重并发症

少。 

 
 

PU-0357 

血栓弹力图在大肠腺瘤内镜切除术后出血患者治疗中的价值 

 
唐静,余俊红,薛琰,卢丹萍,刘爱民 

重庆市涪陵区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在大肠腺瘤患者内镜下切除术后并发大出血治疗中的意义。 

方法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5 月， 6 例大肠腺瘤行内镜下切除术后并发大出血患者共 6 例，男 4

例，女 2 例，年龄 47~74 岁，平均年龄 61.33 岁，既往病史：其中 1 例患并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

偿，2 例糖尿病、其中 1 例伴肾功能不全；1 例患冠心病；1 例患肠结核、治愈。病变位置：直肠 3

例、乙状结肠 2 例、升结肠 1 例，最大腺瘤直径 1.5~7.0cm,平均直径为 4.08CM。常规完善术前各

项检查。 

结果 2 例行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等离子束凝固(APC)术治疗，4 例行内镜下黏膜剥离术

（ESD）+EMR 术+APC 术。术后病理检查为 4 例为管状绒毛状腺瘤伴高级别上皮内瘤变，1 例为

管状绒毛状腺瘤伴局部癌变，1 例为管状腺瘤。术后卧床休息 1 天，禁食禁饮 72 小时，常规抗

凝、抗感染、补充水电解质 3d 术后 4h~72 小时内出现大出血，出血量估计 800~2000ml，6 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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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休克表现。出血后，均行急诊内镜检查加内镜下手术治疗， 2 例内镜下检查后见多处术后部位

弥漫性出血，予以喷洒生理盐水+血凝酶；1 例见大量新鲜血凝块，无法内镜干预；2 例反复出血行

2 次急诊内镜下治疗，仍见活动性出血；1 例反复出血，经 4 次急诊内镜下治疗，仍活动性出血。6

例患者在内镜止血困难后，查血栓弹力图（血小板 A 图和 B 图）发现均有 R（凝血因子活性）降

低，平均值 2.47，与正常下限值相比明显降低，出血早期凝血功能与术前相比无明显变化。5 例各

输 10u 冷成淀，1 例输 30u 冷沉淀，2 例各输 2u 血小板，4 例输悬浮红细胞 2~6u，5 例例输冰冻

血浆 200ml~1000ml,并补充水电解质，6 例经过治疗均治愈出院，未行介入或外科手术治疗。 

结论 大肠腺瘤内镜下切除术后反复出血，经急诊内镜治疗止血困难的病例，应及时检查血栓弹力

图，了解凝血功能，补充凝血因子，可有效止血，避免介入或外科手术。 

  
 

PU-0358 

SPOP 在人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曾春艳,罗时文,吕农华,陈幼祥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SPOP 在人胃癌细胞系、人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 101 例胃癌组织及相应癌旁组织的 SPOP 的表达。Western blot 方法

检测 4 例胃癌组织及癌旁组织的 SPOP 的表达；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4 株胃癌及 1 株永生化正

常胃黏膜上皮细胞株细胞中的 SPOP 的表达。 

结果 1、在 101 例胃癌组织中，88 例癌组织中的 SPOP 的表达低于相应的癌旁组织，两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89 例（88.1%）胃癌组织中检测到 SPOP 不表达或低表达，80 例

（79.2%），胃癌癌旁正常组织中检测到 SPOP 高表达； SPOP 在癌组织中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

相关，但与患者的年龄(>50 岁)、性别、分化程度及 TNM 分期均不相关；2、Western blot 检测 4

例癌组织中 SPOP 表达均低于相应的癌旁组织；3、在人永生化胃粘膜上皮细胞系 GES-1 及四株

胃癌细胞株 AGS,SGC-7901,MKN-28,MKN-45 中均有表达。 

结论 1、SPOP 在胃癌组织中表达下调，与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存在统计学差异；2、SPOP 表达与

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相关，但与患者性别、年龄、分化程度及 TNM 分期均不相关。 

 
 

PU-0359 

基于人工智能的结肠镜质控研究 

 
宿静然,李真,刘冠群,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在结肠镜检查过程中，盲肠插入是完整结肠镜检查的标志，结肠镜退镜时间与病变检出率相

关，两者均是重要的质控指标。在每一份结肠镜报告中人为记录质控指标主观性较大，且人力成本

较高。本研究拟人工智能机器视觉自动记录质控指标的可行性，为内镜质控提供新的技术方法。 

方法 我们纳入 2000 例患者结肠镜检查报告，经过筛选从中挑取 1963 张标准回盲部图片进行标

注，标注过程由 3 名经验丰富的内镜操作医师参与。从 1963 张标注图片中挑取 981 张图片进行模

型训练，使机器可自动识别回盲部。训练结束后，将剩余 982 张图片与等量的非回盲部内镜图片作

为测试集进行测试，记录测试结果。以机器自动判断的回盲部作为计时起点，以机器自动判断的检

查终点作为计时终点，计算结肠镜退镜时间。机器自动计算的时间与人工计算的时间进行对比，记

录准确率。 

结果 盲肠插入判断正确 95.3%；结肠镜退镜时间判断准确率为 94.9%-95.3%。 

结论 基于人工智能的质控系统可以准确地对盲肠插入、退镜时间等结肠镜检查质控指标进行记录

统计，提高内镜质控工作效率，降低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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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0 

消化道溃疡的心理动力学分析 

 
刘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消化道溃疡的心理动力学，发现引起消化性溃疡的致病的心理因素，并对其进行干预，

促进疾病的康复。 

方法 将本科室 50 例消化道溃疡患者作为调查组，分别从心理应激、个性特征、情绪状态、社会支

持、心理预防机制、生活方式与不良习惯的 6 个方面对调查组进行相关的资料收集和分析。 

结果 消化性溃疡主要由于胃酸及（或）胃蛋白酶的消化作用，使粘膜自身的防卫能力减低，从而

导致溃疡的发生。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消化性溃疡已被

纳入了身心疾病的范畴。心理社会因素是消化性溃疡极其重要的致病因素，心理应激、个性特征、

情绪状态、社会支持等对溃疡的发生、发展及转归起着重要作用。 

结论 消化性溃疡是生物和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物躯体因素是溃疡病的生理基础，个

体心理特征是溃疡病的易患素质，生活事件所引起的情绪应激则是溃疡发病的诱发因素。此外，溃

疡病与心理健康损害互为因果，心理损害可引起溃疡病，溃疡病又作为生活事件加剧心理损害，形

成恶性循环，使溃疡难以治愈。所以对于消化性溃疡病人，我们在应用内科药物治疗的同时，应使

患者明白心理因素在其患病中的作用，或建议患者看心理医生，或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适当给予抗

抑郁药或抗焦虑药物如多虑平、舒乐安定等，此类药物可以减轻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不适感，改善焦

虑或抑郁的情绪，间接调节神经内分泌，促进溃疡愈合并防止复发。 

 
 

PU-0361 

胃食管反流病量表微信自测效能研究 

 
宿静然,李竹青,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胃食管反流病量表（GerdQ）可以在基层医疗水平提高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疾病管理。微信等

社交软件具有远程、便捷等优势，已成为健康信息交流共享的重要媒介。本研究将比较 GerdQ 微

信患者自测与医生评测的一致性。 

方法 我们于 3 家三甲医院开展前瞻性、非介入、多中心研究。本研究旨在评估 GerdQ 患者微信自

测与医生评测的一致性。研究于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2 月间纳入胃食管反流病患者 316 名。患

者纳入后将首先学习如何使用微信平台完成量表。经过 4 周药物治疗，微信平台将自动提醒患者完

成 GerdQ。在患者完成自评的 24 小时后，医生于门诊根据患者的病情完成 GerdQ。为了减少偏

移，患者将先完成量表，且患者自测结果对医生设盲。本研究主要指标为比较微信自测与医生评测

在 GerdQ 中治疗反应评分与疾病影响评分的一致性。此外，本研究还将比较微信自测与医生评测

在 GerdQ 中各项评分的一致性。 

结果 316 名患者完成 307 组量表，其中 9 名患者失访。对于治疗反应，患者微信自测与医生评测

的一致性为 86.6%（95% CI: 82.8−90.5, κ =0.73）。其中，阴性预测值为 92.4%（95% CI: 88.2-

96.5），阳性预测值为 80.7%（95% CI: 74.3-87.0）。对于疾病影响，患者微信自测与医生评测的

一致性为 97.1%（95% CI: 95.2-99.0,  κ =0.83）。其中，阳性预测值为 77.4%（95% CI: 62.7-

92.1），阴性预测值为 99.3% (95%CI: 98.3-100.0)。―睡眠影响‖、―非处方药使用‖两项具有较高一

致性，而―反流‖项一致性最低。 

结论 GerdQ 患者微信自测与医生评测具有较高一致性。治疗反应评分的高阴性预测值提示治疗有

效的患者可通过微信管理疾病，从而大大减轻医生的工作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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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2 

DSS 肠炎小鼠模型揭示 OX40L 与炎症关系 

 
王楷若,金碧莹,李铭,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OX40-OX40L 相互作用在多种自身免疫及炎症性疾病,包括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中均得到广泛的研究，且动物模型中表明阻滞 OX40L 可以有效治疗上述疾病。然

而 OX40L 与 IBD 疾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尚未被研究。我们基于 DSS 诱导肠炎模型，观察造模

小鼠严重度与 OX40L 表达的关系，明确 OX40L 在疾病发展不同阶段的作用。 

方法 将 3.0%DSS 水溶液给予 Balb/C 小鼠自由饮用七天,建立小鼠结肠炎动物模型，并设计自由饮

水组作为正常对照组。每天检测小鼠的体重变化及大便性状。造模第 7 天，处死小鼠。通过 HE 染

色进行组织病理学评估，通过 Western blot 及免疫组化测定回肠末端 OX40L 的表达。 

结果 DSS 造模组小鼠的体重及粪便评分，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差异。免疫组化可见 DSS

造模组小鼠中 OX40L 表达较对照组增加，且主要存在于固有层中。DSS 造模组 OX40L 的表达

（1.296±0.2445）较对照组高（1.141±0.1416），但造模组个体差异较大，故无统计学差异

（p=0.1187）。DSS 造模组中，按照体重下降程度分为 3 组，A 组（weight loss≥2%）、B 组

（1%≤weight loss<2%）、C 组（weight loss<1%）。我们发现，A 组及 C 组中 OX40L 的表达均

较 B 组低。 

结论 OX40L 在 DSS 造模组中整体呈现高表达状态，且随着炎症程度的增加，OX40L 的表达呈现

先高后低的趋势。因此，OX40L 或可作为 IBD 疾病严重程度评估的指标之一。 

 
 

PU-0363 

幽门螺杆菌毒力因子 CagA 对胃上皮细胞表型及转录组学的影响 

 
殷稳柱,赵汝霖,王乐,赵巧云,吴双,汪亚,贺雅静,谢勇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Hp 毒力因子 CagA 对胃上皮细胞表型及转录组学的影响。 

方法 用野生型（WT） 7.13Hp 菌株和△cagA7.13Hp 菌株分别作用胃上皮细胞 GES-1 和 AGS，高

内涵细胞成像仪分析 WT 和△cagA 菌株对胃上皮细胞 GES-1、AGS 细胞凋亡和周期的影响；实时

标记细胞功能分析系统检测 WT 和△cagA 菌株对细胞增殖的影响；RNA-Seq，并生物信息学分析

筛选 mRNA 表达差异。 

结果 1. CagA 对细胞增殖、凋亡和的周期影响：WT 菌株作用的细胞在早期（12h）细胞增殖显著

高于△cagA 菌株组（P＜0.05），在晚期（24h）两个菌株作用的细胞增殖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对

照组；WT 菌株作用的细胞凋亡细胞和坏死细胞百分比显著高于△cagA 菌株组（P＜0.05）；WT

菌株作用的细胞 DNA 合成期细胞百分比显著高于△cagA 菌株组（P＜0.05）。 

2.转录组学结果： 

⑴野生型 WT 菌株和△cagA 菌株作用细胞的 mRNA 表达谱有显著差异。 

⑵ GO 分析：WT 和△cagA 菌株感染的细胞与对照组比较，调控细胞形态、细胞增殖与生长、细胞

周期、细胞运动、线粒体等相关基因均显著差异（P＜0.05）；WT 菌株感染的细胞与△cagA 菌株

比较调控细胞形态、分化、发育和应激反应等相关基因有显著差异（P＜0.05），而调控细胞周

期、增殖、死亡等过程基因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 

⑶Pathway 注释：WT 和△cagA 菌株感染的细胞与对照组比较，参与 P53、NF-κB、FoxO、Toll 样

受体信号通路、氨基酸生物合成、HIF 信号通路、维生素 B6 代谢、癌症的转录调控、氧化磷酸化

过程的相关基因均有显著差异（P＜0.05），而细胞周期功能基因有差异，但差异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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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 菌株感染的细胞与△cagA 菌株比较，参与 JAK-STAT、Wnt、Hippo 信号通路、氧化磷酸化过

程等相关基因存在差异（P＜0.05），而细胞周期功能基因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1、Hp 毒力因子 CagA 能够促进胃上皮细胞的早期凋亡坏死和早期增殖，晚期抑制细胞增

殖，改变细胞周期。 

2、Hp 毒力因子 CagA 能够诱导胃上皮细胞 mRNA 表达谱改变，其中调控细胞周期，生长和凋亡

功能基因有变化，它们涉及 P53、NF-κB、Wnt 等信号通路。 

 
 

PU-0364 

OPN inhibits autophagy and accelerates lipid accumulation 
i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Min Tang,Changqing Yang,Jing Li 

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Digestive Disease Institute， Tongji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is associated with insulin resistance and 
obesity and preval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Osteopontin (OPN) was known as secreted 
phosphoprotein 1 whose expression is elevated in NAFLD. Autophagy is a cellular process by 
which cytoplasmic components are degraded and recycled for maintaining cellular homeostasi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OPN negative regulation of autophagy in the 
progression of NAFLD.  
Methods  1.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FLD mice experiment, C57BL/6 mice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high fat diet (HFD) group, which was divided into 4 groups (0, 4, 8, 12 weeks) (n=4) 
according to time points. Control mice were fed with normal food (n=4). 2.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 detect serum Alanine transaminase (ALT), Aspartate transam inase (AST) levels. 
Steatosis of hepatic tissues was vauled by HE and oil red O staining. Expression of OPN and 
LC3II/I, P62 in liver tissues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 The expression of 
OPN in the livers of mice was also analyz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3. In vitro experiment, HepG2 cells were induced by free fatty acids (FFA) to simulate 
high-fat environment in vivo.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OPN, LC3II/I and P62. 4. SIRNA was used to down-regulate OPN expression and 
recombinant OPN protein was exogenously added.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OPN, LC3II/I, P62 and lipid accumulation in HepG2 cells. 
Results  1.HE and oil red O staining implicated that the degree of hepatic steatosis increased 
with the time of high fat diet feeding.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content of ALT, 
AST in NAFLD rats was increased. 2.OPN was upregulated in association with autophagy 
impairment in the livers of mice fed a high-fat diet. And the most obvious change was detected at 
week 12. 3.In vitro experiment,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FFA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OPN 
was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level of autophagy was gradually 
suppressed. 4. The upregulation of OPN was associated with suppression of the late stage of 
autophagy as evidenced by accumulation of both LC3-II and p62 expression levels as well as 
decreased autophagy flux. Its blockade by siRNA attenuated autophagy impairment and reduced 
FFA-induced lipid accumulation.  
Conclusions OPN is up-regulated and plays a pathogenic role in NAFLD by accelerating 
hepatocellular lipid accumulation and inhibiting autophagy. OPN may be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regulating NAFL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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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5 

小肠细菌过生长与糖尿病胰岛功能的相关性 

 
闫丽辉,穆标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目的 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SIBO）与 2 型糖尿病有关。然而

SIBO 与 2 型糖尿病胰岛功能之间的关系仍不明确。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 SIBO 是否与糖尿病患者

的胰岛功能相关。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61 例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根据氢呼气试验的结

果，将患者分为两组：SIBO 阳性组和阴性组。所有患者均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以 1 /稳态模

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1 / HOMA-IR）和 Matsuda 胰岛素敏感指数（ISIM）评价胰岛素敏感性。

用稳态 β 细胞功能指数（HOMA-β）、早时相胰岛素分泌指数 InsAUC30 / GluAUC30和总时相胰岛

素分泌指数 InsAUC120 / GluAUC120 计算胰岛素释放评价胰岛素分泌功能。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16.0 进行分析。 

结果 与 SIBO 阴性组相比，SIBO 阳性组 HbA1c 水平和 120min 血糖水平均明显升高。与 SIBO 阴

性组相比，SIBO 阳性组患者 HOMA-β 水平、早时相胰岛素分泌 InsAUC30 / GluAUC30和总时相胰

岛素分泌 InsAUC120 / GluAUC120显著降低；与 SIBO 阴性组相比，SIBO 阳性组患者 1 / HOMA-IR

和 ISIM 水平显著升高（P<0.05）。两组患者的患病率无明显性别差异（P>0.05），两组之间的空

腹血糖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2 型糖尿病伴 SIBO 血糖控制较差，可能与胰岛素释放水平较低有关。 

 
 

PU-0366 

MicroRNAs 作为结直肠癌诊断性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张晓红,南琼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结直肠癌作为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早发现、早诊断可改

善结直肠癌患者的生存率和预后。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是多基因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microRNAs 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可根据 microRNAs 在结直肠癌患者肿瘤组织、粪便和血清中的

差异性表达，将其作为诊断结直肠癌的生物标志物以弥补粪便潜血实验和结肠镜检查的不足。 

方法 通过检索 PubMed、CNKI、CBM 等数据库，收集关于 microRNAs 在结直肠癌肿瘤组织、粪

便、血清中差异性表达的相关文献，检索时间从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1 日。对所检索

到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总结，以探讨 microRNAs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与作用。 

结果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研究人员已经在结直肠癌患者的肿瘤组织、外周血和粪便样品中发现了

400 多个差异性表达的 microRNAs 谱；并且发现 MicroRNAs 通过改变原癌基因和/或抑癌基因的

表达而在肿瘤发生中发挥多种生物学功能，其通常与靶 mRNA 分子的 3'UTR 结合抑制其翻译，以

此调控基因的表达。但由于检测 microRNAs 的常规方法存在敏感性低、检测过程繁琐、重复性

差、费时等不足以及 microRNAs 片段短小、同一家族间序列高度相似性等内在特性，限制了其临

床诊断应用。 

结论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microRNAs 用作诊断结直肠癌的生物标志物有着巨大的潜能，然而，

由于对与结直肠癌相关的 microRNAs 的生物学特性，同一个体肿瘤组织、粪便、血清中差异性表

达的 microRNAs 的相关性还未完全了解，能够特异性诊断结直肠癌的 microRNAs 较少以及

microRNAs 标准化检测体系未建立等难题的存在，使得将 microRNAs 用作临床诊断结直肠癌的生

物标志物仍有许多挑战。待上述挑战攻克后，microRNAs 定能应用于临床以弥补粪便潜血实验和

结肠镜检查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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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7 

1 例首发胃肠表现的淀粉样变性并发静脉曲张破裂 

出血患者的护理 

 
刘梅红,林征,丁霞芬,卞秋桂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 1 例罕见以胃肠为首发症状的淀粉样变性并发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的护理经验。 

淀粉样变性是一组由蛋白质形成的异常纤维结构沉积于细胞之间，致使受累脏器功能逐渐衰竭的一

种临床综合征。常见累及心脏、肝脏、肾脏等，胃肠道一般最晚累及。为罕见病，胃肠道淀粉样变

性更为罕见，临床误诊率高[1]。 

患者因―下腹疼痛伴呕吐、大便次数增多 2 月余入院。既往有乙肝肝硬化病史，入院后持续的低血

压、心衰、顽固性的低钠血症伴水肿，并发肝硬化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给予及时救治和护理。 

方法 1.护理： 

（1）低血压伴心衰的护理 

      输液泵严格控制出入量，保持出入量的平衡，全院会诊考虑淀粉样变性，限制患者的输液量在

500ml 以内，使用多巴胺维持患者的循环，尽早肠内营养，减少输液量，患者半卧位，卧床休息，

氧气 5L/m 吸入，避免增加心肌耗氧量。遵医嘱西地兰、辅酶 Q10、ATP 强心剂营养心肌，循序渐

（2）预见性护理在抢救患者中的应用 

      患者病情危重， MEWS 评分高死亡风险， Rockall 评分 7 分出血的高风险。备好人力、物力、

设备做好抢救的准备。严密观察各项指征的动态变化。保护胃肠道黏膜并尽早肠内营养，避免引起

出血的诱因。患者出血后维持循环的同时无缝隙安全转运至内镜中心套扎止血。并根据 AIMS65 消

化道出血高死亡风险评分，将患者安置在离护士站最近的房间，N2 以上专人护理，备除颤仪、抢

救车、吸引器等设备保障患者的安全[4]。 

（3）电解质的补充 

患者低钾及顽固性低钠，补液中常规补充外指导患者饮食中补充，利尿后及时补充电解质。血

钠仍然很低，给予苏麦卡循序渐进口服补充，每天监测 2 次，避免血钠升高过高，密切观察患者的

心率、心律、神志、尿量等变化。 

（4）心理护理 

患者所患罕见病，预后差。家属亲情陪护，让患者体会亲情的温暖和安全感，心理学组成员参

与每日与患者及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增强患者舒适度，满足合理的需求[5]。 

结果 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好转出院。 

结论 危重患者的护理细节决定成败，患者低血压伴心衰，细致的观察和护理，为诊疗明确方向。

医护紧密配合，使用风险评估工具，预警评估并做好准备，为抢救赢得先机，特殊疑难个案的成功

救治有赖于护士严密的监测和精细的调整,个性而整体观的思维及准确的文献应用能力。 

  
 

PU-0368 

结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的饮食护理措施研究 

 
臧玲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江苏省老年医院 

 

目的 减少结肠镜患者因传统肠道准备饮食方式而致的饥饿、疲劳不适的发生，提高肠道清洁度，

探索出更合适结肠镜检查患者的肠道准备饮食方法。 

方法 选取 300 例符合条件的患者，随机以双盲的形式，分配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150 例，试验组

于结肠镜前一天晚进食低残留饮食，对照组则进食流质饮食。比较两组患者肠道准备中的舒适满意

度及结肠镜检查中的肠道清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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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对两组患者采取的不同饮食措施，试验组患者的肠道准备舒适度、肠道清洁度明显高于

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结肠镜肠道准备中，进食低残留饮食效果优于传统的流质饮食。 

 
 

PU-0369 

两种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大鼠模型效果对比分析 

 
贺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分析比较两种不同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大鼠模型的造模效果，为 IBS-D 大鼠模型的选择提供

更合理的方案。 

方法 选择 30 只雌性 SPF 级 Wistar 大鼠为造模动物，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 3 组，分别为急慢应激

组、急性应激+番泻叶灌胃组及对照组，每组 10 只。急慢应激组随机顺序接受 7 种不同的刺激（夜

间连续照明 12 小时，45℃闷热的环境中 5 分钟，禁水 24 小时，4℃寒冷的环境中 3 分钟，夹尾 1

分钟，水平振动（120/分）40 分钟和食物剥夺 24 小时）。每周给于一组上述刺激，连续三周，休

息一周。再给予纸带束缚前肩、前上肢、胸部，限制前上肢搔抓头面部，不限制其活动，束缚时间

1 小时；急性应激+番泻叶灌胃组给予大鼠番泻叶煎剂 0.3 g/m L 灌胃, 灌胃剂量为 10 m L/kg 1 次/d, 

连续灌胃 14 d，灌服完后用透明胶带束缚大鼠的前上肢、胸部及肩部 1 h，1 次/d，再持续 14 d,；

对照组不给予任何特殊处理。造模成功后比较三组大鼠 1h 排便数量、粪便含水量、蔗糖水摄取量

及腹部回缩反射（AWR）容量阈值。取三组大鼠结肠组织，观察大体标本，制作石蜡切片行 HE 染

色，观察肠道黏膜微观结构。 

结果 AWR 容量阈值比较（ml），CAS 组（0.58±0.15）与 ASF 组（0.57±0.14）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0.89±0.22）（P＜0.05），CAS 组与 ASF 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1h 排便数量比

较（粒），CAS 组（8.05±1.34）与 ASF 组（8.12±1.43）均明显高于对照组（0.89±0.15）（P＜

0.05），CAS 组与 ASF 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粪便含水量（%）比较，CAS 组

（43.75±5.24）与 ASF 组（44.12±5.43）均明显高于对照组（33.89±2.15）（P＜0.05），CAS

组与 ASF 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蔗糖水摄取量比较（ml），CAS 组（7.75±1.24）与

ASF 组（9.32±1.43）均明显高于对照组（12.89±2.15）（P＜0.05），CAS 组与 ASF 组之间存在

统计学差异（P＜0.05）；三组大鼠肠道黏膜组织标本肉眼及光镜下观察，未发现水肿、糜烂及出

血。 

结论 两种不同大鼠模型在模拟 IBS-D 肠道动力异常、黏膜屏障障碍及肠道敏感性增加方面均提示

成功，效果相当，但在模拟 IBS-D 抑郁状态方面，急慢应激法效果要优于急性应激+番泻叶灌胃

法。 

  
 

PU-0370 

品管圈活动对提高肠镜检查患者肠道准备合格率的应用分析 

 
祝三秀 

江西省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对提高结肠检查患者肠道准备合格率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1-6 月以及 7-12 月住院行结肠镜检查的 200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各 100 例，均常规给予传统的聚乙二醇电解质清洁肠道。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管理，未开展品管圈

活动，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开展品管圈活动，分析引起患者肠道准备不合格的原因，针对性采取

相应的措施，评估执行效果，比较两组患者行结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的合格率。 

结果 观察组的肠道准备合格率为 9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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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品管圈活动不仅能够明显提高结肠镜检查患者肠道准备合格率，同时还提高了圈员 QCC 应用

手法、团队凝聚力、责任感、沟通协调能力等，为解决日常护理工作尤其一些发生频率高影响安全

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371 

PTPN22.6 mRNA expression was increased in active 
disease and may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of Crohn's 

disease 

 
Zhitao Chen,Heng Zhang,Yushen Liao,Jie Wu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Central Hospital of Wuhan，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Our aim was to investigate the mRNA levels of protein tyrosine phosphatase non-
receptor type 22 (PTPN22) and PTPN22.6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of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CD),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TPN22.6 mRNA 
expression and the activity of the disease, and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CRP) levels and clinical 
features in CD patient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y patients with CD and three hundr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collected in this study. PTPN22 and PTPN22.6 mRNA levels in PBMCs were detected by 
quantitative PCR. Serum CRP levels were measured by immunonephelometry. 
Results The expressions of PTPN22.6 mRNA were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CD compare with 
controls (P = 0.015). The expressions of PTPN22.6 mRNA were higher in active CD patients than 
in non-active CD patients (P = 0.032), and were related to 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CDAI) 
and the levels of CRP (P = 0.003; P = 0.006; re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s of PTPN22.6 mRNA 
may be influenced by the disease behavior. In CD patients, the expressions of PTPN22.6 mRNA 
were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stricturing disease behavior compared to patients with other 
disease behaviors (P =0.004). PTPN22 mRNA levels were not different between active Crohn's 
disease and controls (P > 0.05).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s of PTPN22.6 mRNA were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CD, 
particularly in active CD patients, and were related to disease activity and levels of CRP in 
patients with CD. PTPN22.6 may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of CD. 
 
 

PU-0372 

Eradication of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East Asian: 

Meta-analysis 

 
shuyuan lu

1
,Wei Zhang

2
,Huiying Rao

2
 

1.Beijing mentougou district hospital 
2.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We performed this meta-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sponse to 
antiviral therapy (interferon/pegylated-interferon+ribavir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mong Hepatitis C infected persons at any stage of fibrosis in East Asian. 
Methods We identified eligible studies by searching the relevant databases, including 
PubMed,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Academic Journal Network Publishing Database, 
WanFang,Chinese biological and medical (CBM) from January 2010 to March 2016.Selection of 
papers was carried out using the Newcastle-Ottawa Scale (NOS) and the inclusion criteria are 

http://www.cochra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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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before the articles were identified. Heterogeneity across studies and meta-analysis 
were performed following standard guidelines. 
Results  There were 17 studies, including 1 prospective and 16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12 
Retrospective studies involving 18,938 East Asian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The follow-up time after finishing antiviral therapy was 5 to 20 years. Results of meta-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lower risk of HCC in patients with sustained virological response (SVR) in 
comparison to no sustained virological response (NOSVR) (RR=0.23; 95%CI 0.19-0.28).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evidence of heterogeneity (I-squared=51.3%, p=0.017<0.05) (Fig 5). Pooled 
result of 10 Japan studies in subgroup analysis show RR=0.21(95%CI 0.18-0.25), with low 
heterogeneity (I

2
=49.0%, p=0.04<0.05)(Fig 10). In subgroup analysis of follow-up duration, 

pooled result of 5～8 years' follow-up show an RR of 0.29 (95%CI 0.25-0.35), 8～10 years' 

follow-up show an RR of 0.17 (95%CI 0.13-0.24), 10～15 years' follow-up show an RR of 0.25 

(95%CI 0.20-0.31). No heterogeneity was identified among the included studies (p＞0.05) (Fig 

12). In subgroup analysis, pooled data of patients aged 60 years and older show RR=0.32(95% 
CI 0.26-0.40), and RR=0.20 (95% CI 0.17-0.23) in patients younger than 60 years, there was no 

heterogeneity (p＞0.05) (Fig 14). The age, length of follow-up were considered as important 

sources of heterogeneity. Begg's funnel plot and Egger's test (P＞0.05) both there is no 

publication bias in this meta-analysis (Fig2,3). 
Conclusions In East Asian, the risk of HCC is reduced among Hepatitis C infected patients with 
SVR. It may be useful in estimation of the burden of the disease in China. 
  
 

PU-0373 

小肠细菌过度生长与腹部手术关系研究 

 
刘新尧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研究小肠细菌过度生长与腹部手术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8 月就诊的有腹部手术史的患者 113 例作为手术组，选取同时间完善检查

的无手术史的体检者 45 例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均完善甲烷和氢呼气试验，对比两组小肠细菌过

度生长发病情况。 

结果 手术组阳性 58 例，占比 51.33%，对照组阳性 14 例，占比 31.11%，两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

异。胃切除术亚组、胆囊切除术亚组和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胃切除术和胆囊切除术后患者的 SIBO 的发病率增加。 

 
 

PU-0374 

益生菌通过肠胶质细胞调节肠上皮屏障的机制研究 

 
林琳,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肠粘膜上皮与黏膜下层的肠神经系统间广泛存在着一种支持细胞，其形态结构类似中枢的星

形胶质细胞，称为肠胶质细胞。肠胶质细胞对肠道致病菌和益生菌的反应不同，表明肠胶质细胞在

宿主-菌群相互作用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肠胶质细胞对益生菌和致病菌的反应，研究肠胶质细胞

如何调节肠道上皮屏障，并改善 IBS-D 患者肠上皮通透性增高的状态。 

方法 选用对数生长期中期的侵袭性大肠杆菌（EIEC）和鼠李糖乳杆菌（LGG 128）进行计数，分

离细菌上清和灭活菌体。 Transwell 孔板共培养肠胶质细胞（EGC）（下层）和肠上皮细胞（IEC 

6）（上层），以细菌：细胞约为 1:10 比例分别用 EIEC 和 LGG 128 上清和菌体刺激共培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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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通过 qPCR 检测 IL-1、IL-6、TNF-α 和 GDNF 的表达水平，wetern blot 检测 GDNF 的蛋白表

达水平。将 IBS-D 患者与健康对照结肠活检标本对比，通过免疫组化、ELISA 和免疫荧光，检测

GDNF 表达量以及与胶质细胞定位的关系。 

结果 肠胶质细胞对益生菌和致病菌的反应不同，LGG 128 的灭活菌体和上清均可提高肠胶质细胞

GDNF 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水平，然而肠胶质细胞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对益生菌和致病菌的反应无统

计学差异。IBS-D 患者结肠 GDNF 水平与正常人相比显著提高，GDNF 广泛存在于肠上皮细胞

中，少量存在于肠粘膜下的肠胶质细胞中。另外，我们发现 GDNF 在结肠隐窝底部显著富集，可

能与肠干细胞有关。 

结论 肠胶质细胞对益生菌和致病菌的差异性反应通过上皮细胞介导，益生菌的菌体和分泌产物均

可促进肠胶质细胞分泌 GDNF，促进上皮屏障的修复。 

 
 

PU-0375 

Th9 细胞在肝脏储备功能不同的乙肝肝硬化患者的表达变化 

 
赵彩红,王丽华 

衡水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 

 

目的 探讨 Th9 细胞在肝脏储备功能不同的乙肝肝硬化患者的表达变化。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在我院诊治的 122 例乙肝肝硬化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肝脏储备功能不同分为 ChildA 级组 60 例、B 级组 40 例、C 级组 22 例，

所有患者都给予肝功能生化指标、肝功能物理指标、Th9 细胞测定，并分析相关性与影响因素。 

结果 随着 Child 分级的增加，乙肝肝硬化患者的 AST、ALT 与 TBiL 呈现明显增高的趋势，对比差

异都有统计学意义（P<0.05）；乙肝肝硬化患者的 Th9 细胞与 Treg 细胞都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在不同组别对比差异明显（P<0.05）。乙肝肝硬化患者 ChildA 级组、B 级组、C 级组的 FS 值分别

为 23.29±4.23kPa、13.10±5.12kPa 和 7.82±2.18kPa，不同组别对比差异明显（F=12.484，

P<0.05）。Spearman 秩相关发分析显示乙肝肝硬化患者的 Child 分级与 Th9 细胞含量、ALT、

AST、FS 值呈现明显正相关性（P<0.05）。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结果显示 Th9 细胞含量、ALT、

FS 值是影响 Child 分级的主要因素（OR=2.216、2.062、1.022，P<0.05）。 

结论 Th9 细胞在肝脏储备功能不同的乙肝肝硬化患者的表达含量不同，能发挥对病进展的促进作

用，且与其他肝功能指标有明显相关性，有很好的临床检测价值。 

 
 

PU-0376 

多病灶肝癌的基因组异质性和克隆演变 

 
许丽霞,黄曼玲,彭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位居全球肿瘤相关性死因第三位。约 50-75%的

肝癌患者初诊时已存在肝内多发病灶。FDA 唯一批准的一线靶向药物索拉菲尼仅能延长患者 3 个

月的中位生存期。目前临床上主要根据单灶活检所筛选靶点来指导多灶患者选择靶向药物，然而灶

间异质性可能影响其疗效。本研究旨在阐明多灶肝癌的基因组结构，推断其克隆演变，探讨基因组

分析能否指导肝癌靶向治疗的选择。 

方法 我们对 6 例多病灶 HCC 患者的 12 个肿瘤病灶及配对的 6 个癌旁肝组织进行全基因组及 RNA

测序分析，对 5 例多灶患者的 31 个肿瘤病灶及配对的 5 个癌旁肝组织进行全外显子及 RNA 测序

分 析 ， 包 括 体 细 胞 突 变 、 拷 贝 数 变 异 （ copy number alterations, CNAs ） 、 结 构 变 异

（structural variations, SVs）、乙肝病毒整合位点、克隆进化及药物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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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对 6 例多病灶 HCC 患者的测序分析显示，在同一患者中：不同病灶的突变概况、CNAs、

SVs 及克隆进化过程均存在极大异质性，但可在双灶中发现共有的 HBV 整合位点、突变基因及

CNAs，提示存在相同的克隆起源；此外，仅 1/3 药物靶点（包括索拉非尼敏感性靶点）为灶间共

有，大部分为单个病灶特有。 

       为明确遗传进化情况，我们对另外 5 例多病灶 HCC 患者全部癌灶进行全外显子及 RNA 测序发

现：除了 1 例患者有 1 个病灶的突变及 CNAs 与其余病灶不同，其他患者灶间的突变概况、CNAs

基本相似，说明入组的大部分肝癌病灶为肝内转移灶。进一步的进化树分析发现：仅 31%驱动基

因改变属树干分子事件，表明多灶肝癌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及分支进化；仅 23%药物治疗靶点突变

属树干分子事件，而只有针对树干靶点，才能对全部病灶有效。这 5 例病人中只有 1 例在树干有索

拉菲尼敏感靶点，这可能是肝癌患者对索拉菲尼应答率较低的原因，也强调了多病灶活检的必要

性。 

结论 本研究阐述了多灶肝癌的异质性和克隆演变情况。所纳入的肝癌病灶大多数属于肝内转移

灶。此外药物靶点大多数属于非树干改变，强调了多灶肝癌患者多病灶取样对于个体化靶向治疗的

重要性。 

 
 

PU-0377 

具核梭杆菌加剧母婴分离大鼠内脏高敏感的相关机制研究 

 
顾湘,宋立锦,李铭,李理想,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内脏高敏感是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母婴分离

（Maternal Separation ，MS）大鼠肠道梭杆菌门（Fusobacteria）含量趋势性升高，且其含量升

高与内脏高敏感具有相关性。本实验将评估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Fn）对内脏

超敏反应的影响，探讨其在 IBS 中可能的发病机制。 

方法 将 32 只雄性 SD 大鼠幼崽随机分配到 4 组：①MS 并 Fn 灌胃组（D 组），②MS 并生理盐水

灌胃组（M 组），③正常饲养并 Fn 灌胃组（F 组），④正常对照组（N 组）。并于出生后第 4

周、第 5 周、第 6 周、第 7 周和第 8 周进行 Fn 或生理盐水灌胃。第 12 周时运用腹壁撤回反射评

分评估大鼠的内脏敏感性。在第 3 周、第 8 周和第 12 周收集大鼠粪便进行 16srRNA 基因测序，分

析菌群特征和改变。提取粪便上清，参考蛋白印迹法检测粪便内 Fn 特异性 IgA，并从凝胶中提取

蛋白进行抗原鉴定。 

结果 各组大鼠内脏敏感性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MS 大鼠内脏敏感程度明显高于正常饲养大

鼠（P<0.05），Fn 灌胃进一步加剧 MS 大鼠内脏敏感程度（P<0.05）。蛋白印迹显示 21 天时 4

组均无明显条带。第 56、84 天时，D 和 F 组于分子量 40kD 和 130kD 可见两条明显条带，M、N

组条带颜色较浅。对上述位置蛋白进行鉴定后推测 Fn 的外膜蛋白 FomA 可能是引起免疫反应的靶

蛋白。测序结果提示第 8 周时其他组菌群多样性均明显低于 N 组（Shannon index, P<0.05），12

周时则 F 组多样性最高（Shannon index, P<0.05）。NMDS 分析示 N 组在第 8 周与其他组明显分

离。蛋白印迹显示 21 天时 4 组均无明显条带。第 56、84 天时，D 和 F 组可见分子量位于 40kD 和

130kD 的两条明显条带，M、N 组条带颜色较浅。对上述位置蛋白进行鉴定后推测 Fn 的外膜蛋白

FomA 可能是引起免疫反应的靶蛋白。 

结论 Fn 可加剧 MS 大鼠内脏高敏感程度，并使 Fn 特异性 IgA 升高。同时 Fn 灌胃干扰了大鼠的菌

群多样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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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78 

柚柑通过上调脂肪酸氧化以及降低炎症反应缓解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冯泽民,高建国,李春晓,虞朝辉,厉有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索柚柑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肝细胞（HepG2）软脂酸（PA）模型以及小鼠

蛋氨酸-胆碱缺乏（MCD）饮食模型中对 NAFLD 的缓解作用及其可能的机制。 

方法 以 PA 处理 HepG2 细胞，对照组在造模同时以 DMSO 处理，而实验组以柚柑处理，48H 后

测定细胞中脂变以及炎症水平。C57 小鼠以 MCD 饮食喂养，对照组正常饮水，实验组在饮水中予

以柚柑，5 周后测定小鼠肝脏脂变以及炎症水平。 

结果 无论是在 HepG2 细胞还是小鼠中，柚柑可显著降低甘油三酯水平（P<0.05），同时柚柑还可

以降低小鼠血清中丙氨酸转氨酶(ALT)、门冬氨酸转氨酶(AST)水平以及肝脏肿瘤坏死因子-α(TNF-

α)、白介素-1β(IL-1β)、白介素-6(IL-6)以及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MCP-1)等炎症因子水平（P 值均小

于 0.05）。进一步研究发现，柚柑降低脂变与上调肉毒碱棕榈酰基转移酶 1α(CPT1α)、过氧化物

酶酰基辅酶 A 氧化酶 1(ACOX1)以及解偶联蛋白 2（UCP2）等脂肪酸氧化相关基因有关。 

结论 柚柑通过上调脂肪酸氧化以及降低炎症反应缓解 NAFLD，可作为治疗 NAFLD 的潜在药物。 

 
 

PU-0379 

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小切开联合气囊扩张术在治疗 十二指肠 

乳头旁憩室合并胆总管结石中的临床应用 

 
杜志强 

简阳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小切开联合气囊扩张术在治疗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合并胆总管结石

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简阳市人民医院消化科治疗性 ERCP 患者 78 例,在

78 例患者中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合并胆总管结石 38 例采用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小切开联合气囊扩

张术在治疗，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合并胆总管结石 40 例采用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治疗，采用

十二指肠镜快速进入十二指肠,注意观察十二指肠乳头的情况,根据胆总管的走向小切开乳头括约肌,

乳头切开后即放入 B5-2Q 气囊导管由内到外扩张乳头,最后用取石网取石或直接用圈套器取结石。

对并发化脓性胆管炎、巨大结石者应先置鼻胆管引流,待胆管炎消失 1 周后再次造影了解胆管结石

情况，可再次用取石篮取出。术后禁饮食 24h,3d 后如无不适,则可治愈出院。 

结果 本组 38 例胆总管结石患者均成功行内镜十二指肠乳头小切开联合气囊扩张取石,其中 25 例胆

总管单发结石,13 例多发结石，6 例结石过大（>1cm）使用碎石网蓝，2 例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血氧

饱和度小于  70%，置入鼻胆管引流术后，择日再次取石成功。操作时间最短 17min，最长

79min，一次性结石取出率为 85.7%(36/38),对照组 49 例患者行标准乳头括约肌切开术（EST）取

石，其中男 23 例，女 26 例，平均年龄（65.31±14.19）岁。两组患结石及憩室的大小、数量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结论 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小切开联合气囊扩张术在治疗十二指肠憩室合并胆总管结石的患者是安

全有效的，尽管 ERCP 操作具有较高的风险, 但只要掌握好适应证、操作的技巧，在治疗过程中熟

练、谨慎操作, 大多数患者可获得满意的疗效，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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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80 

Research progress of nonalcoholic fat pancreas 

 
beibei yuan 

Yan'an University Hospital 

 
Objective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tic disease (NAFPD) is a major manifestation of pancreatic 
fatty infiltration or pancreatic steatosis excluding alcohol.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revalence of 
obesity, people at home and abroad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rested in the research of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disease, but the research on its pathogenesis is not clear.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ype 2 diabetes,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atherosclerosis, acute pancreatitis, chronic pancreatitis, and pancreatic cancer, and enhances the 
spread of pancreatic cancer and causes early death of pancreatic cancer patients.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is mainly dependent on pathological biopsy and imaging diagnosis of pancreatic 
tissue. However,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detection technology, the investigation of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disease is less, and the clinicians have no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is 
disease in clinical work. This article will present the latest research on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disease at home and abroad. Make a summary of the presentation. 
Methods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tic disease (NAFPD) is a major manifestation of pancreatic 
fatty infiltration or pancreatic steatosis excluding alcohol.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revalence of 
obesity, people at home and abroad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rested in the research of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disease, but the research on its pathogenesis is not clear.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ype 2 diabetes,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atherosclerosis, acute pancreatitis, chronic pancreatitis, and pancreatic cancer, and enhances the 
spread of pancreatic cancer and causes early death of pancreatic cancer patients.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is mainly dependent on pathological biopsy and imaging diagnosis of pancreatic 
tissue. However,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detection technology, the investigation of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disease is less, and the clinicians have no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is 
disease in clinical work. This article will present the latest research on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disease at home and abroad. Make a summary of the presentation. 
Results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tic disease (NAFPD) is a major manifestation of pancreatic 
fatty infiltration or pancreatic steatosis excluding alcohol.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revalence of 
obesity, people at home and abroad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rested in the research of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disease, but the research on its pathogenesis is not clear.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ype 2 diabetes,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atherosclerosis, acute pancreatitis, chronic pancreatitis, and pancreatic cancer, and enhances the 
spread of pancreatic cancer and causes early death of pancreatic cancer patients.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is mainly dependent on pathological biopsy and imaging diagnosis of pancreatic 
tissue. However,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detection technology, the investigation of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disease is less, and the clinicians have no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is 
disease in clinical work. This article will present the latest research on nonalcoholic fatty pancreas 
disease at home and abroad. Make a summary of the presentation. 
Conclusion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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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81 

BCAA 通过激活 mTOR/4E-BP1 和 Akt 促进肝切除小鼠 

肝脏蛋白合成及肝再生 

 
迟毓婧,吴哲,李玫,张媛媛,刘玉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营养不良和代谢紊乱在患有肝病和接受肝脏手术的患者中普遍存在，支链氨基酸（BCAA），

包括亮氨酸、异亮氨酸、和缬氨酸，在多种氨基酸和蛋白质代谢中起关键作用。目前研究提示，口

服 BCAA 能改善肝硬化并发症的发生及降低肝癌的复发率，但是对于 BCAA 引起这些效应的机制

尚未完全阐明。本研究拟从肝脏蛋白合成及再生两方面探讨 BCAA 的具体作用机制。 

方法 本研究使用 8-12 周小鼠行 68%肝脏切除术，并分为①假手术组（Sham）、②部分肝切除组

（PH）和③部分肝切除术+BCAA（PH-BCAA）三组，分别灌胃 1 天、3 天和 7 天，评估 BCAA 对

肝脏蛋白合成和再生的影响。此外，还评价了不同剂量的 BCAA 对 HepG2 细胞增殖及蛋白合成通

路的影响。 

结果 口服 BCAA 1 天的肝切除小鼠肝脏重量、肝脏/体重比和附睾白色脂肪组织的重量较对照组显

著增加，提示口服 BCAA 可以改善部分肝切除小鼠的营养状况。口服药物剂量的 BCAA 不影响肝

切除小鼠肝脏大体形态及病理评分，同时 BCAA 给药 7 天并没有影响 PH-BCAA 组的 ALT 或 AST

水平。BCAA 没有增加肝切除后 1、3、7 天小鼠肝脏中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水平的表达，提示 BCAA 治疗不影响肝功能或炎症水平。口服 BCAA 7 天显著增加 PH-

BCAA 组的血清白蛋白及 BTR 水平，同时肝脏中白蛋白 mRNA 的表达也显著升高。促进肝脏蛋白

合成的关键基因磷酸化真核翻译起始因子 4E 结合蛋白（p-4E-BP1）和磷酸化雷帕霉素靶蛋白（p-

mTOR）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增加。BrdU 染色结果提示，口服 BCAA 1 天、3 天和 7 天均能显著

增加肝切除小鼠肝细胞的增殖，并增加肝再生关键蛋白蛋白激酶 B（p-Akt）的蛋白表达水平，细

胞周期蛋白 D1（cyclin D1）蛋白的表达水平在口服 BCAA 1 天的肝切除小鼠肝脏中显著升高。在

体外研究中发现，1x、2x、5 x 浓度的 BCAA 能增加 HepG2 细胞的增殖。所有浓度（0.5x、1x、

2x、5x 和 10x）的 BCAA 均能增加 p-mTOR 的蛋白表达，1x、2x 和 5x 的 BCAA 能升高 p-4E-

BP1 的蛋白表达，此外，0.5x、2x、5x 和 10x 的 BCAA 增加 p-Akt 蛋白的表达水平，1×BCAA 能

增加 cyclin D1 蛋白的表达。 

结论 BCAA 可能通过 mTOR/4E-BP1 和 Akt 通路增加肝脏蛋白质合成并促进肝再生。 

 
 

PU-0382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对溃疡性结肠炎炎症程度分级的研究 

 
郭婧,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溃疡性结肠炎的炎症程度是影响瘤变发生的重要因素，组织学中急性炎症细胞浸润者复发风

险更高。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在可以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进行实时内镜观察及组织学观察，评估其

隐窝结构、细胞浸润及血管结构。本实验旨在探究探头式共聚焦激光纤维内镜（pCLE）对溃疡性

结肠炎炎症程度的评估价值，诊断标准应用简化的隐窝结构四级分类法。 

方法 纳入在齐鲁医院胃镜室就诊的年龄 18-80 的肠镜检查、既往或镜下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的患

者。高清內镜观察结肠病变部位及远端结肠（乙状结肠和直肠）肠粘膜炎症程度（Baron 分级系

统），pCLE 对相应部位进行靶向观察和实时诊断，评估其炎症程度，标准采用简化的隐窝四级分

类法（1.数目和结构规律排列的隐窝结构；隐窝腔内无渗出， 2. 隐窝数目正常，结构不规则；隐

窝腔内无渗出，3. 隐窝数目减少，隐窝扭曲扩张；隐窝腔内可见渗出，4. 隐窝结构破坏，残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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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窝腔内渗出明显)。相应部位病理学行 Geboes Index 分级方法评价。最终比较高清白光内镜、

pCLE 与病理学诊断的一致性。 

结果 研究纳入 45 名患者，结果显示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的四级分类法结果与病理结果相关性好

（Spearman's ρ = 0.738， p<0.01）；其对病理的预测价值及与病理的相关性均优于高清白光内镜

（p=0.015）。 

结论 pCLE 对溃疡性结肠炎炎症程度的分级与病理相关性好，可用于溃疡性结肠炎的评估和随访。 

 
 

PU-0383 

Runt-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2 (Runx2) inhibits 
apoptosis of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in Crohn’s disease 

 
Juan Zhao 

1.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Changhai hospital in Shanghai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study the expression, molecular mechanism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Runt related trascription 2(Runx2) in the colon tissues of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CD), the mice with colitis, and colonepithelial cells stimulated by TNF-α. 
Methods 1. Immunohistochemistry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endoscopic mucosal biopsy 
tissues from patients with active CD and normal individuals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Runx2 and 
p53 in colon tissues.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Runx2, p53 and Bax in 
colon tissues in CD and control groups. 
2. Trinitrobenzenesulphonic acid (TNBS)was used for making a murine model of colitis. And 
western 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analysi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Runx2, p53 and Bax. Furthermore, immunofluorescence was adopted to test the distribution 
of  Runx2. 
3.The expression of Runx2, Bax and cleaved caspase-3 in TNF-α-induced colitis of cell model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4.NCM460 cells were transfected with HA-Runx2 to enhance the expression of Runx2, and then 
measured the expression of the target gene of p53, Bax and cleaved caspase-3. 
5.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racellular Runx2 and p53 in the TNF-αinduced colitis model was 
measured by co-IP.Immunofluorescence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and distribtion of 
p53 in NCM460 cells with or without treatment of TNF-αand overexpression of Runx2. 
Results 1.Runx2 expression was lower in the intestinal mucosa of Crohn's disease patients than 
that of normal colon mucosa, and the expression of apoptosis related molecule, p53 and its target 
molecule Bax were opposite to Runx2.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Runx2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apoptosis of the colon epithelial cells of Crohn's disease. 
2.The expression of Runx2 in the colon tissue of TNBS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ETOH group, 
while p53 and Bax were upregulated, which further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a correlation between 
Runx2 and the apoptosis of colon epithelial cells . 
3.In vitro, the expression of Runx2 wa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exposure time and 
concentration of TNF-αstimulating colon epithelial cells NCM460,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Bax and 
cleaved caspase-3 were increa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unx2 could be involved in the 
apoptosis of colon epithelial cells and they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4. The expression of Runx2 was reduced under TNF-α-stimulated NCM460 cells. Overexpression 
of Runx2 was colocalized with p53 in the nucleus of NCM460 cells. Co-immunopreciption anylsis 
indicated there was interaction of  Runx2 and p53. 
Conclusions Overexpression of Runx2 could protect colon epithelial cells from the caspase-
mediated apoptosis through p53 pathway, playing a part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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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84 

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联合多烯磷脂酰胆碱治疗 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炎的疗效观察 

 
王少鑫 

海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联用多烯磷脂酰胆碱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 2012 年 6 月-2016 年 6 月在海军总医院消化科就诊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共 160 例，随

机分为各组 80 例，观察组口服多烯磷脂酰胆碱（456mg3 次/日）联用双歧杆菌三联活菌（2 粒 3

次/日），对照组单纯口服多烯磷脂酰胆碱，疗程 3 月。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肝功能、血脂血

糖及炎性介质水平，肝脏超声及临床症状评分，评价治疗效果。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 ALT、AST、GGT、TBIL、IBIL，血糖 FBG、IR、血脂 TG、TC、

HDL-C、LDL-C，炎性介质 TNFa、IL-6、IL-8、IL-10 及 CRP，肝脏 B 超和临床症状评分均较同组

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两组治疗后各指标比较，观察组肝功能（AST、ALT、GGT）、血脂

TC 以及 TNFa、IL-6、IL-8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而 IBIL、IL-10、HDL-C 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检测指标 TBIL、FBG、IR、TG、LDL-C、CRP、肝脏 B 超评分治疗后两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比较，观察组治疗有效率 95%明显高于对

照组 85%（P<0.05），同组治疗后症状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治疗后两组症状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恶心、腹泻、腹胀症状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厌食、乏力和便秘两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联用多烯磷脂酰胆碱能够明显缓解患者临床症状，改善肝功能、血糖血脂

水平，维持炎性细胞因子平衡，治疗效果满意。 

 
 

PU-0385 

内镜下结肠息肉治疗术后迟发性出血危险因素分析 

 
闫志辉 

海军总医院 

 

目的 掌握结肠息肉治疗后迟发性出血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到 2018 年 1 月在北京海军总医院消化内科行内镜下结肠息肉切除术

的 1800 例患者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迟发型出血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术后延迟性出血平均 2.05±1.27d，且多发生在 1-3 天。结肠息肉＞1.5cm、有蒂息肉、直肠及

乙状结肠息肉术后迟发性出血发生率高。其中 APC 治疗 420 例，术后迟发型出血 6 例，出血

率 1.4%，EMR 治疗 1380 例，并发出血 32 例，出血发生率 2.3%（APC 合并 EMR 治疗 524 例，

迟发型出血都为 EMR 治疗术后创面，记为 EMR 组）。 

结论 迟发型出血的发生率为 2.1％，迟发型出血多发生在术后 1-3 天，息肉越大，带蒂息肉、位于

乙状结肠或直肠的息肉术后迟发型出血的风险增加。息肉治疗术后创面采取热活检钳处理联合钛夹

钳夹创面，迟发型出血发生率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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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86 

miRNA-30e 通过下调 Dll4 表达来调节糖尿病小鼠中小肠 

上皮细胞的异常分化 

 
陈其奎,赖宇,黎洁瑶,陈广成,夏忠胜,于涛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据报道 Notch / Hes1 通路的抑制在糖尿病（DM）肠上皮细胞（IEC）的异常分化中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然而，该通路影响 IEC 分化的机制尚不清楚。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调查了

microRNAs（miRNAs）在调控 DM 小鼠的 Notch / Hes1 途径中的作用。 

方法 综合比较 miRNA 微阵列技术用于确定 DM 小鼠中的 miRNA 的 miRNA 表达谱。生物信息学

分析后，发现 miRNA-30e 表达水平升高。因此它被认为是调节 DM 中 Notch 途径的候选物。荧光

素酶报告基因测定证实了 miRNA-30e 靶向 Notch 基因的 3'-UTR。然后通过在体外和体内上调和下

调其表达来探索 miRNA-30e 在调节 Notch 信号传导中的作用。 

结果 DM 小鼠中肠上皮异常分化与 Dll4 / NICD / Hes1 信号通路的活性降低有关。基于生物信息学

分析，miRNA-30e 的表达增加被鉴定为调节 Notch 信号的潜在候选物。 miRNA-30e 靶向 Dll4 的

3'-UTR 并在原代 IEC 和 IEC-6 细胞中下调 Dll4 表达。外源性 miRNA-30e 降低了 Dll4 / NICD / 

Hes1 通路的活性，诱导了正常小鼠中 IEC 的异常分化。相反，用 miRNA-30e 拮抗剂治疗，体内

Dll4 / NICD / Hes1 途径的上调活性，并且有助于改善 DM 小鼠中异常的 IEC 分化。 

结论 通过靶向 Dll4 的 3'-UTR， miRNA-30e 水平的增加可以降低 Dll4 / NICD / Hes1 信号通路的活

性，这一改变和 DM 小鼠肠小细管上皮细胞异常分化有关。 

 
 

PU-0387 

敲除 linc-UFC1 在结直肠癌中抑制细胞增殖并诱导细胞的凋亡 

 
陈其奎,黎洁瑶,赖宇,陈广成,许稷豪,于涛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长链非编码 RNA（lincRNA）在结肠直肠癌（CRC）的生物功能，分子机制和预后价值中具

有重要作用。而在结直肠癌中，linc-UFC1 的作用仍有待阐明。 

方法 标本来自 65 例结肠癌的病人以及癌旁组织，并收集他们的临床资料研究，用 pcr 技术检测

linc-UFC1 和 β-catenin 的 mRNA 表达水平,用 wb 技术检测它们的蛋白质表达水平。同时，体外转

染敲除五个结肠癌细胞株 DLD-1, HCT-116,LOVO, RKO and SW480 和 HEK293T 的 linc-UFC1，

并用 EdU 细胞增殖实验、平板克隆实验以及流式细胞实验检测各个细胞增殖水平的改变。同时用

wb 检测 cyclin D1, CDK4, Rb, p-Rb,caspase-9, caspase-3, β-catenin, p-P38, p-ERK1/2, p-JNK, 

Myc, MMP-7, Axin2 的表达情况。 

结果 在本研究中，linc-UFC1 在 CRC 患者组织中过表达，与肿瘤分级，N 期和 M 期呈正相关。 

linc-UFC1 的抑制导致细胞增殖抑制和 G1 细胞周期停滞，其由细胞周期蛋白 D1，CDK4，Rb 和磷

酸化 Rb 介导。另外，通过 caspase-9 和 caspase-3 的激活证明，细胞凋亡是通过内在凋亡信号通

路抑制 linc-UFC1 诱导的。信号通路的研究表明，通过抑制 β-连环蛋白和磷酸化 P38 的激活介导

了锌 - UFC1 敲低后对增殖和凋亡的影响。此外，P38 抑制剂 SB203580 可以减弱 linc-UFC1 敲低

所致凋亡作用，证实 P38 信号参与诱导凋亡。 

结论 总之，通过调节细胞周期，凋亡和 β-catenin、P38 信号，linc-UFC1 可能在 CRC 的促增殖和

抗凋亡中具有关键作用。因此，linc-UFC1 可能是 CRC 的潜在治疗靶点和新型分子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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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88 

慢性胃炎患者胃内菌群的培养与可疑致病菌的分选 

 
刘金哲,薛艳,周丽雅,林三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Maastricht V 明确指出胃内有其固有的微生态结构,其他物种参与疾病的发生发展。本研究采

用细菌培养和测序的方法探究慢性胃炎患者胃内菌群的特征，并尝试利用流式细胞仪筛选人体胃内

带有特殊免疫学标记的菌群，探讨慢性胃炎患者胃内菌群中可能有致病风险的细菌。 

方法 第一部分：通过细菌培养重新认识被忽视的胃内菌群。第二部分：高通量测序了解胃内菌群

的组成。第三部分：利用流式分选结合测序分析胃内可疑致病菌。 

结果 第一部分：纳入 103 例慢性胃炎患者，分离到 81 种细菌。统计比较对照组观察组细菌检出率

的比值比，结果提示：Hp，缓症链球菌，浅黄奈瑟菌，深黄奈瑟菌感染可能是中重度慢性胃炎的

风险因素。第二部分：51 例样本经测序建库成功，分为 5 组，包括 7 例萎缩性胃黏膜（Dm）、9

例合并 Hp 感染的浅表性胃炎的胃黏膜(Hp)、8 例无 Hp 感染的慢性浅表性胃炎(Ct)、14 例萎缩性

胃炎的胃液（Dg）和 13 例浅表性胃炎的胃液(Hg)。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 Dm 和 Hp 组菌群的 α 多

样性最低，Ct 组菌群的物种多样性最高，Hg 和 Dg 组菌群的多样性居中。所有胃黏膜样本和部分

胃液样本检测到 Hp 序列。β 多样性分析出现两个聚集的趋势，一组是 Ct 组菌群与所有胃液样本

（Hg 和 Dg 组）菌群聚集，另一组是合并 Hp 感染的慢性胃炎胃黏膜（Dm 和 Hp 组）菌群聚集，

两个群组的分离趋势明显。第三部分：12 例胃液菌群利用特异性抗人染色。萎缩性胃炎胃液内 IgA

阳性菌比例占 35.55%高于非萎缩性胃炎胃液内 IgA 菌群所占比例（23.15%），Hp 的 ICI 值为

6.88，平均相对丰度为 0.22。空气罗氏菌，咽峡炎链球菌，婴儿链球菌和粘滑罗氏菌四种细菌 ICI

指数高于 Hp，且在组间 Kruskal 检验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结论 罗氏菌、奈瑟菌和链球菌是培养常见的菌属，Hp 与链球菌和奈瑟菌的某些物种在中重度慢性

胃炎患者中检出显著增高。临床检验 Hp 阳性的患者胃黏膜菌群物种多样性明显降低，Hp 过度增

殖导致的胃内菌群失调可能是启动慢性胃炎发生发展的关键。空气罗氏菌、咽峡炎链球菌、婴儿链

球菌和粘滑罗氏菌与胃内 IgA 具有高亲和性，可能是胃内潜在致病菌。 

 
 

PU-0389 

RAN 促进肝细胞肝癌发生发展的机制研究 

 
沈钟一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 RAN 在人肝细胞肝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病理参数和患者生存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RAN 蛋白表达水平对肝癌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的影响；初步探讨 RAN 促进肝细胞肝癌发生发展的

分子机制。 

方法 1.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新鲜肝癌和对应癌旁组织中 RAN 的蛋白表达水平；免疫组织化学实

验分析 80 例肝癌和对应癌旁组织石蜡切片中 RAN 的蛋白表达水平及亚细胞定位情况；统计学方法

评估 RAN 的蛋白表达水平与肝癌临床病理参数的相关性及其对肝癌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 

2.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正常肝细胞系和肝癌细胞系中 RAN 的蛋白表达水平；筛选相对高表达的

肝癌细胞株，建立 RAN 的表达下调细胞模型。 

3.利用已建立的细胞模型，进行增殖和迁移相关细胞表型实验。通过 EdU 细胞增殖实验、CCK-8

细胞增殖实验和平板克隆形成实验分析 RAN 蛋白表达下调对肝癌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通过细胞

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细胞迁移实验分析 RAN 蛋白表达下调对肝癌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4.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 RAN 蛋白表达下调对增殖和迁移相关分子标志物的影响；蛋白质免疫共

沉淀实验验证肝癌细胞中 RAN 与 STAT3 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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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相较于对应癌旁组织，RAN 在肝癌组织中的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增高，且在胞质和胞核中皆

有定位；在 80 例肝细胞肝癌临床样本中，RAN 的表达水平与肿瘤病理分级、TNM 分期、肿瘤大

小、远处转移、复发以及存活状态显著相关，且 RAN 的高表达提示患者预后不良。 

2.与正常肝细胞系相比，RAN 在肝癌细胞系中明显高表达。 

3.RAN 蛋白表达下调对肝癌细胞增殖能力具有抑制作用；RAN 蛋白表达下调对肝癌细胞迁移能力

具有抑制作用。 

4.RAN 蛋白表达下调可以导致增殖和迁移相关分子标志物 c-myc 和 Snail 表达量的减少；RAN 与

STAT3 在肝癌细胞中具有相互作用。 

结论 RAN 在肝细胞肝癌组织和细胞中高表达，与多项临床病理参数密切相关，且提示患者预后不

良。下调 RAN 的蛋白表达水平可以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能力。RAN 可以通过与 STAT3 相

互作用，影响下游增殖和迁移经典信号通路，从而发挥促癌作用。因此，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对肝细

胞肝癌形成和演进分子机制的认识，为肝癌的预后判断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肝癌的治疗提示新的

作用靶点。 

 
 

PU-0390 

单气囊小肠镜诊断隐源性多灶性溃疡性狭窄性小肠炎一例 

 
孙艺宁,马田,左秀丽,李真,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隐源性多灶性溃疡性狭窄性小肠炎（Cryptogenic multifocal ulcerous stenosing enteritis, 

CMUSE）是一种不明原因所致的罕见小肠病变，以小肠多灶性浅溃疡与多部位狭窄为特征，临床

常表现为慢性贫血及反复发作的不全性肠梗阻，极易被误诊。本文报道一例经单人操作单气囊小肠

镜（single-balloon enteroscopy, SBE）诊断的 CMUSE，并结合录像动态观察其特征性内镜表

现。 

方法 患者女，28 岁，因―乏力 6 年余，间断性腹痛 4 年余‖就诊，曾多次行胃镜示贫血胃，肠镜未

见明显异常，15 个月前行胶囊内镜示多发小肠溃疡并胶囊滞留，否认非甾体类抗炎药服用史。入

院时体格检查：贫血貌，脐周压痛，无反跳痛，双下肢凹陷性水肿。实验室检查提示重度贫血，低

蛋白血症及大便潜血，余炎症指标，自身抗体，病毒感染相关指标均未见明显异常，为明确诊断同

时取出滞留胶囊，行单人操作单气囊小肠镜：回肠可见多处环周生长浅溃疡，溃疡处肠腔重度狭

窄，尝试取出胶囊并于溃疡病变处取活检，送病理组织学检查，内镜操作过程录像。 

结果 活检病理组织学提示非特异性慢性炎，伴淋巴组织反应性增生。患者随后行小肠部分切除

术，术中可见节段性回肠狭窄并充血，病理回示（小肠）多发性慢性溃疡并粘膜慢性炎，肠周淋巴

结呈反应性增生。 

结论 应重视小肠病变比如 CMUSE，给予及时治疗；单气囊小肠镜在诊断 CMUSE 及鉴别诊断小

肠溃疡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PU-0391 

磷酸化应激诱导蛋白 1 介导不全射频消融后肝癌转移 

 
许丽霞,汤咪咪,彭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射频消融（RFA）是治疗原发性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最重要的手段

之一，然而与手术切除相比复发率更高。研究表明消融难以保证完全消灭肿瘤细胞，不全射频消融

会 使 残 留 的 肝 癌 细 胞 具 有 更 强 侵 袭 转 移 的 能 力 。 磷 酸 化 应 激 诱 导 蛋 白 （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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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ed phosphoprotein 1, STIP1）在肝细胞癌中高表达，是细胞热应激时稳态调节的一个分子伴

侣。本研究旨在探讨 STIP1 在不全射频消融后肝癌的复发转移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分别建立小鼠人肝癌原位移植模型和小鼠尾静脉肺转移模型评估不全射频消融后肝癌的肝内

转移和肺转移。建立亚致死性热刺激体外细胞模型，通过细胞实验检测热刺激后肝癌细胞的侵袭性

和间质标记基因表达情况。通过免疫荧光、蛋白免疫共沉淀及染色质免疫共沉淀分析 STIP1 的互

作分子及模式，探讨潜在的分子机制。进一步通过关键分子的 shRNA 或中和抗体进行敲减抑制实

验验证相应的功能变化。最后收集临床肝癌消融患者标本，分析 STIP1 的表达与预后的关系。 

结果 不全射频消融使 HCCLM3 原位肝癌模型小鼠出现更多肝内转移，而敲低肝癌细胞的 STIP1 则

减少肝内转移，同时明显降低了 HCCLM3 细胞的肺转移能力。体外实验中，亚致死热刺激后，

HCCLM3 和 HepG2 细胞出现了纺锤样形态改变，同时见 STIP1 和间质标记物表达水平上调。机

制上，热刺激诱导磷酸化应激诱导蛋白-热休克蛋白 90（STIP1-HSP90）复合物的形成，促进

Snail 家族转录抑制因子 1（Snail1）入核，上调间质基因 MMP2 等的转录表达。而阻断 STIP1-

HSP90 复合物的形成降低了肝癌细胞的侵袭能力。转移性肝癌患者肝癌标本和血清中 STIP1 的表

达增加（p<0.05）。STIP1 表达水平和患者的无复发生存率呈负相关（p<0.05）。 

结论 不全热消融通过上调 STIP1 表达，促进 STIP1/HSP90/Snail1 复合物形成并入核调节 MMP2

等间质基因的转录，从而促进不全射频消融后肝癌的复发转移。阻断 STIP1 可以抑制不全射频消

融后肝癌细胞的转移潜能。 

 
 

PU-0392 

ESD 与 EMR 对早期胃癌的疗效研究 

 
鲍璐璐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早期胃癌（EGC）被定义为局限于粘膜或粘膜下层，无论是否存在区域淋巴结转移。在中

国，约 40％至 60％的胃癌因为诊断技术的进步在早期被发现。微创内镜治疗现在被认为是治疗早

期胃癌（无淋巴结转移）的选择。内镜下粘膜切除术（EMR）被广泛接受为早期胃癌的有用标准

治疗方法，内镜下粘膜切除术（EMR）适用于直径达 20mm 且无伴随淋巴结转移的病变。 但是，

由于内镜下粘膜切除术（EMR）逐渐切除后的局部复发率高于整块切除后的局部复发率，所以建

议对这些病灶进行整块切除。 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是一种新的手术，不依赖圈套技术来解

剖黏膜下组织。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使用一些新开发的设备，例如绝缘尖刀（IT 刀），钩刀

或挠性刀。通过比较内镜下粘膜切除术（EMR）和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治疗早期胃癌的疗

效，回顾性地确定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是否比内镜下粘膜切除术（EMR）更有利于早期胃

癌。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海军总医院确诊的 20 至 60 岁的溃疡患者 100 名进行

EMR 或 ESD。 研究溃疡的整体切除率，组织学完全切除率，手术时间，并发症和局部复发率。 

结果 在没有溃疡的情况下，无论肿瘤大小如何，ESD 全部切除率和组织学完全切除率均显着高于

EMR。 组间溃疡发生频率没有显着差异。 无论肿瘤大小如何，ESD 的平均手术时间显着长于

EMR。 此外，无论溃疡如何，ESD（22.6％）的术中出血发生率显着高于 EMR（7.6％）。 延迟

出血没有差异。 在发生溃疡的情况下，ESD（53.8％）的穿孔率明显高于 EMR（2.9％）。 局部

复发采用不完全 EMR 治疗，ESD 后没有患者复发。 

结论 ESD 增加整体和组织学完全切除率，并可能降低局部复发率。 与 EMR 相比，ESD 的操作时

间和增加并发症风险依然存在问题。对于溃疡性病变的 ESD 来说，必须采取特殊措施来降低穿孔

率和不完全切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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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93 

益生菌大肠杆菌 Nissle 1917 对健康小鼠肠道菌群的影响 

 
李理想,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对人的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菌群失调往往会影响机体的免疫、导致

代谢紊乱疾病及其他疾病的发生，如肥胖、糖尿病、炎症性肠病等等。目前，研究发现益生菌能够

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对很多疾病的治疗起着关键作用，但是益生菌对健康人群的肠道菌群的影响研究

较少。大肠杆菌是人和许多动物肠道中最主要且数量最多的一种细菌，其中大肠杆菌 Nissle 

1917(EcN)是目前广泛应用的一种益生菌，EcN 的摄入及其时间是否会对大肠杆菌在肠道中的数量

产生影响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方法 本研究利用 EcN 对健康成年 C57BL/6 小鼠进行灌胃，分为对照组（C）、灌胃 2 天组(TW)和

灌胃十天组(TE)，灌胃组每天灌胃 10
8 

CFU 的 EcN，对照组灌胃生理盐水，TW 组在灌胃两天后灌

胃生理盐水，各组灌胃 10 天后停止灌胃，每天留取粪便，保存至-80
o
C。实验结束后将各样本提取

基因组，送上海美吉生物进行 16s rRNA 高通量测序。 

结果 高通量测序结果表明，EcN 灌胃 2 天或者 10 天对健康小鼠的肠道菌群 α 多样性，包括

Shannon，Simpon，Ace 和 Chao 指数均未产生显著影响。ANOSIM 分析表明 C 组第 0 天，8 天

和 20 天的菌群结构没有显著改变（r=0.128，P=0.23），而 TW 组和 TE 组第 0 天，8 天和 20 天

的菌群结构差异显著（TE：r=0.164，P=0.039；TW：r=0.376，P=0.007）。菌群组分分析表明，

灌胃第 8 天时，C 组和 TW 组乳杆菌属微生物含量下降，TE 组乳杆菌属微生物上升；在灌胃 20 天

后，TW 和 TE 组的乳杆菌属微生物比例均有升高，其中 TE 组乳杆菌比例由 8.8%提高至 23%，具

有统计学差异（P＜0.05）。进一步分析表明，大肠杆菌所在的肠杆菌属微生物数量未见显著变

化。 

结论 益生菌 EcN 的摄入未对增加肠道菌群的 α 多样性产生影响，但是会通过影响菌群结构和物种

组成对肠道菌群发挥影响，其中有益菌乳酸杆菌属微生物的增加可能会对机体健康带来有益影响。 

 
 

PU-0394 

食管颗粒细胞瘤 1 例并国内文献复习 

 
云晓静,白玉焕,计蓓,朱玉森,敬长春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食管颗粒细胞瘤（Granular cell tumor，GCT）的临床内镜病理特点及鉴别诊断，以提高

对该病的临床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食管颗粒细胞瘤的临床资料，并以―食管颗粒细胞瘤‖为主题词进行检索中国知

网数据库，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总结。 

结果 筛选出资料全面的食管颗粒细胞瘤病例共 63 例，平均年龄 45.5 岁；男女比例约 2:1；临床症

状不典型，肿瘤较大者有吞咽不畅感。以食管下段多见，共 39 例，其余食管中段 15 例，上段 9

例。内镜下有 56 例表现为淡黄色或灰白色光滑隆起，息肉样改变 4 例，糜烂、浅溃疡表现 3 例。

28 例患者行超声内镜检查，其中 18 例起源于黏膜下层，5 例起源于黏膜肌层，3 例起源于黏膜

层，2 例起源于固有肌层；25 例表现为均匀低回声，其余 3 例表现为偏高回声。63 例患者中有 10

例外科手术治疗，其余 53 例在内镜下行 ESD、EMR 或套扎治疗。术后病理均证实为食管颗粒细

胞瘤，仅 1 例为恶性颗粒细胞瘤，其余 62 例为良性。5 例伴有鳞状上皮瘤样增生，2 例合并食管

癌。其中 58 例患者行免疫组化检查：S-100( + ) 、NES( + ) 、Vimentin( + )阳性；部分病例显示

CD68、PAS 染色+。随访均无肿瘤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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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食管颗粒细胞瘤少见，临床无特异性症状，多数为良性生物学行为，但仍有恶变潜能。内镜

下多表现为淡黄色黏膜下隆起，超声内镜主要显示为起源于黏膜下层的均匀低回声病变。良恶性食

管颗粒细胞瘤病理学高度相似，目前临床无统一诊断标准，大多以坏死和核分裂象鉴别。内镜下切

除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U-0395 

老年人十二指肠憩室出血的诊治体会 

 
李大欢,许良璧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老年人十二指肠憩室出血的诊断及治疗。 

方法 4 例消化道出血老年病患经内镜明确诊断为十二指肠憩室出血，其中 2 例给予内镜治疗，另 2

例接受血管造影及靶血管栓塞治疗。 

结果  4 例病患内镜或介入治疗后成功止血 

结论 内镜检查及治疗应为老年人十二指肠憩室出血的首选，多学科协助有助于提高十二指肠憩室

出血的诊治率。服用 NSAIDs 药物有可能是导致老年人十二指肠憩室出血的危险因素之一。 

 
 

PU-0396 

微血管侵犯是指导中期复发性肝癌选择索拉菲尼联合经动脉化疗

栓塞治疗的标志物 

 
朱万杰,汤咪咪,彭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几项大型临床试验探讨了索拉菲尼联合经动脉化疗栓塞（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

TACE）在中期肝癌治疗中的作用，然而，中期肝癌患者中能从这种联合治疗方案中获益的人群尚

不明确。首次肝切除术后发现的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已被报道与复发患者

的不良预后相关。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 MVI 是否可指导医生从初次肝切除术后复发的中期肝癌

患者中筛选出联合治疗方案的获益人群。 

方法 本研究已获得两家三甲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从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本研究共

纳入连续就诊的 260 例初次肝切除术后复发的中期肝癌患者，这些患者接受过索拉菲尼联合 TACE

治疗或者单独 TACE 治疗。以 MVI 状态分层比较接受两种治疗方案的患者的总体生存时间

（overall survival，OS）和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时间。 

结果 联合治疗组的 1 年、3 年、5 年的总体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率均明显高于单独 TACE 组
(OS:77.1% vs. 62.0%, 49.3% vs. 35.2%, 38.9% vs. 20.5%, P=0.011;  PFS: 74.2%  vs.  56.5%, 

37.5% vs. 18.7%, 37.5% vs. 18.7%, P=0.003)。对于 MVI 阳性患者，联合治疗组(n=55)的中位总

体生存期(17.2 个月 vs. 12.1 个月, P=0.024)和无进展生存期(17.0 个月 vs. 11.0 个月, P=0.022) 明

显长于单独 TACE 组(n=72)。而对于 MVI 阴性患者，联合组(n=73) 和单独 TACE 组 (n=60)的中位

总体生存期(42.7 个月 vs. 32.6 个月, P=0.247)及无进展生存期(24.6 个月 vs. 17.2 个月, P=0.113)

均无统计学差异。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数目、MVI 和治疗方式是 OS 和 PFS 的独立预测因子，

而肿瘤大小是影响 PFS 的另一个预测因素。 

结论 微血管侵犯阳性的中期复发性肝癌患者可从索拉菲尼联合 TACE 治疗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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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97 

Netrin-1 Promotes Liver Cancer Cell Collective Invasion in 
a 3D Cell Culture Model 

 
Ping Han,Dongxiao Li ,Yu Lei,Jingmei Liu,Zhuoying Lin,Dean Tian,Wei Yan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Collective invasion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embryonic development, wound healing 
and cancer metastasis.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role and mechanism of Netrin-1 
in collective invasion by a 3D culture model.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Netrin-1and collective 
invasion in human liver cancer samples. Cells movements were observed by scratch wound 
healing study in 2D cell culture. Then, in the 3D culture, collective invasion was detected and 
studied by overexpression and knockdown of Netrin-1, the expression of N-cadherin was studied 
by western blot both in the 2D and 3D cell culture. Lastly, the role of N-cadherin in Netrin-1 
regulated collective invasion was researched in the 3D cell culture. 
Results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y showed certain cells invaded surrounding tissue by 
collective invasion, Netrin-1 expression in these cells was increased, especially at the invasive 
front. In the 2D cell culture, some cells migrated through single cell movement, while the certain 
cells could move by collective migration, these phenomena were both observed in Huh7 cells and 
SK-Hep1 cells. In the 3D culture, collective invasion was vividly presented as leader cells 
followed by cells along a canal, N-cadherin mediated cell junction was observed in the collective 
invasion, and Netrin-1was elevated in these cells. Netrin-1 did not affect the expression of N-
cadherin in 2D cultured cells, but in the 3D culture, overexpression of Netrin-1 increased N-
cadherin and promoted collective invasion of Huh7 cells, while knockdown of Netrin-1 decreased 
N-cadherin and inhibited collective invasion in SK-Hep-1 cells. Interestingly, N-cadherin 
knockdown in Huh7 cells significantly diminished Netrin-1 promoted collective invasion, while 
overexprssion of N-cadherin restored the collective invasion in Netrin-1knockdown SK-Hep1 cell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Netrin-1 enhances N-cadherin junctions to promote liver 
cancer cells collective invasion in 3D cell culture, subsequently may increase liver cancer 
metastasis.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472311, No. 81572419 and No. 81702396) 
 
 

PU-0398 

多灶肝癌肝内转移的相关分子特征 

 
黄曼玲,汤咪咪,彭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50-75%的肝癌患者初次就诊时已存在肝内多发病灶，此类患者预后通常较差，临床有效干预

手段十分有限。本研究通过全基因组联合转录组测序，试图找出多灶肝癌各个病灶共有的高频分子

改变，以明确多灶 HCC 发生的相关分子事件，为多灶肝癌患者提供潜在治疗靶点。 

方法 我们随机抽取多灶肝癌患者肝内 2 个肿瘤病灶及配对癌旁正常组织，通过全基因组及转录组

测序筛选多灶肝癌共有的分子改变。在 TCGA 数据库分析所筛选基因在肝癌组织的表达及基因的

拷贝数、甲基化和突变情况。进一步通过细胞计数、Transwell 等体外实验对所筛选基因的功能进

行探讨。最后在我们研究中心通过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所筛选基因与多灶肝癌患者临床预后的

相关性。 

结果 我们发现在 6 例多灶 HCC 患者中（共 12 个病灶），ZNF687、ANXA9 及 RABIF 在 10 个病

灶中同时具有拷贝数扩增及 mRNA 表达水平上调的现象。对 TCGA 数据库 370 例肝癌患者的分析

显示，这三个基因在肝癌组织中的 mRNA 表达均高于癌旁正常肝组织，并且该 mRNA 高表达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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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扩增所致。体外生物学功能实验显示 ZNF687、ANXA9 及 RABIF 能促进肝癌细胞 7703 及

7721 的增殖及迁移能力。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发现，我们研究中心的 60 例肝癌多灶患者中

ZNF687 高表达的患者无复发生存期及总体生存期更短。 

结论 我们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和转录组测序筛选出影响多灶肝癌肝内转移的高频分子事件——

ZNF687、ANXA9 及 RABIF 的基因扩增，它们可通过增强 HCC 细胞的增殖及迁移能力促进 HCC

的发展及转移，为多灶肝癌患者提供潜在治疗靶点。 

 
 

PU-0399 

瑞巴派特通过 β-catenin 的积聚促进阿司匹林诱发的 

小肠黏膜损伤的修复 

 
陈其奎,赖宇,黎洁瑶,陈广成,夏忠胜,于涛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瑞巴派特对阿司匹林引起的肠黏膜损伤的修复效果及其机制尚不清楚。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探

讨瑞巴派特促进阿司匹林诱发的肠道损伤的再生机制。 

方法 BALB/c 小鼠用阿司匹林(200 mg/kg/d)处理 5 天诱发急性小肠损伤(SII). 随后，SII 小鼠用瑞巴

派特(320 mg/kg/d)连续处理 5 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肠道屏障的结构，检测紧密连接蛋白 Zo-

1 与闭合蛋白的表达。增殖指数用增殖细胞核抗原阳性细胞的百分比来表示。ELISA 法检测小肠组

织中的前列腺素 E2(PGE2)水平。分别用 qRT-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环氧化酶(COX)和 β-

catenin 的 mRNA 和蛋白质的表达水平。 

结果 在阿司匹林诱导的 SII 中，COX 表达显著抑制(P ＜ 0.05)。用瑞巴派特治疗的 SII 小鼠，组织

病理学结果显示阿司匹林诱发的小肠黏膜损伤显著减轻，且小肠上皮细胞间的紧密连接显著增加。

瑞巴派特治疗组小鼠较对照组增殖指数增加。瑞巴派特治疗组小鼠小肠组织中 COX-2、β-catenin

的表达与 PGE2 的聚集显著增加(P ＜ 0.05)。 

结论 瑞巴派特治疗阿司匹林诱发的 SII 小鼠可以通过上调 COX-2 表达和促进 β-catenin 的积聚，从

而改善肠道屏障结构和促进小肠上皮损伤的再生。 

 
 

PU-0400 

利用单病种数据库分析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特点和发病因素 

 
罗明武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以规范的临床数据库为基础研究 FC 的发病学特点。 

方法 1.按照罗马Ⅲ或罗马Ⅳ标准纳入自 2014 年 01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

化内科就诊的门诊及住院 FC 患者 107 例，及 90 例对照组。 

2.所有 FC 患者均按照前述 CRF 表收集资料，并录入数据库，进行一般检索统计，分析 FC 的临床

特点；从数据库中导出的 FC 患者相关数据，利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对病例组和对照组相关数据

行进一步的统计学分析，探讨 FC 的临床特点、发病因素。 

结果 1.利用数据库对 FC 临床特点的统计：107 例 FC 病例中，男性 35 例，女性 72 例，男女比例

为 1:2.06；年龄范围在 13～85 岁，平均年龄为 48.58±16.11 岁，高发人群集中在 40~69 岁

（66.3%）；以无业及离退休人员（41.1%）和知识分子（20.6%）为主；城市病源占 70.1%。主

要症状为排便费力（89.7%），排硬便或干球状便（82.2%），排便次数减少（77.6%）；每周大

便次数范围在 0.5～6 次，平均每周大便次数为 2.27±0.87 次；病程范围在 6～360 个月，平均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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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3.69±85.61 个月；慢传输型便秘 76 例（71.1%），出口梗阻型便秘 31 例（28.9%）。肠镜检

查发现结直肠息肉者占 33.6%。 

2. FC 组与对照组的一般特征比较：FC 组与对照组相比，进食蔬菜水果不足者比例高（26.2% vs 

14.4% ，P=0.043），脑力和轻体力劳动者比例高（82.2% vs 63.3% ，P=0.003），缺乏运动者比

例高（70.1% vs 27.8% ，P=0.000），长时间静坐者比例高（44.8% vs 30.0% ，P=0.032），合

并焦虑抑郁者比例高（33.6% vs 7.7% ，P=0.000）。 

3.影响 FC 发病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女性（P=0.028，OR=2.747），进食蔬菜水果不

足（P=0.047，OR=2.757），缺乏运动（P=0.000，OR=5.614），合并焦虑抑郁（P=0.000，

OR=8.975）是 FC 的危险因素。 

结论 FC 女性发病多于男性，高发人群集中在 40~69 岁，以无业及离退休人员、知识分子为主；大

多是城市病源；最主要的临床症状为排便费力、排硬便或干球状便、排便次数减少，病程长是其显

著特点，且易并发肠道息肉。女性、进食蔬菜水果不足、缺乏运动、合并焦虑抑郁等是 FC 的危险

因素。 

 
 

PU-0401 

血清学标志物预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内镜下活动度的相关研究 

 
杨敬泽,张岩,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溃疡性结肠炎属于炎症性肠病的一种，是一种病因不是十分清楚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

病，疾病的分期对于治疗的指导十分重要。目前对于溃疡性结肠炎的分期主要依据内镜下疾病严重

程度，而内镜作为一项侵入性的检查，使得患者的检查的依从性大大降低，因此，寻求非侵入性的

方式来判断疾病的分期显得十分重要。 

方法 回顾性收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病例系统中确诊为溃疡性结肠炎并于我院行结肠镜检查的住院

患者。收集所纳入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诊断年龄、病程、性别、吸烟史、腹部手术史、蒙特利尔

分型、用药史。收集患者住院期间的血液学指标：CRP，ESR，PCT（降钙素原），PLT，MPV，

PDW，PCT（血小板压积），HB，WBC，ALB，CRP/ALB，ANCA。血液学检查时间与内镜检查

时间相隔 5 天以内。溃疡性结肠炎的内镜活动度应用改良的 Mayo 系统评估。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2015-2017 年 186 名溃疡性结肠炎的住院患者。其中 CRP，CRP/ALB，PCT

（降钙素原），ESR，WBC，PLT，PCT(血小板压积)，FIB 与 Mayo 评分呈现正相关（r=0.337， 

r=0.35， r=0.322， r=0.231,  r=0.187, r=0.048, r=0.186，r=0.174, r=0.23， p<0.05）；ALB、Hb

与 Mayo 评分呈负相关（r=-1.9， r=-1.54， p<0.05）。 

结论 血清学中的 CRP，CRP/ALB，PCT（降钙素原），ESR，WBC，PLT，PCT(血小板压积)，

FIB，ALB，Hb 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内镜下粘膜活动度存在相关性。 

 
 

PU-0402 

MiR-429 调控 Occludin 在糖尿病小鼠肠屏障功能障碍中的 

作用及其机理研究 

 
陈其奎,程帝,黎洁瑶,赖宇,陈广成,苏红,于涛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我们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在 1 型 DM 小鼠的肠上皮细胞（IEC）中，存在紧密连接相关蛋白

（Ocln）和（ZO-1）表达下调、肠上皮细胞间紧密连接缺失和肠屏障功能障碍的现象，但确切的

机制仍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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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在本研究中，用链脲佐菌素腹腔注射的方法对 C57BL/6J 小鼠构建糖尿病小鼠模型，用

microRNA 芯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eal Time PCR）的方法筛选并验证糖尿病小鼠

小肠上皮组织中异常表达的 miRNAs。体外培养肠上皮细胞系（IEC-6）并转染 miR-429 mimics 和

inhibitor 调控 IEC-6 细胞内的 miR-429 的表达，运用 Real Time PCR、Western blot 及免疫荧光的

方法检测调控 miR-429 表达后 IEC-6 中 Occludin 的表达，另外，分别用荧光素钠盐（FSS）和

FITC 标记的葡聚糖（FD-4000）进行跨单细胞层渗透性实验评价 IEC-6 单细胞层屏障功能。 

结果 miRNA 芯片技术在 DM 小鼠 IEC 中 miRNA 表达谱发现 107 个 miRNAs 表达发生改变，其中

93 个 miRNAs 表达升高，14 个 miRNAs 表达降低。经 Real Time PCR 验证，miR-429 在糖尿病

小鼠 IEC 中高表达(P< 0.05)。经生物信息学预测及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证实，Ocln 是 miR-429 的

靶基因之一，miR-429 能直接结合在 Ocln mRNA 的 3‘UTR 上，从而在转录后水平抑制 Ocln 的表

达。体外转染 miR-429 mimics 后 IEC-6 中 miR-429 的表达明显上调(P<0.05)，而 Ocln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均明显降低(P<0.05)；相反，体外转染 miR-429 inhibitor 后 IEC-6 中 miR-429 的表达明

显下调(P<0.05)，而 Ocln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量均明显升高(P<0.05)。 

结论 miR-429 在糖尿病小鼠小肠上皮细胞中高表达。Ocln 是 miR-429 的靶基因之一，miR-429 能

直接结合在 Ocln mRNA 的 3‘UTR 上，从而在转录后水平抑制 Ocln 的表达。过表达 miR-429 在体

内外均能抑制 Ocln 的表达。过表达 miR-429 在体内外均能通过抑制 Ocln 的表达引起肠屏障功能

障碍；相反，抑制 miR-429 的表达在体内外均能通过上调 Ocln 的表达部分恢复肠屏障功能。 

 
 

PU-0403 

光学增强内镜诊断胃粘膜上皮内瘤变的可行性研究 

 
顾湘,季锐,于岩波,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评估光学增强内镜诊断胃粘膜上皮内瘤变的可行性。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于我院拟行胃镜筛查的高危人群患者。患者首先进行白光高清内镜（Pentax 

EG29-i10）检查，对白光内镜下发现的可疑病变（粘膜颜色的改变，隆起或凹陷）进一步行光学

增强模式（Mode 1）检查，所有操作过程均由一位经验丰富内镜医师进行。详细记录病变的部

位、大小、形态、颜色变化及小凹分型。在退镜前，对所有可疑病变进行靶向活检，最终所有病理

组织血标本由一位病理组织学专家根据新悉尼标准以及修订后维也纳标准进行病理诊断。 

结果 本试验共纳入 312 名连续性患者，根据入组及排除标准，最终入组 163 名患者，排除 149 名

患者，其中 6 名患者为内镜前准备差，18 名患者曾行胃部手术，26 名患者为进展期胃癌，28 名患

者未提供知情同意书，71 名患者未发现可见病变。149 名患者中共发现 245 处病变，病理结果显

示 50 处为炎症，41 处为萎缩，98 处为胃粘膜肠上皮化生（Gastrointestinal metaplasia, GIM），

36 处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Low grade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LGIN)，20 处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High grade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HGIN)。根据小凹分型，其中 32 处病变小凹分型为 I 型，病

理结果显示：32 处均为炎症；60 处病变小凹分型为 II 型，病理结果显示：16 处为炎症，31 处为

萎缩，13 处为 GIM；109 处病变小凹分型为 III 型，病理结果显示：2 处为炎症，10 处为萎缩，83

处为 GIM，14 处为 LGIN；24 处病变小凹分型为 IV 型，病理结果显示：2 处为 GIM，18 处为

LGIN，4 处为 HGIN；20 处病变小凹分型为 V 型，病理结果显示：4 处为 LGIN，16 处为 HGIN。

根据小凹分型，I-III 型小凹为非癌性病变，IV-V 型小凹为癌性病变，并将病理结果重新二分类为癌

与非癌，光学增强内镜联合高清内镜诊断癌性病变的敏感性为 75%，特异性为 98.9%，阳性预测

值为 95.5%，阴性预测值为 93.0。 

结论 作为一种新型的内镜诊疗技术，光学增强内镜能较准确的诊断胃上皮内瘤变，具有较高的临

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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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4 

抗氧化剂对幽门螺杆菌根除的影响：一项系统综述合并荟萃分析 

 
欧阳耀斌,胡奕,祝荫,吕农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幽门螺杆菌（Hp）三联或四联疗法中添加抗氧化剂对 Hp 根除率及安全性的

影响。 

方法 本文参照 PRISMA2009 指南进行书写，按以下关键字在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进行检索：([Helicobacter pylori] or [H. pylori] or [Hp]) and ([antioxidant] or [vitamin] 

or [N-acetylcysteine] or [curcumin] or [cranberry])。 

结果 本研究一共纳入 9 项研究，包含 1260 例患者。其中 5 项研究在根除方案中添加了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1 项研究在根除方案中添加了维生素 C，其余 3 项研究分别在根除方案中添加了 N-乙

酰半胱氨酸(NAC)、姜黄素、蔓越橘。总体而言，添加抗氧化剂组和不添加抗氧化剂组的 Hp 根除

率分别为 77.5%和 67.1%（ITT 分析）以及 80.8%和 71.1%（PP 分析）。ITT 和 PP 分析显示，虽

然添加抗氧化剂组 Hp 根除率高于不添加抗氧化剂组，但两者无统计学差异，ITT：(合并 RR [95% 

CI]=1.17 [0.99-1.38]; P=0.07)，PP：(合并 RR [95% CI]=1.15 [0.99-1.34]; P=0.07)。两组间不良反

应发生率亦无统计学差异（合并 RR [95% CI], 1.36 [0.81-2.28]; P=0.24）。以抗氧化剂类型为亚组

分析显示：根除疗法中添加和不添加维生素 Hp 根除率分别为 76.4%和 64.3%（ITT 分析），两者

无统计学差异(合并 RR [95% CI]=1.22 [0.91-1.62]; P=0.18)，而当添加维生素剂量为 1400mg/天

时，添加维生素组 Hp 根除率显著高于不添加维生素组，两者间有统计学差异(合并 RR [95% 

CI]=1.57 [1.35, 1.84]; P<0.01)；以根除方案中抗生素组合为亚组分析显示：当抗氧化剂添加到阿莫

西林 -克拉霉素抗生素组合的根除方案中，添加抗氧化剂组（81.3%）根除率高于不添加组

（68.6%），且两者间具有统计学差异(合并 RR [95% CI]=1.23 [1.02-1.49]; P=0.03)。 

结论 在阿莫西林-克拉霉素抗生素组合的根除方案中添加抗氧化剂能提高 Hp 根除率，补充较高浓

度（1400mg/天）维生素亦提高 Hp 根除率。补充抗氧化剂并不明显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 

 
 

PU-0405 

全凭放射影像引导结肠支架植入术治疗恶性 

结肠梗阻的临床实践与思考 
 

孙昱,季尚玮,荆涛,左刚,万泰虎,柳林 

吉林大学附属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结合临床病例分组对照研究及文献分析，探讨不依赖结肠镜、全凭放射影像引导而施行的结

肠支架植入术在左半结肠恶性肿瘤所致急性肠梗阻治疗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将左半结肠恶性肿瘤所致急性肠梗阻患者随机分为支架植入术后限期外科手术组（23 例）和

直接急诊外科手术组（27 例）两组。其中支架植入术组 23 例患者中，共有 20 例患者成功完成了

结肠支架植入术，并于术后 7-14 天内实施了限期外科手术治疗，而 3 例患者结肠支架植入术失败

后实施了急诊外科手术治疗。两组所有患者实施了结肠切除后一期吻合。 

结果  结肠支架植入术后限期外科手术组有 3 例（3/23）患者需要预防性造瘘，急诊外科手术组有

8 例（8/27）需要行预防性造瘘（P=0.127）。结肠支架植入术后限期外科手术组和直接急诊外科

手术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死亡率分别为 33%:56%（P=0.152）、0:17%（P=0.106）。结肠支架植

入术后限期外科手术组平均住院天数较直接急诊外科手术组明显缩短（P=0.028）。 

结论 结肠支架植入术治疗左半结肠恶性肿瘤所致急性肠梗阻能很好地解除患者肠梗阻症状，并可

作为术前过渡治疗，将急诊外科手术转为限期外科手术，明显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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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并缩短患者住院天数。同内镜下支架植入术相比，全凭放射影像引导施行结肠支架植入术具有

近似的手术成功率和更高的手术安全性。 

family:TimesNewRomanPSMT;font-size:14.0000pt;mso-font-kerning:0.0000pt;" >27 例）两组。其

中支架植入术组 23 例患者中，共有 20 例患者成功完成了结肠支架植入术，并于术后 7-14 天内实

施了限期外科手术治疗，而 3 例患者结肠支架植入术失败后实施了急诊外科手术治疗。两组所有患

者实施了结肠切除后一期吻合。 

 
 

PU-0406 

多学科协作护理 1 例胆囊胃瘘并发感染性休克行 

OTSC 缝合术患者 

 
刘梅红,林征,丁霞芬,卞秋桂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多科协作下成功救治 1 例胆囊胃瘘并发感染性休克行 OTSC 缝合术患者的护理经验； 

胆囊胃瘘是罕见的消化系统的并发症，内镜下瘘口封堵技术创伤小，并发症少，OTSC 缝合术是近

年来发展的新型的缝合的方式[3]。在胆囊胃瘘缝合中却少有报导。 

一例胆囊胃瘘老年患者，伴胆总管结石，经瘘口行 ERCP 术后并发感染性休克，多学科协作，预

见性护理措施，患者成功堵瘘。 

方法 1.ERCP 术后感染性休克的护理 

     术前备好林格 1000ml,开放三路静脉通路，备吸痰器、吸氧、抢救车等抢救设备。术后患者出

现大汗淋漓，烦躁不安，肢端湿冷，BP:82/53mmHg,心率 130-140 次/分， SPO2：88%。立即快

速补液，面罩吸氧 10L/m,密切监测血压、心率、体温的动态的变化，根据尿量及时调整输液速

度，避免心衰的发生。 

2.多学科支撑完善 OTCS 术前准备 

     患者病情复杂，术前内分泌、营养、呼吸科、消化科、心理科、内镜中心专科护士会诊，给出

专科的指导意见并协助实施。 

2.1 预见性护理在气道中管理的应用 

     患者半卧位，指导有效咳痰，术前呼吸训练器等锻炼肺功能。术后虚弱无力咳嗽咳痰，文丘里

面罩吸氧、雾化吸入等，保持痰液粘稠度Ⅰ度，同时配合适度的胸部理疗促进痰液排出。 

2.2 营养和血糖的调控 

患者 NRS2002 评分 5 分，体重指数 19，开始以 50kcal/kg 静脉营养，血糖在 18-25mmol/L,

胰岛素泵 3U-5/h 静脉泵入,谨慎微调用量，注意生长抑素对血糖影响。留置鼻肠管肠内营养，早期

静脉加肠内营养补充，过渡到全肠内营养，补充果汁，牛奶等，留置胰岛素泵，建立血糖监测的日

志，及时调整胰岛素用量，保障患者的安全。血糖在 7.3-10.2mmol/L,体重增长了 4 斤。 

2.3 OTSC 缝合术后观察和护理 

     ①不适与疼痛，是患者及家属解释疼痛的原因，心理疏导及对症处理。注意区分心肌病变，识

别高危②术后 24 h 监测血压、脉搏，观察患者腹部的体征，识别出血[4]，指导患者避免剧烈咳嗽咳

痰，以免缝合移位或脱落，多学科会诊指导[5]。 

2.4 对 OTSC 缝合术治疗效果不确定感的护理 

  疾病特点及病程长，患者及家属焦虑评分中度焦虑状态。建立良好护患关系，加强沟通及知识

宣教。心理学会诊指导使用移情和倾听方式沟通，患者患者及家属不良心理。 

结果  患者瘘口得到封堵，未发生并发症，康复出院。 

结论 多学科协作利用各学科更精准的护理方式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更有利于危重疑难患者的成

功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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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07 

Relationships of capsule endoscopy Lewis score with 
clinical disease activity indices, C-reactive protein and 

small bowel transit time in pediatric and adult patients with 
small bowel Crohn’s disease 

 
Chengcheng He,Jie Zhang,Zhenyu Chen,Xicheng Feng,Zibin Luo,Tianmo Wan,Aimin Li,Side Liu,Yuexin Ren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apsule endoscopy Lewis score (LS) and clinical disease 
activity indices and C-reactive protein (CRP) are controversial in adult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CD). And data on pediatric patients are relatively less. While correlation between LS and 
small bowel transit time (SBTT) remains investigational.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LS and clinical disease activity indices, CRP, SBTT in pediatric 
and adult patients with small bowel CD. 
Methods Retrospective, single-center study on consecutive inpatients with established small 
bowel CD was conducted. Clinical disease activity index was determined using the abbreviated 

Pediatric 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aPCDAI) in patients aged ＜18 years and the Harvey-

Bradshaw Simple Index (HBI) in adults.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used to 
assess the correlations of LS with aPCDAI, HBI, CRP, SBTT respectively.  
Results 150 patients were enrolled (30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pediatric patients, 
correlations between LS and aPCDAI, CRP were moderate (r1=0.413; r2=0.379; P1=0.023; 
P2=0.044).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LS and SBTT (r=-0.029; P=0.88). In adults, weak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LS and HBI, SBTT (r1=0.213; r2=0.237; P1=0.019; P2=0.009). 

Correlation between LS and CRP was moderate (r=0.326; P＜0.001). Strong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CRP and HBI, aPCDAI (r1=0.522; r2=0.650; P＜0.001). The follow-up patients 

were all in clinical remission after treatment within four months, while only a minority reached 
mucosal healing. HBI, aPCDAI, CRP and LS in all patients were reduced after treatment, while 
difference in CRP in pediatric patients and difference in LS in adults between baseline and follow-
up were not foun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the average SBTT at baseline was not found 
to be different from that at follow-up in all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role of capsule endoscopy should be emphasized both in pediatric and adult 
patients with small bowel CD. Furthermore, the small bowel transit time may not be affected by 
the grade of small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PU-0408 

IBS-D 患者肠胶质细胞调控肠粘液屏障改变的机制探讨 

 
李冰,于岩波,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患者存在肠道屏障功能异常。肠粘液屏障是维系肠粘膜生理通

透性的重要保障。本研究旨探讨肠胶质细胞（EGC）调控 IBS-D 患者肠粘液屏障是否改变及其具

体机制。 

方法 我们选取了年龄及性别相匹配 IBS-D 和健康人各 7 例。首先收集结肠粘膜活检标本，通过电

镜扫描观察肠粘膜肠胶质细胞及肠粘液层的微观变化。Western Blot、ELISA 等技术检测肠粘膜肠

胶质细胞标记物 GFAP 的表达量及肠粘膜粘蛋白（MUC2）的变化。构建 TNBS 内脏高敏感小鼠模

型， Western Blot、ELISA 等技术检测肠粘膜肠胶质细胞标记物 GFAP 的表达量及 MUC2 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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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透射电镜结果显示 IBS-D 患者 EGC 异染色质含量少于正常对照组；糖原颗粒、粗面内质网及

多核糖体也多于对照组。肠粘液屏障结构受损，杯状细胞囊泡增多，微绒毛破坏。IBS-D 患者结肠

黏膜 GFAP 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IBS-D 患者 MUC2 表达量增加，且与粪便性状评分呈显著

相关性，但与腹泻次数无明显相关。同时，GFAP 的表达量与 MUC2 表达量呈明显相关。TNBS 小

鼠结肠组织 GFAP 与 MUC2 表达量有上调趋势，且 GFAP 表达量与 MUC2 表达量呈显著相关性。 

结论 IBS-D 患者存在肠粘液屏障相关蛋白的表达改变，同时肠胶质细胞标记物 GFAP 也存在改

变，并且与 MUC2 存在显著相关性，提示肠胶质细胞可能参与调控 IBS-D 患者肠粘液屏障的改

变。 

 
 

PU-0409 

一例误诊为异位胰腺的胃部肿物 

 
吕霞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患者为 18 岁青年女性，病史长达 5 年，5 年前因反复腹痛行胃镜检查发现胃窦粘膜下肿物，

后经过多次胃镜、超声胃镜检查，长期以异位胰腺定期随访，导致严重的心理压力，该患者在发病

5 年后坚决要求切除肿物。于 2016 年 12 月入院，既往诊断抑郁症，持续服药中，无家族性遗传性

病史。入院后完善术前检查无禁忌症，请心理科会诊，患者仍坚持切除治疗。胃镜见胃体下部大弯

侧隆起性病变，中央见凹陷；超声胃镜提示病变起源于粘膜下层，高回声，内部可见管状结构。于

2016.12.28 行静脉麻醉下胃体病变内镜下粘膜下剥离术（ESD），完整切除标本约 1.8*1.5cm，病

理见粘膜腺体结构正常，局部粘膜下层内可见巢团状胃底腺，胃底腺周围可见厚薄不均的平滑肌包

绕。结合病理结果，修正诊断为异位胃腺（heterotopic gastric glands，HGG）。 

方法 个案报道。 

结果 异位胃腺属于异位消化腺中较少见的种类，与常发生在食管或十二指肠球部表面的胃粘膜异

位不同，HGG 位于黏膜下层，部分可深达固有肌层，与粘膜层无直接相连。内镜下表现与异位胰

腺极为相似，均表现为隆起性病变，具有脐样凹陷和导管征的典型特征，因此易误诊为异位胰腺。

HGG 的组织学类型以分化良好的胃底腺多见，含主细胞和壁细胞，具有泌酸功能，刚果红染色阳

性，少部分可为幽门腺，只有粘液细胞。发病原因不明，多认为与异位胰腺一样属于先天性发育异

常；也有认为与溃疡、反复炎症等病变所致粘膜损伤有关。 

HGG 发病率低，在胃切除标本中发现率约 3.0%-20.1%，其中 9.9%-28.6%合并胃癌，另有报道以

慢性小肠不完全性梗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小肠异位胃腺 2 例，长期未能确诊，最后依赖剖腹探查并

肠段切除病理方得以确诊。HGG 癌变率约 0.02%，因此也被认为可能是一种癌前病变。 

结论 鉴于 HGG 有发生癌变的可能性，提醒临床医师在内镜检查疑诊异位胰腺时，应考虑到该病的

可能性，在详细了解相关病史后，结合患者意愿制定相应的诊疗策略。如采取随访方式，应警惕癌

变的可能性，充分结合问诊、体检、肿瘤标志物、内镜、影像学等多方面资料，争取做到早期发

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必要时可建议患者尽早进行内镜下或手术切除以确诊。 

另外，检索文献中发现对于异位胃腺的中英文命名较为混乱，并且部分作者混淆胃粘膜异位和异位

胃腺的概念，这些情况不利于少见病的诊断治疗和流行病学调查，希望未来能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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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10 

SCFA 通过下调结肠癌中 miR-125b-5p 表达发挥抗 

肿瘤效应的机制研究 

 
李林静,侯利丹,黄欣,王昱,李雷,罗小雨,孟祥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SCFA 对结肠癌细胞中 miR-125b-5p 及其靶基因 VDR 的表达调控，进一步研究其抗肿

瘤机制。 

方法 用 CCK8 法检测不同浓度 SCFA(主要包括乙酸、丙酸与丁酸)对正常结肠细胞 NCM460 与结

肠癌细胞 HCT116 与 LoVo 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平板克隆实验观察其单个细胞克隆能力，

Transwell 法检测肿瘤细胞的迁移与侵袭力。流式细胞术（Flow cytometry, FCM）观察丙酸与丁酸

对 HCT116 与 LoVo 细胞周期及凋亡的影响。采用实时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HCT116 与

LoVo 细胞中 miR-125b-5p 及 VDR 的表达情况，同时检测 SCFA 的受体 GPR43 的表达，并进一

步过表达 GPR43 丙酸与丁酸刺激后 miR-125b-5p 与 VDR 的表达情况。通过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

研究 miR-125b-5p 对 VDR 的表达调控作用。通过瞬时转染 miR-125b-5p mimics 和 Inhibitor 及分

别敲低和过表达 VDR 进一步证实二者之间关系，并观察它们的抗肿瘤效应。另外，收集 16 对结肠

癌及癌旁正常组织的人类结肠癌标本，采用免疫组化、实时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miR-

125b-5p 与 VDR 在肿瘤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做相关性分析。 

结果 分别用一定浓度的丙酸与丁酸刺激 HCT116 与 LoVo 细胞后，两种肿瘤细胞的增殖、单克隆

形成能力明显降低，细胞周期阻滞在 G1 期，且肿瘤细胞的凋亡明显增加。同时发现该浓度的丙酸

与丁酸均降低了 miR-125b-5p 和增加了 VDR 的表达，且不依赖 GPR43，进一步证实了 VDR 是

miR-125b-5p 的靶基因。过表达 VDR 与抑制 miR-125b-5p 对 CRC 细胞的增殖、单克隆形成、细

胞周期阻滞及诱导凋亡的作用一致。敲低 VDR 可以逆转 miR-125b-5p 对 CRC 的上述抑制作用。

另外，我们也发现与人类癌旁正常组织相比，结肠癌组织中 VDR 的表达明显降低，miR-125b-5p

的表达在中晚期结肠癌中明显增高，VDR 与 miR-125b-5p 的表达成负相关。 

结论 SCFA 可通过抑制 miR-125b-5p 从而诱导 VDR 表达发挥抗肿瘤效应。 

 
 

PU-0411 

西藏高原地区消化性溃疡发病特征的单中心研究 

 
曹柳,李康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西藏地区人群消化性溃疡的发病特点，为指导本地区消化性溃疡的临床诊治及开展综合

性预防提供基础性资料。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12 月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经胃镜检查确诊为消化性溃

疡 1325 例病例资料。 

结果 （1）2015 年 1 月-12 月消化性溃疡的胃镜检出率为 17.09% (1325/7752)；（2）男性

(1041/4243，24.54%)明显多于女性 (284/3509，8.09%) (P<0.05)；（3）十二指肠溃疡好发于 20-

39 岁年龄组 (360/587，61.33%), 胃溃疡好发于 40-59 岁年龄组（270/581，46.47%）（P 

<0.05）；（4）藏族以胃溃疡为主（46.67%，532/1140），汉族以十二指肠溃疡为主（61.08%，

113/1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消化性溃疡的检出率无明显季节差异（P＞

0.05）；（6）十二指肠溃疡的发生部位以球部前壁（334/587，56.91%）多见；藏族胃溃疡的发

生部位以胃角（226/532,42.48%）多见, 而汉族的胃溃疡发生部位以胃窦（28/49,57.14%）多见

（P＜ 0.05）；（ 7）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阳性率为 76.83%（ 620/807），高于全国水平

（51.0%），藏族（537/652，82.36%）明显高于汉族（83/155，53.55%）（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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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西藏高原地区 PU 的胃镜检出率较相关文献报道有增加；（2）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3）GU 的好发年龄比 DU 高，与内地的相关报道一致；（4）藏、汉族的溃疡好发类型不同；

（5）PU 的检出率无明显季节差异；（6）DU 的发生部位以球部前壁多见，与内地报道一致；

藏、汉族 GU 的发生部位不同；（7）Hp 感染阳性率高于全国水平，其中藏族明显高于汉族。 

 
 

PU-0412 

一例重度全结肠溃疡性结肠病例汇报及裸鼠结肠转输粪便

CD45RBhigh CD4+ T 细胞分析 

 
崔潇,周如琛,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炎症性肠病是一种与免疫紊乱相关的慢性肠道疾病，肠道微生态的平衡可能影响着结肠炎的

发生和发展。有研究表明，通过将 CD45RBhighCD4+T 细胞转输入严重联合免疫缺陷小鼠中，可

发生 T 辅助细胞 1 型（Th1 cell）介导的结肠炎，并且可以通过 CD45RBlow 子集的共转移来阻

止。裸鼠因不具备 T 细胞胸腺内发育的环节，因而是良好的胸腺外免疫研究的载体。我们使用粪便

微生物群移植来建立人鼠对应的个体结肠炎模型并评估胸腺外免疫介导的炎症和 T 细胞的发育类

型，并寻求靶向治疗的方法。 

方法 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收集一例重度全结肠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和一位健康成人志愿者对照组大

便标本。收集的粪便样品在-80℃下储存直至使用。将裸鼠随机分成 3 组，并分别口服接种健康个

体或 IBD 患者粪便悬浮液或盐水 8 天。从脾脏，肠系膜淋巴结，派伊尔氏淋巴集结和固有层淋巴细

胞中分离细胞以通过流式细胞术测量 CD45RB
high

CD4
+
T 细胞。 

结果 接受 IBD 粪便的裸鼠其中一只出现了轻度腹泻到血便的症状，接受健康成年人粪便和生理盐

水组的裸鼠未出现明显症状。与其他两组相比，脾脏 CD4
+
T CD45RB

high细胞比例三组之间有显著

差异（p<0.05），肠系膜淋巴节中 CD4
+
T CD45RB

high 细胞无显著性差异，肠系膜淋巴结中

CD4
+
T CD45RB

low 比例 IBD 组低于正常粪便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但在脾脏中，CD4+T 

CD45RB
low比例 IBD 组高于其他两组（p<0.05）。 

结论 虽然裸鼠没有胸腺，但它们的 T 淋巴细胞可以发育不全并且对来自健康和 IBD 患者的微生物

有不同的反应。在我们的实验中，裸鼠在症状和免疫学方面再现 IBD 的发病机理。这种新模式对于

挖掘 IBD 患者的粪便微生物和衔接 IBD 诊治和基础研究是有价值的。 

 
 

PU-0413 

液体复苏对急性胰腺炎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者的影响 

 
李蕾,刘黎黎,罗添成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急性胰腺炎( AP )常伴有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IRS )，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往往需

要紧急重症监护。伴有 SIRS 和相关器官衰竭的重症急性胰腺炎发病率和死亡率高。有些指南推荐

早期积极的静脉水化治疗。本研究探讨液体复苏对 AP 伴 SIRS 患者的器官衰竭、住院死亡率和 30

天死亡率的影响。 

方法 将 2002~2012 年 MIMIC III 数据库中 317 例确诊为 AP、年龄> 20 岁、ICU 住院时间> 48 小

时的患者纳入分析样本。患者均有每隔 12 小时液体输入、尿液输出和累积液体复苏测量记录。分

析人口统计学(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和 SIRS 临床表现(脉搏、呼吸、体温和白细胞计数)。终点

是器官衰竭、住院死亡率和 30 天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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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随着 0~12 小时和 36~48 小时液体输入的增加及液体出入量增加（输入量与出量差值），器

官衰竭的概率显著增加：输入增加 (调整后的比值比 [aOR]=1.125，95%置信区间 [CI]=1.019 

~1.243 ； aOR=1.207 ， 95%CI=1.0002~1.457) ； 液 体 出 入 量 增 加 (aOR=1.103 ，

95%CI=1.004~1.210；aOR=1.180，95%CI=1.009~1.380)。随着 24~36 小时液体输入增加和

24~36 小时液体出入量增加，住院死亡率显著增加，分别为(aOR=1.205，95%CI=1.058~1.373)及

(aOR=1.196，95%CI= 1.049~1.364)。随着 24~36 小时液体输入的增加和 24~36 小时液体出入量

的增加， 30 天死亡率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分别为 (aOR=1.175， 95%CI=1.028~1.343)及

(aOR=1.188，95% CI=1.038~1.359)。 

结论 在重症监护室 AP 伴 SIRS 患者的液体复苏中，早期液体输入量(前 12 小时)或 48 小时内累积

液体复苏量与器官衰竭有关。24 至 36 小时的液体输入量或 36 至 48 小时后的累积复苏量与住院死

亡率相关，液体出入量差值增加具有类似的效果；液体输出与器官衰竭或死亡率无关。提醒临床医

师针对 AP 伴 SIRS 的患者,早期大量液体复苏可能并不适用，具体机制还需进一步分析。 

 
 

PU-0414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治疗贲门失弛缓症 

10 例疗效及随访 

 
李佳玲 

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近期疗效和并发症等。 

方法 对 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7 月之间，对依据临床表现、上消化道造影、食管测压、胃镜等

确诊的 10 例贲门失驰缓症住院患者行 POEM 技术治疗。患者年龄为 39 岁～66 岁，平均年龄

45.50 岁。病程最短者 1 年，最长者 25 年。平均病程为 6.38 年。POEM 手术步骤如下：(1)切开食

管黏膜层；(2)分离黏膜下层，建立粘膜下隧道；(3)胃镜直视下切开贲门环形肌；(4)钛夹关闭黏膜

层切口。统计分析手术时间、并发症，住院费用、时间，留置胃管时间等，同时随访观察患者病情

及术后效果。 

结果 本组 10 例贲门失迟缓症 POEM 均在内镜手术室全麻插管下顺利完成。手术时间为 90min-

270min。平均手术时间为 146.5min。其中 3 例患者出现纵膈和皮下气肿，但术后很快吸收。术后

发热病例 2 例。术后无消化道瘘、迟发性出血、胸腔积液、肺部感染等并发症出现。术后住院时间

最多为 11 天，最少为 5 天,平均术后住院天数为 7.15 天。术后对患者进行周期为 1 月、6 月、12

月的专科门诊及电话随访。随访时间最短半个月、最长 15 个月。术后 1 个月时症状缓解率为

90%(9/10)。术后 6 个月时缓解率为 75%(6/8)。 

结论 短期随访证明 POEM 技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疗效确切，术后中短期并发症少。手术并发症与

手术的疗效无明显相关。病程长、贲门环形肌增厚严重者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手术时间长，住院时

间及费用均增加。 

 
 

PU-0415 

超声内镜引导下腹腔神经丛阻滞术治疗胰腺癌疼痛 

不同术式间的疗效对比 

 
时光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以超声内镜引导下腹腔神经丛阻滞术（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guided celiac 

plexus neurolysis,EUS-CPN）治疗胰腺癌痛这一技术为基础，探究具体不同术式之间止痛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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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以及治疗前后疼痛缓解的程度，为以后相关专业技术操作提供手术方式的指导以及数据支

持，同时能进一步优化胰腺癌痛患者的疼痛管理方案。 

方法 1.研究对象：本院于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份在本院住院就诊的胰腺癌伴明显腹痛并进

行了超声内镜引导下腹腔神经丛阻滞术的患者，其中，应用单侧阻滞法 15 例，应用双侧阻滞法 16

例。 

2.资料收集：记录并统计本次研究对象的普通人口学基线资料，采集所有患者术前 1 天、术后 1

周、术后 2 周、术后 4 周的视觉模拟疼痛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ore，VAS)评分，以及患者术

前 1 天吗啡用量、术后 1 周吗啡用量。 

3.统计学方法：本研究应用 SPSS24.0 统计学软件对所采集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s）来表示，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针对不同时间点的统计资料之间的比较采用重复测

量的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x²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所有手术患者术后 1 周、术后 2 周、术后 4 周的 VAS 评分与术前 1 天 VAS 评分相比明

显降低，存在显著差异（P<0.05）。（2）单侧阻滞法与双侧阻滞法两种不同手术方式之间在不同

时间点的 VAS 评分基本一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3）所有手术患者术后 1 周 24h

内吗啡用量与术前 1 天 24h 内吗啡用量相比明显降低，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4）单

侧阻滞法与双侧阻滞法两种不同手术方式之间术前 1 天 24h 内吗啡用量与术后 1 周 24h 内吗啡用

量基本一致，并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本次研究的结论表明，超声内镜引导下腹腔神经丛阻滞术对于失去手术机会的胰腺癌并顽固

性腹痛的患者来说，可以明显缓解疼痛症状，值得推广和应用，但是具体单侧阻滞术与双侧阻滞术

相比，二者的疗效并无明显差异。另外，超声内镜引导下腹腔神经丛阻滞术还可以明显降低胰腺癌

导致癌性腹痛患者口服吗啡药物的剂量，降低其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概率，但两种手术方式之间对于

吗啡用量的减少并没有区别。 

 
 

PU-0416 

维生素 D3 防治 DSS 诱导的慢性结肠炎的疗效及作用机制研究 

 
常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维生素 D3(VitD3)对葡聚糖硫酸钠溶液(dextran sodium sulfate,DSS)诱导的 C57/B6 小鼠

慢性实验性结肠炎的保护性作用及机制。 

方法 间断自由饮用 1.5% DSS 溶液诱导小鼠慢性实验性结肠炎模型,实验组小鼠给予 VitD3 灌胃，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 ELISA 方法对细胞因子进行检测。 

结果 VitD3 组 Hamamoto 评分(3.29±1.15)明显低于结肠炎模型组(6.38±1.21)(P＜0.05)；与结肠炎

模型组相比,VitD3 组 IL-17A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血清(22.13±4.51) pg/ml vs(41.68±7.47)pg/ml,大肠

组织 IL-17A mRNA:6.18±1.56 vs 15.56±1.33,P＜0.05]；VitD3 组 IL-10 表达水平升高 [血清

(32.25±2.46) pg/ml vs(21.47±2.23) pg/ml,大肠组织 IL-10mRNA:12.59±3.51 vs 6.66±1.87,P＜
0.05]. 

结论  VitD3 能够通过提高 IL-10 表达,降低 IL-17A 的表达防治 DSS 诱导的小鼠慢性实验性结肠炎

的肠道炎症。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54 
 

PU-0417 

关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粪便悬浮液影响裸鼠胸腺外免疫产生 

类结肠炎症状的相关研究 

 
周如琛,崔潇,李铭,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胃肠道慢性炎症性疾病，临床上包括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

肠炎（UC）两种类型。尽管目前有大量的研究表明，IBD 与环境变化、基因易感性、肠道微生物

群异常和免疫反应失调等均有一定关系，但是人们对 IBD 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的了解仍旧不充分。近

些年来，人们发现肠道微生物群在 IBD 的发病发展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到目前为止，虽然有大

量研究表明单一微生物对 IBD 的发病和发展有影响，但还没有动物模型来检验 IBD 病人粪便菌群

对肠道炎症发生的作用。裸鼠由于缺乏胸腺，机体免疫主要依赖胸腺外免疫，可能是研究肠道免疫

的良好模型。因此，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动物模型，研究 IBD 病人粪便微生物群对裸鼠结肠炎样症状

和胸腺外免疫的影响。 

方法 分别收集健康人和 IBD 患者的粪便样品制成悬浮液。将裸鼠随机分为 3 组，分别用生理盐

水、健康人粪便悬液和 IBD 病人粪便悬液灌胃一周。测量裸鼠体重，观察症状，留取组织标本，分

离脾脏、肠系膜淋巴结、派尔氏结和肠道固有层淋巴细胞进行流式细胞学检测。 

结果 IBD 粪便悬液灌胃组相对另外两组出现了轻微腹泻症状，其中一只小鼠出现粪便潜血。后期

IBD 粪便悬液组小鼠体重出现明显下降，部分小鼠出现脱肛、死亡，生理盐水组和健康人粪便悬浮

液组小鼠体重变化不明显且没有出现脱肛、死亡。组织学分析显示，IBD 粪便悬液组出现明显的小

肠绒毛炎性细胞浸润、绒毛变粗肿胀，但固有层淋巴细胞浸润并不明显。流式细胞术显示，IBD 粪

便悬液组肠系膜淋巴细胞 CD4+T 细胞增多，脾脏 CD45Rbhigh 细胞增多，其他细胞没有明显变

化。 

结论 虽然裸鼠没有胸腺，但它们的 T 淋巴细胞可能发育异常并对健康人和 IBD 患者的粪便微生物

有不同的反应。在我们的实验中，IBD 病人粪便悬浮液灌胃的裸鼠出现了一些结肠炎样症状。在免

疫方面的改变不明显，可能是裸鼠本身胸腺外 T 细胞发育受年龄影响，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这

种新的模型有助于基础科研与临床相结合，对于研究 IBD 患者的粪便微生物与免疫和发病的关系有

重要意义。 

 
 

PU-0418 

胃黏膜不同组织病理学状态及不同幽门螺杆菌感染状态下 

胃内菌群的特征分析 

 
马田,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分析不同 Hp 感染状态下非萎缩性胃炎、萎缩伴肠化及胃癌患者的胃内菌群特征及差异；分析

Hp 感染对胃内菌群的影响；分析 Correa 模式中，萎缩伴肠化患者胃内的低酸环境是否会造成细菌

过度生长，以及除 HP 之外的细菌与胃癌之间是否存在潜在关联。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53 名患者（共 96 块样本），其中 Hp 阳性的非萎缩胃炎患者 10 人（19 块）、

萎缩伴肠化患者 13 人（24 块）、胃癌患者 9 人（14 块）；Hp 阴性的非萎缩胃炎患者 11 人（20

块）、萎缩伴肠化患者 4 人（8 块）、胃癌患者 6 人（11 块）。Hp 感染采用 RUT、组织病理学染

色及 16S rDNA 测序判断。使用 16S rDNA 测序分析胃黏膜菌群的组成和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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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 3442 个 OUT，43 个菌门，371 个菌属，919 个菌种。胃内菌群主要由变形菌门、厚壁菌

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拟杆菌门组成。Hp 阴性样本前 5 位的菌属依次是罗尔斯通菌属、某种

草酸杆菌科菌属、不动杆菌属、伯克氏菌属-副伯克氏菌属和链球菌属；Hp 阳性样本中，前 5 位的

菌属依次是螺杆菌属、罗尔斯通菌属、乳杆菌属、不动杆菌属和链球菌属。Hp 占据了被其感染患

者胃粘膜菌群的绝大部分，导致 Hp 阳性组胃内菌群的多样性明显低于阴性组。从 Hp 阴性的非萎

缩性胃炎到萎缩伴肠化到胃癌组，罗尔斯通菌属、某种草酸杆菌科菌属、伯克氏菌属-副伯克氏菌

属所占比例逐渐降低；不动杆菌属、普氏菌属、链球菌属在胃癌组中占比例最高。Hp 阳性的三组

中，螺杆菌属在萎缩伴肠化组占比最高，胃癌组最低；乳杆菌属、链球菌属、奈瑟菌属在胃癌中所

占比例高于其他两组。α 多样性方面， Hp 阳性的萎缩伴肠化组多样性明显高于其他两组。多样性

在 Hp 阴性的三组依次降低。无论 Hp 感染状态如何，癌组织的多样性都高于癌旁组织，说明癌组

织上可能存在继发性过度生长的细菌。β 多样性方面，NMDS 分析示 Hp 阳性的非萎缩组和胃癌组

明显分离，而萎缩伴肠化组则分散于两组之间。 

结论 胃内菌群主要由变形菌门、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拟杆菌门组成。Hp 占据了被其

感染患者胃粘膜菌群的绝大部分，导致 Hp 阳性组胃内菌群的多样性明显低于阴性组。胃黏膜不同

组织病理学患者胃内菌群的组成无明显差异。Hp 阳性的萎缩伴肠化患者的胃内菌群多样性明显上

升，说明存在一定过度生长趋势。进一步研究瘤变或早癌患者的胃内菌群有重要意义。宏基因组测

序有待应用于胃内菌群的功能验证。 

 
 

PU-0419 

2 型自身免疫性胰腺炎（AIP）与 1 型 AIP 的临床差异 

 
雅敏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autoimmune pancreatitis， AIP)近年来逐渐为临床所关注，其中以 1 型为

主，而 2 型 AIP 在欧美人群的发病数目相对高，而亚洲人群中较为罕见。本文对北京协和医院的

AIP 患者的 2 型 AIP 临床特点及诊治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与 1 型 AIP 进行了对比。 

方法 收集该中心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1 日符合国际共识诊断标准的 2 型 AIP 住院患

者，随访时间在 6 个月以上。所有入选患者的临床数据、实验室结果和影像学特征均得到详细记录,

进而与 1 型 AIP 进行统计学计算和随诊。 

结果 1.共有 8 例 2 型 AIP 患者被纳入研究。男女比例为 5/3，发病平均年龄为 39.5 岁。 

2.37.5%（3/8）患者因突发剧烈腹痛起病就诊，  25%（2/8）的患者是无症状查体发现。75%

（6/8）的患者合并溃疡性结肠炎。3 例患者通过病理确诊。 

3.50%（4/8）患者影像学表现为胰腺弥漫增大，50%（4/8）患者表现为胰腺占位。 

4.将 2 型 AIP 与 1 型 AIP 比较，明确有统计学差异的是黄疸、腹泻和合并炎性肠病的比例

（P<0.01）；而在年龄、男女比例、其他临床症状、合并症、辅助检查和病理特点上两者虽然存

在差异，但统计学意义尚不显著，可能与例数少有一定关系。 

结论 作为 AIP 的少见类型，2 型 AIP 有其独特的临床特点。中国的 2 型 AIP 以男性为多，平均发

病年龄低于 1 型 AIP，大部分合并炎性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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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20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 TIPS 术后肝脏体积的变化 

 
陈伟庆,敖飞 

重庆市肿瘤医院 

 

目的 观察肝硬化门脉高压患者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后肝脏体积（LV）的变化及意

义。 

方法 本研究纳入 96 例接受 TIPS 术的肝硬化患者，通过计算机断层扫描（CT）计算 TIPS 术前肝

脏体积以及术后 3-5 年随访的肝脏体积，比较术前术后临床资料（白蛋白、胆红素、PT、腹水及肝

性脑病）和不同因素下肝脏体积的变化。此后，将患者分为 2 组：LV 增大组和 LV 缩小组，并比较

2 组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白蛋白、胆红素、PT、腹水、肝性脑病、Child 分级、病因、

抗凝药物、支架位置、支架直径）。 

结果 本研究表明约 30%（28 例）的肝硬化患者 TIPS 术后肝脏体积增大。首先我们对比了 TIPS

术前术后的临床资料，发现 TIPS 术后仅腹水情况得到改善，而胆红素、白蛋白及凝血酶原时间均

有恶化趋势，并且肝性脑病的发生率增加。然后比较了不同病因和 Child 分级下 LV 的变化情况，

发现病毒性肝硬化患者 TIPS 术后 LV 明显缩小（P<0.01），而非病毒性肝硬化患者 TIPS 术前术

后 LV 无明显差异(P>0.05)；且不同 Child 分级下 LV 都是明显缩小（P<0.01）。其次比较了不同

支架位置及支架直径下 LV 的变化情况，发现不同位点（门脉左支-右肝静脉、门静脉-右肝静脉、

门脉右支-右肝静脉）下 TIPS 术后 LV 都是明显缩小的（P<0.01）；此外，使用 10mm 直径支架患

者 TIPS 术后 LV 明显缩小(P<0.01)，而使用 7mm 直径支架患者术前术后 LV 无明显差异

（P>0.05）。同时也比较了 TIPS 术后不同抗凝药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下 LV 的变化，发现

2 者术后 LV 都明显缩小（P<0.01）。最后，我们比较了 LV 增大组与缩小组的临床资料，发现两

者仅在病因及支架直径上存在明显差异（P<0.01），即在非病毒性肝硬化患者和使用小直径（7 或

8mm）支架的患者中，TIPS 术后 LV 有增大的趋势。 

结论 1、约有 30%的肝硬化患者 TIPS 术后肝脏体积可以增大；2、非病毒性肝硬化患者与使用小

直径支架的肝硬化患者，在 TIPS 术后肝脏体积有明显增大的趋势。  

 
 

PU-0421 

Synergistic action of Argon Plasma Coagulation (APC) on 
esophageal varices 

 
XIA LV

1
,Hiroshi Takahashi

2
,Kuniyo Gomi

2
,Jian-Chang Shu

1
 

1.Guangzhou Red Cros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Jinan University 
2.Fujigaok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owa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review cases receiving endoscopic treatments on EV and evaluate the short-term 
effects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rapy combined with APC.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adopted. Datas of all the cases with liver disease and portal 
hypertension, receiving multiple endoscopic treatments for esophageal varices from January, 
2009 to July, 2012,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ID number, gender, date of operations, diagnosis, 
liver function, degree of varices, treatment session, complications, recheck results. 
Results All the 99 patients receiving 112 sessions including 318 treatments were collected. 
Percentages of different liver function grade according to Child-Pugh score of A, B, C and 
esophageal varices degree of F1, F2, F3 were 61.61% (69/112), 36.61%(41/112), 1.79% (2/112), 
and 58.04% (65/112), 36.61% (41/112), 5.36% (6/112), respectively. Endoscopic variceal ligation 
(EVL) combined with APC were adopted mostly, summed 54.46% (61/112). Endoscopic injection 
sclerotherapy (EIS) and EVL combined with APC amounted to 28.57% (32/112). Ratio of APC 
adoption was 96.43% (108/112). Total rate of complications was 13.52% (43/318), including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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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cations after 37 cases receiving 43 treatments. Rate of complications arising post-APC, 
EIS and EVL were 29.41%, 45.10%, 25.49%, respectively. Minor complications such as 
retrosternal discomfort and low-grade fever were common post-EIS and APC. During the follow-
up period, varices recurrence were found in 3 cases and bleeding in 3 cases. There were 5 cases 
died for non-variceal haemorrhage and 19 cases lost .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72.32%. 
Conclusions Treatment of combined with APC have advantage in controlling bleeding or re-
bleeding and recurrence of esophageal varices in short term, other than promoting total effective 
rate or reducing complications. More rigorous clinical trails were necessary, considering cost-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PU-0422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易感基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分析 

 
孙晓娅

1
,王立群

1
,贺志强

1
,王志忠

1
 

1.宁夏医科大学 

2.宁夏医科大学 

3.宁夏医科大学 

4.宁夏医科大学 

 

目的 既往研究提示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与多个易感基因

相关；然而，目前对 NAFLD 易感基因与环境因素、以及基因与基因之间的交互效应在疾病发生中

的作用研究尚不充分。本研究旨在分析多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

SNPs）和肥胖之间的交互作用与 NAFLD 的相关性，为开展 NAFLD 的精准预防提供参考。 

方法 以参加宁夏地区基本公共卫生项目健康体检的社区人群为研究对象，纳入 1665 名 55 岁及以

上的回族社区人群体检数据，并现场采集空腹静脉血标本。采用质谱分析法检测 5 个 SNPs 的基因

型，包括载脂蛋白 E（Apolipoprotein E，ApoE）基因 rs7412 、rs429358；脂肪滋养蛋白基因

（patatin-like phospholipase domain containing 3，PNPLA3）rs738409，SAMM50（sorting and 

assembly machinery component 50）基因的 rs2143571 和小细胞蛋白 β 基因（PARVB）的

rs6006611。NAFLD 的诊断参照中华医学会肝病学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 2006 年制定的非酒

精性脂肪肝病 B 超诊断标准。体质指数≥28kg/m
2 判定为肥胖。采用多因子降维法（multifacto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MDR）来分析基因-环境、基因-基因的交互作用。同时采用 Logistic 回归

模型监测各因素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 

结果 共有 1476 社区居民完成了全部体检和 SNPs 的检测纳入最后统计分析。其中 341 人符合

NAFLD 的诊断标准，1135 名非 NAFLD 社区居民为对照组。NAFLD 患者中肥胖者（126/341， 

36.7% ）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 119/1135 ， 10.5% ） ， 两 组 差 别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χ2=132.06,P<0.001）。患者中 rs738409GG 基因型比例（59/341，17.3%）显著高于对照组

（140/1135， 12.3%），两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132.06, P=0.018）。其它位点不同基因型

构成在两组人群无显著差异。 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肥胖（OR=5.10，P<0.001），空腹血

糖异常（OR=1.60，P=0.01）和 rs738409GG 基因型（OR=1.83，P=0.03）与 NAFLD 显著相

关；且超重与 rs738409GG 基因型交互作用显著（OR=8.27，P=0.001）。MDR 分析显示：肥胖

与空腹血糖之间存在较强的协同作用,置换检验有统计学意义（P=0.01），预测准确率 0.5365，交

叉验证一致性为 10/10； rs738409GG 基因型与 rs2143571AA 基因型存在较强的协同作用，置换

检验有统计学意义（P=0.009），预测准确率为 4/10，交叉验证一致性为 0.5157；  肥胖与

rs738409GG 基因型之间存在弱的协同作用，置换检验有统计学意义（P=0.009），预测准确率为

0.5195，交叉验证一致性为 8/10。 

结论 PNPLA3 基因多态性、肥胖以及空腹血糖异常等因素与宁夏回族社区人群 NAFLD 患病风险显

著相关，且各因素之间存在复杂交互作用，这些发现为开展 NAFLD 的精准预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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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23 

还原型谷胱甘肽联合复方甘草酸苷 治疗药物性肝损伤疗效评价 

 
林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还原型谷胱甘肽联合复方甘草酸苷治疗药物性肝损伤疗效评价。 

方法 选择自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106 例药物性肝损伤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工作对

象，按照数字随机分方式分为对照组、研究组，每组分别为 51 例和 55 例。对照组仅接受复方甘草

酸苷治疗，研究组则接受还原型谷胱甘肽联合复方甘草酸苷治疗。比较分析两组治疗效果及治疗前

后肝功能指标改善情况。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治疗后的 ALT 指标、AST

指标、GGT 指标、TBIL 指标、DBIL 指标均更低，P＜0.05。 

结论 临床治疗药物性肝损伤应用还原型谷胱甘肽联合复方甘草酸苷可以有助于改善机体肝功能，

促使肝功能指标有效恢复，明显提高临床治疗效果，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命质量。 

 
 

PU-0424 

pkm2 基因沉默对大肠癌 ls-147t 和 sw 62 

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敖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文旨在探讨丙酮酸激酶（pk）m2 基因沉默对大肠癌（crc）ls-147t 和 sw620 细胞增殖和凋

亡的影响。 

方法 .采用定量实时聚合酶链反应（qrt-pcr）随机选取 crc ls-147t 和 sw 620 细胞，然后将其分配到

空白（无转染）、pkm2-sherna（与 sherna 转染）和空质粒（与空质粒转染）组。用免疫荧光法

检测 pkm2 蛋白表达。对 pkm2、p53 和 p2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进行了定量的 pcr 检测和细胞印

迹。采用细胞计数 kit-8（cck-8）测定细胞增殖。用流式细胞术评估细胞周期和凋亡率，用与衰老

相关的 β-半乳糖酶染色试剂盒评估细胞衰老。 

结果 pkm2 在 crc ls-147t 和 sw 620 细胞中表现出较高的 mRNA 表达，细胞质和细胞核中有显著的

蛋白表达。pkm2-基因转染组表现为减少的 pkm2 mRNA 和蛋白质表达，而 p53 和 p21 的表达与空

白和空质粒组相比有所增加。与空白组和空质粒组相比，pkm2-sherna 细胞的细胞增殖明显下降。

与空白质粒组和空质粒组相比，pkm2-转染组在 g1 期表现出更多细胞，在 g2/m 期表现出更少的细

胞。与空白质粒组和空白质粒组相比，pkm2-转染组的凋亡率和 β-半乳糖酶活性均有明显提高。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 pkm2 基因沉默抑制了 ls-147t 和 sw 620 细胞的增殖和凋亡。 

 
 

PU-0425 

HBx 通过 MPTP 诱导肝细胞炎症损伤机制的研究 

 
谢文辉,蔡得恩,凌利容,李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通过细胞及动物实验，研究 HBx 对肝细胞线粒体氧化还原功能的影响，从而为阐明 HBx 诱发

肝细胞炎症损伤的具体机制提供实验数据。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59 
 

方法 （1）利用 HBV 全长基因质粒 payw1.2 及其对应的 HBX 基因缺失的全长基因质粒 payw*7、

HBX 基因表达质粒 pcDNA3.1-HBx 及其对应的空载质粒 pcDNA3.1，分别瞬时转染 HL7702 肝细

胞，ELISA 检测细胞上清 HBsAg 的表达情况，蛋白印记法检测 HBx 表达情况。（2）利用 DCFH-

DA 荧光探针检测肝细胞 ROS 水平，ELISA 检测各组细胞在 MPTP 特异性抑制剂 CsA 干预前后上

清中 AST/ALT、IL6 与 TNFα 的变化，蛋白印记法检测 CsA 干预前后 NFκB p65、RIP3 的表达情

况。（3）实验用清洁级成年雄性昆明小鼠 30 只随机分为两组。以 pcDNA3.1-HBx 和

pcDNA3.1 质粒通过尾静脉分别注射入各组小鼠体内，24 小时后取小鼠肝组织及血清。利用蛋白印

记法检测 HBx 表达情况，速率法检测血清中 ALT、AST 的水平，ELISA 法检测 IL6、TNFα、

MDA、SOD 的含量，酶动力学方法检测肝组织中细胞色素 C 氧化酶（COX）的活性。 

结果 （1）在转染 payw1.2 和 payw1*7 质粒的肝细胞上清中能检测到 HBsAg 的表达；转染

pcDNA3.1-HBx 质粒的肝细胞中能检测到 HBx 蛋白的表达。（2）HBx 可提高细胞内 ROS 水平，

上调 NFκB p65、RIP3 表达水平及促进 TNFα 分泌，并且 CsA 可有效抑制上述变化。 在无 HBV

复制的环境下，HBx 可上调细胞的 AST/ALT 比值，但在 HBV 复制的环境下，HBx 对 AST/ALT 比

值则无影响。仅在 HBV 复制的环境下，HBx 可上调细胞上清液中 IL6 的含量，并且在 CsA 作用前

后 AST/ALT 比值及 IL6 的含量均无明显改变。（3）转染 pcDNA3.1-HBx 质粒的实验组小鼠肝组织

中检测到 HBx 蛋白的表达,血清中 ALT、AST 的水平及 IL6 的含量均明显升高，MDA 的表达量显著

增加，SOD 的含量明显下降，酶动力学方法检测到 HBx 可显著下调 COX 的活性。 

结论 HBx 可上调 TNFα、NFκB p65 和 RIP3 的表达水平，促进肝细胞发生炎症损伤，其部分机制

可能是因 MPTP 通道的持续开放促进 ROS 的产生，改变细胞内氧化应激水平，从而诱导线粒体功

能障碍及肝脏炎症微环境的形成。 

 
 

PU-0426 

不同胃疾病来源幽门螺杆菌菌株 vacAi 分布频 率及其意义 

 
陈莫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vacAi 在不同胃疾病来源幽门螺杆菌菌株中的分布情况, 旨在揭示其在胃疾病动态发展过

程中的作用及其与胃疾病相关性. 

方法 选取浅表性胃炎(superficial gastritis,GS)、 萎缩性胃炎(atrophic gastritis, GA)、 胃癌(gastric 

cancer, GC)三组疾病来源胃黏膜活检标本分离培养出的 H. pylori 菌株 64 例, 其中 GS26 例、 

GA18 例、 GC20 例, 使用酚-氯仿法提取菌种 DNA, 经聚合酶链反应及琼脂糖凝胶电泳对 vacAi 进

行检测. 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分析 

结果 GA 组来源的 H. pylori 菌株 vacAi 分布频率(94.4%)最高, 与 GS 组(57.7%)和 GC 组(65.0%)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4, P =0.045); GC 组(65.0%)vacAi 分布频率高于 GS 组(57.7%), 无统

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萎缩性胃炎来源 H. pylori 菌株携带较高频率 vacAi, 其与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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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27 

定量比较饮食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小鼠模型并

鉴定出具有稳定进行性肝纤维化的模型 

 
汤咪咪,许丽霞,彭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稳定进行性肝纤维化是 NASH 动物模型的关键特点，但是在常用的小鼠模型中是很难达到

的。由于缺乏使用标准化方法对现有模型进行系统分析，加剧了临床前 NASH 模型的选择难度。

本文通过对几种经修饰的蛋氨酸-胆碱缺乏小鼠模型进行直接的定量的肝纤维化进展比较，而鉴定

出具有稳定进行性肝纤维化的 NASH 模型。 

方法 选取雄性 C57BL/6 小鼠，随机分至含不脂肪含量（10%-60%）的蛋氨酸-胆碱缺乏（MCD）

组或胆碱缺乏 L-氨基酸限定（CDAA）组，每组 5-10 只，持续喂养 2-24 周。同时使用标准化的组

织学和生物化学方法评估肝纤维化进展。 

结果 MCD 组由于体重过度丢失而提前终止（第 8 周）。MCD 喂养的小鼠从第 4 周开始出现脂肪

性肝炎和中度窦周纤维化，羟脯氨酸（HYP）检测显示第 8 周时肝脏胶原含量较 4 周增加 2

倍。 不同脂肪含量（10%或 60%）的 MCD 饮食对体重，血清转氨酶或肝纤维化没有显着影响，

两组之间无差异。 

     相比之下，CDAA 小鼠在喂食达 24 周时没有体重减轻，并且从第 4 周开始发生脂肪肝并且与

MCD 模型中的血清转氨酶水平相当。与 MCD 相比，喂食含 60％脂肪的 CDAA（HF-CDAA）的小

鼠发生了显着稳定的桥接纤维化，在 第 8 周时肝胶原沉积较 MCD 组增 加 4 倍

（1233±106.1 vs. 252±16.1ug HYP /肝脏）。同时，在喂食含 10, 45 或 60％脂肪的 CDAA 的组

中，脂肪摄入量对脂肪变性，HSC 活化和胆管反应的影响具有剂量依赖性。在 24 周时，HF-

CDAA 小鼠出现严重的泛叶状―鸡丝‖纤维化及再生结节，血清胆红素升高等肝硬化症状和多发性肝

细胞癌。HF-CDAA 喂食 8 周后改用正常饮食，HF-CDAA 肝脏在恢复 4 周后出现了显着的肝脏结

构，肝脏脂肪含量和转氨酶正常化。然而，即使在恢复后期（第 12 周），胶原含量较纤维化峰值

也没有显着变化（1137±53.5 vs. 1405±177.6ug HYP /肝脏）。 

结论 1）通过定量分析几种小鼠 NASH 饮食模型中的纤维化成分，HF-CDAA 是具有稳定进展性纤

维化的脂肪肝的最佳模型，其可发展成肝硬化和 HCC。 2）我们的数据将有助于药物疗效临床前

检测的小鼠模型选择。 

 
 

PU-0428 

Endoscopic Resection Via Antral Submucosal Tunneling 
(ERAST) for Safe En Bloc Removal of Subepithelial Tumors 

in the Duodenal Bulb 

 
Junsheng Huang

1
,Xiaobei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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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 L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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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g Zha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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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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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2.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Objective Advances in surgical endoscopy have enabled the use of endoscopic methods to 
remove superficial and subepithelial tumors in the duodenum. Common endoscopic procedures 
include snare resection, 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EMR) and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Among these, ESD supports improved en bloc resection rates and maintains 
high-quality pathological specimens. However, ESD is less commonly employed to remove 
duodenal tumors as compared to other gastrointestinal tumors due to the anato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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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duodenum, technical difficulties of the procedure, and high risks for 
complications including bleeding, intraoperative and delayed perforations. Herein, we describe a 
novel endoscopic technique, endoscopic resection via antral submucosal tunneling (ERAST), for 
the en bloc removal of tumors in the duodenal bulb. This technique takes advantage of 
submucosal tunneling to facilitate the tumor resection, and has the potential to increase the safety 
of ESD and overcome difficulties in resecting tumors that are anatomically difficult to access. 
Methods A single-channel endoscope fitted with a transparent cap (D-201–11804, Olympus, 
Tokyo, Japan) or a small-caliber-tip transparent hood (DH-28GR; Fujifilm) is used for the 
operation. The specific steps of the ERAST are illustrated. First, a mucosal incision is made using 
a Hybrid knife (I-type, ERBE, Tubingen, Germany) approximately 5 cm proximal to the pylorus 
after submucosal injection with saline, indigo carmine and epinephrine (0.2%). The endoscope is 
then introduced into the submucosal layer to create a submucosal tunnel extending to the 
duodenal lesion via the pylorus. In some cases, a few circular muscle bundles of the pyloric 
sphincter are dissected to ensure adequate operational space while advancing through the 
pylorus. To completely expose the tumor, submucosal tunneling following entry into the duodenal 
bulb is continued until approximately 10 mm distal to the lesion. Soft coagulation (80 W on effect 
4, ERBE, Germany) is recommended for hemostasis in the bulb to prevent potential perforation of 
the thin duodenal muscularis propria. Next, a mucosal incision is made from the inner side of the 
submucosal tunnel towards the duodenal lumen. The circumferential mucosa of the tumor is then 
incised in a step-by-step manner to remove the tumor en bloc. An endoclip tied with floss is used 
to extract the tumor out from the duodenum. Finally, the mucosal defect in the bulb is closed 
using an endoloop (MAJ-254; Olympus) anchored with endoclips (Micro-Tech, Nanjing, China). 
The mucosal incision in the antrum is also closed using the same method. Proton pump inhibitors 
are routinely administered post-operation. 
Results ERAST takes advantage of submucosal tunneling to facilitate tumor resection in the 
duodenal bulb. The endoscopic view enabled by the ERAST method facilitates recognition of 
anatomic layers of the thin duodenal wall and hence, demarcation of a clear and safe dissection 
line above the muscularis propria. If the tumor is located perpendicular to the tip of endoscope, 
the vertical approach of the knife changes to an obtuse orientation by dissecting inside the 
submucosal tunnel; thus, theoretically reduces the risk of perforation. In addition, ERAST 
facilitates the dissection of tumors in anatomically difficult locations. ERAST enables the 
endoscope to approach the tumor easily through the submucosal tunnel with an adequate visual 
and operational field. In our preliminary experience, we have successfully performed this 
technique on 6 case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of the bulb and all the tumors were resected en bloc. 
All patients were discharged without any complications, and all patients reported no abdominal 
pain and bile reflux at the two-month follow-up.  
Conclusions Preliminary results strongly suggest that ERAST is feasible and safe for the 
treatment of tumors in the duodenal bulb, however, further prospective studies with a larger 
number of cases is necessary to critically evaluate ERAST as an improved method for the 
removal of tumors in the bulb. 
 
 

PU-0429 

3D 打印技术用于实时测定离体肠上皮黏液层厚度的 

新型夹片装置的设计 

 
姜煜东,徐言,宋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传统测定肠上皮黏液厚度的方法为切片固定并进行阿辛蓝染色，该方法操作步骤较为复杂，

耗时长且无法测定活组织黏液厚度的实时变化。部分文献中采用碳粉测定肠上皮离体活组织的黏液

层厚度，但无法长时间维持组织活性。本研究旨在借助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设计一种能实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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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组织黏液厚度的装置，力求操作简单快速，人机工效好，且能与现有实验室常用仪器如膜片钳、

Ussingchamber 等通用。 

方法 夹片装置设计为中间带有长方形孔洞的上下两片式结构，上片与肠上皮肠腔面形成上室，下

片与浆膜面及贴合的载玻片形成下室，上下两片的孔洞周围有供飞蚊针固定上皮的凹槽。下室长轴

两侧设计有灌流孔，上下室短轴侧设计有电极插孔。采用 CAD 软件造模和光敏 3D 打印技术制造

夹片实物。将肠黏膜分离出黏膜层及黏膜下层，用飞蚊针固定于下室上表面，螺丝夹紧上下层密

封；下室用玻璃胶粘接在载玻片上，插入灌流管；上室撒入少量碳粉，碳粉将自动沉降在黏液层上

表面，用和显微镜物镜头联动的探针测定碳粉层高度（Z1），再测定黏膜高度（Z2），Z1—Z2=h

即黏液层厚度。 

结果 新型夹片装置对于样品准备的要求与实验室常用的肠黏膜撕片步骤一致，采用飞蚊针固定样

本符合常规操作习惯。使用碳粉的测定方法简单易行，带有 Z 轴测量功能的显微镜或膜片钳设备均

能使用。测量的 8 周龄 C57 小鼠远端结肠黏液层厚度约为 200um，与文献中通过固定和阿辛蓝染

色测定的厚度无明显差异。而采用该夹片与其他文献中使用碳粉的测定方法相比，能实时灌流通

氧，使肠黏膜保持较长时间活性。在夹片上室或下室加入干预剂，可模拟肠上皮两侧给药方式。此

外该夹片装置可在上皮两侧接入电极，或直接插入 Ussingchamber，进行跨上皮电阻测定等电生

理实验。 

结论 新型夹片装置可实时测量肠上皮活组织的黏液厚度，相比于传统染色方法，操作简单高效，

可进行干预，并可与现有常用实验仪器通用。除测定黏液厚度外还可用于其他生理实验，具有良好

的通用性和应用前景。 

 
 

PU-0430 

一项关于高清白光胃镜检查前西甲硅油最适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 

 
丰丙程,张明明,季锐,张岩,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内镜检查前的胃肠道准备对病变的检出及诊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西甲硅油为代表的去泡

剂在胃镜检查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被写进指南，但是对于西甲硅油的用量却没有明确规定，尚

无统一标准。通过前瞻性、随机研究探究高清白光胃镜检查前西甲硅油的最适用量。 

方法 纳入来自门诊拟行无痛高清白光胃镜检查的患者，并将其随机分为四组：1 组 0.5ml 西甲硅油

+链霉蛋白酶 2000U，2 组 1ml 西甲硅油+链霉蛋白酶 2000U；3 组 1.5ml 西甲硅油+链霉蛋白酶

2000U；4 组 2ml 西甲硅油+链霉蛋白酶 2000U。四组均用水配伍成 100ml 溶液，内镜检查前 15-

30 分钟让患者口服。由两位有相同胃镜操作经验的内镜医师对入组患者进行常规内镜检查，并留

取冲洗前后胃各部位图片。由第三位经培训的内镜医师对患者内镜准备质量进行评分，该医师不了

解患者胃镜准备用药情况。主要研究结果：不同西甲硅油剂量下，内镜黏膜可视度评分（评分：0

分无泡沫；1 分少许泡沫，但不影响观察；2 分中等量的泡沫；3 分大量泡沫，需要充分冲洗才能

进一步观察）。 

结果 共有 463 名患者纳入了最后的数据分析：1 组 117 例，2 组 119 例；3 组 115 例，4 组 112

例；男性 246 例（53.1%），平均年龄（59.8±7.7 岁）。四组患者基线信息（既往幽门螺旋杆菌感

染史、合并症及肿瘤家族史）均无统计学差异，平均检查前用药时间 18.7 分钟。与第 4 组相比，

1、2、3 组患者总体胃镜准备质量评分无明显统计学差异：6.02±1.9，5.71±2.2，5.46±2.1 VS 

5.65±1.8。 

结论 高清白光胃镜检查前 10-30 分钟口服西甲硅油 20mg、40mg、60mg 与 100mg 对提高内镜检

查黏膜可视度并无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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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31 

抑制 NF-Kappa B 活性加重小鼠 APAP 急性肝损伤 

 
范圆圆,陈熙,丁雯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抑制小鼠 NF-Kappa B 活性对 APAP 急性肝损伤的影响。 

方法  10 周龄 ICR 雄鼠随机分为 8 组：对照组、PDTC 组 、APAP 24h 组、APAP 48h 组、APAP 

72h 组、APAP+PDTC 24h 组、APAP+PDTC 48h 组、APAP+PDTC 72h 组，各组均 10 只。对照

组以生理盐水腹腔注射，PDTC 组以 PDTC 200mg/kg 腹腔注射,APAP 组以 APAP 300mg/kg 腹腔

注射,APAP+PDTC 组以 APAP 300mg/kg 腹腔注射，1h 后以 PDTC 200mg/kg 腹腔注射。分别于

APAP 给药后 0h、24h、48h、72h 剖杀小鼠，称量小鼠、肝脏，留取血清、肝脏。记录小鼠死亡

情况，计算肝脏系数（肝脏重量/小鼠体重），检测血清 ALT 水平，肝脏组织 HE 染色相对定量损

伤情况。 

结果 1.与 APAP 组相比，APAP+PDTC 48h、72h 组死亡率均明显升高，死亡主要发生在 16h

内。 

2.HE 染色结果显示，APAP 处理后肝脏坏死程度在 24h 时达最明显，后逐渐减弱，72h 基本复

原；APAP+PDTC 组肝脏损伤坏死程度在 48h 达最明显。与 APAP 组相比，APAP+PDTC 组病理

损伤更严重。 

3.血清 ALT 结果显示：APAP+PDTC 组 ALT 各时点均高于 APAP 组。 

结论  抑制 NF-Kappa B 活性加重小鼠 APAP 急性肝损伤。 

 
 

PU-0432 

幽门螺杆菌分泌蛋白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特性的影响 

 
施慧英,孟令君,樊梦科,蔺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与胃癌形成紧密相关。已有研究表明，在 Hp 感染小鼠

中，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MSCs)能够转化为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及分泌趋化因子参与胃

癌的发生发展。本研究通过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技术(iTRAQ)分析 Hp 干预后 MSC 分泌蛋白

表达的变化，筛选出 Hp 对 MSC 的作用靶点，从而有利于明确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能够在

将来为胃癌治疗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和治疗靶点。 

方法 体外分离纯化并培养 BM-MSCs，并以 Hp 培养上清（感染指数 50）干预 12 小时后收集细胞

培养上清，应用 iTRAQ 筛选出 Hp 干预组与对照组的培养基中的差异性表达蛋白，并进行功能分

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Hp 干预组筛选出 28 个上调的差异蛋白并进行了生物信息学分析。并应用

westernblot 及 RT-PCR 对于其中与肿瘤形成密切相关的蛋白及其相应基因进行了验证。共有 18 个

高表达蛋白与肿瘤形成有关，其中膜联蛋白 A1、A2、A3 (Anxa A1,A2,A3)血小板反应蛋白 1(Tsp-

1)、血小板反应蛋白 2(Tsp-2)、胶原蛋白 a-3(Col3a1)、纤连蛋白(FN)、C-X-C 基元趋化因子

5(cxcl5)、磷酸甘油酸激酶 1(PKG1)、乳酸脱氢酶(LDH)、二磷酸果糖醛缩酶(ALDOA)等 11 个蛋白

均与 CAFs 相关。磷酸甘油酸激酶 1(PKG1)、乳酸脱氢酶(LDH)、二磷酸果糖醛缩酶(ALDOA)还参

与细胞内能量代谢过程。 

结论 Hp 感染 BM-MSCs 后可促进多种肿瘤发生发展相关的蛋白表达显著增高，并且主要可能通过

CAFs 的作用促进胃癌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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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33 

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性肠炎临床病理特征分析及 

与炎症性肠病鉴别 

 
刘蓉蓓

1,2
,姜支农

3,2
,曹倩

1,2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消化内科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炎症性肠病中心 

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病理科 

 

目的 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性肠炎（CAEBV 肠炎）为罕见疾病，当前仅为个案报道，对其认识

仍不足，其与炎症性肠病（IBD）类似症状导致临床上容易误诊，延误治疗。本文总结 CAEBV 肠

炎临床病理特点、预后相关因素及与 IBD 鉴别诊断要点。   

方法 全国多中心共收集 11 例 CAEBV 肠炎伴全身症状的病例，对肠镜活检标本及肠道手术切除标

本进行组织学病理形态观察，通过 EB 病毒原位杂交（EBER）检测 EB 病毒感染水平，同时收集

克罗恩病及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各 20 例，与其临床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CAEBV 肠炎的常见症状依次为高热（>39℃）（100%），腹泻（72.7%），腹痛

（63.6%），淋巴结肿大（63.6%），脾肿大（63.6%），肝肿大（27.3%）。肠镜主要表现为浅

小、不规则溃疡，同时累及大小肠，无鹅卵石样改变及纵行溃疡。 

与炎症性肠病（IBD）患者相比，CAEBV 肠炎患者高热、淋巴结肿大、脾大、肝大更易出现，C

反应蛋白、血清 EB-DNA 更高（p<0.01）。肠道病变处病理切片均可见密集淋巴细胞浸润，浸润

细胞为小淋巴细胞，没有肉芽肿及粘膜肌增厚等病理改变。EBER 结果显示 5 例手术标本病例

EBV 阳性细胞数最多处均为每个高倍 100 个以上，而活检病例则为每个高倍 33 个以上。3 例

CAEBV 肠炎患者在发病 5 年内死亡，且该 3 例均接受了全结肠切除术，其中 2 人术后一月内死

亡。 

结论 当病人出现 IBD 类似症状如腹痛腹泻等，但存在反复高热，肝脾、淋巴结肿大，肠道多发浅

小溃疡提示存在 EB 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应进行血清 EBV 及组织 EBER 检测予以排除。病理上，

该病可有隐窝结构改变、黏膜全层淋巴浆细胞浸润，容易与 IBD 混淆，但一般缺乏慢性肠壁结构改

变如神经增生、黏膜肌增厚黏膜下层闭塞等改变，黏膜基底部浆细胞增多不明显，隐窝脓肿少见，

可予以鉴别。 

 
 

PU-0434 

母体产前应激诱导子代小鼠肠道低度炎症及肠道发育不良 

 
孙悦,李璐,姜葵,曹晓沧,曹海龙,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生命早期是生命体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新生儿肠道菌群建立和免疫系统成熟的主要阶

段。生命早期的不良暴露或有益干预对胎儿和新生儿的发育及子代的健康都有深远影响。母体产前

应激（Pregnant maternal stress, PNMS）作为一种生命早期环境不良暴露，已被证实可以影响子

代的神经内分泌功能，改变子代的内脏敏感性。本研究旨在研究母体产前应激对子代小鼠肠道菌群

及肠道发育的影响。 

方法 C57BL/6 孕鼠被随机分为两组：PNMS 组和对照组，PNMS 组孕鼠在怀孕的第 10-18 天接受

慢性心理应激。对照组孕鼠不予特殊处理。评估断奶后的 3 周子代小鼠的肠道发育情况，肠黏膜屏

障功能、肠道菌群组成和粘膜炎症水平。 

结果 在 PNMS 组子代小鼠肠道中，炎性细胞因子增加，而 HE 染色显示两组均无明显光镜下炎

症。HE 染色显示 3 周 PNMS 组子代小鼠的小肠和结肠发育不良，并且肠上皮细胞增殖、杯状细胞

分化，潘氏细胞分泌蛋白和紧密连接蛋白表达明显减少。在 PNMS 的子代小鼠中，FITC-D 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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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增加，提示肠道通透性增加。此外，菌群测序提示 PNMS 组子代小鼠菌群组成有显著改

变。 

结论 PNMS 的暴露可能会通过改变子代小鼠菌群建立，诱发肠道低度炎症，影响子代小鼠的肠道

发育，可能会对成年小鼠的肠道健康产生持久的不良影响。 

 
 

PU-0435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儿童生长发育迟缓之间的相关性：Meta 分析 

 
魏舒纯,彭磊,党旖旎,李璇,张国新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据报道，幽门螺杆菌（H.pylori）感染与儿童胃肠外疾病有关，但 H.pylori 感染是否会导致儿

童发育迟缓至今仍然存在争议。因此，我们进行了此项 Meta 分析以探究儿童生长迟缓与 H.pylori

感染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我们分别从 PubMed，EMBASE 和 Cochrane 图书馆全面搜索了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1 日的相关英文文献。同时使用 Review Manager 5.2 和 Stata 12.0 两个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通过 95％可信区间（95％CI）的汇总比值比（OR）来评估统计学相关性，使用 Q 统计量和 I
2 来

量化研究效应量的研究间异质性。整个分析过程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结果 本 Meta 分析共纳入 13 篇观察性研究，包含 2509 名受试儿童。统计结果显示：H.pylori 阳性

患儿的身高矮小发生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OR = 1.45,95％CI = 1.22-1.73，P <0.0001，I
2
 = 

0％），Begg's(P= 0.200)和 Egger's（P=0.423）检验均显示未存在发表偏倚。除此之外，剪补法

结果表明：剪补前(P=0.519),剪补后(P=0.408)，证明以上结果稳定可靠。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H.pylori 感染与儿童生长迟缓之间存在相关性，即感染 H.pylori 的儿童更容

易诱发身材矮小。因此，临床工作中积极地检测并根除儿童 H.pylori 感染是相当必要的。 

 
 

PU-0436 

The Microbiota Regulates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Huiying Shi,Lingjun Meng,Mengke Fan ,Rong Lin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The microbiota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M-MSCs) can promote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progression. However, the underlying effect of the microbiota on BM-MSCs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progression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To establish the model of chronic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infection-BM-MSCs 
transplantation, mice were inoculated orally H. pylori SS1 strain and then were transplanted with 
BM-MSCs following 10 months H. pylori infection. After 8 weeks post BM-MSCs transplantation, 
tissue samples were taken, protein was extracted, and gene expression was analyz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H. pylori on BM-MSCs in nude mice, BM-MSCs with or without H. pylori 
infection were inoculated into the nude mice. In vitro assay, a series of in vitro coculture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show the role of F. nucleatumin colorectal cancer, we 
established the chronic F.nucleatum infection-BM-MSCs transplantation model in APC

Min/+
 

mice.The difference of pathologic features andmechanisms in colorectal tum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Apc

Min/+
 +F. nucleatum group andApc

Min/+
+ F. nucleatum +BM-MSCsgroup mice. 

Results Here, we investigated that the local BM-MSCs transplant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incidence of dysplasia and gastric cancer in mice with a 52 week mouse-adapted H. pyl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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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The H. pylori pre-treated BM-MSCs injection, but not untreated BM-MSCs alone, 
initiated the tumor growth and Ki-67 expression of gastric carcinogenesis in nude mice.H. pylori 
infection accelerat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in BM-MSCs. Meanwhile, Wnt signaling 
protein expression and co-precipitation of β-catenin/TCF4 in BM-MSCs was up-regulated in an H. 
pylori infection setting. Compared with mice infected with H. pylori alone, the Wnt/β-catenin 
signaling was dramatically activated in mouse stomachs with chronic H. pylori infection and BM-
MSCs transplantat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model, ApcMin/+F.nucleatum +BM-MSCs mice 
showed increased susceptibility to develop intestinal tumors. BM-MSCs could also enhance 
tumor-initiating capability and invasive trait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in vitro, and the 
tumorigenicity in a nude murine model. BM-MSCs were recruited to tumor stroma, differentiated 
into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s), and might activate canonical Wnt/β-catenin/TGIF axis 
signaling. 
Conclusions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implicate local BM-MSCs transplantation promotes gastric 
carcinogenesis in a mouse model of chronic H. pylori infection. BM-MSCs have the potential to 
accelerate F. nucleatum-induced colorectal tumorigenesis by modulating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activation of tumorigenesis by related Wnt pathway. 
In all, specific microbiota can promote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through BM-MSCs. 
 
 

PU-0437 

基于肛管 MRI 检查的克罗恩病无症状肛瘘 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蒋晓东,张敏,苏明丽,高翔,胡品津,郅敏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目的 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克罗恩病无症状肛瘘患者的临床特点、发病危险因素、疾病预

后，为指导临床的诊断、病情评估、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统计 2015 年 1 月到 2017 年 2 月初次诊断克罗恩病患者的一般人口学特征、疾病分

型、实验室检测指标、肛管 MRI 特点、内镜表现进行分析。随访 2 年，对疾病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①病例特征：共纳入初诊克罗恩病患者 274 例。无症状肛瘘组 48 例（17.52%），其中 42 例

（87.50%）有结肠受累，中位 Hs-CRP 为 11.36mg/dL。有症状肛瘘组 110 例（40.15%），其中

87 例（79.09%）有结肠受累，中位 Hs-CRP 为 10.97mg/dL。无肛瘘组 116 例（42.33%），其中

65 例（56.03%）有结肠受累，中位 Hs-CRP 为 10.91mg/dL。②肛瘘临床特点：158 例克罗恩病

肛瘘患者中，无症状肛瘘患者 48 例（30.38%），其中 37 例（77.08%）为复杂型（AGA 分

型），13 例（27.08%）内口数≥2，24 例（50.00%）瘘管数≥2。有症状肛瘘患者 110 例

（69.62%），其中 96 例（87.27%）为复杂型，48 例（43.64%）内口数≥2，74 例（67.27%）瘘

管数≥2。③无症状肛瘘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表明，结肠受累是克罗恩病无症状肛瘘发生的独立

危险因素。④预后：诊断 1 年时，无症状肛瘘组 40 例患者完成随访，其中 4 例（10.00%）愈合，

22 例（55.00%）缓解， 40 例患者中有 3 例（7.50%）出现了肛周症状。诊断 2 年时，无症状肛

瘘组 25 例患者完成随访，其中 4 例（16.00%）愈合，10 例（40.00%）缓解。25 例患者中，有 6

例（24.00%）出现了肛周症状。 

结论 在行 MRI 检查的克罗恩病患者中，肛瘘高达 57.66%的检出率不容忽视，而无症状肛瘘发生

率也已达到 17.52%，对于结肠受累的患者，无论是否存在肛周症状，均建议完善肛管 MRI 检查，

明确有无肛周病变。与无肛瘘及有症状肛瘘的患者相比，无症状肛瘘的患者，结肠受累更多，Hs-

CRP 水平更高。与有症状的肛瘘相比，无症状的肛瘘内口数量更少、瘘管数量更少、更简单

（AGA 分型）。且无症状肛瘘在诊断 1 年、2 年时分别有 7.50%、24.00%进展为有症状肛瘘，应

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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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38 

N-linked glycosylation of CREBH improves lipid 
metabolism and attenuates inflammation in NAFLD by 

regulating SCD-1 and MCP-1 

 
Ning Zhang, Jun-li ZHANG, Bei-bei LIU, Xiao-ling DENG,Sheng-liang Xin,Ke-shu Xu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N-linked CREBH in NAFLD treated with un-glycosylation and 
hyperglycosylation, and to find new bases for an effective therapeutic target 
Methods NAFLD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by MCD and HFD. Experimental mice were injected 
with recombinant lentiviruses of LV-CREBH-m1+m2+m3 and LV-GnT-V via the tail vein. 
Theexpressions of NAFLD-related factors were examined by Western blot, IF, qRT-PCR, IHC 
and ELISA 
Results The un-glycosylation of CREBH caused more significant lipid deposition and 
inflammation than those in normal mice (P<0.01), while the hyperglycosylationof CREBH partially 
improved this phenotype (P<0.05).The liver weight of mice injected with LV-CREBH-m1+m2+m3 
was the lightest in the MCD models andthe heaviest in the HFD models (P<0.05). The expression 
of CREBH protein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NAFLDmice models (P<0.01), while it was 
significant increased in LV-GnT-V group (P<0.01). In LV-CREBH-m1+m2+m3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SCD-1 was the lowest and MCP-1 was the highest in the two NAFLD models 
(P<0.05), and SCD-1 was up-regulated and MCP-1 was down-regulated by hyperglycosylation 
(P<0.05).CREBH could only produce effects on SCD-1 or MCP-1 after glycosylation. The liver 
func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TNF-α, IL-6 and MDA were all increased in LV-CREBH-
m1+m2+m3 group (P<0.05), and SOD was decreased apparently(P<0.01). 
Conclusions N-linkedglycosylation of CREBH improves lipid metabolism and relieves 
inflammation, lipotoxicity and lipid peroxidation by modulating the activation of SCD-1 and 
production of MCP-1. 
 
 

PU-0439 

肠道微生态改变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病 

风险关系的 Meta 分析 

 
李福曦,叶俊钊,邵琮翔,钟碧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大量研究显示肠道微生态异常参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发生发展。由于不同研

究选取的人群饮食习惯及遗传特点不一，有关具体各个菌属丰度异常与 NAFLD 的发病风险关系并

不明确。本研究采用系统回顾和 Meta 分析明确不同菌属丰度变化与 NAFLD 的发病关系。 

方法 依据 PRISMA 声明，在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CNKI）、万方

（Wanfang Data）、维普（VIP）等中英文数据库中全面检索有关检测 NAFLD 患者肠道菌群改变

的病例对照研究（末次检索更新时间为 2018 年 5 月），由两名作者独立筛选文献、评价文献质量

及提取数据，针对多个菌属，利用 RevMan 5.3 及 Stata 12.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采用随机或固

定效应模型，结果以标准化均数差（SMD）或均数差（MD）表示，并采用卡方检验及 I
2 统计量评

估纳入研究间的异质性，纽卡斯-渥太华质量评价表（NOS）评估文献质量，漏斗图及 Egger 检验

评估发表偏倚。 

结果 经检索及筛选，共纳入 14 篇中英文文献（文献质量评分≥5 分），包含 836 例 NAFLD 患者及

593 例健康对照，针对 8 个菌属进行研究。Meta 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健康对照，NAFLD 患者肠

道菌群中肠杆菌属、肠球菌属及链球菌属的丰度明显升高（SMD/MD 依次为 1.81【95%CI: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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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0.36【95%CI: 0.11, 0.62】和 0.09【95%CI: 0.04, 0.14】)，而双歧杆菌属和乳杆菌属的丰

度则明显降低（SMD 依次为-1.03 【95%CI: -1.64, -0.4】和-1.30 【95%CI: -2.10, -0.49】）。葡

萄球菌属、拟杆菌属及普氏菌属的丰度在 NAFLD 患者及健康对照之间无明显差异。 

结论 肠杆菌属、肠球菌属、链球菌属、双歧杆菌属及乳杆菌属的丰度改变与 NAFLD 发病具有相关

性，对未来治疗 NAFLD 的肠道益生菌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PU-0440 

阿拉坦五味丸联合 PPI 治疗 HP 阳性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临床观察 

 
郎轶萱,孙远杰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原：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 

 

目的 评价阿拉坦五味丸四联治疗幽门螺杆菌阳性的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80 例 Hp 阳性的消化性溃疡患者随机分为 2 组，40 例接受阿拉坦五味丸四联治疗的患者为治

疗组，40 例接受铋剂四联治疗的为对照组。观察两组 HP 根除率、治疗前后胃肠道症状缓解情况及

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组的 HP 根除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两组对上腹痛、反酸、嗳

气的症状改善均有显著疗效（p<0.05），但治疗组对纳差、腹胀的治疗效果优于铋剂组

（p<0.05）；治疗组的不良反应少于铋剂组。 

结论 对于患有消化性溃疡的患者来说，联合阿拉坦五味丸的四联疗法的 HP 根除率可与铋剂四联疗

法相媲美，且不良反应较轻。在纳差、腹胀临床症状缓解方面，表现出更好的效果。 

 
 

PU-0441 

Prenatal maternal stress induced intestinal low grade 
inflammation and impaired intestinal development of 

offspring mice 

 
Yue Sun,Lu Li,Kui Jiang,Xiaocang Cao ,Hailong Cao,Bangmao Wang 

General Hospital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Early life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organisms, and it is also 
the main stag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stinal microbiota and the maturity of the immune 
system. Adverse exposures or beneficial interventions in early life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etus and neonates and the health of the offspring. Maternal prenatal stress 
(PNMS) has been proven to affect the neuroendocrine function and alter the visceral sensitiv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prenatal stress on 
intestinal microbiota and intestinal development in offspring mice. 
Methods C57BL / 6 pregnant dam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PNMS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PNMS group of pregnant dams were subjected to mixed stress from 
gestational day 10 to day 18. The control group was not treated with special treatment.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 differentiation, proliferation, tight junction and barrier integrity were evaluated as 
indicative of intestinal development. Moreover, intestinal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intestinal 
microbiota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were also determined in the infants. 
Result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PNMS mice intestine suggested that 
low grade of inflammation was induced, while HE staining showed no macroscopic inflammation 
in both groups. HE staining showed that 3-week old PNMS pups had an impaired development of 
intestinal and colon. The serum level of FITC-D in PNMS pups was considerably higher, 
suggesting an increased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What‘s more,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 prolif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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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blet cell differentiation,Paneth cell secretion and tight junction formation were obviously 
decreased in PNMS mice. In addition, intestinal microbiota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of these 
two groups differed in 3-week. 
Conclusions The exposure of PNMS could impair intestinal development of offspring by 
chang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microbiota and inducing low grade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which 
might have a lasting negative impact of adult intestinal health.  
 
 

PU-0442 

降低服药信念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症状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茜,贺国斌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降低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FD）患者的服药信念对其症状及生活质量

的影响。 

方法 入选研究的所有 FD 患者均填写服药信念特异性问卷表(BMQ-Specific)，并接受简单的认知干

预降低必要性信念(Specific-Necessity)及顾虑信念 (Specific-Concerns)。采用消化不良症状严重度

量表（DSS）、尼平消化不良指数简表（NDI）、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患者健康问卷

抑郁症状群量表（PHQ-9）以及 PHQ-15 量表分别评估患者的症状、生活质量、焦虑、抑郁及躯体

化症状。随访 1 年后，患者自诉症状的变化，并提供当前是否继续服药及服药情况，再次评估服药

相关信念、DSS 与 NDI。统计学分析采用 t 检验、χ
2检验、Pearson 相关分析及线性回归。 

结果 必要性信念明显降低的患者 DSS 得分（1.94±1.93）、NDI 得分（30.28±8.16）与必要性信念

无明显降低的患者 DSS 得分（1.60±1.45）、NDI 得分（30.15±6.87）比较，有升高趋势，但比较

两组患者 DSS（t = -1.566, P>0.05）及 NDI（t = -0.135, P>0.05）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顾

虑信念明显降低的的患者的 DSS（t = 2.962, P<0.05）及 NDI（t = 5.883, P<0.05）得分均低于顾

虑信念无明显降低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访前的线性回归分析示 FD 分型（β = 0.393, 

P<0.05）、抑郁（β = 0.236, P<0.05）、躯体化（β = 0.343, P<0.05）可能横向影响 DSS；焦虑

（β = 0.477, P<0.05）、抑郁（β = 0.174, P<0.05）可能横向影响 NDI。随访后的线性回归分析示

抑郁（β = 0.138, P<0.05）、躯体化（β = 0.227, P<0.05）、顾虑信念（β = 0.155, P<0.05）的改

变可能是 DSS 的影响因素；FD 分型（β = 0.115, P<0.05）、焦虑（β = 0.363, P<0.05）、抑郁

（β = 0.239, P<0.05）、顾虑信念（β = 0.281, P<0.05）的改变可能是 NDI 的影响因素。 

结论 降低 FD 患者对药物的必要性信念后 FD 治疗效果有降低趋势，降低 FD 患者对药物的顾虑信

念后可能降低患者的 DSS、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提示提高患者的必要性信念及降低患者的顾虑

信念可能有助于 FD 的治疗。 

  
 

PU-0443 

NF-κB 信号通路对胰腺导管黏膜屏障损伤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苏州,龚雅慧,邓德海,覃蒙斌,杨慧莹,梁志海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调节 NF-κB 信号通路活性来观察胰腺导管上皮细胞中肌球蛋白轻链激酶（myosin light 

chain kinase，MLCK）的表达及细胞间紧密连接（tight junctions, TJs）的变化，从而探讨 NF-κB

信号通路及 MLCK 在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人胰腺导管上皮细胞（HPAF-II 细胞）作为研究对象，将细胞分为 3 组，对照组（C

组）、TNF-α 干预组（T 组）和 PDTC 干预组（P 组）；用 qPCR 及免疫印迹法测定 HPAF-II 细

胞 MLCK、TJs 相关蛋白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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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与 C 组细胞相比，T 组 p65 mRNA、P-P65 蛋白表达水平及 P-P65/p65 比值较高，而 P 组

P-P65 蛋白表达水平及 P-P65/p65 明显降低，表明 TNF-α 和 PDTC 可激活或抑制 NF-κB 信号通

路；2.与 C 组相比，T 组 MLCK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增高，而 P 组 MLCK mRNA 及蛋白表达水

平降低。3.与 C 组细胞相比，T 组细胞 TJs 相关蛋白 claudin-1 蛋白表达水平下降，MARVELD2 蛋

白表达水平升高，而 P 组细胞 claudin-1 蛋白表达水平升高，MARVELD2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下

降；4.与 C 组细胞相比，T 组单层细胞通透率稍升高，P 组明显降低。 

结论 NF-κB 信号通路的活性与 PDMB 损伤有关，NF-κB 信号通路可能通过改变胰腺导管上皮细胞

中 MLCK 及 TJs 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影响细胞间 TJs 及通透性，从而使胰腺导管黏膜屏障

（pancreatic ductal macosal barrier, PDMB）受损，从而参与急性胰腺炎的发生。 

 
 

PU-0444 

慢性低背痛和背痛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症状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志惠

1
,贺国斌

2
 

1.简阳市人民医院 

2.南充市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慢性低背痛(chronic low back pain, CLBP)和背痛在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FD)患者中的患病率,研究 CLBP 或背痛对 FD 患者消化不良症状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采用横断面、纵向随访研究，采用 PHQ-15 和改编的 PHQ-15 量表、尼平消化不良指数简

表、消化不良严重度、PHQ-9 量表、GAD-7 量表评估患者躯体化、生活质量、消化不良症状严重

度、抑郁和焦虑症状。采用卡方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Spearman 相关分析、线性及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CLBP 和背痛对 FD 患者消化不良症状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结果 CLBP 和背痛的患病率分别为 7.1%、26.9%，两组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
2
=39.368, 

P=0.000) 。 患 者 年 龄 段 (c
2
=19.182,P=0.001) 、 焦 虑 (F=5.511, P=0.001) 、 抑 郁 (F=5.291, 

P=0.001) 、 改 编 PHQ-15(F=8.741,P=0.000) 、 PHQ-15(F=12.136, P=0.000) 、 NDI(F=4.900, 

P=0.002)在无背痛、背痛和 CLBP 组间有差异，焦虑 (r=0.185, P=0.002)、抑郁 (r=0.224，

P=0.000)、改编 PHQ-15(r=0.227，P=0.000)、PHQ-15(r=0.277，P=0.000)、NDI(r=0.178，

P=0.003)、FD 分型(r=0.150, P=0.011)与背痛相关。背痛相关因素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示，躯体化(OR =1.173，P=0.000)、NDI(OR =1.064，P=0.000)是背痛的影响因素，重叠组背痛

发生率更高，抑郁有影响背痛的趋势(OR =1.074，P=0.066)；随访前 NDI 相关因素的线性回归分

析结果示，背痛(β=0.428，P=0.001)、焦虑(β=0.113, P=0.006)、抑郁(β=0.096,P=0.04、躯体化

(β=0.369, P=0.001)是 NDI 的影响因素 

结论 FD 中背痛比 CLBP 更常见；背痛与躯体化、焦虑、抑郁、FD 患者生活质量相关；治疗后随

访，与背痛及低背痛组比较，无背痛患者其症状改善更明显 

 
 

PU-0445 

生物钟基因和炎症相互作用共同参与炎症性肠病发病 

 
刘晓晶,于然,邹开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生物钟是普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行为及生理节律现象，对生物体的行为和生理的调控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调控异常可引起肥胖、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流行病学显

示多种生物钟紊乱行为，如睡眠障碍、饮食不规律等和 IBD 发病相关。 

方法 1、收集 UC 患者 51 例，CD 39 例，健康志愿者 42 例。检测外周血单核细胞及肠道活检组

织中生物钟基因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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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雄性 C57BL/6 小鼠 50 只，按授时时间分为 5 个时间点，n=5。结肠炎组自由饮用 3% DSS7 

天，对照组自由饮水 7 天，检测钟基因的表达。体外 LPS 刺激腹腔巨噬细胞，n=3，检测钟基因

表达。 

3、light/dark shift 构建生物钟紊乱模型，紊乱组和非紊乱组小鼠又分为结肠炎组和非结肠炎组，共 

4 组，n=7。结肠炎组给予 3% DSS 自由饮用 7 天，非结肠炎组自由饮水，7 天后处死各组小鼠。 

4、野生型和 Bmal1-/-小鼠分为结肠炎和非结肠炎组，共 4 组， n=7。结肠炎组给予 3% DSS 自由

饮用 7 天，非结肠炎组自由饮水 7 天，7 天后处死各组小鼠。 

结果  1、 UC 和 CD 患者肠道活检组织和外周血单核细胞中 6 种主要生物钟基因表达均较健康志

愿者下降且表达水平和疾病活动程度具有相关性（p＜0.05）。2、除 ZT12，Bmal1 和 CLOCK 在

结肠炎组肠道的表达均较对照组降低；除 ZT6 外，结肠炎组 Pers 的表达在各时间点均有较对照组

降低的趋势；结肠炎组 Crys 的表达在各时间点也均有较对照组降低的趋势。LPS 刺激 2 小时后腹

腔巨噬细胞主要钟基因 Bmal1、 CLOCK、 Per1 和 Cry1 表达明显下降（p ＜0.05）。3、生物钟

紊乱后小鼠对 DSS 更敏感，紊乱+结肠炎组小鼠较非紊乱+结肠炎组体重下降更明显，肠道炎症更

重，肠道炎症因子表达明显升高，炎症信号通路 明显活化（p＜0.05）。4、IBD 患者肠道 Bmal1 

蛋白表达下降；LPS 刺激后 RAW264.7 细胞 Bmal1 蛋白表达下降；Bmal1 敲除后小鼠对 DSS 更

敏感，肠道炎症更重，肠道炎症因 子表达更高，炎症信号通路明显活化（p＜0.05）。 

结论 1、IBD 患者体内生物钟基因表达异常，并且表达水平和疾病状态具有相关性，钟基因表达越

低，提示疾病活动；2、炎症和生物钟紊乱可以相互作用共同促进 IBD 的发病； 

3、作为生物钟的核心基因，Bmal1 表达下降可以促进 IBD 的发生。 

 
 

PU-0446 

Microbiota diversity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is 
associated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Yaxin Wu,Xiangsheng Fu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Background & Aims: Few evidences are available regarding the link between 
microbiota composition in the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RC) tissues and the patients‘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Methods Methods: Microbiota diversity in CRC tissues (n=30) were profiled and 
compared  by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includong 
tumor  location, differentiation degree, metastasis, and CRC patients' gender and age.  
Results Results: Many bacteria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bundance were identified 
associated with thes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P<0.0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icrobial composition  between right colon cancers (RCa) vs  left colon cancers (LCa), RCa 
vs rectal cancers (P<0.05).The  amount of Fusobacteri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LCa, 
moderately and poorly differentiated caners (MPD), and young patients (<60 years), compared to 
RCa, well differentiated cancers (WD) and old patients (>60 years), respectively (P<0.05). 
Helicobacter spp.in RCa and MPD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LCa and WD patients 
(P<0.05). Firmicutes in non-lymph node metastasis (LNM)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LNM patients (P<0.05). In addition, Clostridium s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non-LNM, LCa 
and young patients compared to LNM, RCa and old patients (P<0.05). Cyanobacteria was 
more abundant in males than in females (P<0.05).Lactococcus_lactis was more abundant in old 
patients compared to young patients (P<0.05).  
Conclusions Conclusions: The differen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in the CRCs was associated 
with patients'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suggesting a contrib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nosis of 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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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47 

以腹痛、巨脾为主要表现的原发性脾血管肉瘤一例 

 
郑梦琪,于岩波,张明明,王晓,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原发性脾血管肉瘤是脾脏最常见的非血液淋巴性恶性肿瘤，但由于症状的非特异性和缺乏特

异性肿瘤生物标志物，原发性脾血管肉瘤的临床诊断存在巨大挑战。本文介绍一例以腹痛、巨脾为

主要表现，后通过淋巴结活检及 PET-CT 明确诊断及转移灶的原发性脾血管肉瘤病例。 

方法 患者男，58 岁，因间断性腹痛 8 个月入院，疼痛程度剧烈。患者 10 岁时曾罹患疟疾，后发

现脾大 35 年，期间未发生明显不适。患者否认放疗、化疗和工业化学品暴露史。体格检查示：脾

大，肋下 10cm 可触及，质地韧。左锁骨上区域可触及淋巴结肿大。实验室检查示：血小板计数 

112×10
9
 / L，D-二聚体水平 2.28μg/ ml。其他实验室值和肿瘤标志物未见异常。PPD 测试阴性。

上消化道内镜和结肠镜检查未见异常。对比增强 CT 示脾脏及肝脏多发占位性病变，腹膜后及腹腔

淋巴结肿大并钙化。考虑到脾脏活检存在较高的脾脏破裂风险，为保证患者的安全，故行左锁骨上

淋巴结活检。淋巴结免疫组化示病灶 CD34，FLI-1，ERG 阳性，CD31 部分阳性，LCA、SMA 和

CK 阴性，Ki-67 阳性率约为 40％，诊断为血管肉瘤。为进一步明确血管肉瘤的原发病灶和转移情

况，患者行 PET-CT 检查，结果示胸骨关节，胸骨，左侧股骨多发高密度灶，以及腹膜后多发高放

射性摄取淋巴结。脾脏肿大，且放射性摄取增高。 PET-CT 结果符合原发性脾血管肉瘤伴肝脏、淋

巴结和骨多发转移。 

结果 结合免疫组化及 PET-CT 等辅助检查结果，患者诊断为原发性脾血管肉瘤伴肝脏、淋巴结、

骨多发转移。虽然脾切除术是目前局限性血管肉瘤的首选治疗方案，但该患者由于病史过长，病情

高度进展，已失去手术机会。 

结论 在本例报告中，患者以剧烈腹痛、巨脾为主要症状，其特殊的病史及临床表现，如疟疾病

史、35 年无症状巨脾史、腹部淋巴结肿大以及钙化灶等，导致一系列鉴别诊断困难，如疟疾后脾

大、血管性脾肿瘤、慢性结核和脾淋巴瘤，进而未能早期明确诊断，以至错过最佳手术治疗时机。 

 
 

PU-0448 

BMP9 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发生发展的影响 

 
刘贝贝,徐可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骨形成蛋白 9(BMP9)是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超家族成员之一，是主要由肝脏产生并持

续分泌至血液的一种细胞因子。体循环中 BMP-9 对骨和内皮等多种器官和组织发挥作用,但 BMP9

对肝脏的作用所知甚少。本研究通过重组腺病毒（Ad）转染，探讨 BMP9 对 C57BL/6 小鼠非酒精

性脂肪性肝炎（NASH）发生发展的影响。 

方法 构建 BMP-9 过表达腺病毒载体（AdBMP-9）并验证。实验 C57BL/6 雄性小鼠随机分为正常

对照组（C）、模型组（M）、空载腺病毒 Ad-Null 阴性对照组（N）和 Ad-BMP9 干预组（B）。

建立蛋氨酸-胆碱缺乏饮食（MCD）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模型。在 MCD 诱导前 1 周，将 Ad-

BMP9 和 Ad-Null 注入小鼠尾静脉，1 次/周，分别于 MCD 造模 2 周和 4 周后处死小鼠，取心脏血

检测血清肝酶（ALT、AST）活性；取肝脏组织做 HE 染色观察肝脏组织学改变，油红染色观察肝

细胞内脂滴，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巨噬细胞标志 F4/80，INOS(M1 型标志),CD206(M2 型标志)及

早期纤维化指标 a-SMA，试剂盒检测肝组织 TG 含量。荧光实时定量 PcR 法检测肝脏 BMP9 、脂

质合成相关基因、炎症指标（MCP-1、TNF-a、IL-1、IL-6）、纤维化指标（CTGF,COL1a,PAI-

1,TGFβ1，MMP2，MMP9）mRNA 的表达；westem 印迹法分别检测 BMP9 及下游基因、炎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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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MCP-1、TNF-a）蛋白表达情况。两组数据比较采用 t 检验，多组数据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 

结果 MCD 饮食 2W 和 4W 所诱导的 NASH 模型，与 N 组相比，B 组 BMP9 mRNA 及蛋白水平过

表达 50-150 倍，下游基因表达增多;血清肝酶明显升高;组织学显示更严重的大泡性脂肪变、小叶内

炎症及气球样变;肝细胞内脂滴较多;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F4/80 及 INOS 阳性率明显增加，CD206 无

明显差异，a-SMA 无明显差异但有上升趋势;促炎基因 MCP-1、TNFa mRNA 及蛋白水平表达明显

增加；纤维化指标的基因表达明显增加。 

结论 在 MCD 诱导小鼠 NASH 模型中，BMP9 能够诱导 M1 型巨噬细胞分化，促进 NASH 炎症反

应及肝纤维化，促进 NASH 的发生发展。 

 
 

PU-0449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焦虑、抑郁水平与伴随的心身问题 

 
刘通,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肠易激综合征除表现腹痛、排便习惯改变、大便性状改变等胃肠道症状外，还常伴随焦虑、

抑郁样精神心理症状，行为模式改变，社会功能受损及人格异常。我们着重探讨肠易激综合征人群

的焦虑、抑郁状态共患病倾向，并利用结构性问诊对其各类心身问题进行评估。 

方法 我们利用肠易激综合征病情尺度调查表（IBS-SSS）对纳入人群进行肠易激症状严重程度评

分，并分为肠易激综合征及无症状对照两组，利用公认的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和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Hamilton Anxiety/Depressive 

Scale, HAMA/HAMD）量化评估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和无症状人群的焦虑和抑郁水平，并利用心身医

学研究的诊断标准（Diagnostic Criteria for Psychosomatic Research, DCPR）对患者及无症状人

群进行结构性问诊，统计分析各项指标评分的组间差异。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50 名志愿者，分为 IBS 组（n=95）和无症状组（n=55）。IBS 组自评焦虑、

抑郁水平均高于无症状组 [SAS:54.2±4.0 vs 40.4±6.7,p＜0.05;SDS:59.0±8.3 vs 38.4±3.3 p＜

0.05] ， 他 人 评 价 的 焦 虑 、 抑 郁 水 平 亦 显 著 升 高 （ HADS:12.0±1.4 vs 7.5±1.0, p ＜

0.05;HAMA:12.3±1.8 vs 9.0±2.0,p＜0.05;HAMD: 16.3±2.2 vs 11.3±1.7,p＜0.05）。在 DCPR 涉及

的 12 个主要心身问题中，IBS 组人群外显的心身问题数量显著高于无症状组（6.5±0.8 vs. 3.2±0.4, 

p＜0.05）。 

结论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焦虑、抑郁水平和心身问题数量明显高于无症状人群。在 IBS 的防治中，

需要积极进行心理指导和干预。 

 
 

PU-0450 

水胶体敷料在治疗慢性肝病患者长期输液引起静脉炎 

的护理疗效观察 

 
胡玉媛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浅谈水胶体敷料在治疗慢性肝病患者长期输液引起静脉炎的护理体会。 

方法 将本科接收的 16 例患者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进行试验对照,治疗组

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静脉炎肝病患者 12 例,对其院内物资科通过审核采购的的水胶体敷料康惠尔透

明贴(超薄型)进行静脉外敷治疗并观察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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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组 8 例静脉炎患者中,24h 后有改善 8 例，48h 后显效 11 例,治疗 4d 后,痊愈 12 例,总有

效率 100%。对照组 8 例患者中,24h 后有改善 4 例，48h 后显效 8 例,治疗 4d 后,痊愈 10 例,显效 2

例,总有效率为 100%。两组之间的效果进行比较,其差异比较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水胶体敷料在治疗慢性肝病长期输液引起静脉炎效果良好，可明显提高患者舒适度,减轻护理

工作量和患者医疗费用,治疗效果明显。 

 
 

PU-0451 

肠道炎症加重高脂饮食小鼠肝脏损伤：聚焦肠血管屏障功能在

NASH 中作用 

 
成纯伟,谭君,张磊,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尽管已有报道―多次打击‖参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发生和进展，但 NAFLD 进展

至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相关的机制目前尚未完全了解。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肠道功能

障碍可能通过肠-肝轴的炎性传输来驱动 NASH 的进展。因此，NAFLD / NASH 肠道屏障的破坏近

年来备受关注。最新的研究发现肠道血管屏障（GVB）损伤可能是导致乳糜泻患者肝脏损伤的重要

原因。然而, 目前没有临床和实验研究来评估 GVB 在 NAFLD / NASH 中功能。本研究的目的是明

确肠道功能障碍如何促进 NASH，并进一步探讨 GVB 在 NASH 进展中的作用。 

方法 1）首先建立肠道黏膜炎症损伤的 NAFLD 模型，随机分为四组：正常饮食组（NCD）,高脂饮

食组（HFD），DSS 组和 HFD+DSS 组；2）收集结肠组织和肝组织，并通过组织病理学评估肠道

和肝脏损伤情况，利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分别评估肠道炎症和黏膜屏障的情况以及肝脏炎

症和纤维化情况； 3）通过测量肠血管 FITC-dextran 70Kd 的渗透性和利用 WesternBlot 和共聚焦

显微镜检测 PV-1（内皮细胞渗透性的标记）的表达来评估小鼠的肠道内皮通透性。 

结果 我们发现 HFD 干预可能加剧 DSS 诱导的结肠炎。与对照小鼠相比，DSS 诱导的结肠炎导致

NAFLD 进展至 NASH 和纤维化。我们进一步表明在 HFD / DSS 喂养的小鼠中存在 GVB 的损害。

此外，脂肪性肝炎的持续和恶化与黏膜炎症，肠上皮屏障功能障碍，GVB 损伤和细菌移位密切相

关，这加重 NAFLD 小鼠模型的肝脏炎症和纤维化损伤。 

结论 肠道炎症加重 NAFLD 的肝脏损伤可能是由于肠粘膜屏障和 GVB 受损，这与疾病的严重程度

和 NASH 发展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证明了 GVB 在 NASH 发病机制中的关键作用，并且进

一步强调了饮食，肠道屏障和肠道微生物群之间的复杂作用在驱动 NAFLD 进展的作用。了解肠道

血管屏障可能为肠-肝轴的调节提供新的见解，从而为预防和治疗 NASH 提供潜在的治疗靶点。 

 
 

PU-0452 

EGLN3 upregulates MAPK signaling pathway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s via ERK 

 
CHUSHU LI 

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protein kinase(ERK) is known as a major subtype in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MAPKs) families. The ERK signaling plays important part in 
promoting gastrointestinal (GI) tumor growth. This study aims to find out a novel effector of ERK 
in GI neoplasia which may become a potential biomarker in GI cancers.  
Methods OncoBinder software is used to screen the protein candidates. Western blot, qRT-PCR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of EGLN3, p-ERK, total ERK.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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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oprecipitation and immunofluorescent are used for detect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GLN3 and ERK protein and the intracellular location. 
Results Four high-potential interactors of ERK are discovered through OncoBinder: EGLN3, 
MTPN, MIC10 and GAPDH. Among them, overexpression of EGLN3 (Egg laying defective nine 
homolog 3) can obviously upregulate the phosphorylation of the ERK in human gastric and colon 
cancer cell lines, while total ERK gains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protein level. Simultaneously, 
knockdown of EGLN3 with siRNAs reduces the protein level of p-ERK but does not affect the 
expression of total ERK. However, when ERK and EGLN3 are co-transfected, it shows more ERK 
located in the nucleus but no difference in p-ERK. And weak interaction is detected between 
EGLN3 and ERK through CO-IP.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EGLN3 induces the phosphorylation of ERK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GI tumors and provides a novel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in 
GI tumors. Further researches have to be done to find out the specific mechanism. 
  
 

PU-0453 

不同浓度西甲硅油溶液对结肠镜镜头清洁作用的研究 

 
宋彦,王璞,刘晓岗,李良平,张建成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结肠镜检查中有多种非亲水性物质引起镜头模糊，常用的无菌蒸馏水喷洒难以有效清洁镜

头。西甲硅油作为胃肠道诊疗前处置常用的表面活性药物，有改善镜头清洁效果的潜力，本研究旨

在探讨不同浓度的西甲硅油对比无菌蒸馏水对结肠镜镜头清洗作用。 

方法 设置乌龙茶（O），低浓度西甲硅油溶液（S1，4.3mg/ml），高浓度西甲硅油溶液（S2，

16.7mg/ml），无菌蒸馏水（D）为四组镜头清洗液。将结肠镜（Olympus CF-260Q）镜头前端充

分浸没于恒温水浴保持 36.8℃的融化猪油中持续 1 秒，采集清洗前图像，分别用前述四种清洗液

持续清洗 3 秒，采集清洗后图像，充分清洁镜头后重复上述过程，每组 20 例次。清洗前后的图像

由 3 名高级内镜医师同时评估达成共识后标记模糊范围，用计算机计量标记范围的像素点数所占屏

幕百分比值量化模糊范围。使用统计软件 R，以 t 检验比较三组的清洗前、清洗后以及清洗前-清洗

后的模糊范围对应的像素点数的平均值，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清洁前四组图像模糊范围无菌蒸馏水组小于其他三组，O 组与 S1、S2 组之间清洁前模糊范

围无明显差异。清洗后三组模糊范围均显著小于蒸馏水组，（O:8.47±20.38 vs D:38.24±28.93，

p<0.001 ） , （ S1:13.06±10.44 vs D:38.24±28.93 ， p<0.001 ） , （ S2:6.76±8.28 vs 

D:38.24±28.93，p<0.001）。其中高浓度西甲硅油的清洗后模糊范围与乌龙茶组相比有领先趋势

但统计检验无明显差别（O:8.47±20.38 vs S2:6.76±8.28，p=0.05），且显著优于低浓度西甲硅油

和无菌蒸馏水。清洗前-清洗后绝对值差异，高浓度西甲硅油与乌龙茶无明显差异（O:87.35±20.81 

vs S2:89.57±8.50 ， p=0.70 ） , 均优于低浓度西甲硅油，三种清洗液均优于无菌蒸馏水

（S2:89.57±8.50 vs O:87.35±20.81 vs S1:78.12±19.24 vs D:37.84±30.21，p<0.001） 

结论 高浓度的西甲硅油溶液对结肠镜镜头清洁效果与乌龙茶类似，均优于无菌蒸馏水。西甲硅油

作为非吸收性表面活性药物相较于乌龙茶具有安全、稳定的优点，其临床适用性需要进一步研究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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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54 

非转移性食管鳞癌中 SPOP 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唐晓禹,郭婷,谭玉勇,刘德良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初步探究斑点型锌指结构域蛋白(speckle-type POZ domain protein, SPOP)在非转移性食管鳞

状细胞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 应用组织芯片结合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半定量检测 93 例食管鳞状细胞癌组织（不含 TNM

分期 IV 期患者标本）及 87 例相匹配癌旁组织中 SPOP 的表达量，并分析其与患者临床病理参数

和生存时间的关系。 

结果 1、SPOP 在食管鳞状细胞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均有表达，阳性信号出现在胞浆、胞核、间质

中。SPOP 高表达定义为染色强度与阳性细胞百分比计分乘积>6 分。在食管鳞状细胞癌组织和癌

旁组织中，SPOP 高表达率分别为 64.2%，和 70.4%，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402)。 

2、SPOP 在食管鳞状细胞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与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大小、浸润深度、淋巴

结是否转移、TNM 分期或病理分级无明显相关（P>0.05）。 

3、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和 log-rank 检验发现浸润深度（P=0.007）、淋巴结是否转移

（P=0.027）和 TNM 分期（P=0.008）是食管鳞癌患者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而 SPOP 表达水平

与生存时间无明显相关（P=0.914）。多因素分析显示以上因素均非食管鳞癌患者生存时间的独立

影响因素。 

结论 SPOP 表达水平与非转移性食管鳞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无明显相关性，肿瘤浸润深

度、是否有淋巴结转移、TNM 分期是食管癌预后的危险因素，但非独立危险因素。此结论尚需进

一步实验证实。 

 
 

PU-0455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of TEAD2 by Wnt signaling 
enhances stem-like traits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Tao Wang,Bin Wang,Dongfeng Che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Daping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teraction with TEA domain transcription factors (TEADs) is in fact essential for most 
of YAP/TAZ transcriptional effects. It‘s well established that Wnt signaling is strongly activated 
and drives self-renewal of CSCs in gastric cancer (GC). Importantly, recent studies uncovered the 
impact of Wnt signaling on YAP/TAZ/TEAD activity regulation. In cells that treated with Wnt ligand, 
YAP/TAZ/TEAD is strongly activated and mediated Wnt-dependent biological effects. However, 
the role of Wnt signaling in YAP/TAZ/TEAD complex regulation at the transcription level is still 
elusive. 
Methods Q-PCR or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mRNA or protein level, respectively. 
The Wnt signaling was activated by Wnt3a treatment, and blocked by dominant negative TCF4 
(dnTCF4) expression. The occupancy of protein or epigenetic status on the TEAD2 promoter was 
detected by ChIP-qPCR. 
Results The transcription level of TEAD2, but not the other TEADs, was promoted by Wnt 
signaling activation in a time-dependent manner. TEAD2 was up-regulated in GC tissue and 
responsible for stemness of GC cells. Moreover, YAP/TAZ/TEADs downstream genes (CTGF 
and BIRC5) were elevated upon Wnt3a stimulation, which was diminished by Wnt signaling 
inhibition using β-catenin depletion or dominant negative mutant TCF4 (dnTCF4) overexpression. 
Furthermore, we found the β-catenin/TCF4 complex and histone methyltransferase KMT2F 
mediates the activation of TEAD2 by Wnt sign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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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e reveal that Wnt signaling up-regulated TEAD2, thereby activating 
the YAP/TAZ/TEAD complex. Moreover, TEAD2 is essential fo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stemness 
maintenance in GC, therefore may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of GC. 
 
 

PU-0456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易感基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分析 

 
孙晓娅,贺志强,王立群,王志忠 

宁夏医科大学 

 

目的 既往研究提示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与多个易感基因

相关。本研究旨在分析多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和肥胖

之间的交互作用与 NAFLD 的相关性，为开展 NAFLD 的精准预防提供参考。 

方法 以参加宁夏地区基本公共卫生项目健康体检的社区人群为研究对象，纳入 1665 名 55 岁及以

上的回族社区人群体检数据。采用质谱分析法检测 5 个 SNPs 的基因型，包括载脂蛋白 E

（ Apolipoprotein E ，ApoE ）基因 rs7412 、 rs429358 ；脂肪滋养蛋白基因（ patatin-like 

phospholipase domain containing 3，PNPLA3）rs738409，SAMM50（sorting and assembly 

machinery component 50）基因的 rs2143571 和小细胞蛋白 β 基因（PARVB）的 rs6006611。采

用 Logistic 回归和多因子降维法（multifacto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MDR）来分析各因素的主

效应和基因-环境、基因-基因的交互作用。 

结果 共有 1476 社区居民完成了全部体检和 SNPs 的检测纳入分析。其中 341 人符合 NAFLD 的诊

断标准，1135 名非 NAFLD 社区居民为对照组。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提示肥胖（OR=5.10，

P<0.001），空腹血糖异常（OR=1.60，P=0.01）和 rs738409GG 基因型（OR=1.83，P=0.03）

与 NAFLD 显著相关；且超重与 rs738409GG 基因型交互作用显著（OR=8.27，P=0.001）。MDR

分析显示：肥胖与空腹血糖之间存在较强的协同作用（P=0.01），预测准确率 0.5365，交叉验证

一致性为 10/10 ；  rs738409GG 基因型与 rs2143571AA 基因型存在较强的协同作用

（P=0.009），预测准确率为 4/10，交叉验证一致性为 0.5157； 肥胖与 rs738409GG 基因型之间

存在弱的协同作用（P=0.009），预测准确率为 0.5195，交叉验证一致性为 8/10。 

结论 PNPLA3 基因多态性、肥胖以及空腹血糖异常等因素与宁夏回族社区人群 NAFLD 患病风险显

著相关，为开展 NAFLD 的精准预防具有现实意义。 

  
 

PU-0457 

沙利度胺治疗 6 例成人难治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王彤钰,牟丹,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的发病率在我国逐年增加，但传统药物治疗效果有

限。沙利度胺作为免疫调节剂具有抗 TNFα 作用且价格低廉，在克罗恩病（Crohn disease, 

CD）、儿童难治性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中疗效显著，但对于治疗成人 UC 的疗效和安全性仍有待

进一步证实。我们观察沙利度胺治疗成人难治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纳入 16-70 岁活动性溃疡性结肠炎且未行结直肠手术的难治性 UC 患者，既往激素依赖或激

素和（或）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治疗无效。筛选实验后给予沙利度胺 1.5-2.5mg/kg/d 治疗。治疗

后第 2、4、8、12、16、24 和 58 周进行随访观察。评估 Mayo 评分、溃疡性结肠炎内镜严重程度

（Ulcerative Colitis Endoscopic Index of Severity, UCEIS）评分、炎症性肠病患者生活质量分析

表（IBDQ），观察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C 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 CRP)等实验室检查，记录临床缓解率、临床有效率并监测药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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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所有病例中 1 例诱导治疗失败，余 5 例诱导治疗成功。诱导成功病例在治疗 4 周内炎性指标

均明显下降，并在治疗 12 周达到临床缓解或临床应答，IBDQ，UCEIS 评分明显下降。其中 1 例

患者治疗 13 周后因不良反应嗜睡和失眠退出，余 4 例中 2 例治疗时间达 58 周且停药 1 年维持缓

解。累计沙利度胺治疗时间 178 病人*周。所有患者均经历轻度周围感觉异常，1 例有轻度周围神

经病变，其他不良反应包括：纳差，眩晕，下肢水肿，嗜睡和失眠。 

结论 沙利度胺治疗难治性溃疡性结肠炎可以有效诱导临床缓解，促进结肠镜下黏膜愈合，抑制炎

症反应，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外周神经炎在不良反应中最为常见，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较少但仍需

密切监测。 

 
 

PU-0458 

杏仁核代谢性谷氨酸受体第五亚型（mGluR5）参与慢性胃食管

反流病模型的作用机制研究 

 
赵艳

1
,蔡国洪

2
,任牡丹

1
,卢桂芳

1
,武胜昔

2
,和水祥

1
 

1.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 

 

目的 探究大脑杏仁核内代谢性谷氨酸受体第五亚型（mGluR5）参与慢性胃食管反流病模型的作用

机制。 

方法 我们采用部分幽门结扎加前胃结扎制备的方法建立慢性胃食管反流病模型。在建立模型后 7

天，使用旷场实验评估模型的焦虑样情绪。利用 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模型鼠大脑杏仁核内

mGluR5 的表达变化。利用高尔基染色的方法，观察杏仁核内椎体神经元树突棘的变化。利用行为

药理学实验检测调控 mGluR5 对慢性胃食管反流病模型的作用。 

结果 旷场实验结果显示，模型组中央区活动路程和时间与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P<0.05），提示

模型鼠出现焦虑样情绪。western blot 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杏仁核内的 mGluR5 的表达

显著升高（P<0.05）；高尔基染色结果显示慢性胃食管反流病模型杏仁核内神经元树突棘密度显

著升高，提示发生了结构可塑性的变化。进一步，在中央区杏仁核内定位注射 mGluR5 的拮抗剂

MPEP 能够显著增加慢性胃食管反流病模型在旷场中央区活动时间，提示其能够有效改善焦虑样的

症状（P<0.001）。 

结论 慢性胃食管反流病模型伴发有明显的焦虑样行为，可能与模型鼠杏仁核内结构可塑性发生明

显变化及 mGluR5 表达显著升高有关。通过抑制 mGluR5 可以有效缓解模型鼠焦虑样的症状。 

 
 

PU-0459 

埃索美拉唑单用与埃索美拉唑+氟哌噻吨美利曲辛联用 治疗糜烂

性胃炎(伴有负面情绪)的对比研究 

 
张禹,薛玲珑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太钢总医院 

 

目的 比较埃索美拉唑单用与埃索美拉唑+氟哌噻吨美利曲辛联用治疗伴有负面情绪的糜烂性胃炎的

疗效。 

方法 将 86 例伴有负面情绪的糜烂性胃炎患者纳入研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46 例

患者口服埃索美拉唑，40mg/天，观察组 46 例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服氟哌噻吨美利曲片 1 片/次，

1 次/天，两组均四周为一疗程。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和黏膜糜烂情况，胃黏膜中前列

腺素 E2、丙二醛含量、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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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症状评分、黏膜糜烂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HAMD 评分、HAMA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患者负面情绪评分与治疗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治疗前，观察组患者的 PGE2 含量、MDA 含量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 

4、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PGE2 含量高于对照组，MDA 低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埃索美拉唑+氟哌噻吨美利曲辛联用有助于改善临床症状和黏膜糜烂、缓解负面情绪，其整体

疗效优于埃索美拉唑单药治疗。 

 
 

PU-0460 

循证护理用于原发性肝癌晚期患者临终关怀的效果研究 

 
胡帆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肝癌晚期患者临终关怀中实施循证护理的效果。 

方法 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本院收治的 90 例原发性肝癌晚期患者进行研究，按患者临终护

理方式将患者分为基础组（n=45）和循证组（n=45），对基础组患者实施基础护理，对循证组患

者临终关怀中实施循证护理干预，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 

结果 循证组患者护理后 1 个月、3 个月 VAS 评分、3 个月后 HAMD、HDMD 与基础组相比明显较

低，FACT 与基础组相比明显较高，P<0.05。 

结论 原发性肝癌晚期患者临终关怀中实施循证护理效果优良。 

 
 

PU-0461 

VIRUSES IN HUMAN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HOMEOSTASIS AND DISEASE 

 
Jiaqi Li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normal human gut viruses undergoes the inherited ―viral linkage‖, 
dynamics in infants, the balance between infection and immunity and lastly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in adults. Successful formation of gut virome after co-evolution contributes to the 
balanced human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in homeostasis, which correlates with commensal 
bacteria, intestinal epithelium and local immunity. However, as the property of a specific virus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virus itself but also on the status of its host, some pathogenic or even 
resident viruses in some special circumstances can lead to complex diseases as a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 Taken together, intestinal viruses which can be originally regarded as 
an ―organ‖ really benefit us human beings in some sense and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diagnostic 
biomarker or therapeutic target in some relevant diseases. 
Methods The development of normal human gut viruses undergoes the inherited ―viral linkage‖, 
dynamics in infants, the balance between infection and immunity and lastly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in adults. Successful formation of gut virome after co-evolution contributes to the 
balanced human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in homeostasis, which correlates with commensal 
bacteria, intestinal epithelium and local immunity. However, as the property of a specific virus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virus itself but also on the status of its host, some pathogenic or even 
resident viruses in some special circumstances can lead to complex diseases as a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 Taken together, intestinal viruses which can be originally regard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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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rgan‖ really benefit us human beings in some sense and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diagnostic 
biomarker or therapeutic target in some relevant diseases 
Results The development of normal human gut viruses undergoes the inherited ―viral linkage‖, 
dynamics in infants, the balance between infection and immunity and lastly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in adults. Successful formation of gut virome after co-evolution contributes to the 
balanced human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in homeostasis, which correlates with commensal 
bacteria, intestinal epithelium and local immunity. However, as the property of a specific virus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virus itself but also on the status of its host, some pathogenic or even 
resident viruses in some special circumstances can lead to complex diseases as a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 Taken together, intestinal viruses which can be originally regarded as 
an ―organ‖ really benefit us human beings in some sense and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diagnostic 
biomarker or therapeutic target in some relevant diseases. 
Conclus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ormal human gut viruses undergoes the inherited ―viral 
linkage‖, dynamics in infants, the balance between infection and immunity and lastly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in adults. Successful formation of gut virome after co-evolution contributes to the 
balanced human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in homeostasis, which correlates with commensal 
bacteria, intestinal epithelium and local immunity. However, as the property of a specific virus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virus itself but also on the status of its host, some pathogenic or even 
resident viruses in some special circumstances can lead to complex diseases as a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 Taken together, intestinal viruses which can be originally regarded as 
an ―organ‖ really benefit us human beings in some sense and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diagnostic 
biomarker or therapeutic target in some relevant diseases. 
 
 

PU-0462 

单气囊小肠镜在诊治小肠狭窄方面的应用价值 

 
王君珂,马田,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消化道造影、CT、磁共振对小肠狭窄的诊断效能较低，胶囊内镜不能用于怀疑小肠狭窄患

者，单气囊小肠镜可直视狭窄部位并可行球囊扩张、狭窄切开等治疗。肿瘤、炎症、异物、术后肠

粘连等可致小肠狭窄，不同疾病导致的狭窄内镜特征不一。本研究旨在分析单气囊小肠镜对小肠狭

窄的诊疗价值，并归纳不同疾病所致狭窄的镜下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因怀疑小肠狭窄而行单气囊小肠

镜检查的患者资料，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影像学检查、小肠镜资料等，从而分析单气囊小肠镜下

小肠狭窄的检出率，不同疾病特别是炎症性疾病导致狭窄的镜下特征及治疗方法。 

结果 我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共有 186 位疑诊小肠狭窄患者行单气囊小肠镜检查，107

位发现狭窄，狭窄检出率为 57.5%（107/186）；炎症性疾病 57 例（53.3%），包括克罗恩病 29

例，肠结核 8 例，CMUSE、缺血性肠病、放射性肠病各 2 例，NSAIDs 相关小肠炎、白塞氏病、

过敏性紫癜各 1 例等；肿瘤 38 例（35.5%），包括腺癌 18 例，淋巴瘤 8 例，间质瘤 2 例，浆细胞

瘤、粒细胞肉瘤、脉管瘤、神经内分泌肿瘤各 1 例等；术后肠粘连、异物等所致狭窄 12 例。炎症

性疾病所致狭窄多位于回肠，肿瘤所致狭窄多位于空肠。克罗恩病所致狭窄为同心性或偏心性，周

围黏膜炎症明显；肠结核的狭窄多呈环形，周围黏膜相对正常或充血水肿；CMUSE 狭窄为多发，

可见浅溃疡；NSAIDs 相关小肠炎导致隔膜样狭窄。107 位患者中，2 例肠结核患者行单气囊小肠

镜下球囊扩张术，2 例小肠异物患者行小肠镜下碎石术，1 例小肠腺癌、2 例 CMUSE 患者行小肠

镜下胶囊内镜滞留取出术，术后皆无并发症发生。 

结论 单气囊小肠镜对疑诊小肠狭窄患者有较高诊断效能，并可行相应治疗，安全有效。小肠镜下

狭窄的特征有助于疾病鉴别诊断，特别是克罗恩病等炎症性疾病。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681 
 

PU-0463 

MUSE™胃底折叠术系统治疗胃食管反流病规范化 

护理流程的建立 

 
王潇潇,赵会君,艾洁,李剑锋,王健,彭丽华,杨云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根据 MUSE™内镜下胃底折叠术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方式，设计安排规范化的护理流

程，协助医生在术前、术中、术后顺利结束治疗。 

方法 术前护理； 

 术前访视患者，停用凝血药、PPI； 

完成各项检查，完成 GERD-HRQL 问卷、GERD-Q 量表； 

术前物品准备 ； 

术中护理； 

建立静脉通道，患者呈平躺仰卧位； 

检查胃镜、MUSE 内镜系统运行正常； 

术中记录普通胃镜时间, MUSE 内镜下钉合时间，记录有无出血量； 

手术结束清洁患者呼吸道，苏醒后在内镜恢复室 1 小时； 

术后护理； 

术后用药：抗生素预防感染，昂丹司琼预防呕吐，雾化 2 日预防咽部不适，禁用 PPI； 

术后三天血常规及胸片检查； 

术后 24 小时禁食水，后 2 周以流质饮食为主，两周以后可逐渐恢复正常饮食； 

安排下一次随访。 

结果 胃食管反流病（GERD）是以食管下括约肌（LES）功能为主的胃食管动力障碍，严重影响的

身心健康。目前药物效果不理想，手术治疗副作用多。 

MUSE™内镜下胃底折叠术是一种新的经口内窥镜装置（以色列 Medigus）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治

疗技术，无需腹部切口，可减轻反酸、烧心、吞咽困难、腹胀等症状的发生。以色列 MEDIGUS 公

司生产的 MUSE 内镜下胃底折叠术系统已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北京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的注册检验，检验结论为―符合注册产品标准的要求‖。 

本治疗研究项目由解放军总医院消化内科（消化科系全军消化内科研究所、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军队

建设项目学科）消化病中心主任杨云生教授、彭丽华教授作为主要操作者。在我院消化科开展

MUSE 内镜下胃底折叠术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进行评估。目前国外并没有建立文献

报道规范化的护理流程。本研究立足于此基础，建立 MUSE 内镜下胃底折叠术护理规范化流程，

以协助医生在术前全面评估患者身体情况，完善各项检查，协助与患者沟通解释，术中协助术者及

麻醉医生的工作，术后密切随访患者的各项情况，确保患者顺利结束治疗。 

结论 目前国外并没有建立文献报道规范化的护理流程。 

本研究立足于此基础，建立 MUSE 内镜下胃底折叠术护理规范化流程，以协助医生在术前全面评

估患者身体情况，完善各项检查，协助与患者沟通解释，术中协助术者及麻醉医生的工作，术后密

切随访患者的各项情况，确保患者顺利结束治疗。  

建立规范化治疗术前、术中、术后护理规范表格，协助护理工作完成。 

对患者的不适尽早发现，建立对应的护理方案。减少不良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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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64 

MiR-885-5p Negatively Regulates Warburg Effect by 
Silencing Hexokinase 2 in Liver Cancer 

 
Fei Xu

1,2
,Qiu Zhao

1,2
,Xing-xing He

3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China 

2.Hubei Clinical Center and Key Laboratory of Intestinal and Colorectal Diseases， Wuhan， China 

3.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edicine，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miR-885-5p expression and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in HCC 
progression and verify whether it can play a therapeutic and prognostic role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Microarray analysis, online datasets and quantitative PCR validation were applied to 
test the expression of miR-885-5p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tissues and cell lines.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and flow cytomete were applied to test th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f 
liposome carriers. Malignant phenotypes such a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apoptosis assays 
were performed in different types of hypoxic model in vitro and subcutaneous tumor 
transplantation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vivo. Lactate production and glucose uptake ability 
were also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glycometabolic activity of miR-885-5p in liver cancer cells. 
To verify the precise target of miR-885-5p, the pMIR-REPORT system was 
applied and glycometabolic relate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vivo and in vitro respectively. 
Results Our microarray analysis and subsequent quantitative PCR validation revealed that miR-
885-5p was strongly down-regulated in HCC tissues and cell lines. miR-885-5p can be delivered 
to HCC cells by cationic liposomes efficiently and quickly. Malignant phenotypes were performed 
in different types of hypoxic model and indicate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miR-885-5p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HCC cell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duced apoptosis in vitro and tumor growth in 
vivo. Subsequent investigations of whether miR-885-5p regulated the glycometabolic activity of 
cancer cells demonstrated that forced expression of miR-885-5p in SMMC-7721 cells significantly 
reduced glucose uptake and lactate production by repressing several key enzymes related to 
glycolysis. Particularly, miR-885-5p directly targets the 3‘-untranslated region of hexokinase 2 
(HK2), which is a key enzyme catalyzes the irreversible first step of glycolysis and associates with 
poor patient outcomes. HK2 glycolytic function is directly repressed by miR-885-5p, which is 
downregulated, inversely correlates with HK2, and is a good predictor of prognosis in HCC 
patients. 
Conclusions  miR-885-5p acts as tumor suppressor gene and inhibits Warburg effect in HCC 
cells. Additionally, miR-885-5p/HK2 axis strongly links aerobic glycolysis to carcinogenesis and 
may become a promising cancer therapeutic and prognostic predictors for HCC patients. 
  
 

PU-0465 

网络和社交媒体对中国炎症性肠病患者的影响：  

一项多中心问卷调查研究 

 
余乔

1
,徐丽怡

1
,李丽丽

1
,郅敏

2
,王新颖

3
,郭红

4
,范一宏

5
,李玥

6
,杨柏霖

7
, 薛猛

1
,王小英

1 

,吕敏芳
1
,厉书岩

1
,李燕

1
,宋永茂

1
,邓群

1
, 黄晓旭

1
,陈焰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消化内科 

3.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消化内科 

4.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消化内科 

5.浙江省中医院消化内科 

6.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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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结直肠外科 

 

目的 中国拥有庞大的网络使用量，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炎症性肠病（IBD）患者提供了大量信息。

本研究旨在明确中国 IBD 患者的教育信息来源和网络信息需求及其对 IBD 疾病管理的影响。 

方法 从 2017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8 年 4 月 1 日，我们在线共收到 473 份来自国内 7 家大型三甲医

院 IBD 患者的调查问卷，收集了他们的网络资源使用情况和相关的 IBD 知识并进行了统计分析。  

结果  473 份问卷中总共有 382 份为有效问卷用于统计分析，其中克罗恩病（CD）291 例

（76.2％），溃疡性结肠炎（UC）74 例（19.4％）和未确定结肠炎 17 例（4.5％）。分析结果显

示，最常见的 IBD 信息来源包括胃肠病医生（81.7％），互联网（58.6％）和微信（48.7％）等社

交媒体。 患者大多通过搜索百度（65.2％）、微信（58.9％）和―好大夫‖网络平台（33.2％）来了

解 IBD 信息。在有关 IBD 最热门的 10 个微信公众账号中，爱在延长炎症性肠病基金会（CCCF）

（69.1％）和中山六院常在心（20.2％）是最受欢迎的。  同时，我们也发现，教育水平（P 

<0.001）、IBD 疾病类型（P = 0.003）、频繁使用互联网获取 IBD 信息（P <0.001）与 IBD 知识

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此外，那些明确被诊断为 CD 或 UC 的患者与未定型肠炎的患者对比对

IBD 知识更加了解（P = 0.003），他们的药物依从性更好（P = 0.009）。 我们还发现，大多数患

者喜欢通过与 IBD 专家面对面交流（77.7％）或者参考 IBD 专家发放的资料（73.0％）来获得信

息，只有 18.6％的患者喜欢自己通过搜索互联网来获得信息。结果还提示，有关 IBD 饮食和日常

生活保健（81.2％）、IBD 疾病病因和病程（80.1％）以及药物治疗进展和副作用（78.5％）是

IBD 患者最感兴趣的话题。 

结论 互联网和微信等社交媒体已成为中国 IBD 教育的主要信息来源，这有助于患者获得与疾病相

关的知识并改善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提供更多高质量的 IBD 网络信息，增强患者教育与疾病组织

机构间的相互交流是网络媒体需要努力的方向。 

 
 

PU-0466 

Gut Microbiome Predicts Primary Response to Infliximab 
Therapy in Crohn's Disease 

 
Huifen Liang,Ye Chen 

Nanfang Hospital，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t present, the most effective and widely used biological agent of moderate-severe 
Crohn's disease (CD) in China is infliximab (IFX), but still up to 40% CD patients have primary 
nonresponse(PNR). Given that some studies have suggested intestinal flora can be a "markers" 
to predict the efficacy of IBD treatment.,we conducted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o screen 
bacterial markers that could predict PNR to IFX in CD patients ,aiming to optimize CD therapy. 
Methods    Fecal samples were taken at baseline, week 14. Bacterial 16S rRNA of fecal sample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Illumina Miseq PE250 platform. IFX serum concentration was detected 
at weeks 14. 
Results    There were distinct differences of bacterial composition between the PNR with normal 
TLIs and response, while the bacterial composition of the PNR with insufficient TLIs was similar 
to that of response.The bacterial composition of the response was close to the HC,but the 
bacterial composition between PNR with normal TLIs and HC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Nevertheles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iversity between response and PNR with 
either normal or insufficient TLIs.At the level of genus,Prior to IFX therapy,PNR with normal TLIS 
mainly had higher relative abundance of Fusobacterium and Escherichia_Shigella,while lower 

relative abundance of Faecalibacterium, Bacteroides_uniformis ， Megamonas and 

Phascolarctobacterium. 
Conclusions    Primary nonresponse to infliximab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TLIs during 
induction therapy, but also by the gut flora.The gut bacteria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NR with 
normal TLIs. Fusobacterium, Escherichia_Shigella, Faecalibacterium, Bacteroides_unifor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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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mona and Phascolarctobacterium can act as bacterial markers to predict the PNR with 
normal TLIs. 
  
 

PU-0467 

肠结核患者肠道菌群结构特征及其与克罗恩病的差异分析 

 
王欢,何丛,舒徐,吕农华,朱萱,廖旺娣,朱振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肠结核和克罗恩病是与炎症性黏膜免疫失调相关的慢性炎症性肠疾病。众所周知，肠道菌群

对宿主的免疫防御、营养和代谢平衡的发展至关重要。尽管目前研究发现克罗恩病可能与肠道菌群

失衡有关，然而关于肠结核中黏膜菌群的研究鲜有报道。本研究旨在评估肠结核肠道黏膜菌群的变

化，并进行肠结核和克罗恩病的肠道黏膜菌群结构差异分析。 

方法 本研究纳入 7 名肠结核患者，19 名克罗恩病患者和 6 名健康志愿者。采集各组患者及志愿者

的回肠末端肠道黏膜样品用于测序分析。研究基于 Illumina 平台的 16S rRNA V4-V5 区域测序对各

组样品进行菌群结构分析，包括 α/β 多样性分析和物种差异分析。 

结果 与健康志愿者相比，肠结核中 Shannon 指数表示的 α 多样性显著降低，而肠结核和克罗恩病

之间无显著差异。基于未加权 UniFrac 距离的主坐标分析显示肠结核与健康人以及克罗恩病患者具

有明显差异。在门水平上，与健康人相比，肠结核中的厚壁菌门明显减少，而变形杆菌门则显著增

多。此外，我们还观察到，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的细菌如柔嫩梭菌门、罗氏菌门、毛螺菌门

在健康志愿者中富集，而克雷伯氏菌门和大肠杆菌-志贺氏菌门则在肠结核中富集。与克罗恩病相

比，肠结核中的拟杆菌门减少，而疣微菌门增多。在属水平上，我们发现与肠结核相比，肠球菌

属、乳酸杆菌属、阿克曼氏菌属、奈瑟菌属和螺杆菌属在克罗恩病中大大减少，而粪杆菌属及克雷

伯菌属则明显增多。 

结论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肠结核患者发生了肠道黏膜菌群失衡。由此我们推测，肠结核和克罗恩病

肠道黏膜菌群的差异可能有助于这两种疾病的鉴别诊断。 

 
 

PU-0468 

循环微小 RNA -146b-5p 优于 CRP 可预测炎症性肠病 

患者疾病活动 

 
陈芃,周高适,冯瑞,邱云,何瑶,陈白莉,陈旻湖,曾志荣,张盛洪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炎症性肠病（ IBD）是有终生复发倾向的肠道慢性炎症，需要有效监测。微小 RNA

（microRNA）已被证实是 IBD 的重要转录后调控因子。本研究旨在探究血清 microRNA 是否能作

为 IBD 理想的生物标志物。 

方法 本研究设置独立的测试队列及验证队列，纳入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诊断为 IBD 的患者。测试队列（n=120）纳入克罗恩病（CD）、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

及健康志愿者各 40 例，提取血清总 microRNA，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17 种炎症相关

microRNA。选择差异两倍以上（p<0.05）的 microRNA 在验证队列中验证。验证队列（n=300）

纳入 CD、UC 患者、健康志愿者各 100 例，分析血清 microRNA 水平与 CDAI、MAYO 评分，内

镜评分 CDEIS、UCEIS 的相关性，使用 ROC 曲线分析其预测内镜下疾病活动的能力。 

结果 测试队列发现 IBD 患者血清 microRNA146b-5p、microRNA144-3p 表达水平较对照组升高 2

倍以上。于验证队列中验证。血清 miRNA144-3p 分别在 CD、UC 病人中为对照组 2.86 倍和 3.95

倍，与临床评分相关性不强。血清 miRNA146b-5p 在 CD 病人中为对照组的 2.86 倍。UC 病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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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miRNA146b-5p 为对照组的 2.72 倍。miRNA146b-5p 与 CDAI、MAYO 评分、CDEIS、UCEIS

相关性（0.538、0.563、0.579、0.582）均明显高于 CRP（0.524、0.389、0.486、0.453）、

ESR（0.464、0.415、0.363、0.330）。使用 logistic 回归构建方程预测内镜下疾病活动，得出

0.723*miRNA146b-5p+ 0.001*CRP+0.008*PLT，构建 ROC 曲线，得曲线下面积 0.845，大于单

独使用血清 miRNA146b-5p 水平，CRP，PLT，（0.786、0.668、0.767），取截点 3.87 时灵敏度

为 0.743，特异度为 0.88。 

结论 血清 microRNA146b-5p 表达可能是评估 IBD 理想的生物标志物。使用 0.723*miRNA146b-5p 

+ 0.001*CRP + 0.008*PLT >3.87 可更有效预测 IBD 疾病活动。 

 
 

PU-0469 

Do we have to exclude epigastric symptoms to diagnose 
GERD? 

 
Mengyu Zhang,Niandi Tan,Yuwen Li,Yinglian Xiao,Minhu Che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 could be diagnosed by the typical heartburn 
symptom. GERDQ is a symptom-based tool for GERD diagnosis, and the epigastric symptoms 
are excluded to rule out functional dyspepsia. However,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rate of pathologic 
esophageal acid reflux (PEAR) of heartburn patients is quite low in China. The aim of the current 
study is to assess the epigastric symptoms for GERD diagnosis. 
Methods Consecutive outpatients aged 18–65 years presented with substernal symptoms 
including heartburn, regurgitation, dysphagia, substernal pain and epigastric symptoms including 
epigastric pain, epigastric burning, early satiety and postprandial fullness were enrolled. Patients 
who had esophageal or gastric surgery, peptic ulcers, upper GI cancer were exclud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upper endoscopy, high resolution manometry and 24-hour esophageal pH 
monitoring. Patients with esophagitis would be given esomeprazole 20mg bid for 8 weeks and 
those who with normal findings for 4 weeks. PEAR was defined as the percentage total time for 
which a pH value <4 was >4.2% in the distal esophagus. The symptom scores were measured by 
the frequency score multiplied by the severity scores of the predominant symptom before and at 
the end of the treatment, and the PPI test  was defined as positive if the overall scores of the 
predominant symptom decreased by >50 %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baseline. 
Results A total of 334 patients were included (Table 1), with predominant symptoms of heartburn 
(N=80), regurgitation (N=66), substernal pain (N=60), dysphagia (N=11), epigastric pain (N=33), 
epigastric burning (N=25), early satiety (N=1) and postprandial fullness (N=58). Overall, 23.95% 
of patients (N=80) had PEAR, with 26.73% (N=58) in those with predominant substernal 
symptoms and 18.8% (N=22) in those with epigastric symptoms. The rates of PEAR were 6%, 
28% and 22.41% in patients with epigastric pain, epigastric burning and postprandial fullness, 
respectively. And the rate of PEAR in patients with epigastric burning (28%, 7/25) is almost the 
same as those with heartburn (28.75%, 23/80). Moreover, a total of 155 patients (50.82%) had 
positive PPI test, including 56.34% (N=111) of those with substernal symptoms and 40.74% 
(N=44) of those with epigastric symptoms, of whom the rates were 44.8%, 54.2% and 33.3% in 
patients with epigastric pain, epigastric burning and postprandial fullness,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ositive rate of PPI test between patients with epigastric burning 

and those with heartburn (54.2% vs 56.2%, p＞0.05).Endoscopy indicated that 65 patients 

(19.46%) had esophagitis including 20.74% (N=45) of those with substernal symptoms and 
17.1% (N=20) with epigastric symptoms. If we combined 24h esophageal pH monitoring, PPI test 
and upper endoscopy, a total of 167 patients (50%) were diagnosed with GERD, 70% of whom 
(N=117) had predominant substernal symptoms and 30% (N=50) had epigastric symptoms 
(Figur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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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Approximately one third of GERD patients complain of predominant epigastric 
symptoms. Excluding epigastric symptoms during symptom-based evaluation of GERD in primary 
care may miss and delay the diagnosis of real GERD. It is suggested that epigastric symptom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for GERD diagnosis. 
 
 

PU-0470 

美沙拉嗪联合益生菌治疗轻中度溃疡性结肠炎疗效的系统评价 

 
杨梅 

南昌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原:南昌铁路中心医院) 

 

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 Meta 分析的方法探讨美沙拉嗪联合益生菌治疗轻中度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疗

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数据库包括 PubMeb、EMBASE、EBSCO、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检索词有：溃疡性结肠炎、美沙拉嗪、益生菌，收集从 2010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之间包含美沙拉嗪联合益生菌或单独使用美沙拉嗪治疗轻中度溃疡性结肠炎的

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文献，评估指标：有效率、不良反应、复发率。 

结果 纳入 12 项研究，共 755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美沙拉嗪联合益生菌方案有效率高于

单独使用美沙拉嗪方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P<0.00001),OR=3.79,95%Cl[2.46,5.83]）；2、美沙

拉嗪联合益生菌方案与单独使用美沙拉嗪方案治疗有效率比较，差异尚不能说明有统计学意义

（P=0.69,OR=1.06,95%Cl[0.78, 1.45]）；3、两种治疗方案发生不良反应比较，差异尚不能说明

有统计学意义（P=0.09,OR=0.57,95%Cl[0.30, 1.08]）；4、两种治疗方案复发率比较，对照组复

发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OR=0.26,95%Cl[0.13,0.51]）。 

结论 美沙拉嗪联合益生菌方案与单独使用美沙拉嗪方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比较，总有效率明提

高，且复发率低。 

 
 

PU-0471 

川南地区内镜介入小儿异物 101 例：10 年的收获与体会 

 
马雨凡,蒲垠全,彭莉,彭燕,汤小伟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总结川南地区大型教学医院内镜下处理儿童上消化道异物的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内镜医学部 1996 年至 2017 年 101 例年龄小于 18 岁吞入异物的患儿的临床

和内镜特点及其处理情况。 

结果 在我院，被诊断为上消化道异物且年龄小于 18 岁的患儿 101 例共有异物 107 件，有 4 例患儿

吞入 2 件异物，1 例吞入 3 件。其中，急诊来源 44 例（43.56%），门诊来源 57 例（56.44%）；

食源性异物 21 例（20.79%），金属异物 60 例（59.41%），塑料异物 3 例（3.00%），其他 17

例（16.83%）。位于食管上括约肌上端异物 24 例（23.76%），食管异物 32 例（31.68%），胃

内异物 42 例（41.58%），十二指肠异物 3 例（3.00%）。101 例患儿成功取出异物 99 例，成功

率为 97.03%。 

结论 应用内镜可以及时、有效、安全地取出儿童上消化道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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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72 

克罗恩病诱导缓解治疗对肠黏膜菌群的影响 

 
何丛,王欢,舒徐,吕农华,朱萱,廖旺娣,朱振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新近研究显示肠道菌群失衡与克罗恩病密切相关。然而，关于克罗恩病患者从疾病活动到诱

导缓解后肠道菌群的改变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比较克罗恩病患者活动期和缓解期肠道菌群结构的

变化及其与疾病活动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纳入 9 名克罗恩病患者及 5 名健康志愿者，收集克罗恩病患者治疗前后和健康人的末

端回肠、升结肠及降结肠黏膜样本共 69 例，进行 16S rRNA 高通量测序，并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

比较患者治疗前后肠道菌群结构。 

结果 来自同一患者的末端回肠、升结肠、降结肠黏膜样本的菌群结构没有显著差异。与活动期的

克罗恩病患者相比，缓解期的患者 α 多样性增加，并接近于健康人的水平。主坐标分析显示缓解期

克罗恩病患者的肠道黏膜菌群明显与活动期的患者分离，而与健康志愿者的相近。鉴定 42 个菌属

在活动期和缓解期克罗恩病患者中具有显著差异，构建菌群失衡指数。其中，缓解期患者梭形杆菌

属明显减少，而包括乳酸杆菌属、阿克曼氏菌属、罗氏菌属、瘤胃球菌属和毛螺菌属在内的潜在有

益菌属则明显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菌群失衡指数与反映临床疾病严重程度的 CDAI 评分呈显著

正相关，而与物种多样性呈负相关。 

结论 肠道黏膜菌群失衡与疾病活动相关，诱导缓解后肠道黏膜菌群可得到部分恢复。我们推测，

早期的菌群变化可作为克罗恩病复发的预测指标。 

 
 

PU-0473 

胃食管反流病相关基因初探研究 

 
张梦宇,谭年娣,李雨文,林玉清,陈旻湖,肖英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应用转录组测序技术，初步筛选并验证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患者的酸反流相关基因。 

方法 前瞻性纳入自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6 月因烧心至我院就诊，并行上消化道内镜、高分辨

率食管测压（High resolution manometry，HRM）以及 24 小时多通道阻抗-pH 监测（24-hour 

multichannel intraluminal impedance-pH monitoring，24h MII-pH monitoring）检查的患者 35

名，并纳入年龄、性别匹配的无症状志愿者 6 名，收集食管远端（下食管括约肌上 5cm）及近端

（下食管括约肌上 20cm）粘膜组织标本。GERD 患者经 24 小时食管 MII-pH 监测确认食管远端存

在酸暴露异常而近端酸暴露正常，以食管近端为自身对照，进行食管粘膜组织的转录组测序检测，

筛选反流相关的差异表达基因，并行临床标本的 qPCR 验证。 

结果 将转录组测序得到的差异表达基因取交集，得到共同差异表达基因 13 个。其中，β 防御素 2

（DEFB4A）、激肽释放酶 5（KLK5）在食管酸暴露异常的远端食管粘膜中的表达较无异常酸暴露

的近端食管分别呈 16.13 倍、12.64 倍显著上调。我们进一步在食管标本中行 qPCR 验证，结果显

示：酸暴露异常的远端食管中的 DEFB4A、KLK5 表达较无异常酸暴露的近端食管明显上调。与食

管远端酸暴露正常组的患者相比，酸暴露异常的 GERD 患者 KLK5 上调的百分比更高（83.33% vs 

50%, p＜0.05）。在 RE 患者中，食管远端酸暴露异常的 GERD 患者 DEFB4A 表达比食管远端酸

暴露正常的患者上调更明显（70% vs 28%, p＜0.05）。与无症状志愿者相比，酸暴露异常的

GERD 患者 KLK5 及 DEFB4A 表达上调更为明显（p 均＜0.05）。本研究结果提示 KLK5、

DEFB4A 可能是 GERD 患者的酸反流相关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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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转录组测序技术，本研究初步发现 KLK5、DEFB4A 可能是 GERD 患者的酸反流相关基

因。 

 
 

PU-0474 

幽门螺杆菌流行病学研究及预防筛查 

 
朱旭东,陈昱倩,党旖旎,张国新 

江苏省人民医院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人群感染致病菌。

H.pylori 是消化性溃疡和慢性胃炎的主要病因，也可以导致部分人群萎缩性胃炎、胃癌和粘膜相关

的淋巴组织淋巴瘤（MALT 淋巴瘤）等相关疾病。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化，中国的 H.pylori 感染

率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总体上的感染率仍然在 50%以上，农村地区的感染率更是高达

64%。本文通过对国内近年来幽门螺杆菌感染分布及传播的变化特点进行了综述，并对幽门螺旋杆

菌的预防与筛查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 

 
 

PU-0475 

硬化剂联合组织胶注射与单纯套扎治疗对肝硬化并食管胃 

静脉曲张 GOV1 型疗效的比较 

 
游宇,李盼,江晓梦,李弼民,汪安江,钟嘉玮,郭贵海,王健,朱萱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我院硬化剂联合组织胶注射与单纯套扎治疗对肝硬化中重度食管胃静脉曲

张 GOV1 型的疗效比较。 

方法 本研究以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7 年住院的肝硬化并中重度食管胃静脉曲张 GOV1 型患

者为对象，将曲张静脉在 1-2cm 的此类型患者分成两组，一组行内镜下聚桂醇+组织胶精准注射治

疗术，另一组行传统的套扎治疗术。回顾性分析患者内镜下治疗后曲张静脉消退程度、术后再出血

率、不良反应、住院天数及费用等为主要评估指标，详细记录患者年龄、性别、病因、有无口服非

选择性 β 受体阻滞剂药物、合并症、并发症、肝肾功能、血常规、有无出血史、影像学检查及内镜

治疗术后有无发热、寒战、胸痛、呕血、便血等可能的术后不良反应指标，同时比较两组患者住院

天数及费用。通过 SPSS 软件对纳入的数据进行 t 检验及卡方检验，以进一步比较两种内镜治疗方

式在 GOV1 型食管胃静脉曲张患者中的疗效。 

结果 本研究共有 169 例患者入选（硬化剂联合组织胶组 42 例，单纯套扎治疗组 127 例）。内镜下

治疗后住院期间两组患者 3 天内及 7 天内均无活动性出血。硬化剂联合组织胶治疗组，术后出现不

良反应有 7 例（5 例为发热 1-2 天，2 例为严重恶心呕吐），单纯套扎治疗组术后出现不良反应有

10 例（9 例为发热 1-2 天，1 例为腹痛 2 天），行卡方检验提示术后不良反应率无统计学意义。两

组患者经治疗后静脉曲张程度较前均有明显改善，硬化剂联合组织胶组患者在内镜下治疗后静脉曲

张消退程度较单纯套扎治疗组无明显差别（P＞0.05）。硬化剂联合组织胶组较单纯套扎治疗组的

住院时间更短，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住院总费用上，硬化剂联合组织胶组较套扎治

疗组费用稍高，但两组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于本试验为回顾性分析，仅入组单次治

疗，且组织胶费用较贵，从而单次治疗费用更高，需行前瞻性序贯治疗研究进一步分析两种不同的

总住院天数及总费用的对比。 

结论 1、内镜下治疗 GOV1 型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硬化剂联合组织胶注射治疗和单纯套扎治疗

两种治疗方法均具有肯定的疗效，两组单次治疗在静脉曲张消退程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在

术后不良反应上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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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镜下行硬化剂联合组织胶组的患者较单纯套扎组具有更少的住院天数，治疗费用稍高，但是

与单纯套扎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本试验为回顾性分析，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PU-0476 

重症急性胰腺炎机械通气患者计划镇静镇痛的应用观察及护理 

 
陈琳琳,何燕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重症急性胰腺炎机械通气患者行计划镇静镇痛的临床效果，并总结护理经验。 

方法 将 42 例经诊断均符合《急性胰腺炎指南》中重症急性胰腺炎的诊断标准的机械通气患者，排

除存在精神或智力障碍、听觉及语言表达有障碍者；长期应用阿片类或镇静剂类药物；严重肌肉疾

病、神经系统疾病、哮喘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妊娠期或酒精戒断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

组，研究组 21 例行计划镇静，对照组 21 例行常规持续镇静，比较两组病人的住院时间、镇静药物

用量、机械通气时间以及并发症发生率。两组病人在年龄、性别、心率、平均动脉压、急性生理与

慢性健康（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Ⅱ）评分等一般资料方面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进行对比。 

结果 研究组病人住院时间、镇静药物用量、机械通气时间和非计划性拔管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重症急性胰腺炎机械通气患者行计划镇静镇痛缩短了通气时间和住院时间，并减少了非计划

性拔管的发生，改善患者愈后，提高患者治疗护理质量，进而节约医疗成本。 

 
 

PU-0477 

克服上消化道严重狭窄完成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 1 例 

 
黄海锋,舒建昌,叶国荣,陈健鑫,朱永建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PEG 最初由 Guaderer 等报道，具备安全、简便、效佳、经济等特点，已被广泛应用。随着

PEG 的应用增多及用途拓展，临床上常会遇到许多复杂艰难的情形，需医务人员克服困难，努力

完成 PEG 操作，使患者在最大程度获益。 

 
 

PU-0478 

急性胰腺炎的营养支持治疗研究进展 

 
舒建昌,朱永建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急性胰腺炎可以严重影响机体代谢，进而出现急性营养不良，且营养不良又是影响危重患者预

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营养支持在急性胰腺炎综合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急性胰

腺炎的营养支持观念也从简单的―营养支持‖上升到―营养治疗‖的高度。因此，各方围绕急性胰腺炎

营养支持治疗的供给途径、肠内营养给予时机及方式和肠内营养成分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该文

对急性胰腺炎的营养支持治疗的有关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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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79 

结肠镜退镜时间与大肠息肉检出率的关系 

 
吴双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结肠镜是发现大肠息肉的最有效方法。然而，不同的操作过程及不同内镜操作者使得大肠息

肉的检出率不尽相同。退镜时间可能是影响大肠息肉检出率的因素之一。本研究旨在探索结肠镜退

镜时间与大肠息肉发生率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 541 例。内镜操作者年资相似；所使

用的的内镜均为 OLYMPUS EVIS LUCERA  260。根据业内共识，退镜时间 6 分钟是较为理想的

时长。本研究分别统计了退镜时间为―小于 6 分钟‖、―6-10 分钟‖、―大于 10 分钟‖三组患者的结肠息

肉检出率（活检时间除外）。而后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所有操作的退镜时间从 2 分钟到 25 分钟不等。541 例患者中有 157 例患者发现结肠息肉。退

镜时间小于 6 分钟组息肉检出率为：16% （62/387）；退镜时间为 6-10 分钟组息肉检出率为：

64% （73/114）；退镜时间大于 10 分钟组息肉检出率为：55% （22/40）。与退镜时间小于 6 分

钟组相比，退镜时间 6-10 分钟的结肠镜操作息肉检出率明显升高(64.0% vs. 16.0%, P<0.01)，表

明适当延长退镜时间可以提高大肠息肉的检出率。然而，在退镜时间 6-10 分钟组与退镜时间大于

10 分钟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64.0% vs 55.0%, P>0.05)，表明过度的延长退镜时间不能增加大肠

息肉的检出率，原因可能是操作者的疲劳或精力的分散。 

结论 本研究表明退镜时间 6-10 分钟可以获得较为理想的大肠息肉检出率。退镜时间过短可能造成

大肠息肉的漏诊。而退镜时间过长并不能增加大肠息肉的检出率。 

钟组与退镜时间大于 10 分钟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64.0% vs 55.0%, P>0.05)，表明过度的延长

退镜时间不能增加大肠息肉的检出率，原因可能是操作者的疲劳或精力的分散。 

 
 

PU-0480 

Effect of Selective Nuclear Export Inhibitor KPT-330 on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 MIA Paca-2 

 
Yuanhua Li,Xianxian Huang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Pancreatic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malignant tumors and is known as the ―king of 
cancers.‖ Although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have been improving in recent years, its 
annual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rate are almost equal. XPO1 mediates the nuclear export of 
multiple proteins and mRNA in the cell.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XPO1 expression in a variety of 
human malignant tumo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prognosis of 
malignant tumors. The inhibitors can inhibit growth of a variety of malignant tumors and induction 
of apoptosis, has a therapeutic effect on a variety of malignant tumors.  To reveal the expression 
of XPO1 in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s and to reveal the effect of XPO1 inhibitor KPT-330 
on XPO1 expression and intracellular localization in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 MIA Paca-
2 and its effect on MIA Paca- 2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Methods The effect of KPT-330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 MIA 
Paca-2 was examined by CCK-8 assay and cloning formation assay. The cellular localization of 
XPO1 in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 MIA Paca-2 and XPO1 inhibitor were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Changes of XPO1 intracellular localization after KPT-330 treatment.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KPT-330 on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of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 MIA Paca-2.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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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 XPO1 and the expressions of PARP, Caspase-3, cleaved-PARP and 
cleaved-caspase-3. 
Results Compared with human immortalized pancreatic ductal epithelial cell lines H6c7 and 
hTERT-HPNE, XPO1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s MIA Paca-2, Capan-2, Panc-1, and SW1990; among them, the increase of XPO1 in MIA 
Paca-2 cells was most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DMSO control group, KPT-330 could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XPO1 protein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The higher the concentration of KPT-330, 
the effect of XPO1 inhibitor KPT-330 on the expression of XPO1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MIA 
Paca-2 cells is more significant . Immunofluorescence experiments show that XPO1 is highly 
expressed on the nuclear membrane of MIA Paca-2 cells, KPT-330 can significantly alter the 
nuclear membrane hyperpolarization of XPO1, resulting in the migration of XPO1 to the 
cytoplasm; KPT-330 has inhibitory MIA Paca-2 Cell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ion of apoptosi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preliminary mechanism studies show that KPT-330 can induce MIA 
Paca-2 downregulation of cell cycle arrest, upregulation of apoptotic protein Cleaved-PARP and 
Cleaved-caspase-3 expression .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normal human pancreatic ductal epithelial cells H6c7 and hTERT-
HPNE, XPO1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s; novel XPO1 
inhibitor KPT-330 can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XPO1 in MIA Paca-2 cells and alter its expression 
and intracellular localization, and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MIA Paca-2 cells and 
promote its apoptosis. 
 
 

PU-0481 

肝特异性转录因子 CREBH 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中的 

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张君丽,李桂馨,张宁,徐可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环磷酸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REBH)作为肝特异性转录因子，主要参与糖脂代谢及急性期

反应等，其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中的作用目前尚不清楚，本实验旨在研究 CREBH 是

否通过调节 SCD1 和 MCP1 的转录活性，抑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发生与进展。 

方法 1. 通过不同浓度的 H2O2、LPS 和棕榈酸钠分别刺激两种肝细胞系，验证 CREBH 在代谢应激

细胞模型中的表达情况； 

2. 通过尾静脉注射过表达 CREBH 的嗜肝 AAV8 腺相关病毒载体后，分别给予 MCD 饮食和 FFC

饮食诱导 NASH 模型，验证 CREBH 在 NASH 小鼠体内的调节作用； 

3. 在各组小鼠肝组织标本中，采用 qRT-PCR 法筛选 CREBH 可能调节的脂质代谢关键分子和炎症

因子。采用 Western blot 验证筛选出来的脂质分子和炎症相关分子的表达水平。 

4. 通过慢病毒过表达 CREBH 感染小鼠肝细胞系，构建稳定转染的 CREBH 细胞，采用报告基因荧

光素酶和 ChIP 等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 CREBH 是否能够在基因水平上转录调控 SCD1 或

MCP1 的表达。 

结果 1. 发现三种代谢应激分子可显著增加 CREBH 的表达。提示 H2O2、LPS 和 PA 等代谢应激信

号均可激活 CREBH。 

2. 在 MCD 和 FFC 饮食分别诱导的小鼠 NASH 模型中，AAV Crebh 组与 AAV Vector 相比，肝细

胞脂肪变性、炎性细胞浸润和胶原纤维沉积均显著减轻，提示 CREBH 上调可显著改善两种饮食诱

导的 NASH 小鼠肝组织损伤。 

3. 在两种不同饮食的干预下，与 AAV8 Vector 对照组相比，SCD1 的表达水平在 AAV8 Crebh 组

显著上调，MCP1 的表达水平显著下调。提示 SCD1 和 MCP1 的表达水平与 CREBH 的上调呈显

著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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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报告基因荧光素酶和 ChIP 验证发现，CREBH 能与 SCD1 和 MCP1 的基因启动子片段结

合；过表达 CREBH 后，SCD1 的启动子报告基因荧光素酶活性显著上调，而 MCP1 的启动子报告

基因荧光素酶活性则显著下调。 

结论 代谢应激分子可显著激活 CREBH 的表达，提示 CREBH 在肝细胞代谢应激模型中发挥潜在

的保护作用；CREBH 通过基因水平转录激活去饱和酶 SCD1 的启动子，使 SCD1 在表达水平显著

增加，并通过直接抑制炎症因子 MCP1 的启动子，改善 NASH 小鼠的肝组织炎症损伤，为 NASH

的临床研究提供新的治疗靶点。 

 
 

PU-0482 

Tec 酪氨酸激酶对急性胰腺炎肺损伤的作用 

 
沙硕,孟一腾；任洪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急性重症胰腺炎（SAP）导致多器官衰竭，其中最易感受损的器官是肺。SAP 相关肺损伤的

病理生理学基础是不受控制的炎症反应。涉及的主要炎性细胞是嗜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其中需

要多种细胞因子的参与。Tec 酪氨酸激酶参与炎症反应，参与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增殖，分

化，迁移，凋亡和细胞因子表达。 因此，我们假设 Tec 酪氨酸激酶参与 SAP 相关肺损伤。 

方法 本研究通过腹腔联合注射雨蛙素和脂多糖成功建立小鼠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模型。将小

鼠随机分为模型组、对照组及预处理组。预处理组在造模前给予腹腔注射 Tec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LFM-A13（80mg / kg）。 在最后一次给予相应处理后的 3 小时，24 小时，48 小时和 72 小时分别

使用戊巴比妥处死小鼠。 收集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腹腔灌洗液（PLF）和肺组织用于进

一步测定。 另外，我们设计并合成 Tec 激酶 siRNA，然后通过气管内注射转染小鼠以进一步验证

Tec 激酶的作用。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小鼠肺脏内 Tec 酪氨酸激酶的表达及活化明显增加（p<0.05），而预

处理组与对照组间无明显差别。在使用 LFM-A13 抑制酪氨酸激酶后，肺组织的中性粒细胞浸润

（包括肺组织 MPO 活性、肺泡灌洗液中性粒细胞计数、趋化因子水平）、肺脏组织病理损伤、细

胞因子水平（白介素、肿瘤坏死因子等）均有所减低（P<0.05）。使用 Tec siRNA 后的实验结果

与 LFM-A13 一致，进一步证实了 Tec 酪氨酸激酶在急性胰腺炎肺损伤中的作用。 

结论  Tec 酪氨酸激酶参与雨蛙素和脂多糖诱导的严重急性胰腺炎相关的肺损伤。抑制 Tec 激酶活

性可以显著降低 SAP 相关的肺损伤，为临床急性胰腺炎相关肺损伤提供了治疗靶点。 

 
 

PU-0483 

Choledochal cyst as a cause of recurrent epigastric pain: 
two case reports and a brief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enjia Tian 

Peki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Hospital 

 
Objective Choledochal cyst(CC) is a rare benign disease of intra- and extra-hepatic bile duct 
dilation. It has different clinical presentations and complications. However, The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of CC increases as patients get older. Thus,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doctors to be 
more aware of CC. 
Methods We report two cases of CC in order to grab our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recurrent epigastric pain or cholangitis. Case one has not been right diagnosed for 2 years, and 
case two has no symptoms at all. 
Results Case one had classical clinical presentations like recurrent intermittent right-upper-
quadrant epigastric pain at an unusually late age. Case two had no relate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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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all and was diagnosed accidentally when the patient come to our hospital for the treatment of 
achalasia. These two cases serve as a reminder that CC can be present in any age group in 
patients and may be masked by atypical or non-specific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Conclusions CC is a rare congenital dilation of both the intra- and extra-hepatic bile ducts. 
Of these potential etiologies, anomalous pancreaticobiliary duct union is widely accepted 
CC patients may suffer from recurrent epigastric pain or cholangitis. 
Abdominal ultrasound or MRCP can be first of choice. 
All CC patients deserve close follow-up in case of the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of 
cholangiocarcinoma. 
 
 

PU-0484 

iTRAQ 结合 MALDI-TOF-MS 筛选的 HBV 肝纤维化差异 

表达蛋白的研究 

 
吕小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应用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标签(isobaric ra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tation, 

iTRAQ)结合质谱分析等蛋白组学技术分析对比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肝纤维化患者

和健康人血清中差异表达蛋白，探讨他们在肝纤维化发生是的作用机制。 

方法 肝纤维患者与正常人血清各 30 例，性别、年龄匹配，每 10 例一组，通过 MARS human14

亲和层析柱去除 14 种血清中的高丰度蛋白，在标记 iTRAQ 标签后运用液相色谱基质辅助激光解析

电 离 飞 行 时 间 质 谱 技 术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MS)筛选出符合条件的蛋白：peptides＞2，Unused＞1.3，Pval＜0.05, 

115:113>1.2 和 115:113<0.8，最后对差异表达蛋白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 

结果 经过数据库检索共鉴定 274 种标记蛋白肽段，符合条件的差异表达蛋白有 20 种。其中，在肝

纤维患者血清中表达上调的蛋白有 11 种,表达下调的有 7 种。这些筛出的差异表达蛋白涉及生物学

过程有 48 种、细胞组分有 8 种和分子途径有 12 种；蛋白功能交互网图显示有 5 种蛋白：

APOC3、CLU、C4B、CRP 和 APOE 在网图中处于功能网络交叉点。 

结论 iTRAQ 标记联合 MALDI 质谱技术是一种高效、可靠的蛋白定性工具和方法。5 种处于差异蛋

白功能交互网中交叉点位置的蛋白：APOC3、CLU、C4B、CRP 和 APOE，可能在 HBV 肝纤维

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PU-0485 

双气囊小肠镜在老年人小肠疾病中的应用 

 
苑坤,齐玲芝,于燕 

吉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双气囊小肠镜在老年人小肠疾病中的应用价值及安全性。 

方法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进展，老年人口越来越多，患不明原因腹痛及消化道出血的老年人也

日益增多。双气囊小肠镜的发展，对小肠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本文对吉林省人民

医院消化内科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间的 21 例老年人双气囊小肠镜检查进行回顾

性分析。患者年龄 60 岁-85 岁，平均年龄 67.3 岁。其中男性 13 例，女性 8 例。行双气囊小肠镜

检查的原因为不明原因腹痛及消化道出血者。其中不明原因腹痛者 11 例，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者

10 例，均表现为黑便。经口小肠镜检查的准备同胃镜检查，检查前口服二甲硅油去泡，给予盐酸

达克罗宁胶浆咽部麻醉，经肛小肠镜检查的准备同结肠镜，给予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行肠道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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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检查时左侧卧位于检查床上，丙泊酚全身麻醉，心电监护仪监测呼吸、心率、血氧饱和度。双

气囊小肠镜由 1 名医师操作，包括插镜、气泵控制，1 名护士负责外套管、活检操作，1 名麻醉医

师负责麻醉及监护。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及检查结果决定首先进镜侧，如发现可解释临床症状的病

变通常即结束检查，未发现病变又无法继续进镜检查时，在进镜最深处给予美兰标记，如患者同意

则择期从另一侧进镜。  

结果  21 例患者中共完成 24 次双气囊小肠镜检查。其中经口小肠镜检查 17 次，经肛小肠镜检查 7

次，3 例患者完成了经口经肛双侧小肠镜检查。发现小肠溃疡 1 例；小肠炎 3 例；小肠肿物 5 例

（间质瘤 4 例，低分化腺癌 1 例）；小肠毛细血管扩张 3 例；小肠囊肿 1 例；小肠憩室 1 例。总体

阳性率为 61.90%。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阳性率为 80%，不明原因腹痛检查率为 54.55%。6 例

患者双气囊小肠镜检查后有咽部不适、腹胀，所有患者未出现出血、穿孔、胰腺炎等严重并发症。

所有患者均未出现麻醉意外情况。 

结论 老年人可以耐受双气囊小肠镜检查，双气囊小肠镜在老年人小肠疾病中应用价值大，安全，

有效。 

 
 

PU-0486 

参苓白术散抗 IBD 作用与调节肠上皮细胞自噬的机制研究 

 
游宇

1
,刘玉晖

2
,廖旺娣

1
,曾兰芳

2
,李盼

1
,江晓梦

1
,朱萱

1
 

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江西中医药大学 

 

目的 探讨参苓白术散通过调节肠上皮细胞自噬而对 5%DSS（葡聚糖硫酸钠）所致小鼠炎症性肠病

（IBD）的改善作用。 

方法 BALB/c 小鼠 5% DSS 自由饮用 7 d 诱导 IBD，治疗组分别给予参苓白术散高、中、低剂量

（12，6，3g/kg）、美沙拉嗪（2 g/kg）、自噬诱导剂雷帕霉素（4mg/kg）灌胃。检测肠上皮细胞

自噬体形成情况、及自噬相关通路蛋白及其基因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的 LC3-II 含量明显降低，自噬不明显，而中、高剂量的参苓白术散与

美沙利嗪及雷帕霉素组可以显著升高 LC3-II 含量，提高自噬水平。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肠组织中

自噬通路蛋白 PI3K、mTOR 、p62 磷酸化程度及 ULK1 蛋白表达明显升高， Beclin1 磷酸化程度

及 4EBP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高中低剂量的参苓白术散、美沙利嗪及其不同的抑制剂组可以显著抑

制 PI3K、 mTOR 、p62 磷酸化，降低 ULK1 蛋白表达，促进 Beclin1 磷酸化及升高 4EBP 蛋白表

达。 

结论 参苓白术散抗 DSS 诱导的 IBD 的作用与调节肠上皮细胞自噬通路蛋白有关。 

 
 

PU-0487 

冷圈套息肉切除术与热圈套息肉切除术的切除宽度及深度的比较

研究 

 
谢娇

2,4
,王雯

4,2,3
,李达周

4,3
,叶舟

4
,许斌斌

4,3
,徐桂林

4,3
,洪东贵

4,3
 

1.解放军福州总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厦门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3.福建医科大学福总临床医学院 

4.解放军福州总医院 

 

目的 冷息肉切除术被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广泛应用于（微）小息肉的切除中，故而评估冷热息肉

切除术疗效及安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肠息肉的完整切除率与其切除的宽度和深度均有

关。故而研究冷热圈套器息肉切除术后切除宽度和深度的比较来进一步探讨息肉切除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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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此为单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采用热圈套息肉切除术（HSP）或冷圈套息肉切除术

（CSP）治疗直径小于 10mm 的结直肠（微）小息肉患者。利用息肉切除后黏膜缺损的大小来评

估切除宽度（采用息肉切除后―即刻‖及―术后 1 天‖分别测量黏膜缺损大小）。利用获得的息肉切除

标本的病理组织学（包括：切缘情况、到达黏膜肌层（MM）及黏膜下层（SM）情况、所含黏膜下

层厚度、标本所含黏膜下层血管及损伤情况）评估切除深度。 

结果 70 例患者纳入研究。平均病灶大小为 5.4mm, HSP (n =35)和 CSP(n=35)。息肉切除后立即

测黏膜缺损大小，HSP 和 CSP 黏膜缺损大小的直径分别为 4.9 mm 和 6.7 mm (P < 0.001)。在术

后 1 天内，HSP 增加 27%(95%置信区间[CI]，15%-39%)，而 CSP 降低 25% (95% CI, 15%-

30%)，(P < .001)。黏膜肌层获得 HSP 和 CSP 相似(95% [95% CI, 80%-95%] vs 90% [95% CI, 

73%-96%];p= .603)。HSP 比 CSP (76% [95% CI, 60%-93%] vs 22% [95% CI, 13%-45%]更易获

得黏膜下组织;P < .001)。 

结论 尽管 CSP 后立即测量的黏膜缺损宽度大于 HSP，但在术后 1 天 CSP 黏膜缺损宽度明显变

小，而 HSP 则变大。虽然 CSP 的切除深度相对较浅，但在大多数息肉切除标本中均可达到黏膜肌

层。因此，CSP 有足够的切除宽度和深度，以使（微）小息肉完整切除，并且有可能比 HSP 更安

全。 

 
 

PU-0488 

NOD2/CARD15 基因 P268S、JW1 及 N852S 多态性与广西壮

族人群克罗恩病的相关性研究 

 
吕小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探索 NOD2/CARD15 基因 P268S、JW1 及 N852S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中国广西壮族人群克罗

恩病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广西区域无亲缘关系的 102 例壮族 IBD 患者【其中 CD48 例，溃疡性结肠炎（UC）54

例】、100 例汉族的 IBD 患者（其中 CD50 例，UC50 例）及 150 例正常对照者(壮族 72 例，汉族

78 例）的肠粘膜组织。采用酚-氯仿法提取基因组 DNA，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目的片段，

对扩增的 DNA 片段再进行限制性片段多态性分析（RFLP）以筛查基因突变点，进一步用基因测序

法证实突变位点，最后统计上述 3 个多态性位点的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分析其与广西壮族

人 CD 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特征的关系。 

结果 发现 10 例 CD 患者（汉族 6 例，壮族 4 例）有 P268S 杂合子突变、2 例汉族 UC 患者有

P268S 杂合子突变及 1 例壮族正常者有 P268S 杂合子突变，P268S 与中国壮族和汉族 CD 人群密

切相关（P = 0.016 和 0.022）。在所有组中没有发现 P268S 是纯合突变。P268S 基因型和等位基

因频率之间的 UC 组和对照组无显着差异（P >0.05）。所有 P268S 改变的 CD 患者小于 40 岁，

但在不同种族、病变部位、并发症等临床特征无显着差异（P＞0.05）。所有 CD 组、UC 组患者及

正常对照者均未发现有 JW1 及 N852S 突变体，这两个突变体在 IBD 患者及正常者之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NOD2/CARD15 基因的 SNP 位点 P268S 可能与中国广西壮族人 CD 的易感性相关。但

NOD2/CARD15 基因的 JW1 及 N852S 突变体与中国广西壮族人 CD 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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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9 

纳米炭标记在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非手术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徐桂林,谢娇,叶舟,许斌斌,李达周,张志坚,林克荣,王雯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 

 

目的 探讨纳米炭标记在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非手术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从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纳入根据家族史并经结肠镜和组织病理学检查在福州

总医院确诊为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 28 例患者。首次接诊后在距肛缘 15CM 处行内镜下行粘膜下

纳米炭标记，定期行肠镜检查治疗，同时记录纳米炭标记的操作时间、维持时间、治疗前后距离肛

门口 15CM 处的息肉数目变化。 

结果 纳米炭标记操作时间为 3.83±0.34min。标记持续时间达半年的有 25 例（89.29%）；达 1 年

的有 23 例（82.14%）。治疗前后息肉数分别为 28.75±14.93 个和 13.11±8.73 个，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随访期间没有发现标记引起的并发症。 

结论 纳米炭标记可以明确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患者特定区域肠道的息肉数目的变化，评估治疗的

疗效更加客观、有效，且应用安全度高，便于实施。 

 
 

PU-0490 

PTPN2 基因多态性与广西炎症性肠病的相关性研究 

 
吕小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研究 PTPN2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位点 rs2542151、rs7234029 与广西炎症性肠病

(IBD)易感性的相关性。 

方法 应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PCR-RFLP）方法对 137 例广西无亲缘关系

的 IBD 患者[其中 90 例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47 例克罗恩病(CD)患者]和 70 例正常对照者

PTPN2 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SNP)rs2542151、rs7234029 进行分析。 

结果 壮族及汉族 UC、CD 患者与正常对照组之间 PTPN2 基因 SNP 位点 rs2542151 的基因型频

率、等位基因频率比较均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壮族 UC、CD 患者及汉族 UC 组患者

rs7234029 基因型频率、等位基因频率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而汉族 CD 患者

rs7234029 与正常对照组的等位基因频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其基因型频率比较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PTPN2 基因 rs2542151 与广西壮族人群 IBD 患者的易感性无相关性，而 rs7234029 与所取

汉族病例人群的 CD 可能有关。 

 
 

PU-0491 

肌球蛋白轻链激酶介导胰腺粘膜屏障功能变化的研究 

 
龚雅慧,苏州,邓德海,覃蒙斌,杨慧莹,梁志海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肌球蛋白轻链激酶（MLCK）的基因表达水平对胰腺粘膜屏障功能变化的研究。 

方法 利用慢病毒介导的细胞转染技术处理人胰腺癌细胞 HPAF-Ⅱ（CRL-1997）,建立瞬时转染细

胞株，实验分为五组：空白组、过表达组、空载组、siRNA 组、si-NC 组，qPCR 及 WB 验证转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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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待转染成功后收集细胞悬液，Western blot 方法测定细胞紧密连接相关蛋白 claudin、

Occludin、MARVELD2 表达水平，FITC-Dextran 法检测细胞通透率。 

结果 与空载组相比，过表达组 Occludin、tric 的表达明显降低，细胞通透率明显增加；与 si-NC 组

相比，siRNA 组 Occludin、Claudin、tric 的表达升高，细胞通透率降低。 

结论 MLCK 的表达与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呈相反趋势，且 MLCK 可能通过改变细胞间的 TJ 影响胰

腺粘膜屏障功能，导致细胞通透性改变。 

 
 

PU-0492 

TLR4 和 TLR2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广西壮族人炎症性 

肠病的相关性研究 

 
吕小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研究 TLR4 基因 Asp299Gly、Thr399 Ile 及 TLR2 基因 Arg677Trp、Arg753Gln 多态性在中国

广西壮族人群中的分布, 探讨其与炎症性肠病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方法, 分别检测 146 例中国广西 IBD

患者和 164 例壮族正常对照者肠黏膜组织的 TLR4 基因 Asp299Gly、Thr399 Ile 及 TLR2 基因

Arg677Trp、Arg753Gln 基因型, 分析该基因多态性与炎症性肠病以及临床亚型的相关性，PCR 产

物进行核苷酸序列分析. 

结果   IBD 患者和健康对照者均未检测出 TLR4 基因 Asp299Gly、Thr399 Ile 及 TLR2 基因

Arg677Trp、Arg753Gln 突变型. 

结论 TLR4 基因 Asp299Gly、Thr399 Ile 及 TLR2 基因 Arg677Trp、Arg753Gln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

广西壮族人群 IBD 的易感性无相关性. 在其他国家不同人群中分布的多态性可能是由种族差异所造

成的. 

 
 

PU-0493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胃肌电节律探讨及其可能机制 

 
孙晓萌

1
,陈强

2
,张妮娜

3
,林琳

4
,陈建德

5
 

1.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江苏省老年医院 

2.宁波北仑人民医院 

3.南京鼓楼医院 

4.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霍普金斯大学 

 

目的 评估不同严重程度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胃肌电活动变化，并初步探讨其与自主神经功能的关系 

方法 招募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间在宁波北仑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明确诊断为缺血性

脑卒中的患者，所有纳入研究的患者均根据改良 Rankin 量表和 NIHSS 量表进行疾病严重程度评

估，根据量表评分将患者分为轻中度和重度两组，同时招募性别及年龄相匹配的 11 名健康对照

者。采用多通道体表胃电图分别采集健康对照者和脑卒中患者的空腹及餐后胃肌电活动，比较健康

组、轻中度脑卒中患者及重度脑卒中患者胃肌电活动的正常慢波、过快波、过缓波、主功及主频等

参数的变化，并通过心率变异性谱分析评价研究对象的自主神经活性变化，探讨胃电节律变化与自

主神经活性变化之间的可能关联。 

结果 1.与健康对照组相比，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尤其是改良 Rankin 评分≥4 分者，无论是空腹还是

进食后，胃电活性均受损，主要表现为：正常慢波百分比降低、过速波及过缓波百分比增加，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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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脑卒中患者慢波节律的主频及主功也异常；2.改良 Rankin 评分≥4 分的患者自主神经活性异常，

表现为交感神经活性增强，而副交感神经活性减弱。 

结论 重度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胃起搏活性受损，表现为正常慢波百分比降低及胃慢波频率降低，这

可能与自主神经活性受损有关。 

 
 

PU-0494 

雌激素受体 β 通过诱导 Treg 细胞分化缓解小鼠实验性结肠炎 

 
郭荻,程玲,凌方梅,邹开芳,朱良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既往研究表明雌激素受体 β（estrogen receptor β, ERβ）呈现出抗炎、调节免疫的作用。但

是，多数研究只评估其在肠道中的总体表达状态，ERβ 是否对介导炎症性肠病（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重要的免疫细胞：CD4
+
 T 细胞有调节作用，未知。此外，调节性 T 细胞

（Treg）对于维持肠道免疫内稳十分重要。因此，本文目的在于研究 IBD 患者 ERβ 定位于 CD4
+
T

细胞中的表达状态，及其与 Treg、IBD 疾病活动指数的相关性。此外，在动物模型上进一步探究

ERβ 缓解结肠炎的免疫学机制。 

方法 收集 IBD 患者及健康对照者外周血，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Treg、ERβ 定位于 CD4
+
T 细胞中的

表达比例。收集两组的肠道活检标本，免疫荧光双染及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别检测 ERβ、FOXP3

的蛋白、mRNA 水平。建立 DSS 诱导的慢性实验性结肠炎小鼠模型，给予选择性 ERβ 激动剂

ERB041 干预结肠炎小鼠，流式细胞技术检测脾脏、肠系膜淋巴结、结肠上皮间淋巴细胞、结肠固

有层淋巴细胞中 CD4
+
T 细胞、CD8

+
T 细胞、Treg 和 ERβ 定位于 CD4

+
T 细胞中的表达比例。 

结果 1.IBD 患者外周血中 Treg、CD4+ T 细胞中 ERβ 表达比例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其比例分别

与 IBD 疾病活动指数呈负相关。2. IBD 患者肠道中 ERβ、FOXP3 蛋白及 mRNA 水平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3.DSS 诱导慢性结肠炎动物模型中，结肠黏膜固有层 CD4+ T 细胞中 ERβ 表达比例明显

低于正常小鼠，而治疗性 ERB041 干预可以缓解结肠炎并逆转 ERβ 下调。4.ERB041 干预不仅抑

制外周致病性 CD4+ T 细胞和细胞毒性 CD8+ T 细胞向结肠固有层募集，而且促进固有层 Treg 数

量增加，从而缓解结肠炎。 

结论 以上结果提示 IBD 患者外周血中 Treg 及 CD4
+
 T 细胞中 ERβ 表达明显下调并与疾病活动指数

呈负相关。激动 ERβ 通过诱导产生更多 Treg 从而缓解结肠炎。因此，ERβ 可能是一个 IBD 疾病

预后指针及潜在治疗靶点。 

 
 

PU-0495 

姜黄素通过 TLR4/NF-κB 信号通路调控 IL-23、IL-27 在 

大鼠结肠炎中表达的作用研究 

 
吕小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姜黄素通过 TLR4/NF-κB 信号通路调控 IL-23、IL-27 在大鼠结肠炎中表达的作用研究。 

方法 SD 大鼠分为 A 组（正常对照组）、B 组（模型组）、C 组（姜黄素治疗组）和 D 组（柳氮磺

吡啶组）。B 组、C 组和 D 组大鼠以三硝基苯磺酸（TNBS）/乙醇溶液灌肠制备大鼠结肠炎动物模

型，A 组给予 0.9%氯化钠溶液灌肠。大鼠结肠炎模型完成后，C 组和 D 组分别以姜黄素和柳氮磺

吡啶灌胃治疗 1 周；A 组和 B 组分别以 0.9%氯化钠灌胃 1 周。评价各组大鼠的体质量变化、疾病

活动指数（DAI）、肠黏膜损伤指数（CMDI）、组织学损伤情况(HS)；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髓过氧化物酶（MPO）的活性，RT-PCR 测定结肠组织中 TLR4、NF-κB、IL-23、IL-27mRN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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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 Western blot 检测结肠组织中的 TLR4、NF-κBp65、 IL-23p19、IL-27p28 的蛋白表达

水平。 

结 果  与 模 型 组 （ A 组 ） 相 比 ， 姜 黄 素 治 疗 组 体 重 基 本 恢 复 至 造 模 前 水 平 ， DAI

（0.47±0.46/1.51±0.88）、CMDI（1.85±1.18/3.53±1.55）、HS（2.36±1.54/5.18±2.27）均明显

降低（P<0.05）;MPO 活性（1.61±0.90/4.61±1.86）明显下降（P<0.001）;TLR4 蛋白相对表达水

平（0.04±0.02/0.92±0.35）、NF-κB p65 蛋白相对表达水平（0.23±0.11/0.61±0.31）、IL-23 p19

蛋 白 相 对 表 达 水 平 （ 0.29±0.15/0.59±0.18 ）  、 IL-27 p28 蛋 白 相 对 表 达 水 平

（0.12±0.09/0.50±0.23）;NF-κB mRNA 相对表达水平（0.82±0.31/1.45±0.57）、IL-23 mRNA 相

对表达水平（0.27±0.19/1.45±0.49）、IL-27 mRNA 相对表达水平（0.48±0.22/0.88±0.13）均显著

降低（ P<0.01 ）；而 TLR4 mRNA 相对表达水平（ 0.50±0.13/0.48±0.16 ）无明显差异

（P>0.05）。与 SASP 组相比，上述各指标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姜黄素可通过阻断 TLR4/NF-κB 通路途径抑制 NF-κB 的活性，进而降低 IL-23、IL-27 的表

达，在 TNBS 诱导的大鼠结肠炎中发挥抗炎作用。 

 
 

PU-0496 

两种饮食方案对肠息肉内镜黏膜切除术后护理的效果研究 

 
王小红,莫焱,杨慧莹,黄中仙,钟岸佟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出肠息肉内镜黏膜切除术(EMR)后最佳进食方案：口服肠内营养方案。拟为肠息肉 EMR

术后饮食护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临床依据；为其他内镜治疗（如内镜黏膜剥离术等）后的饮食护理

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便利取样法，以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行

EMR 的肠息肉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及随机数余数分组法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各 50 例。根据参考相关文献，拟定两组饮食方案。观察组 采用口服肠内营养方案:患者术后禁

食 18h，若无并发症发生则开始饮水 50ml；术后 20h 若无不适，试口服肠内营养粉剂安素 100-

250ml；若无不适，术后 24h 口服安素 250ml，术后第一天适当增减安素服用量，总量不超过

750ml，同时不够的能量经静脉补充，输液补液量约 500-1000ml；术后第二天早、中、晚餐均服

用安素各 250ml，停止输液；术后第三天半流质饮食。对照组  采用常规饮食方案：术后禁食

48h(术后第 2 天）,若无并发症则进流质饮食：水或米汤，嘱患者少量多餐。术后第 1 天、第 2 天

常规补液 2000-2500ml；术后第 3 天半流质饮食，补液 500-1000ml。收集两组患者在术后腹痛、

静脉补钾进针局部疼痛程度、血压、大便情况、末梢血糖值、低血糖反应、术后补液量及住院总费

用等方面数据并进行对比分析。采用 SPSS 13.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

数资料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观察组患者术后腹痛、静脉补钾局部疼痛、低血压、低血糖及低血糖反应等不适症状的发生

率与对照组相比较低，观察组患者术后补液量及住院总费用与对照组相比明显降低，且以上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肠息肉 EMR 术患者，使用安素行口服肠内营养，是可行的。术后早期口服，能提供足够

多的能量，大大减少输液量，可以缓解患者术后因禁食、长期大量输液引起的不适症状，同时，减

少住院费用，减少了患者的输液风险及护士的劳动强度，给临床护理工作带来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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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97 

TIPS 和 内镜治疗+β 受体阻断剂治疗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 

破裂出血的临床效果比较 

 
王君,郑丹,吴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对比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和经皮经肝胃冠状静脉栓塞术（PTVE）+β 受体阻断

剂对肝硬化食管+β 受体阻断剂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因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就诊并实施介入治疗的 77 例患者资料， 其

中 PTVE 组 40 例， TIPS 组 37 例。 比较 2 组治疗成功率、曲张静脉缓解情况、生存率及肝功能

变化、再出血率、肝性脑病发生率等。 

结果 2 组手术均成功， TIPS 组术后门静脉压力明显下降， PTVE 组的再出血率为 78.6%，高于 

TIPS 组的 63.2%， PTVE 组术后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缓解的有效率为 50.0%， 明显低于 TIPS 组的 

89.5%（均 P＜.05）； PTVE 组和 TIPS 组肝性脑病发生率分别为 14.3%和 26.3%， 2 年累积生

存率分别为 95.2%和 89.5%，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TVE 组术后各时期肝功变化与术前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TIPS 组术后 1、3 个月 肝功能较术前及 PTVE 术后同一时期下降， 术后 6、12 个

月 肝功能变化与术前及 PTVE 术后同一时期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TIPS 止血效果更好，但是早期肝性脑病发病率更高。 

 
 

PU-0498 

电针刺激足三里治疗术后肠梗阻的效应及机制探讨 

 
宋双宁,刘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究电针刺激足三里对术后肠梗阻（POI）小鼠小肠动力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雄性健康 C57BL/6J 小鼠 80 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电针刺激组和假性刺激组，每

组 20 只，除假手术组外，余组小鼠均行 POI 造模、电针组小鼠于造模前 48h、24h、 0.5h，造模

手术中全程和造模后 6h、12h、24h 给予电针刺激双侧―足三里‖，频率 5Hz ，强度 1～2ｍＡ，时

间 30min；假电针组小鼠相同时间段给予假电针刺激；模型组仅行相同固定；假手术组不予处理。

各组分别于造模后 6h、12h 和 24h 随机选取 6 只小鼠检测小肠动力；共聚焦免疫荧光检测 ICC 结

构及凋亡情况，免疫组化检测肌层白细胞浸润，RT-PCR、western blotting 检测空肠及回肠 IL-

1β、IL-6、TNFα、ICAM-1、MCP-1mRNA 及蛋白表达，流式细胞术检测肌层中性粒细胞、单核细

胞、巨噬细胞比例。 

结果 1、模型组同假手术组相比，术后 6h、12h 及 24h 小肠动力明显减慢；电针刺激组可以明显

提高术后小肠动力 2、模型组术后 6h、12h 及 24h ICC 结构出现紊乱，但未见明显凋亡，电针刺

激组术后 12h 及 24 小时 ICC 结构紊乱恢复正常；3、模型组术后 6h、12h 及 24h 肌层白细胞

（MP0 阳性细胞）明显增多，电针刺激减少 MPO 阳性细胞比例；4、模型组术后 6h 中性粒细胞比

例同假手术组比明显升高，术后 24 小时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比例同假手术组相比明显升高；电针

刺激组中性粒细胞比例及单核巨噬细胞比例同模型组相比明显降低；5、模型组炎症因子 IL-1β、

IL-6、TNFα、ICAM-1 和趋化因子 MCP-1 mRNA 和蛋白水平在术后 6h、12h 和 24h 均有明显增

高，电针刺激组此水平明显降低； 

结论 电针刺激足三里可减少术后肠梗阻小鼠模型白细胞浸润并恢复 ICC 结构，从而改善小肠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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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99 

TAP-1 Mediates Chemoresistance through the Hedgehog 
Signaling Pathway in Poorly-Differentiated Hepatoma Cells 

 
Jia Ding

1
,Xiaotian Zhou

2
,Yufeng Zhang

3
,Jian Wu

2,4
 

1.Shanghai Jing‘an District Central Hospital 

2.Dept.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3.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4.Shanghai Institute of Liver Diseas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Our previou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a Huh-7 cell-derived subpopulation (Huh-7-DN), 
which is CD133

-
/EpCAM

-
 in its surface marker profile, exhibited aberrant hedgehog signaling (Hh)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of poorly-differentiated,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chemoresistance (Lab Invest 2017;97:819-832). In similarity, hepatoma cells, such as HLE, HLF, 
SMCC-7721, MHCC-97H&L with the same surface marker profile were found to be poorly-
differentiated and chemoresistant.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AP-1 is 
responsible for chemoresistance under control of the Hh signaling pathway. 
Methods Chemosensitivity, expression of Hh transcriptional factors Gli-1/2 and TAP-1 were 
evaluated in poorly-differentiated hepatoma cells. Program Matinspector was used to predict 
possible GLI-binding sites in the TAP-1 promoter sequence. Plasmids of TAP-1-luciferase 
reporter were constructed and transfected in HLE cells. 
Results RNA-sequenc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expression of TAP-1, an 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Huh-7-DN compared to its parental Huh-7 cells. In 
comparison to those with a partial profile of CD133

+
/EpCAM

+
 cell surface markers,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Gli-1/2 and TAP-1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CD133
-
/EpCAM

-
 Huh-7-trans, 

Huh-7-DN, HLE and HLF cells. Sorafenib IC50 in Huh-7-trans, Huh-7-DN, HLE and HLF (17.9, 
21.6, 36.1 and 32.7 μM) was much higher than in Hep3B and Huh-7 cells (11.6 and 8.1 μM). 
Moreover, Sorafenib IC50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from 36.1 to 12.5 μM in HLE cells when a GLI 
inhibitor, GANT-61 was added at 5 μM. The same declining trend was observed in other CD133

-

/EpCAM
-
 cells treated with a combination of Sorafenib and GANT-61. A potential GLI-binding site 

in the TAP1 promoter (NG_011759.1:4498~4517) was identified. To validate its functionality, HLE 
cells were transfected with several TAP-1-luciferase reporter constructs. Luciferase activity was 
increased 15-fold in HLE cells when transfected with constructs containing the potential GLI 
binding site, compared to one that lacked a GLI-binding site. Furthermore,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 confirmed that Gli-1 bound to the TAP-1 promoter sequence 
containing the potential GLI-binding site as predicted. 
Conclusions TAP-1 is a direct transcriptional target of the hedgehog signaling pathway in poorly-
differentiated and chemoresistant hepatoma cells. Suppressing hedgehog signaling activity 
confers a potential molecular target in partially alleviating Sorafenib resist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hepatoma. 
 
 

PU-0500 

肠道菌群通过调控炎症介质影响肠易激综合征发病 

 
王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探索 IBS 患者微生态的改变及其发病机制。 

方法 我们通过与健康志愿者的对照研究调查 IBS 患者肠道特定菌群的数量变化，并通过分离培养

细菌条件培养基与单核细胞共孵育后检测其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的分泌，探索肠道菌群与炎

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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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结果显示 IBS 患者肠道内乳酸杆菌、双岐杆菌数量减少（p<0.05）；肠杆菌数量无变化；浓

度为 4×10
6
/ml 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条件培养基抑制 LPS 刺激的 THP-1 细胞 TNF-α 分泌

（P<0.05），肠杆菌条件培养基未显示类似作用。 

结论 我们认为菌群失调可能通过调控肠道免疫细胞炎症因子表达，造成肠道轻度炎症，最终导致

IBS 发生。 

 
 

PU-0501 

食管胃静脉曲张并上消化道表浅粘膜病变的内镜治疗 

 
张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合并上消化道表浅粘膜病变的内镜下治疗策略。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消化内科行内镜下治疗的 7 例肝硬化食管胃静

脉曲张合并上消化道表浅粘膜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其肝硬化病因，凝血功

能，粘膜病变的位置、性质、大小，粘膜病变与静脉曲张的关系，治疗方法，术后并发症。 

结果  7 例患者平均年龄（56.9±4.5）岁，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均为 A 级或 B 级，无 C 级患者。

7 例患者中血小板计数<50×109/L 有 2 例，其中 1 例 INR>1.5。7 例患者中有 2 例粘膜病变位于曲

张静脉之上。7 例患者中 6 例先行内镜下静脉曲张治疗，后对粘膜病变行 ESD 治疗，1 例在静脉曲

张治疗同时对胃底粘膜病变 ESD 治疗，合并的贲门粘膜病变择期处理。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出血、

穿孔等严重并发症。 

结论 对于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合并上消化道表浅粘膜病变的治疗策略上，需要综合考虑以下三

个方面：一是凝血功能是否能耐受手术，对于凝血功能较差的患者，内镜下治疗前输注成分血浆及

血小板制品。二是要充分衡量静脉曲张的近期自发破裂风险、ESD 术中出血风险与粘膜病变的择

期处理风险等因素后，选择最佳的治疗时机与方法。三是关注粘膜病变与曲张静脉的位置关系。对

于伴发食管粘膜病变的食管静脉曲张，处理食管静脉曲张建议采用套扎治疗。当粘膜病变位于曲张

静脉之上时行 ESD 的操作难度高、风险大，术中操作要更为精细、止血要更为准确、术后观察要

更为密切。 

 
 

PU-0502 

应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炎症性肠病患者早期应答的 

相关预测指标评价 

 
田雪丽,周丽雅,顾芳,宋志强,李军,吕愈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价 IFX 治疗（14 周时）的患者发生临床应答的预测指标，早期通过非有创方法

（实验室检查）筛选出失应答患者。 

方法 确诊 IBD 并应用 IFX 治疗≥3 次，随访≥14 周的成人患者，收集这些患者的人口学和临床特征

资料，logistics 回归分析方法评价 14 周时 IFX 临床应答的独立预测指标，并追踪失应答的患者转

归。 

结果 在 IFX 治疗 14 周时根据治疗应答情况将患者（共 35 人）分 2 组，应答组 26 人（74.3%）。

溃疡性结肠炎（75.0%）和克罗恩病（74.1%）组的应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

诊断时年龄、治疗时年龄、吸烟史、既往肠道手术史、蒙特利尔疾病分型在诱导治疗应答组和失应

答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反映炎症的指标 C 反应蛋白、血沉在应答组随治疗呈明显

下降趋势，而失应答组在第 14 周时相当或高于治疗前的基线值，其趋势变化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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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P<0.05）；血红蛋白和白蛋白在 IFX 应答组中随治疗均呈现明显升高趋势，而在失应答组中

均呈现了数值的轻微波动，在治疗 14 周时较治疗前基线值有轻度下降，但两者在应答组和失应答

组间变化趋势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 logistics 回归分析中提示 C 反应蛋白下降是

IFX 应答的可能独立预测指标(95%CI=0.084-0.643;P=0.005)。在 IFX 失应答患者中，根据免疫相

关检测（IFX 谷浓度、抗 IFX 抗体）及相关临床结果调整治疗后获得了 6/8（75%）的临床应答，

其中联合免疫抑制剂得到了 5/5（100%）的临床应答。 

结论 C 反应蛋白的下降可能为 IFX 早期应答的独立预测指标， IFX 失应答患者中，排除感染等原

因后联合免疫抑制剂的治疗可能是有效的选择之一。 

 
 

PU-0503 

南昌市铁路地区部分居民大肠癌筛查项目分析 

 
章智艳,王农荣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大肠癌是国际上公认可通过无症状人群筛查手段早期发现而降低死亡率的恶性肿瘤之一。通

过南昌市铁路地区部分居民参加南昌市西湖区大肠癌早诊早治筛查项目，经过免费电子结肠镜检

查，发现无症状居民中大肠癌、大肠息肉及大肠其它疾病的患病率。由此证明电子结肠镜行大肠癌

筛查能有效地发现早期肿瘤及癌前病变，显著降低大肠癌的发病率，说明无症状居民进行大肠癌早

诊早治筛查是非常重要的。 

方法 针对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消化内镜室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接收南昌市

铁路地区 40 岁-80 岁部分无症状居民参加南昌市西湖区大肠癌早诊早治项目免费筛查，采用

Olympus PCF-H290I 型电子结肠镜检查，行内镜检查前，做好肠道准备，内镜检查均到达回盲

部，对发现的息肉及肿瘤的大小、个数、位置、有无蒂、蒂形状、颜色、局部浸润的范围、有无出

血进行描述，并对息肉、可疑病变行病理活组织检查。 

结果 南昌市铁路地区部分居民参加西湖区大肠癌早诊早治筛查项目总人数为 512 人，发现大肠息

肉 213 人，占总人数的 41.60%，其病理检查结果为，绒毛状管状腺瘤 10 例，占息肉总数的

4.69%；管状腺瘤 125 例（其中直径大于 1.0cm 的为 23 例，直径小于 1.0cm 的为 102 例），占总

数的 58.69%，增生性息肉 52 例，符合息肉为 26 例，分别占总数的 24.41%和 5.08%。发现大肠

癌 7 人，占总人数的 1.37%。 

结论 电子结肠镜检查是目前最有效的大肠癌筛查手段。通过对该地区部分无症状居民进行电子结

肠镜能有效的发现早期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提高大肠癌病人的 5 年生存率。筛查

中发现结肠息肉的发生率高达 41.6%，如果不及时处理，有癌变的风险，电子结肠镜检查及内镜下

息肉切除术创伤小，住院时间短，恢复快，能够有效的切断大肠息肉癌变的路径，减少大肠癌的发

生，显著地降低大肠癌的发病率。由此进一步证明，大肠癌无症状人群筛查的必然是非常重要的。 

 
 

PU-0504 

延续性护理在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出院患者随访中的应用效果 

 
刘凤,朱其华,梁娣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在内镜粘膜下剥离术（简称 ESD 术）出院患者随访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对于 2015 年 10 月到 2016 年 7 月于我科行 ESD 术后出院的 80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该 80 例患者列为对照组。将 2016 年 8 月到 2017 年 5 月行 ESD 术的患者出院后行延续性护理干

预措施的 80 例患者列为实验组。对照组及实验组均设有纳入及排除标准。对照组一直采用本科室

常规出院指导方法，即出院当日给予面对面口头指导和本科室通用的书面出院指导，指导患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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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饮食、作息和门诊随访等事宜。实验组除采用面对面口头出院指导方法外，另予一份 ESD 术

专科性书面出院指导，且出院后予 ESD 术微信群交流、微信公众平台知识科普、电话定期回访，

并建立出院患者电脑随访信息系统，将五种方法结合进行院外延续性护理。出院当日的指导由床位

护士完成，余方法由科室已成立的 ESD 术护理小组成员完成。使用我科自行设计的疾病知识掌握

程度问卷、生活质量量表 （SF-36 量表）、我院现用的出院满意度问卷 、遵医行为问卷（内容治

疗依从性、病情管理能力、用药依从性、生活行为方式等方面、满分 100 分）等工具、以及计算

ESD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对比两组患者的疾病知识掌握程度、生存质量、康复、满意度及并发症

发生率等情况。 

结果 实验组患者对疾病知识掌握程度(实验组平均分 98.56±2.13，对照组平均分 86.61±9.84)、SF-

36 量表  (实验组平均分 89.85±6.34,对照组平均分 86.68±9.71)、出院满意度(实验组平均分

99.01±1.74，对照组平均分 96.54±4.92)、遵医行为(实验组平均分 95.40±3.60 对照组平均分

89.73±6.32)均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在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实验组

（6/80=7.50%）低于对照组（9/80=11.25%），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采用延续性护理方法能够提高 ESD 术患者出院后疾病认知度、遵医行为及满意度，提高患者

生存质量。 

 
 

PU-0505 

内镜下结直肠小息肉最佳切除方式的研究 

 
谢娇

1
,王雯

2,3,4
,李达周

2,4
,叶舟

2
,许斌斌

2,4
,徐桂林

2,4
,洪东贵

2,4
 

1.解放军福州总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解放军福州总医院 

3.厦门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4.福建医科大学福总临床学院 

 

目的 肠镜检查中遇到的肠息肉绝大多数（80%-90%）是（微）小息肉，且非完整切除率较高。结

直肠小息肉的最佳治疗方式仍不明确。故本研究主要探讨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与冷圈套息

肉切除术（CSP）对结直肠小息肉不完整性切除率的比较。 

方法 此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共纳入 300 患有 6-10mm 小息肉的患者，被随机分配到 EMR（n 

=150）和 CSP（n =150）组，两组息肉分别采用 EMR 或 CSP 切除后,均采用三种方式评估不完整

性切除率，方法一：采用放大内镜或染色内镜直接评估切除部位是否有可疑残留；方法二：在息肉

切除部位的边缘四项和基底部进行额外 5 处活检，以此评估息肉组织残留的可能；方法三：同时将

EMR 和 CSP 切除样本均进行比较以评估不完整性切除率。 

结果 在获得的 398 例息肉中，299 例（75.0%）为腺瘤性息肉，21 例（5.3%）锯齿状息肉，60 例

（15.18%）腺瘤。CSP 组腺瘤性息肉的总体不完整性切除率明显高于 EMR 组（21/201，

10.45% vs 2/197，1.02%)。统计学表明，碎片切除法是不完整性切除率一重要的危险因素（OR 

26.95;95% CI,4.720 -197.62; p= .001)。在 EMR 组和 CSP 组之间，耗时均值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6.3+ 1.9 vs 4.8+3.7 min;p= .451)。纳入的患者均未发生立即及延迟性出血、穿孔以及与活检相

关的不良事件发生。 

结论 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在实现内镜下完整切除结直肠小息肉方面明显优于冷圈套息肉切除术且碎

片切除法是不完整性切除一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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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06 

门诊结直肠微小息肉不同治疗策略的回顾性研究 

 
邓雪瑜,徐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通过对门诊结肠镜检查首次发现的结直肠微小息肉未予切除的自然病程病例与一经发现微小

息肉即予以切除并行术后随访的病例进行回顾分析，追踪两组患者不同随访时间的进展期腺瘤检出

率，线性增长率和术后复发及癌变发生率，为门诊结直肠微小息肉的治疗选择提供新思路。 

方法 回顾性统计 2012 年 1 月 1 日到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门诊内镜中心行结

肠镜检查首次发现结直肠微小息肉（直径≤5mm）的患者，分为首次发现未予切除的自然病程组

（A 组）和首次发现即行切除的术后随访组（B 组），随访间期为 1.5-57.6 个月，分别分析 A 组病

例的线性增长率和随访时间的关系，明确 A 组追踪后予切除病例的病理情况；分析 B 组随访前后

病理类型与一般资料的特点以及随访后的复发、癌变情况；进一步对比两组患者的腺瘤检出率、进

展期腺瘤发生率及癌变发生率，并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成本。 

结果 （1）2012 年到 2014 年期间，我院门诊内镜中心首次结肠镜检查共发现 1191 例结直肠微小

息肉病例。其中 103 例患者首次发现微小息肉未行切除术，31 例患者完成了内镜下追踪观察（A

组）；809 例患者首次发现微小息肉即行切除术，212 例患者进行了术后随访（B 组）。 

（2）A 组随访 1.5-57.6 月后（平均随访 18.1±14.3 月），61.2%患者线性直径大小维持稳定，

19.4%呈线性进展，线性进展在 12-24 月内最高（25.0%），19.4%呈线性消退。部分患者追踪后

切除病理提示，腺瘤占 38.7%，其中 3.2%为进展期腺瘤，未发现癌变病例。 

（3）B 组初次病理类型提示腺瘤检出率为 54.2%，其中进展期腺瘤检出率 1.4%，非腺瘤占

45.8%；随访 1.5-57.6 月后（平均随访 21.1±16.8 月），1.4%的患者复发进展为进展期腺瘤。 

（4）B 组术后复发率为 16%，首次随访复发率最高的随访间期为 12-24 月，占 14.3%。结直肠微

小息肉复发与患者年龄相关，与患者性别、息肉数目、检出部位无相关性。 

（5）比较 A 组和 B 组患者追踪随访后特点，A 组和 B 组患者腺瘤检出率和进展期腺瘤检出率结果

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次，两组均未发现癌变患者。 

结论 1、首次发现结直肠微小息肉暂不切除的治疗策略相对患者更经济、安全。 

2、门诊结肠镜检查发现的结直肠微小息肉可选择暂不切除，追踪复查肠镜时间以 12-24 月为宜。 

 
 

PU-0507 

The effect of antibiotic on high-fat, high-fructose diet 
induced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Xiaoquan Huang,Shawan Su,Rui Zhang,Feng Li,Shiyao Chen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prevalent 
cause  of chronic liver disease worldwide. The mainstay of treatment of NAFLD is weight loss, 
which can lead to improvement in hepatic steatosis and fibrosis. However, to date there is no 
drug approved for treatment of NAFLD. Selective intestinal decontamination with oral antibiotic 
might be a novel strategy for NAFLD therap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ifaximin, a 
broad spectrum minimally absorbed antibiotic, on steatohepatiti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Conventional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treated with high-fat, high-fructose diet. 
Six-month NAFLD rats with severe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rifaximin group (oral gavage of rifaximin 100mg/kg, twice daily) and control group (oral gavage of 
sterile water 3ml/kg, twice daily) for 14 consecutive days.  
Results The weight was comparable between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689.55±29.47g v.s. 
285.86±30.14g, p=0.932), while rifaximin-fed rats had a significant weight reduction tha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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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rats (581.00±22.61 g v.s. 668.86±27.96 g, p=0.028). Comparing to the health control, 
serum leptin level was increasing by 2-month, 4-month and 6-month, while it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rifaximin (264.47±16.65 v.s. 389.77±29.56, p=0.004). Hematoxylin and eosin 
(H&E) staining of liver sections and hepatocytes showed that rifaximin strongly ameliorated liver 
steatosis while fibrosis remained unaltered. The score of steatosis grade after rifaximin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1.0±0.3 vs 2±0.4, p=0.0462). 
Rats treated with rifaximin were found to favorably recover intestine morphology of villus height. 
Periodic acid–Schiff (PAS) staining showed that goblet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colon in 
NAFLD rats, and the 14-day rifaximin treatment recover the quantity of goblet cells. 16s RNA 
sequencing of the feces also showed the changes of gut microbiota between group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ifaximin ameliorated liver steatosis by altering gut 
microbiota, recovering the number of goblet cells in the colon, reducing adipose tissue and serum 
level of leptin. Rifaximin may be a new therapeutic strategy against hepatic steatosis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PU-0508 

人工肝治疗患者心理调查分析及心理干预方法 

 
叶西,庞玉玲,彭娜,雷英 

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通过对于人工肝治疗前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调查分析，探讨护理干预在人工肝患者治疗前的

重要性。  

方法 采用 SAS 焦虑自评量表以及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对 60 例人工肝治疗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分

析患者治疗前后心理状态变化，对比心理干预前后患者情绪变化。 

结果 60 例患者经心理干预后焦虑情绪显著缓解，轻度焦虑患者心理干预前后有显著性的差异

（P<0.05）。重度及中度焦虑患者较干预前有极显著差异（P<0.01）。 

结论 人工肝患者在治疗前普遍存在焦虑等情绪，通过积极的心理干预能够明显降低患者焦虑情

绪，所以对于人工肝治疗患者在治疗前给予护理干预是十分必要的。 

 
 

PU-0509 

自身免疫性肝病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临床特征分析 

 
卢书明,李艳苓,张璐,刘丽娜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自身免疫性肝病（AILD）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 252 例 AILD 患者

的病例资料，其中自身免疫性肝炎(AIH)52 例，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174 例，AIH-PBC 重叠

综合征 26 例。分为单纯自身免疫性肝病组及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组，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

龄、首发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等方差异。 

结果 252 例 AILD 患者中合并有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者 66 例，占 26.2%，其中 PBC、AIH 和重叠

综合征组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肝病比例为 26.4%、25%、26.9%，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66 例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干燥综合征（SS）12 例（18.2%），桥本氏病、甲状腺

功能减退 11 例（16.7%），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8 例（12.1%），系统性红斑狼疮（SLE）5 例

（7.6%），缺铁性贫血 5 例（7.6%），类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病、溃疡性结肠炎、血管炎、白癜

风各 2 例（各占 3%），血小板减少症、1 型糖尿病、白塞氏病、嗜酸粒细胞增多症、雷诺氏综合

征、虹膜睫状体炎各 1 例（各占 1.5%），同时合并 2 种以上自身免疫性疾病者 9 例（占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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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SS 分别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类风湿性关节炎、血小板减少症、缺铁性贫血及 SLE 各 1 例，

SLE 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 1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合并溃疡性结肠炎 1 例，SS 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

及 1 型糖尿病 1 例、SS 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及缺铁性贫血 1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与首发临

床表现中乏力、腹胀、皮肤瘙痒、尿黄、下肢浮肿以及体征中黄疸、肝大、脾大所占比例相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合并肝外自身免疫疾病组因体检发现肝功能异常者占 45.5%高于

单纯性自身免疫性肝病组的 31.2%（P<0.05）。两组患者的肝功能、血常规、血脂、IgG、IgM、

IgA 均值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中免疫学指标 ANA、AMA、AMA-M2、

SMA 阳性所占比例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自身免疫性肝病常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最常见的是干燥综合征及桥本氏病。因体检发

现肝功能异常得以诊断自身免疫性肝病及发现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需引起临床医师的重视并予以

积极的治疗。 

 
 

PU-0510 

Association of active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anemia in elderly males 

 
Baicun Hou,Meifang Zhang,Miao Liu,Yuan Li,Gangshi Wang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he prevalenc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infection increases with age.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 pylori infection and anemia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remains to be 
identifi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whether H. pylori inf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emia 
in elderly people.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designed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male senior citizens (≥ 
65 years old) who received an assessment of their health status at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Chinese PLA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5. H. pylori infection was confirmed by the 

13
C-

urea breath test. Blood samples from the participants were taken to assay for hemoglobin and 
other erythroid-related indices - serum iron, ferritin, and C-reactive protein (CRP). Comorbid 
diseases of each participant were documented, and the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CCI) was 
applied to establish baseline comorbidities. 
Results Data from 646 subjects were analyzed. The mean age of the study cohort was 79.4 ± 8.9 
years.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H. pylori infection was 35.3%. The prevalence of anemia in the H. 
pylori positiv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egative group (5.3% vs. 2.2%, P = .033). Among 
the patients who had higher CCI scores (> 2), the prevalence of anemia in the H. pylori positive 
and negative groups were 10.3% and 1.4%, respectively (P = .009). Compared to the H. pylori 
negative group, the odds ratio for anemia of the H. pylori positive group was 2.53 (P = 0.033). No 
correlation between H. pylori infection and serum iron and ferritin levels was found. Erythroid-
related indic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respect to H. pylori status. The CRP level in 
the H. pylori positiv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H. pylori negative group (P < .001). 
Conclusions H. pylori infection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normocytic and normochromic anemia 
in elderly persons, especially in those with more comorbidities. Further clinical studies are needed 
to verify th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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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11 

循证护理在急性重症胰腺炎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罗书兰 

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分析急性重症胰腺炎病人护理工作中施行循证护理的具体方法与应用效果。 

方法 对于我们医院在过去一年之内所收治的急性重症胰腺炎病人资料 100 例施行分析，根据随机

法对病人实施分组，给予对照组病人常规护理，给予研究组病人循证护理，对比两组病人的临床治

愈率、死亡率、并发症出现几率和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情况，将所得各项数值施行统计学计算。 

结果  两组病人疾病治愈率、死亡率、并发症出现几率对比具备统计学意义；两组病人对于护理工

作满意度对比具备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为急性重症胰腺炎病人护理工作中施行循证护理效果理想，能够显著提高疾病治疗效果，

降低并发症的出现风险，提高病人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情况，应该给予大力的推广与应用。 

 
 

PU-0512 

观察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血清胃蛋白酶原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李大军 

吉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血清胃蛋白酶原 PG 水平与幽门螺杆菌 Hp 感染情况。 

方法 本次研究的分析对象是我院消化科接收并治疗的 180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且通过纳入标

准均判定为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并与非萎缩性胃炎患者 60 例、胃息肉患者 80 例、胃癌患者 26

例以及正常对照组 51 例进行对照。 

结果 抽取的 180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与胃癌患者血清 PG 关系显示，且萎缩性胃炎患者的

PGI、PGII、PGI/PGII 分别为 71.3±15.2、14.6±5.2、4.7±1.6；而萎缩性胃炎患者 HP 阳性其

PGI、PGII、PGI/PGII 分别为 46.3±3.6、21.4±1.7 与 2.74±1.03，而胃癌组患者 HP 阳性其 PGI、

PGII、PGI/PGII 分别为 38.6±4.5、18.6±2.2 与 2.3±0.9，两组数据的差异性较大（P<0.05），具

有统计学研究价值。 

结论 针对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需要明确其血清胃蛋白酶原的变化情况，为后期萎缩性胃炎的诊治

提供帮助与参考依据。 

 
 

PU-0513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异常和糖尿病相关 

 
杨文 

海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在糖耐量异常和糖尿病患者中的变化。 

方法 对 44 例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异常、42 例糖尿病和 114 例正常血糖者，年龄、性别、幽门

螺旋杆菌感染、体质量指数( BMI) 、总胆固醇( TC) 、三酰甘油( TG) 、空腹血糖( FBG) 、肌酐

( CRE)、尿素氮( BUN) 和患高血压病情况进行对比观察。 

结果 糖尿病组、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异常组和正常血糖组之间比较年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BMI、TG 和 CRE 在各组之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 ＜0.05，P ＜0.01) 。多因素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发现空腹血糖和 BMI 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相关因子( P ＜ 0.05，P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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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糖尿病和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异常患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升高,空腹血糖水平与幽门螺旋杆

菌感染相关。 

 
 

PU-0514 

不同幽门环内径对反流性食管炎大鼠模型存活率的影响研究 

 
王宝珊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目的 通过结扎胃体-胃底过渡区造成胃容积减小，限制幽门扩张延长食物存留于胃内时间以增加反

流机会，是制备反流性食管炎动物模型的常用方法之一。本文主要探讨不同幽门环内径对反流性食

管炎大鼠模型存活率的影响，观察实验后 7 天大鼠存活率，并于实验后第 8 天处死存活大鼠，剪下

其食管观察食管粘膜肉眼病变，行 HE 染色观察食管组织病理学改变，以提高模型制作的成功率。 

方法 1、购入 SD 雄性大鼠 40 只，于福州总医院比较医学科适应性喂养（自由进食标准颗粒饲

料、饮水，室温控制于 23±1℃，灯光每 12 小时交替照亮造成昼夜交替）一周后使其体重增至

200-250g。术前 12 小时禁食不禁水。 

2、购入导尿管（内径 4.0mm）当幽门环使用； 

3、将 40 只大鼠随机分成 4 组（A、B 组），每组 20 只。 

4、所有大鼠均使用体积分数为 10%的水合氯醛 0.03 mL/kg 腹腔注射麻醉，0.5%碘伏消毒术野，

铺巾，取腹部剑突下正中切口 2cm，逐层进腹。分离并充分暴露胃底及幽门组织；A 组大鼠使用内

径为 4.0mm 幽门环限制幽门，环对接处缝线打紧；B 组使用内径为 4.0mm 幽门环，环对接处缝线

不完全打紧，使其能随幽门舒缩至最大内径 4.6mm。 

5、所有大鼠均用 2-0 丝线结扎幽门环，用 3-0 丝线结扎胃体-胃底过渡区。术后关腹。 

6、术后禁食不禁水 24 小时，喂养 7 天，观察大鼠存活率，第 8 天处死存活大鼠，剪下其食管观察

食管粘膜肉眼病变，行 HE 染色观察食管组织病理学改变。 

结果 7 天内，A 组大鼠死亡 16 只，存活 4 只，存活率 20%（4/20）；B 组大鼠死亡 5 只，存活 15

只，存活率 75%（15/20）；经 Fisher 精确概率法(单侧检验)比较 P<0.05，两者存活率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 

第 8 天解剖所有存活大鼠，其中，A 组大鼠食管下段均发生溃疡，均并发食管中下段扩张，病理下

均可见食管上皮下炎症细胞浸润、上皮基底细胞增生、固有层乳头延长。 

B 组大鼠有 12 只存在食管下段糜烂（依次编号 1-12 号），3 只（依次编号 13-15 号）肉眼未见食

管损伤，病理下可见所有 B 组大鼠食管固有层乳头延长，食管上皮下炎症细胞浸润，编号 1-11 号

均可见上皮基底细胞增生。 

结论 结扎胃体-胃底过渡区，限制幽门扩张法可成功建立反流性食管炎大鼠模型，幽门环内径与大

鼠存活率密切相关，内径为 4.6mm 时大鼠存活率提高，可作为一种反流性食管炎大鼠模型的参

考。 

 
 

PU-0515 

乙型肝炎后肝硬化脾功能亢进部分脾动脉栓塞术的疗效分析 

 
钟嘉玮,郭贵海,王健,汪安江,游宇,朱萱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乙型肝炎后肝硬化脾功能亢进部分脾动脉栓塞术及部分脾切除术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乙肝后肝硬化脾功能亢进患者 67 例为研究对象,

观察行部分脾动脉栓塞术与行部分脾切除术患者情况,比较两组患者术后肝功能、血常规及术后并

发症的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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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Child-Pugh A 和 B 级的两组患者治疗后 1 月后两组患者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水平均较治

疗前上升(P<0.05),而肝功能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3 个月两组患者肝功能和

血常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6 个月脾切组感染率为 20.3%明显大于脾栓组患者

13.6%,治疗后 6 月后脾栓组患者门静脉血栓发生率为 9.8%，脾切组患者门静脉血栓发生率为

78.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 1 年时间，脾栓组肝硬化并出血的发生率为 3.5%，脾

切组肝硬化并出血发生率为 7.9%，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脾动脉栓塞术治疗乙肝后肝硬化脾功能亢进效果明显,术后感染及出血发生率低。 

 
 

PU-0516 

ESD 治疗巨大粗蒂型结直肠息肉的疗效及安全性 

 
盛建文,范惠珍,王河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 ESD 治疗巨大粗蒂型息肉的效果和安全性。 

方法 2015.6-2018.6 在我院门诊经肠镜及病理检查确诊为粗蒂型巨大结直肠息肉（息肉直径≧

3.0cm，蒂部直径≧0.8cm 的患者 15 例，共 18 个病灶，记录病灶的部位、大小、形态、内镜下分

型。内镜下治疗步骤为•在息肉粗蒂处行粘膜下注射；予钩刀或 IT 刀沿蒂部直接分离切除；电凝处

理创面后，予金属夹完整夹闭创面。 

结果 15 例患者的 18 处息肉病灶均于内镜下完成切除，切除时间为(36 ± 5)min，病灶直径 3.0-

4.5cm，6 例发生术中出血，均于内镜下电凝后出血停止，所有患者均未出现穿孔。术后均未出现

迟发性出血及穿孔等并发症。术后病理结果显示 15 例患者的 18 处息肉病灶均完整切除，11 例为

管状腺瘤，3 例为绒毛状腺瘤(其中 1 例伴局部癌变，但基底部无癌残留)，4 例为绒毛状管状腺

瘤;6 个月后内镜随访结果显示病灶切除处均完全愈合，未有复发。 

结论 ESD ESD 治疗巨大粗蒂型息肉病灶完整切除率高，术中并发症少，结合术后创面完整缝合，

能明显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PU-0517 

慢性乙型肝炎及乙肝肝硬化患者血清 IL-6、IL-17、 

GP73 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赵永忠,申文晓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血清白细胞介素 6（IL-6）、白细胞介素 17（IL-17）

及高尔基体蛋白 73（GP73）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7 年 07 月至 2018 年 01 月在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及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的慢性

HBV 感染者，其中慢性乙型肝炎（CHB）30 例，乙肝肝硬化（LC）30 例，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

20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 IL-6、IL-17 及 GP73 浓度； 

结果  LC 组患者的血清 IL-6、 IL-17 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与 CHB 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1），CHB 组与对照组患者的血清 IL-6、IL-17 浓度相比，差别无统计学意义。CHB 组与

LC 组患者的血清 GP73 浓度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CHB 组与 LC 组

患者的血清 GP73 浓度相比，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清 IL-6、IL-17 及 GP73 含量与慢性 HBV 感染者疾病进展密切相关，能够对患者的病情及

预后进行良好的评估，为病情进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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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18 

光学增强内镜在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筛查中的作用 

 
寇冠军,于岩波,张岩,季锐,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首先，比较高清白光内镜、光学增强内镜、卢戈氏碘溶液在高危人群中对早期食管癌的筛查

价值。其次，评估放大光学增强内镜在评估食管癌浸润深度中的准确度。 

方法 这是一项前瞻性、单中心、队列研究。2017.2-2018.4 接受胃镜检查的食管癌高危病人被纳入

这项研究中。所有的病人在麻醉状态下，依次应用高清白光内镜、光学增强内镜、卢戈氏碘染色观

察食管，同时对光学内镜发现的背景粘膜着色区域进行放大内镜观察 IPCL 形态，预测食管早期病

变的浸润深度。最终，评估高清白光内镜、NM-OE、CE-Iodine 在早期食管癌诊断中的准确度、灵

敏度、特异度，同时评价放大增强内镜在预测食管癌浸润深度中的作用。 

结果 212 位病人被纳入这项研究中，其中位 199 (93.87%)是男性，平均年龄 60.57 ± 7.457 岁

（41-77 岁）。124 位病人既往有头颈部鳞癌病史，93 位病人为食管早期鳞癌内镜治疗术后复查，

非放大光学增强内镜对早期食管鳞癌的诊断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93.87%、95.35%、

93.49%，而卢戈氏碘染色诊断的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98.52%、95.34%、78.70%。与

卢戈氏碘染色相比，非放大光学增强内镜具有更高的准确度（P<0.05）和特异度（P<0.01），但

灵敏度较差(P=1.00)。43 位病人中 50 处病变经病理证实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或食管癌。 

结论 非放大光学增强内镜在食管早癌的筛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放大光学内镜在食管癌浸润

深度的预测中也有较高准确度。 

 
 

PU-0519 

射频消融联合胆道支架对比单独胆道支架治疗恶性 

梗阻性黄疸的荟萃分析 

 
石梦琳

1,2
,罗薇薇

2
,李静泊

2
,谭蓓

2
,王晓艳

2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目前对于射频消融联合胆道支架置入术在恶性黄疸患者中的应用疗效缺乏大规模的临床研

究。为了了解射频消融联合胆道支架置入术手术的利弊，本研究通过荟萃分析的方式对射频消融联

合胆道支架与单独胆道支架对梗阻性黄疸的治疗进行比较分析。 

方法 以梗阻性黄疸、射频消融、支架、Obstructive Jaundice、Radiofrequency ablation、stents

作为检索关键词，检索 CNKI、万方、维普、Pubmed、Embase 和 Cochrane。文献检索起止时间

从建库至 2017 年 2 月。分别由两位研究人员按照入选及排除标准独立完成文献筛选。以手术成功

率，近期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术后 1-2 周）、术后 3 月、6 月、12 月胆道梗阻复发情况、并发症发

生情况、术后 3 月、6 月、12 月生存情况、生存时间、支架通畅时间、术后狭窄处直径作为观察指

标。采用 NOS 文献质量评价量表入选文献进行质量评价。使用 Review Manager 5.3 软件进行数

据录入及数据统计、异质性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9 篇队列研究。所有文献 NOS 评分大于 5*。与单独胆道支架组相比较，射频消

融联合胆道支架置入手术成功率同样为 100%，术后胆道直径（MD（95%CI），（0.61，（-

0.09,1.31））、术后 3 月胆道梗阻复发情况（RD（95%CI），-0.07（-0.15,0.01））、术后 12 月

胆道梗阻复发情况（RR（95%CI），0.69（0.37,1.28））、术后 3 月生存情况（RR（95%CI），

1.00（0.93,1.07））、术后 6 月生存情况（RR（95%CI），1.01（0.84,1.22））无统计学差异。

术后 6 月胆道梗阻复发情况（RR（95%CI），0.44（0.32,0.61））低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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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1-2 周血清总胆红素水平、中位胆道支架通畅时间、术后 12 月生存情况和中位生存时间结果

不稳定，需要谨慎对待所得结果。 

结论 射频消融联合胆道支架手术安全可靠，短期内解除胆道梗阻、降低血清胆红素的效果与单独

支架手术差异不大，可以降低术后的胆道梗阻复发率，延长支架通畅时间，但在能否延长生存时间

方面疗效不确切，仍然需要多中心、大样本、设计周密、长随访时间的随机对照研究对其远期疗效

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PU-0520 

电针刺激通过 SDF-1/CXCR4 和 SCF/Kit-ETV1 信号通路增加 

糖尿病小鼠胃组织 

 
赵娇,安婧,刘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1）探讨电针刺激对小鼠胃组织中骨髓来源 ICC 的影响。2）探讨 SDF-1/CXCR4 和

mSCF/Kit-ETV1 信号通路是否参与了 EA 增加小鼠胃组织中骨髓来源 ICC 这一过程。 

方法 GFP 转基因小鼠的骨髓细胞经尾静脉注射至经全身电离辐射的野生型小鼠体内，构建骨髓移

植的小鼠模型。一月后检测骨髓移植小鼠的嵌合率。将嵌合率高于 80%的骨髓移植小鼠 66 只用于

后续的实验。分为 6 个组：正常组（Control）、糖尿病组（DM）、骨髓移植+糖尿病组

（BMT+DM）、骨髓移植+糖尿病+假性电针刺激组（BMT+DM+SEA）、骨髓移植+糖尿病+低频

电针刺激组（BMT+DM+LEA）和骨髓移植+糖尿病+高频电针刺激组（BMT+DM+HEA）。分别于

造模前、造模第 1 周、成模第 8 周三个时间段对各组小鼠的血糖水平进行检测。成模第 8 周，检

测各组小鼠胃排空情况及 SDF-1/CXCR4 和 mSCF/Kit-ETV1 信号通路表达和胃组织中 ICC 定量。 

结果 （1）DM 组小鼠血糖水平显著升高；给予电针刺激后糖尿病小鼠各组之间无明显差异。（2）

DM 组小鼠胃排空明显延迟；给予电针刺激，BMT+DM+LEA 组和 BMT+DM+HEA 组小鼠的胃排空

相对于 BMT+DM 组是明显加速的。（3）与 BMT+DM、BMT+DM+SEA 组相比，BMT+DM+LEA

组和 BMT+DM+HEA 组的小鼠胃组织 ICC-IM 和 ICC-MP 的 c-Kit
+
GFP

+细胞的数量显著增加。

（4）DM 组小鼠胃组织中 c-Kit 、mSCF、pERK、ETV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是明显降低的；相

对于 BMT+DM 组，BMT+DM+LEA 组和 BMT+DM+HEA 组小鼠胃组织中 c-Kit 、mSCF、pERK、

ETV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明显增加的。（5）相对于 BMT+DM 组，BMT+DM+LEA 组和

BMT+DM+HEA 组小鼠胃组织中 GFP 、SDF-1、CXCR4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明显增加的。（6）

相对于 BMT+DM 组，BMT+DM+LEA 和 BMT+DM+HEA 组小鼠血清中 SDF 蛋白浓度是明显增加

的。 

结论 高频与低频电针刺激通过 SDF-1/CXCR4 和 mSCF/Kit-ETV1 信号通路增加小鼠胃组织中骨髓

来源的 ICC，维持 ICC 网络, 改善嵌合体糖尿病小鼠延迟的胃排空。 

 
 

PU-0521 

MS-HRM 检测粪便 DNA/miRNA 基因甲基化筛查 

结直肠肿瘤的研究 
 

孟岳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MS-HRM 法检测已知结直肠癌及腺瘤患者粪便中 SEPT-9 和 miRNA-34b/c 基因甲基化筛

查结直肠肿瘤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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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择结直肠癌患者 35 例、大肠腺瘤性息肉患者 47 例、肠镜检查阴性者

52 例，收集粪便标本，提取 DNA，对 DNA 亚硫酸氢盐修饰。SEPT-9 和 microRNA-34b/c 基因的

MS-HRM、MSP 引物参照已有研究，引物由上海生工公司合成。实验采用 MS-HRM 法检测各组粪

便中 miRNA-34b/c 和 SEPT-9 基因甲基化情况，并以 MSP 法做对照。 

结果 1、MS-HRM 检测 microRNA-34b/c 敏感性：结直肠癌组 71.4%，大肠腺瘤组 63.8%，特异性

88.5%；检测 SEPT-9 敏感性：结直肠癌组 68.6%，大肠腺瘤组 57.4%，特异性 90.4%。MS-HRM

联合检测两基因敏感性：结直肠癌组 88.6%，大肠腺瘤组 76.6%，特异性 86.5%。联合两基因检

测敏感性则明显高于任一单基因检测（P＜0.05），而特异性则无明显差异（P＞0.05）。 

2、MSP 法检测 microRNA-34b/c 敏感性：结直肠癌组 68.6%，大肠腺瘤组 61.7%，特异性

86.5%；MSP 法检测 SEPT-9 敏感性：结直肠癌组 65.7%，大肠腺瘤组 55.3%，特异性 88.5%。

MSP 联合检测两基因敏感性：结直肠癌组 85.7%，大肠腺瘤组 74.5%，特异性 84.6%。联合两基

因检测敏感性则明显高于任一单基因检测（P＜0.05），而特异性则无明显差异（P＞0.05）。 

3、MS-HRM 检测 microRNA-34b/c 和 SEPT-9 甲基化的性能评价：与 MSP 比较，敏感性和特异

性一致性较好，且两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1、MS-HRM 联合检测已知结直肠肿瘤患者粪便中 microRNA-34b/c 和 SEPT-9 基因甲基化诊

断结直肠癌及腺瘤的敏感性分别为 88.6%、76.6%，特异性为 86.5%，甲基化的 microRNA-34b/c

和 SEPT-9 基因是一组新的具有良好性能的结直肠癌及其癌前病变的筛查标志物组合； 

2、MS-HRM 法也为粪便 DNA 甲基化检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检测方法，与 MSP 法同样具有较好的

DNA 甲基化检测性能，且较 MSP 法检测成本低、操作简便； 

3、多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筛查结直肠肿瘤的性能优于单基因甲基化检测。 

 
 

PU-0522 

上皮细胞转化序列 2 癌基因与 食管腺癌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王美倩,申雪雪 杨晓云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食管癌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在全球范围内食管癌的发病率在恶性肿瘤中居第 8

位,死亡率为第 6 位。食管癌预后差，死亡率高，5 年生存率低。本文探讨了不同病因对食管腺癌预

后的影响及上皮细胞转化序列 2 癌基因（ECT2）在食管腺癌中的表达及对食管癌预后的影响。 

方法 检索 TCGA 中的食管癌数据集，并下载临床信息及芯片信息，结合食管癌的临床信息并对芯

片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发现 ECT2 对食管腺癌预后影响。 

结果 食管腺癌预后可能与吸烟、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相关，而在这些病例中，相比于正常组

织，食管腺癌标本的 ECT2 表达会上调。 

结论 提示 ECT2 可能是食管癌预后的一个指标。 

 
 

PU-0523 

乳糜泻在我国北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病人中的患病率的研究 

 
于岩波,寇冠军,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通过乳糜泻特异性血清学抗体组织转谷氨酸酶抗体 IgA(Ttg-IgA，anti-tissue transglutaminase 

IgA)来筛查就诊于我院且符合肠易激综合征 ROME III 诊断标准病人中乳糜泻的发病率。 

方法 该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我们收集了就诊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且符合肠

易激综合征 ROME III 诊断标准的 18~80 岁的病人。排除有其他脏器严重疾病人、大肠癌病人、溃

疡性结肠炎或有家族史病人、实验室检查异常及结肠镜检查异常的病人，向病人解释实验室目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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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详细询问病人病情及进行体格检查，抽取患者 5ml 静脉血，离心后提取

其血清，通过 ELSIA 试剂盒测定患者血清中组织转谷氨酰胺抗体 IgA 的含量，已确定这部分人群

中血清学筛查所得的乳糜泻的发病率。对血清学阳性的病人行探头式共聚焦胃镜，如有绒毛萎缩、

变形处靶向活检，依据 Marsh 标准，组织病理学诊断是否符合乳糜泻。 

结果 入组的 492 位病人，99%以小麦为主食。IBS 组的平均年龄 45.23 (18-74 岁), 其中 117 

(47.18%)位是男性。对照组的平均年龄为 44.88 (19-74 岁),其中 121 (48.79%)位是女性 .两组病人

的平均年龄（P=0.771）和性别(p=0.720)无统计学差异。IBS 组中病人血清 tTG-IgA 值介于 0 到

166.2 U/L, 12 例 IBS 病人(4.84%)和 2 例健康对照病人(0.81%)血清学检测为阳性，证明 IBS 样症

状与血清 tTG-IgA 值具有相关性(P=0.007)。血清阳性的 IBS 样症状的病人平均年龄为 44.50 ± 

12.96 岁(28-64 岁), 病史长 6-240 个月（平均 71.33 个月）, tTG-IgA 平均水平为 63.64 U/L (17.2-

166.2 U/L).本次研究中，3 例病人的 tTG-IgA 水平高于正常上限 10 倍。血清 tTG-IgA 阳性或临界

值病人与整个 IBS 样组病人在年龄(44.50 vs. 41.00, P=0.819)及性别（男性，41.67% vs. 49.58%, 

P=0.696）上无差异，并且血清 tTG-IgA 梯度与 IBS 样症状的持续时间无明显相关性(血清学阳性 

vs. 血清学阴性病人：62.60 vs 71.33 月, P=0.643)。 

结论 乳糜泻在中国人群中并非罕见，特别是 IBS 病人中，在临床工作中，乳糜泻应该引起我们的

重视 

 
 

PU-0524 

内镜经黏膜下隧道肿瘤切除术 治疗源于固有肌层的 

上消化道黏膜下肿瘤 

 
田雪丽,黄永辉,李渊,张静,姚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评价内镜经黏膜下隧道肿瘤切除术（STER）治疗来源于固有肌层的上消化道黏膜下肿瘤

（SMT）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应用 STER 治疗的来源于固有肌层的 27 例 SMT 的临床病理

资料，并应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的心理状况。 

结果 共 26 人，27 例 SMT，仅有 1 人食管并发 2 例 SMT。年龄 31~70（平均 49.9±9.8）岁。食管

13 例，贲门处病变 13 例，胃底体交界 1 例，瘤体直径大小为 1.0~6.0cm，平均 2.0±1.1cm，

STER 成功切除所有 SMT，一次性完整切除率 92.6%，切除时间 11~163min，平均 51±35.7min，

钛夹缝合时间 1~11min。术后病理诊断为平滑肌瘤 21 例（77.8%），间质瘤 6 例（22.2%，食管

1 例，胃 5 例），且均为极低危险度（直径 1~1.8cm，核分裂像<5 个/50HPF）。术后发生纵隔气

肿 1 例，肺炎 3 例，均保守治疗痊愈，随访 24-60 个月，无复发或残余病变。随访期间为患者做了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在治疗前有 8 人可能有焦虑（30.8%），5 人肯定有焦虑（19.2%），1 人在

患病前患有焦虑，发现病变后焦虑症状加重，有明显焦虑。在内镜成功切除肿瘤后，患者焦虑明显

好转。 

结论 STER 治疗来源于固有肌层的一些上消化道黏膜下肿瘤，既一次性完整切除病变，也治疗了患

者因该疾病引发的焦虑，是一种安全、可行、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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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25 

Constitutive TL1A expression on antigen present cells 
exacerbated chronic experimental colitis 

 
Fei Han,Dong Wang,Mingyue Yang,Hong Zhang,Xiaolan Zhang 
The East Branch of Secon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APC with constitutive expression of TL1A on 
chronic experimental colitis 
Methods Myeloid TL1A-Tg (Tg) C57BL/6 mice (TL1A over-expression on APC) and wild-type 
(WT) mice were administrated with dextran sulfate sodium salt (DSS) discontinuously for 4 weeks 
to establish chronic experimental colitis. Severity of colitis was evaluated by body weight (BW) 
change and the disease activity index (DAI). The changes of colon morphology and colon length 
were measured in each group to get the gross score. Hematoxylin and eosin (H&E) staining was 
used to get the histopathology change and pathology score of colitis. The number of APC co-
expressed with TL1A was measur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IF). The level of IFN-γ and IL-17 in 
serum was detec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he expression of TL1A 
and DR3 in the colon was detected by both western blot and real-time qPCR. 
Results After drinking DSS water, when compared with WT group, the BW of Tg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The DAI score, colonic gross score and histology sco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g goup (P<0.05). The number of APC co-expressed with TL1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g group (P<0.05). Moreover, the concentration of IFN-γ and IL-17 
markedly elevated in Tg group (P<0.05). The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 of TL1A and DR3 of 
colon was higher in Tg group (P<0.05). 
Conclusions Constitutive TL1A expressed on antigen present cells exacerbated DSS-induced 
chronic experimental colitis, probably through activation of APC, and therefore increasing 
secret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PU-0526 

细针型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对胰腺囊性病变诊断的 meta 分析 

 
游航,张明明,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随着影像诊断技术的提高，胰腺囊性病的诊断率越来越高。细针型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

（needle-based confocal laser endomicroscopy，nCLE）可以在超声引导下对胰腺囊性病变(PCL)

的组织进行细胞水平的实时观察，并对病变做出诊断。我们应用 meta 分析方法评价细针型共聚焦

激光显微内镜对于胰腺囊性病变(PCL)诊断的价值。 

方法 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中有关细针型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对胰腺

囊性病变诊断的文献，采用 QUADAS-2 方法对纳入文献的质量进行评价,应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敏

感性、特异性、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等指标。利用 stata 1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 6 项研究，nCLE 在 PCL 诊断中，总体敏感性为 84%[95%CI：79%，94%]，阴性似

然比（LR-）0.17 [95%CI：0.09, 0.32]；特异性 98% [95%CI：90%，99%]，阳性似然比（LR+）

36.3 [95%CI：8.5,154.4]；对于黏液性病变（包括 IPMN 和 MCN），敏感性为 0.91% [95%CI：

85%，95%]，特异性 97%[95%CI：79%，100%]。 

结论 nCLE 对于胰腺囊性病变的诊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中等敏感性，对于黏液性病变有较高的诊

断价值。目前关于 nCLE 的大样本临床研究仍然较少，部分样本诊断缺乏病理对照，仍需要进一步

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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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27 

Hp 感染对胃 ESD 术后创面溃疡愈合的影响 

 
盛建文,谢萍,钟谷平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Hp)是否会对胃镜下胃粘膜剥离(ESD)后溃疡创面的愈合产生影响。 

方法 回顾 2014.6-2018.6 我院消化内科住院期间行胃 ESD 术的 60 例患者，所有患者均为胃粘膜

病 ESD 术后，根据其是否患有 Hp 感染分为 Hp 阳性组(38 例)和 Hp 阴性组(22 例)，,两组患者在发

病部位、创面大小及平均年龄上无显著差异（p>0.05），术后均给予 PPI(埃索美拉唑)及粘膜保护

剂治疗。记录并比较两组 ESD 术后 6 周复查胃镜时的术后创面溃疡直径及溃疡愈合率。 

结果 Hp 阴性组的平均溃疡直径为 4.0±0.2mm，Hp 阳性组的平均溃疡直径为 8.5±0.3mm；Hp 阴

性组的溃疡愈合率为 90.9%（20/22），Hp 阳性组的溃疡愈合率为 71.1%（27/38）。提示 ESD

术后 6 周 Hp 阴性组的溃疡直径和溃疡愈合率均优于 Hp 阳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Hp 感染是影响 ESD 术后创面溃疡愈合的重要因素之一。 

 
 

PU-0528 

鼻胃镜在胃十二指肠球部恶性狭窄支架置入术中 的临床应用 

 
盛建文,李川,谢萍,钟少兰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经鼻胃镜在胃十二指肠球部恶性狭窄支架置入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8 年 5 月我院收治的晚期胃癌或十二指肠球部恶性肿瘤伴狭窄

病例 24 例，其中晚期胃癌患者 18 例，十二指肠球部恶性肿瘤或转移性恶性肿瘤 6 例，所有患者均

无手术指征或手术条件。所有病例胃镜检查均提示胃镜难以通过。改换鼻胃镜后，有 17 例顺利通

过狭窄，随后置入黄斑马导丝，有 5 例鼻胃镜也难以通过狭窄，将鼻胃镜置入狭窄口，在透视下成

功置入黄斑马导丝，再沿斑马导丝置换结肠镜，再经钳道送人支架释放器，在内镜监视下释放肠道

支架。观察释放成功率、支架位置，扩张效果、症状改善情况、并发症以及生存质量情况。 

结果 支架释放成功率达 100%（24/24），支架释放位置准确率也达 100%（24/24），治疗前后狭

窄段直径明显增宽，差异有显著性(P<0.05)。所有患者腹胀呕吐症状有不同程度改善，其中明显改

善达 62.5%（15/24），并发症以主要有短期腹胀腹痛，发生率达 54.2%（13/24）,无一例出现出

血或穿孔。治疗后患者短期生存率(4 个月)达 58.3%（14/24）。 

结论 鼻胃镜引导下支架置入术治疗胃十二指肠球部恶性狭窄成功率高，位置准确性好，扩张效果

明显，并发症少，能明显改善晚期肿瘤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时间。 

 
 

PU-0529 

衰弱老年人急性期照护模式在消化道出血老年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周敏,任宏飞,王瑞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消化道出血是消化系统常见的急危重症，而老年人消化道出血常在多种慢性疾病基础上出

现，由于多病共存、多药共用的患病特点加上年老所致的躯体功能退化甚至失能，致使相似的出血

量在老年人群中病程往往相对延长、疾病的严重程度可能增加，甚至导致全身多器官功能损害。传

统的单纯以急性疾病为诊治核心的常规医院照护模式使老年患者在因急性疾病住院治疗期间，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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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躯体、认知、社会功能的减弱，甚至丢失。维持功能是改善住院老年人预后、减少额外医疗

花费的重要措施。老年人急性期快速恢复病房(Acute Care for the Elderly unit，ACE unit)是一种以

医生为领导，结合老年人综合评估、以促进患者功能独立为原则的针对住院老年人的多学科照护新

模式，在欧美国家经过了近 30 年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我院老年医学中心于 2016 年建立了中国

第一个 ACE 病房，1 年多时间来也获得丰富成果。本文旨在探讨 ACE 模式在消化道出血老年患者

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患者均采取标准医学治疗方案。对照组采用常规优质护理，包括基础护理、病情观察、健康

宣教、核对医嘱、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和需求等。实验组采用 ACE 模式进行综合照护，具体包

括：提供促进康复的病房环境、医疗回顾、多学科团队合作、早期康复介入、以患者为中心的护

理、尽早进行出院计划；遵循早进食、早活动，避免使用长期尿管/胃管，避免使用躯体或药物约

束，同时强调老年综合评估，关注患者家庭和社会问题并协助解决。对比两组患者在住院服务满意

度评分、平均住院日及住院费用、出院生活自理能力评分方面的差异。 

结果 实验组在住院服务满意度评分、出院生活自理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平均住院日及住院费用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做好老年人功能维持已成为热点话题。由于消化道出血进

行住院治疗的老年人常存在失能以及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在常规的医院优质护理照护模式下，很多

老年患者在出院后会发生自我照护、行走、社交等独立生活能力较患病前的显著下降，采取更为积

极主动的医院内照护，能够改善老年患者的住院预后，降低治疗费用、提高患者满意度。虽然建立

完善的 ACE 病房并非易事，但其成熟的模式已为改进老年住院患者的照护提供了参考，有临床推

广价值。 

  
 

PU-0530 

GNMT negatively regulates MAPK Pathway and suppresses 
the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Hepatocellular cancer cells 

 
shanshan Jiang,Jingyuan Fang 

Key Laboratory of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Ren 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has a generally poor prognosis, and molecular 
markers to improve early detection and predict outcomes are greatly need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dentify the recurrent genetic changes, elucidate their roles and discover new 
biomarkers for improving clinical management of HCC. 
Methods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GNMT. The tumor-suppressive effect of GNMT was determined by both in-vitro and in-
vivo assays. Affymetrix cDNA microarray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 
Results We find that the Glycine N-methyltransferase GNMT is less expressed in HCC, where it 
correlates with well overall survival. Elevating GNMT levels by various means was sufficient to 
inhibit HCC cell proliferation, clonogenicity,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vitro and tumorigenicity and 
distant metastasis in vivo Conversely, GNMT attenuation by siRNA elicited the opposite effects in 
HCC cells. RNA-sequence profiling analyses suggested that GNMT inhibits HCC oncogenesis 
and metastasis through various pathways, with deregulation of MAPK signaling figuring 
prominently.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establish the significance of GNMTin inhibiting oncogenesis and 
metastasis in HCC by coordinating MAPKpathway control, with implications for its potential use 
as a diagnostic or prognostic biomarker and as a candidate therapeutic target in this disease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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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31 

溃疡性结肠炎结直肠瘤变风险因素分析 

 
陆美娇,邱新运,张红杰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全球发病率逐年升高。UC 患者结直肠瘤变

（colorectal neoplasia，CRN）风险增加，通过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结肠镜检查以及病理组织

学特点分析对预测 UC 患者 CRN 显得尤为重要。 

方法 选择 2009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于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的 UC 患者，进行回顾性病

例对照研究，UC 伴 CRN 患者为病例组，UC 不伴 CRN 患者为对照组。使用 SPSS22.0 统计软件

建立数据库进行分析，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病例组 95 例，对照组 280 例。经单因素分析，确诊年龄 (年龄:30-60 岁,hazard 

ratio[HR]:1.94，95%CI[confidence interval]:1.04-3.63，P=0.037；年龄≥ 60 岁，HR：4.06，

95%CI：2.03-8.11，P<0.001)、结直肠癌家族史(HR：3.94，95%CI：1.24-12.53，P=0.020)、

UCEIS 评 分 (3-5 分 ,HR:2.32,95%CI:1.39-3.86,P<0.001;6-8 分 ,HR:3.10,95%CI:1.40-

6.86,P=0.005)、息肉大小(≥1cm,HR:1.67,95%CI:1.03-2.70,P=0.038)可能是 CRN 的危险因素。而

粘膜愈合为 CRN 的保护因素（HR:0.26,95%CI:0.08-0.84,P=0.024）。进一步进行多因素分析，

UC 确 诊 年 龄 (30-60 岁 ,HR:1.91,95%CI:1.02-3.56,P=0.044;≥60 岁 ,HR:3.77,95%CI:1.87-

7.64,P<0.001) 、 UCEIS 评 分 (3-6 分 ,HR:2.37,95%CI:1.39-4.02,P=0.001;6-8

分 ,HR:2.83,95%CI:1.25-6.40,P=0.012) 、 息 肉 (0-1cm,HR:2.54,95%CI:1.52-4.24,P<0.001 ；

≥1cm,HR:4.79，95%CI:2.81-8.16,P<0.001）。UC 患者患病 5 年、10 年、15 年，累积 CRN 发生

率分别为 27.1%、37.4%及 56.4%，尤其在老年确诊和有息肉的 UC 患者中，瘤变率明显升高。 

结论 UC 确诊年龄越大、UCEIS 评分越高以及息肉越大可能是 CRN 的危险因素，联合这三项因素

可能预测 UC 患者 CRN 风险。 

 
 

PU-0532 

白细胞衍生趋化因子 2（LECT2）在肝脏脂毒性中的作用研究 

 
王景骅,徐承富,虞朝辉,厉有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指除酒精和其他明确的

肝损伤因素以外病因所致、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已经成为

我国最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认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发生的重要机制是脂毒性损伤，但是其中分子层面的介导物质和通路机制

尚未完全明确。白细胞衍生趋化因子 2（Leukocyte cell-derived chemotaxin 2，LECT2）是一种针

对巨噬细胞的趋化因子，LECT2 近年来也被认为是肝脏因子的一员，能够通过调控炎症及胰岛素

级联信号系统直接影响糖及脂肪代谢，本研究通过建立脂毒性肝细胞模型，探讨 LECT2 在非酒精

性脂肪肝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棕榈酸(Palmitic acid，PA)培养液刺激人肝癌细胞 HepG2 细胞系，采用 CCK8，LDH，

caspase3 活性测定试剂盒测定细胞活性，细胞毒性以及细胞凋亡。采用 ELISA 方法测定细胞上清

TNF-α 含量。采用荧光定量 PCR（q-PCR）方法测定细胞内 LECT2 表达量的变化。采用小干扰

RNA 技术敲低 LECT2 以及 CHOP 的表达，采用蛋白质印迹（Western blot，WB），q-PCR 检测

敲低效率。采用广谱凋亡抑制剂 Z-VAD 来抑制凋亡。采用 WB 方法来检测内质网应激是否激活。 

结果  采用含 PA 的培养基刺激 HepG2 细胞 24h。细胞活性降低，细胞毒性增加，细胞分泌细胞因

子 TNF-α 增加，细胞凋亡增加。PA 刺激后细胞内 LECT2 的 mRNA 水平显著升高。在脂毒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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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和对照组相比，干扰 LECT2 组的细胞活性进一步下降，细胞毒性进一步增强，伴随着凋亡进

一步增加。当用 Z-VAD 抑制凋亡后，敲低 LECT2 表达所引起的肝细胞脂毒性增加消失。我们对该

现象的可能的细胞通路进行了探索，发现在脂毒性状态下，肝细胞内质网应激在敲低 LECT2 后被

明显激活，和单独敲低 LECT2 相比，同时敲低 LECT2 和 CHOP 可以部分降低肝细胞的脂毒性。 

结论 LECT2 对于肝细胞脂毒性有保护作用，其可以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抑制脂毒性引起的凋亡，

从而保护肝细胞免受脂毒性的影响。 

  
 

PU-0533 

Endoscopic follow-up without CT scans could deadly 
underestimate the long-term risk after non-curative 

endoscopic resection of early gastric caner 

 
Chen Jiang,Yongxiang Jiang,Rong Lin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The therapeutic and follow-up strategy after non-curative endoscopic resection(ER) of 
early gastric cancer (EGC) stayed controversial. This meta-analysis was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risk factors existence on clinical outcomes to guide clinical practice after non-curative ER. 
Methods Data bases were searched for associated studies published up to Mar 2, 2018.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LNM) and residual/recurrence rate were evaluated as the primary 
outcomes 
Results Thirteen studies of 3202 enrolled EGC cases with non-curative ER were included. 
Pooled analysis showed after non-curative ER, high local residual/recurrence rate were related 
with positive horizontal margins (HM1) (95% CI, 0.10-0.32) but not positive vertical margins (VM1) 
(95% CI, 0.45-1.24), while high LNM rate are related with VM1 (95% CI,0.28-0.54), but not HM1 
(95% CI, 0.80-3.15). Notably, undifferentiated type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LNM comparing 
with differentiated type in non-curative patients (95% CI, 0.52-1.48). Besides, large tumor size 
increased risk of LNM (95% CI, 0.40-0.75), while ulceration was not(95% CI, 0.84-3.71). And 
when SM2 invasion were proved to increase LNM risk (95% CI, 0.24-0.48), SM1, compared with 
M invasion, showed no impact on it (95% CI, 0.15-1.72). 
Conclusions The LNM and residual/recurrence risk of non-curative ERs extremely varied due to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esions, so therapeutic and follow-up strategy 
should also be differentially developed. And for cases only with high LNM risk, strict follow-up with 
CT scan should be strictly emphasized. 
 
 

PU-0534 

肝脏畸形病例报道一例 

 
孙梦涵,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肝脏畸形有很多类型，如副肝、肝的副叶、具有咳纹的肝脏、肝脏肿瘤样畸形、肝脏比例失

调等，多与先天发育异常有关。介绍一篇关于肝脏畸形的病例。 

方法 患者男，65 岁，因―运动后憋喘半年，加重 1 月‖就诊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门诊。既

往体健。就诊时体格检查：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皮肤无黄染、蜘蛛痣、静脉曲张。粘膜无黄染。心

肺无异常。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及，肝脏浊音界小，肝区、肾区无叩痛。肠鸣

音 4 次/分。实验室检查：1.血红蛋白 75g/L、红细胞压积 26.25%、平均红细胞体积 70.1fL、平均

血红蛋白含量 19.8pg。2.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碱性磷酸酶、转肽酶、总胆红素、直接胆红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20 
 

素、间接胆红素未见异常。3.心电图：左室面高电压、T 波改变（胸导联 V3-V6）。4.肺功能：肺

通气功能正常，轻度弥散功能障碍。5.腹部 CT：肝脏形态不规则，请结合临床；肝囊肿；左肾囊

肿；胃镜及部分小肠增厚，请结合内镜。腹部 CT 影像图可见：肝脏形态不规则，肝右叶体积小，

中叶缺如，左叶代偿性增大。膈肌上抬，部分肝脏组织上抬压迫肺组织。肝内外胆管未见明显扩

张，肝内血管未见明显异常，肝门存在，胆囊不大，胆囊壁不厚。考虑患者目前肝脏功能、肺脏功

能正常，未给与特殊处理。后患者就诊于我院心内科门诊，门诊给予补铁、保护心脏功能等口服药

物治疗 1 月后，患者运动后憋喘症状较前稍好转。 

结果 患者目前肝脏功能、肺脏功能无明显异常，未对畸形肝脏行特殊治疗。 

结论 在不影响患者寿命、生活质量的情况下，一般不建议对畸形肝脏行特殊处理。 

 
 

PU-0535 

单钳道内镜下荷包缝合术在预防较大 ESD 创面迟发性  

出血及穿孔的中作用研究 

 
盛建文,吴裕文,范惠珍,高小红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单钳道内镜下荷包缝合术在预防较大 ESD 创面迟发性出血及穿孔的中作用。 

方法 对 30 例胃内病变 ESD 术后较大面积创面（直径>2.0cm）进行单钳道内镜下荷包缝合，观察

迟发性出血及穿孔的发生情况，同时，回顾对比 16 例 ESD 术后较大面积的创面旷置发生迟发性出

血的情况。 

结果 30 例行单钳道内镜下荷包缝合术患者，无 1 例出现 ESD 术后迟发性出血或穿孔，而 ESD 术

后创面旷置的 16 例患者中，有 2 例（12.5%）出现迟发性出血，均再次急诊内镜下止血成功，有

1 例（6.25%）出现迟发性穿孔而转手术治疗。 

结论 单钳道内镜下荷包缝合术对胃内较大面积病灶 ESD 术后迟发性出血及穿孔有重要的预防作

用。 

 
 

PU-0536 

粪钙卫蛋白和炎性指标在溃疡性结肠炎病情评估中的研究 

 
张弢 

云大医院 

 

目的 探讨粪钙卫蛋白(fecal calprotectin, FC)半定量检测和白细胞计 数(white blood cell, WBC)、C 

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 CRP)、红细胞沉 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这三种炎

性指标在溃疡性结肠炎 (ulcerative colitis，UC)疾病活动程度评估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13 年 0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住院，经过病史、内镜及活

体组织病理检查确诊的 56 名 UC 患者。另外选取 56 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共计 112 名受试

者。采用半定量检测 FC，收集受试 者 WBC,CRP,ESR 数值，运用统计方法比较 FC 和炎性指标

在 UC 组和对照组中 情况，分析改良的 Mayo 评分与 FC 结果和与各炎性指标之间是否存在统计学

差 异。 

结果 1、UC 患者和健康人 FC 值具有差异，半定量 FC 检测法能够鉴别 UC 患者 和健康人群。 

2、以 60μg/g 为临界值的 FC 检测结果可以用来评估 UC 患者的病情活动程 度。 

3、传统炎性指标 WBC、CRP、ESR 值无法鉴别 UC 患者和健康人群。 

4、传统炎性指标 WBC、CRP、ESR 值不能单独用来评估 UC 患者的病情活 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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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C 半定量检测法与传统的炎性指标 WBC、CRP、ESR 相比，能更好的 评估 UC 患者病情活

动程度。 

结论 1、UC 患者和健康人 FC 值具有差异，半定量 FC 检测法能够鉴别 UC 患者 和健康人群。 

2、以 60μg/g 为临界值的 FC 检测结果可以用来评估 UC 患者的病情活动程 度。 

3、传统炎性指标 WBC、CRP、ESR 值无法鉴别 UC 患者和健康人群。 

4、传统炎性指标 WBC、CRP、ESR 值不能单独用来评估 UC 患者的病情活 动程度。 

5、FC 半定量检测法与传统的炎性指标 WBC、CRP、ESR 相比，能更好的 评估 UC 患者病情活

动程度。 

 
 

PU-0537 

放射性碘 125 粒子联合胆道支架对比单独胆道支架治疗恶性 

梗阻性黄疸的荟萃分析 

 
石梦琳

1,2
,谭蓓

2
,李静泊

2
,罗薇薇

2
,王晓艳

2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目前对于放射性碘 125 粒子联合胆道支架置入术在恶性黄疸患者中的应用疗效缺乏大规模的

临床研究。为了了解放射性碘 125 粒子联合胆道支架置入术的利弊，本研究通过荟萃分析对放射性

碘 125 粒子联合胆道支架与单独胆道支架对梗阻性黄疸的治疗进行比较分析。 

方法 以梗阻性黄疸、放射性碘 125 粒子、支架、Obstructive Jaundice、radioactive 125 Iodine 

seed、 stents 作为检索关键词，检索 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Pubmed、Embase 和

Cochrane。文献检索起止时间从建库至 2017 年 2 月。分别由两位研究人员按照入选及排除标准独

立完成文献筛选。以手术成功率，近期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术后 1-2 周）、术后 1 月总胆红素水

平、术后 3 月总胆红素水平、胆道梗阻复发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生存时间、支架通畅时间、肿

瘤标志物水平作为观察指标。采用改良后 Jadad 量表及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对入选文献进

行质量评价。使用 Review Manager 5.3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及数据统计、异质性分析和敏感性分

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8 篇随机对照实验。改良后 Jadad 量表结果显示纳入文献中 3 篇为高质量文

献，5 篇为低质量文献。与单独胆道支架组相比较，碘粒子联合胆道支架置入手术成功率均为

100%，并发症发生率（RD（95%CI），0.01（-0.06,0.08））、术后 1-2 周血清总胆红素水平

（SMD（95%CI），-0.21（-0.44,0.02））无统计学差异。而术后 1 月血清总胆红素水平（SMD

（95%CI），-0.50（-0.74,-0.26））、术后 3 月血清总胆红素水平（SMD（95%CI），-1.23（-

2.19,-0.26））、术后 6 月胆道梗阻复发情况（RD（95%CI）， -0.49（-0.60,-0.38））、术后 10

月内死亡风险（HR（95%CI），0.39（0.27,0.56））均低于对照组。此外，各中心实验组支架通

畅时间均长于对照组支架通畅时间，实验组术后肿瘤标志物(CA19-9)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论 放射性碘 125 粒子联合胆道支架手术安全可靠，短期内解除胆道梗阻、降低血清胆红素的效

果与单独支架手术类似，并可以有效延长支架通畅时间，减少胆道梗阻复发率，延长生存时间，有

在临床上应用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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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38 

食管皮脂腺异位 1 例并文献复习 

 
刘晴,史景丽,沈丹华,刘玉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食管多发皮脂腺异位患者的内镜下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诊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 1 例食管多发皮脂腺异位患者的临床资料；检

索万方、维普、CNKI 数据库关于食管皮脂腺异位的相关文献并进行分析。 

结果 本例患者男性，68 岁，因上腹胀痛行胃镜检查。胃镜发现；距门齿 40cm 食管下段可见 10 余

枚黄斑样隆起性病变，大小约 0.4-0.5cm，病变表面光滑，呈细颗粒状，病变与周围组织分界清

楚，活检质软。病理镜下所见：表面鳞状上皮，局部见皮脂腺样组织。病理诊断为：食管皮脂腺异

位。 

食管皮脂腺异位是一种少见病。总结国内 12 篇文献报告，共 18 例患者，其中男性 16 例，女

性 2 例，年龄 27-67 岁，行内镜检查的原因包括：上腹胀痛、胸骨后哽咽感、进食异物感等。食管

皮脂腺异位多表现为食管壁上黄斑样隆起病变，可为单发或多发，可发生于各段食管，以中下段食

管较为多见，病变大小 0.1-1.3cm 不等。文献中 1 例患者同时存在食管皮脂腺、汗腺异位。病理光

镜检查见到皮脂腺位于鳞状上皮黏膜固有层或上皮内即可确诊。依据目前报道，该病为良性病变，

随访多无显著改变。 

结论 食管皮脂腺异位属于少见病，目前认为是良性病变。通过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旨在提高对

食管皮脂腺异位这一少见病的认识，以期做出正确的临床诊断。 

 
 

PU-0539 

Assessing the gut microbiota heterogeneity and assembly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the IBD 

 
yang sun,Miao Yingle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Yunnan Institute 

of Digestive Disease，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China. 

 
Objective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is an immunologically mediated disease and may be 
caused by abnormal immunological response to gut microbes. Although several studies on the 
ecological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IBD, such as community diversities, were reported, no 
previous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changes in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the mechanism 
of community assembly of the gut microbiota associated with IBD.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firstly applied the Taylor‘s power law extentions to compare the 
community spatial heterogeneity between the gut microbial communities of the IBD patients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community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gut microbiota in IBD patients is 
slightly lower than in the healthy individuals.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IBD may lower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gut microbiota, possibly via lowering the abundance of dominant species. 
Conclusions We further applied the neutral theory of biodiversity to comparatively investigate the 
community assembly and diversity maintenance of the gut microbiota with and without IBD, and 
our application suggests that deterministic factors such as host immunity should be dominant 
forces shaping gut microbiota, and diseases such as IBD may not be strong enough to change 
the trend set by the deterministic hos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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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40 

育龄期女性克罗恩病患者卵巢功能横断面调查 

 
彭翔,郅敏,高翔,胡品津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目的 多数 IBD 患者起病年龄较轻，约 50%的患者初诊年龄<35 岁，25%在诊断 IBD 后首次面临生

育的问题。炎症性肠病是否影响生育能力仍存在争议。本研究调查育龄期女性克罗恩病患者生育能

力，妊娠结局情况，并分析与健康女性卵巢储备功能差异，及其可能引起卵巢功能衰竭的危险因

素。 

方法 本研究实验组纳入了 2017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炎症性肠病中心

诊治的育龄期（17-40 岁）诊断为 CD 的 45 例连续病例。收集患者人口学、月经、生育、血清学

指标、CDAI，病变部位，生物学特性，用药史，手术史等资料，并于月经期第 3 日监测抗谬勒氏

管激素（anti-Mu l̈lerian hormone ，AMH)，雌激素 (estrogenic hormone，E2),促卵泡刺激素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窦卵泡计数（Antral follicle count，AFC). 

结果 45 例 CD 患者病程平均 49 个月（最段 1 个月，最长 20 年），25 例为回结肠型患者，结肠型

为 10 例，回肠型为 10 例。平均 CDAI 分值为 131 分,其中 17 例为活动期，28 例缓解期，26 名患

者为非狭窄非穿透型，10 名患者为狭窄，9 名为穿透性病变患者，11 例肠道手术病史。57.79%

（26/45）患者存在月经异常，53.33%(24/45)患者已婚, 已婚患者 25%（7/24）因为疾病而选择避

免妊娠。60.00%(23/45)患者已妊娠，其中是 73.9%（17/23）在发病前妊娠。发病后患者妊娠不良

结局 16.6%(1/6)，不良妊娠结局为流产。克罗恩病患者 AMH 及 AFC 均明显低于健康女性，两者

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6.20E-7，3.65E-4）。克罗恩病患者虽然雌激素低于健康患者，FSH 高于

健康患者，但两者差异无统计学差异。多因素分析提示 AMH 的下降与低蛋白血症、炎症活动相

关。 

结论  育龄期女性患者易出现月经紊乱，且常常因担心疾病而选择避免妊娠。克罗恩病患者卵巢功

能虽然与健康女性差异不大，但卵巢储备功能明显下降。低蛋白血症及疾病炎症活动可能是卵巢储

备功能下降的危险因素。 

 
 

PU-0541 

血钠、血氯、血糖、年龄、性别影响反流性食道炎的发生 

 
丁文博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血钾、血钠、血氯、血钙、血糖是细胞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细胞形态的稳定与否对食

管、胃等相应器官的活动起到重要的作用。反流性食道炎的发生是否与内环境的变化相关尚不清

楚。本试验通过对临床反流性食道炎患者内环境部分指标与健康人群对比以此研究反流性食道炎的

发生于内环境的关系。 

方法 随机抽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患者中经消化内科

胃镜确诊为反流性食道炎患者 38 人，其中男性 32 人、女性 6 人，年龄 53.75±12.46，健康对照人

群 20 人，男性 10 人、女性 10 人、年龄 32.45±10.72 。患者排除恶性疾病，妊娠，严重腹泻、呕

吐引起离子紊乱，心脏病、肾脏病引起水钠潴留。应用 SPSS24 进行数据分析，通过 T 检验与卡

方检验获得统计学结果。 

结果 反流性食道炎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血钾 4.23±0.51 mmol/L VS 4.36±0.37 mmol/L 

（P=0.36），血钠 138.23±6.34 mmol/L VS 141.72±4.76 mmol/L （P=0.01），血氯 103.47±

3.73 mmol/L VS 106.77±5.56 mmol/L（P=0.02），血钙 2.30±0.17m mol/L VS 2.1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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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ol/L（P=0.084），血糖 7.16±2.91 mmol/L  VS 5.49±0.43 mmol/L （P=0.038），年龄 53.71

±14.42VS 35.42±10.72（P<0.001），性别对比 男 36 女 6 VS 男 10 女 10（P=0.006）。 

结论 反流性食道炎患者血钾、血钙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反流性食道炎患者的血钠、血

氯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P=0.01、P=0.02）。反流性食道炎患者血糖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38）。所以跟实验表明血钠的降低、血氯的降低、年龄的增加、血糖的升高均增加反流性

食道炎的发生几率。反流性食道炎男性反流性食道炎的发生比率要明显高于女性。 

 
 

PU-0542 

超声内镜引导下的深挖活检在胃淋巴瘤诊断中价值 

 
盛建文,吴裕文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内镜(EUS)引导下的深挖活检对原发性胃淋巴瘤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16 例临床怀疑胃淋巴瘤患者（普通内镜下 1-3 次活检不能确诊），行 EUS 检查，并在

EUS 引导下行深挖组织活检，观察对胃淋巴瘤的诊断率。 

结果 有 14 例患者活检病理确诊为淋巴瘤，手术后病理也证实，诊断率高达 87.5%；2 例患者诊断

不清，改行内镜下大块组织切除病理证实为印戒细胞癌（弥漫浸润型）。14 例胃淋巴瘤，声象图

显示病灶处为低回声改变，  其中均匀低回声占 35.7%（5/14），  不均匀低回声占 64.3%

（9/14）； 病灶处胃壁明显增厚， 平均 3.20mm±0.56mm。分型： 浅表扩散型 1 例（7.1%），弥

漫性浸润型 5 例（35.7%），肿块型 4 例 （28.6%）， 混合型 4 例（28.6%）。 

结论 EUS 能清楚地显示淋巴瘤与胃壁的层次关系及浸润范围，并能准确判断胃淋巴瘤浸润胃壁深

度、侵犯周围器官及淋巴结情况，EUS 引导下的深挖组织活检，能明显提高淋巴瘤的诊断成功

率。 

 
 

PU-0543 

LCI、BLI 结合放大内镜技术在早期胃癌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盛建文,范惠珍,吴裕文,高小红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联动成像技术（LCI)、蓝激光成像技术（BLI）结合放大胃镜诊断早期胃癌的准确

性，评价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行普通白光内镜检查发现局灶性病变 65 例患者 72 处病灶纳入研

究，局灶性病变包括黏膜形态异常(隆起、凹陷及粗糙不平整)和黏膜色泽异常(较周围黏膜发红或发

白)，将进展期胃癌、黏膜下病变及有胃手术史者排除出研究。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分别接

受普通白光内镜检查及 LCI、BLI 结合放大内镜检查，对病变作出诊断。所有病变进行组织活检后

送检病理，以病理组织学诊断为金标准，分析 LCI、BLI 结合放大内镜在早期胃癌诊断的准确性。 

结果 72 处局灶性病变中，病理组织学证实非癌性病变为 66 处，癌性病变 6 处(2 处为活检病理，3

处病变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1 处病变为手术后病理证实)。普通白光诊断早期胃癌准确性为

51.4%(37/72)，LCI、BLI 结合放大染色诊断早期胃癌的准确性为 94.4%(68/72)，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P＜0.05)。黏膜腺管开口形态紊乱不规则或消失、微血管形态紊乱不规则或毛细血管网消失是

早期胃癌在 BLI 结合放大下最为特征性的改变。 

结论 普通白光内镜仍是早期胃癌筛查首选的检查方法，对疑似病变需进一步行蓝激光内镜的 LCI、

BLI 结合放大染色，并在其指导下的活检能明显提高早期胃癌的诊断准确性，对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及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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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44 

慢性肾功能衰竭并剥脱性食管炎一例分析 

 
罗娟,李晓燕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剥脱性食管炎是一种少见的疾病，本文中描述了一例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内镜下诊断为剥脱

性食管炎的表现，并对其病因、治疗进行了讨论。 

方法 介绍病例：患者，男，46 岁，因―胸骨后不适、吞咽受限 5 天，加重伴呕血 3 天‖入院。患者 5

天前进食―烫食‖后感胸骨后不适及吞咽受限，自服少许食物，用力下咽后呕鲜血 300ml，并感吞咽

受限有所缓解，查血红蛋白由―80g/L‖下降至―60g/L‖，当地医院胃镜检查进镜困难，考虑为―食管

癌‖，遂转诊本院。我院胃镜示：―距门齿 20-31cm 处有紫红色静脉突起，胃镜未进入胃腔‖（图

1）。门诊以―食管血肿‖收住院。既往：患者 2 年来因―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定期行血液透析治

疗。曾有 2 次―口腔血肿‖，可自行消退。 

结果 入院后予抑制胃酸、保护食管粘膜、对症、支持治疗后患者诉吞咽受限明显好转，予以出

院。 

结论 如果患者发生进食后胸骨后疼痛或者不适、吞咽受限、吞咽困难等症状时，应及时就诊；而

医务人员如果发现尿毒症患者出现胸骨后不适或吞咽困难时，尤其要警惕此病的发生。 

 
 

PU-0545 

100 例功能性胃肠病患者的临床分析 

 
易健,吴裕文,傅鑫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功能性胃肠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诊疗方案，提高临床症状缓解率。 

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2017 年 1 月在我院消化内科门诊或住院治疗的功能性胃肠病患者（均完善

胃肠镜检查，符合罗马标准 IV）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主要症状、精神心理状态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治疗方案及治疗效果。 

结果 在 100 例患者中,年龄、性别无统计学差异；有 56 例(56%)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包

括焦虑、忧郁等。通过进行心理治疗、饮食生活习惯调节及药物综合性治疗（部分患者使用抗焦虑

抑郁药物）后,61 例患者病情明显好转,22 例患者病情有所缓解,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83%。 

结论 精神心理因素与功能性胃肠病之间关系密切,在治疗过程中应充分了解患者精神心理状态，强

调个体化治疗,在饮食生活习惯调整的基础上，综合药物治疗,最大程度提高临床治疗有效率。 

 
 

PU-0546 

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固体吞咽与液体吞咽的食管动力特征差异 

 
牟彤,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高分辨率食管测压（high resolution manometry，HRM）操作标准流程中仅包含了液体吞

咽，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还会 固体食物。 有学者发现，健康成人 HRM 固体吞咽的表现与液体

吞咽并不完全一致，但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患者液体与固

体吞咽的测压差异却很少提及。本研究拟在 HRM 的基础上，对 GERD 患者固体吞咽与液体吞咽的

食管动力特征差异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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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行食管动力检查的 GERD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芝加哥标准 V3.0 重新对测压文件进行分析，描述 GERD 患者的食管动力特征，并比较液体吞咽和

固体吞咽在 HRM 参数和诊断方面的差异。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了 232 位 GERD 患者（122 名男性，110 名女性，平均年龄 50.24±10.68 岁，

BMI 22.97±3.38 kg/m2）。  6.9%的患者有食管裂孔疝， 40.5%有食管下括约肌（ lower 

esophageal sphincter，LES）低压，48.7%为无效食管动力，5.2%为收缩缺失。液体吞咽和固体

吞咽存在测压指标上的差异：与液体吞咽相比，固体吞咽 4 秒完整松弛压力 、远端收缩积分

（distal contractile integral，DCI）平均值 、DCI 最高值 、食团内部压力@LESR 、食团内部压力

平均最大值 和远段收缩延迟时间  较高，收缩前沿速度  和食管上括约肌（upper esophageal 

sphincter，UES）残余压 较低，UES 松弛时间较短。同一患者的液体吞咽和固体吞咽存在测压诊

断的不一致：（1）当 LES 低压或 LES 与膈肌存在分离时，可能会出现液体吞咽时食管体部蠕动

正常但固体吞咽时食管体部运动功能障碍的情况；（2）当患者为女性或 LES 静息压正常时，可能

会出现液体吞咽时食管体部运动功能障碍但固体吞咽时食管体部蠕动正常的情况。 

结论 GERD 患者在胃食管连接处抗反流屏障和食管体部清除功能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常，液体

吞咽和固体吞咽的 HRM 参数存在差异，同一患者的液体吞咽和固体吞咽存在测压诊断不完全相符

的现象，在 HRM 标准流程中纳入固体吞咽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PU-0547 

冷圈套息肉切除术和热活检钳夹术在结直肠小息肉切除中的前瞻

性随机临床试验 

 
谢娇

3,2
,王雯

2,3,4
,李达周

2,4
,叶舟

2
,许斌斌

2,4
,徐桂林

2,4
 

1.解放军福州总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解放军福州总医院 

3.厦门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4.福建医科大学福总临床学院 

 

目的 冷息肉切除术被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广泛应用于（微）小息肉的切除中，故而评估冷热息肉

切除术疗效及安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故而本研究比较冷圈套息肉切除术（CSP）和热活

检钳夹术（HFB）对结直肠小息肉切除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此研究为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纳入 2017 到 2018 年龄≥18 岁且患有结直肠（微）小息肉

（大小 3-9mm）的患者。主要是对整块切除率（内镜评估）及完全切除率（病理评估）的评估。

其次是评估在息肉切除术后立即出血或穿孔、术后延迟出血或穿孔等不良事件发生率。 

结果 150 名患者被随机分配到对 CSP（75）、HFB（75）和共检出 206 个息肉(CSP:107 ，

HFB:99 )。CSP 整块切除率明显高于 HFB，分别为 92.52%（99/107）与 78.79.0%（78/99），

P<0.0001。CSP 完整性切除率也明显高于 HFB 91.59%（98/107）相比，70.70%（70/99），P < 

0.0001)。两组立即出血率相似，2.80%（3/107）与 3.03%（3/99），P=1. 000，所有出血患者均

成功内镜下止血。没有迟发型出血或穿孔发生。病理标本组织损伤率 HFB 比 CSP 高分别为

52.52%（52/99）和 1.87%（2/107）P<0.0001]。 

结论 冷圈套息肉切除术（CSP）比热活检钳夹术（HFB）更有效地切除 3-9mm 的结直肠（微）小

息肉。但仍需要细化分组进一步的后续研究不同大小（微）小息肉的最佳内镜治疗方式.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27 
 

PU-0548 

肠内营养、生长抑素联合乌司他丁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疗效分析 

 
易健,范惠珍,桂冠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肠内营养（经鼻胃管或鼻空肠管）、生长抑素联合乌司他丁在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

的疗效。 

方法 选取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我院住院的重症急性胰腺炎（APACHEII 评分≥8 分，

CRP＞150mg/dl 或器官功能障碍大于 48 小时）患者 6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每组各 30 例患者.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禁食、胃肠减压、液体复苏、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等）;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肠内营养（经鼻胃管或鼻空肠管给予含膳食纤维的肠内营养

液，我们前期研究表明两种方法临床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生长抑素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给予乌司他丁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10 天前后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CRP、淀粉酶和凝血酶原时间、纤维蛋白原变化情况,临床症状（腹痛、腹胀）改善时间和有效率

以及平均住院时间。 

结果 两组治疗 10 天后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CRP、淀粉酶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 10 天凝血酶原时间、纤维蛋白原均较治疗前

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腹痛腹胀缓解时间，白

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CRP、淀粉酶的恢复时间均快于 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

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平均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肠内营养、生长抑素联合乌司他丁能够提高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治疗效果，缩短住院时

间，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PU-0549 

TMEM119 通过 STAT3 信号通路促进胃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郑培奋,王卫峰,季木西,朱琴,冯玉良,周锋,何巧娜 

浙江医院 

 

目的 TMEM119 是跨膜蛋白家族中的一员，它在人类癌症中异常表达，并与肿瘤发生有关，在本研

究中，主要研究 TMEM119 的表达及其在胃癌细胞侵袭和转移中的作用。 

方法 78 例胃癌患者纳入了研究。应用实时荧光 PCR、Western blot 和免疫组织化学（IHC）检测

TMEM119 在胃癌组织和细胞系中的表达。转染 TMEM119 siRNA 或重组 TMEM119 表达载体后，

用 Transwell 的方法检测 MKN45 和 SGC-7901 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Western blot 检测

TMEM119 siRNA、TMEM119 过表达或 AG490 处理对 TGM119、PSTAT3、STAT3、VEGF、

MMP2 和 MMP9 蛋白表达的影响。 

结果 我们发现 TMEM119 在胃癌组织和细胞系中表达较高，并与生存率低相关，与胃上皮细胞系

相比，SGC-7901, AGS 及 MKN45 胃癌细胞系中 TMEM119 蛋白表达分别上升至 3.4 倍, 2.3 倍及

1.2 倍。与阴性对照组相比，TMEM119 敲除抑制了 SGC-7901 细胞的侵袭（64.6%）和迁移

（98.0% ），并伴有 pStat3、VEGF、MMP2 和 MMP9 的表达降低。TMEM119 过表达促进了

MKN45 细胞的侵袭和迁移，分别增加了 41.4%及 36.5%，并促进 pSTAT3、VEGF、MMP2 和

MMP9 表达。此外，与空白载体转染相比，JAK2 抑制剂 AG490 显著地抑制 TMEM119 诱导的

MKN45 细胞迁移（48.1%）和侵袭（67.1%），同时抑制 pSTAT3、VEGF、MMP9 和 MMP2 蛋

白表达，但是对 STAT3 表达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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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TMEM119 通过激活 STAT3 信号通路促进胃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TMEM119 可能是胃癌的

一个新的治疗靶点。 

 
 

PU-0550 

幽门螺杆菌感染对宿主胃黏膜胃动蛋白 1 

表达水平调控机制的研究 

 
郭燕磊,丁士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胃动蛋白 1(Gastrokine1，GKN1)在胃癌中表达下调或缺失，与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感染有关，但尚无机制研究。AUF1 （AU-rich element RNA –binding factor 1）可与

mRNA 3‘端非编码区的―AUU…UA‖结构结合，调控 mRNA 的稳定性。 GKN1mRNA 的 3‘端非编码

区含有数个‖AUU…UA‖结构，AUF1 可能与其结合，参与调控。本研究旨在探讨 HP 感染后，宿主

GKN1 表达水平下调的相关机制。 

方法 慢病毒感染及抗药细胞筛选，构建过表达和敲减 AUF1 基因的 BGC-823 及 GES-1 稳转细胞

株。采用 real time PCR 和 WB 方法检测 AUF1 和 GKN1 的表达水平，探究两者的相关性；利用

RNA-Protein Pull-Down 方法，验证 GKN1mRNA 是否与 AUF1 蛋白结合。HP 与胃细胞系共培养

后，检测 AUF1、GKN1 的表达水平，探讨两者相关性；进一步采用过表达和敲减 AUF1 的稳转细

胞系与 HP 共培养，探究 GKN1 的变化水平是否与 AUF1 相关。 

结果 在稳定敲减和过表达 AUF1 基因的 GES-1 和 BGC-823 细胞株中，real time PCR 检测了

AUF1 和 GKN1mRNA 的表达水平，结果发现敲减 AUF1 基因，GKN1mRNA 表达升高；过表达

AUF1 基因，GKN1mRNA 表达降低。通过基因库查询发现 GKN1mRNA 的 3‘端非编码区含有数个

―AUU…UA‖结构，存在可与 AUF1 结合的特殊结构。随即进行了 RNA-Protein Pull-Down 实验，

WB 检测发现 3‗端非编码区出现阳性结合条带，提示 AUF1 蛋白可与 GKN1mRNA 结合参与其调

控。胃上皮细胞系 GES-1 与 HP26695 共培养后发现，GKN1 表达降低，AUF1 蛋白表达升高；过

表达 AUF1 基因的胃上皮细胞株 GES-1 与 HP26695 共培养后发现，GKN1 下降幅度较对照组明

显，提示 AUF1 可能参与 HP 感染后对 GKN1 的调控。 

结论 HP 感染细胞后，GKN1 表达下降，AUF1 表达上调；对 AUF1 基因进行过表达或敲减，发现

GKN1 的表达水平随之变化，且两者呈负性相关；GKN1mRNA 和 AUF1 蛋白的 PULL-DOWN 结

合实验阳性。由此可推测，幽门螺杆菌感染后，可能依赖于 AUF1 基因进一步调控 GKN1 的表

达。 

 
 

PU-0551 

BRD4 及 MMP-13 在胃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张舒,黄淑玲,王雷,吕瑛,邹晓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 BRD4 及 MMP-13 在胃癌各类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进展期胃癌组织 83 例、早期胃癌组织 45 例、胃癌前病变组织 42 例及正常胃粘膜上皮组

织 38 例，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BRD4 及 MMP-13 的表达，并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及患者预后

的相关性。 

结果 BRD4 及 MMP-13 在进展期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均显著高于早期胃癌、癌前病变及正常胃粘膜

组织，并与胃癌患者的预后显著相关。BRD4 的表达与进展期胃癌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相关，并且可

作为影响进展期胃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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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胃癌组织中高表达的 BRD4 可能通过调控 MMP-13 信号通路促进胃癌的恶性进展，影响胃癌

患者的预后。 

 
 

PU-0552 

经胃自然腔道内镜手术（NOTES）诊断不明原因 

腹水的临床研究 

 
易健,吴裕文,傅鑫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经胃自然腔道内镜手术（natural orifice translumenal endoscopic surgery, NOTES）对

不明原因腹水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因不明原因腹水在我院行经胃 NOTES 术进行腹腔探查和

腹膜活检的患者 13 例，通过回顾性分析术中/后并发症、疾病确诊率，评估经胃 NOTES 术的手术

风险与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通过 NOTES 术后病理结果确诊率达 92.30%，其中结核性腹膜炎 9 例（69.23%）、腹膜间

皮瘤 1 例（7.69%）、转移性腹膜癌 2 例（15.38%）；肝窦综合征 1 例（结合病史、影像学以及

术后病理排外其他疾病）（7.69%）；术中无一例患者出现出血、腹腔脏器损伤；术后出现腹痛 1

例，该患者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比值轻度升高，无腹膜炎体征，未予抗生素治疗，48 小时后复查

正常，发生率为 7.69%；无术后腹腔感染、消化道出血等并发症发生。 

结论 经胃 NOTES 术并活检对于不明原因腹水的诊断有一定价值，同时具有创伤小、并发症少、

术后恢复快、费用低等特点，具有很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PU-0553 

肝窦综合征 6 例临床诊治分析 

 
易健,傅鑫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土三七导致肝窦阻塞综合征(HSOS)的临床特点及其诊治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收治的 6 例服用土三七（含吡咯烷生物碱）所致肝

窦阻塞综合征（HSOS）患者的临床诊治资料，并进行随访。 

结果 6 例患者均是中老年人,土三七来源于自家耕种或街边小摊，大多数在服药的 2 个月内发病,均

以腹胀为首发表现,所有患者入院时肝脏 CT 或 MRI 检查均有―地图样‖改变,肝静脉变细或不显示，

门静脉无明显增宽，肝脏轻度肿大，脾无明显增大；6 例患者均有大量腹水,均为门脉高压性腹水表

现，血清腹水蛋白梯度>11.1g/L;有无饮酒史和有无病毒性肝炎史患者的肝损伤程度均无统计学差

异。所有患者均予保肝、抗炎、改善微循环、抗凝、利尿等处理，3 例患者好转,其中有 1 例行

TIPS 治疗后好转。死亡患者服用土三七时间较病情稳定好转者时间长。 

结论 土三七可导致肝窦阻塞引起 HSOS 的发生,结合典型肝脏 CT 或 MRI 检查特征性的表现常不难

诊断，早期抗凝、改善微循环、护肝治疗有一定疗效,预后与服用土三七的时间有关，应重视土三

七的肝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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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54 

中国大学新生肠易激综合征发病相关心理因素分析 

 
蒋晨,白涛,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心理社会因素在青少年 IBS 中的作用尚不完全清楚。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大学新生心理社会

因素与 IBS 发展之间的关系。 

方法 我们在武汉地区对随机抽取的大学新生进行横断面调查（N = 2449）。通过问卷评估受访者

一般情况和社会心理风险。人群被分为 3 组：对照组，慢性腹部不适组和 IBS 组。通过序贯和多元

逻辑回归分析分析 IBS 发病与心理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结果 本次共完成对 2053 人的调查（83.8％）（平均年龄 18.2±0.9 岁，女性 35.6％）。其中，82

人（4.0％）符合罗马 III IBS 标准。女性（OR = 3.31,95％CI：2.47-4.45），受虐待经历（OR = 

2.44,95％CI：1.10-5.56）和自杀意向（OR = 2.17,95％CI：1.15-4.17）与罹患 IBS 或慢性腹部不

适相关。然而，当 IBS 与慢性腹部不适病例相比，抑郁（OR = 5.55,95％CI：1.36-22.71）是 IBS

的唯一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大学新生 IBS 患病率与青少年和儿童相当，但低于大学生。诸如受虐待经历，抑郁和自杀意

向等心理社会因素可能与大学新生 IBS 发展密切相关 

  
 

PU-0555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炎症性肠病肠黏膜修复作用的研究 

 
张启芳,罗文捷,孟云超,何思民,赵磊,肖亚南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目的 研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对小鼠炎症性肠病模型中肠黏膜的修复作用。 

方法 3 周龄大小 BALB/C 雄性小鼠，断颈法处死，无菌条件下分离骨股，根据细胞生长情况，分

离、提取 BMSCs，37℃、饱和湿度、5%CO
2 培养箱中常规培养，传代，取形态均一、活性良好

的第 3-4 代细胞用于实验；流式细胞仪检测 BMSCs 的表面抗原 CD29，CD44，CD45 的表达情

况，并行 BMSCs 成骨、成脂诱导。BALB/C 雌性小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正常饮水+PBS）、

实验对照组（DSS+PBS）、实验组（DSS+BMSCs），空白对照组正常饮水，其余 2 组每天饮用

3%的 DSS 水溶液，造模第 8 天对照组及实验组分别用 PBS、BMSCs 进行干预治疗，并于

BMSCs 注射后第 2、5、9、12、16 天处死各组 5 只小鼠，留取标本。实验期间每天观察小鼠的精

神状态、活动等一般情况，每天定时称重一次，记录排便情况，根据 DAI 评分，评估疾病的活动情

况；苏木精-伊红(HE) 染色分析小鼠结肠的组织学变化；免疫组化检测结肠组织中 c-Met、EGFR、

PCNA 表达；蛋白印记（western-blot）检测结肠组织中炎症因子干扰素（IFN）-γ 的表达；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结肠组织中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及肝细胞生长因子激活因子

（HGFA）的表达。 

结果 实验组及实验对照组小鼠 DAI 评分均高于空白对照组，实验组评分比实验对照组降低；实验

组 IFN-γ 的表达高于实验对照组，且两组的表达都较空白对照组升高；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实验对

照组 HGFA 的表达量下调，而实验组 HGFA 的含量进一步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BMSCs 注射治疗后第 5 天及以后，实验对照组 HGF 的含量均低于空白对照和实验组，实验组

HGF 的含量略低于或高于空白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对照组小鼠结肠组织

中 c-Met、EGFR、PCNA 表达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和实验组，实验组的表达略低于空白对照组或

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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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BMSCs 注射治疗后小鼠体重减轻及血便情况得到缓解，小鼠结肠组织中 HGF、c-Met、

EGFR、PCNA 的表达较治疗前增多，提示 BMSCs 对 DSS 诱导的小鼠实验性结肠炎的肠黏膜损伤

有促进修复作用。 

 
 

PU-0556 

经皮微波消融治疗肝硬化脾功能亢进疗效的相关因素分析 

 
潘昭杰,聂飚,江向武,林创珍 

广州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经皮微波消融(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PMA)损毁脾实质，改善肝硬化脾功能

亢进引起的血小板减少疗效的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对具有完整腹部 CT 及实验室检查资料，且随访超过 2 年的 55 例接受 PMA 治疗的肝硬化脾

功能亢进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 CT 影像后处理软件测量术前脾体积、消融损毁脾体积及脾损毁比

例，和多个可能影响术后血小板升高的因素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55 例患者脾消融比例平均为 38.6%，随访 2 年血小板（t=7.60，P＜0.01）和白细胞计数

（t=4.32，P＜0.01）均较术前升高有统计学意义。直线回归分析显示消融体积比、胆碱酯酶、术

前血小板计数和谷丙转氨酶与 PMA 疗效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PMA 术后两年

PLT 计数升高值=-17.081+0.317（消融体积比）+ 0.299（术前胆碱酯酶）+0.257（血小板计数）–

0.223（谷丙转氨酶），R
2
=0.457。ROC 曲线分析确定术后 2 年血小板计数升高>23.2×10

9／L

时，消融体积比的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 35.27％。 

结论 消融体积比、术前胆碱酯酶水平、血小板计数和谷丙转氨酶是 PMA 疗效的相关预测因素。脾

损毁比例>35.27％是确保疗效的重要因素。 

 
 

PU-0557 

结直肠癌患者血脂水平回顾分析 

 
周智勇,姜泊,李恕军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探索血脂水平与结直肠癌发生是否存在关联，为结直肠癌筛查及早期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自 2008 年 1 月至 2016 年 11 月收治的 609 例原发性结

直肠癌患者，同时选取年龄性别匹配的 164 例非结直肠癌（经肠镜证实）患者作为对照组，提取两

组人群的血脂指标（包括总胆固醇 CHOL、甘油三酯 TG、高密度脂蛋白 HDL、低密度脂蛋白

LDL，下以英文简写代替），统计两组间各指标是否存在差异。另统计各血脂指标与肿瘤分化程

度、部位是否存在关联。 

结果 病例组 HDL 下降者要高于对照组（17.4% vs. 11%, P=0.046<0.05），其余三项血脂指标

（CHOL、TG、LDL）在两组间无差别（P>0.05）；肿瘤发生部位与各血脂指标（CHOL、TG、

HDL、LDL）之间均不存在关联（P>0.05）；CHOL、LDL 升高与肿瘤分化程度加重相关（CHOL: 

-0.137, P=0.003; TG: -0.144, P=0.002），而 TG、HDL 则与肿瘤分化程度无关（P>0.05）。 

结论 高浓度 HDL 对于结直肠癌发生可能具有保护作用；CHOL、LDL 增高者更易罹患分化差的结

直肠癌。提示有可能通过长期使用调脂药物，使得人群避免罹患恶性程度较高的结直肠癌，从而改

善结直肠癌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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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58 

光动力联合支架置入姑息性治疗中晚期食管癌恶性 

腔道梗阻的疗效观察 

 
桂冠,范惠珍,易健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光动力疗法联合支架置入与单纯支架置入治疗食管癌恶性腔道梗阻的临床疗效。 

方法 我院 2015 年至 2017 年 23 例恶性腔道梗阻，失去手术机会或拒绝手术的中晚期食管癌患者

行姑息性解除腔道梗阻治疗， 13 例行单纯支架置入术，10 例在食管支架植入后行光动力治疗，静

脉注射光敏剂(photosan)2 mg/kg,44～48 h 后应用波长 630 nm 的半导体激光进行光动力照射治疗,

连续两天为 1 个周期,1 月后重复 1 个周期，术后跟踪随访半年，于术后 1、3、6 月复查胃镜检查

腔道通畅状况，观察记录疗效、并发症、KPS 评分情况。 

结果 联合治疗组治疗后 1 个月、3 个月内镜检查腔道梗阻、吞咽困难缓解率 100.0％(10/10)，KPS

评分从平均 31.0 分提高至 42.4 分，治疗后 6 个月内镜检查腔道梗阻、吞咽困难完全缓解率为

75.0％ (6/8),半年生存率 80％ (8/10)，KPS 评分为 35.3 分，期间 1 例术后 3 周出现光过敏，并发

症发生率为 10.0％（1／10），未见大出血等不良反应发生。单纯支架治疗组治疗后 1 个月、3 个

月内镜检查腔道梗阻、吞咽困难缓解率 90.0％（9/10），KPS 评分从平均 30.8 分提高至 37.5

分，治疗后 6 个月内镜检查腔道梗阻、吞咽困难完全缓解率为 66.7％ (4/6),半年生存率 60％ 

(6/10)，KPS 评分为 25.8 分，期间 1 例发生肺部感染，并发症发生率为 10.0％（1／10），未见大

出血等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光动力联合支架置入能有效缓解中晚期食管癌恶性腔道梗阻, 对其生存质量和生存期有一定程

度的改善，是一种较好的晚期食管癌姑息治疗手段。 

 
 

PU-0559 

己酮可可碱通过调节水通道蛋白 4 对大鼠急性肝性脑病 

脑水肿的作用和机制 

 
罗妙莎,冯云,任牡丹,和水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拟检测 AQP4 在硫代乙酰胺制备的急性肝性脑病大鼠模型脑水肿中的表达和作用。给

予己酮可可碱对急性肝性脑病大鼠进行干预治疗，探讨其是否通过调节 AQP4 的表达对急性肝性脑

病脑水肿发挥保护作用。并进一步通过氯化铵培养大鼠脑星形胶质细胞建立肝性脑病离体模型，探

讨己酮可可碱调节 AQP4 的可能信号转导通路机制。 

方法 1）己酮可可碱对急性肝性脑病脑水肿的作用 

SD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PTX 低剂量[50mg/(kg•d)]、中剂量[100mg/(kg•d)]、高剂量

[200mg/(kg•d)]治疗组，采用 Western blot 及 PCR 方法检测脑组织 AQP4 的表达，并检测脑组织

TNF-α 和 IL-1β 的水平。 

2）己酮可可碱调节 AQP4 表达的信号转导通路机制 

大鼠脑星形胶质细胞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ERK 抑制剂 U0126 组、JNK 抑制剂 SP600125

组、p38 MAPK 抑制剂 SB203580 组和 PTX 组，Western blot 法检测各组星形胶质细胞 AQP4 的

表达。并进一步通过 Western blot 法检测 p-p38 MAPK 和 p38 MAPK 的水平。 

结果 1）己酮可可碱对急性肝性脑病脑水肿的作用 

己酮可可碱高剂量治疗组能改善肝性脑病大鼠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降低血氨和肝脏酶学指标，

减少 AQP4 的表达，并降低脑组织 TNF-α 和 IL-1β 的水平。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33 
 

2）己酮可可碱调节 AQP4 表达的信号转导通路机制 

与模型组相比，p38 MAPK 抑制剂组和 PTX 组细胞活性升高、AQP4 蛋白表达降低。与模型组相

比，p38 MAPK 抑制剂组和 PTX 组 p-p38 MAPK、p38 MAPK 的表达显著减少。 

结论 己酮可可碱能改善急性肝性脑病大鼠的肝功能，并可能通过抑制脑组织炎症因子 TNF-α 和 IL-

1β 的水平，降低 AQP4 的表达，减轻脑水肿并保护血脑屏障的完整性，其可能通过抑制 p38 

MAPK 通路发挥作用。 

 
 

PU-0560 

单中心克罗恩病患者的营养状态与疾病活动度相关性分析 

 
贾萃君,欧阳春晖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调查单中心克罗恩病患者的营养状态及疾病临床特点的相关性，旨在寻找可以监测 CD 患者

疾病活动度的营养素指标。 

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7 年 8 月—２０１8 年 4 月住院克罗恩病患者（ 94 例），使用营养风险筛

查 2002（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2002，NRS2002）及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对 CD 患者进行整体营养状态的评估，并进一步细化营养指标，检测血液中各种营养元素

（白蛋白、铁、叶酸、维生素 D、维生素 B12、钙、镁）的含量，探讨其与疾病临床特点（性别、

年龄、病变部位、疾病行为、疾病活动度）的相关性，同时将各项营养素指标与克罗恩病活动指数

（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CDAI）、Ｃ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及血沉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共同建立线性回归模型从而寻找可以反映及监测 CD 疾

病活动度情况的非创伤性指标。 

结果 94 例患者中，有 67 例存在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发生率为 71.3%，这些营养不良患者在性

别、患病年龄、病变部位、疾病行为分布上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与疾病活动度相关

（P<0.05）。CD 住院患者各种营养素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乏，其中钙的缺乏最常见（87.2%），其

次是白蛋白、铁、维生素 D； CD 患者各营养元素缺乏的类型与年龄、病变部位、疾病行为无显著

相关性（P>0.05），部分指标与疾病活动度相关（P<0.05），包括白蛋白、铁、维生素 D、钙、

镁。疾病活动度与各种营养素建立的线性回归模型中发现白蛋白、血清铁、维生素 D 与 CDAI、

CRP 呈负相关（p<0.05），镁与 ESR 呈负相关（p<0.05），其余各指标无相关性。 

结论 CD 住院患者大多数存在营养不良，在各种营养素中钙的缺乏最常见，其次是白蛋白、铁、维

生素 D；CD 患者的营养不良及白蛋白、铁、维生素 D、钙、镁元素的缺乏与疾病活动度相关；白

蛋白、血清 Fe、维生素 D、镁对监测疾病活动度有一定意义，其中白蛋白与疾病活动度相关系数

最高，可以作为评估 CD 患者疾病活动度的重要补充指标。 

 
 

PU-0561 

SBAR 沟通模式在消化病房与消化内镜中心无缝隙交接中的应用 

 
姜佳慧,吴宇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针对消化内科住院患者，以 SBAR 标准构建沟通模式为基础，构建规范、标准的消化内科病

房与消化内镜中心患者转运交接单。对转运交接单进行信度和效度检测，并在消化内科病房、消化

内镜中心应用该交接单，评价其应用效果。 

方法 第一阶段采用文献回顾、临床数据收集的方法进行条目提取，临床数据收集的方法主要运用

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临床医护人员进行访谈。临床数据收集形成包括 40 项不同条目转运交接单框

架，以框架为中心，通过焦点小组法讨论条目的科学性、全面性、可行性、合理性以及指标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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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过 Delphi 法进行三轮专家函询最终完善转运交接单。第二阶段采用现场观察法比较使用新的

交接表单和原交接表单应用效果。选取 2 个消化病房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一个病房运用新交接表

单的患者作为试验组，另一个病房运用原始交接表单的患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不

良事件或护理缺陷的发生率、患者满意度、以及交接所用时间。 

结果 两组住院患者年龄、性别、学历等基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 

（1）试验组治疗前后不良事件或护理缺陷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试验组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3）试验组交接用时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通过运用 SBAR 沟通模式设计消化病房与消化内镜中心交接表单，降低交接时间，提高消化

内镜治疗周转效率，降低消化内镜治疗过程中护理不良事件（护理缺陷）的发生率，减少或避免护

理安全隐患，进一步降低术后并发症，提高阳性结果检查率，提高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有利于建

立和谐医患关系。 

 
 

PU-0562 

结肠憩室近 16 年内镜及临床特点分析 

 
李雨文,谭年娣,张梦宇,肖英莲,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院近 16 年结肠憩室的内镜及临床特点。 

方法 对我院 2001 年至 2015 年内镜中心经结肠镜检查为结肠憩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近 16 年操作肠镜的例数为 85113 例，其中 2361 例患者为憩室患者，检出率为 2.77%，平均

年龄 57.12±14.5 岁，从 2000 年至 2016 年，憩室的检出例数从 12 至 261 例，检出率的变化范围

为 1.39%至 3.45%，大肠憩室的检出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憩室的部位分布：有 105 例患者出现多

个部位的憩室，789 例患者出现升结肠憩室，占比最高，为 33.41%，直肠部位比例最低，仅为

0.17%。腹痛为最常见的主诉症状（21.01%），其次为出血（13.31%），腹泻（10.30%）及腹胀

（5.52%）。 

结论 我中心结肠憩室检出率呈逐年递增趋势，左半结肠憩室及多段结肠憩室多见；腹痛是结肠憩

室最常见的主诉症状。 

 
 

PU-0563 

乳果糖联合枯草杆菌二联活菌治疗 95 例老年功能性 

便秘的临床疗效评价 

 
桂冠,吴裕文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乳果糖联合枯草杆菌二联活菌治疗老年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疗效。 

方法 我院 2011 年至 2013 年门诊或住院老年功能性便秘患者共 95 例，采用随机双盲对照研究分

为乳果糖组（n=30）、二联活菌组（n=32）、联合用药组（n=33），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

后 48h、第 4 周的有效率（根据排便次数、粪便性状、便秘症状改善情况综合评定）、生活质量及

药物不良反应，两独立样本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多个样本率的 x2 检验。 

结果 服药 48 h 内乳果糖组、二联活菌组、联合用药组有效率分别为 63.3％ (19/30)、53.1％

(17/32)、87.9％(29/33),联合用药组明显高于乳果糖组(P＜0.05)和二联活菌组(P＜0.05),乳果糖组

高于二联活菌组(P＜0.05)。4 周后总有效率分别为 70.0％ (21/30)、50.0％(16/32)、90.9％(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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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联合用药组高于乳果糖组(P＜0.05)和二联活菌组(P＜0.05),乳果糖组高于二联活菌组(P＜0.05).

三组患者的生活治疗各指标在第 4 周均较治疗前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联合

用药组在躯体疼痛及总分方面较单药组改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 周后三组总

不良反应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乳果糖联合枯草杆菌二联活菌对缓解老年功能性便秘有确切疗效，其联合疗效明显优于单用

乳果糖及枯草杆菌二联活菌,同时不良反应未见明显增加,因此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法. 

 
 

PU-0564 

1 例输液外渗致皮肤损伤的肝性脑病患者的护理 

 
高境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通过对 1 例因输注含钾药物发生外渗致皮肤损伤的肝性脑病患者的护理措施进行总结，期望

能为临床护理此类患者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我科收治的 1 例输注含钾药物发生外渗致皮肤损伤的肝性脑病患者的护理方法和经验进行

回顾性总结。 

结果 经对症治疗及合理、科学护理后，患者受损的皮肤恢复、病情好转出院。 

结论 临床护理工作中应加强对患者的病情观察，尽量避免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如果发生输液外

渗致皮肤损伤且基础疾病较严重的患者，应进行积极的对症治疗，合理、科学的护理以促进患者皮

肤的恢复和病情康复。 

 
 

PU-0565 

静脉输液治疗的持续质量控制：单科室前后自身比较 

 
王 瑞,任宏飞,李佳昕,张铭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比较前后两次静脉输液现状横断面调查，分析静脉输液治疗需持续质量控制的关键点。 

方法 2016 年 3 月我院静脉输液治疗小组与护理部质控部门联合开展了一项单中心单日―2016 年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静脉治疗横断面调研‖。该次调研提前一天通知至全院各科室。问卷和登记表内

容包括执行穿刺者年资、输液工具、留置时间、穿刺部位、导管维护、敷料固定与维护、输液连

接、输液并发症。提取当时消化内科的抽样调研数据。2018 年 6 月消化内科进行了一次未事先告

知的单科室单日―回头看横断面自查‖。再次调研采用与初次相同的问卷和登记表。比较前后两次调

查数据，分析未事先告知状况下静脉输液治疗中存在的问题。 

结果 2016 年和 2018 年分别调查了 84 例和 90 例住院输液治疗消化内科患者。均无钢针使用，外

周静脉留置针（PVC）使用率分别为 96.4%和 96.7%（p=0.222），而安全性密闭性 PVC 使用率

低（2.5%和 0%，p=0.140）。PVC 留置时间≤4 天分别为 97.5%和 92.0%（p=0.088），但 2018

年 PVC 平均留置天数相对较短（1.4±1.3 vs 2.0±0.7，p<0.001）。前后自身比较发现 2018 年未告

知情况下调查显露的问题为：穿刺者年资<1 年比例增加（18.8% vs 6.2%，p=0.019）、敷料固定

与维护较差（33.3% vs 6.0%，p<0.001），其中标识无签名/日期（21.1% vs 2.4%，p<0.001）和

在敷贴上书写标识（4.4% vs 0%，p=0.051）为主要不当之处。此外，导管维护（未夹闭锁扣、陈

旧性积血）和输液相关并发症（渗出、穿刺点发红、静脉炎、堵管）均无明显差异。此外，PICC

临床应用得到认可，并根据病情逐渐推广使用。输液工具的选择上，输液器全部选择使用螺口连接

方式（100%），保证输液通路密闭性。PVC 的选择因生产厂家不同操作手感不同，两次调查中大

多数操作者均选择惯用的密闭式 PVC（97.5%和 100%），而非密闭安全性 PVC。由于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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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并未统一使用无针接头，但明确传染病感染病人均在使用，此次调查中使用率有明显增加

（12.2% vs 0%）。 

结论 尽管输液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并无明显差异，在新技术应用和安全操作方面有一定进步，但

在穿刺者资质管理和敷料固定与维护方面存在一定欠缺。因此，在临床护理的实际工作仍需持续加

强静脉输液治疗的质量控制。 

 
 

PU-0566 

超声内镜联合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治疗直肠侧向 

发育型肿瘤的临床观察 

 
桂冠,谢萍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内镜（EUS）联合内镜下黏膜剥离术（ESD）治疗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LST)的应

用。 

方法 选择直径≥2.0cm 的有内镜治疗适应症的 22 例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进行术前活检、超声内

镜评估后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归纳分析其治愈情况,病理特征及并发症情况。 

结果 22 例联合治疗患者,病理检查证实:颗粒均一型 5 例(22.7%),结节混合型 10 例(45.5%),扁平隆

起型 7 例(31.8%),假凹陷型 0 例(0%)。ESD 一次性完整切除 19 例、一次性完整切除率 86.4％,1 例

改为内镜下直肠无蒂型息肉分片切除术(EPMR),1 例因术后病理示浸润癌进行了外科 Miles 根治

术，1 例因治疗未成功改行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手术时间 35～110 min、平均 85min,术中

穿孔 1 例(使用钛夹缝合后内科保守治疗成功)，穿孔发生率为 4.55%(1/22), 迟发型出血发生率

0%。术后平均随访 3~6 个月,术后复查行 EMR 切除的 1 例复发,追加手术治疗。术后病理 4 例与术

前不一致,其中 1 例合并癌变.超声内镜提示 14 例病变起源于黏膜层,内部高回声均匀,黏膜下完整,1

例有低回声改变者病理提示部分癌变. 

结论 对于直径≥2 cm 的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 EUS 和 ESD 联合治疗 LST 具有临床效果好,安全性高,

复发率低的优点,是一种治疗 LST 的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U-0567 

大肠癌组织和血液中 PIK3CA, BRAF 及 BAT26 基因突变的检测 

 
金英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三个靶基因－PIK3CA，BRAF，K-ras 和 BAT26 基因作为大肠癌血液检测的标志基因对

大肠癌早期诊断的可行性。 

方法 采用 PCR-SSCP 和直接测序法检测 PIK3CA 第 1，9 和 20 外显子、BRAF 第 15 外显子基因

突变情况；用引物介导 PCR-RFLP（Primer-mediated RFLP）分析方法和突变体富集 PCR 法分别

检测大肠癌组织和血液 DNA 中基因突变；微卫星不稳定标志物 BAT26 是一个含有 polyA 的微卫星

灶，在 MSI 阳性的 DNA 中常常表现出 polyA 的缺失，应用 PCR 方法检测 BAT26 基因突变。 

结果 36 例大肠镜检查未见异常的患者组织和血液 DNA 中均未检测到 PIK3CA，BRAF 和 BAT26

基因突变；65.5％的大肠癌，68％的腺瘤和 44.4％的息肉组织中存在上述三个基因中至少一个基

因的突变；而相应血液 DNA 检测结果显示 67.9%的大肠癌、50%的腺瘤和 37.5%的息肉患者存在

至少一个基因突变。血液与对应组织相比，敏感性分别为 90.5％（大肠癌），83.3％（腺瘤）和

100％（息肉），而特异性达到了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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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IK3CA，BRAF 和 BAT26 基因有可能成为大肠肿瘤早期诊断的标志基因，用于血液 DNA 筛

查。 

 
 

PU-0568 

早期胃黏膜病变经内镜切除治疗前后病理差异分析 

 
贺艳婷,杨少奇,张艳婷,王晶晶,顾晓静,姚文暾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分析我院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患者术前内镜活检病理与 ESD 术后病理诊断的异同。 

方法 收集 2012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间宁夏医科大学大学总医院消化内镜中心行 ESD 治疗的 213

例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患者的术前内镜活检病理及 ESD 术后病理。 

结果  术前内镜活检与术后病理完全一致率为 42.3%（90/213），其中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完全一致

率为 24.3%（18/74），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完全一致率为 51.2%（66/129），早期胃癌完全一致率

为 60%（6/10），3 种病变术前活检与术后病理一致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病理较

术前活检病理结果加重占 39.0%（83/213）。术后病理较术前活检病理结果减轻（包括术后病理为

炎性组织患者）占 29.7%（40/213），除外术后病理提示炎性组织改变的患者占 12.7%

（27/213），术后病理为炎性组织占 6.1%（13/213）。 

结论 术前内镜活检病理与术后切除病理间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对于内镜下切除胃黏膜病变仍有

一定的指导作用。ESD 既是治疗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的手段，也是明确病理诊断的重要方法。 

 
 

PU-0569 

内镜超声指导下内镜黏膜下剥离术诊治直肠神经 

内分泌肿瘤的价值研究 

 
桂冠,盛建文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超声检查术(EUS)指导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在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NENs)诊治中

的临床价值 

方法 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 EUS 指导下采用 ESD 治疗的 22 例直肠 NENs 患者（病

灶直径＜20mm 且无淋巴和其他脏器转移）的临床资料,并进行内镜随访，详细记录病变的 EUS 下

表现、病理组织学特征、完整切除率、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有无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 

结果 22 例患者 EUS 结果中，16 个病灶起源于黏膜下层，4 个病灶起源于黏膜肌层，2 个病灶起源

于黏膜层；2 个病灶位于距肛门≤5 cm, 14 个病灶位于距肛门>5~10 cm,6 个病灶位于距肛门>10 

cm。22 例患者病灶均予以 ESD 治疗，病灶直径平均直径为 0.7 cm(4mm~20 mm)；平均手术时间

为 45 min(20~60 min)；其中 22 个病灶得到完整切除(完整切除率为 100.0%)，病灶基底切缘均阴

性，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22 例患者病灶均为 NENs (其中 20 个病灶的病理学分级为 G1,2 个

病灶为 G2)。出现术后并发症 5 例（并发症发生率 22.72%），其中 4 例患者出现术后延迟出血，

予以内镜下止血后均成功止血，术后均未发生穿孔，1 例患者出现术后肺部感染导致的发热。术后

3 至 12 个月后进行随访，随访过程中均未发现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情况。 

结论 在直肠 NENs 治疗中，EUS 可以明确病变起源层次，更好的指导内镜下治疗的范围和深度，

ESD 是治疗未及固有肌层小于 20mm 的直肠 NENs 有效安全的治疗方法。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38 
 

PU-0570 

枳术宽中胶囊有效缓解功能性消化不良症状： 

中枢和外周作用机制 

 
张磊,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枳术宽中胶囊（ZZKZ）由枳实、白术、山楂、柴胡组成，在 FD 的临床治疗中体现出可观的

疗效，但是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 ZZKZ 缓解 FD 症状的可能机制，主要从

调节胃肠动力和感觉、改善焦虑和抑郁状态。 

方法 FD 模型采用新生大鼠（10 日龄），给予 0.1%碘乙酰胺连续灌胃 7 天，正常饲养至成年（8

周龄）。FD 鼠随机分为 ZZKZ 组（低剂量 0.5g/kg，中剂量 1.0g/kg，高剂量 1.5g/kg）、多潘立酮

组（15mg/kg）、生理盐水组，分别灌胃 7 天。1）胃肠动力功能评估通过检测摄食量、胃排空，

以及胃窦平滑肌条收缩活性（自发收缩活动和对于 30mM KCl、10
-9

-10
-4

M Ach、10
-5

M 5-HT、10
-

4
M L-NAME 的反应性）；胃肠感觉功能评价通过记录胃迷走传入神经的放电活动，包括自发电活

动、机械刺激（低阈值纤维<20mmHg,高阈值纤维>40mmHg）、化学刺激（10mM HCl 和 5-

HT）；通过 ELISA 方法检测胃黏膜组织及血清 5-HT 水平，通过 RT-PCR 方法 TPH1、SERT 及

5-HT 受体 mRNA 表达水平。2）通过糖水偏嗜试验、强迫游泳试验评估大鼠抑郁样行为，旷场试

验、明暗箱试验评估大鼠焦虑样行为；同时通过 ELIAS 方法检测大鼠海马体单胺能神经递质水平

（5-HT、NE、DA），以及基础状态和轻微应激状态下 HPA 轴（CRF、ACTH、皮质酮）的反应

性。 

结果 1）ZZKZ 明显改善 FD 鼠进食量，促进胃排空功能；ZZKZ 治疗鼠胃窦平滑肌自发收缩频率明

显增加，对 Ach 和 5-HT 反应性明显增加。ZZKZ 降低胃迷走传入放电频率，对机械刺激的反应性

降低，尤其是低阈值纤维活动明显降低；同时 ZZKZ 治疗鼠胃迷走传入神经对 5-HT 反应性降低，

并且可以被 5-HT3 受体抑制剂显著阻断。此外，ZZKZ 治疗一定程度上下调胃窦 5-HT3 受体表

达，而上调 5-HT4 受体的水平。2）ZZKZ 明显改善 FD 鼠焦虑抑郁样行为，表现为糖水偏嗜增

加、静止不动时间减少以及探索样活动增加。ZZKZ 治疗鼠海马单胺能神经递质尤其是 5-HT 和 NE

水平明显增加；ZZKZ 治疗对 FD 鼠基础状态下 CRF、ACTH、皮质酮水平无明显影响，而给予轻

微应激后 HPA 轴高反应性被明显抑制。 

结论 ZZKZ 通过外周和中枢机制改善 FD 鼠消化不良症状，主要涉及调节胃肠感觉和运动功能、改

善焦虑抑郁样症状的多靶点作用，这也可能是中药治疗 FD 的优势。 

 
 

PU-0571 

西藏地区胆总管结石的危险因素分析 

 
任燕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胆总管结石是我国胆道系统的常见疾病，其发病率呈逐年递增趋势。目前关于藏族人群胆总

管结石的相关研究较少，分析藏族人群胆总管结石患病的相关危险因素，为藏族人群预防胆总管结

石的发生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1 月 - 2017 年 11 月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收治的 195 例藏族胆总管结石患者以

及同期因骨折住院的 195 例藏族患者的临床资料（如年龄、性别、生活海拔、吸烟、饮酒、胆囊切

除、高脂血症及甲状腺功能减退等）进行对照研究，比较胆总管结石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两组暴露因素的单因素比较，结果显示，胆总管结石的发生与性别、居住海拔、吸烟、饮

酒、胆囊切除、高脂血症及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胆总管

结石以海拔 3000–3999 米好发。两组暴露因素的多因素比较，结果显示，女性（OR=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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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5–6.068））、饮酒（OR=4.190（1.922–9.136））、胆囊切除后（OR=6.316（3.061–

13.031））、高脂血症（OR=5.625（2.589–12.221））以及甲状腺功能减退（OR=3.034

（0.973–9.456））等因素与胆总管结石的发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1）。 

结论 西藏地区藏族患者胆总管结石的发生与性别、饮酒、胆囊切除、高脂血症以及甲状腺功能减

退等因素相关，改变饮食习惯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能够降低胆总管结石的发生。 

 
 

PU-0572 

结直肠癌患者血清脂联素与 Cyclin D1 和 NF-κB 的  

相关性研究及临床意义 

 
黄曼玲,徐丹,孙圣斌,张姮,陈志涛,吴杰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结直肠癌患者血清中脂联素水平与 cyclin D1 和 NF-κB 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5 年 3 月至 2015 年 12 月的我院确诊的 31 例结直肠癌患者和 31 例正常人血清，采

用 ELISA 检测两组人员血清中脂联素、NF-κB、TNF-α、IL-6 以及 Cyclin D1 的含量水平。 

结果 与正常人比较，结直肠癌患者血清中脂联素水平显著降低（P<0.05），NF-κB、cyclin D1 以

及炎症因子 TNF-α、IL-6 的含量水平则显著升高（P<0.05）。与 Dukes‘分期 A+B 期结直肠癌患者

相比，C+D 期患者血清中脂联素水平明显降低（P<0.05），而 NF-κB、cyclin D1 以及炎症因子

TNF-α、IL-6 的含量水平明显升高（P<0.05）。相关性分析后发现，结肠癌患者血清中脂联素的含

量水平与 NF-κB、cyclin D1 以及炎症因子 TNF-α、IL-6 的含量水平均呈负相关性。 

结论 结直肠癌患者血清中脂联素含量水平较低，可作为临床上判断结直肠癌患者病情进展的一项

生物指标，且为临床上治疗结直肠癌的药物治疗和靶向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基础。 

 
 

PU-0573 

Correlated effects of 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on 
splenomegaly in liver cirrhosis: A retrospective study 

 
Chuangzhen Lin,Zhaojie Pan,Xiangwu Jiang,Biao Nie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ev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acy of 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PMA) to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thrombocytopenia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and 
hypersplenism. 
Methods Fifty-five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and hypersplenism treated with PMA who had 
abdominal CT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 data were included.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more than 2 years. The preoperative spleen volume, ablation spleen volume and spleen 
destruction ratio were calculated with CT image post-processing softwar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platelet counts and these multiple factors that might affect platelet elevation after 
operation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spleen ablation ratio of the 55 patients was 38.6% on average. The platelet counts 
(t=7.60, P<0.01) and white blood cell counts (t=4.32, P<0.01) in two years after PM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surgery.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blation 
volume ratio (P=0.001), cholinesterase (P=0.001), preoperative platelet count (P=0.002)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P=0.010)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platelet elevatio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stablish this regression equation after two years follow up. (PLT 
count elevation by PMA) =-17.081+0.317*(ablation volume ratio) +0.299*(preoperative 
cholinesterase) +0.257*(platelet count) -0.223*(glutamine transaminase), (R^2 = 0.457).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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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ve analysis determined that the platelet count increased by 23.2×10^9/L after 2 years, and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the ablation volume ratio was 35.27%. 
Conclusions Ablation volume ratios, preoperative cholinesterase levels, platelet counts,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were the predictors of PMA efficacy. The proportion of splenic 
ablation >35.27%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ensuring the efficacy. 
 
 

PU-0574 

UDCA 成功治疗 PBC 合并 SS 一例 

 
张爱青 

沧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单用 UDCA 治疗 PBC 合并 SS 是否有效。 

方法 应用 UDCA 治疗 PBC 合并 SS。 

结果 PBC 治疗： 

      目前仍首选 UDCA，其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 PBC 治疗的唯一药物，且仍是唯

一经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证实治疗本病安全有效的药物。药理作用：UDCA 治疗肝和胆汁郁积疾病主

要是基于通过亲水性的、有细胞保护作用和无细胞毒性的熊去氧胆酸来相对地替代亲脂性、去污剂

样的毒性胆汁酸，以及促进肝细胞的分泌作用和免疫调节来完成的。 

SS 治疗： 

      治疗以缓解患者口干、眼干症状，以及终止或抑制患者体内异常免疫反应为主，对于有重要脏

器损伤者，可使用糖皮质激素或联合使用免疫抑制剂。 

      PBC 是 SS 中最常见的自身免疫性肝病，有报道称其发生率为 3%-9%。SS 是 PBC 最常见的

伴发疾病，可见于 66%的 PBC 患者。 

      而对于 PBC 合并 SS 患者治疗上仍未形成共识，有国内学者研究显示 PBC 合并 SS 以肝脏受

累为主要表现时以治疗 PBC 为主，而 UDCA 联合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硫唑嘌呤治疗未发现疗

效优于单用 UDCA。 

 
 

PU-0575 

安胃疡联合窄带成像内镜下氩离子凝固术治疗老年性 

Barrett 食管的临床研究 

 
桂冠,谢萍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安胃疡联合窄带成像内镜下氩离子凝固术治疗老年性 Barrett 食管的临床疗效。 

方法 我院 2015 年至 2017 年间年龄大于 65 岁以上，以反酸、烧心、胸骨后疼痛、吞咽哽咽感作

为胃食管反流症状的患者 80 例，经病理证实伴有上皮内瘤变和/或肠上皮化生的 BE 患者,在 NBI-

ME 下行 APC 治疗,治疗后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NBI 内镜下 APC 术联合安胃疡组）继续予以安

胃疡 2 粒，每日 4 次，对照组（NBI 内镜下 APC 术联合奥美拉唑组）继续予以奥美拉唑 20mg，

每天 2 次，抑酸治疗。治疗组(NBI 内镜下 APC 术联合安胃疡组)和对照组(NBI 内镜下 APC 术联合

奥美拉唑组),各 40 例。两组患者均在 NBI 内镜下进行 APC 治疗。两组分别记录治疗前,治疗后第

3、6、12 个月的症状积分、胃镜普通模式改变、NBI 内镜模式分型、病理组织学改变,比较两组临

床治疗的疗效。 

结果 1、所纳入的 80 例患者胃镜普通模式分型中短段 BE 及岛状 BE 所占比例最高,NBI 放大模式

下食管黏膜表面结构分型中 C 型所占比例最高。2、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9.00%,高于对照组总有效

率 65.00%,治疗组患者的临床症状积分明显高于对照组。3、两组患者的病理检查结果,依据评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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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在术后 3 个月时,治疗组病理活检总有效率为 92.5%（37/40）,对照组为 80.0%(32/40);术后 6 个

月时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5.0%（38/40）, 对照组为 90.0%(36/40);术后 12 个月,治疗组病理活检缺

失数据 8 人,剩余 32 名患者中,总有效率为 93.5%(30/32);对照组病理活检缺失数据为 10 人,剩余 30

名患者中,总有效率为 93.3%(28/30),两组无明显差异。 

结论 安胃疡联合窄带成像内镜下氩离子凝固术治疗老年性 Barrett 食管能显著改善临床症状，降低

复发率，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U-0576 

老年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临床特点分析 

 
李玉琴,唐彤宇,何川,徐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是一种原因尚不明确的肠道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病

程漫长、迁延，可见于任何年龄，欧美发病率较高[1]，但近年来随着 UC 发病率的逐年上升及老龄

化加剧，老年 UC 患者越来越多，对临床诊治提出严峻挑战。本研究对老年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临

床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 

方法 选取我院 2012 年至 2018 年收治的 150 例 UC 患者详细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联

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年龄分段划分标准及相关文献报道[2]，以 60 岁为界，分为老年

组（≥60 岁）25 例和中青年组（﹤60 岁）125 例，比较两组病情程度、临床表现、镜下及病理表

现、病变范围和治疗情况。采用 c2 检验(Fisher 精确概率法)比较组间差异，P<0.05 视为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老年患者 25 例，占总人数的 16.7%。老年组患者病变范围以左半结肠及直肠为主。电解质紊

乱较中青年组常见，P＜0.05。凝血功能变化相比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有统计学意义。老

年组患者有 12 例（44%）发生异型增生，明显高于中青年组 22 例（17.6%），P＜0.05。内科治

疗无效率（16%，4/25）明显高于对照组（4%，5/125），P＜0.05。老年组患者的血沉

（CRP）、C-反应蛋白（CRP）、血小板（PLT）均有不同程度升高，与疾病活动有关，但两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老年患者的一般临床表现、镜下表现、肠外表现、疾病活动度分级

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UC 仅存在 1 个发病年龄高峰，即 40-50 岁，以男性居多。老年 UC 患者病变以左半结肠及直

肠为主，病情程度较中青年组轻。凝血功能改变较中青年组轻，但两组患者镜下 Baron 分级无明显

差异。老年 UC 患者病理提示异型增生明显高于中青年组，易发生癌变。老年 UC 患者较中青年患

者更易发生电解质紊乱。老年 UC 患者内科药物治疗无效率较高，并发症多，行外科手术治疗效果

较好，无增加术后并发症的风险。 

  
 

PU-0577 

改良式腹水枕的制作及其在肝硬化大量腹水中的应用 

 
靳晓雯,李燕玲,卢莹,李萍,徐玉兰,胡德英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腹水是肝硬化晚期患者的临床表现，大量腹水时患者腹部明显膨隆，行走困难，呼吸费力，

不能平卧。患者由于腹部积水，如果睡姿错误，会不利于疾病康复，长期平卧会腰背酸痛，腿脚水

肿。约 60%患者及家属认为目前临床使用的枕头，由于形状及结构固定、简单，当患者采取某些

体位时必须借助其他物体，较为麻烦、费时费力，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个现状，

现介绍一种改良式腹水枕的制作方法及创新，探讨改良式腹水枕在肝硬化大量腹水患者中的应用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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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枕套为透气性好、全棉棉布，填充物为高弹透气珍珠棉，宽粘贴扣，弹性调整带，内置音乐

播放器，播放器插口处为防辐射面料。患者躺在腹水枕上，腰腹部 S 型凸起缓解腰腹负担。各个枕

体间活动连接，可以在两个枕体方向进行位置调节，直至符合患者使用大小，而且可拆卸的粘贴片

可以将各个枕体分拆下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使用。这样不仅可根据患者体型特征调节本腹水枕来相

适应，又可以根据需要拆卸其中的枕体来做垫靠枕实用。同时还有音乐播放功能。选取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入院的肝硬化大量腹水患者 120 例分为对照组及实验组各 6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

护理，并根据患者体位需要使用传统护理枕头，实验组给予常规护理及改良式腹水枕，两组患者在

出院时填写生命质量核心量表，家属及责任护士填写满意度调查量表并回收。 

结果 实验组腹部症状、腰部不适、困乏、呼吸困难发生例数少，实验组家属和护士满意率均高于

对照组(P<0.05)。 

结论 改良式腹水枕能缓解呼吸困难、腹部症状，解除腰部肌肉痉挛，促进睡眠，提高生命质量，

提升家属和护士的满意率（P<0.05）。改良式腹水枕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PU-0578 

窄带成像技术在儿童食管息肉诊疗中的应用 

 
张海军,刘海峰,汪星,王玲 

上海市儿童医院 

 

目的 内镜下通过窄带成像技术（ NBI）对儿童食管息肉表面微小形态特征观察，评价 NBI 内镜临

床应用价值。 

方法 在传统白光内镜下及 NBI 内镜模式下分别对 32 例年龄在 1-14 岁之间患儿的食管息肉镜观

察、诊断，以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作为金标准，应用 NBI 模式观察各种食管息肉表面的微小形态

（包括腺管开口及微血管形态），分别对比 NBI 和传统白光内镜下对儿童食管息肉及微小息肉（直

径 ≤5mm） 的诊断率，和对 HP 靶向活检的准确率。 

结果 在传统白光内镜及 NBI 内镜检查的 32 例患儿共发现 65 枚息肉，其中病理诊断增生性息肉 30

例，食管乳头状瘤 2 例。NBI 模式下增生性息肉 93.8%（30/32），表面腺管开口多为 C 型，微血

管形态规则，多有充血水肿；食管乳头状瘤 6.3%（2/32），表面腺管开口多呈 BC 型，微血管形

态不规则，多伴有糜烂。NBI 内镜下儿童食管息肉的诊断率[93.6%（30/32）]明显高于白光内镜

[68.6%(22/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564，Ρ＜0.05）。直径小于 5mm 的息肉，NBI 内镜的

食管息肉诊断率 [95.2%（40/42） ]明显高于白光内镜 [69.0%(29/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²=9.820，Ρ＜0.05）。NBI 下靶向活检 HP 阳性率高于白光内镜[35.9%（23/64）比 17.2%

（11/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248,P＜0.05）。 

结论 NBI 内镜下观察息肉腺管开口和微血管形态能帮助预测儿童食管息肉的病理性质，对食管息肉

诊断率明显高于白光内镜，尤其是直径小于 5mm 的微小息肉；HP 的靶向活检率也高于白光内

镜，提示儿童食管息肉与 HP 感染存在一定联系；且操作转换简单易行，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PU-0579 

ERCP 胆管塑料支架置入治疗胆囊切除术后胆管狭窄研究 

 
张善金,吴裕文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 ERCP 胆管塑料支架置入术治疗胆囊（良性病变）切除术后胆管良性狭窄患者的疗效 。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 例胆囊切除术后出现胆管良性狭窄患者 ，经 ERCP 胆管塑料支架置入术治疗

的结果 。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43 
 

结果 30 例中 3 例因狭窄严重支架置入效果差，后转外科手术治疗；其余 27 例在内镜下行胆道塑

料支架置入术中共治疗 70 例次 ，其中 16 例更换 2 次， 6 例更换 3 次支架 ，5 例更换 4 次支架 。 

术后出现并发症 6 例次 。 并发症发生率为 20％ ，其中胰淀粉酶一过性增高 1 例次 ，轻症胰腺炎 

0 例次 ，胆管炎 5 例次，经对症保守治疗均痊愈 ，无严重并发症 。 患者术后 12 个月症状完全缓

解。 

结论 ERCP 胆管塑料支架置入术是治疗胆囊切除术后胆管良性狭窄的有效 、安全 、经济便捷的介

入方法 。 

 
 

PU-0580 

西藏地区三种手术方式治疗胆总管结石的临床研究 

 
任燕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西藏地区藏族人群应用传统开腹胆总管探查取石术、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联

合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EST）取石术以及腹腔镜联合胆道镜取石术三种手术方式治疗胆总管

结石的临床疗效，探讨治疗胆总管结石的最佳方法，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5 月 - 2017 年 11 月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及肝胆外科收治的 244 例藏族

胆总管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手术方式分为传统开腹手术组（开腹组）、ERCP 联合 EST 组

（ERCP 组）以及腹腔镜联合胆道镜组（腹腔镜组），比较三组患者的取石成功率、结石最大直

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中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住院天数、术后住院天数以及住院费用

等。 

结果 三组患者取石成功率、结石最大直径以及术中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05 ） ERCP 组 术 中 出 血 量 （ ml ） （ 17.80±5.44 ） 、 住 院 天 数 （ d ） （ 12.00

（8.00,19.50））、术后住院天数（d）（7.00（4.00,9.50））、住院费用（元）（27123.95

（21975.56,34656.81））及手术时间（min）（73.69±14.99）均较其他两组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ERCP 治疗胆总管结石较传统开腹手术及腹腔镜手术治疗胆总管结石更为安全、有效，且术

后恢复时间短、住院费用低，在西藏地区仍有临床推广意义。 

 
 

PU-0581 

CT 小肠造影在静脉硬化性肠炎中的诊断价值 

 
赵雪松,缪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探讨和分析 CT 小肠造影在静脉硬化性肠炎中的诊断价值，以内镜和病理结果作为诊断标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0 年 6 至 2018 年 5 月经肠镜和病理诊断为静脉硬化性肠炎的 12 例病人

的临床特点及 CT 小肠造影表现。 

结果 12 例患者中，有 8 例患者表现为右下腹痛，1 例患者表现为水样腹泻，2 例患者表现为贫

血，1 例患者表现为肠梗阻。静脉硬化性肠炎具有一致的 CT 小肠造影表现：表现为多发迂曲类似

针线一样的钙化灶垂直于肠壁长轴。门脉期多平面重建图像可以清晰显示钙化隶属于右结肠动脉及

中结肠动脉分支。受累结肠肠壁增厚，呈分层强化，未见跳跃征。另外还可以观察到回盲瓣肿胀、

半月皱襞消失、肠壁僵硬、受累肠管周围渗出，脂肪密度增加。内镜下表现为黏膜皱襞失去正常的

血管网络结构，表现为黑紫色、高度充血水肿及多发浅溃疡和糜烂。黏膜下可见蓝黑色的血管，以

升结肠病变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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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静脉硬化性肠炎具有其独特的 CT 小肠造影表现，CT 小肠造影结合最大密度投影、多平面重

建技术可以同时显示肠壁及肠腔内外的病变，在诊断静脉硬化性肠炎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 

 
 

PU-0582 

综合护理干预在药物性肝炎患者的应用与临床效果探讨 

 
王玥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综合护理干预在药物性肝炎患者的应用与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我院收治的药物性肝炎患者 9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

根据临床护理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综合组两组，分别采取常规护理及综合护理干预，即于饮食护

理、心理护理、生活护理、并发症护理、用药护理等方面的综合护理干预，后对比两组患者临床护

理效果。 

结果 综合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满意度 100.00%显著高于对照组 82.22%，而并发症发生率 2.22%显

著低于对照组 17.78%，P<0.05。 

结论 对药物性肝炎患者采取综合性护理干预，能有效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降低临床并发症的

发生，有较好的临床意义。 

 
 

PU-0583 

专家注水肠镜的学习曲线 

 
李姗姗,杨幼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近年来，注水式结肠镜检查术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减轻患者术中腹部不适、降低操作难度、

提高困难肠镜及非镇静环境下的插镜成功率及减少并发症等优势而广泛应用于临床，大量研究表

明，注水式结肠镜检查术有利于初学者掌握，实用性强，但对已习惯于传统注气式检查的专家而

言，上述优势是否同样存在仍值得探讨，鉴于国外与此有关的研究数据较少，国内尚无报道，本实

验将技术纯熟的内镜专家设为研究对象，旨在观察初学注水式进镜手法的专家的学习特点，以期发

掘注水式操作的潜在优势。 

方法 将 2013 年 8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于哈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以疾病筛

查为目的要求行结肠镜检查术且符合入选标准的受检者进行随机分配，由既往行传统结肠镜检查术

达 10000 例以上的内镜专家以注水式进镜于非镇静环境下完成肠道检查及相关操作。将每位专家

前 100 例注水式结肠镜检查术按日期前后分为四组，分别与各自既往 1 非镇静环境下的 100 例注

气式结肠镜检查术进行比较，以插镜成功率作为首要观察指标，插镜时间、腹部按压、体位变换、

术后腹痛评分等作为次要观察指标进行记录及统计学分析，用以评估操作者不同学习阶段技术水平

的变化情况。 

结果 三位专家在注水组各研究阶段其插镜时间（以中位数值表示）均未超过 6 分钟，仅第三位专

家注水组第三阶段与历史对照组相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所有专家各阶段插镜成功率均在

90%以上，与各自历史对照组相比，未见有规律的变化趋势。就术后腹痛评分而言，仅一位专家注

水组与历史对照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8），注水组低于对照组，而其他两位专家两组间却

未见统计学差异。 

结论 由于参与本次研究的所有专家既往已行至少 10000 例传统注气式结肠镜检查术，借助于其熟

练的操作技巧及对注气量的有效限制，肠管的过度延伸及镜身成襻均可有效避免，因此，当受检者

属非困难肠镜的普通人群时，注气式结肠镜检查术并未给已有上万例操作经验的专家带来任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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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反而与受肠道准备情况影响较大的注水式进镜相比更显方便快捷，因此，对于我国每日就诊量

大，操作日程紧张的内镜专家而言，注水式结肠镜检查术并无明显优势。 

 
 

PU-0584 

探讨无血清培养体系是否能替代含血清培养体系进行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原代培养 

 
周婷婷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建立无血清培养体系，替代含血清培养体系进行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原代培养。 

方法 除去脐带两条动脉和一条静脉，得到 Wharton‘s Jelly （WJ），即华通氏胶，采用机械法将组

织胶切碎，约 1-3 mm3 大小，分别培养到含胎牛血清（FBS）完全培养液中以及无血清培养液

中。培养第 11 天，14 天和 17d 收获细胞并进行细胞计数以及流式细胞术检测，成软骨分化实验

等。在符合 2006 年提出的最小标准的基础上，以集落形成单元检测来评估间充质干细胞，从而观

察比较无血清培养体系能否替代含血清培养体系进行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原代培养。 

结果 无血清培养体系相对于经典的含血清的培养体系而言，细胞生长速度更快，两种培养体系下

细胞表面标志符合最小标准，并且能够进行成软骨分化。另外，培养第 11d，集落形成实验表明无

血清培养体系下能获得更多的集落。因此，无血清培养体系可以保持间充质干细胞的特性，为替代

含血清培养体系进行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原代培养提供了可能。 

结论 无血清培养体系可以保持间充质干细胞的特性，为替代含血清培养体系进行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原

代培养提供了可能。 

 
 

PU-0585 

慢乙肝患者应用 PEG-IFN 期间症状困扰与焦虑、 

抑郁的相关性研究 

 
郭燕云 

医院 

 

目的 探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应用 PEG-IFN 抗病毒治疗期间症状困扰、生活受干扰程度及焦虑、抑

郁情况，并探讨症状困扰、生活受干扰程度与焦虑、抑郁的相关关系，为进一步制定有针对性的症

状管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方法 本研究于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以便利抽样方法选取在我院住院并应用 PEG-IFN 抗

病毒治疗的 84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 M.D.安德森症状评估量表和焦虑抑郁量表调

查该群患者应用 PEG-IFN 期间的症状困扰、生活受干扰程度和焦虑、抑郁情况，并对调查结果进

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应用 PEG-IFN 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症状困扰得分最高的 5 个症状分别是乏力、

食欲减退、脱发、关节疼痛、皮疹，其中乏力、食欲减退的严重程度为中度，其他症状均属轻度。

该群患者的症状困扰及生活受干扰情况评分分别为（2.27±1.18）分和（2.67±1.70）分。患者的焦

虑、抑郁情况得分分别为（9.57±3.11）分和（15.87±3.21）分。通过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应用

PEG-IFN 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症状困扰和生活受干扰程度与患者的焦虑呈正相关（r=0.24， 

P<0.01；r=0.02，P<0.05），患者的症状困扰和生活受干扰程度与患者的抑郁呈正相关（r=0.40，

P<0.01；r=0.21，P<0.05）。 

结论 应用 PEG-IFN 抗病毒治疗的慢乙肝患者尤其是在治疗的中后阶段症状困扰普遍存在，该群患

者多数存在轻至中度的症状困扰，部分患者存在重度困扰。且症状困扰和患者的生活受干扰情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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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加重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而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越高，其症状困扰及生活受干扰程度越

严重。因此，在护理应用 PEG-IFN 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过程中，护理人员应采取有效

的护理措施，加强症状管理以减轻患者的症状困扰，同时应关注患者焦虑、抑郁等心理状况，指导

合理的宣泄情绪，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0586 

炎症性肠病育龄期女性患者生育相关疾病认知现状调查 

 
林晓清,毛仁,赵月,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调查我中心育龄期 IBD 女性患者生育相关疾病认知现状, 寻找―主动不育‖的原因。 

方法 以我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 月 IBD 门诊及住院确诊的 168 例 IBD 育龄期病女性病例作为

研究对象。填写 IBD 妊娠相关认知水平检测量表（CCPKnow），及采集患者基线信息、临床特

征、生育史、对待生育的态度与和用药史等资料。CCPKnow 评分分为差（0-7 分）、中等（8-10

分）、好（11-13 分）和非常好（>13 分）等四个等级，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低

认知水平（≤7 分）的独立危险因素，评估 IBD 患者的认知误区，寻找―主动不育‖的原因。 

结果 （1）共发放并回收 168 份问卷，问卷质量均为良好。（2）我中心 IBD 患者 CCPKnow 平均

分值为 4.7±2.8 分，认知水平差的人数有 141 人（83.9%）、中等水平有 21 人（12.5%）、水平良

好有 6 人（3.6%）及水平非常好 0 人。（3）就业状态、高学历、使用或听说沙利度胺的患者

CCPKnow 评分较高（p 均<0.05），（4）未生育与患 IBD 前生育的患者疾病认知程度相当，均低

于患 IBD 后生育的患者（p<0.05）。（5）无业 [OR 3.74, 95%CI (1.21,11.59), p= 0.015]教育程度

低 [OR 3.19, 95%CI (1.13,9.00), p= 0.029]、未生育/IBD 前生育[OR 4.11, 95%CI (1.19,14.19), p= 

0.031]、未使用过沙利度胺[OR 12.71, 95%CI (1.18,136.47), p= 0.025]是低认知水平(CCPKnow 

0~7 分)的独立危险因素。（6）IBD 患者在问卷中对妊娠和药物安全性、分娩方式、生育力、疾病

遗传性和哺乳安全性方便普遍存在较大认知误区（正确率<50%）。（7）IBD 患者对能否正常妊

娠、药物安全性、妊娠使疾病复发和疾病的遗传性存在普遍担心（比例>50%）。 

结论 我国 IBD 患者疾病相关生育认知水平普遍低下，患者失业和教育程度低均为低认知水平的独

立危险因素。患者在妊娠和药物安全性、分娩方式、生育力、疾病遗传性和哺乳安全性方便普遍存

在较大认知误区，对专科宣教存在较大需求。 

 
 

PU-0587 

NBI 内镜诊断 103 例食管上段胃粘膜异位症的临床分析 

 
宋敏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NBI(narrow band imaging)内镜诊断的食管上段胃黏膜异位症( heterotopic gastric 

mucosa in the upper esophagus，HGMUE)的临床特点，以提高 HGMUE 的检出率。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0 月间在我院行 NBI 诊断为 HGMUE 的患者临床、内镜、病理表

现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NBI 下，病变区域为棕褐色斑块，与周围正常食管上皮界限清晰。6243 例患者中发现

HGMUE 患者 103 例，内镜检出率为 2.39%，部分患者临床表现为胸骨后疼痛、烧灼感、吞咽困

难、咽部异物感等，病理为胃上皮组织，胃底型（68.14%）居多。 

结论 NBI 内镜可提高 HGMUE 的检出率，从而为临床治疗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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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88 

PI3K/AKT-mediated upregulation of Complement 
component 7 (C7) promotes colorectal cancer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Nan Sang,Xueliang Li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bjective The PI3K/AKT pathway is frequently activated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due to gene 

mutations，the change of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nd so on, which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Emerging elegant literature has illustrated that the activation 
of complement component i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may promote tumor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According to the database of The Human Protein Atlas，local deposition of C7 

are frequently found in most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It was reported that activation of PI3K 
pathway led to upregulation of C7 in ovarian cancer. However,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C7 
levels are elevated in CRC and its role in the progression of CRC remain largely unknown. Here 
we explored the role of C7, which was regulated by PI3K/AKT pathway,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CRC. 
Methods We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of C7 in CRC tissues and cells b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C7 in 70 CRC samples and 
corresponding adjacent tissu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7 expression and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CRC tissues were analyzed. 
Furthermore, the subsequent effects of C7 knockdown and overexpression on CRC growth and 
migration were assessed in several CRC cell lines. W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IGF-1 and 
LY294002 on the regulation of C7 and EMT relative protein levels in several CRC cell lines. 
Results We found that C7 was significantly overexpressed in CRC tissues and cell lines 
compared to the corresponding adjacent tissues and normal control cells in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High C7 expressio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th of invasion (P=0.017), 
TNM staging (P=0.019)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P=0.019). Knockdown of C7 effectively 
suppress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and reversed the expression of EMT related proteins 
E-cadherin, ZO-1, ZEB1, and Snail, while overexpression of C7 had the opposite effect. IGF-1 
induced the upregulation of C7 in a concentration-dependent and time-dependent manner, while 
LY294002 induced the downregulation of C7 in the same manner. Western blot revealed elevated 
expression of ZEB1, Snail and C7 and decreased E-cadherin, ZO-1 expression in LoVo cells 
which were transfected with SiC7 (Specific small interfering RNA against C7) and Scr (control 
scrambled siRNA) with IGF-1 stimulation. Knockdown of C7 reversed the impact of IGF-1 on 
these proteins. When LY294002 was used, C7, ZEB1 and Snail expression were decreased, and 

E-cadherin and ZO-1 were increased. When C7 was overexpressed with C7 plasmid，the effect 

of LY294002 on EMT relative proteins was partially weakened. 
Conclusions  C7 is significantly overexpressed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Patients with higher 
level of C7 expression may have poor prognosis. PI3K/AKT pathway may upregulate C7 and 
promotes colorectal cancer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PU-0589 

溃疡性结肠炎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的临床分析 

 
谢佩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索 UC 与 CMV 感染的相互关系，筛选出 UC 合并 CMV 感染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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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搜索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住院的 UC 患者，选取

其中进行了 CMV 感染检测者，发现合并 CMV 感染者均为中重度 UC。将中重度 UC 患者分为

CMV 感染组和非感染组，收集患者的一系列临床资料，使用卡方检验、Mann-Whitney U 检验等进

行统计分析，研究 UC 与 CMV 感染之间的联系，并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 UC 合并 CMV 感

染的危险因素。 

结果 127 例中重度 UC 患者中有 21 例合并 CMV 感染（16.5%）。与 CMV 非感染组比较，CMV

感染组的疾病严重程度、激素依赖或激素抵抗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感染组（P=0.013，P=0.016，

P<0.001）；既往免疫抑制剂、既往英夫利西单抗、发病前 1 个月内免疫抑制剂、发病前 1 个月内

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在感染组的使用率更高（P<0.001， P=0.005，P<0.001， P=0.002）；感染组

中的中位 BMI 水平为 17.8，中位 ALB 水平为 30.7g/L，明显低于非感染组（P=0.035，

P=0.014），中位 CRP 水平为 41.5mg/L，明显高于非感染组（P=0.004）。此次住院 CMV 感染

组中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明显多于非感染组（P=0.048，P=0.006），经过治疗后 CMV

感染组中大便次数的严重程度上明显重于非感染组（P=0.007）；CMV 感染组中，CRP 在治疗后

复查的中位水平为 11.2mg/l，中位住院时间为 12 天，明显较非感染组长（P=0.003）。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ALB≥30g/L 是中重度 UC 合并 CMV 感染的独立保护因素（OR=0.211，

95%CI 0.054～0.816，P=0.024），激素抵抗、发病前 1 个月内硫唑嘌呤或英夫利西单抗治疗是

UC 合并 CMV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07 ， OR=35.852 ； P<0.001 ， OR=32.086 ；

P=0.042,OR=4.420）。 

结论  CMV 感染多发生于重度 UC 患者，影响 UC 疾病进程并容易产生不良的临床结局。

ALB≥30g/L 降低了 UC 患者合并 CMV 感染的风险，发病前 1 个月内硫唑嘌呤或者英夫利西单抗治

疗、具有激素抵抗的 UC 患者更容易发生 CMV 感染。临床上我们应警惕具有 CMV 感染危险因素

的 UC 患者，在 UC 患者中筛查和监测 CMV 感染，及时抗病毒治疗。 

 
 

PU-0590 

布拉氏酵母菌联合标准三联疗法根除 幽门螺杆菌的单中心 

开放性随机对照研究 

 
陆冰云,刘乐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观察标准三联疗法联合益生菌(布拉氏酵母菌散)根除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否能够提高幽门螺杆菌

根除率。 

探讨幽门螺杆菌治疗对于肠道微生态的影响及肠道菌群对幽门螺杆菌治疗效果的预测作用 

方法 招募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非溃疡性消化不良患者，随机分为标准三联组（RAC）, 雷贝拉唑+阿

莫西林+克拉霉素，10d; 布拉氏酵母菌四联组（SRAC）, 布拉氏酵母菌散+雷贝拉唑+阿莫西林+克

拉霉素，其中三联疗法疗程 10 天，布拉氏酵母菌散疗程 14 天(d1～d14); 铋剂四联组（BRAC），

雷贝拉唑+枸橼酸铋钾+阿莫西林+克拉霉素，10d。 

根除治疗第 44 天行 13C-呼气试验检查，结果阴性者为根除成功。 

治疗前（第 0 天），治疗结束时（第 14 天），治疗结束后第 44 天利用 FloraPrep 样品采集管采集

受试者大便标本，并提取细菌 DNA，应用高效保真酶对细菌 16S rDNA V4 区进行 PCR 扩增，基

于 Illumina HiSeq 测序平台分析不同抗幽门螺杆菌方案对肠道微生态的影响。 

结果 1.RAC 组幽门螺杆菌根除率为 79.48%，SRAC 组为 74.36%，BRAC 组为 94.87%，三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3）。 

2.RAC 组治疗总体有效率为 82.05%；SRAC 组有效率为 71.79%； BRAC 组总体有效率为

74.36%。 

3.SRAC 组、BRAC 组、RAC 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23.08% vs. 41.03% vs. 35.90%, p<0.05）三

组之间均有统计学差异。所有不良反应均为轻中度，自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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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组治疗后肠道菌群多样性均有下降，治疗后 44 天有恢复治疗前趋势。治疗后铋剂四联治疗组

大肠埃希菌属丰度明显提高，布拉氏酵母菌四联组拟杆菌属相对丰度明显提升。 

治疗成功亚组与治疗失败亚组肠道菌群丰度变化明显不同。治疗失败亚组治疗前萨特氏菌属丰度明

显高于治疗成功亚组。 

结论 1.布拉氏酵母菌不能提高标准三联疗法幽门螺杆菌根除率，但能减轻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

率。 

2.各组副反应发生情况的差异或许与治疗过程中机会性致病菌大肠埃希菌属及拟杆菌属变化有关。 

4.微枝形杆菌属过度生长或许是布拉式酵母辅助治疗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5.萨特氏菌属或可作为一种潜在的预测指标用于幽门螺杆菌根除疗效的判断。 

 
 

PU-0591 

The study on the "gliocyte-lik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henotypic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Lianlian Cui,Huiying Shi,Mengke Fan,Wei Qian,Zhen Ding,Rong Lin,Xiaohua Hou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Local glutamate level increases in intestinal nerve injury environment. In vitro 
conditioned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MSCs) promote de novo functional 
enteric nerve regeneration. Two different subtypes of BMSCs were found in vitro. However, the 
underlying effect of glutamate on BMSCs remains unknown.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study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ubtypes of BMSCs in the neurodegenerative 
hyperglutamate microenvironmentand elucidate the mechanism. 
Methods Two different subtypes of BMSCs, including epithelia-like MSCs (eMSCs) and 
fibroblast-like MSCs (fMSCs), were cultured in vitro. Then eMSCs/fMSCs were incubated with 
glutamic acid (100uM) for 12h. To compare the mRNA expression of glial cell line-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GDN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and nerve growth factor 
(NGF) in eMSCs and fMSCs, the analysis of RT- PCR was us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GDNF, p-ERK, ERK, and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 in eMSCs and fMSCs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The Elisa assaywas applied to detect the secretion of GDNF in eMSCs/fMSC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RT-PCR, Western blot and Elisa showed that glutamate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GDNF and other neurotrophic factors in fMSCs, but have no effect on eMSCs.The 
glutamate differentially stimulated the gliocyte-like characteristics of eMSCs/fMSCs. The eMSCs 
and fMSCs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the ERK signaling pathway. The glutamate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p-ERK in MSCs and activate intracellular ERK signaling pathway in MSCs. In 
addition, glutamate did not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GDNF in MSCs after inhibiting ERK 
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s The glutamate microenvironment can differentially activate the ERK signaling 
pathways of eMSCs/fMSCs, thereby differentially regulating thegliocyte-likecharacteristics of 
eMSCs/fMSCs, which plays an activati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nerve. 
 
 

PU-0592 

西部地区 65 结核性腹膜炎临床特征分析 

 
王治兰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 65 例结核性腹膜炎 ( TBP) 患者的临床特点、诊治过程, 以提高对结核性腹膜炎诊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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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4 年 8 月—2017 年 8 月四川省人民医院医 院确诊的 TBP 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 

TBP 患者的 发病情况、性别构成、发病年龄、临床表现、实验室、影像学等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65 例 TBP 患者高发年龄在 16～72 岁, 男女比例为 1: 1.096；平均年龄为（38.7 士 15.6）岁,

临床以腹痛、腹 胀、体重减轻为主，分别占 95.38%、96.92%和 86.15%；腹部有柔韧感者占

84.61%,γ-干扰素释放试验检查阳性率为 96.9%，胸部 CT 检查阳性率为 46% ，腹部 CT 检查多表

现为腹腔积液、腹膜增厚、粘连、 腹腔淋巴结肿大等 (,92. 3% 、95. 3% 、76.9. %) ，女性患者子

宫及附件受累( 22. 1% ) ，合并肺结核 28 (43.0%),合并肠结核 40（61.5%），本组 TBP 患者，23

例患者 ( 35. 3% )病理确诊，其他 42 例 (64.6 % ) 患者依靠试验性抗结核治疗获得诊断,  腹 膜 活 

检 96.9% （63/65）, 腹 腔 镜 10（15.3%）, 各种诊断方法诊断的例数所占比例分别为诊断性治 疗 

64.6%（42/65），腹腔淋 巴 结 活 检 4.6%（3/65），腹 膜 活 检 15.3% （10/65），腹腔镜 

15.3%（10/65），结论 :诊断性治疗是 TBP 确诊的主要方法。 腹膜活检、腹腔镜对 TBP 诊断的阳

性率高，在有适应证的前提下应适时、及早进行, 

结论 结核性腹膜炎诊断主要通过临床 特点、辅助检查及实验性抗痨治疗有效而确诊，部分患者通

过组织病理检查确诊，临床医师应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完善辅助检查 ，尽早明确诊断。 

 
 

PU-0593 

导尿管特制幽门环内径对建立反流性食管炎大鼠模型的影响 

 
柳刚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目的 研究前胃结扎缩小胃容积及导尿管特制幽门环限制胃内容物排空的方法建立反流性食管炎大

鼠模型的可行性，比较幽门环内径对建立大鼠反流性食管炎模型的影响，以建立一种适合胃食管反

流病基础研究的大鼠模型。 

方法 将 40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2 组，分别采用导尿管制成内径 4.0mm 和内径 4.6mm 的幽门

环固定于幽门，并用 2-0 丝线结扎前胃缩小胃容积，同时设假手术对照组(10 只)。术后常规喂养

14 天后处死，取食管中下段纵行剖开，肉眼观察食管粘膜形态改变，并通过 HE 染色观察食管炎症

情况。 

结果 术后第 14 天，4.0mm 组、4.6mm 组及对照组的存活率分别为 35.0%（7/20）、 85.0%

（17/20）和 100%，反流性食管病变发生率分别为 100%、100%和 0%。与 4.0mm 组相比，

4.6mm 组存活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反流性食管病变的发生率无差异。 

结论 前胃结扎缩小胃容积并导尿管特制内径 4.6mm 幽门环限制胃内容物排空的方法建立反流性食

管炎大鼠模型的存活率、有效率高，适用于胃食管反流病的基础研究。 

 
 

PU-0594 

高甘油三酯血症程度与胰腺坏死的关系 

 
张悦

1
,何文华

1
,祝荫

1
,万剑华

1
,林晓

2
,刘国庆

2
,王宇辉

2
,吕农华

1
 

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北京大学心血管研究所 

 

目的 探讨高甘油三酯血症（HTG）的严重程度对急性胰腺炎（AP）的胰腺病理损伤及坏死的作

用。 

方法 1、在糖基磷脂酰肌醇高密度脂蛋白结合蛋白 1 基因敲除（GPI
-/-）小鼠中，根据非空腹状态

下下血浆高甘油三酯（TG）水平分别选取 12 只 TG 小于 2000mg/dl 和 12 只 TG 大于 2000mg/dl

的小鼠，分别作为低级别(HTG-LG) 和高级别(HTG-HG)高甘油三酯血症组，再将其分为对照组和

AP 诱导组；另随机挑选 12 只野生型小鼠（WT）为非 HTG 组。AP 组小鼠给予 50μg/kg 雨蛙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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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次腹腔注射，对照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NS）。2、选取非空腹状态下血浆 TG 水平在

2000mg/dl 以上的 GPI
-/-小鼠 10 只，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给予 100mg/kg 非诺贝特灌胃（溶解于

0.5%羧甲基纤维素钠中），每日 3 次，共 7 天，对照组给予等体积溶剂，监测血 TG 水平，第 8

天诱导 AP，方法同上。3、分别选取 6 只血 TG 水平在 2000mg/dl 以上的 GPI
-/-小鼠和载脂蛋白

C3 转基因(ApoC3-tg)小鼠，使两组小鼠 TG 水平相当，诱导 AP，方法同上。4、选取 8 只 TG 水

平在 2000mg/dl 以上的 ApoC3-tg 小鼠，分为两组，取 3 只同龄 WT 小鼠作为对照组，诱导 AP，

一组 ApoC3-tg 和 WT 小鼠在首次注射雨蛙肽后半小时给予泊洛沙姆 407（P407）腹腔注射，另一

组 ApoC3-tg 注射等量 NS。胰腺 HE 染色观察病理改变并组织损伤病理评分，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

RT-PCR 以检测炎症水平，TUNEL 染色检测凋亡水平，抽脂检测胰腺 TG 和游离脂肪酸（FFAs）

水平。检测血浆脂肪酶，淀粉酶及 TG；通过粒径分析检测脂蛋白颗粒大小。 

结果 1、HTG-HG 较 HTG-LG 胰腺损伤更加严重并且大片状胰腺坏死发生率更高；2、给予非诺贝

特降脂治疗后快速了降低 GPI
-/-小鼠血 TG 水平，减轻了胰腺病理损伤，降低坏死发生率；3、同样

血 TG 水平，GPI
-/-小鼠胰腺损伤及坏死较 ApoC3-tg 小鼠严重，且有更高水平的胰腺组织 TG 及

FFAs；4、ApoC3-tg 较 GPI
-/-小鼠血浆脂蛋白颗粒小；在诱导后第 12 小时 ApoC3-tg 小鼠血 TG 水

平较 GPI
-/-小鼠低；5、给予 P407 抑制 ApoC3-tg 小鼠 TG 水平下降可加重胰腺炎损伤和坏死。 

结论 HTG 与 AP 中胰腺坏死密切相关，可能与血中富含甘油三酯脂蛋白漏入胰腺组织产生大量

FFAs 有关。 

 
 

PU-0595 

导管风险评估表在 ERCP 术后鼻胆管引流患者中的应用 

 
吴雪,陈淑华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导管风险评估表在 ERCP 术后鼻胆管引流患者中管道护理的应用及效果，以降低意外拔

管率及提高患者住院满意度。 

方法 正确运用导管风险评估表,并对护理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做到准确评估.对高风险患者,及早实

施预防监控措施,包括妥善有效固定导管,悬挂防管道滑脱警示标识,强化患者防脱管意识,以及加强舒

适护理。取 200 例患者随机分配纳入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100 例。对照组按常规护理方法,出现护理

风险时给予对症处理。干预组采用导管风险评估表进行动态评分,并采取系统护理措施.比较两组患

者留置导管过程中的护理风险发生率和患者满意度. 

结果 干预组的意外拔管发生为 0 例，满意度为 100%；对照组意外拔管患者为 5 例，拔管率为

5%，满意度为 88%；干预组拔管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实施规

范化导管风险动态评估后,各种导管滑出率下降,护理质量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提高，对护理工作人员

的工作更加认可及信赖。 

结论 导管滑脱风险评估表的应用,有助于护士了解患者的脱管风险等级及危险因素,以便采取针对性

的有效措施防止脱管. 对 ERCP 术后患者中的管道管理采用导管风险评估表动态评估后,可有效降低

鼻胆管意外拔管率，提高患者住院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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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96 

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曹艳杰

1
,孙剑经

1
 

1.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调查胃食管反流病在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科门诊病人中的患病构成比,并分析引起

GERD 的危险因素。 

方法 以 2016 年 03 月～2017 年 03 月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门诊患者为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 570 例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年龄在 18~78 岁，调查表自行设计，包括 GerdQ 量表、饮食

生活习惯、主要症状以及精神因素等。采用 Gerd Q 量表积分作为诊断指标（最高分 18 分），总

分≥8 作为 GERD 的诊断标准。根据所得数据对 GERD 患者症状特点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在消化科门诊调查了 570 名患者，其中 GERD 患者 135 名,患病构成比为 23.7%；135 例患

者中出现反流、烧心、嗳气、口苦/干、上腹胀、胸骨后疼痛、咽部异物感、上腹痛、恶心、吞咽

困难、其他症状的频率分别是 81.4%、76.5%、68.4%、65.1%、51.1%、43.7%、41.6%、

39.3%、31.1%、10.2 %、7.2%。根据单因素卡方检验的结果发现，胃食管反流病的危险因素有年

龄、性别、吸烟、饮酒、BMI、高盐饮食、进食炸糕类食物、进食过饱、非甾体抗炎药、便秘、熬

夜、气候、生活环境（P＜0.05）。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显示，年龄、吸烟、饮酒、便秘是 GERD

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GERD 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是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通过本研究结果，可

以通过改善某些不良习惯等危险因素来预防 GERD 的发生。 

 
 

PU-0597 

溃疡性结肠炎感染 EB 病毒的危险因素、临床特征、 

临床结局分析 

 
张莎莎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观察分析溃疡性结肠炎 (ulcerative colitis，UC) 感染 EB 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的危

险因素、临床特征及临床结局。 

方法  以选取 2012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收治的 74 例 UC 患者并接受

EBV 检测者为研究对象，按照 EBV 近期感染情况分为感染组、未感染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特

征、临床结局，进而分析 UC 患者感染 EBV 的危险因素。 

结果 74 例 UC 患者中，共检出 EBV 感染者 11 例，感染率 14.87%。感染组和未感染组好转率分

别为 36.36%、73.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经 χ
2检验或 t 检验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出

评估 EBV 感染前 1 个月内使用糖皮质激素、评估 EBV 感染前 1 个月内使用免疫抑制剂和 C 反应蛋

白水平是其 EBV 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进一步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仅有评估 EBV 感染

前 1 个月内使用糖皮质激素是 UC 患者感染 EBV 的相关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  评估 EBV 感染前 1 个月内使用糖皮质激素的 UC 患者，其 EBV 感染风险较高，且预后较

差，应重视 UC 患者 EBV 感染的预防及抗病毒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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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98 

小檗碱调控内质网应激水平影响 UC 结肠炎症反应的实验研究 

 
沈雁,王章流,郑华君,钟继红,江向红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从内质网应激（ERS）角度探讨小檗碱（BBR）缓解溃疡性结肠炎（UC）结肠炎症反应的作

用机制。 

方法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和 BBR 低、中、高剂量组。制备右旋葡聚糖

硫酸钠（DSS）诱导的 UC 小鼠模型，造模同时给予 BBR 混悬液灌胃 7 天。观察小鼠一般情况并

评估疾病活动指数（DAI）；末次给药后取小鼠结肠病变部位标本，进行组织病理学评价；TUNEL

法检测结肠组织 IECs 的凋亡情况；免疫组化法测定结肠组织中 GRP78、Caspase-12 和

Caspase-3 蛋白的表达；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结肠组织 GRP78 mRNA 的表达。 

结果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BBR 治疗组小鼠结肠炎的临床症状和组织病理学损伤均有明显减轻；模

型对照组结肠凋亡细胞明显增多，GRP78、Caspase-12 和 Caspase-3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

GRP78 mRNA 的表达亦下调，而 BBR 治疗后细胞的凋亡水平明显下降，高剂量 BBR 治疗能明显

下调三个蛋白和 GRP78 mRNA 的表达水平。 

结论 BBR 能有效减轻 UC 小鼠的结肠炎症，其机制可能与下调 ERS 水平，抑制 ERS 介导的

Caspase-12/Caspase-3 凋亡信号通路的活化转导有关。 

 
 

PU-0599 

海南候鸟人群与当地居民消化科住院疾病谱分析 

 
聂燕

1
,孙刚

2
,黄启阳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调查海南候鸟人群与当地居民消化科住院疾病谱，探讨影响不同地域居民的重点疾病，从而

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更好的满足患者医疗服务需求。 

方法 调阅 2017 年 10 月到 2018 年 5 月期间，于我院消化科住院的患者病历，对候鸟人群与当地

居民在疾病构成方面进行比较，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499 例患者，其中候鸟人群 269 人次，海南本地居民 192 人次，其他人群 38

人。住院患者中，排名前 5 位的疾病分别是：消化道息肉、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胰腺炎、胆管

梗阻性疾病。候鸟人群中，排名前 5 位的疾病，分别是消化道息肉、上消化道出血、肝硬化、胰腺

炎、胆管梗阻性疾病；当地居民中，排名前 5 位的疾病分别为消化道息肉、肝硬化、上消化道出

血、胃肠道黏膜下肿物、胆道梗阻性疾病。不同地区，前 5 位疾病的顺位及构成比不同。候鸟人群

及当地居民中，消化道息肉的患病占比分别为 36.4%、35.4%；肝硬化的患病占比分别为 13.8%、

21.4%；上消化道出血的患病占比分别为 16.4%、11.5%；胰腺炎的患病占比分别为 9.7%、

3.6%；胆管梗阻性疾病的患病占比分别为：8.6%、4.2%。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候鸟人群的静脉

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与非静脉曲张性消化道出血构成比分别为：36.4%、63.6%，当地居民的静脉

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与非静脉曲张性消化道出血构成比分别为 59.1%、40.9%。胆管梗阻性疾病的

患者中，候鸟人群的良性胆管梗阻与恶性胆管梗阻性疾病的构成比分别为：73.9%、26.1%，当地

居民的良性胆管梗阻与恶性胆管梗阻性疾病的构成比分别为 37.5%、62.5%。经 SPSS 统计分析，

候鸟人群与当地居民的肝硬化、胰腺炎的患病占比有统计学意义，而消化道息肉、上消化道出血、

胃肠道黏膜下肿物、胆道梗阻性疾病的患病占比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不同地域患者疾病顺位及构成比不同。分析不同地域患者的住院疾病谱特点，对于进一步合

理配备医疗资源并有针对性开展重点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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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00 

人文护理在肝癌患者介入治疗中的实施效果及评价 

 
付丽蓉,庞玉玲 

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分析对于肝癌介入治疗患者实施人文护理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2017 年 5 月～2018 年 1 月我科进行肝癌介入治疗的 100 名住院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

和观察组，对照组行常规护理 , 观察组则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人文护理。 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不良

反应的发生率、焦虑状态和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满意度，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 。 

观察组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 5 ) 。 

结论 人文护理在肝癌介入治疗患者中实施，能减轻患者的焦虑程度、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明显提

高了患者对护士的信任和满意度, 同时让护士对人文关怀的执行力和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PU-0601 

健康教育临床路径在消化内镜检查及治疗患者中的应用 

 
陈淑华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健康教育临床路径在消化内镜检查及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实施消化内镜检查和治疗患者 160 例，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两组，每组各 80 例，观

察组开展健康教育临床路径，对照组开展常规健康教育，观察患者术前睡眠情况，配合检查手术情

况，心理状况，住院天数，医疗费用，并发症；测评患者对健康教育的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患者睡眠时间平均 8 小时/日，对照组睡眠时间平均 6 小时/日，观察组长于对照组；观

察组心理状况、手术配合能力均良好，对照组出现焦虑患者 10 例，手术配合不到位 8 例，观察组

明显优于对照组；观察组平均住院天数 2.5 天，对照组平均住院天数 4.8 天，观察组平均住院天数

明显缩短，有显著差异；观察组未因宣教不到位出现并发症，对照组出现并发症例数为 9 例，观察

组并发症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运用健康教育临床路径患者满意度为 100%，对照组为 88%，观

察组对健康教育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结论 对消化内镜下检查与治疗患者实施健康教育临床路径能取得显著效果。 

 
 

PU-0602 

产丁酸菌通过 mTOR/S6K1 通路抑制结直肠癌的机制研究 

 
芦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丁酸通过调控 mTOR-S6K1 通路对结直肠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方法 通过焦磷酸测序、气相色谱及免疫组化方法观察健康对照组及结肠癌患者肠道菌群构成、代

谢产物丁酸水平、mTOR-S6K1 通路相关蛋白变化；通过 MTT 法观察，结肠癌细胞在不同条件干

预下增殖、凋亡的变化；并应用 PCR 及 WB 等方法观察 mTOR-S6K1 通路相关蛋白表达差异与结

肠癌细胞凋亡的相关性。 

结果 结直肠癌患者的肠道菌群整体结构与健康对照组具有显著的差异，产丁酸盐的罗氏菌属以及

毛螺菌科的其他丁酸盐产生菌在健康个体肠道中丰度更高；并通过实时定量 PCR 的方法验证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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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患者肠道中丁酸盐产生菌数量的显著减少（p<0.01），同时健康对照组丁酸浓度高于 CRC

患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 CRC 患者癌组织与健康对照组相比，磷酸化

mTOR、磷酸化 S6K1、SIRT1 的水平明显增高，差异存在显著意义（*P<0.05）。体外实验中我

们发现，丁酸对 HCT116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呈时间-剂量依赖，且丁酸诱导 HCT116 凋亡呈时间

依赖性，并证实丁酸是通过调节 Bax/Bcl-2，增加 HCT116 细胞的凋亡，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进

一步检测 mTOR/S6K1 通路相关蛋白显示 mTOR （Ser2448 ） , S6K1 （ Thr389 ） , S6 

（Ser235/236）磷酸化水平明显下调，S6K1 乙酰化水平明显上调，SIRT1 下调。最后，我们通过

小干扰 RNA 技术敲除 SIRT1，用 WB 检测 mTOR/S6K1 通路活性变化，我们发现丁酸干预可有效

增强 S6K1 乙酰化，同时降低 mTOR（Ser2448）及 S6K1 （Thr389）的磷酸化水平，并可以进一

步降低丁酸处理的 HCT116 细胞增殖，促进丁酸诱导的 HCT116 肿瘤细胞凋亡。 

结论 以上实验数据提示 SIRT1 可能参与丁酸对 HCT116 肿瘤细胞中 mTOR/S6K1 的调节作用，影

响细胞增殖和凋亡，虽然 SIRT1 可能不是丁酸发挥抗肿瘤作用唯一的靶点，但其对 S6K1 乙酰化

调控至少部分参与了丁酸对 mTOR/S6K1 通路的抑制作用，进而发挥其抗肿瘤效应。 

  
 

PU-0603 

SphK1 调控钙卫蛋白分泌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刘佳文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钙卫蛋白是反应溃疡性结肠炎疾病活动度、预测疾病复发的较简单、敏感的指标，也有研究

表示钙卫蛋白可能参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实验拟研究 SphK1 调控的

JAK2-STAT3 信号通路在调控巨噬细胞钙卫蛋白分泌及炎症反应中的作用，希望进一步揭示溃疡性

结肠的发病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巨噬细胞，给予 LPS 刺激，观察对巨噬细胞 SphK2、stat3、p-stat3、jak2 和 p-jak2

表达以及 IL-6 分泌的影响。通过干预 Sphk1 表达观察对 IL-6-JAK2-STAT3 信号通路以及钙卫蛋白

以及炎症因子分泌的影响。 

结果 给予 LPS 刺激能够上调 SphK1 的表达以及 JAK2-STAT3 信号通路激活，促进炎症因子释放

以及钙卫蛋白的分泌。给予 LPS 刺激同时抑制 SphK1 的表达和 Jak2/STAT3 活性能够改善 LPS 刺

激引起的炎症因子释放以及钙卫蛋白的分泌增多。过表达 SphK1 能够激活 JAK2-STAT3 信号通路

激活，促进炎症因子释放以及钙卫蛋白的分泌。过表达 SphK1 同时抑制 JAK2-STAT3 信号通路激

活能够抑制炎症因子释放以及钙卫蛋白的分泌。 

结论  根据最新研究，SphK1 分泌增加会导致肠道内膜细胞合成更多的信号分子 -磷酸鞘氨醇

(S1P)，会激活 NF-kB 信号通路，促进 IL-6 分泌，激活 STAT3，而 IL-6 调控的 JAK2-STAT3 信号

通路在调节钙卫蛋白表达和分泌中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证实了 SphK1 通过 IL-6-JAK2-STAT3 通

路调控钙卫蛋白分泌的机制。 

 
 

PU-0604 

CCND1 基因多态性与胃癌易感性的相关性研究 

 
高琳琳,宋光,唐印华,王玺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胃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对较高，预后相对较差。胃癌的发

病机制尤其复杂，近年来遗传易感性对胃癌发生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关注。细胞周期蛋白 D1

（Cyclin D1，CCND1）是由位于 11 号染色体长臂上的基因 CCND1 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是细胞

周期的正调节器。细胞周期蛋白 D1 通过与周期素依赖性蛋白激酶 4 或 6（CDK4 或 CDK6）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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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细胞由 G1 期进入 S 期，调控细胞周期的转化速度，若其过度表达可使细胞周期缩短，导致肿

瘤细胞过度增殖。有研究表明 CCND1 基因的多态性与胃癌的易感性有关，但研究结果不尽相同。

本研究选取 CCND1 基因多态性位点 rs9344、rs678653、rs7177 和 rs1944129，探讨其与胃癌易

感性的关系。 

方法  1）样本采集:选取 2017 年 5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间，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就诊

的胃癌患者 292 例（病例组）。同时选取同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健康体检中心的健康体

检者 298 例为对照组，对照组与病例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情况匹配。分别抽取病例组和对照组人群

的外周静脉血。2）信息采集:收集病例组和对照组人群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等。3）目的

基因采集和测序:采用血液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 DNA，应用多重 PCR 技术扩增目的基因片

段，最后采用 ABI 3730XL 测序仪进行基因型测序。4）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定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描述，定性资料采用例数（百分比）描述。使用 Hardy-

Weinberg 遗传平衡检验基因型频率的遗传平衡性。病例组与对照组的两组间比较，定性资料采用

χ2 检验，定量资料采用 t 检验；并估计比值比（OR）及其 95%置信区间（CI）。P<0.05 认为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病例组与对照组相比较，CCND1 基因 rs9344、rs678653、rs7177、rs1944129 位点基因型

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CCND1 基因 rs9344、rs678653、rs7177、rs1944129 位点多态性与胃癌易感性可能无明显

相关性。 

 
 

PU-0605 

8 例内镜下袖状胃成形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黄蕊,卞秋桂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消化内镜下袖状胃成形术治疗肥胖症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方法。 

方法 对 8 例患者进行内镜下袖状胃成形术，观察患者术后并发症及体重等变化，总结有效临床护

理经验。 

结果 手术时间 150-180min，术中无出血，患者 3 个月后平均减重 15.7kg，无体重反弹及营养不良

症状。 

结论 积极的围手术期护理、并发症观察及出院指导，对内镜下袖状胃成形术的治疗十分重要。 

  
 

PU-0606 

外周血 Septin9 基因甲基化检测在早期结直肠癌筛检中的价值 

 
吴秀方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文将首次明确外周静脉血 Septin9 基因甲基化检测在早期 CRC 筛查中的应用价值，从而提

高 CRC 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治愈率。 

方法 选取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镜中心接受结肠镜检查的患者，分析其外周血 Septin9 基因

甲基化状态与临床病理资料的联系，统计结果并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采用 SAS9.3 软件基于精确的二项式分布计算检测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

得 95%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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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07 

盐酸小檗碱对内质网应激 caspase-12/caspase-3 信号通路介导

的小鼠肠上皮细胞凋亡的影响 

 
沈雁,王章流,郑华君,钟继红,江向红,倪思忆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观察内质网应激（ERS）对肠上皮细胞（IECs）凋亡行为的影响，探讨盐酸小檗碱（BBR）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UC）的部分作用机制。 

方法 原代培养小鼠 IECs 并行免疫荧光鉴定后，采用 H2O2作用细胞 24 h 制备体外肠细胞 ERS 模

型，同时给予不同剂量 BBR 干预。CCK8 法检测细胞活性变化，流式细胞术（FCM）检测细胞凋

亡水平，Western blotting 检测细胞中 GRP78、Caspase-12 和 Caspase-3 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 0.4mmol/L 的 H2O2作用 24 h 后，与空白对照组比较，IECs 的存活率明显下降，凋亡率明显

上升，GRP78、活化形式的 cleaved caspase-12 和 cleaved caspase-3 表达水平均升高；若同时

给予中高剂量（1.0、10.0 μmol/L）的 BBR 干预，则与模型对照组比较，IECs 的存活率升高，凋

亡率下降，且 GRP78、cleaved caspase-12 和 cleaved caspase-3 的表达水平均明显下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BBR 能通过抑制 ERS 时 caspase-12/caspase-3 凋亡信号通路活化，从而抑制 IECs 的过度

凋亡，保护肠黏膜屏障，这可能时 BBR 治疗 UC 的部分作用机制。 

 
 

PU-0608 

HBsAg 定量在 40 岁以上慢性 HBV 感染者中的研究意义 

 
李伟琴

1,2
,徐光华

2
 

1.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感染科 

 

目的 探讨 HBsAg 定量在 40 岁以上慢性 HBV 感染者临床中的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感染病科门诊及住院年龄大于 40 岁的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者（2007 年 5 月-2009 年 12 月）500 例。研究中临床分型严格参照 2005 年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

病学术会议修订的《慢性乙型肝炎诊疗指南》确定；乙型肝炎自然史分期参照 7 版传染病学教材确

定；乙肝肝硬化参照 Child-Pugh 分级标准诊断；排除药物性、酒精性、其他病毒性肝炎，以及糖

尿病，甲亢，严重心血管疾病等影响因素。检测方法： HBsAg 定量实验：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

分析法； HBV-DNA 定量检测：方法为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 

结果 40 岁以上慢性 HBV 感染者 HBsAg 呈正态分布。将 HBsAg 依据临床分型慢性 HBV 携带、

HBeAg（+）CHB 组中均值明显高于其他 3 组（P<0.01）；依自然史分期 HBsAg 均值随着乙型肝

炎自然史进展呈下降趋势； 

结论 HBsAg 定量在 40 岁以上患者中，其呈正态分布，且在临床分型及自然史分期中有变化趋

势，且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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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09 

Endoscopic treatment of multiple sessile polypoid  gastr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A case report 

 
Ying Li,Fan Zhang,Hong Xu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Report a case of endoscopic treatment of multiple sessile polypoid gastric 
neuroendocrine tumors,to improve clinician's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Methods G-NET originates from argyrophil cells which locate at the bottom of the gastric 
mucosal gland, accounting for 0.4% ~ 1.8% of the total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cies and a 
quarter of the neuroendocrine tumors of gastrointestine and pancreas. G-NET typically 
represents yellowish mound or hemispheric protruded lesions endoscopically, the surface of 
which are covered with normal mucosa. Pathological diagnosis is the gold standard to diagnose 
G-NET. White light endoscopy, NBI combined with magnifying endoscope,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can help differentiate G-NET from hyperplastic polyp, fundic gland polyp, 
adenomatous polyp and gastric early cancer. 
Results In the cases which initial diagnosis are gastric polyps, 0.6-2% are finally diagnosed G-
NET. Different treatments are choosen according to the size and the depth of the lesions, such as 
EMR, ESD, surgical oncological resection, chemotherapy, biologic therapy and targeted therapy. 
Conclusions Waiting for the pathological results and then undertake further treatment, in case of 
neuroendocrine tumor be treated as polyp, leading to neuroendocrine tumor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PU-0610 

ERB-041 通过调节 AMPK/p-mTOR 表达减轻小鼠 DSS 肠炎 

 
程玲,凌方梅,郭荻,邹开芳,朱良如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研究发现 IBD 患者肠道 ERβ表达下降，而 p-mTOR 表达增加，但具体作用机制并不明确，我

们通过激动使用 ERB-041 激动 ERβ 观察（1）其对 DSS 小鼠肠炎的保护效应（2）检测 p-mTOR

及相关代谢指标阐述可能的机制。 

方法 C57BL/6J 小鼠分为 3 组：N 组正常饮水；DSS 组 2.5%DSS 饮水；干预组 2.5%DSS 饮水

+ERB-041 10mg/kg/d；记录体重变化和大便改变。测量结肠长度，HE 染色评估病理改变， 检测

结肠炎症因子、能量代谢指标及 ERβ、AMPK/p-mTOR 信号通路，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结肠

ERβ 和 TNFα、iNOS、p-mTOR。 

结果 （1）DSS 组体重降低明显,大便性状改变、便血情况较重，干预组仅有轻微性状改变、个别

出现少量便血。干预组较 DSS 组结肠长度改善。干预组炎症程度低于 DSS 组。（2）炎症因子

DSS 组较 N 组明显升高，干预组较 DSS 组有所降低。（3）代谢指标：DSS 组 NDUFS、

IDH3B、转录水平低于 N 组和干预组；DSS 组 PDH、LDH、ACC1 转录水平高于 N 组和干预组；

OGDH、SDHC 转录水平无明显差异。（4）信号通路指标：DSS 组较 N 组 ERβ 转录水平明显下

降，干预组 ERβ 高于 DSS 组；DSS 组 mTOR 转录水平高于 N 组和干预组;蛋白质水平 ERβ 在

DSS 组表达明显低于 N 组和干预组;在 DSS 组 mTOR、p-mTOR、STAT3 表达高于 N 组和干预

组；Occludin、ATP5β、AMPK 与 ERβ 在 DSS 组减少的趋势一致，干预组可部分逆转这种改变。

（5）免疫组织化学染色：ERβ 在 DSS 组表达明显低于 N 组和干预组；而 DSS 组 TNFα、iNOS、

p-mTOR 表达略高于 N 组和干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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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RB-041 激动 ERβ 后可以减轻小鼠 DSS 肠炎，可能是通过激活 AMPK，抑制 p-mTOR 表

达，从而增强氧化磷酸化，降低糖酵解、脂肪酸合成来改善肠道能量代谢，增加能量产生，增强结

肠紧密连接来保护肠粘膜屏障抑制炎症。 

 
 

PU-0611 

VDR 在 CD 纤维化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孙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是累及结肠粘膜的慢性非特异炎症性疾病，水肿与纤维化

增生是其梗阻发生的常见原因，但 CD 的纤维化机制未完全明了。维生素 D 受体（Vitamin D 

receptor, VDR）作为一类核转录因子，介导多种信号通路，本文主要研究 VDR 在 CD 纤维化发病

中的作用与机制。 

方法 在体内实验中，用 C57BL/6 雄性小鼠构建 DSS 造模的慢性肠炎模型，以 DSS 给药 1 周停药

2 周为一循环，分别构建 2%DSS-6 周、2%DSS-9 周、2.5%DSS-9 周慢性肠炎模型，并设置正常

对照组小鼠模型。运用 qPCR，Western Blot、Masson 三色染色、Sirius red 染色、HE 等方法，

检测 VDR 及 p62/SQSTM1、TGF-β1、Smad2、Smad3、Smad4、HIF-1A 等相关蛋白以及纤维化

水平 Collagen I、CTGF、ACTA2、Vimentin、MMPs、TIMPs 等表达情况。 

结果 在 DSS 慢性肠炎组织标本中，HE 法可见 9 周小鼠模型组较 6 周小鼠模型组炎症浸润和腺体

破坏减少；Masson 三色染色和 Sirius red 染色可见造模组出现纤维化，且 9 周模型纤维化更显

著，但 2%DSS-9 周组小鼠存活率更高。检测组织中 VDR mRNA 水平均比对照组显著降低，

2%DSS-9W 组及 2.5%DSS-9W 组的 VDR mRNA 水平分别为 0.67±0.19 和 0.69±0.15，明显低于

对照组的 1.05±0.36，P 值分别为 0.03 和 0.0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造模组之间差异没有统计

学差异。HIF-1A、TGF-β1、Collagen I、MMP2、MMP9 和 TIMP1 的 mRNA 水平在 2%DSS-9W

组及 2.5%DSS-9W 组纤维化小鼠中分别为 1.28±0.45 和 1.56±0.34、0.95±0.42 和 1.4±0.49，

0.74±0.27 和 1.15±0.3，1.06±0.35 和 1.16±0.53，1.45±1.29 和 2.37±2.37 及 2.35±0.98 和

2.46±2.01，均较对照组有升高趋势。 

结论  2%DSS- 9 周的慢性肠纤维化模型更适用于 CD 纤维化研究；VDR 在慢性肠炎中表达明显下

降，且可能与 HIF-1A 介导的缺氧信号通路相关。 

 
 

PU-0612 

Bacterial signatures for the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by fecal metagenomics analysis 

 
Xinyu Zhang,Xiaoqiang Zhu,Yingying Cao,Haoyan Chen 

Renji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To construct bacterial signatures by analyzing fecal metagenomics for the non-
invasive screening and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CRC).  
Methods A total of 285 sample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We developed diagnostic models for 
CRC according to six different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using the featured bacteria selected 
by random forest algorithm, and validated in test sets. 
Results We identified nine bacteria that differentiated CRC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 and 
generated six models. The best model was random forest model, with an accuracy of 0.8477 in 
the training set. Its Accuracy in two test sets was 0.8158 and 0.7344, respectively.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the random forest model in the set including all samples was 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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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Bacterial signatures based on random forest algorithm for the diagnosis of CRC 
can differentiate patients with CRC and the control effectively, which suggests the potential and 
value of the bacterial signatures as a novel non-invasive screening method for CRC. 
 
 

PU-0613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焦虑及抑郁症状分析 

 
韩意 

英山县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比较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与正常对照组之间、男女 IBS 患者之间、不同年龄、职业

焦虑、抑郁方面的差异以及 IBS 症状严重程度与焦虑、抑郁程度的关系，探讨精神心理因素在 IBS

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自制胃肠病症状调查量表，包括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症状，发病前情况，相关生化检

测和影像学检查，以及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对门诊患者中选择的 138 例 IBS 患者，以

及 80 例健康人进行调查，并做相关统计分析。 

结果 IBS 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IBS 患者的受到负性刺激的比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女性 IBS 患者焦虑、抑郁积分显著高于男性 IBS 患者；患者的自觉症状越重，其焦虑抑郁的

发生率越高。而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 IBS 患者之间焦虑抑郁并无显著差异。 

结论 IBS 患者中焦虑、抑郁较正常人多见，且与症状的严重程度相关，IBS 患者受到负性事件刺激

的比率也较正常人多见；其中女性 IBS 患者焦虑及抑郁较男性患者更为常见，患者的自觉症状越

重，其焦虑抑郁的发生率越高。而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 IBS 患者焦虑、抑郁的对比没有显著性差

异。 

 
 

PU-0614 

深在性囊性胃炎 10 例的诊治体会 

 
濮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深在性囊性胃炎(gastritis cystica profunda，GCP)的临床症状、影像学及胃镜表现，总结

诊治经验，以提高对该疾病诊疗的认识。 

方法 对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6 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 10 例 GCP 患者，收集临床资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0 例患者均经病理诊断为深在性囊性胃炎。其中男性 7 例，女性 3 例，平均年龄

（52.1±7.8）岁。既往行胃部手术患者 2 例，慢性胃炎及胃溃疡患者 2 例。临床症状主要以上腹疼

痛、腹胀及腹部不适为主，其中 1 例患者出现消化道出血，2 例患者无典型症状。CT 检查除 1 例

患者无明显异常外，其余均表现为胃壁局限增厚或腔内肿物。所有患者均行电子胃镜和超声内镜检

查，其中病灶位于胃窦 6 例，胃体 2 例，胃底 1 例，贲门 1 例，均表现为单发隆起性病灶，表面多

光整，起源于胃黏膜下层，呈低回声改变。治疗上，10 例患者除 1 例于外科行胃大部切除术外，

其余均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术后均无严重并发症。10 例患者中失访 1 例，余患者随访

期间均恢复良好。 

结论 深在性囊性胃炎的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表现无特异性，超声内镜检查及 ESD 术可以提高该病诊

断率，对于无恶性倾向的深在性囊性胃炎患者可考虑内镜下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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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15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PT for food allergy in childr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Ying Luo,Guo Qiang Zhang,Zhong Yue Li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role of atopy patch test (APT) in the diagnosis of food allergy remains largely 
controversial. In our meta-analysis, we aim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APT for diagnosing food 
allergy in children. 
Methods Pubmed, Embase and Cochrane Library were searched for studies regarding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APT for food allergy in children compared to oral food challenge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food challenge and/or open food challenge). The last search was conducted 
on November 11, 2017. 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relevant studies and assessed 
the quality by QUADAS-2.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calculate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DOR (diagnostic odds ratio), PLR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NLR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with their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The AUC (area under the curve) of SROC (the 
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was also calculated to indicate the value in 
clinical condition. Subgroup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food allergens, atopic 
dermatitis,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and age younger than 3 years. 
Results Forty-one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The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LR, NLR and DOR were 50.30% (95% CI 48.40-52.30), 86.60% (95% CI 85.30-87.80), 3.405 
(95% CI 2.594-4.470), 0.545 (95% CI 0.469-0.634) and 7.528 (95% CI 5.507-11.206),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AUC of SROC was 0.791. However, for children with FA-related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the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57.40% (95% CI 52.10-
62.50) and 91.50% (95% CI 88.30-94.10) respectively. The pooled results of APT for specific 
food allergy were (1) cow‘s milk allergy: sensitivity 44.20% (95% CI 41.50-47.00), specificity 
86.90% (95% CI 85.00-88.70); (2) egg allergy: sensitivity 54.30% (95% CI 49.90-58.60), 
specificity 84.50% (95% CI 81.00-87.60); (3) soy allergy: sensitivity 53.80% (95% CI 44.40-63.00), 
specificity 86.00% (95% CI 82.00-89.40); (4) wheat allergy: sensitivity 64.00% (95% CI 57.90-
69.80), specificity 89.00% (95% CI 85.50-91.80).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APT is specific but not sensitive for diagnosing food 
allergy in children, especially in children with FA-related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PU-0616 

295 例小肠疾病的临床诊断及检查策略分析 

 
邱春华,张志宏,肖迅,李良平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小肠疾病的组成类型，探讨针对小肠疾病如何有效合理应用胶囊内镜、双气囊小

肠镜、多层螺旋 CT 小肠造影检查（小肠 CTE）、血管造影，以提高小肠疾病的诊断率。 

方法 2013 年 1 月至 2018 月 1 月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收治的确诊小肠疾病患者 295

例，其中男性 183 例，女性 112 例，年龄 19～76 岁。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 98 例(33．2％)，腹痛

86 例(29．2％)，慢性腹泻 43 例(14．5％)，腹部包块 11 例（3.7%），贫血 20 例(6.8％)，消瘦 6

例(2.0％)，腹胀 10 例(3.4％)，腹水 12 例(4.1％)，疑诊克罗恩病 9 例(3.1％)。上述患者均完成了

胃镜、肠镜检查，根据病情需要分别选择了胶囊内镜、双气囊小肠镜、小肠 CTE、血管造影相关

检查。所有患者经内镜检查或手术获得诊断。 

结果 295 例小肠疾病患者中，存在以下一种或两种疾病。小肠非特异性炎症 62 例（21%）。小肠

溃疡 38 例（12.9%），其中包括克罗恩病 7 例（2.4%），肠结核 16 例（5.4%）。小肠肿瘤 4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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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分别为小肠腺癌 21 例、间质瘤 15 例、淋巴瘤 9 例。乳糜泻 4 例（1.4%），血管畸

形 79 例（26.8%），憩室 8 例（2.7%），小肠息肉 17 例（5.8%），局部淋巴管扩张 103 例

（34.9%）。295 例患者中，胶囊内镜检查 213 例，检查成功率 95.8%，病变检出率 81.2%，确诊

率 70.9%。双气囊小肠镜检查 117 例，检查成功率 88.9%，病变检出率 72.6%，确诊率 69.2%。

小肠 CTE 163 例，病变检出率 55.8%，确诊率 42.9%。血管造影检查 34 例，病变检出率

35.3%，确诊率 33.2%。胶囊内镜病变检出率最高，其次为小肠镜，血管造影的检出率最低。 

结论 针对不同症状的患者，结合胶囊内镜、双气囊小肠镜、小肠 CTE、血管造影各自的优势，先

后选择上述不同检查方法，优化组合检查可以提高小肠疾病的诊断率。 

 
 

PU-0617 

使用抗凝药物的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再出血的 

风险因素评估 

 
李汉华,潘燕,李良平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上消化道出血（UGIB）是口服抗凝药物相关的一种严重的并发症。然而对抗凝治疗期间上消

化道再出血的风险因素的了解较少。本研究的目的是对于口服抗凝药物的上消化道出血经内镜下成

功止血的患者再发上消化道出血的风险因素进行评估。 

方法 对于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对在四川省人民医院 67 例口服抗凝药物出现非静脉曲张

性上消化道出血的住院患者进行追踪观察。我们对再出血患者和未再出血患者的临床特点进行了回

顾性的分析和比较。 

结果 54 例（80.6%）患者诊断为上消化道出血的最常见病因为消化性溃疡。11 例（20.4%）在内

镜止血后出现再出血。再出血患者和未再出血者患者的年龄，性别，合并使用的非甾体抗炎药物或

抗血小板药物，抗凝药物再使用，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血红蛋白，血小板，INR,BUN 及内镜表

现等无统计学差异。单因素分析发现再出血患者和未再出血患者溃疡位于十二脂肠部位（45.5% 

vs.12.9%,p=0.006）,合并有肝病，肾功能衰竭和恶性疾病（63.6% vs.26.7%, p=0.036）有统计学

差异。多因素分析发现溃疡位于十二脂肠部位（OR18.7, p=0.006）和合并疾病（OR8.0，

p=0.048）亦是患者再出血的风险因素。 

结论 对于经内镜止血的口服抗凝药物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再出血风险存在。我们需要更加注意

位于十二指肠的病变或有合并疾病的口服抗凝药物患者再出血的风险。 

 
 

PU-0618 

长链非编码 lncRNA-MALAT1 通过调控 miR-200b/CDK2 通路

影响胃癌凋亡和迁移的研究 

 
刘颜敏,张姮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 lncRNA-MALAT1 通过抑制 miR-200b，调控下游 CDK2、E-cadherin、Survivin 和 Bcl-2

分子的表达，进而影响胃癌凋亡和转移的分子机制。本研究将拓展我们对环状 RNA 生物学功能的

了解，并为胃癌提供新的诊断指标和治疗靶点。 

方法 体外培养 6 株胃癌细胞 BGC823、MGC803、SGC7901、AGS、N87、MKN-45 和正常胃黏

膜细胞 GES-1，PCR 检测 lncRNA-MALAT1、miR-200b 在多种胃癌细胞中的表达水平。体内实验

分别收集胃癌、癌旁及正常胃粘膜组织，RT-PCR 检测 lncRNA-MALAT1、miR-200b 在胃癌组织

及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差异，并分析肿瘤分级分期、转移的关系。通过生物素标记 miRNA p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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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 实验验证 lncRNA-MALAT1 与 miR-200b 是否结合，构建荧光素酶报告基因验证 microRNA-

200b 与 CDK2 的关系。基因敲除 lncRNA-MALAT1，通过 RT-PCR 和 Western Blot 实验，分别检

测 microRNA-200b 表达及 CDK2、E-cadherin、Survivin 和 Bcl-2 的表达；逆转实验敲低

microRNA-200b 的表达后，再通过 Western Blot 和 RT-PCR 检测 CDK2、E-cadherin、Survivin

和 Bcl-2 的表达。 

结果 在胃癌组织和胃癌细胞中，lncRNA-MALAT1 表达增高，而 miR-200b 表达降低。RNA pull-

down 实验证实 lncRNA-MALAT1 能够直接与 microRNA-200b 结合，双荧光素酶实验显示在胃癌

细胞中 microRNA-200b 能够与 CDK2 信使 RNA 的 3′-UTR 区结合。敲除 lncRNA-MALAT1 后，

mir-200b 的表达增高，CDK2、E-cadherin 的表达降低，Survivin 和 Bcl-2 的表达增高；而逆转

mir-200b 的表达后，CDK2、E-cadherin 的表达升高，Survivin 和 Bcl-2 的表达降低。 

结论 lncRNA-MALAT1 通过抑制 microRNA-200b，调控下游 CDK2、E-cadherin、Survivin 和 Bcl-

2 分子的表达，进而促进胃癌侵袭转移、抑制其凋亡，进而为胃癌靶向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PU-0619 

THE POSSIBLE GENETIC BACKGROUND OF ALCOHOL-
INDUCED  PANCREATIC STEATOSIS 

 
Jing Li,Yi Xie,Bin Song,Wenjuan Yang,Chengwei Tang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possible genetic background of alcohol-induced pancreatic steatosis in 
alcoholics by analyzing genetic polymorphism in ADH2 and ALDH2. 
Methods  163 alcoholic male aged 20~70 years with a normal body mass index were recruited 
into this study. The alcoholics were defined as the drinkers with an alcohol intake of > 80 g / 

day，a duration of >5 years, and abstinence from alcohol within 2 years. They received magnetic 

resonance scanning in the epigastric region by using double-echo chemical shift magnetic 
resonance technique. PCR-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was used for ADH2 and 
ALDH2 genotype detection. The drinkers with pancreatic fat content higher than>4.2%, >8.0% in 
alcoholics younger and older than 50 years respectively were diagnosed as alcohol-induced 
pancreatic steatosi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Chinese Clinical Trial Registry Clinical Trial 
Ethics Committee (registration number:ChiCTR-CCH-00000147) and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And it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of the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each participant 
before enrollment. 
Result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ifferent ADH2 and ALDH2 genotypes among the 163 alocholics 
closely conformed to expected Hardy-Weinberg frequencies (p>0.05). In drinkers, compared with 
ADH2*2/*2 carriers, ADH2*1/*1 carriers showed a significantly elevated risk of developing 
pancreatic steatosis (<50 years, OR=6.73; >50 years, OR=5.34). No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ALDH2 genotypes and risk of pancreatic steatosis. 
Conclusions In drinkers, ADH2*l/*1 carrier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risk to develop alcohol-
induced pancreatic steatosis. ADH2*1/*1 genotype may be related to alcohol-induced pancreatic 
stea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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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20 

结肠镜检查中肠道准备的不同方法比较 

 
陈小林

1
,任宏宇

2
,刘俊

2
 

1.孝感市中心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比较 4 种不同肠道准备方法在普通结肠镜检查中对肠道准备清洁度、受检者腹痛、肠内气泡

量、息肉检出率的影响。 

方法 2015.9-2015.12 在武汉协和医院接受普通结肠镜检查的门诊患者随机分配到聚乙二醇电解质

散组（A 组）、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西甲硅油组（B 组）、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匹维溴胺组（C

组）、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西甲硅油+匹维溴胺组（D 组）。由内镜医生及助手根据 BBPS 评分记

录肠道清洁度，评估肠腔内气泡程度，记录受检者腹痛程度及息肉检出率。 

结果 400 名门诊行普通结肠镜检查患者随机分配到 A、B、C、D 四组各 100 名，A、B、C、D 四

组患者的肠道准备清洁总肠道 BBPS 评分分别为 7、8、7、8，P>0.05，无明显差异。四组息肉检

出率分别为 10.4%、13.2%、17%、20%，无统计学差异；B、D2 组患者肠内气泡程度（尤其是右

半结肠）为无泡沫和少许泡沫的比例分别为 91%和 99%，优于 A 组（60%）和 C 组（59%）。口

服匹维溴胺片的 2 组（C 组、D 组）患者在操作过程中的腹痛程度为无腹痛和轻微腹痛的比例分别

为 90%和 94%，高于 A 组 60%和 B 组 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能有效的清洁肠道，西甲硅油可减少肠内气泡量，有利于观察肠道黏膜，

而匹维溴胺可缓解患者腹痛，有利于完成结肠镜检查。 

  
 

PU-0621 

GDF15 在肝细胞肝癌中的作用及机制的初步研究 

 
张晓华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 GDF15 是否参与 HCC 病程进展，研究其在 HCC 病程进展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效应及相

关分子机制。 

方法 1. 应用实时定量 PCR 及免疫印迹检测及比较 GDF15 在 HCC 癌组织、临近癌旁非癌组织中

以及各种 HCC 细胞株中的表达差异，筛选出 GDF15 高表达的 HCC 细胞株。 

2.构建 GDF15 干扰慢病毒载体转染高转移性且高表达 GDF15 的 HCC 细胞株，借以下调 HCC 细

胞株中 GDF15 的表达水平。 

3. 通过 Transwell 迁移/侵袭实验，CCK-8 细胞增殖实验及流式细胞技术 AnnexinV-FITC/PI-双染色

方法观察下调 GDF15 在高转移性且高表达 GDF15 的 HCC 细胞株 MHCC97H 及 HCCLM3 中的表

达水平后对 HCC 细胞株迁移、侵袭、增殖及失巢凋亡的影响。 

4.使用 Western blot 法分别检测及比较 MHCC97H/GDF15-shRNA 及 HCCLM3/GDF15-shRNA 细

胞及 Lenti-shNC 转染的对照组细胞中 Smad2/3 及磷酸化 Smad1/2/3 的表达水平。在体外添加外

源人重组 GDF15 蛋白后通过 Western blot 法进一步检测 MHCC97H/GDF15-shRNA 细胞

Smad2/3 及磷酸化 Smad2/3 在不同时间节点的表达水平的变化，探索 GDF15 介导 HCC 病程进展

的相关信号通路 

5．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6.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及分析。计数数据采用使用均数±标

准差，两组数值变量之间比较采用 student t 检验，多组数值变量之间互相比较采用 one-way 

ANOVA 方差分析。P<0．05 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P<0.01 被认为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结果 1.GDF15 在 HCC 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临近癌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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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DF15 在具有高转移能力的 HCC 细胞株中 GDF15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低转移能力的 HCC 细

胞株。 

3.体外下调 HCC 细胞中 GDF15 的表达水平可降低 HCC 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但对其增殖能力无

显著影响，可促进 HCC 细胞的失巢凋亡。 

4.GDF15 可能通过 Smad 相关信号通路介导 HCC 细胞迁移、侵袭及失巢凋亡。 

结论 GDF15 通过 Smad2/3 信号通路进行细胞内信号的传导，.进而促进 HCC 细胞的迁移，侵袭及

抑制细胞的失巢凋亡进而促进 HCC 细胞的转移。GDF15 可以作为一种干预及治疗 HCC 的靶点进

一步用于后续的实验研究及初步的临床应用。 

 
 

PU-0622 

胶囊内镜联合小肠镜诊断 Meckel’s 憩室 1 例 

 
郭晓娟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胶囊内镜诊断憩室较为困难，尤其是憩室病变处于缓解期时，憩室的检出难度很大。本例患

者下消化道出血停止 10 天后发现小肠缓解期憩室，通过对缓解期憩室特点的描述以及随着胶囊内

镜的广泛应用，对小肠憩室的认识逐渐增加，有望提高憩室检出率。 

方法 患者 14 岁男性，主因―上腹痛伴血便 5 月，再发 1 周‖入院。查血红蛋白最低 59g/L，胃肠镜

未见阳性发现，小肠增强 CT 未见明确异常。考虑患者 CT 未见肠腔狭窄，于末次便血 10 天后行胶

囊内镜检查。胶囊运行至 04:00:27 至 04:08:40 可见 1 处似憩室状凹陷，憩室处粘膜皱襞呈向心性

集中，周围粘膜光整，未见充血水肿，未见活动性出血及血凝块。考虑患者憩室可能性，遂行双气

囊小肠镜进一步检查。于距回盲瓣 50cm 发现直径 2cm 憩室 1 枚。病理回报证实 Meckel‘s 憩室。 

结果 胶囊内镜诊断缓解期 Meckel‘s 憩室困难，本例患者下消化道出血停止 10 天后，胶囊内镜发

现小肠缓解期憩室，镜下可见憩室处肠腔呈双腔样改变，闭合状态下憩室似―鱼嘴征 ‖，憩室皱襞与

正常肠腔皱襞之间粘膜光整，呈粘膜嵴样改变。另外，憩室处胶囊通过时间相对较长，该部位停留

时间长达 8min。这也提示我们，在将来的胶囊内镜阅片过程中，若胶囊长时间滞留在某一固定部

位，则需警惕合并憩室的可能性。 

结论 近年来随着胶囊内镜的快速发展，因其无创、安全、舒适以及直视小肠粘膜的优点，成为不

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主要诊断方法。但通过大量临床观察，仍有一部分患者漏诊。有研究显示胶囊

内镜漏诊病例中 Meckel 憩室占 40%，其中憩室出血缓解为常见漏诊原因之一。本例患者下消化道

出血缓解后，胶囊内镜下所见憩室有一定特点，为临床鉴别缓解期憩室提供一定的参考。 

 
 

PU-0623 

质子泵抑制剂影响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的研究： 

一项临床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马骁

1
,刘苓

1
,黄志寅

1
,童欢

1
,汤诗杭

1
,唐承薇

1,2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消化疾病研究室 

 

目的 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hibitors，PPIs）广泛用于急性胰腺炎的治疗，然而，有报道

显示 PPIs 增加小肠细菌过生长（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 overgrowth ，SIBO）风险。本研究通过

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探讨 PPIs 对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患者小

肠菌群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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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根据急性胰腺炎亚特兰大分型（2012 版），采用随机对照法，连续收集我院住院的 SAP 患

者，将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PPI-N）及实验组（PPI），PPI-N 组患者接受

常规内科治疗（参照 2013 年美国胃肠病学会急性胰腺炎临床处理指南），PPI 组在内科治疗基础

上给予静脉艾司奥美拉唑。入院后第 7 天，胃镜下收集患者十二指肠肠液进行厌氧及需氧培养，若

菌落计数≥10
3，则视作 SIBO。同时，刷取同部位十二指肠粘膜，采用 16S rRNA 基因扩增，

Illumina 平台测序，对测序结果进行物种注释、多样性分析、物种差异分析。 

结果 随机入组 66 名患者，各组 33 名，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入院时临床评分等具

有可比性。PPI 组 SIBO 发生率明显高于 PPI-N 组（需氧培养: 87.9% vs. 45.5%；厌氧培养 84.8% 

vs. 42.4%，P<0.001），与此同时，PPI 组真菌性食管炎患者明显增加（24.2% vs. 3.0%，

P=0.013）。根据 16S rRNA 高通量聚类分析，两组患者十二指肠菌群在 Alpha 多样性上无显著差

异，但 Beta 多样性具有显著差异（FDR，adjust P<0.05），其中以韦荣球菌属（Veillonella）增

加最为显著。 

结论 PPIs 增加了 SAP 患者十二指肠细菌数量，同时显著改变了十二指肠肠道菌群结构，造成了肠

道菌群失衡，增加了真菌性食管炎的发生。 

  
 

PU-0624 

FBXO32 和 Smad4 参与结直肠癌发病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袁学敏

1,2
,李延青

2
 

1.临沂市人民医院 

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 FBXO32 和 Smad4 在结直肠癌组织和正常结肠粘膜组织中的表达情况评估其与结

直肠癌临床病理资料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它们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与患者预后的关系，评

估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检测 FBXO32 和 Smad4 在结直肠癌组织和细胞中的表达情况，分析

fbxo32 基因在结直肠癌中作用的信号通路，进一步探讨 TGF-β/Smad4 信号通路作用的靶基因。 

方法 利用免疫组织化学-SP 法检测 FBXO32 及 Smad4 的表达情况，进一步分析 FBXO32 和

Smad4 表达结果的差异； 根据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 FBXO32 与患者年龄、性别、肿

瘤分期、分化程度及远处转移的关系；利用 Kaplan-Meier 对 FBXO32 低表达组及高表达组进行生

存分析，观察 5 年生存时间的差异；对大肠癌细胞株 HT-29、HCT-116 和 Caco-2 及人正常大肠粘

膜上皮细胞株 NCM-460 进行培养，并提取细胞 mRNA 和蛋白；采用 RT-PCR 方法检测大肠癌细

胞株及人正常大肠粘膜细胞株 fbxo32 和 smad4 中 mRNA 表达情况；利用蛋白印迹即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大肠癌细胞株 HT-29、HCT-116 和 Caco-2 及人正常大肠粘膜上皮细胞株 NCM-460

蛋白的 FBXO32、Smad4 表达情况。 

结果 通过临床病理特征分析结果表明，FBXO32 与结直肠癌的肿瘤分期、分化程度及淋巴结转移

显著相关；但 FBXO32 的表达水平与年龄、性别无明显相关性。Smad4 与结直肠癌的分化程度及

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但 Smad4 与年龄、性别及肿瘤分期无明显的相关性；RT-PCR 与 Western 

blot 结果证实大肠癌细胞株 HT-29、HCT-116 和 Caco-2 中 fbxo32 与 smad4 的表达情况较人正常

大肠粘膜上皮细胞 NCM460 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生存分析显示 FBXO32 高表达组的

患者整体生存期要明显高于 FBXO32 低表达组，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fbxo32 可能是 TGF-β/Smad4 信号通路的靶基因，其在结直肠癌组织中低表达，并且与结直

肠癌患者的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及分化程度均有相关性。因此，fbxo32 可能作为预测结直肠癌

恶性程度的靶基因，有助于复发高危患者的筛查及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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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25 

英夫利西治疗中国人群中重度溃疡性结肠炎的 

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卫珮如,林创珍,白杨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评估英夫利西单抗（ Infliximab， IFX）治疗中国人群中重度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探讨影响英夫利西疗效的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就诊并接受 IFX 治疗的中重度活

动期 UC 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随访，分析治疗后 14 周及 30 周的临床应答率、临床缓解率，随

访期间的黏膜愈合率、结肠切除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IFX 联合硫唑嘌呤（Azathioprine，

AZA）与 IFX 治疗 14 周效果，并进一步分析可能影响 IFX 治疗效果的因素。 

结果 共 58 例中重度 UC 患者纳入本研究，平均发病年龄 38.7 岁，中位随访时间为 11.5 月（1~51

月），初始 Mayo 评分 9.97±1.57。14 周的临床应答率为 82.1%（46/56），临床缓解率为 32.1%

（18/56）；30 周的临床应答率为 70.2%（33/47），临床缓解率为 46.8%（22/47）。随访期间共

52.3%（27/51）的患者达黏膜愈合，6.9%（4/58）的患者行肠切除术。14 周 IFX 组与联合

IFX+AZA 治疗组的临床应答率分别为 77.6%（38/49）vs 88.9%（8/9）（P＞0.05）；14 周 IFX

组与联合 IFX+AZA 治疗组的临床缓解率分别为 24.5%（12/49）vs 66.7%（6/9）（P＜0.05）。

单因素分析发现联合 AZA 治疗是 14 周达临床缓解的唯一影响因素。研究相关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为 22.4%（13/58），3 例（5.2%）患者继发活动性结核，余不良反应较轻。 

结论 英夫利西可有效诱导和维持中国人群中重度 UC 的缓解，联合硫唑嘌呤治疗较单药治疗可明

显提高早期的临床缓解率。联合硫唑嘌呤治疗是 14 周达临床缓解的唯一影响因素。英夫利西对中

国人群的安全性可，但活动性结核的发生率较以往报道偏高，针对我国特殊国情，需进一步加强治

疗前结核的筛查和治疗工作。 

 
 

PU-0626 

重庆市消化内镜专科护士实践培训体系的研究 

 
滕冬梅,王俊莉,甘秀妮,吴素华,梅浙川,何松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在了解国内外消化内镜专科护士培训体系构建，和重庆市消化内镜专科护士培训现状的基础

上，建立重庆市消化内镜专科护士实践培训体系，包括培训内容、课程设置、培训效果等方面的评

价，最终形成对消化内镜专科护士的专业技术水平、临床服务能力、教学能力及科研能力等综合素

质的全面评价。 

方法 1.文献综述：通过对文献的回顾研究，了解国内外消化内镜专科护士培训的现状，掌握国外相

关政策文件，形成条目池，为该知识体系条目的设立提供依据。2.问卷调查：自制《消化内镜专科

护士培训调查问卷》调查表，通过方便抽样，向重庆市消化内镜专科护士发放问卷，了解重庆市消

化内镜专科护士培训现状，为形成消化内镜专科护士实践培训体系雏形提供参考。3.半结构式访

谈：拟定访谈提纲，主要针对重庆市专科护士的培训需求、培训方式及建议方面进行访谈，从而了

解重庆市消化内镜专科护士接受专科护士培训的需求和建议。4.德尔菲法：采用德尔菲（Delphi）

专家咨询法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建立一套适合重庆市消化内镜专科护士培训的评价体系。对全国

消化内镜医疗及护理专家进行两轮函询，通过上门发放、电子邮件和邮寄等形式向专家发放函询问

卷，请专家根据自己的知识或经验等对问卷内容做出判断并提出意见，通过多次意见反馈和信息交

流并对问卷内容进行修改，反复多次进行函询后，使专家意见趋于一致。根据专家的综合意见，结

合统计学方法对指标进行修改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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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调查重庆市消化内镜专科护士，有效问卷收回率达到要求；本研究所选取的函询专家权威程

度高，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较好，函询结果科学可靠，最终构建重庆市消化内镜专科护士实践培训

体系。 

结论 研制出的重庆市消化内镜专科护士实践培训体系，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各单位进行消

化内镜专科护士实践培训具有指导作用。 

 
 

PU-0627 

入院动脉血乳酸是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继发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舒文清,万剑华,陈杰,吴当彦,杨晓宇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乳酸是反应机体缺血缺氧的重要指标之一。胃肠道对缺血缺氧极为敏感，而缺血缺氧引起的

胃肠道粘膜屏障的破坏是引起急性胰腺炎患者肠道菌群移位的重要机制。最新的研究表明血乳酸水

平和急性胰腺炎持续器官衰竭密切相关。本研究分析入院时动脉血乳酸（Lac）水平与中重度急性

胰腺炎（MSAP）继发感染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8 年 3 月期间，发病 3 天内就诊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 503

例年满 18 周岁的 MSAP 患者。.根据 MSAP 出院前是否继发感染，将其分为非感染组和感染组，

对两组间的入院乳酸水平和其他临床实验室指标进行分析。连续性变量和二分类变量分别使用 T 检

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预测 MSAP 继发感染的价值。

二元 logistic 回归评价 Lac、白细胞数、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是否为 MSAP 继发感染中的危险因

素。P 小于等于 0.05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503 例 MSAP 患者中 49 例继发感染。感染组和非感染组中的性别、年龄、病因没有统计学差

异（P＞0.05）。感染组 Lac 水平显著高于非感染组（1.50±0.03 VS 2.48±0.12mmol/L，P 

<0.001 ）。Lac 预测 MSAP 继发感染的 AUC 达到 0.83，以 Lac≥2.05 为界值，预测 MSAP 患者胰

腺继发感染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67.3%和 83.9%。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Lac、降钙素原

和 C 反应蛋白为 MASP 继发胰腺感染的危险因素，且降钙素原（OR 3.67, 95%CI: 1.33–10.13; 

P=0.12）和血清乳酸水平 (OR 8.35,95%CI: 4.29–16.24; P＜0.001) 是 MSAP 继发感染的独立危险

因素。 

结论 血清乳酸是 MSAP 继发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是评估 MSAP 是否继发感染的一个良好指

标。 

 
 

PU-0628 

老年急性胰腺炎临床特征分析－－基于大数据库的回顾性研究 

 
孟飞,袁景,汤小伟,彭燕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70 岁以上老年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的 127 例 70 岁以

上老年 AP 患者的病历资料（A 组，127 例），随机选择同期 15≤年龄≤59 岁的 AP 患者 254 例为

对照组（B 组，254 例），将两组患者数据对比及统计分析。 

结果 （1）A 组男女比例为 1:1.54，B 组为 1.79:1，A 组中女性比例显著高于男性；两组性别构成

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A 组的首位病因为胆道疾病（70 例，55.12%），B

组的首位病因为高脂血症（102 例，40.16%），两组病因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3）A 组血淀粉酶、ALT、AST、直接胆红素、肌酐水平高于 B 组，而在血钙、总胆固醇、甘油

三酯、白蛋白水平低于 B 组（P＜0.05）；（4）A 组合并高血压及冠心病比例分别高于 B 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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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并高脂血症比例高于 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比 B 组，A 组更易发生呼吸衰

竭、肾功能衰竭、胆道感染及肺部感染（P＜0.05）；（5）A 组总病死率及 SAP 病死率

（5.51%；15.56%）均高于 B 组（1.18%；4.55%）（P＜0.05）。 

结论 70 岁以上老年 AP 女性比例较高，主要病因为胆道疾病，其并发症多，病死率高，了解其临

床特征有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诊治方案。 

 
 

PU-0629 

一例胃粘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恶化的诊治分析及文献复习 

 
斯轶凡 

南昌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 我院 2015 年 6 月收治一例胃粘膜相关淋巴组织（MALT）淋巴瘤病例，病变位于胃底部，范

围约 3×3cm，给予抗幽门螺杆菌规范化治疗。复诊时病情缓解，快速尿激酶试验、13C 呼气试验

检查、病理检查均为 HP 阴性，期间多次复诊病情未进展，2018 年 3 月再次复诊时，病情进展，

胃内见多处病灶，以胃体小弯侧见病灶最为严重，之后再次根除幽门螺杆菌，复诊时溃疡性病灶愈

合，病情缓解。本文查阅相关文献，分析该病例恶化的原因。 

方法 以―胃‖，―幽门螺杆菌感染‖，―淋巴瘤‖，―复发‖为关键词，在万方数据检索文献，共检出文献

104 篇，阅读其中胃 MALT 淋巴瘤加重进展相关文章及幽门螺杆菌复发导致胃 MALT 淋巴瘤加重相

关文献 12 篇，分析胃 MALT 淋巴瘤加重的原因，以及幽门螺杆菌复发与 MALT 淋巴瘤加重的关

系。 

结果 根据相关文献报道，胃 MALT 淋巴瘤进展加重原因复杂，其中幽门螺杆菌再发是重要原因，

幽门螺杆菌复发的患者中，部分患者由家庭成员传染复发，或由其他途径传染复发，也有部分患者

幽门螺杆菌未完全根除但相关检测未检出，而发生再燃。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 MALT 淋巴瘤进展加

重有重要联系。 

结论 该例患者胃 MALT 淋巴瘤进展加重是由于其幽门螺杆菌复发导致的，经检测该患者配偶幽门

螺杆菌阳性，故认为该患者幽门螺杆菌的复发原因为其配偶传染导致。胃 MALT 淋巴瘤进展加重的

一项重要原因为幽门螺杆菌的复发，胃 MALT 淋巴瘤患者应当密切随诊，确保此类患者幽门螺杆菌

阴性，并对其家庭成员进行幽门螺杆菌检测，若为阳性，亦需要根除，避免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传

染，导致 MALT 淋巴瘤患者病情进展加重。 

  
 

PU-0630 

一例胃多发粘膜病变的诊疗过程分享及多发早期胃癌文献复习 

 
斯轶凡 

南昌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 我院 2018 年 5 月收治一例胃多发粘膜病变的患者。外院诊断该患者胃窦部 IIc 病变并胃角糜

烂，并于胃窦病变处行活检，病理提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患者遂来我院寻求进一步诊治，我院行

放大染色内镜检查发现除胃窦大弯 IIc 病变外，胃窦前壁及胃角见多处粘膜病变，分别行内镜下活

检，活检病理提示：粘膜慢性炎合并轻度肠上皮化生。遂对胃窦大弯侧行内镜下大块粘膜剥术，切

除组织送病理科行连续切片。手术病理提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切缘及底部阴性，脉管无肿瘤浸

润。本文查阅胃多发粘膜病变的内镜下治疗相关文献，分析此类疾病的诊治流程。 

方法 以―胃‖，―多发早期胃癌‖为主题词，在万方数据检索文献，共检出文献 84 篇，阅读其中多发

早期胃癌，早期胃癌合并高、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和多发高、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相关文献 11 篇，分

析多发早期胃癌或多发高、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发病特点，病变分布特点，诊治流程及诊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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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胃多发早期胃癌，早期胃癌合并高、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和多发高、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包括胃

多发粘膜高、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和同时多发性早期胃癌，是指同时发现或发现单个病变（早期胃癌

或高、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后 6 个月内再次发现其他位置病变。相关文献报道规范的精查胃镜是发

现此类疾病的有效手段。此类疾病多采用内镜下大块粘膜剥除术予以治疗，必要时可行两处病灶的

大块粘膜剥除术。 

结论 当我们进行胃镜下诊治时，对于多发性胃粘膜病变要警惕胃多发粘膜高、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和同时多发性早期胃癌，对于早期胃癌治疗后的患者仍要密切胃镜随访，并行放大染色内镜检查，

规范标准的精查胃镜能有效发现此类疾病，内镜下大块粘膜剥除术是治疗早期胃癌及高低级别上皮

内瘤变的指南推荐方法，必要时可同时行多处病灶的大块粘膜剥除术。 

 
 

PU-0631 

不同类型的胃大部切除术式 24h 食管 pH 监测的临床研究 

 
陈龙平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的近端胃大部切除术后 24h 食管 pH 监测指标之间的差异性，观察有无术后胃食

管反流的发生。 

方法 纳入 60 例因胃恶性肿瘤行胃大部切除的患者，其中 Billroth I 式胃大部切除术 20 例（A

组），Billroth II 式胃大部切除术 20 例（B 组），胃空肠间置术 20 例（C 组），随访 1 年，所有患

者术后均有行胃镜检查排除肿瘤复发情况及明确有无内镜下反流性食管炎情况，后均行导管式 24h 

pH 动态监测，同时记录患者监测期间的不适症状，比较三组术后反流症状的情况、术后反流性食

管炎的发生率及各组 24h 食管 pH 监测指标及检测期间的反流症状情况。 

结果 三组术后短期内均无肿瘤复发情况，大部分患者均存在有反流症状，其中以 C 组比例最少，A

组有 5 例反流性食管炎，B 组有 6 例，C 组 1 例，三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三组不

同术式的患者食管 pH<4 反流次数 ( 次 ), 反流持续时间≥5 min 反流次数 ( 次 )、 pH<4 总时间 , 

pH<4 百分时间 (%), DeMeester 积分方面有显著性差异，以胃空肠间置术的 pH＜4 总时间%明显

低于其他类型的近端胃切除术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不同类型胃大部切除术式与存在有食管酸反流有显著相关性，而以胃空肠间置术抗反流效果

最佳，是一种理想、能够有效阻止反流的理想消化道重建术式。 

 
 

PU-0632 

Dieulafoy 病 30 例病例分析 

 
童欢

1
,兰天

1
,魏波

1
,钱帅杰

2
,吴浩

1
,唐承薇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目的 Dieulafoy 病诊治困难，可引发突发致死性的消化道大出血。本文复习华西医院消化内科近年

所诊治 Dieulafoy 病的病例，总结治疗经验。 

方法  复习华西医院消化内科近 5 年内镜下确诊为 Dieulafoy 病的临床病例，并回顾复习其人口学

特征、治疗经过和治疗疗效（止血成功率、再出血率、接受内镜治疗或介入治疗次数、内镜和/或

介入治疗前 3 天及后 3 天平均补液量、红细胞悬液输注量、是否转入 ICU 治疗、是否转入外科行

手术治疗）、住院花费及住院天数。 

结果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华西医院消化内科共收治 30 例 Dieulafoy 病患者。所有患

者均为男性患者，平均年龄为 50.0±20.4 岁。所有患者住院期间均接受内镜和（或）介入治疗。其

中，18 例仅接受内镜治疗，4 例仅接受介入治疗，8 例接受内镜联合介入治疗。住院期间接受内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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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介入微创治疗次数为 1.51±0.55 次。止血成功率为 93.3%，住院期间再出血率为 33.3％。内镜或

介入治疗前 3 天平均补液量为 2814.3±1593.7ml/天，治疗后 3 天平均补液量为 2363.3±1118.0ml/

天。红细胞悬液输注量 5.6±3.7U。无患者转入 ICU 接受治疗，2 例患者因无法止血转入外科行手

术治疗。所有患者平均住院费用为 40111.9±24763.8 元，平均住院天数为 14.8±7.3 天。 

结论 内镜及介入治疗的合理选择可有效控制 Dieulafoy 病致消化道出血，降低患者转 ICU 和转外科

手术的比例。 

 
 

PU-0633 

单日集中高分辨率食管测压操作及分析培训对初学者的 

培训效果研究 

 
向雪莲,张小昊,谢小平,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高分辨率食管测压（HREM）是诊断食管动力障碍疾病的金标准。国外有研究关注 HREM 培

训的效能，在介绍食管生理、食管动力疾病病理生理和 HREM 基本原理后，以每 2-3 周一次，每

次 10 份 HREM 的病例手把手分析培训，发现大多数初学者 3 次培训后对常见 HREM 的正确诊断

可达 90%。目前国内有中心进行单日集中培训，但效能未明。本研究探索单日集中培训对初学者

HREM 操作及分析的培训效能，并揭示知识难点。 

方法 21 名初学 HREM 的消化科医护人员参与研究。培训前进行基础水平测试，内容包括 HREM

适应证、操作要点、芝加哥标准 3.0 版（CC3.0）的诊断要点、常见动力异常 HREM 图形诊断。单

日培训内容包括食管动力生理介绍、HREM 操作过程理论与演示（1 例志愿者）、CC3.0 介绍、6

种常见动力异常 HREM 病例（每种异常 2 例）手把手分析培训，培训后再行测试（HREM 图形为

非培训病例）。比较培训前后人员掌握情况。 

结果 培训前大部分受训者已了解 HREM 操作前需排除器质性疾病，并能对 I 型贲门失弛缓症进行

正确的图形诊断，对他知识点不了解。培训后绝大部分知识点掌握人数增长达统计学意义

（p<0.05），但可达满意效果（掌握人数达 90%）的知识点只有 HREM 主要操作内容、早熟型吞

咽和胃食管连接处松弛障碍的定义、无效食管动力、Jackhammer 食管、I 型贲门失弛缓症的图形

诊断。 

结论 HREM 单日集中培训对部分知识点培训效果满意，HREM 知识点的难点在于无效蠕动、弱蠕

动、高幅收缩的定义、远端食管痉挛、II 型和 III 型贲门失弛缓症的图形诊断，需要多次培训。 

 
 

PU-0634 

肝肾综合征药物治疗的探讨 

 
肖菲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目的 肝肾综合征的治疗是内科一大难点以及治疗的紧迫性。 

方法 参考国内外文献，以及长期临床运用、疗效的评估、总结；并且结合药物的具体作用机理，

取得确凿的结论。 

结果 列举药物。 

结论 奥曲肽、前列地尔、特利加压素等药物治疗肝肾综合征疗效值得推荐及肯定，应广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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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35 

心理干预在肝脏穿刺活检术中的应用 

 
蒋莉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对肝脏穿刺活检术患者的影响，为临床护理提供更好的指导及方

法。肝脏穿刺活检术(简称肝穿术)是一种创伤性诊断技术，手术小，时间短，临床上应用较为广

泛，是目前肝脏疾病明确诊断、衡量炎症活动度、纤维化程度及疗效的判断标准。也是采取肝脏活

体组织标本，判断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抗病毒治疗及评价药物疗效的重要手段。由于肝穿活检术是一

项有创操作，此种操作是在局麻下进行, 病人完全处于清醒状态，常有恐惧心理,并感到疼痛甚至拒

绝手术。加之肝脏组织结构的特殊性，存在一定的危险和术后并发症，给受术者的身心带来强烈的

刺激，导致紧张、焦虑等心理应激反应，而这种心理状态对手术的顺利程度、安全实施和术后的恢

复影响极大。我们对肝脏穿刺术患者进行有针对性心理干预，缓解患者术前术中及术后焦虑、恐惧

心理，对提高肝穿术的成功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一般资料：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4 月在我科住院行肝脏穿刺术的肝病病人 104 例，年

龄 17~ 72 岁。随机抽出 52 例为观察组进行针对性心理干预，其中男 36 例，女 16 例；52 例为对

照组, 其中男 31 例, 女 21 例。在 104 例患者中，入院诊断急性肝病 36 例，慢性肝病 68 例。两组

病人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分布、家庭背景、生活习惯等方面较均衡一致，有可比性。方

法：对照组患者在肝穿术前只用常规的健康教育进行术前宣教。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

有针对性的心里护理干预，包括肝穿术前、术中和术后。通过症状自评量表及焦虑自评量表，观察

比较两组疼痛缓解情况及患者焦虑紧张情况。 

结果 对照组患者出现紧张焦虑 明显高于观察组；对照组患者术后无疼痛低于观察组，两组患者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 通过观察显示, 病人对实施肝穿术，焦虑和疼痛感明显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心理干预能减轻病

人的应激程度,护理人员通过与病人进行亲密交谈, 通过患者年龄、学识、认知程度不同、对疼痛敏

感度的不同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使患者有合理的认知，从而达到解除心理障碍，改变疼痛

认知评价成分的目的。本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在缓解及消除肝穿术患者紧张、焦虑

及疼痛中效果明显，对于选择进行肝穿术的患者，做好心理护理干预是手术成功的首要问题，应做

好充分准备，使心理护理贯穿手术全过程，不漏过每一个细节。 

 
 

PU-0636 

一例食管狭窄、消化道腐蚀伴气管切开患儿行胃造瘘的护理 

 
任树荣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一例食管狭窄、消化道腐蚀伴气管切开行胃造瘘术的护理经验。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是

在内镜引导下经腹部皮肤穿刺放置造瘘管，进行肠内营养的方式[1]。患儿因―误服工业碱后 5 月

余，胃造瘘口渗漏 6 天‖入院，既往误服工业碱后食管狭窄、消化道腐蚀、鼻中隔穿孔，行气管切

开术+喉粘连松解术+胃造瘘术。术后发热 3 周，胃造瘘口出现异常分泌物，收治我科行胃造瘘术，

术后体重增加病情稳定出院。 

方法 护理： 

2.1 安全管理：（1）管道安全：气管切开每班交接，胃造瘘管妥善固定，双手给予手套适时包

裹。（2）跌倒坠床护理：患儿年龄小，精神欠佳，床单元等设施不匹配，床头柜角泡沫贴保护，

床栏包裹，地面干燥。（3）用药安全：执行三查七对，对低年资护士加强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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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气道管理：（1）吸痰护理：痰液粘稠时间断吸痰，口腔内有唾液滞留时，适时抽吸[2]，雾化

吸入，监测呼吸。（2）基础护理：吸引器每日检查，吸痰物品每日清洁更换。限制陪客，空气消

毒，保持温湿度。（3）关注痰培养及药敏试验等指标，调整抗生素方案。 

2.3 胃造瘘术护理：（1）术前：多学科合作，制定手术方案；静疗组组员深静脉置管，N2 以上护

士专人护理；院造口师会诊，造口周围皮肤给予康惠尔泡沐敷料 3M 透明敷料固定。（2）术后：

监测生命体征，腹部体征及神志；瘘管康惠尔泡沐敷料覆盖，高举平台法妥善固定[3]。术后仍有渗

出，截取肠内营养泵入管带接头 10cm 处作为延长管，接头与瘘管末端连接，末端连接负压球，术

后第七天，瘘口无渗漏，除去延长管和负压球。术后第八天开始饮食注入，灌注前清理呼吸道 

[4]，少量多餐，循序渐进。 

2.4 出院指导 ：胃造瘘管护理；保持呼吸道通畅，适时吸痰 [5];每周电话回访 

结果 患儿得到有效治疗，好转出院。 

结论 合理的营养支持治疗是保障患儿生命和康复的基础。该患儿行胃造瘘术改善营养状况，赢得

延期手术的机会。但护理方法仍有不足，并发症的问题，胃造瘘护理规范，营养液的配制、注入方

法等问题仍然是日后需要不断总结和关注的问题。 

  
 

PU-0637 

妊娠期急性胰腺炎临床特点分析 

 
袁景,孟飞,彭燕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妊娠合并急性胰腺炎(APIP)的危险因素，以期改善 APIP 临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西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3 年 6 月-2017 年 6 月间确诊为 APIP 患者的临床

资料；另将 622 例育龄期妇女（15-50 岁）急性胰腺炎患者(AP)编序，按随机序列法选取 100 例急

性胰腺炎患者作为对照组纳入分析。 

结果 (1)APIP 病情与血钙（CA）水平成负相关，与血糖（glu）、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

（TC）、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呈正相关；(2)与胆源性 APIP 相比，脂源性 APIP 更易出现

MSAP、SAP，（3）妊娠组与对照组相比，MSAP 及 SAP 发病率更高，且首诊误诊率更高。 

结论 APIP 严重威胁母子生命安全，应尽早明确病因，采取针对性治疗，可改善母婴预后。 

 
 

PU-0638 

我们能为这些妊娠相关胃癌患者做些什么呢？ 

 
刘晓波,潘俊,谢国建,金曙,李胜保,童强 

十堰市太和医院 

 

目的 妊娠期恶性肿瘤发病率约为 0.1%，随着女性生育年龄的推迟，其发病率逐渐增高。妊娠相关

胃癌（Pregnancy-associated gastric cancer）约占妊娠者 0.025%～0.1%，多数患者就诊时已是

进展期，预后差。本研究旨在确定妊娠相关胃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因素，寻找积极有效的治疗

方案，改善患者预后。 

方法 检索万方、中国知网、Pubmed、EMbase 等数据库，收集妊娠相关胃癌患者临床资料，结合

我科收治的 4 例患者，探讨妊娠期胃癌的临床特点、诊断、治疗及预后。 

结果 妊娠相关胃癌临床无特异性，较隐匿，易和妊娠反应相混淆，常被忽视而误诊。患者组织分

化差，恶性程度高，多数诊断时已处于疾病晚期，病情进展快，预后差。免疫抑制是发病重要原

因，肝素酶、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雌激素受体等活性因子及 H.P 感染可能参与发病。胃癌不影

响胎儿的发育与生长，胎儿出生后近期与远期发育与正常同孕龄新生儿无显著差异。医生应全面掌

握相关学科知识，对妊娠反应持续存在或不能以妊娠解释症状，须详细询问、全面体检，及时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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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疑诊患者及早行胃镜或超声、肿瘤标志物等对胎儿无创性的检查，对高度可疑患者，可行钡餐

造影或 CT 检查。患者治疗要综合考虑孕期、胃癌分期及胎儿的去留等因素，终止妊娠并不能改善

胃癌预后。孕早期手术易引起流产，孕中晚期手术相对安全，但术后必须进行保胎治疗。对于孕期

恶性肿瘤的化疗问题，因化疗药易引起流产，胎儿停止发育或导致胎儿畸形，化疗为早孕期绝对禁

忌。孕中晚期可考虑手术治疗，如对母体的益处大于对胎儿的危害，孕中晚期可行辅助性化疗；5-

氟尿嘧啶、顺铂、S-1 和紫杉醇、多西他赛等药物可选择性使用。 

结论 妊娠相关胃癌应依据肿瘤组织类型、分期、孕周及孕妇意愿采用不同处理方案，实现个体化

治疗。在疾病诊疗中综合分析，减少误诊，提高患者生存率。 

 
 

PU-0639 

海南地区幽门螺杆菌治疗现状分析 

 
王聪,赵义明,王淑芳,聂艳,赵丽,张银亮,郭亮亮,张晓梅,孙刚 

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回顾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因 HP 阳性就诊患者治疗状况及疗效分析，探讨海南地区 HP 治疗

的现状和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至 2018 年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消化内科就诊的 HP 阳性患者临床诊治

资料，HP 阳性以 C13 呼气试验诊断明确。对患者一般状况、临床症状、内镜诊断、治疗方案及疗

效分析。 

结果 符合纳入条件的患者共 216 例，男性 114 例（52.8%），平均年龄 41.9±14.7 岁（10-83

岁）。海南籍患者 126 例（58.3%），其余为外地―候鸟‖人群。治疗前症状以上腹痛为主（161

例，75.9%），接受胃镜 195 例（92.9%），胃炎最多见（163/195,83.6%），溃疡病 16.4%

（32/195）。其中接受不含铋剂三联治疗 24 例（11.4%），铋剂四联方案中 PPI+阿莫西林+克拉

霉素方案占 43.6%（92/211）、PPI+阿莫西林+左氧氟沙星方案占 35.1%（74/211）、PPI+阿莫

西林+甲硝唑方案占 10%（21/211），服药依从性近 100%，疗程以 10 天方案为主（162/211，

76.8%），极少不良反应，个别有口苦及轻度过敏（ 4.7%）。整体 HP 根治率 64.2%

（138/216），治疗后症状改善率 93.9%（200/216）。克拉霉素四联方案根治率 64.1%、左氧氟

沙星四联方案根治率 60.8%、甲硝唑四联方案根治率 71.4%（P＞0.05）。14 例初治失败患者接受

补救治疗方案，调整抗生素治疗后 11 例根治成功（78.6%）。 

结论 近 5 年海南地区 HP 感染绝大部分采用铋剂四联 10-14 天方案，患者依从性和耐受性较好；

根治率 64.2%，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各方案疗效无显著差异。 

 
 

PU-0640 

炎症性肠病合并巨细胞病毒性肠炎 7 例临床分析 

 
张馨梅,张振玉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炎症性肠病（IBD）并发巨细胞病毒（CMV）性肠炎患者的临床特点及疾病转归。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于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科的 IBD 并发 CMV 肠炎的患

者，对其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病程、症状、内镜表现、病理结果、治疗方案等）和随访情

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收治确诊的 IBD 患者共 242 例，其中克罗恩病（CD）109 例，溃疡性结肠炎（UC）133

例。经组织免疫组化确诊 CMV 肠炎 7 例，占 2.9%；其中 UC 5 例，男性 2 例，女性 3 例，平均年

龄（45.6±18.1）岁；CD 2 例，均为男性，平均年龄（32.5±5.5）岁。并发 CMV 肠炎前，UC 患者

的平均病程为（4.4±4.2）月，CD 患者的平均病程为（8.0±6.3）年。发热（5 人）、腹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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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腹痛（3 人）、便血（3 人）为 UC 合并 CMV 最主要的症状，根据 Truelove-witt 评分，2 例

为中度活动，3 例为重度活动。2 例 CD 患者中，1 人出现腹痛、腹泻、便血，另 1 人无明显自觉

症状。内镜下病变范围：UC 患中广泛结肠受累 4 人，左半结肠受累 1 人，Mayo2 分 3 人， 3 分 2

人；CD 患者均为回结肠受累。UC 患者中，内镜下表现为不规则溃疡 5 例，纵行溃疡 3 例，鹅卵

石样溃疡 2 例，黏膜剥脱 1 例、深凿溃疡 1 例。UC 患者中，3 例有激素使用史，其中一例激素联

合 AZA，一例激素联合 CTX。2 例 CD 患者均有激素使用史，其中一例有 AZA 使用史。加用静脉

更昔洛韦治疗（2 周）的 4 例 UC 患者（其中 3 人激素减量，1 人未用过激素）均获得临床缓解，

其中最年长者随访 5 个月后死于肺部感染，其余缓解至今。1 例 UC 患者合并中毒性巨结肠并行急

诊结肠切除术，术后 2 年失访。CD 患者中无症状者予更昔洛韦治疗 2 周，另一例继续使用激素联

合 AZA，未经抗病毒治疗即缓解，两人随访至今均无复发。 

结论 相较于 CD，CMV 肠炎与 UC 患者病情恶化的关系更密切，可出现不典型的镜下表现。部分

UC 患者在疾病初发阶段即可合并 CMV 肠炎，应引起临床重视。CMV 肠炎确诊后，及时启动抗病

毒治疗可诱导疾病缓解。 

 
 

PU-0641 

静脉输注蔗糖铁所致静脉炎的护理 

 
王常凤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静脉输注蔗糖铁所致静脉炎的护理，提高护理质量。 

方法 收集 100 例我科收治的消化道大出血患者，应用蔗糖铁辅助治疗，观察应用蔗糖铁所发静脉

炎情况 。 

结果 100 例患者中 12 例患者出现了静脉炎，经过及时有效的处理，无一例护理并发症。 

结论 对静脉应用蔗糖铁患者进行早期护理干预能有效防治静脉炎。 

 
 

PU-0642 

无菌动物模型在肠道微生态研究中的应用 

 
齐诗蕊,孙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近年，越来越多的疾病被证实与肠道微生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菌动物模型的出现更有

助于研究者揭示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肠道微生态的动态改变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拟对近年来无菌动

物模型在肠道微生态研究中的应用作一综述。 

方法 在 NCBI，ELSIVER 平台以―gut microbiome‖，―germ free‖，―gnotobiotic‖为关键词检索近五

年的动物研究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综述。 

结果 1.常用的无菌动物模型有小鼠、斑马鱼、果蝇等，研究者需依照研究目的、研究周期、研究预

算等选取合适的模型； 

2.无菌小鼠是目前肠道微生态研究中研究者最常选取的动物模型，主要原因包括：①小鼠的遗传背

景清晰 ②小鼠基因组与人类基因组相似度极高 ③基因修饰小鼠模型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已较为成

熟，与无菌小鼠模型结合能更好的阐释宿主基因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 

3.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案设计，无菌动物模型与宏基因组测序技术的结合可以实现：①揭示疾病与肠

道微生态的因果关系 ②找出并证实与疾病或健康密切相关的一种或几种核心菌株 ③发现并验证肠

道微生物影响疾病或健康的代谢通路； 

4.无菌动物模型在肠道微生态研究中的局限性包括：①无菌动物的繁殖与饲养较为困难，目前国内

相关研究平台较少，研究成本高 ②无菌动物研究成果向临床的转化还存在一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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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肠道微生态研究中，无菌动物模型的应用将疾病与肠道微生物的相关性研究转为其因果关

系的研究，无菌动物模型与宏基因组测序技术的结合帮助研究者发现并验证核心菌株和其代谢通

路。同时，无菌动物模型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如何实现从基础研究向临床的转化仍是目前研究的关

键点。 

 
 

PU-0643 

血必净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细胞因子水平的调节作用临床观察 

 
李亚岭,殷景远,罗建平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时血必净对患者细胞因子的调节作用临床观察。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2018 年 1 月于医院接受治疗的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 86 例， 随机分为对照

组 40 例，观察组 46 例，对照组使用常规应用生长抑素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血必

净。两组患者均接受禁水禁食、胃肠减压等综合内科治疗，观察组及对照组均于于第 1 天和第 7 天

抽取静脉血，检测血清 CRP、PCT 和 IL-6、TNF-α 含量。 

结果  对照组患者第 1 天和第 7 天血清 CRP、血清 PCT 含量分别为(88. 36±15.24)mg/L、

(3.27±1.64)ng/ml 和 (21. 36±7. 14)mg/L、(2.07±1.24)ng/ml 观察组患者第 1 天和第 7 天血清 CRP

和 PCT 含 量 分 别 为 （ 88.40±15.30 ） mg/L 、 (3.29±1.54)ng/ml 和 (17. 36±5. 14)mg/L 、

(1.27±1.04)ng/ml，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以上指标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患者第 1 天和第 7 天 IL-6、TNF-α 含量分别为（81. 34±7. 21）ng/ml、

（46.37±6.11）ng/ml 和（27. 98±7. 34）ng/ml、（28. 25±5. 17）ng/ml；观察组患者第 1 天和 7

天 IL-6、TNF-α 含量分别为（80. 90±8. 53）ng/ml、（44. 30±6. 28）ng/ml 和（16. 72±4. 37）

ng/ml、（16. 67±5.22）ng/ml，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必净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免疫因子的调节作用强，相比单纯的生长抑素常规治疗，能够

有效改善症状，促进免疫因子水平有效调节。 

 
 

PU-0644 

G 蛋白偶联受体 120 激动剂缓解 DSS 诱导急性结肠炎 

 
刘晗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炎症性肠病(Inflamation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胃肠道炎症性疾病，严重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IBD 已经成为目前非常值得重视的临床与社会问

题。G 蛋白欧联受体 120（G-protein receptor 120，GPR120）作为一种不饱和长链游离脂肪酸，

可以预防多种炎症诱发的疾病,如炎症性肠病,糖尿病,哮喘；降低促炎因子的产生，包括 IL-1β 和

TNF-α。本课题的目的是研究 G 蛋白欧联受体 120 激动剂是否可以缓解急性结肠炎。 

方法 DSS 灌胃 7 天可以诱导野生型正常小鼠产生急性结肠炎。该实验利用一种新型的 GPR120 激

动剂（BMT-091227），DSS 灌胃后每天给予 GPR120 激动剂，并记录小鼠临床表现包括 Day0-8

小鼠体重，观察小鼠出现竖毛、拱背，有软便甚至腹泻、便血，评估小鼠炎症程度。取小鼠结肠病

理，进行炎症程度病理评分（炎性改变包括炎性细胞浸润、隐窝脓肿、肉严重性炎症，炎性浸润包

括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浸润，伴少量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细胞）。分别提取小鼠脾、肠道淋巴结、

小肠、结肠中的淋巴细胞，流式分析 IL-17
+
CD4

+
T，IFN-γ

+
CD4

+
T 细胞，IL-10

+和 Foxp3
+
CD4

+
T

细胞的比率。 

结果 给予 B6 小鼠 DSS 灌胃 Day3，小鼠平均体重下降 10%；给予 GPR120 激动剂干预组平均体

重仅下降 3%。第 8 天处死小鼠，分别提取小鼠结肠进行病理评分，发现对照组病理评分为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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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给予 GPR120 激动剂干预组病理评分 2 倍（Pathology score=4）。提取每只小鼠的结肠固有层

淋巴细胞进行流式分析，结果示阳性对照组与 GPR120 受体激动剂干预组相比，IL-10
+
CD4

+
T 细

胞（25.4% vs. 33.2%）和 Foxp3
+
CD4

+
T（10.0% vs. 16.9%）显著升高。 

结论 GPR120 激动剂激活 Treg 细胞缓解急性结肠炎症的进展。 

 
 

PU-0645 

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改进方法探索 

 
袁湘庭 

南京总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 

 

目的 探索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的改进方法，提高肠道洁净度。 

方法 患者检查前两天少渣饮食，不吃蔬菜、肉类、水果；检查前 1 天晚餐吃无渣半流食，此后直

至检查前均禁食，可饮水。服药时间：8：00-12：00 检查者：检查前晚 20:30 开始服；14：00 后

检查者：检查当天早晨 6:00 开始服；2-3 小时内服完 3000ml，如服泻药 1 小时仍未开始排便，使

用 1-2 支开塞露塞肛启动排便。检查前 3 小时（无痛检查前 4 小时）再服用 50％硫酸镁 50-100 毫

升(用约 100 毫升温开水稀释)，并饮水约 1000 毫升（加适量糖盐），1 小时内服完。我院对进行

肠镜检查的患者 180 例，均分为改进组和对照组各 90 例。改进组患者采用我院改进后的肠道准备

方法，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的肠道准备方法。结果：改进组 90 例患者中，肠道准备的效果，74 例

为有效，12 例为显效,4 例为无效，总有效率为 95.56%；对照组 90 例患者中，肠道准备的效果，

48 例为有效,30 例为显效，12 例为无效，总有效率为 86.67%。改进组患者的肠道准备效果明显优

于对照组患者（p＜0.05）。男女患者的肠道准备效果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 

结果 肠道准备洁净度符合率高，患者依从性好。 

结论 改进后的肠道准备方法，具有肠道准备效果佳，不良反应少、方便，安全有效的特点，值得

在临床推广使用。  

 
 

PU-0646 

A Designed Peptide Suppressed Tumor Growth By 
Activates P53 

 
Huanbin Wang,JIE XU 

RENJI HOSPITAL 

 
Objective The occurrence of malignant tumors is related to the inactivation of tumor suppressor 
protein p53, which is a potential strategy of tumor targeted therapy. In tumors, the inactivation of 
wild-type p53 is associated with ubiquitination and deacetylation. Based on an original discovery 
of p53 deacetylation, ubiquitination regulator Morn3, we found a designed peptide successfully 
activated p53 and suppressed tumor growth. 
Methods SDS gel electrophoresis is performed by Western Blot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peptide 
concentration o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53 protein in HCT116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of p53 downstream target genes such as p21, BAX and PUMA in 
HCT116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a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We also confirm the 
activation in vivo. The speed of tumor growth is suppressed significantly. 
Results We found that Morn3, a cancer-testis antigen, recruits different PTM enzymes, such as 
sirtuin deacetylase and ubiquitin ligase, to confer composite modifications on p53. The peptide 
reduces the ubiquitination and deacetylation of P53 by competitive binding to the crucial 
sit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eptide can lead to different degrees of increase in p53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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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Morn3 as an adaptor protein that mediates a suppression complex, conferring 
composite PTMs (deacetylation and ubiquitination) to p53 in cancer. We also rationally designed 
a peptide to target the Morn3-mediated suppresome, which activated p53 in vivo with anti-cancer 
effect 
 
 

PU-0647 

T 辅助细胞 17（Th17）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 

脂肪变性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何淑英,蒋永洪,陈学清,彭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研究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中 CD4
+细胞不同亚型的变化及其在 NAFLD 发生发展中的作

用及其机制。oil 染色和病理结果显示 3 周和 6 周的脂肪肝模型均出现了脂肪变和肝细胞损伤，6 周

模型脂肪变性程度和肝细胞损伤均较 3 周加重，6 周模型的 ALT、AST 升高也较 3 周模型明显，同

时病理结果显示 3 周模型没有炎症细胞浸润，6 周脂肪肝模型出现炎症细胞浸润；流式结果分析，

相对于正常对照组，CD4
+细胞在 NAFLD 3 周和 6 周模型中均出现了下降趋势，6 周模型下降更为

明显；进一步分析 CD4
+细胞的不同亚型，发现 Th1 细胞和 Treg 细胞无变化，而 Th17 细胞在 3 周

模型中比例降低，6 周模型中升高。和野生型小鼠比较，IL-17A
-/-小鼠脂肪肝模型脂肪变性和肝细

胞受损均较野生型小鼠脂肪肝加重；给予 IL17A 重组蛋白处理可缓解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和 ALT、

AST 升高；进一步分选 CD4
+细胞（WT 和 IL-17A

-/-）腹腔注射后减轻了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和

ALT、AST 升高。体外实验通过流式检测发现游离脂肪酸刺激可导致 IL17A 和 RORγT 百分比下

降，mRNA 和蛋白水平检测提示游离脂肪酸可导致 Th17 细胞中的 IL17A、RORγT 和 mettl3 表达

降低；sh-mettl3 预先处理发现在 mRNA 和蛋白水平促进了 IL17A 和 RORγT 表达的下降；而 LV-

mettl3 则拮抗了游离脂肪酸所导致的 IL17A 和 RORγT 表达降低。游离脂肪酸通过 mettl3 抑制

Th17 细胞活性，Th17 细胞活性降低反馈促进脂肪变，最终促进 NAFLD 进展。 

 
 

PU-0648 

放大窄带内镜诊断上消化道病变的学习曲线 

 
樊梦科,施慧英,侯晓华,蔺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医师使用放大窄带内镜（ME-NBI）诊断上消化道疾病的学习曲线，及不同教学方法

的有效性，从而建立一个完善合理有效的培训体系；评估教学难点所在，为今后的培训及临床研究

提供方向。 

方法 共有 15 名缺乏经验的内镜医师参与这项为期一年的四阶段（I 内镜基础知识--II 典型病例--III

手把手操作/纠错--IV 病理基础知识）课堂教学培训研究。在学习之前和每个阶段培训之后使用典型

病例图片进行测试，每轮测试结束后对诊断进行纠正和讲解，分析各个阶段内镜医师对上消化道病

变诊断的准确性。 

结果 放大窄带内镜诊断消化道病变简单易学，通过第 I 阶段的培训，学习者根据典型 ME-NBI 图像

对食管病变及 SESCC 浸润深度、胃病变及胃癌分化程度诊断的准确性显著提升。通过 II-III-IV 阶

段的培训，学习者根据典型病例图像对食管病变及 SESCC 浸润深度诊断的准确性明显提升，ME-

NBI 较白光内镜（WLI）诊断的准确性高；对胃病变及胃早癌分化程度诊断的准确性提高。ME-NBI

诊断食管病变时，病例讲解的方法提高最快，其次为病理知识培训；ME-NBI 诊断胃病变时，通过

四个阶段的学习，内镜医师的诊断准确性稳步提升；手把手培训结果表明参与者的内镜胜任力评分

也有明显提高。第 I 阶段的培训结果表明学习者对 m3-SM1 期食管癌（64.29%）和胃低级别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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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瘤变（33.33%）的诊断准确性低。第 II-III 阶段的培训结果表明 WLI 诊断食管病变的准确性低，

经纠错后显著改善；使用 ME-NBI 诊断胃癌分化程度的效果不理想，经纠错后有所改善（未/低分

化癌：50% VS 66.67％，中/高分化癌 52.7% VS 73.33％）。问卷反馈结果表明参与者对我们此次

培训的满意度高，平均满意度为 9.2±1.14（满分 10 分）。 

结论 成功建立有效的消化道疾病诊断培训体系，内镜医师的诊断准确性显著提高。其中典型病例

讲解的教学方法提升最为显著，其次是病理基础知识学习。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内镜医师参与培

训，从而提高中国消化道早癌的发现率。 

 
 

PU-0649 

以急性胸痛为表现的消化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刘瑞雪,李志涵 

辽宁省人民医院 

 

目的 急性胸痛是临床常见症状。资料显示以急性胸痛为主诉的病人占急诊内科病人的 5％～

20％。胸痛初诊误诊率高达 1/4。其中由腹部消化器官病变引起的胸痛占很大比例，成为急诊胸痛

诊断与鉴别诊断和处理的难点。本文通过对胸痛的特点、发生机理和临床伴随表现的分析，重点阐

述了食管裂孔疝嵌顿、胆心综合征、胰心综合征引起的胸痛与心源性胸痛的鉴别，以加深认识，减

少误诊率。 

方法 重点阐述了食管裂孔疝嵌顿、胆心综合征、胰心综合征引起的胸痛特点、与心源性胸痛的诊

断与鉴别。 

结果 1.最常见引起急性胸痛的消化疾病是食管裂孔疝、反流性食管炎、急性胆囊炎或结石嵌顿引起

的胆心综合征、急性胰腺炎引起的胰心综合征。在非心源性胸痛急诊就诊患者中占有相当比例。提

高对其识别能力，可使不同病因的胸痛患者在短时间获得正确诊断和处理，减少风险和不必要的医

疗花费。 

2.对少数引起致命性后果的非心源性胸痛疾病，鉴别诊断时多考虑急性肺栓塞、张力性气胸等，但

应注意源于腹部的急性非心源性胸痛。如来源于胆道系统感染与结石嵌顿的的胆心综合征、来源急

性胰腺炎的胰心综合征，这时更适合选择胸腹联合增强 CT 明确诊断。 

3.老年患者由于并发疾病常见，并对疼痛不能准确描述，病情复杂，如食管裂孔疝、胃食管反流性

胸痛更易造成漏诊和误诊。注重病史和腹部检查，正确运用腹部影像诊断手段，是减少漏诊、误诊

的关键。 

结论 1.最常见引起急性胸痛的消化疾病是食管裂孔疝、反流性食管炎、急性胆囊炎或结石嵌顿引起

的胆心综合征、急性胰腺炎引起的胰心综合征。在非心源性胸痛急诊就诊患者中占有相当比例。提

高对其识别能力，可使不同病因的胸痛患者在短时间获得正确诊断和处理，减少风险和不必要的医

疗花费。 

2.对少数引起致命性后果的非心源性胸痛疾病，鉴别诊断时多考虑急性肺栓塞、张力性气胸等，但

应注意源于腹部的急性非心源性胸痛。如来源于胆道系统感染与结石嵌顿的的胆心综合征、来源急

性胰腺炎的胰心综合征，这时更适合选择胸腹联合增强 CT 明确诊断。 

3.老年患者由于并发疾病常见，并对疼痛不能准确描述，病情复杂，如食管裂孔疝、胃食管反流性

胸痛更易造成漏诊和误诊。注重病史和腹部检查，正确运用腹部影像诊断手段，是减少漏诊、误诊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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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0 

个性化护理干预对重症肝炎患者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卓越 

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个性化护理干预对于重症肝炎患者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成都军区总医院 2014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收治的 302 例重症肝炎患者，入选条件：

（1）年龄均在 20 岁以上，70 岁以下。（2）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未伴明显精神障碍。（3）入院

前睡眠属正常者。将 302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n=151）。观察组，男 113 例，女 38

例，年龄 24-70 岁，平均年龄(44.5±11.2)岁，其中乙肝 115 例，酒精性肝硬化 30 例，其他 6 例，

教育程度大专以上 36 例，初中及以下 115 例。对照组，男 121 例，女 30 例，年龄 25-68 岁，平

均年龄(42.3±12.8)岁，其中乙肝 121 例，酒精性肝硬化 28 例，其他 2 例，教育程度大专以上 28

例，初中及以下 123 例。2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治疗原因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

性。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给予个性化护理干预，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SQI），生活质量量表（SF-36），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差异。采用

SPSS13.0 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采用 X
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患者 PSQI 评分比较：观察组患者 PSQI 总分（8.18±1.02）分，对照组患者 PSQI 总分

（14.32±2.38）分，观察组患者的睡眠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 SF-

36 评分比较：观察组患者 SF-36 总分（62.05±2.38）分，对照组（55.18±4.35）分，观察组患者

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观察组的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5） 

结论 个性化护理干预能提高重症肝炎患者的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 

  
 

PU-0651 

Upper Esophageal Sphincter Abnormalities and 
Esophageal Functional Changes after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for Achalasia 

 
SIHUI LIN

1,2
,YINGLING CHEN

1
,TIANCHENG LUO

1
,SHUQIANG WEN

1
,MING LIU

1
,HONG GAO

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XiamenBranch，Zhongshan Hospital ，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Upper esophageal sphincter(UES) abnormalities in achalasia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in 
different subtypes. The changes of UES and esophageal  peristalsis after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POEM) is not clear.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sophageal motility especially 
function of UES in achalasia before and after POEM. 
Methods A prospective cohort of achalasia patients between February 2017 and January 2018 
was established. Inclusion criteria consisted of typical symptom of achalasia, diagnosis of 
achalasia by esophageal high-resolution manometry (HRM) based on the Chicago Classification 
v3.0 combining with endoscopic and barium meal examination. Patient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study if they had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cy or prior 
endoscopic or surgical treatment for achalasia.. All patients underwent POEM and complete 
preoperative and 6-months postoperative Eckardt symptom scores as well as HRM. All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SPSS version 18.0 (Armonk, NY: IBM Corp), and p values of less 
than 0.05 were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A total of 38 patients (mean age 51.7± 19.6 years, 18 men)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Of these, the number of type I, type II and type III of achalasia were 9, 24 had 5. The media 
symptom duration before POEM was 2 years and the baseline Eckardt score was 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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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patients (36/38, 94.7%) had UES dysfunction. Among patients with UES dysfunction, the 
majority of abnormalities was impaired UES relaxation (22/36, 61.1%) followed by hypertensive 
basal UES pressure(UESP) accompanying UES relaxation (11/36, 30.5%) and hypertensive 
basal UESP only in 3 patients (8.4%). No patients presented hypotensive UESP(table 1). UESP 
was correlated with Eckardt score and distal contraction integral (DCI)(r=0.384, p<0.05; r=0.332, 
p<0.05). UESRP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r=-0.376, p<0.05), bu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ESP,integrated relaxation pressure(IRP) and DCI (r=0.425, p<0.05; r=0.419, 
p<0.05; r=0.506, p<0.05).All patients achieved clinical treatment success (Eckardt score<3). 
LESP, 4s IRP,DCI,UESP,UESRP decreased after POEM in all patients(p<0.05)(table 2). All 
patients with type I remained absent contractility in esophageal body after POEM(table 3). Partial 
recovery of esophageal body peristalsis was noted in type II and type III. Instead of pan-
esophageal pressurization, post- POEM motility patterns in type II achalasia patients reclassified 
as ineffective esophageal motility, including absent peristalsis (12.5%) and week peristalsis 
(87.5%)(table 4). No spastic contractions were detected by HRM in patients with type III 
achalasia(table 5). 
 Table1.UES abnormality subtype based on manometric diagnosis 

  TypeI(n=9) TypeII(n=24) TypeIII(n=5) 

Normal [n(%)] 2 (22.22) 0 (0.00) 0 (0.00) 

Hypertensive [n(%)] 0 (0.00) 3(12.50) 0 (0.00) 

Hypotensive [n(%)] 0 (0.00) 0(0.00) 0 (0.00) 

Impaired UES relaxation[n(%)] 2 (22.22) 15(50.00) 4 (80.00) 

Hypertensive and 
Impaired UES relaxation[n(%)] 

5 (55.56) 
  

9 (37.5) 
  

1 (20.00) 
  

Table2. Comparison of parameters on HRM pre and post POEM in all patients with achalasia 

 Pre-POEM Post-POEM P value 

4s IRP(mmHg) 

LESP（mmHg） 

DCI（mmHg.s.cm） 

UESP（mmHg.cm） 

UESRP（mmHg.cm 

20.51±6.96 
20.43±5.96 
279(85.50-906.50) 
49.11±16.02 
17.60±6.31 

4.06±4.10 
9.70±7.55 
21.00(4.00-72.00) 
31.24±18.38 
6.31±3.64 

0.000* 
0.000* 
0.000* 
0.963 
0.000* 

Note: Data we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or median (25-75 percentile). p < 0.05 indicate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able3. Comparison of parameters on HRM pre and post POEM in patients with type I achalasia 

 Pre-POEM Post-POEM P value 

4sIRP（mmHg） 

LESP（mmHg） 

DCI（mmHg.s.cm） 

UESP（mmHg.cm） 

UESRP（mmHg.cm） 

19.09±7.14 
28.28±13.88 

27.00（8.00-76.00） 

47.53±17.94 
13.31±5.30 

3.96±3.73 
6.57±3.40 

5.00（0.00-46.50） 

26.93±10.73 
5.91±2.93 

0.000* 
0.004* 
0.374 
0.172 
0.005* 

Note: Data we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or median (25-75 percentile). p < 0.05 indicate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 
Table4. Comparison of parameters on HRM pre and post POEM in patients with type II achalasia 

 Pre-POEM Post-POEM P value 

4sIRP（mmHg） 

LESP（mmHg） 

Number of pan-esophageal pressurization（n） 

20.51±6.04 
29.04±12.10 

6（4.5-8.6） 

  

3.19±3.31 
9.95± 7.78 
0 
  

0.000* 
0.000* 
0.000* 
  

DCI 

（mmHg.s.cm） 

UESP（mmHg.cm） 

406.00 

（119.00-938.00） 

50.26±16.14 

21.00 

（5.50-50.00） 

6.57±3.40 

0.000* 
  
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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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SRP（mmHg.cm） 19.52±5.04 5.00（0.00-46.50） 0.000* 

Note: Data we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or median (25-75 percentile). p < 0.05 indicate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able5. Comparison of parameters on HRM pre and post POEM in patients with type III achalasia 

 Pre-POEM Post-POEM P value 

4sIRP（mmHg） 

LESP（mmHg） 

Maximum DCI（mmHg.s.cm） 

21.58±5.14 
29.80± 8.79 
1206.00 

（473.00-1395.00） 

8.4±5.32 
13.00± 10.25 
166.00 

（161.00-202.00） 

0.000* 
0.016* 
0.043 

      DCI 

（mmHg.s.cm） 

UESP（mmHg.cm） 

UESRP（mmHg.cm 

5835.00 

（3700.00-6012.00） 

48.88±13.68 
15.66±2.81 

380.00 

（349.00-408.00） 

20.88±11.99 
7.90±2.47 

0.014* 
  
0.044* 
0.030* 

Note: Data we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or median (25-75 percentile). p < 0.05 indicate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s Achalasia patients with UES abnormalitie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either a 
hypertensive resting pressure or impairment of UES relaxation as compared to being hypotensive. 
UES abnormalities are plausible a compensatory toward incompleted relaxation of LES and 
inadequate esophageal clearance in achalasia. Partial recovery of esophageal peristalsis and 
UES function was noted after POEM. 
  
 

PU-0652 

短链脂肪酸在结肠息肉患者、结肠癌患者以及 

正常人粪便中水平的比较 

 
丁虹霖,杨幼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论著探究 SCFA 水平在肠息肉及结肠癌患者中的差异，证明 SCFA 是在结肠肿瘤患者中，

是一种保护性因素。从而对抑制肠息肉的生长及结肠癌的发生有一定预防及指导治疗的意义。 

方法 1、研究对象：  选取住院患者 120 人，其中结肠息肉患者、结肠癌患者以及正常人各 40 人，

并分为三组，排除其他基础疾病。留取其便常规待分析其 SCFAs 水平。 

2、粪便标本的收集与处理 ：分别取少量结肠息肉患者、结肠癌患者、正常人肠内粪便或新鲜排出

粪便各三组。称重,将其溶于含 500 μL 甲醇溶液的 EP 管中,静置 5 ~ 10 min,振荡混匀, 制成粪便悬

液。短链脂肪酸的测定方法：应用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快速检测粪便中短链脂肪酸（SCFAs）。 

3、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系统，数据已均数加减标准差形式，组间数据应用 T 检

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三组粪便中 SCFAs 主要由乙酸、丙酸、丁酸、戊酸以不同比例构成；正常组 SCFAs 水平明

显高于息肉、结肠癌组；而息肉组明显高于结肠癌组。 

结论 短链脂肪酸在肠道是一种保护机制，可减少结肠息肉及结肠癌的发生。而肠道菌群参与短链

脂肪酸的产生，所以调节肠道菌群可能是一种避免肠道肿物发生的一种保护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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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3 

T 辅助细胞 17（Th17）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脂肪 

变性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何淑英,蒋永洪,陈学清,彭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中 CD4
+细胞不同亚型的变化及其在 NAFLD 发生发展中的作

用及其机制。 

方法 高脂模型用蛋氨酸-胆碱缺乏饲料（MCD）喂养，分组情况如下：正常对照组、高脂 3 周和高

脂 6 周；野生型小鼠（WT）高脂和 IL-17A
-/-小鼠高脂组；高脂、高脂+ CD4

+
 (WT)细胞、高脂+ 

CD4
+
 (IL-17A

-/-
)细胞和高脂+IL17A 重组蛋白组；以上动物模型均用生物化学法检测血清 ALT、

AST，oil 染色和病理检测肝细胞脂肪变性程度、肝细胞损伤程度，流式分析肝脏组织中的 CD4
+细

胞以及 CD4
+细胞不同亚型的变化；分选小鼠 CD4

+细胞并诱导活化为 Th17 细胞，慢病毒（sh-

mettl3 和 LV-mettl3）或游离脂肪酸干预后，流式分析 IL17A 和 RORγT，免疫印迹和实时荧光定量

检测 IL17A、RORγT 和 mettl3 表达。 

结果 oil 染色和病理结果显示 3 周和 6 周的脂肪肝模型均出现了脂肪变和肝细胞损伤，6 周模型脂

肪变性程度和肝细胞损伤均较 3 周加重，6 周模型的 ALT、AST 升高也较 3 周模型明显，同时病理

结果显示 3 周模型没有炎症细胞浸润，6 周脂肪肝模型出现炎症细胞浸润；流式结果分析，相对于

正常对照组，CD4
+细胞在 NAFLD 3 周和 6 周模型中均出现了下降趋势，6 周模型下降更为明显；

进一步分析 CD4
+细胞的不同亚型，发现 Th1 细胞和 Treg 细胞无变化，而 Th17 细胞在 3 周模型中

比例降低，6 周模型中升高。和野生型小鼠比较，IL-17A
-/-小鼠脂肪肝模型脂肪变性和肝细胞受损

均较野生型小鼠脂肪肝加重；给予 IL17A 重组蛋白处理可缓解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和 ALT、AST 升

高；分别从 WT 和 IL-17A
-/-小鼠异体移植 CD4+细胞到 MCD-WT 小鼠模型，发现 CD4

+（WT）能

明显减轻受体小鼠脂肪肝病变程度，而 CD4
+（IL-17A

-/-）受体的脂肪变并未减轻。体外实验通过

流式检测发现游离脂肪酸刺激可导致 IL17A 和 RORγT 百分比下降，mRNA 和蛋白水平检测提示游

离脂肪酸可导致 Th17 细胞中的 IL17A、RORγT 和 mettl3 表达降低；sh-mettl3 预先处理发现在

mRNA 和蛋白水平促进了 IL17A 和 RORγT 表达的下降；而 LV-mettl3 则拮抗了游离脂肪酸所导致

的 IL17A 和 RORγT 表达降低。 

 
 

PU-0654 

高脂饮食诱导的肠癌小鼠的肠道菌群促肠腺瘤癌变的研究 

 
郭子宣,曹海龙,刘天宇,姜葵,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科 

 

目的 高脂饮食在肠道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高脂饮食可以引起肠道微

生态的失衡，改变免疫微环境，进而引起结直肠癌的发生，但其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阐明。单核细

胞趋化蛋白 1（MCP-1）与其受体 C-C 家族趋化因子受体 2（CCR2）结合发挥作用，趋化巨噬细

胞并使其极化为 M2 型巨噬细胞，发挥免疫抑制作用，促进肿瘤血管形成和细胞的迁移侵袭，进而

促进癌症发生。我们前期研究发现，高脂饮食可诱导肠道菌群失调并促进 APC
min/+小鼠癌变，本研

究意在阐明由高脂饮食诱导的肠道微生态失衡如何影响 MCP-1/CCR2 信号轴并促进肠道肿瘤进

展。 

方法 分别留取高脂饮食与普通饮食 APC
min/+小鼠的粪便，PBS 中制成匀浆，离心取上清液，制备

粪菌液。4 周龄 APC
min/+小鼠链霉素灌胃 3 天，除去固有菌群，然后用上述粪菌液灌胃，共灌胃 8

周 16 次。APC
min/+小鼠处死后分段计录肿瘤数目及其大小，肿瘤组织 HE 染色切片进行组织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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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肿瘤组织 MCP-1/CCR2 的 mRNA 含量，Western Blot 分析肿瘤组织

MCP-1/CCR2 蛋白含量。 

结果 高脂饮食粪菌液灌胃组（FMT-H）与普通饮食粪菌液灌胃组（FMT-C）相比，体重无明显上

升（p>0.05），两组对实验过程耐受良好，FMT-H 组肿瘤总数目显著增多，各段肿瘤数目均显著

增多，各大小肿瘤数目显著增多（p<0.05）。组织学分析显示 FMT-H 组 60%小鼠肿瘤发生高级别

上皮内瘤变及粘膜内癌；FMT-C 组 20%小鼠出现低级别上皮内瘤变，余下 80%未出现明显上皮内

瘤变。与 FMT-C 组相比，FMT-H 组肠道肿瘤组织 MCP-1 及 CCR2 的 mRNA 相对表达水平和蛋白

表达量均显著增加，M2 型巨噬细胞募集明显增加。 

结论 高脂饮食诱导的肠道微生态失衡可通过活化 MCP-1/CCR2 信号通路促进肠腺瘤癌变。 

 
 

PU-0655 

采用 STOPP/START 标准筛查住院老年胃癌患者 

潜在不适当用药 
 

元刚,高翔,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65 岁以上胃癌患者发病率在逐年升高，且初诊时晚期胃癌所占比例高。由于老年机体的特殊

性，往往同时罹患多种疾病，合并用药品种多且复杂，容易导致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提高老

年胃癌患者用药安全性，应对其潜在不适当用药予以重视。本研究采用最新版 STOPP/START 标

准筛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胃癌住院患者潜在不适当用药问题，探讨影响老年胃癌患者不适

当用药的因素。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对老年胃癌患者住院临床资料，住院期间用药信息进行分析，通过

STOPP/START 标准判断是否存在潜在不适当用药，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老年胃癌患者潜在不适

当用药的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534 例老年住院胃癌患者，其中男性 389 例(72.8%)，女性 145 例(27.2%)，平

均年龄 71.9±5.58 岁，其中联合用药≥5 种的患者占 84.3%。通过 STOPP 标准筛查发现 70 例患者

存在潜在不适当用药，其中使用可致老年人跌倒风险增加的苯二氮卓类药物占 44.4%、在未联用缓

泻剂的情况下规律使用阿片类药物占 22.2%、口服铁元素大于 200 mg/d 占 8.4%[无证据证明大剂

量可以增加铁的吸收]。另通过 START 标准筛查发现 92 例患者存在潜在处方遗漏，主要问题为冠

状动脉/脑部或周围血管疾病的病史患者未进行抗血小板治疗（32.4%）、中重度哮喘或慢性阻塞性

肺病没有进行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13.9%），以及使用二膦酸盐、维生素 D 和钙制剂有临床药物

治疗指征却没有使用（13%）。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合并疾病诊断数、住院时间是影

响潜在不适当用药的风险因素。 

结论 STOPP/START 标准在住院老年胃癌住院患者用药安全中具有积极意义，该标准可筛查出潜

在不适当用药，为制定个体化用药方案提供参考，提高老年患者的用药安全性。但对于老年胃癌患

者，需要更全面、有针对性的潜在不适当用药筛查工具来预防及降低用药不良事件的发生。 

 
 

PU-0656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贲门失迟缓症的临床随访观察 

 
刘瑞雪,佟晗 

辽宁省人民医院 

 

目的 本文报道我院消化科 2011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经食管造影和胃镜检查确诊的 12 例贲门失

弛缓症的临床表现和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后的随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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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2 例患者确诊后于本院消化科住院接受 POEM 术。年龄 26-72 岁。男性 8 例，女性 4 例。病

程 1 月-20 年。症状出现至确诊时间：1 年内 2 例，4-5 年 4 例，10 年以上 6 例。2 例曾行气囊扩

张术无效，1 例外科手术无效。术前主要症状：吞咽困难 11 例，返流及呕吐 9 例，体重下降 8

例，，胸骨后痛 3 例，呛咳 2 例。合并重度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 2 例，离子紊乱 3 例，吸入性肺

炎 2 例。 

手术方法及术后治疗：常规消化道准备，术前预防应用抗菌素。所有患者均行气管插管全身麻醉。

胃镜前端附加透明帽至 EGJ 上方 10cm 处行粘膜下注射靛胭紫、甘油果糖、肾上腺素混合液至粘

膜隆起，纵行切开粘膜，暴露粘膜下层。沿粘膜下层自上而下分离，建立粘膜隧道直至 EGJ 下方

2-3cm。由上而下切开环形肌至 EGJ 下 2cm，热活检钳止血，APC 处理创面，退镜至隧道入口，

金属夹对缝夹闭粘膜切口。术后禁食 3-5 天，给予静脉营养支持、抗感染和抑酸治疗，3-5 天后进

流质饮食。 

结果 手术效果及并发症：术后 3 天进流质，一周进半流质饮食， 12 例均于术后进食时吞咽困难消

失。2 例出现短暂胸痛 1 例，2-3 天后缓解。余无胸痛和返流症状。 

术后电话随访：随访时术后 7 年 1 例，2 年以上 2 例，1-1.5 年 3 例，1 年以下 2 例，6 个月 3 例，

3 月以下 1 例。12 例患者术后均可正常进食，正常工作生活，8 例体重明显增加，平均较术前体重

增加 6.2KG。无一例出现返流症状，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结论 治疗体会：（1）由于本病发病率较低，早期症状较轻时，上消化道造影和胃镜均容易漏诊。

本组中有 5 例出现症状后多次就医；症状出现至确诊时间 4-5 年 4 例；10 年以上 6 例。其中 2 例

胃镜检查多次未确诊；（2）POEM 术已成为技术成熟安全有效的贲门失弛缓症治疗首选方法。以

往治疗贲门失迟缓的治疗主要包括药物治疗、肉毒毒素治疗、球囊扩张治疗，疗效不满意；外科的

肌切开术创伤大，胃食管反流发生率高。近年文献报道 POEM 有效率 90%、安全性高，并发症

少，复发率低。本组观察 12 例患者术后均取得良好效果，无并发症，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观察期

内未见复发。 

 
 

PU-0657 

Characteristics of gut microbiota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cholestasis 

 
Xueqian Zhou 

Cholestatic Liver Diseases Center and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Gut microbiot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ile acid metabolism. There is a complex 
interaction and influence between bacteria and bile acids. Therefore, w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stinal flora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cholestasis.  
Methods Feces of obstructive cholestasis (n=12) were from patients with severe symptoms of 
biliary obstruction. Control feces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healthy volunteers (n=15).V3-V4 

region of 16S rRNA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using an Illumina MiSeq instrument、 

Results A large number of gut mircrobiota community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cholestasis at genus-level, including Blautia, Streptococcus and so on. 
Conclus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ut microbiota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cholestasi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health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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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58 

Trx-1 通过树突状细胞介导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道 Th17/Treg 免

疫失衡的作用研究 

 
胡玥,陈超英,张梦,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肠道免疫异常在肠易激综合征（IBS）发病中发挥重要作用，Th17/Treg 转化平衡是维持肠道

免疫稳态的重要因素，同时，本团队前期研究表明，树突状细胞（DC）异常活化可引起 IBS 内脏

敏感性增加。而硫氧还蛋白-1（Trx-1）被报道参与肠道炎症的形成与维持，并可参与调节 DC 的表

型及功能。但目前对于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中 Th17/Treg 失衡及其相关机制仍待进一步明确。本研究

通过收集 IBS-D 患者，探讨其肠道黏膜 Th17/Treg 的表达及 Trx-1 参与其中的可能作用机制。 

方法 根据罗马 III 标准收集 2017 年于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接受肠镜检查的

腹泻型 IBS 男性患者 12 例及男性健康志愿者 8 例，取距回盲部 5cm 结肠黏膜活检标本。通过免疫

组化观察树突状细胞在回盲部肠粘膜中的分布及数量情况，采用蛋白印迹法检测两组肠黏膜中 Trx-

1、CD4、IL-17、IL-6、IL-23、TGF-β、IL-10、p-ERK1/2 的表达情况。 

结果 IBS 组平均年龄为 33.5 岁，健康对照为 38.5 岁。免疫组化结果显示，CD11c 标记呈胞膜阳

性，棕黄色细颗粒状，IBS 组阳性细胞表达率高于对照组（P<0.05）。蛋白印迹结果提示 IBS 患者

较健康对照，其 Trx-1、CD4 的表达增加，且 Th17 相关蛋白 IL-17、IL-6、IL-23、TGF-β 的表达

上调，而 Treg 相关蛋白 IL-10 的表达减少，同时，p-ERK1/2 的表达高于对照组（P 均<0.05）。 

结论 IBS-D 患者肠道黏膜存在 DC 的活化及 Trx-1 的表达增加，后者可能通过细胞内 ERK1/2 信号

通路的激活，引起其 Th17/Treg 平衡失调，从而参与 IBS 的发病。 

 
 

PU-0659 

不同护理流程预防肝硬化患者内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后 

低血糖的对比研究 

 
杨小莉,陈丽,李罗红,袁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1. 比较两组 EVL 肝硬化患者采取不同护理流程术后低血糖发生率是否有差异。 

2. 比较两组 EVL 肝硬化患者采取不同护理流程术后并发症、住院总天数及住院总费用是否有差

异。 

3. 探讨 EVL 肝硬化患者运用标准化护理流程预防术后低血糖的有效性，为内镜治疗围手术期血糖

管理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2 月在四川省某三级甲等医院消化内科住院且符

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肝硬化患者 108 例分为两组，试验组 54 例采用标准化护理流程进行护理，对

照组 54 例采用传统护理流程进行护理，比较两组患者 EVL 术后低血糖发生率和 EVL 术后并发

症、住院总天数及住院总费用是否有差异。数据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 

结果 1.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分析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分布、Child-pugh 分级、低血糖病史、

BMI、EVL 次数、肝功能指标、血常规、凝血常规、EVL 术前、术后输液总量及含糖量等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肝硬化病程方面，采用秩和检验分析，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基线资料一致，具有可比性。 

2. 两组 EVL 肝硬化患者术后低血糖发生率  试验组患者低血糖发生率低于对照组{14.81% (8/54) vs 

33.33% (18/54)，P< 0.05}。试验组和对照组 EVL 术后并发症恶心、呕吐，胸骨后疼痛、高血糖、

消化道出血、吞咽困难、发热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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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组 EVL 肝硬化患者住院总费用比较，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9186.86 ± 

855.95 vs.12150.70 ± 3736.42 元，P＜0.05）；两组 EVL 肝硬化患者住院总天数比较，试验组低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7.50 ± 1.31 vs. 10.00 ± 2.59 天，P＜0.05）。 

结论 1. 标准化护理流程利于降低 EVL 肝硬化患者术后低血糖发生率。 

2. 标准化护理流程应用于 EVL 肝硬化患者术后低血糖的预防，不会加重或增加 EVL 术后并发症，

降低住院患者的住院总费用及住院总天数。 

3. 标准化护理流程应用于 EVL 肝硬化患者术后低血糖的预防是有效的，为内镜治疗围手术期血糖

管理提供依据。 

  
 

PU-0660 

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术在肠内营养之外的临床 

应用研究进展 

 
舒建昌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PEG）及经皮内镜下空肠造瘘术（PEJ）因具有安全、简便、效佳、价

廉等优点，在临床上越来越多地被采用与推广。其早期主要应用于肠内营养，但随着临床运用的增

多，其适应症也不断扩大，除肠内营养外，PEG 及 PEJ 还可应用于消化道瘘、胃肠梗阻、胆道梗

阻、胃扭转、顽固性腹水及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等。现对 PEG 及 PEJ 在肠内营养支持以外的临床应

用的有关进展进行如下综述。 

 
 

PU-0661 

伴有免疫学指标异常的药物性肝病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卢书明,王晓媛,李艳苓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伴有免疫学指标异常药物性肝病（DILI）患者临床特征，探讨其临床诊疗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 151 例 DILI 患者的

病例资料，将 ANA 阳性（1:100+以上）者视为免疫学指标异常，分为免疫学指标正常组和免疫学

指标异常组，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首发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等的差异。 

结果  151 例 DILI 患者中免疫学指标异常组患者 64 例，占 42.6%。应用的药物包括中药

（52.3%）、抗生素（12.6%）、非甾体抗炎药物（9.9%）、保健品（6.6%）、化疗药物

（2.6%）、抗结核药物（2%）、降脂药物（2.6%）、抗甲状腺药物（2%）及多重因素（3.3%）

等。免疫学指标异常组及正常组患者各种药物所占比例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患者性别与首发临床表现中体检发现、乏力、腹胀、纳差、恶心呕吐、腹泻、皮肤瘙痒、尿黄、

发热以及体征中黄疸、腹部压痛、肝大者所占比例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免

疫学指标异常组患者腹痛比例（10.9%）低于免疫学指标正常组（29.9%）、脾大患者比例

（6.4%）低于免疫学指标正常组（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免疫学指标异常组

Glob 均值为（32.1±7.6）g/L 高于免疫学指标正常组的（24.7±4.7）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余肝功能（ALT、AST、ALB、ALP、GGT、T-Bil、D-Bil、TBA）、血常规

（WBC、PLT、Hb）、ESR、凝血像（PT、APTT、TT、Fib、INR、PTA）、IgG、IgM、IgA、

补体 C3 和 C4 均值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64 例免疫学指标异常患者中，

平滑肌抗体(SMA)阳性 12 例，抗线粒体抗体(AMA)阳性 8 例，AMA-M2 亚型阳性 3 例，抗肝细胞

溶质抗体阳性者 7 例，抗可溶性肝抗原阳性 2 例，Ro52 抗体阳性 7 例，抗点状蛋白 100 抗体阳性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788 
 

1 例，抗核膜蛋白 gp210 抗体阳性 2 例，抗 PML 抗体阳性 3 例。免疫学指标异常组有 3 例患者肝

穿刺活检病理检查，病例 1：中度小叶性肝炎，伴早期再生反应；病例 2：部分肝板增宽，肝细胞

呈双排，中央静脉周围见少许淋巴细胞浸润；合临床可符合药物性肝损害改变；病例 3：小叶性肝

炎伴慢性小胆管损伤，符合药物性肝损伤。 

结论 引起药物性肝病的药物主要是中药、抗生素及非甾体类药物，保健品也能引起肝损害，需引

起临床医师的重视。药物性肝病可伴有免疫学指标异常如 ANA 及肝病相关抗体的阳性，注意与自

身免疫性肝病相鉴别，肝穿刺活检病理检查是必要的。 

 
 

PU-0662 

索拉非尼联合盐霉素对人胃癌 MGC-803 细胞增殖的影响及对

RAF/MEK/ERK 通路的调控 

 
李晓蓉,李国庆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体外实验观察索拉非尼及联合盐霉素对人胃癌 MGC-803 细胞增殖的影响，并探讨索拉非

尼对细胞内 RAF/MEK/ERK 信号通路的作用及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以人胃癌 MGC-803 细胞株为研究对象,用不同浓度（0.375µg/mL、1.5µg/mL、6µg/mL、

24µg/mL、96µg/mL）的索拉非尼和盐霉素单药或者联合用药处理 MGC-803 细胞 24h、48h、

72h，用 MTT 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选取 6µg/mL 索拉非尼及 6µg/mL 盐霉素联合用药作用于人胃

癌 MGC-803 细胞 48h，用 MTT 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倒置相差显微镜观察各组细胞形态变化；

Western blot 检测 pERK 及 ERK 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MTT 结果：索拉非尼作用 MGC-803 细胞 24h、48h 及 72h 的细胞增殖抑制率分别为

5.37% 、 12.71% 、 23.38% 、 44.54% 、 78.38% ； 13.52% 、 24.64% 、 43.53% 、 62.47% 、

89.17%；16.28%、38.53%、67.54%、71.15%、97.19%。盐霉素作用人胃癌 MGC-803 细胞

24h、48h 及 72h 的细胞增殖抑制率分别为 5.93%、10.37%、26.96%、39.36%、78.58%；

10.16% 、 20.70% 、 40.36% 、 79.16% 、 89.19% ； 15.49% 、 39.68% 、 56.32% 、 88.73% 、

99.2%。 

倒置相差显微镜结果：阴性对照组中细胞生长良好；索拉非尼、盐霉素单药作用 48h 后，可见典型

的细胞凋亡形态改变，联合用药组细胞凋亡更明显。 

Western blot 结果：联合用药实验中，ERK 蛋白在索拉非尼组及联合用药组较阴性对照组及盐霉素

组表达无明显影响；pERK 蛋白在索拉非尼组及联合用药组较阴性对照组及盐霉素组表达明显下

调，联合用药组表达下调更加明显。 

结论 1、索拉非尼及盐霉素对人胃癌 MGC-803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呈剂量和时间依赖性。2、联

合用药的作用比单药强，两者对抑制人胃癌 MGC803 细胞体外增殖表现出协同作用。3、索拉非尼

可能通过下调 pERK 蛋白的表达来调控 RAF/MEK/ERK 信号通路。 

 
 

PU-0663 

老年缺血性肠病的护理 

 
王常凤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老年缺血性肠病的护理。 

方法 对采取内科保守治疗 24 例老年缺血性患者，予以饮食护理、腹痛、腹泻便血的护理、心理、

用药护理及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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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4 例患者经内科保守治疗及护理，均好转出院，无一例护理并发症。 

结论 老年缺血性肠病患者若能及时观察和个体化的护理有利于疾病的恢复。 

  
 

PU-0664 

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人口干涩症经验谈 

 
杨瑞征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东京医院 

 

目的 笔者乃全国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崔玉衡老先生入室弟

子，崔老运用―纯中医‖理论辨证论治，坚持做―铁杆中医‖，其医理精湛，医术高明，诊疗病人数以

万计，笔者作为崔老在耄耋之年所收弟子，在临证中潜心研究崔老临床经验，并结合自己所学，运

用中医理论，结合西医先进诊疗技术、方法，擅长治疗内科疾患，本文就临床中运用中西医结合方

法治疗老年人口干涩症经验进行学习交流。 

方法 通过观察临床此类病人服药后临床症状缓解情况并加以分析。 

结果 中西医结合治疗后此类患者临床症状缓解明显，较单用西药效果好，且不易复发。 

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后临床收效甚捷，值得临床加以交流推广。 

 
 

PU-0665 

血常规相关指标在恶性腹水患者中的预后价值 

 
刘莹莹,郑国启,梁育飞,苏珊珊,尹文杰 

沧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恶性腹水患者血常规相关指标的变化，比较腹膜间皮瘤（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MPeM）和腹膜转移癌（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PC）患者的血常规相关指标

的差异，并且评估其与临床预后的关系，以决定是否需要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经病理学确诊的恶性腹水，且治疗经过、病例资料、随访资料完整的患者作为

本课题研究实施对象。选择年龄匹配的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评估恶性腹水组与健康对照组的血常

规相关指标的变化，同时比较 MPeM 与 PC 患者的血常规相关指标的差异。统计可能的预后因

素，包括年龄、性别、治疗前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单

核细胞/淋巴细胞比值(MLR)。生存期为从确诊为恶性腹水，至因该病死亡或随访结束的总时间，应

用 K-M 法进行统计，采用 C0X 回归模型分析恶性腹水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并评估其对生存结局

的预测价值。 

结果 选择沧州市中心医院 2011.1 至 2017.10 确诊为恶性腹水的患者 249 例。这些患者最初通过常

规检查均难以鉴别良恶性，采用超声或 CT 引导下腹膜穿刺活检术或腹腔镜下腹膜活检术确诊。其

中，MPeM 占 41%,PC 占 59%。与 249 名同期体检的健康对照组进行对比研究。所有指标均为治

疗前结果。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恶性腹水组患者的单核细胞（M）,中性粒细胞（N）, 淋巴细胞

（L）,血小板（PLT）, NLR, MLR, PLR 均明显升高(P<0.05) 。PC 组 M 和 MLR 较 MPeM 组高，

有统计学意义。12 名患者仍存活。从确诊恶性腹水到死亡的中位生存期的 6 个月（0.5-60 个

月）。1 年生存率为 25.3%（63），2 年生存率为 6%（15），3 年生存率为 2.8%(7).恶性腹水组

根据中位数分为 2 组。单因素分析提示 NLR、PLR、MLR 为恶性腹水患者的预后因素。多因素分

析提示 MLR 为恶性腹水患者的独立危险预后因素。 

结论 高 MLR 对恶性腹水是不利预后因素；与 MPeM 组相比，PC 组 M 和 MLR 明显增高，有统计

学意义，其他指标无统计学意义，但有增高趋势；卵巢癌患者预后最好，腹膜间皮瘤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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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66 

间充质干细胞联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治疗溃疡性 

结肠炎的动物实验研究 
 

唐印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间充质干细胞（MSCs）联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对大鼠溃疡性结肠炎

（UC）的治疗作用及机制。 

方法 取健康 SD 大鼠 72 只，分为正常对照组（A 组）、模型对照组（B 组）、5-ASA 组（C

组）、MSCs 组（D 组）、MSCs 联合 G-CSF 组（E 组）、G-CSF 组（F 组），每组各 12 只，除

A 组外其余五组均采用 TNBS/乙醇灌肠造模。造模 24 小时后，A、B 组生理盐水 1ml 灌胃，C 组

给予 5-ASA（100mg/kg）1ml 灌胃，D 组及 E 组分别经尾静脉注射 1ml 细胞悬液（约 2×10
6 个

MSCs，前期实验已培养并用 5-BrdU 标记），E 组同时又皮下注射 G-CSF 250μg/(kg.d)，F 组皮

下注射 G-CSF 250μg/(kg.d)，连续注射 2 日。观察动物一般状态，计算 DAI（疾病活动指数）评

分。各组于模型处理后第 14、28 天分别处死 6 只，心脏采血静置，切取结肠组织做病理切片。分

别通过免疫荧光检测 5-BrdU 标记的 MSCs 在受损肠道的定位，ELISA 法检测血清中 TNF-a 及 IL-

10 含量，免疫组化及 Western blot 检测核因子 NF-κB p65 蛋白表达，比色法检测 MPO 活性。 

结果 移植后的 MSCs 在 E 组受损肠道的免疫荧光检出率显著高于同时期 D 组。(39 ± 2 % in E 

group vs 16 ± 3 % in D group on day 14)，且随时间延长 MSC 定植数量逐渐增加 (63 ± 4 % in in 

E group vs 24 ± 3 % in D group on day 28) (P<0.05)，说明 G-CSF 能明显促进 MSC 在体内向炎

症部位归巢及定植。E 组在移植第 14 天与 B 组比较，DAI 评分及 TNF-α、、MPO、NF-κBp65 表

达水平降低，IL-10 表达水平升高，与同时期 D、F 组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移植后第 28 天 E

组上述指标较同时期 D、F 组有显著差异(P<0.05)，而病理学评分 C 组、E 组较 B 组病理损伤减

轻，但 E 组与 D、F 组无显著差异 (P>0.05)。 

结论  1.MSCs 可在 UC 受损肠道定植，且联合 G-CSF 能够增加 MSCs 定植数量。2. MSCs 移植能

够改善 UC 模型的临床表现，而 MSCs 联合 G-CSF 移植改善 UC 更明显。3.MSCs 联合 G-CSF 移

植治疗 UC 的抗炎作用可能与调节细胞因子有关。4.MSCs 联合 G-CSF 移植能够改善 UC 的病理损

伤，但疗效没有 5-氨基水杨酸明显。 

 
 

PU-0667 

综合护理干预功能性胃肠病的疗效分析 

 
严苹 

西南医科大学 

 

目的 观察并比较现有的常规护理与综合护理对功能性胃肠病的疗效影响，为提出一种新型高效式

的护理模式奠定依据。 

方法 将 2017 年 01 月-2018 年 01 月就诊于我院消化内科并确诊为功能性胃肠病的 700 例患者随机

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5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消化内科护理，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综合

护理，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记录并总结相关数据结果。通过 SPSS22.0

软件对各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经护理治疗后症状较前好转，但实验组胃肠不适症状（上腹饱胀、早饱感、恶心呕

吐、反酸、烧灼感）及不良反应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而开始正常饮食的时间和饭量大小、

恢复正常工作生活的时间以及心情指数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具有统计学差异。同时患者住院

时间与住院费用也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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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合护理对功能性胃肠病患者的病情护理安全有效，对功能性胃肠病患者积极实施综合护理模

式，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能显著提高病人医从性，促进患者疾病预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显著缩短住院时间和减少住院费用，这对于顾虑家庭经济条件而耽误治疗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

中送炭，从而明显改善功能性胃肠病的发病率和治愈率；同时对和谐医疗环境的构建也有重要的作

用，值得在临床工作推广。 

 
 

PU-0668 

内脏高敏感性及十二指肠粘膜免疫在功能性消化 

不良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陈小丽,陈彬睿,陈新,储华,杜丽君,戴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研究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FD）的亚型餐后不适综合征（Postprandial 

Distress Syndrome, PDS）患者在胃排空、胃容受性和粘膜免疫学的变化来探究 FD 发病的病理生

理机制。 

方法 纳入我院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符合罗马 IV 标准中 PDS 的诊断标准和入排标准的

患者共 26 例，同时招募同期健康志愿者（Healthy Volunteers, HV）24 例，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通

过饮安素试验检测胃容受性；自制核素标记固体标准餐的同位素扫描检查来检测胃排空；免疫组化

检测两组胃窦、十二指肠球降部粘膜肥大细胞和嗜酸细胞脱颗粒变化，同时采用 RT-PCR 测定两

组十二指肠球降部粘膜炎症因子水平，比较两组在胃容受性、固体排空及粘膜免疫方面差异。统计

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非参检验。 

结果 26 例 PDS 患者，24 健康志愿者，两组在饮安素试验时初始饱腹感阈值有显著性差异

（χ2=6.3，  (P<0.05，K-W 检验），最大饱腹感值为 346.2±123.7 ml VS 486.0±55.4ml，

（ t=4.7，P<0.01）；PDS 组固体标准餐的半排时间明显较 HV 组延长 69.7±12.4 minl VS 

49.2±7.0min,（t=-4.9, P<0.01）；PDS 患者胃窦、十二指肠球部、降部粘膜肥大细胞活化数每高

倍镜分别为 13.1±5.7、9.8±5.0、6.1±3.4，HV 组分别为 6.8±2.1、5.8±2.7、4.0±1.8,两组间均有统

计学差异（P 均<0.01），同样，相应部位嗜酸细胞脱颗粒数每高倍镜均较 HV 组明显增多（（χ2

分别为 17.9，21.6，9.0， P 均<0.01， K-W 检验）；球降部粘膜炎症因子方面，PDS 组球降部

IL-6 明显较 HV 组升高（P<0.05），而两组间 NOS、IL-8、IL-10、IL-1β 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

均>0.05）。 

结论 PDS 患者相对健康人群其胃容受性下降且固体胃排空延缓；PDS 患者胃窦及十二指肠的肥大

细胞及嗜酸细胞脱颗粒增加，粘膜内炎症因子 IL-6 升高，因此胃敏感性增高、排空延缓及粘膜免疫

活化在 FD 发病机制中起关键作用。 

 
 

PU-0669 

新疆哈萨克族与汉族食管癌患者血清 P53 抗体 

水平变化初步探讨 

 
李紫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p53 抗体水平在哈萨克族与汉族食管癌患者之间表达有无差异。 

方法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对的各组血清 P53 抗体进行检测。 

结果 哈萨克族食管癌组患者血清 P53 抗体（78.14±2.27)ng/L 水平较正常对照组(0.13±0.11)ng/L 

显著升高(P<0.05)，汉族食管癌组 P53 抗体(54.28±3.56)ng/L 水平较正常对照组(0.13±0.11)n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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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升高 (P<0.05)，哈萨克族食管癌组患者血清 p53 抗体水平较汉族食管癌组明显升高

（P<0.05）， 

结论 哈萨克族及汉族食管癌患者血清 p53 抗体，发现血清 P53 抗体在哈萨克族及汉族食管癌患者

血清中表达均有明显升高，哈萨克族食管癌组血清 P53 抗体明显高于汉族食管癌组及正常对照

组。 

 
 

PU-0670 

Evaluation of blood and ascites parameters as prognostic 
factor in Pretreatment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guo zun zhang,Guoqi Zheng,Yufei Liang,Yingying Liu 

First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angzhou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MPeM) is an aggressive malignant tumor with 
poor prognosis. Tumor staging could not make an accurate prognostic evaluation for MPeM at 
pres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treatment serum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ascites LDH, ascites glucose, ascites to serum LDH ratio, serum NLR, 
ascites coenocy-to-monocyte ratio, serum albumin, ascites albumin, serum-ascites albumin 
gradient and clinical prognosis. 
Methods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proven MPeM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same 
age-matched healthy subjects were collected as control group. We investigated the difference of 
pretreatment serum LDH between the MPeM and healthy subjects and determin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serum LDH, ascites LDH, ascites glucose, ascites to serum LDH ratio, serum NLR, 
ascites coenocy-to-monocyte ratio, serum albumin, ascites albumin, serum-ascites albumin 
gradient in MPeM patients. 
Results The mean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62.18 years. The mean survival time was 11 months. 
Univariat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scites LDH, ascites to serum LDH ratio, ascites glucose, 
ascites coenocy-to-monocyte ratio and serum NLR were associated with a poor prognosis. 
Multivariate analysis identified that only ascites LDH and ascites to serum LDH ratio as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Conclusions A negative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high ascites LDH and poor overall 
survival. Pretreatment ascites LDH level and ascites to serum LDH ratio could serve as a useful 
predictor of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PU-0671 

延续护理在克罗恩患者实施家庭管饲肠内营养中的应用 

 
姜佳慧,汤雯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探讨延续护理对克罗恩病患者实施家庭管饲肠内营养的影响。 

方法 纳入 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入住某三甲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 100 例进行家庭肠内营养

（HEN）的克罗恩病患者，对其进行回顾性调查研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随访调查影响患者进

行 HEN 的原因以及 HEN 的家庭护理需求。针对调查结果，制定延续性护理干预方案。主要为同质

化的延续性护理路径实施表单和个性化的营养管理实施方案。纳入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入

住某三甲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 84 例进行 HEN 的克罗恩病患者，出院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

每组各 42 人。对照组实施常规的出院指导和随访，试验组在此基础上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运用

自制的依从性调查量表分别在患者出院后 1、3 个月进行调查，量表主要维度包括喂养方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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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频率、持续时间、营养液种类，比较同期各维度的依从情况。同时比较 2 组患者腹泻、呕吐、

堵管、脱管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果 1、试验组 42 例进行 HEN 的克罗恩患者进行延续性护理干预出院 1 个月时的依从性有所提

高，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出院 3 个月时的依从性显著提高，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1，其中营养液种类维度比较两组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试验组 42 例进行 HEN 的克罗恩病患者干预后 1 个月、3 个月时的腹泻、呕吐、堵管、脱管的发

生率均降低，两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基于回顾性调查分析制定的延续性护理方案的实施能有效地提高克罗恩患者进行 HEN 的依从

性，降低实施 HEN过程中的并发症，进而有利于患者疾病康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PU-0672 

PKN2 通过下调结肠癌细胞 VEGFA 与 bFGF 分泌抑制肿瘤 

血管新生的机制研究 

 
程旸,耿岚岚,龚四堂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血管新生是结肠癌的重要特征，抗肿瘤血管生成是结肠癌的重要治疗策略。结肠癌细胞在缺

氧和炎症刺激下分泌的 VEGFA 和 bFGF 在肿瘤血管新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我们既往研究首次报

道蛋白激酶 N2（PKN2）在结肠癌中的抑癌作用，但其是否参与肿瘤血管新生尚未见报道。本研究

将探究 PKN2 对结肠癌血管新生和预后的影响。本研究将为结肠癌的治疗寻找新的靶点。 

方法 我们首先使用 IHC 方法检测 PKN2 在人结肠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然后我们检测了不同结肠

癌细胞株 PKN2 的基础表达水平。构建稳定 PKN2 低/高表达的结肠癌细胞，以其培养液作为条件

培养基，用于 HUVEC 细胞，观察 HUVEC 的细胞成环情况。同时，检测稳转结肠癌细胞中促血管

因子的基因表达情况，并用 ELISA 验证。我们将稳转细胞进行裸鼠成瘤实验，检测实体瘤大小及

组织中微血管密度。最后，我们检测稳转细胞中不同转录因子的活性并进行验证。 

结果 （1）PKN2 的表达水平与结肠癌预后和肿瘤血管新生相关；（2）稳定过表达 PKN2 结肠癌

细胞的条件培养基可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血管形成，而稳定敲低 PKN2 表达可促进结肠癌细胞促血

管形成作用；（3）稳定过表达 PKN2 的结肠癌细胞中，VEGFA 和 bFGF 表达和分泌水平均显著

降低，而使用 VEGFA 和 bFGF 特异性的中和抗体可显著抑制低表达 PKN2 结肠癌细胞的促血管生

成作用；（4）裸鼠皮下瘤模型中，过表达 PKN2 可显著抑制结肠癌细胞的生长，并可显著减少癌

组织中微血管数目；同时降低组织内 VEGFA 和 bFGF 水平；（5）PKN2 可降低 Elk-1、CREB 和

HIF1α 的转录活性，这些转录因子可能参与调控 VEGFA 和 bFGF 基因表达。 

结论 1. 结肠癌细胞可表达并分泌 VEGFA 和 bFGF，促进血管形成，而 PKN2 可抑制这一过程。2. 

PKN2 可通过减少癌灶内血管形成，抑制结肠癌的体内生长。 

 
 

PU-0673 

The role of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prognosis of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Hui Song,Guoqi Zheng,Xiaozhong Guo 

Cangzhou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establish the expression patterns of biomarkers in MPeM 
and 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PC), by comparing their expression with Ki-67, and to identify 
proteins which may be diagnostic or prognostic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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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44 patients with MPeM and 30 patients with PC who were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a tertiary treatment center. Standard sections were prepared and 
stained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protocols. The antibodies used were IMP3, CD147, Fli-1, 
PD-1/PD-L1, ERCC1, MCM2 and Ki-67. Scoring employed a grading system (0/1/2/3) was 
performed by two pathologists independently. 
Results The tissues revealed no significant staining differences for IMP3, CD147, PD-1/PD-L1 or 
Ki-67, and therefore no linkage to differential potential was determined. MCM2, Fli-1 and ERCC1 
show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expression rate in EMPeM than in PC. Kaplan–Meier analysis and 
un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 higher Ki-67LI and higher MCM2 expression 
ha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OS in PC cases. However, the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further identified only Ki-67LI (HR=4.85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016–
23.16; P = 0.048) as independent factor associated with prognosis of PC patients. Kaplan–Meier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identified that the strongest predictors of OS in 
MPeM cases were IMP3 (hazard ratio (HR) = 1.487 [95 %CI 1.271–1.962]; P=0.07) and Ki-67LI 
(HR = 2.708 [95 %CI 1.054–4.099]; P=0.035). 
Conclusions There may be a place for ERCC1 and MCM2 in immunohistochemical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from 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However, PD-
1/PD-L1 and VEGFR3 do not show significant staining results. IMP3 has been shown to be a 
predictor of worse survival in both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 MPeM group. 
This result warrants further prospective studies on IMP3 as a predictive marker in MPeM. In 
addition to Ki-67LI, no new markers were found as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of PC. 
 
 

PU-0674 

内镜下袖状胃成形术减重初探 

 
张国新,姜柳琴,彭磊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内镜下袖状胃成形术（Endoscopic sleeve gastroplasty，ESG）是基于 OverStitch 内镜缝合

系统的微创内镜下减重手术，它从胃窦到胃食管连接处进行一系列间断的锁边缝合，从而减少胃容

量来减轻体重。我们此项研究的目的是评价 ESG 手术对减重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于江苏省人民医院接受内镜下袖状胃成形术的患者信息。

主要评价指标为术中和术后并发症、缝合时间、住院时间和术后减重效果。 

结果 共纳入 5 例患者，其中 2 例男性、3 例女性，平均年龄为 36.80±2.81 岁。平均缝合时间为

66.7 ± 22.75 分钟，平均使用缝线 6.20 ± 0.37 根，术中平均出血量 40ml，术后无恶心，便秘，呕

吐，黑便等并发症。平均住院天数为 6.40±0.4 日。术后平均随访 3 月，患者体重平均减少

11.76±2.1 公斤，总体重减少百分比（TBWL%）为 12.13±2.35%，多余体重减少百分比

（EWL%）为 40.95±7.48%。 

结论 内镜下袖状胃成形术是可行并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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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75 

CARD9 风险等位基因与家族克罗恩病易感性的相关性研究 

 
胡俊

1
,张珊珊

2
,张媛琪

1
,梁春妙

1
,郑美芬

1
,何欢

3,4
,胡品津

1
,林欣

2
,郅敏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2.清华大学医学院 

3.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 

4.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大量观点认为遗传因素、肠道菌群与克罗恩病（CD）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但阐明这一相关

性潜在机制的研究报道有限。本研究以家族克罗恩病患者及其无病家属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全外

显子测序力求探究 CD 发生与病原相关遗传变异靶点间联系。 

方法 我们选取了 3 个 CD 家族的 8 份血液 DNA 样品行全外显子测序分析，测序人群除患病亲代、

子代外还包括部分无病家属。所有患者均由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IBD 中心确诊，并有肠镜结果支

持。为验证在家族患者开发队列中发现的错义低频突变位点的价值，我们另建 78 人验证队列，含

CD 组 56 例；Health Control（HC）组 22 例，PCR Sanger 测序分析散发病例中突变位点的实际

突变率。新队列中患者来自本院 2016.12-2017.8 新收散发病例，对照为患者推荐其无肠道疾病的

健康亲属。 

结果 我们对外显子测序结果的变异检测（SNP 和 InDel）分析显示 CARD9 基因共检测到 11 处

SNP 的突变，其中仅有一个 SNP(NM_052813.4):c.1434+69C>T 出现在蛋白编码区，且为错义突

变，突变频率在 1000 Genomes Project 的数据库中<0.5%，提示该低频突变具有显著疾病指示意

义。随后，在 CD 散发队列的前期验证研究中，CARD9 基因编码区 S12N 位点测序结果显示，CD

病 人 中 该 突 变 出 现 的 概 率 为 60.7% （ Heterozygous=31/56 ， Homozygous=3/56 ， Wild-

type=22/56 ） , 在 对 照 组 中 该 突 变 出 现 的 概 率 为 50% （ Heterozygous=10/22 ，

Homozygous=1/22，Wild-type=11/2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CARD9 在机体对抗真菌、细菌和病毒的固有免疫应答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基因特定等

位基因位点的变异体与中国人群的 CD 发生间有明显相关性。相关机制有待更大样本量及深入的基

础研究证实。 

 
 

PU-0676 

IMP3 a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Hui Song,Guoqi Zheng,Xiaozhong Guo 

Cangzhou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as of IMP3 and Fli-1 in 
MPeM. 
Methods Clinical information on patient demographics, asbestos exposure, treatments, follow-up 
and outcome was retrieved from patient medical records. Diagnostic biopsies of 44 MPeM 
patients from Pathology Department of Cangzhou Central Hospital were centrally collected and 
were immunohistochemically analysed for expression of IMP3, Fli-1, and Ki-67. Labelling was 
assessed by two pathologists. clinical information an Complete d follow up were obtained from 
patients‘ records. Correlations between IMP3, Fli-1, Ki-67 expression, clinicopathological factors 
and survival were investigated. Survival data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the variables. 
Results Carcinomas expressed Fli-1 in 42(95.5%) of 44 specimens, and IMP3 in 23 (52.3%) of 
44 specimens. Spearman‘s rho analysis revealed Fli-1 expression was related to both histological 
type and Ki-67LI (r =-0.500, P < 0.05; r =0.358, P < 0.05), and IMP3 expression was related to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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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LI (r =0.401, P < 0.05). A Kaplan–Meier analysis and un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umour-directed treatment, a lower PCI, Stage I and lower Ki-67LI ha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overall survival ; specifically, a lower level of IMP3 expression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better overall survival in both 4-grade (P =0.017) and 2-grade (P 
=0.004) expression. Fli-1 did not affect overall survival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hazard ratio 
[HR]=1.026, P=0.904). A Kaplan–Meier analysis show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MP3-Fli-1 and 
overall survival, while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did not confirm the 
correlation.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IMP3 expression (HR=2.311[95%CI 1.190–
4.486]; P = 0.013) and no tumour-directed treatment (HR=0.189[95%CI 0.086–0.416]; P = 0.000) 
retained independent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both with negative effect on OS. 
Conclusions IMP3 is a powerful prognosticator that allows, along with tumour-directed treatment 
protocols, a good prediction of OS in patients with MPeM. 
 
 

PU-0677 

MRI differentiation of 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and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wen jie yin,Guoqi Zheng 

Cangzhou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eatures that could 
distinguish them. 
Methods Altogether, 24 PCs and 21 MPeMs,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underwent routine MRI 
and conventional MRI with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 The MRI sequences included T1- 
and T2-weighted imaging, DWI and gadolinium-enhanced MRI. The distribution, size, and DWI 
signal intensities of the tumors were graded by two radiologists until consensus was reached. 
Pearson‘s χ

2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more women in the PC group with more abdominal pain (p<0.05). Peritoneal 
nodules and massive solid nodules were more frequently observed in the PC group (both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regarding the presence of 
mesenteric invasion or ascites. Lymph node metastasis was more common in the PC patients 
(p<0.01). Hepatic metastases occurred in six PC and four MPeM patients, single nodules 
appeared only in MPeM patients, whereas multiple nodules appeared only in PC patients 
(p<0.05). Pleural plaque appeared only in patients with MPeM (p<0.01). Pleural effusion was 
found in more PC patients (p<0.05). Overall, in the PC group, there were 19 primary tumors (8 
ovarian cancers, 5 pancreatic cancers, 4 colon cancers, 1 gastric cancer, and 1 mesenchymal 
tumor). 
Conclusions  Conventional MRI combined with DWI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iagnosing malignant peritoneal neoplasms and increase our ability to distinguish MPeMs from 
PCs. 
 
 

PU-0678 

The value of COX-2, NF-κB and blood routine indexes in the 
prognosis of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wen jie yin,Guoqi Zheng 

Cangzhou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differences in blood routine indexes and the expression of 
cyclooxygenase-2 (COX-2) and nuclear factor-kappa B (NF-κB) in malignant peritoneal 
mesothelioma (MPeM)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al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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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proven MPeM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same 
number of age-matched healthy subjects was collected as a control group. We investigated 
changes in blood routine indexes between the MPeM patients and healthy subjects and detected 
the expression of COX-2 and NF-κB in peritoneal tissues by a streptavidin-peroxidase 
immunohistochemistry method. Potential prognostic factors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age, gender,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neutrophil count (NEUT), lymphocyte count(LYUT), platelet count 
(PLT), monocyte count (MXD),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 monocyte-to-lymphocyte ratio (MLR), COX-2, and NF-κB. Overall survival (OS) from the 
initial diagnosis was determin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method. Cox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established independent factors for the survival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s. 
Results 69 MPeM patients and 69 healthy subjects were studi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MXD, MXD% (the ratio of mononuclear cells), NEUT, NEUT%, PLT, NLR, MLR, and PLR 
were markedly increased (P<0.05) in the MPeM group. The positivity rates for COX-2 and NF-κB 
expression were 59.4% and 44.9%. Single factor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PLR, NLR, MLR, COX-2, 
and NF-κB were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OS of MPeM patients, but multivariate analyses 
identified only MLR and COX-2 as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Conclusions High blood levels of MLR and COX-2 are advers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patients 
with MPeM. 
 
 

PU-0679 

Effect of proton pump inhibitor on the penetr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across the mucus layer to the gastric 

lumen 

 
shanshan su,Guoqi Zheng,Yingying Liu 

Cangzhou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Our study aimed to determine the role of PPI on the movement of H. pylori across the 
mucus layer to the gastric lumen and the mechanism of PPI, antibiotics, and bismuth on H. pylori 
eradication 
Methods Patients with H. pylori infection were intravenous injected with PPI (intervention group, 
n=31) or without PPI (control group, n=37). The presence of H. pylori in the gastric juice was 
evaluated by the rapid urease test (RUT),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nd culture methods. 
Results The H. pylori positive detection rate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among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than among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by the RUT (P < 0.0001), PCR (P < 
0.0001), and culturing (P = 0.0386). 
Conclusions H. pylori can penetrate across the mucus layer to the gastric lumen following PPI 
intervention. The direct antimicrobial activity of PPI might because of diminished numbers of H. 
pylori due to probiotics in the gastric lumen. Antibiotics and bismuth might play a local sterilization 
role in the gastric lumen when H. pylori penetrate across the mucus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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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80 

The detection rate and changing pattern analysis of gastric 
polyps and gastric cancer during 85887 gastroscopy over 

15 years 

 
YONG LIN

1
,JING ZHAO

2
,YUQIANG NIE

1
 

1.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2.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tection rate and changing pattern of gastric polyps and gastric 
cancer over the past 15 years. 
Methods Patients with gastric polyps or gastric cancer, diagnosed by gastroscopy, were enrolled 
from 2001 to 2015. Data s patients‘ gender, age and the location, pathological type of gastric 
polyps/ gastric cancer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hi-square test was used. 
Results Among 85887 subjects undergoing gastroscopy, 51.2% were male and 48.8% were 
female. The average age was 49.2 years. The gastric polyps were detected in 4939 subjects, and 
the detection rate was 5.75%. Gastric polyps were more common in female (8.03%) than in male 
(3.58%), and the average age was 56.4 years. Most polyps were present in the gastric body 
(40.6%) and fundus (27.3%). Hyperplastic, and inflammatory were commonly found in 42.3% and 
33.6% of patients. Totally, 1278 gastric cancer were diagnosed and the detection rate was 1.49% 
(1.94% for male, 1.01% for female). The average age was 62.6 years. Most gastric cancer were 
found in gastric antrum in 45.1% patients and 55.4% were poorly differentiated adenocarcinoma. 
The prevalence of polyps was increasing over the past 15 years. The average of 5-year detection 

rate was 1.54% (2001 - 2005)，5.24% (2006 - 2010) and 8.01% (2011 - 2015), respectively. The 

5-year detection rate for male was 1.03%, 3.34% and 4.98%, and 2.11%, 7.28% and 11.0% for 
female. As to gastric cancer, the 5-year detection rate was 2.14%, 1.62% and 1.11%, and 2.71%, 

2.09%, 1.47% for male, and 1.50%，1.11%, 0.75% for female. However, the proportion of 

location and pathological types didn‘t change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s The detection rate of gastric polyps is increasing, and is higher in females, while 
the detection rate of gastric cancer is decreasing, and is higher in males. Gastric polyps are more 
common in gastric body, while gastric cancer is commonly found in antrum. More attention was 
needed to be paid during gastroscopy. 
 
 

PU-0681 

肠上皮细胞 TLR4/PKD2 轴对克罗恩病嗜酸性粒细胞聚集 

的影响及其机制研 究 

 
程旸,耿岚岚,龚四堂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嗜酸性粒细胞（EOS）在肠黏膜的异常聚集是影响克罗恩病（CD）严重程度和预后的重要因

素。肠上皮细胞 TLR4 的表达与 CD 的病程密切相关。蛋白激酶 D2（PKD2）可促进多种炎症因子

表达，调节炎症反应。但是，肠上皮细胞中 TLR4 是否通过调节 PKD2 活性，调控 EOS 聚集，从

而促进 CD 的病理进程目前尚无研究报道。本研究将阐述 TLR4 调控 CD 的新机制，为 CD 的治疗

提供新的靶点。 

方法 IHC 方法检测 CD 急性期患者的病变肠道组织中 PKD2 磷酸化水平，并探讨 PKD2 磷酸化水

平与 CD 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在肠上皮细胞中使用 LPS 活化 TLR4，检测 PKD2 磷酸化水平，

同时验证细胞培养上清液对 EOS 趋化作用。特异性 PKD2 失活型小鼠与对照小鼠使用三硝基苯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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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trinitro-benzene-sulfonic acid, TNBS）构建急性 CD 模型，比较两种小鼠肠道炎症程度和

EOS 浸润程度。 

结果 1.CD 急性期患者的病变肠道组织中 p-PKD2 水平较正常肠黏膜组织显著升高，且 PKD2 的磷

酸化水平与 CD 疾病严重程度相关；2.在体外和体内水平，使用 LPS 活化 TLR4，可激活肠上皮细

胞 PKD2 磷酸化；而抑制肠上皮细胞系 TLR4 的表达可抑制 PKD2 的活化；3.肠上皮细胞中，激活

TLR4 可促进其培养上清对 EOS 的趋化作用，而在激活 TLR4 的同时下调 PKD2 的表达，细胞培

养上清对 EOS 的趋化作用减弱；4.特异性 PKD2 失活型的小鼠在 TNBS 刺激下，肠道炎症程度较

野生型小鼠明显减轻，且肠道组织 EOS 浸润显著减少。 

结论 以上结果提示，肠上皮细胞 TLR4 参与调控 PKD2 的活化，TLR4/PKD2 轴可能是 CD 的病理

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调控通路，其可能通过促进 EOS 在肠道黏膜聚集，进一步触发炎症反应。 

 
 

PU-0682 

胃底腺息肉与大肠息肉和结直肠癌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 

 
林泳,袁筱茵,何媛,聂玉强,周永健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胃底腺息肉与肠息肉和结直肠癌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1997 年至 2012 年我院所有同时行胃镜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选取经胃镜诊断和病理证

实为胃底腺息肉的患者为病例组，按照 1:2 配对选取同期年龄和性别匹配且胃镜下仅诊断为慢性胃

炎的患者为对照组，对两组患者结肠镜的结果进行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09113 例胃镜检查和 34321 例结肠镜镜检查中，同时行胃镜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共 9371

例，检出胃息肉 651 例，其中胃底腺息肉共检出 94 例，占胃息肉的 14.4%。病例组幽门螺杆菌阳

性率为 6.4%，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8.1%（p=0.008）。结肠镜结果显示，病例组肠息肉和结直肠

癌的检出率均高于对照组（肠息肉 39.4% vs 27.7%，p=0.046, 结直肠癌 14.6% vs 6.2%，

p=0.045）。病例组的患病风险高于对照组，肠息肉 OR 为 1.69，95%CI=1.01-2.86，结直肠癌

OR 为 2.18，95%CI=1-4.75。进一步分层分析发现，女性及年龄≥60 岁胃底腺息肉患者大肠息肉

和结直肠癌的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胃底腺息肉患者患肠息肉和结直肠癌的风险增高，建议该类患者有必要行结肠镜检查。 

 
 

PU-0683 

T 辅助细胞 17（Th17）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 

脂肪变性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何淑英,蒋永洪,陈学清,彭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中 CD4
+细胞不同亚型的变化及其在 NAFLD 发生发展中的作

用及其机制。 

方法 高脂模型用蛋氨酸-胆碱缺乏饲料（MCD）喂养，分组如下：正常对照组、高脂 3 周和 6 周；

野生型小鼠（WT）高脂和 IL-17A
-/-小鼠高脂组；高脂、高脂+ CD4

+
 (WT)细胞、高脂+ CD4

+
 (IL-

17A
-/-

)细胞和高脂+IL17A 重组蛋白组；动物模型均用生物化学法检测血清 ALT 和 AST，oil 染色和

病理检测脂肪肝脂肪变性和肝损伤程度，流式分析肝脏组织中的 CD4
+细胞及其不同亚型；小鼠

CD4
+细胞诱导活化为 Th17 细胞，慢病毒（sh-mettl3 和 LV-mettl3）或游离脂肪酸干预后，流式分

析 IL17A 和 RORγT，免疫印迹和实时荧光定量检测 IL17A、RORγT 和 mettl3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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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oil 染色和病理结果显示 3 周和 6 周的脂肪肝模型均出现了脂肪变和肝细胞损伤，6 周模型脂

肪变性程度和肝细胞损伤均较 3 周加重，同时 ALT 和 AST 升高也较 3 周明显，病理结果显示 3 周

模型无炎症细胞浸润，6 周模型出现炎症细胞浸润；流式结果分析，相对于正常对照组，CD4
+细胞

在 NAFLD 3 周和 6 周模型中均出现了下降，6 周模型下降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 CD4
+细胞的不同

亚型，发现 Th1 细胞和 Treg 细胞无变化，而 Th17 细胞在 3 周模型中比例降低，6 周模型中升

高。和野生型小鼠比较，IL-17A
-/-小鼠脂肪肝模型脂肪肝病变程度均较野生型加重，IL17A 重组蛋

白可缓解脂肪变性程度和 ALT、AST 升高；分别从 WT 和 IL-17A
-/-小鼠异体移植 CD4

+细胞到

MCD-WT 小鼠模型，发现 CD4
+（WT）能明显减轻受体小鼠脂肪肝病变程度，而 CD4

+（IL-17A
-/-

）受体的脂肪变并未减轻。体外实验通过流式检测发现游离脂肪酸刺激可导致 IL17A 和 RORγT 百

分比下降，mRNA 和蛋白水平检测提示游离脂肪酸可导致 Th17 细胞中的 IL17A、RORγT 和

mettl3 表达降低；sh-mettl3 预先处理发现在 mRNA 和蛋白水平促进了 IL17A 和 RORγT 表达的下

降；LV-mettl3 则拮抗了游离脂肪酸所导致的 IL17A 和 RORγT 表达降低。 

结论 NAFLD 早期导致 Th17 细胞活性下降并反馈促进 NAFLD 进展，机制研究发现游离脂肪酸通

过 mettl3 抑制 Th17 细胞活性，Th17 细胞活性降低反馈促进脂肪变，最终促进 NAFLD 进展。 

 
 

PU-0684 

基于列线图模型预测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误诊慢性乙型肝炎肝 

纤维化风险的模型建立与验证 

 
叶俊钊,王伟,黄漾,冯仕庭,邵琮翔,吴艳琴,钟碧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SWE）作为最新一代基于超声的肝脏硬度检测技术，其诊断准确性受

肝脏炎症、脂肪变等多个因素影响。本研究基于单中心数据资料建立预测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误诊

肝纤维化的列线图模型,为临床合理应用 SWE 无创诊断肝纤维化提供新参考。 

方法 收集 2013 年 7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我院消化科行超声穿刺活检以及临床诊断肝硬化失代偿的

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资料、人体学指标（身高、体重、腰围、臀围）、病毒学指标、生化指

标（肝酶学、肝代谢、空腹血糖、血脂组合、尿酸）、SWE 检测肝脏硬度值、组织学病理评分

（Metavir 分级）完整者纳入研究，其中肝脏脂肪变基于磁共振的 DIXON/IDEAL 水脂分离成像测

量或病理分级。采用 R 语言软件随机抽样 66.6％作为为建模队列,其余 33.3％为验证队列。在建模

队列中利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筛选出预测 SWE 诊断分期与组织学纤维化分期不符的独

立性影响因素,构建回归方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误诊预测的列线图模型。并采用 ROC 曲线评估该

模型与单独采用影响因素的诊断价值。 

结果 共 382 例患者纳入，平均年龄为 44.0 ± 14.1 岁,244 例肝穿活检，138 例临床诊断肝硬化失代

偿，病理纤维化分期分布及对应 SWE 诊断界值为 F0-1：141 例 (38.3%，<7.7kpa)、F2:37 例 

(10.1%，7.7~8.5kpa)、F3:13 例 ( 3.5%，8.5~10.0kpa)、F4：177 (48.1%，>10.0kpa)。单因素和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肝脏脂肪变(OR= 2.5,95%CI: 1.4~ 4.6,P=0.002)、SWE 诊断分期 F4

期(OR= 1.6 ,95%CI:1.0~ 2.5,P= 0.071)、肝脏炎症分级大于 1(OR = 5.4，1.1~25.8)，p=0.036)是

建立队列中 SWE 误诊的预测因素。利用上述指标构建列线图模型,该模型在验证队列预测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45,高于肝脏脂肪变(0.567)、炎症分级(0.692)和 SWE 诊断 F4 期(0.553),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基于肝脏脂肪变、炎症分级和 SWE 诊断 F4 期 3 项独立危险因素建立的预测慢乙肝患者

SWE 肝纤维化误诊风险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较好的准确性，对筛选 SWE 误诊高风险人群性以期针

对性活检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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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85 

分泌型磷脂酶 A2 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脏脂肪沉积及 

代谢异常的相关分析 

 
叶俊钊,邵琮翔,胡璇,冯仕庭,孙艳虹,钟碧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泌型磷脂酶 A2 水平异常是多种心脑血管及 2 型糖尿病危险因素，本研究探讨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病（NAFLD）患者血浆分泌型磷脂酶 A2 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脏脂肪沉积和代谢紊乱

发生的关系。 

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5 年 1 月-2018 年 1 月经超声诊断的 NAFLD 患者,，包括 55 例非肥胖 NAFLD 

（体重质量低于 25）及 38 例 NAFLD 伴肥胖患者。选择同期本院健康体检者 20 例正常对照。应

用酶联免疫法检测检测 3 组研究对象血清分泌型磷脂酶 A2（Spla2）水平,同时测定其空腹血糖、

空腹胰岛素、总胆固醇(CHOL)、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LDL-C)、尿酸等指标。肝脏脂肪含量通过基于磁共振的 DIXON/IDEAL 水脂分离成像测

量。胰岛素抵抗指数根据胰岛素稳态模型（HOMA-IR）计算。 

结果 本研究纳入的两组 NAFLD 患者相比对照组年龄、性别比例无差异，但空腹血糖、CHOL、

TG、HDL-C、LDL-C、尿酸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而肥胖组水平相比于非肥胖者上述指标更高（p

均小于 0.05）。NAFLD 组血浆 sPLA2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 在正常对照、非肥胖

NAFLD 和肥胖 NAFLD 三组中依次升高（72±25.7 μg/L vs 160±75μg/L vs 356±160μg/L，

p<0.001），两两比较发现正常组与非肥胖 NAFLD（p=0.002）、正常组与 NAFLD 合并肥胖患者

（p<0.001）及非肥胖 NAFLD 与 NAFLD 合并肥胖患者（p<0.001）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相关分析显示，非肥胖与肥胖患者血浆 sPLA2 水平与 HOMA-IR 水平均呈正相关(r=0.25，P=0.032 

vs r=0.51，P＜0.01)，仅在非肥胖 NAFLD 患者与 CHOL 及 LDL 水平也具有相关性(β=0.15，P＜

0.044 和.55，P＜0.01)，而在 NAFLD 合并肥胖患者仅发现 BMI 具有相关性(r=0.09，P=0.044)。

线性回归分析显示，sPLA2 水平与肝脏脂肪含量在两组患者中均不相关(p>0.05)。 

结论 sPLA2 升高是 NAFLD 独立于肥胖的代谢紊乱危险因素之一,但与肝脏脂肪含量无明显相关。 

 
 

PU-0686 

内镜下行肠息肉术后早期饮水的临床观察及护理 

 
李罗红,杨小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观察早期饮水对经内镜全麻下行消化道肠息肉切除术术后患者安全性的研究及护理. 

方法 将 92 例经内镜下行消化道肠息肉切除术后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各 46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禁饮方案，即术后禁水 6 h 后开始饮水；试验组则是在术后 2h 全身麻醉

清醒后给予饮水，观察 2 组患者术后 6 h 心率、血压、脉搏血氧饱和度及恶心、呕吐、误吸、口腔

舒适度（口干口渴、口腔异味和心情舒畅）的情况。 

结果 术后 6 h 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心率、收缩压、舒张压、脉搏血氧饱和度的数值都在正常范围

内，分别为（78.12±7.62）次 /min 比（81.26±12.07）次 /min、（118.65±9.82）  mmHg （1 

mmHg=0.133 kPa）比（120.04±11.65）  mmHg、（65.08±7.18）  mmHg （1 mmHg=0.133 

kPa）比（75.62±10.25）  mmHg、（0.99±0.01）比（0.99±0.0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2 组误吸发生率均为 0，试验组恶心、呕吐发生率为 4.3%（2/46），低于对照组的

6.5%（3/4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试验组口干口渴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分别为

（2.16±1.45）分比（7.13±1.89）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患者口腔异味、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02 
 

心情舒畅的比例为 10.87%（5/46）、32.61%（15/46），对照组为 82.61%（38/46）、41.30%

（19/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早期饮水对内镜下行肠息肉切除术后患者是安全可行的，可明显减轻患者口咽干燥、口渴、

口腔异味等不适症状，促进了患者口腔舒适度的改善，且无不良事件报告，是安全可行的,并可提

高患者的舒适度和护理满意度. 

 
 

PU-0687 

舒芬太尼联合咪达唑仑与单用咪达唑仑用于超声胃镜检查的 

镇静效果分析 

 
何小建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目的 探讨舒芬太尼联合咪达唑仑与单用咪达唑仑用于超声胃镜检查的镇静效果。 

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2018 年 5 月在我院行超声胃镜的 438 例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A 组 219 例（舒芬太尼 0.1ug/kg 联合咪达唑仑 0.06mg/kg）和 B 组 219 例（单纯咪达唑仑

0.06mg/kg），观察并记录麻醉前(T0)、检查开始时(T1 )、检查开始后 10min(T2)、检查结束时

( T3 )时的镇静深度判断（改良 OAA/S 评分）、心率( HR )、平均动脉压( MAP )和血氧饱和度

( SpO2)。记录检查时长、患者配合评分、对术中的记忆、检查中不适反应（如心动过缓、呼吸抑

制、呛咳、流泪、影响操作的体动、入镜阻力等）发生例数、患者疼痛（VAS 评分）及满意度调

查、术后不良反应、镇静起效时间及苏醒时间，并对其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身高、体重、BMI、ASA 分级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者

MAP、HR、SpO2、检查时长无统计学差异(P>0.05)；A 组镇静评分、配合评分、VAS 评分、满意

度调查均优于 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对术中的记忆、检查中不适反应少于 B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术后不良反应、镇静起效时间及苏醒时间无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舒芬太尼联合咪达唑仑较单用咪达唑仑用于超声胃镜检查镇静效果更好，减少患者检查中疼

痛和不适反应，增加患者满意度，有助于超声胃镜技术的发展与推广。 

 
 

PU-0688 

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浓度对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 

 
谢川,荣建芳,舒徐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浓度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ylori）感染对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 

方法 用不同浓度 H.pylori（MOI: 0, 25, 50, 100, 200）感染 RAW264.7 巨噬细胞，分别于 6h 和

12h 后收集细胞，提取 RNA 并逆转录为 cDNA，用 RT-PCR 法检测巨噬细胞 RAW264.7 的 M1 型

标志分子 CD86、iNOS 及 M2 型标志分子 CD206、Arg-1 的 mRNA 表达。不同浓度 H.pylori 感染

RAW264.7 巨噬细胞 6h 后收集细胞上清，ELISA 法检测 M1 型标志分子 iNOS 和 M2 型标志分子

Arg-1 的表达。流式细胞技术检测不同浓度 H. pylori 感染 RAW264.7 巨噬细胞 6h 后，收集细胞，

分别用 CD86 和 CD206 标记 M1 型和 M2 型巨噬细胞，检测 M1 型阳性细胞数和 M2 型阳性细胞

数。 

结果 随着 H.pylori 浓度的升高，CD86 和 iNOS 的表达水平逐渐升高，各 H. pylori 处理组 CD86 和

iNOS 的表达均高于 control 组（P<0.01）, M2 型巨噬细胞标志分子 CD206 和 Arg-1 在低浓度的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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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lori 作用下升高(MOI 25、50 组与 control 相比，P<0.01)，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 H. pylori 浓度

的升高，CD206 和 Arg-1 的表达水平逐渐降低(MOI 100、200 组与 MOI 50 组相比，P<0.01)。 

结论 H.pylori 的浓度与巨噬细胞极化为不同表型相关，随着 H. pylori 浓度的升高，巨噬细胞向 M1

表型极化，在低浓度 H.pylori 刺激下，巨噬细胞可极化为 M2 型，但 H.pylori 浓度过高，则会抑制

巨噬细胞向 M2 极化。 

 
 

PU-0689 

国产胶囊内镜在体检中应用价值及安全性研究 

 
史立军,史家宁,付军,杨幼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胶囊内镜在体检人群中的检查结果，探讨胶囊内镜在体检中的应用价值及安全性。 

方法 我院体检中心 2014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共计 327 例健康体检人员胶囊内镜检查结果纳

入本研究。 

结果 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180 例，占 55%：糜烂性胃炎 62 例，占 19%；萎缩性胃炎 43 例，占

13%；正常 15 例，占 4%；小肠炎 21 例，占 4%；毛细血管扩张症 10 例，约占 3%；胃息肉 3

例；小肠息肉 2 例；十二指肠粘膜下肿物 1 例；小肠占位 1 例。1 例 5 天后排出体外。 

结论 胶囊内镜在健康人群中检查阳性率较高，对于疾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且安全性良好。 

 
 

PU-0690 

法舒地尔抑制 MCD 饮食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进展 

 
桂文芳,杨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前期的研究证明法舒地尔能够抑制细胞凋亡、炎症和纤维化，并不清楚法舒地尔能否通过抑

制细胞凋亡而达到改善 NASH 的作用。本实验主要研究在 MCD 饮食诱导的 NASH 模型，法舒地

尔能否通过改善肝脏细胞凋亡从而达到缓解 NASH 肝脏炎症、脂代谢紊乱和肝脏纤维化的作用。 

方法  给予 MCD 饮食喂养来建立小鼠的 NASH 模型。最后 1 周给小鼠腹腔注射法舒地尔

15mg/Kg。细胞实验中，我们从小鼠的肝脏提取原代 Kupffer 细胞，给予脂多糖（LPS）和法舒地

尔干预。用 RT-PCR、Western Blot、免疫组化、Tunel 检测、HE 染色、油红染色、天狼猩红染色

等方法检测肝脏的炎症、纤维化、脂肪变性、内质网应激、细胞凋亡等指标，进而评估法舒地尔对

NASH 疾病发生发展的作用和机制。 

结果 1，法舒地尔能够减少 MCD 饮食诱导的肝脏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浸润，并且可以减少肝

脏 MCP-1 和 IL-1β 的释放以及降低血清中 ALT 的水平。在体外实验中，LPS+法舒地尔干预原代

Kupffer 细胞以后 MCP-1 明显下降。2，法舒地尔组较 MCD 组的胶原纤维明显减少，而肝纤维化

指标 αSMA 和 TGFβ1 在法舒地尔组表达也下降，说明法舒地尔能够延缓肝脏纤维化的进展。3，

法舒地尔对 MCD 饮食引起的小鼠体重、肝脏重量以及脂代谢的改变没有影响。4，在 NASH 模型

中，内质网应激明显升高，RT-PCR 检测发现法舒地尔组内质网应激的标志分子 CHOP 和 GRP78

明显下降。另外 Tunel 细胞凋亡检测显示法舒地尔明显减轻 MCD 饮食诱导的肝脏细胞凋亡，而且

内质网应激下游参与凋亡的相关蛋白也发生改变，比如促进凋亡的磷酸化 JNK、活化的 Caspase3

和 Bax 明显降低，抑制凋亡的 BCL2 明显增加。 

结论 在小鼠的 NASH 模型中，法舒地尔对小鼠的体重、肝脏的脂质沉积没有影响，但是可以改善

MCD 饮食诱导的肝脏肝脏细胞凋亡，进而可以抑制肝脏炎症，最终能够降低肝脏纤维化，从而达

到有效抑制 NASH 进展的作用。因此将来法舒地尔可能成为一种治疗 NASH 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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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91 

P.copri 介导树突状细胞活化参与调节肠易激综合征大鼠肠道

Th17/Treg 免疫失衡的机制研究 

 
胡玥,戴金锋,陈芳,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肠道免疫异常与肠道菌群失衡是肠易激综合征（ IBS）的关键病理生理改变，其中，

Th17/Treg 转化平衡是维持肠道免疫稳态的重要标志之一。前期工作提示 IBS 肠黏膜免疫异常与树

突状细胞（DC）异常活化息息相关，且模型大鼠肠道菌群存在 P. copri 含量增加。 而 P. copri 被

报道可通过产生硫氧还蛋白-1（Trx-1）参与肠道炎症的形成与维持，后者可调节 DC 的表型及功

能。本实验通过建立 IBS 大鼠，旨在研究肠菌 P. copri 在树突状细胞所致的 IBS 肠黏膜免疫异常中

的具体作用及可能机制 

方法 将 20 只成年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成对照组及模型组，以结直肠扩张联合束縛刺激建立大鼠

IBS 模型，以腹部收缩反射(AWR)评估大鼠内脏敏感性。检测 2 组大鼠回盲部肠道内容物 P. copri

含量；采用磁珠分选技术分离 2 组大鼠肠系膜淋巴结树突状细胞（MLNDC），流式检测分选纯度

及 DC 表面 MHCII、MHCI、CD86、CD80 的表达，Western-Blot 法及免疫荧光检测 2 组大鼠

MLNDC 中 Trx-1、p-ERK1/2 的表达及定位情况；通过混合淋巴细胞反应检测 MLNDC 促 CD4+T

细胞增殖能力，检测培养上清中 ROS、IL17A、IL6、IL23、TGF-β 及 IL10 水平；及大鼠淋巴结与

脾脏中 CD4+的 Th17 细胞与 Treg 细胞比值。 

结果 模型组大鼠内脏敏感性较最招租显著升高，且内容物中 P. copri 含量明显增加（P<0.05）；

流式细胞术检测磁珠分选后 MLNDC 纯度为 80.2±8.26%，模型组 MLNDC 表面表达 MHCII 类分子

明显上调，促 CD4+T 淋巴细胞增殖能力增强（P<0.05），上清中 ROS、IL17A、IL6、IL23、

TGF-β 表达增加，IL10 表达下降。而 Western-Blot 结果提示 Trx-1、p-ERK1/2 的表达上调

（P<0.05）；免疫荧光表明，模型组 Trx-1 位于胞质膜，荧光强度显著增加，p-ERK1/2 则无明显

差异。流式细胞术亦提示，模型组大鼠淋巴结中 Th17 细胞占 CD4+T 淋巴细胞比例增多

（P<0.05），脾脏 Th17 无明显差异；Treg 细胞则在淋巴结与脾脏中占 CD4+T 淋巴细胞比例均有

所下降；而 Th17 /Treg 比值则增加（P<0.05）。 

结论 P.copri 可能通过 ROS/ERK1/2/Trx-1 通路介导树突状细胞异常活化，诱导肠黏膜 Th17/Treg

免疫失衡，参与 IBS 发病。 

 
 

PU-0692 

超声内镜结合数字图像分析技术对胃固有肌层病变 

鉴别诊断的应用研究 

 
文黎明,曹耀丹 

四川绵阳川北医学院附二院 

 

目的 探讨超声内镜结合数字图像分析技术对固有肌层病变鉴别诊断的价值 

方法 利用 Photoshop 软件处理起源于胃固有肌层的间质瘤、平滑肌瘤、神经鞘瘤的超声内镜图

片，分别测定三类病变感兴趣区的灰度值（表示回声强度）与灰度标准偏差（表示内部回声均匀

度）。 

结果  胃间质瘤、胃平滑肌瘤、胃神经鞘瘤灰度值均值分别为：7.61±5.70、4.62±5.51、

3.01±2.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906，P=0.010），灰度标准偏差均值分别为：9.69±5.93、

5.93±5.18、5.96±4.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752，P=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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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胃间质瘤的回声强度高于胃平滑肌瘤及胃神经鞘瘤，胃平滑肌瘤及胃神经鞘瘤的内部回声较

胃间质瘤均匀。超声内镜结合数字图像分析技术对胃固有肌层病变的鉴别诊断有一定价值，有临床

推广前景。 

  
 

PU-0693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家系临床特征和 APC 基因突变分析 

 
陈春燕,刘炯,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分析一个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家系患者临床表现特征和 APC 基因胚系突变特点。分析 APC

基因突变类型与 FAP 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1 个 FAP 家系成员外周血和受累成员的肠息肉组织，试剂盒提取全血 DNA 以及组织

DNA，设计产物扩增外显子序列，其中 15 号外显子设计 15 对外显子，分别 PCR 扩增，原因直接

测序法分别检测胚系来源及体细胞来源的 APC 基因碱基突变、缺失、插入突变情况，DHPLC 检测

250 DHPLC 检测 250 例正常人群是否携带突变，MLPA 法检测大片段缺失情况。分析基因突变类

型与 FAP 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 

结果 共收集 9 名家系成员外周血，其中受累成员 2 名，2 名患者肠镜检查均提示结肠多发腺瘤性息

肉，无癌变。检测到 APC 基因 c.3298_3299 del AG 突变。MLPA 未检测到大片段缺失。 

结论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P）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表现为全结肠内布满腺瘤性息肉

（超过 100 个），如果不治疗，几乎所有患者将发展为大肠癌。APC 基因是其致病基因，位于染

色体 5q21-22 上，全长约~10.5kb cDNA，编码蛋白约 2843 个氨基酸残基，包含 15 个编码外显

子，其中外显子 15 占据全长的 75%，其 5‘端编码区为突变热点区域。最常见的 APC 突变类型为

截短突变，包块小碱基缺失，约 46%，碱基插入，约 10%，无义突变约 28%。错义突变（3%）

以及复杂的突变也有报道。且最新研究显示，复杂的突变类型较以往报道的更要常见。本研究发现

1 个病理性突变类型，APC 基因 c.3298_3299 del AG 突变，该突变可产生截短蛋白，这种截短蛋

白丧失了功能区导致 β-catenin 降解受阻。在西方国家，基因型-表型相关性已相当较清晰。我们发

现了 1 个新的病理突变类型，拓宽了中国 FAP 患者 APC 基因突变谱。FAP 患者家系 APC 基因突

变检测为家庭成员提供了分子诊断基础。 

 
 

PU-0694 

英夫利昔联合肠内营养治疗克罗恩病合并小肠狭窄的疗效评估 

 
冯晓玥,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评价英夫利西单抗(IFX)及常规治疗对 CD 伴小肠狭窄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比较分析。 

方法 纳入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南京军区总院 CD 伴小肠狭窄患者 24 例,分为 IFX 治疗组及常规

治疗组各 12 例.常规治疗组患者予抗感染、补液等内科常规治疗,并辅以后期泼尼松联合硫唑嘌呤或

美沙拉嗪口服及肠内营养支持治疗.IFX 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分别于入院后第 2、6、14、

22、30 周给予静滴 IFX 5 mg/kg 联合肠内营养治疗.比较两组在治疗前后的 ESR、CRP、CDAI 评

分。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 IFX 联合肠内营养治疗组较常规治疗组患者的肠梗阻平均缓解时间缩短[(10.53±1.28)d 比

(17.32±4.97)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6,P＜0.05).治疗第 30 周末,IFX 治疗组与常规治疗组患者的

临床总有效率分别为 7/12、5/12(x2＝22.35,P＜0.05),治疗第 30 周末 IFX 治疗组 ESR[(10.3±6.5) 

mm/1 h]和 CRP 水平 [(12.6±6.8) mg/L]、CDAI(113.5±25.9)较入院时 [分别为(30.3±4.3) m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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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7.8±6.4)mg/L 和 225.5±32.6]均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312、3.433、2.675,P 均＜

0.05).治疗期间 IFX 治疗组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而常规治疗组有 2 例病情进展需外科手术治疗。 

结论 对于 CD 伴小肠狭窄的患者,在内科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 IFX 的疗效明显优于常规治疗。 

 
 

PU-0695 

RES 对小鼠自身免疫性肝炎的保护作用 

 
孙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究白藜芦醇对小鼠自身免疫性肝炎的保护作用。 

方法 小鼠随机平均分为 3 组，分别为：对照组、AIH 组和 AIH+Res 组。AIH+Res 组小鼠每天以

15 mg/kg/d 剂量 Res 进行灌胃，持续灌胃 5 天；对照组小鼠每天以相同体积生理盐水进行灌胃，

持续灌胃 5 天；AIH 组小鼠不进行灌胃处理。AIH 组、AIH+Res 组小鼠于灌胃处理 3 d 后，经尾静

脉单次注射 Con A 建立模型；对照组小鼠不进行模型建立。于各建模组小鼠模型建立 48 h 后处死

各组小鼠，收集肝脏组织，部分肝组织固定后，用于 HE 染色与 TUNLE 检测；部分肝脏于液氮速

冻后保存于-80 ℃，进行 Western blot 检测。 

结果 与对照组小鼠相比，AIH 组小鼠 Bax、Cleaved Caspase-3、Cleaved Caspase-9 蛋白表达水

平显著上升；肝脏组织 Bcl-2 和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下降；HE 染色结果显示肝脏组织损伤程度与淋

巴细胞浸润程度显著增强。与 AIH 组小鼠相比，Bax 表达水平，Cleaved Caspase-3 蛋白表达水

平显著下降，Bcl-2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上升；HE 染色结果显示肝脏组织肝脏组织损伤程度与淋巴细

胞浸润程度呈一定程度的减轻。 

结论 Res 通过促进血液炎症因子的表达，抑制肝脏组织的凋亡，保护 ConA 诱导的 AIH 小鼠的肝

脏组织。 

 
 

PU-0696 

162 例肝硬化腹水患者并发自发性腹膜炎的危险因素分析 

 
侯佳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肝硬化腹水患者并发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 SBP )的危险因素。 

方法 将 162 例肝硬化腹水患者按有无 SBP 分为 SBP 组(112 例 ) 和非 S B P 组( 50 例 ) 。 对 2 组

血清白蛋白( A L B )、总胆红素( T B I L ) 、谷丙转氨酶 ( A LT ) 、谷草转氨酶( A S T ) 、凝血酶原

活动度( P T A ) 、C h i l d—P u g h 分级和是否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等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单因素分析示：S B P 组血 T B I L 高于非 S B P 组， 血清 ALB 及 PTA 低于非 SBP 组(均 P 

< 0 ．0 5 ) ；  S B P 组  C h i l d — P u g h C 级  、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的比例分别为

77.32%,9.38％ ， 非 S B P 组 C h i l d — P u g h C 级 、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的比例分别为 45.62 ％

及 2.42％， S B P 组均明显高于非 SBP 组 (均 P < 0 ．0 5 ) 。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示：血清

T B I L 及 C h i l d —P u gh C 分级进入回归模型， 这 2 项指标是肝硬化腹水患者发生 S B P 的独

立危险因素( P < 0 . 0 1 ) 。 

结论  肝硬化腹水患者并发 S B P 的危险因素众多，其中血清 TBIL、C h i l d — P u g h 分级是发

生 S B P 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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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97 

医务人员对《第四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 

的认知现状的调查 

 
关月

1
,刘晨晨

2
,樊叶

2
,李超

2
,汪芳裕

1
,张振玉

2
 

1.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随着《第四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的发布，对幽门螺杆菌的处理有了新的规

范，但医务人员对此共识的认知和依从情况尚不明确。调查医务人员对《第四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

染处理共识报告》的了解程度。 

方法 随机选取在 2015-2017 年各次消化届相关会议的参会医生。 

结果 有效调查问卷医院级别越高检测 Hp 的方法越多，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尿素呼气试验，达

96.7%。仅有 20.8%的医院开展了用于临床的 Hp 培养和药敏鉴定试验。对于第四次共识的细节内

容，RUT，UBT 的影响因素和适应症的认知率不够，正确率均低于 80%，三级医院正确率明显高

于一、二级医院。最常选用的 Hp 根除方案是四联 7-14 天疗程（50%），首选抗生素为阿莫西林+

克拉霉素(55.8%)。常用的 PPI 为埃索美拉唑（32.5%）。多次根除 Hp 失败后 83.3%的人考虑药

敏试验个体化治疗。被调查者主要通过临床指南及共识选择根除 HP 的方案，所占的比重达

83.3%，同时了解共识的途径主要为学术讲座或者会议、自己阅读杂志，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87.5%，60.0%。 

结论 广大医生对第四次共识认知度有待提高，应通过多途径加强对共识的推广，提高广大医务工

作者尤其是基层医生的了解。 

 
 

PU-0698 

高尿酸上调肝细胞 miR-34a 表达并影响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病的机制研究 

 
陈盛晖,王景骅,王馨雨,徐承富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尿酸是嘌呤代谢的终产物，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然而其

影响 NAFLD 的分子机制尚未明确。近年来，miR-34a 等 miRNA 在 NAFLD 中的作用备受关注，本

研究旨在探讨尿酸是否通过调节 miR-34a 的表达并影响 NAFLD。 

方法 运用高脂饮食构建 NAFLD 小鼠，并采用别嘌呤醇进行降尿酸干预。采用不同浓度的尿酸刺激

小鼠正常肝细胞株 AML-12 细胞，观察尿酸刺激对肝细胞 miR-34a 表达及脂质沉积的影响；分析

miR-34a 抑制剂、miR-34a 模拟剂对尿酸诱导肝细胞脂质沉积的影响。进一步运用 miRNA 靶基因

数据库预测 miR-34a 靶基因。构建 sirt1 野生型和突变型质粒，运用 Western blot 和双荧光素酶报

告基因检测 miR-34a 对靶基因 sirt1 的调控作用。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高脂饮食组小鼠血清尿酸水平显著上升，肝脏 miR-34a 表达显著上调，

肝脏甘油三酯含量也显著上升。与高脂饮食组相比，尿酸干预组小鼠血清尿酸水平显著下降，肝脏

miR-34a 表达下调，肝脏甘油三酯含量也显著下降。细胞学实验发现，尿酸刺激 AML-12 细胞 48h

以后，miR-34a 表达显著上调并出现较为明显的脂质沉积。采用 miR-34a 抑制剂干扰 miR-34a 的

表达后，尿酸诱导的肝细胞脂质沉积显著减轻；过表达 miR-34a 则显著加重尿酸诱导的肝细胞脂

质沉积。进一步研究发现，miR-34a 的靶基因 sirt1 是介导尿酸刺激引发肝细胞脂质沉积的重要分

子。 

结论 高尿酸刺激显著上调肝细胞 miR-34a 的表达并通过靶基因 sirt1 进一步影响 NAF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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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99 

结直肠腺瘤上皮内瘤变高危因素分析 

 
李加欢,刘劲松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分析结直肠腺瘤临床、内镜及病理组织学特点, 总结结直肠腺瘤发生上皮内瘤变的相关危险因

素。 

方法 回顾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间以电子结肠镜

检出并经病理证实为结直肠腺瘤性息肉的 657 例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 依据是否存在上皮内瘤变分

为上皮内瘤变组和非上皮内瘤变组, 组间采用卡方检验, 腺瘤发生上皮内瘤变及其恶变程度的相关危

险因素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结直肠腺瘤多发生于左半结肠, 上皮内瘤变总发生率为 22.68%, 年龄、息肉直径、蒂的长度、

病理类型是腺瘤上皮内瘤变的危险因素, 可纳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 logit P = -4.384+0.796X2(年

龄)+0.324X3(息肉直径)+1.296X4(蒂部形态)+0.944X7(病理类型) 性别、年龄、息肉大小是腺瘤高级

别内瘤变的危险因素, 可纳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 logit P = -2.939+1.036X1(性别)+0.853X2(年

龄)+1.023X3(息肉直径)。低级别及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水平均显著高于无上皮

内瘤变组(P<0.05)。高级别上皮瘤变组在低密度脂蛋白、尿酸水平均显著高于无上皮内瘤变组

(P<0.05)。而三组之间高密度脂蛋白、癌胚抗原水平无明显差异。 

结论 患者年龄>40 岁或腺瘤直径>1 cm、有蒂及绒毛管状腺瘤更易发生上皮内瘤变, 男性、息肉直

径、年龄是结直肠腺瘤发生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危险因素。结直肠腺瘤发生上皮内瘤变可能与血

脂、尿酸水平有关。 

 
 

PU-0700 

干细胞与大肠癌的发生 

 
魏周玲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大肠癌是死亡率和发病率很高的疾病，其病理生理机制至今仍在研究中。大肠癌是对人类健康

危害极大的恶性肿瘤，且近年发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大肠癌的发病机制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一般

认为与遗传和环境有关。有关于大肠癌相关的理论是已知的，它不是一个单因素疾病，是由多种因

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肿瘤发生中最初的基因突变发生于干细

胞，干细胞的异常增殖是肿瘤发生的主要原因。最新研究证实，隐窝干细胞的异常改变是大肠癌发

生中最早期的事件。传统的结直肠癌发展的理论是，粘膜中的任何细胞都可以积累基因突变，并最

终导致恶性转化，这被称为―体细胞突变理论‖。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现在质疑这种理论。目前有

的推测是，器官特异性干细胞可能提供癌症发生所需要的物质，在小肠，在结肠隐窝基底黏膜干细

胞可能积累突变，从而导致肿瘤的发生、发展。 

干细胞的研究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治疗结直肠癌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中发现，在成人结肠干细

胞的突变可能引起肿瘤的变化。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观察到，大肠隐窝干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平衡,

对维持大肠上皮的正常形态和功能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肠癌起源于隐窝干细胞的异常

增殖.深入研究大肠隐窝干细胞的特性及其与大肠癌发生的关系,对最终揭示大肠癌的发病机制及制

定新的治疗策略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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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01 

489 例炎症性肠病患者临床特点的研究 

 ——基于医院的回顾性研究 
 

黄奇 

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近 10 年我院住住院的 IBD 患者包括 UC 和 CD 患者的临床资料，了解我院 10 年内 IBD

的临床流行病学特征变化趋势，指导临床诊治。 

方法 选取 2004-2013 年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的确诊 IBD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统计分

析患者的一般信息（性别、年龄等）、病程、临床类型、分期、分度、结肠镜检查、癌变情况、病

理资料以及治疗情况（治疗的主要药物、用药途径）、肠外表现和并发症，回顾分析这些患者的临

床特点和诊治现状。 

结果 IBD 住院患者人数逐年增加，入院构成比亦逐渐增加，CD 的增长尤为显著。UC 和 CD 患者

的中位年龄分别为 44 岁和 38 岁，分别以 30-39 岁和 40-49 岁年龄段最多见，均晚于西方国家。

UC 和 CD 男女患病比例分别为 1.43:1 和 2.05:1，男性明显高于女性。且近 5 年的 IBD 男性患者增

多明显，女性患者比例相对下降。UC 和 CD 病程均以少于 2 年的最常见。UC 住院患者大多处于

活动期，以中重度为主，疾病类型以慢性复发型为主，受累部位左半结肠型所占比例最大；CD 住

院患者绝大部分患为活动期，以为轻中度为主，受累部位以结肠型居多，疾病行为以非狭窄非穿通

型为主。 

结论 IBD 住院患者人数逐年增加。男性明显高于女性。且近 5 年的 IBD 男性患者增多明显，女性

患者比例相对下降。UC 和 CD 病程均以少于 2 年的最常见。近 5 年的 IBD 患者病程长短、病情分

期、病情程度、病变累及部位等方面总体上较前无明显变化，肠外表现和并发症总体发生率较低。

IBD 临床表现多样性，肠镜检查和病理学组织检查是目前确诊的重要手段，本研究中病例中虽暂无

癌变病例，但已发现不典型增生和腺瘤样增生病例，需加强其内镜监测，进一步完善随访制度，提

高早期癌变的发现率。UC 和 CD 内科药物治疗效果佳，外科手术率较国内外报道低。 

 
 

PU-0702 

细胞角蛋白 8 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诱导的肠上皮通透性

改变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胡玥,陈超英,张梦,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细胞角蛋白 8（CK8）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诱导肠上皮细胞间通透性改

变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培养 HT29 细胞株建立肠上皮屏障模型，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 HT29 细胞表面 CRFR1 及

CRFR2 受体表达情况，并将其分为对照组和 CRF 组，CRF 组以 100nM CRF 处理细胞 72h，采用

transwell 小室检测两组 FITC 标记的 Dextran 透过率，透射电镜观察两组紧密连接结构变化，并用

免疫印记法检测两组 CK8 及紧密连接相关蛋白（ZO-1、Occludin）的表达，免疫荧光检测 CK8 表

达微结构变化，加药 5min、10min、30min、1h 及 2h 后蛋白激酶 C（PKC）活性。采用 shRNA

（LV-KRT8-RNAi(37991-1)）慢病毒构建 CK8 低表达 HT29 细胞，应用免疫印记法检测给予 CRF

处理后相应蛋白表达量的变化和 FITC 标记 Dextran 透过率情况，及对 PKC 激酶活性的影响。 

结果 HT29 细胞表面存在 CRFR1 及 CRFR2 受体，而 CRF 处理后，FITC 标记的 Dextran 透过率

高于对照组（p<0.05），透射电镜示，对照组细胞紧密连接通道关闭，CRF 处理后紧密连接开

放。同时，CRF 可引起 HT29 细胞 CK8 的荧光强度增高，呈颗粒样浓聚，其蛋白表达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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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而 Occludin 和 ZO-1 表达下调（p<0.05）。此外，CRF 处理 1h 时，PKC 激酶活性

下降（p<0.05）。sh-CK8 慢病毒转染 HT29 细胞后成功建立低表达 CK8 细胞株，给予 CRF 处理

后，与阴性对照组（阴性对照病毒 CON077）相比，CRF 刺激后肠上皮细胞通透性并未明显降低

（p>0.05）， Occludin 蛋白表达仍下调（p<0.05），而 ZO-1 则无明显改变（p>0.05）。同时，

与阴性对照组相比，CK8 低表达后，CRF 刺激并未引起 PKC 激酶活性的下降（p>0.05）。 

结论 CK8 可能通过抑制 PKC 激酶活性参与 CRF 诱导的肠上皮通透性的增加，同时可能存在其他

信号通路共同参与。 

 
 

PU-0703 

BISAP 评分联合促炎/抗炎细胞因子检测对重症急性 

胰腺炎预后评估的临床价值 

 
陈卫国 

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BISAP 评分联合促炎/抗炎细胞因子检测对重症急性胰腺炎(SAP)预后评估的临床价值，

旨在为 SAP 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SAP 患者 160 例，均给予常规治疗。于患者入院 24h 内进行 BISAP 评分，检测血清 IL-

6、IL-8、IL-10 水平，记录患者结局指标，包括死亡、MODS、感染、局部并发症。依据结局不同

分组，比较 BISAP 评分及血清 IL-6、IL-8、IL-10 差异，分别以 BISAP 评分及血清 IL-6、IL-8、IL-

10 的中位值为界值，比较组间结局差异；分析 BISAP 评分与血清 IL-6、IL-8、IL-10 的相关性，以

及 BISAP 评分对 SAP 预后的预测能力 

结果 依局部并发症、感染、MODS、死亡分组，BISAP 评分及血清 IL-6、IL-8 水平均依次增高，

而血清 IL-10 水平依次降低（F=3.72~5.39, P＜0.05）。BISAP 评分≥3 分、IL-6≥65μg/L、IL-

8≥180μg/L、IL-10＜40μg/L 患者死亡、MODS 及感染的发生率均高于 BISAP 评分＜3 分、IL-6＜

65μg/L、IL-8＜180μg/L、IL-10≥40μg/L 患者(χ
2
=3.99~7.78, P＜0.05 或 P＜0.01)。Pearson 直线

相关分析显示，BISAP 评分与血清 IL-6、IL-8 水平均呈正相关性(r IL-6=0.60, r IL-8=0.49, P＜0.05)，

而与血清 IL-10 水平呈负相关性(r IL-10=-0.52, P＜0.05)。MODS、感染患者也具有一致的相关性。

ROC 曲线显示，BISAP 评分对死亡、MODS 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Z=3.29~5.17, P＜0.05) 

结论 BISAP 评分联合促炎/抗炎细胞因子检测对 SAP 预后评估具有较好的临床价值，BISAP 评分

≥3 分、IL-6≥65μg/L、IL-8≥180μg/L、IL-10＜40μg/L 可能提示患者病情危重、预后不佳，这可能与

促炎/抗炎细胞因子失衡、促炎细胞因子占据优势而增加了炎性损伤有关 

 

PU-0704 

Role of cytokeratin 8 on the changes of intestinal epithelial 
permeability induced by corticotropin releasing factor 

 
yue hu,Chaoying Chen,Meng Zheng,Bin Lv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cytokeratin 8 (CK8) on the change of intercellular 
permeability of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induced by corticotropin releasing factor (CRF).  
Method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RFR1 and CRFR2 on the HT29 cell surface were determin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After treatment with 100 nM CRF for 72 h, the translocation of FITC-
labelled dextran was measured in a transwell chamber;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tight junctions 
were observed under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K8, and tight 
junction proteins ZO-1 and Occludin were detected by immunoblotting. The activity of PKC kin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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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detected by ELISA. Furthermore, the effects of CRF on intestinal epithelial permeability were 
examined in CK8-silenced HT29 cells, which were constructed by shRNA interference.  

Results CRF treatment increased FITC-labelled dextran permeability（p<0.05）, caused the 

opening of tight junctions, induced increase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CK8.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Occludin, and ZO-1 were downregulated（All P<0.05）. PKC kinase activity decreased at 1h 

after CRF treatment（P<0.05）. CRF-induced increased permeability, and downregulation of 

occludin were not blocked by CK8 silencing（All P>0.05）. Nevertheless, CK8 silencing blocked 

the effects of CRF regarding the decrease i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ZO-1 and increase in PKC 

kinase activity（All P<0.05）. 

Conclusions CK8 may increase of intestinal epithelial permeability induced by CR, inhibiting the 
activity of PKC kinase, and there may be other signaling pathways involved. 
 
 

PU-0705 

双生子感染 HBV 不同临床转归的 TCR 组库分析 

 
姜琼,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同卵双生子队列为研究疾病的基因易感性、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提供了良好的临床资料，同

卵双生子的遗传背景一致，HLA 分型相同，同卵双生子队列可用于研究遗传与环境对 TCR 组库

（TCR repertoire）的影响。高通量测序的方法分析对不同临床转归的慢性 HBV 临床队列的 TCR 

repertoire，从而研究 HBV 感染不同临床转归的 TCR repertoire 的特征，探讨 HBV 相关的保护性

免疫应答机制。 

方法 收集 7 对乙肝同卵双生子和 3 对健康双生子的外周血，流式细胞分选技术分选出 PBMC 的

CD8 T 细胞并提取 RNA，采用多重 PCR 的方法扩增 TCRβ CDR3 的片段构建 TCR repertoire，最

后进行 Illumina Hiseq2000 测序。通过差异基因分析方法比较乙肝与健康的同卵双生子之间、双生

子感染 HBV 不同临床转归的 CD8 T 细胞 TCR repertoire 的差异，进而分析遗传与感染在 TCR 

repertoire 形成中的作用。 

结果 双胞胎间 TCRβ 的 V、J 的基因取用相似，CDR3 克隆亦相近，慢性 HBV 双胞胎 CDR3 克隆

的相似性比健康双生子更明显，共有克隆更多。HBV 双生子间 TCR repertoire 相似性的程度与临

床转归（HBeAg 转换或未转换）无明显相关性，未发生 HBeAg 血清学转换的双生子间比发生

HBeAg 血清学转换的共有克隆多，但发生 HBeAg 血清学转换的共有克隆丰度更高，在发生血清学

转换的 TCR repertoire 中，存在某些高丰度的寡克隆。 

结论 TCR repertoire 多样性的形成，遗传的影响比重更大，TCR repertoire 具有明显的遗传偏差。

在感染 HBV 的双胞胎发生 HBeAg 血清学转换的外周血中，CD8 T 细胞 TCR repertoire 出现某些

与 HBV 保护性免疫应答相关的 CDR3 克隆增殖，这些 HBV 相关的保护性克隆有可能成为新的慢

性乙型肝炎治疗的分子靶点，为设计治疗性乙肝疫苗提供新的思路。 

 
 

PU-0706 

窄带成像放大内镜及碘染色对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及 

癌前病变的诊断价值 

 
李加欢,刘劲松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白光内镜、碘染色、窄带成像放大内镜检查对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及癌前病变的诊断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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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行内镜完整切除治

疗的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及癌前病变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分别运用白光内镜、碘染色、窄带成像

放大内镜检查对食管黏膜异常病变进行观察并行内镜诊断，将内镜诊断与 EMR/ESD 术后病理组织

学结果对比分析，评价不同的内镜检查方式对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及癌前病变的诊断效能。 

结果 本研究纳入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及癌前病变患者 90 例。男性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及癌前病变

的患病率显著高于女性（23.33%）。患者主要集中于 45 岁至 80 岁之间。最常见的病变部位为食

管中下段（胸下段 52 处，胸中段 35 处）。食管病变内镜下形态类型以 Tape0-IIb 最为常见，病变

大小多不超过 1/4 环周，肿瘤性病变环周大小超过非肿瘤性病变。早期食管鳞癌及癌前病变碘染色

阳性率高（98.95%），粉红征阳性比例随着肿瘤浸润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本研究中普通白光内镜

诊断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及癌前病变的准确性为 71.58%，灵敏度为 78.67%，特异度为 45.0%。

碘染色诊断的准确性为 77.89%，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0.67%和 30.0%。而 ME-NBI 诊断的准

确性为 88.42%，灵敏度为 92%，特异度为 75%。将碘染色联合 ME-NBI 对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进

行诊断，其准确性达 95.79%，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7.33%和 90%。碘染色联合 ME-NBI 对早

期食管鳞状细胞癌的诊断效能显著优于普通白光内镜、碘染色、ME-NBI。ME-NBI 对于早期食管

鳞状细胞癌的诊断特异度优于白光内镜和碘染色，灵敏度与碘染色相当。 

结论 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及癌前病变男性多见，年龄集中于 45-80 岁，最常见的病变部位为食管

中下段，内镜下形态以 Tape0-IIb 型为主，肿瘤性病变环周大小超过非肿瘤性病变。碘染色对食管

肿瘤性病变灵敏度很高，但特异性不佳，粉红征可作为预测食管早期鳞状细胞癌的重要标志。ME-

NBI 特异度优于碘染色及普通白光内镜。碘染色联合 ME-NBI 对早期食管鳞状细胞癌的诊断效能最

佳。 

 
 

PU-0707 

肠道隐窝干性因子 Ascl2 介导肿瘤缺氧微环境形成并促进结肠癌

细胞 EMT 发生及转移的机制研究 

 
尚杨杨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肿瘤缺氧微环境通过调节肠道隐窝干性因子 Ascl2 从而调控结直肠肿瘤 EMT

及转移发生的分子机制。 

方法 TCGA 数据库下载 503 例结直肠癌患者的肿瘤组织及其对应正常组织的转录组数据及患者临

床资料，分析缺氧诱导因子 HIF-1α、Ascl2 及抑癌因子 miR-200b 在癌症组织及正常组织、不同

stage 分期、不同 TNM 分期的表达及表达相关性。采用 Cocl2 化学诱导结直肠癌细胞缺氧，检测

不同缺氧时间段 HIF-1α、Ascl2、miR-200b 及 EMT 标记分子的表达情况。构建 HIF-1α 稳定过表

达细胞模型，分析 EMT 标记分子的表达，以及采用染色质免疫共沉淀和荧光素酶报告系统鉴定

Ascl2 上游调控区域存在的 HIF-1α 结合元件（HRE）。进一步通过定点突变和荧光素酶报告系统

证实发挥调控 Ascl2 转录功能的 HRE 元件。最后通过 transwell 小室、瞬时干扰 Ascl2 及瞬时转染

miR-200b 模拟物的方法证实缺氧、Ascl2 及 miR-200b 三者对结肠癌细胞转移及侵袭的作用。 

结果 HIF-1α 及 Ascl2 在 503 例结直肠患者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对照，而 miR-200b 的

表达趋势则相反。在 503 例结直肠患者肿瘤组织中，HIF-1α 与 Ascl2 的表达水平显著正相关、而

HIF-1α 和 miR-200b 的表达水平显著负相关。HIF-1α 及 Ascl2 在 stage I 和 stage II 期结直肠肿瘤

中的表达显著低于 III 和 IV 期，且两者在 M1 期的表达明显高于 M0 期。Cocl2 化学诱导 caco-2 和

sw480 结肠癌细胞缺氧，缺氧 16h 的 HIF-1α 和 Ascl2 的表达显著高于 0h、2h、4h、8h 和 12h，

而 miR-200b 的表达呈相反趋势。过表达 HIF-1α 导致 E-cadherin 上调、N-cadherin 和 ZEB1/2 下

调，ChIP 和荧光素酶结果显示 HIF-1α 通过诱导 Ascl2 启动子活性促进 Ascl2 转录。Transwell 小

室实验证实缺氧促进结肠癌细胞转移和侵袭，缺氧环境下干扰 Ascl2 能够阻遏转移和侵袭，而抑制

miR-200b 挽救了因 Ascl2 干扰而减弱的转移和侵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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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缺氧微环境影响结肠癌细胞 EMT 进程。HIF-1α 是肠道隐窝干性因子 Ascl2 的上游转录因子，

能够靶向诱导 Ascl2 的转录，并抑制 miR-200b 的表达，从而促进结直肠癌 EMT 和转移的发生。 

 
 

PU-0708 

Integrative analysis of the gut microbiome and metabolome 
in a rat model with stress induced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yue hu,Chaoying Chen,Meng Zhang,Bin Lv,Jinfeng Da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Stress is one vital etiology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which is well known for 
perturb the microbiome and exacerbate IBS associated symptoms. Changes in the microbiota 
and its metabolites affect the IBS pathophysiology. We investigated the alterations and 
correlations of the gut microbiome and metabolism in response to stress due to colorectal 
distention combined with restraint stress (CDR) administration in rats. 
Methods CDR stress was used to induce IBS-like symptoms in rats. Metagenomic sequencing of 
the 16S rRNA gene was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ileocecal intestinal contents microbiome. UPLC-
MS/MS assaying of small molecules was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metabolomes of the ileocecal 
intestinal contents. 
Results sequences, were identified. IBS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species diversity 
compared to control,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Shannon diversity index.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the mean community richness, as estimated by the 
Chao1 index,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IBS groups. The gut of IBS group was depleted of some 
potentially beneficial bacteria, such as Christensenellaceae, Bacteroides. sp and 
Ruminococcaceae, but were enriched in some bacterial taxa containing opportunistic pathogens, 
such as prevotellaceae and Prevotella. The differences in the metabolite profiles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IBS group significantly changed. Tryptamine and L-Phenylalanine were the 
primary differentially excreted metabolites were identified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IBS groups, 
and phenylalanine, tyrosine and tryptophan biosynthesis was the major metabolic pathway 
induced by stress. Several altered gut bacterial taxa exhibited potential interactions with stress-
induced IBS through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altered metabolism indicators, such a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ryptamine and Prevotella, and the negative between L-Phenylalanine and 
Oscillibacter. 
Conclusions Consequently, the gut microbiome, metabolism and their interaction are altered and 
may be critical for the onset or development of stress-induced IBS. 
 
 

PU-0709 

Lenti-CRISPR 病毒库筛选胰腺癌细胞 CD47 分子表达调控基因 

 
丁晓凌,曹维,周国雄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腺癌是一种恶性度高，预后极差的肿瘤。揭示胰腺癌免疫逃逸机制、寻找新的免疫治疗突破

点是当前的研究方向。在胰腺癌肿瘤微环境大量浸润的巨噬细胞也称为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TAM）。TAM 往往处于免疫抑制状态，与其高表达 CD47 分子密切相关。CD47 通过结合巨噬

细胞表面的 SIRPα 分子，抑制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目前，CD47 表达调控机制仍不清楚。 

方法 我们采用 Lenti-CRISPR 高通量筛选工具 GeCKO v2.0，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寻找胰腺癌细胞

CD47 分子的调节基因；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人胰腺癌细胞株 CD47 分子表达水平；采用肿瘤－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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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细胞共培养体系检测吞噬功能；免疫缺陷小鼠皮下接种肿瘤细胞体内监测肿瘤的生长和 TAM 的

分化和激活。 

结果 我们发现胰腺癌细胞 T608 高表达 CD47 分子，是良好的细胞模型。由此，我们首先构建了含

CD47 特异性 sgRNA 的 Lenti-CRISPR 逆转录病毒，感染 T608 细胞，FACS 检测证实 CD47 表达

显著下降。其次，采用肿瘤－巨噬细胞共培养检测吞噬作用，证明 CD47 基因敲除激活了巨噬细胞

的吞噬功能。另外，目前已建立并优化了 GeCKO 系统病毒库的包装，感染以及流式细胞仪分选流

程，验证了 GeCKO 系统的可靠性，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结论 胰腺癌细胞上调 CD47 分子的表达，抑制吞噬细胞的功能，以此逃避天然免疫应答。为了深

入理解胰腺癌细胞高表达 CD47 的分子机制，我们采用合适的细胞模型和全基因组学研究工具

GeCKO，建立并优化了筛选 CD47 表达调控基因的方法。结果将加深我们对胰腺癌免疫逃逸机制

的理解，也有利于设计合理的手段来抑制肿瘤细胞 CD47 分子表达，增强胰腺癌免疫治疗的效果。 

 
 

PU-0710 

肝星状细胞促进肝硬化时肝细胞向肝祖细胞的转化 

 
鲁智文,宋宇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利用基因敲入小鼠建立动物模型，研究在肝硬化时肝星状细胞参与肝细胞向肝祖细胞转化过

程中的作用。 

方法 一、动物模型的选择和建立 

1.用 C57BL/6 小鼠建立 TAA、CCL4、DEN+CCL4、胆管结扎 4 种不同类型的小鼠肝纤维化模型，

评估成模情况。 

2．检测 αSMA、CK19、SOX9、OPN 四种特异性标志物的表达情况。 

二、构建肝细胞特异性表达 EYFP 的基因敲入小鼠 

R26R-EYFP 基因敲入小鼠尾静脉注入 AAV8-TBG-Cre 后，可使肝细胞特异性标记 EYFP 而表达绿

色荧光。 

三、肝硬化时活化的肝星状细胞促进肝细胞向肝祖细胞的转化 

1.鉴定 DAPT 对活化的 HSC 的作用 

小鼠肝纤维化造模的后 4 周，除造模药物外，另以 50 mg/kg 腹腔注射 DAPT+DMSO，1 次/天，5

天/周，连续 4 周，对照组注射 DMSO，通过 HE、sirius 及 IHC 检测 αSMA 的表达，评估 HSC 的

活化情况。 

2.HSC 对肝细胞的影响 

R26R-EYFP 基因敲入小鼠 TAA 和 DEN+CCL4模型分为模型组和干预组，干预组在造模的后 4 周

腹腔注射 DAPT+DMSO，模型组注射 DMSO，免疫荧光检测肝祖细胞的标志物 CK19、OPN 的表

达情况。流式检测 LPC 的数量，分析肝细胞的转化情况。 

结果 1.成功构建出小鼠肝纤维化模型，选择 TAA 和 DEN+CCL4动物模型用于后续研究。 

2.R26R-EYFP 基因敲入小鼠，尾静脉注入 AAV8-TBG-Cre 后，可见几乎所有肝细胞形态的细胞表

达绿色荧光，汇管区及间质部位的细胞均不表达荧光蛋白，表达绿色荧光的细胞均为肝细胞。 

3.TAA 或 DEN+CCL4 肝纤维化造模，干预组与模型组比较，肝纤维化明显得到抑制，αSMA 表达

量明显减少。 

4.R26R-EYFP 基因敲入小鼠注射 AAV8-TBG-Cre 标记肝细胞，造 TAA 或 DEN+CCL4模型，免疫

荧光可以看到部分 LPC 表达绿色荧光，证明部分肝细胞去分化为肝祖细胞，且 DAPT 干预组比模

型组绿色荧光标记的 LPC 表达量明显降低，说明 HSC 促进肝细胞向肝祖细胞的转化。 

5.流式检测结果显示 DAPT 干预组的 EYFP 阳性的肝祖细胞的比例明显低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论 肝硬化时，活化的肝星状细胞促进肝细胞向肝祖细胞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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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11 

经鼻空肠管中消化道灌注复合益生菌治疗自身免疫性胃炎的探讨 

 
黄秀江 

黔东南州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经中消化道灌注复合益生菌调整肠道菌群失衡治疗自身免疫性胃炎的方法。 

方法 综合患者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内镜和病理检查等，2 例患者诊断为自身免疫性胃炎合并胃

神经内分泌肿瘤 1 型。对肉眼可见的胃神经内分泌肿瘤行内镜下切除，经内镜置入鼻空肠管将复合

益生菌（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肠溶片 50 片和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溶胶囊 50 粒）分别用 100ml 生理

盐水稀释后灌注到中消化道，每天一次，连续 5 天。对比治疗前后患者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内

镜和病理改变。 

结果 患者经复合益生菌灌注治疗后，乏力、头晕、心悸等症状逐步缓解至消失，口唇红润，甲床

及睑结膜无苍白。患者血红蛋白、血清铁、铁蛋白等实验室指标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抗胃壁细

胞抗体仍然呈阳性。内镜检查胃底体部黏膜无肉眼可见息肉样增生病变，病理活检提示胃底体黏膜

萎缩程度恢复到轻-中度水平。 

结论 经中消化道灌注复合益生菌调整肠道菌群失衡治疗自身免疫性胃炎，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且安全性高，为自身免疫性胃炎的治疗探索了新方法。 

 
 

PU-0712 

EUS-FNA 明确诊断的钙化性转移 1 例 

 
康颖

1
,王震凯

2
,魏娟

1
,汪芳裕

1
 

1.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南京市中医院 

 

目的 为明确一例―左侧卵巢肿瘤术后‖女性患者食管旁、肝胃间隙多发性高密度灶性质，行 EUS-

FNA 检查。 

方法 超声胃镜引导下胃体外压性隆起细针穿刺针吸活检（EUS-FNA）检查。 

结果 术后病理：活检组织示大量散在乳头状异型细胞巢伴大量钙化物形成，结合病史及免疫标记

结果考虑为腺癌（卵巢来源可能大）。至此诊断明确为卵巢癌钙化性转移。 

结论 如患者合并胸腹腔多处病变，性质不明，行 EUS-FNA 送检病理+免疫组化及时明确诊断，避

免手术探查。EUS-FNA 是确定胃粘膜下和腹腔病变性质安全有效的方法。 

 
 

PU-0713 

内镜辅助肠梗阻导管置管在结直肠癌性梗阻患者中的应用 

 
尚国印

1
,尚国印

1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经内镜肠梗阻导管置管在结、直肠癌所致肠梗阻患者治疗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27 例结直肠癌性肠梗阻患者，先行经鼻

或经肛途径置入肠梗阻导管，通过导管减压、引流等治疗后，再行一期根治切除吻合术。 

结果 27 例患者中 22 例行经肛型肠梗阻导管置入，5 例行经鼻型肠梗阻导管置入。置管 12～36 h

后所有患者腹痛、腹胀症状明显缓解; 24 例于 48～96 h 后腹痛、腹胀症状完全消失。比较所有患

者置管前、后腹围缩小程度，置管 24h 后为(80.3±17.6)%，明显小于置管前的 100%(t= 3.56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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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7 例患者经肠梗阻导管治疗 7～14 d 后，均成功施行一期根治切除吻合术，术后无腹腔感

染、吻合口漏等严重并发症发生。 

结论 经肠梗阻导管减压、引流等治疗后再行一期根治切除吻合术，是治疗结直肠癌性肠梗阻的有

效方法。 

 
 

PU-0714 

人体成份分析仪在炎症性肠病患者营养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何燕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人体成份分析仪在炎症性肠病患者营养支持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需要营养支持的炎症性肠病患者 120 例，随机分为干预组 60 例，对照组 60 例,干预组利用

BIA 法进行人体成分分析，根据身体成份、肌肉脂肪、蛋白质等结合患者血清白蛋白情况及肠镜下

粘膜表现综合分析后进行系统的营养管控 3 个月；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和护理指导 3 个月；每周监

测记录患者腹痛、腹泻、全身营养状况，血清白蛋白、血沉、C 反应蛋白、红细胞压积、BMI,比较

人体成分指标：BMI、脂肪率、肌肉率，体重指数。 

结果 实验组患者腹痛、腹泻、全身营养状况，血清白蛋白、血沉、C 反应蛋白、红细胞压积、BMI

改善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实验组患者脂肪率、肌肉率，体重指数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实验组患者总住院时间、住院费较对照组显著缩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人体成分分析对炎症性肠病患者营养支持的对照研究具有安全、测量精确、操作快捷等优

点，能够改善患者腹痛、腹泻、全身营养状况，血清白蛋白、血沉、C 反应蛋白、红细胞压积、

BMI；增加脂肪率、肌肉率，体重指数；缩短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提高患者满意度。根据人体

成分分析仪测量结果给予炎症性肠病患者营养支持治疗提供科学的依据，从而提供更加准确地临床

护理干预及指导性。 

 
 

PU-0715 

基于风险系数的护理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张先军 

天津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护理绩效管理是医院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质护理服务的核心内容。作为护士收

入的重要部分，绩效工资的合理分配一直是医院管理的重要议题。目前，多数医院在绩效分配时依

据的是医院整体效益，护士的绩效工资与所在科室的经济效益密切相关，而不是与护理工作相关。

在工作量大、风险高的科室因人力成本高或经济效益不好，人员绩效工资低，工效倒挂现象突出，

从而导致护士工作积极性受影响，护士科间调动困难，离职率居高不下。因此本文为解决此类问

题，尝试建立基于护理风险系数的护理绩效管理体系，并探讨实施后的效果。 

方法 纳入全院设有护士岗位的 21 个临床科室的全部在岗护士 292 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Ridit 分

析法以客观指标结合专家评定指标，评定临床科室护理风险系数，并对临床科室进行分类。纳入护

士岗位层级系数、护理质控评分、患者满意度指标，并用护理工作量进行加权，构建了基于科室护

理风险系数的护理绩效考核和分配体系。选取全院护士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护理绩效改革，通过预测

算，试运行，绩效沟通和反馈，再试运行的方式并入于医院整体绩效管理。采用自制护士满意度及

薪酬满意度调查表，在试运行基于风险系数的护理绩效管理体系三个月后开展全院临床护士对薪酬

满意度及对绩效体系的满意度测评，并与开展新体系之前护士的满意度等对比，分析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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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试运行基于风险系数的护理绩效管理体系三个月后，全院临床一线在岗护士总体对薪酬的满

意度有所提高（ x
2
=49.054 ，P=0.000），对分配方案的总体满意度提高（ x

2
=56.737，

P=0.000）；在以科室为单位进行分层比较时，结果差异较大，部分科室在薪酬满意度、对分配方

案的满意度上与原体系比较无差异（P>0.05），但是除医技科室、供应室、营养科外，74.47%的

科室满意度高于原体系。 

结论 构建并实施基于风险系数的护理绩效管理体系，有利于充分体现护士的劳动价值和工作技

能，真正实现劳有所值。护理绩效改革势在必行，基于护理风险系数的绩效管理体系能够保证绩效

考核和绩效分配的科学性、公平性，有效减少或避免了科室之间的矛盾，保证了护理队伍的稳定。 

 
 

PU-0716 

硫唑嘌呤治疗炎症性肠病的疗效研究 

 
黄奇 

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我院 IBD 患者使用 AZA 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收集活动性 IBD 患者，开始予 AZA 及糖皮质激素治疗，激素撤离后以 AZA 维持治疗，随访

监测第 12、24、48、96 周的临床疗效，内镜下黏膜愈合程度及不良反应。 

结果 纳入研究的 IBD 患者共 80 例，60 例 UC，20 例 CD。AZA 治疗 UC12 周、24 周、48 周、96

周的总有效率分别是 84.7%、83.3%、80%、86.7%；缓解率分别是 11.5%、20.8%、55%、

53.4%。AZA 治疗 CD12 周、24 周、48 周、96 周的有效率分别是 80%、88.9%、100%、

100%；缓解率 70%、77.8%、75%、66.7%。UC 患者使用不同剂量的 AZA 治疗，2mg/kg 组与

1mg/kg 在 WBC、ESR、CRP 和 Sutherland 评分、内镜下黏膜愈合 Mayo 评分、临床治疗反应对

比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AZA 对 UC 患者的长期维持缓解及激素撤停率有明显效果。AZA 治疗 UC 使用的剂量分别

1mg/（kg.d）和 2mg/（kg.d），且疗效并无明显差异。CD 患者使用 AZA 可有效维持撤离激素后

的长程缓解，减少复发率、减少激素的用量。AZA 可有效的促进 IBD 患者肠道黏膜的愈合程

度。 AZA 用于 IBD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但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PU-0717 

粪便 HMGB1 鉴别 IBD 与 IBS 的价值及与 IBD 炎症程度相关性 

 
王玲利,宴维,付妤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高迁移率组蛋白 B1（HMGB1）在炎症性肠病（IBD）和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粪便

中表达的差异，进而评估其在 IBD 与 IBS 鉴别诊断中的价值及与 IBD 炎症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52 例 IBD 患者(25 例 CD,27 例 UC),33 例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及 26 例健康对照志愿

者（HC）粪便样本,使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各组粪便中 HMGB1 的蛋白表达，分析其在 IBD 及

IBS 中表达的差异及与 IBD 临床疾病活动度和内镜评分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HMGB1 在 CD 和 UC 患者粪便中含量明显高于 IBS 患者（CD vs.IBS：P=0.0026,UC 

vs.IBS:P=0.0003），CD 和 UC 及 IBS 和 HC 之间无明显差异（CD vs.UC：P=0.3227,IBS vs. 

HC:P=0.0565）。粪便 HMGB1 蛋白相对表达量与 IBD 临床疾病活动度相关性系数（r）分别是

CD:r=0.40 ， P=0.0466 ； UC:r=0.4529,P=0.0416 ； 与 内 镜 评 分 之 间 r 分 别 是 CD ：

r=0.4529,P=0.0230；UC:r=0.4561，P=0.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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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粪便 HMGB1 在 IBD 与 IBS 患者中分布具有明显差异且与 IBD 患者临床疾病及内镜评分具有

较好相关性,提示粪便 HMGB1 可作为鉴别 IBD 与 IBS 的一个新的无创生物标记物,有助于评估 IBD

患者肠道炎症程度及评价治疗效果。 

 
 

PU-0718 

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在人工肝治疗肝衰竭患者中的应用 

 
彭娜,雷英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在人工肝治疗肝衰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科 2014 年 1 月到 2017 年 1 月收治的人工肝治疗肝衰竭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各组 5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人文关怀护理模式进行

干预。评估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自理能力以及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心理状态改善明显，自理能力增强，对护理服务满意度提高，组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在人工肝治疗肝衰竭患者中的应用，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和对护理服务满意度。 

 
 

PU-0719 

PRKCB 基因对胃癌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 

 
廖婉玉,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研究 PRKCB 基因在胃癌 SGC7901 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中的作用，以探讨 PRKCB 基因是否

与胃癌细胞转移有关。 

方法 应用 RNA 干扰技术下调胃癌细胞 SGC7901 中 PRKCB 基因的表达，将其分为转染阴性对照

siRNA（si-Control）的阴性对照组（control 组），以及转染两条 PRKCB siRNA(si PRKCB#1 和

si-PRKCB#2)的转染组 1（si1 组）和转染组 2（si2 组），分别采用荧光实时定量 PCR（Real-

time，RT-PCR）和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在 PRKCB mRNA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鉴定小干扰

RNA 的干扰效果。最后，利用 Transwell 迁移实验及 Transwell 侵袭实验比较 control 组、si1 组、

si2 组胃癌细胞的迁移能力及侵袭能力。 

结果 通过荧光实时定量 PCR 和免疫印迹法分别检测各组细胞中 PRKCB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

平，可以发现与转染阴性对照 siRNA 细胞相比较，转染针对 PRKCB 的小干扰 RNA 的 SGC7901

细胞中, PRKCB1 基因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都显著降低(P<0.05)。Transwell 迁移实验中，转染

PRKCB siRNA 的 si1 组和 si2 组中能够穿过滤孔膜到达下室的细胞数较转染阴性对照 siRNA 的

control 组中的细胞数明显减少(P<0.05)。同样的，在 Transwell 侵袭实验中，转染 PRKCB siRNA

的 si1 组和 si2 组中能够穿过基质胶到达下室的细胞数较转染阴性对照 siRNA 的 control 组中的细

胞数明显减少(P<0.05)。 

结论 下调胃腺癌细胞 SGC7901 中 PRKCB 基因的表达，能够减弱胃腺癌细胞 SGC7901 的迁移及

侵袭能力，其具体机制尚不清楚。表明或许能够通过找到相关的靶向抑制 PRKCB 基因表达的药物

来抑制胃癌细胞在机体中的转移，这需要下一步的相关动物及临床实验去进一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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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0 

Clostridium symbiosum promotes prolifera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by activating p38/MAPK signaling 

pathway 

 
Yimeng Ren 

Renji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Mounting evidence has highlighted the key role of intestinal microbiota in multiple 
diseases. Imbalance of gut microbiota, namely intestinal dysbiosis, has been reported to initiate 
and faciliate progression of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cies. Our previous study suggests that a 
significant stepwise increase of Clostridium symbiosum abundance was found in colorectal 
adenomas, early colorectal cancer (CRC) and advanced CRC, indicating a possible 
carcinogenesis rol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RC. We aim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 
symbiosum contributes to the emergency of CRC by promoting proliferation of CRC cell lines and 
its possible carcinogenesis mechanisms. 
Methods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s with different malignant degree were exposed to C. 
symbiosum and control reagent for sequential analysis. We co-cultured cancer cell lines HT-29, 
HCT116 and DLD with C. symbiosum or control bacteria or phosphate-buffered saline (PBS). A 
proliferation assay was then perform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days to address whether C. 
symbiosum has a proliferation-promoting effect on CRC cell lines. Immunoblot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sults Compared to control reagents, prolife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three cell 
lines incubated with Clostridium symbiosum (p<0.05). Immunoblot assays indicate that after 
exposing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to C. symbiosum, p38/MAPK signaling pathway was activated 
significantly, through which C. symbiosum may play a carcinogenesi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Conclusions Clostridium symbiosum plays a possible carcinogenesis role in the initia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by promoting proliferation of CRC cell lines through p38/MAPK signaling 
pathway. 
 
 

PU-0721 

表浅型食管鳞癌发生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分析 

 
陆恒,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分析表浅型食管鳞癌发生淋巴结转移（1ymph node metastasis，LNM）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

系，探讨表浅型食管鳞癌（superficial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ESCC）发生

LNM 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2017 年 6 月于南京军区总医院行手术治疗的 215 例 SESCC 患者，

分析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部位、肿瘤大小、大体分型、分化程度、浸润深度、脉管癌栓浸润等

临床病理特征。采用单因素分析 SESCC 淋巴结转移与其临床病理特征间的关系，采用 Logistic 回

归模型分析 SESCC 发生 LNM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215 例 SESCC 患者中有 21 例有 LNM，LNM 率为 9.8%。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最大直径、肿

瘤浸润深度、组织学分化程度、脉管癌栓浸润与 SESCC 淋巴结转移具有相关性(P 值均<0.05)。采

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最大直径、分化程度、浸润深度、脉管癌栓浸

润均是 SESCC 发生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OR 分别为 5.632、5.570、5.401、4.316，P 值均
<0.05)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20 
 

结论 肿瘤最大直径、分化程度、浸润深度、脉管癌栓浸润均与 SESCC 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术

前需充分评估淋巴结转移的风险，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法。 

 
 

PU-0722 

某传染病医院临床科室护理风险系数评定与绩效分配分析 

 
张先军 

天津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传染病医院由于各临床病区的专业、收治的病种、疾病的危重程度不同，导致护理工作量、

护理风险也有很大差别。由于各临床科室的护理风险的差异性，造成实际工作中进行人力资源调配

时，几乎所有护士都不愿意到感染科这种劳动强度大、护理风险高的科室工作。既往的护理绩效分

配方案缺乏客观的量化标准，仅由科室主导的绩效工资分配方法容易造成护士劳动强度与绩效工资

分配不成比例，不能体现不同科室不同岗位所承担的责任、风险、劳动强度、技术含量等价值要

素，这样就会使临床一线护理队伍的不稳定性增加，同时也影响了护士的工作积极性，制约了临床

护理质量的提高。因此，某传染病医院尝试改革护理绩效分配方案，对临床科室护理风险进行测

评，并纳入绩效分配系统中，以达到绩效工资公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酬、人力资源合理配置

的目的。 

方法 将某传染病医院的临床科室，其中包括 10 个住院病区，1 个 ICU，1 个艾滋病科室（门诊+住

院），1 个手术室，2 个门诊，4 个医技辅助科室共 19 个科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Ridit 分析法以

客观数据指标和评委评定指标对临床 10 个病区和 9 个非住院科室的护理风险系数进行评定，通过

医院电子信息系统以 2015 年全年数据作为评定指标的本底数据，统计出各临床科室护理风险系数

后加以住院病人天数指标进行权重调整，可直接作为绩效奖金的分配依据。 

结果 经标准化后感染科、感染二科（艾滋病科）和 ICU 的风险系数排在前三，分别为 2.43、

2.00、1.93。门诊、肝病类科室风险系数比较集中，分布于中间位置。彩超室、肝病四科、供应室

位于后三位，分别为 1.25、1.15、1.06。将当月住院病人住院天数作为权重指标对护理风险系数进

行调整，能够充分体现临床护理工作量。 

结论 评定并实施基于风险系数的护理绩效二次分配方案，并将绩效分配改革与人力资源调整同步

进行，客观评价病区之间的护理工作量及风险差异，在绩效考核中，特别在最终绩效奖金分配中公

平合理体现临床科室不同的护理风险，可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公平原则，可使护理管理具有

一定的垂直管理性，可促进护理队伍的稳定及有序流动。按照动态式的护理风险系数合理地进行护

理人力资源配置并进行奖金薪酬待遇的调整，是调动护士工作积极性、提高护士工作满意度的有效

措施。 

 
 

PU-0723 

食管神经内分泌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分析： 

55 例外科手术病例的回顾性分析 

 
陆恒,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分析食管神经内分泌癌发生淋巴结转移（1ymph node metastasis，LNM）与临床病理特征的

关系，探讨食管神经内分泌癌（ENEC）发生 LNM 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2 年 1 月~2018 年 3 月于南京总医院行手术治疗的 55 例 ENEC 患者，分析患

者的性别、肿瘤组织类型、肿瘤大小、肿瘤 T 分期、肿瘤形态等临床病理特征。采用单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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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C 淋巴结转移与其临床病理特征间的关系，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ENEC 发生 LNM 的独

立危险因素。 

结果 55 例 ENEC 患者中有 32 例有 LNM，LNM 率为 58.2%。男性 39 例,LNM24 例，LNM 率为

61.5%；女性 16 例，LNM8 例，LNM 率为 50%。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 21 例，LNM 10 例，LNM

率为 47.6%；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 14 例，LNM 9 例，LNM 率为 64.2%；混合型腺神经内分泌癌

20 例，LNM 13 例，LNM 率为 65% 。肿瘤 T 分期：T1 期 10 例，LNM 4 例，LNM 率为 40%；T2 

期 21 例，LNM 10 例，LNM 率为 47.6%；T3 期 19 例，LNM 13 例，LNM 率为 68.4%；T4 期 5

例，LNM5 例，LNM 率为 100%。肿瘤大小<2cm 13 例，LNM 6 例，LNM 率 46.2%；肿瘤大于≧

2cm 42  例，LNM 24 例，LNM 率 57%。肿瘤形态隆起型 30 例，LNM 16 例，LNM 率 53.3%；溃

疡型 24 例，LNM15 例，LNM62.5 率；平坦型 1 例，LNM1 例，LNM 率 100%。单因素分析显示 

性别、肿瘤组织类型、肿瘤大小、肿瘤 T 分期、肿瘤形态均与 ENEC 淋巴结转移无明显相关性(P

值均>0.05)。 

结论 ENEC 恶性程度高，发生淋巴结转移几率高；性别、肿瘤组织类型、肿瘤大小、肿瘤 T 分

期、肿瘤形态均与 ENEC 淋巴结转移无明显相关性。故本研究建议确诊 SENC 患者，术后均应追

加放化疗。 

 
 

PU-0724 

Analyzing the Cost- effectiveness of Azathioprine Therapy 
for the Induction of Remission in Steroid – dependen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patients. 
 

黄奇 

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To evaluate the use of AZA reduces resource consumption, including hospitalization, 

diagnostic endoscopic procedure and out- patient visits and presenting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AZA might prove to be a cost- effective option. 

方法  89 active IBD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using AZA from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1
st
Affiliated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2 – December 2014 by using cross- sectional , 

longitudinal study for cost – effectiveness. 

结果 This drug Azathioprine has the potential of improving medic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by 

reducing total costs from frequent hospitalization, expensive drug costs, surgeries and 
radiological procedures as well as maintain IBD patients to the better employment. 

结论 Azathioprine as a drug of choice in IBD patients;  has many advantages in a various factors , 

which are minimum drug and procedure costs, improving opportunity in employment and as well 
as in overall drug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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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25 

血栓弹力图、D-二聚体及纤维蛋白原与溃疡性 

结肠炎的相关性研究 

 
王慧,汪芳裕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总医院 

 

目的 检测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活动期、缓解期患者及健康对照人群中血栓弹力

图（TEG）、D-二聚体(D-D)和纤维蛋白原(FIB)的水平，探讨患者凝血功能与溃疡性结肠炎病情的

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2 月-2107 年 12 月我中心收治的 88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活动期 48

例、缓解期 40 例，40 例健康对照 TEG 中的纤维蛋白原反应时间(K 值)、凝固角（A 角）及最大振

幅（MA 值)、D-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水平，采用方差分析评估三组之间一般情况，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评估 K 值、A 角、MA 值、D-D 和 Fib 与 UC 病情的相关性。 

结果 三组之间性别、年龄、病程时间及吸烟史无明显差异。活动期患者平均 K 值、A 角、MA 值、

D-D 和 FIB 分别为 2.37±0.55min, 80.88±9.28 度，75.25±6.64mm ，1.54±0.24mg/l, 3.44±0.78g/l; 

缓解期患者 K 值、A 角、MA 值、D-D 和 FIB 分别为 3.27±0.38min、72.26±5.24 度，

62.57±8.53mm，0.82±0.37mg/l， 2.78±0.58g/l;对照组平均 K 值、A 角、MA 值、D-D 和 FIB 分别

为 3.82±0.74min, 58.44±7.39 度, 50.12±4.27mm, 0.66±0.27mg/l, 2.44±0.65g/l.活动期患者的 A

角、MA 值、D-D 和 FIB 明显高于缓解期患者和对照组；而 K 值明显低于缓解期患者和对照组，缓

解期患者的 K 值、A 角、MA 值、D-D 和 FIB 水平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K 值与疾病活动活动负相

关，而 A 角、MA 值、D-D 和 FIB 与疾病活动正相关。 

结论 血栓弹力图中的 K 值、A 角、MA 值、D-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构成的凝血指标与溃疡性结肠炎

的病情危险程度密切相关。TEG 中的 K 值与疾病活动负相关，而 A 角、MA 值、D-D、FIB 与疾病

活动正相关，上述指标在辨别 UC 患者活动期与缓解期方面的具有一定价值，但在区分 UC 缓解期

患者和健康人之间价值不大 

 
 

PU-0726 

肝硬化腹水患者的综合护理 

 
何长伟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肝硬化腹水患者的综合护理，制定相应的综合护理措施。 

方法 通过临床多位肝硬化患者的护理措施、护理评价以及回瞻性的解析肝硬化腹水患者综合护理

进展情况，从而有效地制定出对临床肝硬化患者的综合护理措施。 

结果 通过对临床肝硬化腹水患者的多方面护理诊断做出积极相应的临床治疗以及综合护理，结果

护理进展效果显著。 

结论 促进肝硬化腹水患者疾病好转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制定肝硬化腹水患者相应的综合护理措

施。1、心理护理：对于肝硬化腹水患者而言，积极的心理护理是保证肝硬化腹水患者积极配合治

疗从而有效恢复健康地第一步。2、饮食护理：肝硬化腹水患者极易诱发营养不良，而指导患者合

理的蛋白质、高热量、高维生素、低脂低盐的饮食有利于肝硬化腹水的消退。3、皮肤护理：肝硬

化腹水患者由于皮肤易出现浮肿，因此要特别注意患者皮肤的护理，应协助患者定时翻身拍背，保

证皮肤清洁干燥，防止出现压疮。4、用药护理：遵医嘱正确合理应用利尿剂、白蛋白以及抗生素

也是促进肝硬化腹水患者好转的关键。5、导管护理：对于应用利尿剂但效果不显著的腹水患者可

采用腹腔穿刺的方法引流腹水，穿刺后保持导管通畅，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首次腹水引流量不

超过 1000ml，每次引流完成后使用肝素钠封管并固定，防止出现感染。6、预防感染：肝硬化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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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极易并发感染，应做好相应的预防控制感染的措施。7、健康教育：向肝硬化腹水患者以及家

属讲解用药、合理饮食的重要性，限制水钠摄入，详记出入量，定期复查。肝硬化腹水患者极易反

复发病，病人心理、生理方面的痛苦巨大，通过相应的综合护理措施可以有效地减轻患者的痛苦，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患者对于护理人员的满意度，从而使得临床护理工作顺利展开。 

 
 

PU-0727 

1128 例门诊老年人胃食管反流病的诊治分析 

 
许卫君,魏娟,刘畅,吴琳,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胃食管反流病是指胃内容物反流至食管、口腔（包括喉部）和或肺部而引发的症状或并发

症。随着年龄的增长，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率逐渐升高，老年人为高发人群，发生机制复杂，而且

临床表现不典型，重症和并发症多见。了解老年人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特点，可以提高对该疾病的

正确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到 2018 年 1 月因消化道症状来我院门诊就诊的 6338 例老龄患者

（≥65 岁）的临床资料，其中 1128 例确诊为胃食管反流病，按年龄分为<75 岁组和≥75 岁组，其

中<75 岁组 692 例，≥75 岁组 436 例。对于具有反流症状的初诊患者均给予胃镜检查。 

结果 所有入组病人（≥65 岁）患胃食管反流病的患病率达 17.8%（1128/6338），<75 岁组患者患

病率为 17.2%（692/4023），≥75 岁组患病率为 18.8%（436/2315），和国内相关文献报道相比

显著高于非老年人，符合老年人发病率高特点。烧心感和反流仍是老年人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的常见

症状，79.77%（552/692）<75 岁患者和 89.68%（391/436）≥75 岁组患者出现。胸痛、上腹痛、

上腹部烧灼感、嗳气等不典型临床症状出现在 44.08%（305/692）<75 岁和 53.90%（235/436）

的≥75 岁患者中。57.95%（401/692）的<75 岁患者和 63.99%（279/436）≥75 岁患者有咳嗽、咽

喉症状、哮喘、牙蚀症等食管外症状。所有患者中约 60%（676/1128）至少存在一种呼吸道症状

（声嘶、慢性咳嗽、喘息等）。对部分内镜阴性，但临床症状典型的患者给予质子泵抑制剂

（PPI） 诊断性治疗（159/1128），效果明显。PPI 是治疗胃食管反流病（GEＲD）的首选药物，

1128 名患者疗程均不低于 6 周，并嘱其生活方式的改变，如减肥、抬高床头、戒烟、睡前 2-3 小

时避免进食等，对一种标准剂量的 PPI 效果不佳的患者（312/1128）（197 例<75 岁和 115 例≥75

岁患者）改换另一种 PPI，或者同一种 PPI 加量，效果明显。 

结论 老年人胃食管反流病中不典型症状发生率高，并且呼吸道症状发生率高。老年胃食管反流病

的患者治疗目标与方法和普通患者区别不大，长时间的 PPI 治疗仍是主要方法之一，剂量应根据老

年患者自身特点，强调个体化、精细化治疗。 

 
 

PU-0728 

SOX2 蛋白在早期食管癌鉴别诊断及微浸润判断的研究 

 
王渝,徐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内镜中心 

 

目的 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通常由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LGIEN）发展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HGIEN），最终进展为浸润性鳞状细胞癌。目前，早期食管

癌治疗首选内镜下黏膜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由于食管癌的生物

学行为特点即早期出现黏膜下浸润，黏膜固有层或更深部位小巢样细胞团的性质难以判断，单一常

规 HE 染色无法准确鉴别 HGIEN 和早期浸润癌。而 SOX2 可能参与食管鳞状细胞癌的演进过程，

可能与浸润转移相关。HE 染色联合 SOX2 蛋白免疫组化对食管 HGIEN 和早期浸润癌进行鉴别诊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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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食管 ESD 手术标本共 123 例，术后病理确诊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或早期食管癌。常规

HE 染色，同时应用单克隆兔抗 SOX2 抗体进行 EnVision 二步法免疫组化（IHC）检测。 

结果   根据 SOX2 蛋白在食管鳞状上皮病变基底层的不同表达情况，如果基底层非连续性的完整表

达可以确诊为 HGIEN，如果基底层表达缺失就可以诊断为食管癌早期浸润。同时单一常规 HE 染

色 HGIEN 诊断率 48.8%，早期浸润癌 15.4%，黏膜下微浸润检出率 12.2%。常规 HE 染色联合

SOX2 免疫组化，早期浸润癌检出率由 15.4%提高到 22.7%，黏膜下微浸润检出率由 12.2%提高到

17.1%。 

结论 根据 SOX2 蛋白在鳞状上皮基底层及更深部位的不同表达形式，与常规 HE 染色联合，更能

准确鉴别 HGIEN 和早期黏膜下浸润，提高早期微浸润的检出率。SOX2 蛋白是鉴别食管 HGIEN 和

早期浸润及微浸润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PU-0729 

Detection Rate of Esophage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High-risk groups in 

recent 10 years in Xinjiang 

 
卢加杰,高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detection rate of esophage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high-risk groups. 

方法 Subjects undergoing endoscopy between January 2007 and December 2016 were included. 

According to the risk factors of esophageal cancer,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general 
population and high-risk groups. 

结果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high-risk groups, patients with precancerous lesions 

accounted for 0.29% and 8.80%. These patients belong to the high-risk groups of esophageal 
cancer accounted for 99.00%. As age increased, the esophageal cancer detection rat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01). A significant gender disparity of the detection rate was 
observed, males and females were 2.06% and 0.84%. For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he detection 
rate of Kazak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Uygur and Han, 4.96%, 1.04% and 0.88%, 
respectively. 

结论  Almost all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 were at high risk for 

esophageal cancer. High-risk groups screening was a feasible and effective strategy for 
esophageal canc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t present in Xinjiang. 
 
 

PU-0730 

鼻胆管引流及胆道塑料支架置入在 ERCP 胆总管 

取石术后的早期疗效观察 

 
吴琳,刘炯,陈春燕,姜琼,赵丽,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比较鼻胆管引流术（ENBD）和胆道塑料支架置入术对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胆总管

取石术后胰腺炎（PEP）及高淀粉酶血症的预防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消化内科收治的确诊为胆总管结石的 164 例患

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行 ERCP 加取石，其中 86 例术后给予 ENBD 行胆汁外引流（3-5 天拔

管），78 例术后给予胆总管塑料支架置入行胆汁内引流。所有内镜操作均由同一名高年资主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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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及二名配合护士完成。比较 2 组术后 3h 和 24h 血常规、血清淀粉酶、脂肪酶、胆红素、肝酶水

平，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水平，腹部疼痛症状变化（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评分））。 

结果（1）术后 3h 二组血清淀粉酶、脂肪酶水平、胆红素、胆道酶水平，腹部疼痛症状变化，

ENBD 组优异胆道支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小于 0.05）；血常规、CRP、降钙素原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大于 0.05）。 

（2）术后 24h 二组胆红素、胆道酶水平，ENBD 组优异胆道支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小于

0.05）；血常规、CRP、降钙素原水平，腹部疼痛症状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大于 0.05）。 

结论  ENBD 及胆道塑料支架置入可以减少 ERCP 胆总管取石术后胰腺炎及高淀粉酶血症的发生，

是预防 ERCP 术后胰腺炎及高淀粉酶血症的有效方法；术后 ENBD 外引流方式在减轻黄疸，降低

胆道酶，改善腹部症状等方面早于胆道支架置入。 

  
 

PU-0731 

奥曲肽通过调控脂肪酸代谢缓解非酒精性脂肪胰 

 
甘灿

1
,陈艳华

1
,赵翀

2
,高锦航

2
,唐承薇

1,2
,刘瑞

2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消化疾病研究室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胰是以胰腺实质细胞尤其是腺泡细胞过多甘油三酯沉积为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

征。奥曲肽是人工合成的具有与内源性生长抑素作用相似的八肽。本研究旨在探讨奥曲肽对高脂饮

食诱导的小鼠非酒精性脂肪胰脂肪酸合成及 β 氧化代谢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60 只雄性 C57BL/6J 小鼠随机分为正常饮食（NC）、高脂饮食（HFD）、高脂饮食+奥曲肽

（HFD+O）组，45%高脂饮食 16 周后，HFD+O 组皮下注射奥曲肽 60μg/Kg/12h×8 天，NC 组及

HFD 组皮下注射生理盐水。测量小鼠体重、进食量和胰腺重量。比色法检测血清及胰腺甘油三酯

（TG）、胆固醇（TC）及游离脂肪酸（NEFA）含量。检测血清胰岛素（INS）水平，行葡萄糖耐

量试验（OGTT）反映小鼠胰岛素抵抗。石蜡切片 HE 染色观察胰腺病理变化，冰冻切片油红 O 染

色观察胰腺脂质沉积，透射电镜观察胰腺腺泡细胞超微结构。RT-q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胰腺

腺苷酸激活蛋白激酶（AMPK）、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1c（SREBP-1c）、乙酰辅酶 A 羧化酶

（ACC）、脂肪酸合成酶（FAS）、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α）、乙酰辅酶 a 氧化

酶（ACOX-1）以及棕榈酰基转移酶（CPT-1）mRNA 及蛋白的水平。 

结果 与 NC 组相比，HFD 组小鼠体重及胰腺重量显著增加（P<0.05），血清 TC、胰腺 TG 显著升

高（P<0.05），OGTT 曲线下面积显著增加（P<0.05）；胰腺腺泡细胞中出现空泡样改变及内质

网扩张；胰腺 p-AMPK/AMPK、ACC、FAS mRNA 及蛋白水平显著升高（P<0.05），PPARα、

ACOX-1、CPT-1 mRNA 及蛋白水平显著降低（P<0.05），SREBP-1c mRNA 水平显著升高

（P<0.05）。与 HFD 组相比，HFD+O 组小鼠体重及胰腺重量明显减少（P<0.05），胰腺 TG 显

著下降（P<0.05），OGTT 曲线下面积显著降低（P<0.05）；胰腺组织脂滴沉积明显改善；胰腺

p-AMPK/AMPK、ACC、FAS mRNA 及蛋白水平显著下降（P<0.05），PPARα、ACOX-1 mRNA

及蛋白水平显著升高（P<0.05）。各组小鼠的进食量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在高脂饮食诱导的小鼠非酒精性脂肪胰模型中，奥曲肽能显著缓解胰腺脂质沉积，其机制可

能与其改善胰腺脂肪酸合成及增强 β 氧化代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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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32 

家庭式延续性护理对炎症性肠病患者预后效果的研究 

 
李夏薇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目的 探讨家庭式延续性护理对炎症性肠病患者预后效果，以寻求更好更适合的护理模式与方法，

为炎症性肠病患者提供更好的临床连延续性护理，从而达到提高炎症性肠病患者生活质量，同时提

高炎症性肠病患者的依从性，指导临床护理工作的目的。 

方法 将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住院患者，经住院治疗好转出院并加入随访的炎症性肠病患者

100 例，按随机分组原则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实验组采取对患者个人定期进行随访、

微信交流答疑、讲座宣教等常规护理干预的同时，定期对患者的家庭成员进行微信群随访、交流答

疑、炎症性肠炎疾病的相关宣教、讲座、访谈等护理干预；对照组仅对患者个人进行定期随访、微

信交流答疑、讲座宣教等常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腹痛、腹泻的发生情况、以及患者依从性及

再住院率的情况。 

结果 实验组在腹痛发生率、腹泻发生率、再住院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实验组患者依从性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家庭式延续性护理对炎症性肠病患者预后效果具有积极作用，从患者及家庭成员两方面同时

进行针对性的延续性护理干预，即采用家庭式延续性护理模式，更突出了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的作

用，增强了患者对抗疾病的信心，明显改善炎症性肠病患者生活质量，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值得

临床护理工作推广并使用。 

  
 

PU-0733 

幽门螺杆菌感染可能会增加 GERD 发病 

 
许庆洪

2,1
,陈志涛

1
,吴杰

1
 

1.武汉市中心医院 

2.江汉大学医学院 

 

目的 近 30 年以来关于 HP 与 GRED 的多项 RCT 研究均表明 HP 与 GERD 呈负相关，并发现根除

HP 可以增加 GERD 的发病率，甚至多数学者认为 HP 感染对于 GERD 的发病具有保护性的作用。

虽然有研究声称根除 HP 与 GERD 无关，但目前尚无研究可以否认―GERD 与 HP 的负相关性‖以及

―保护性作用‖。本文在消化性溃疡患者中，探析 HP 与 GERD 的相关性。 

方法 本项研究是一项回顾性分析，分析了 953 人 PU 患者，180 人 PU 合并 GERD 患者以及 298

例 GERD 患者，数据通过我院住院管理系统检索 2015 年至 2017 年消化内科住院患者，用二元

logistic 分析 HP 感染与 GERD 的相关性。 

结果 GERD 患者中合并 PU 者比不合并者明显增加（75.6%VS36.2%，P=0.000）。HP 感染的消

化性溃疡患者发生 GERD 的概率为 17.5%（136/778），HP 阴性的溃疡患者发生 GERD 的概率为

12.4%（44/35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31,OR 1.497,95%Cl[1.038-2.159]）。 

结论 GERD 具有较低的 HP 感染率，可能原因是 LES 松弛使得氧气较易进入胃内，相对可以抑制

微需氧的 HP 繁殖。HP 感染可以增加 GERD 发病的原因，可能是通过胃瘦素和饥饿素对 5-HT 的

影响改变 LES 的收缩能力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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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34 

经鼻插入型肠梗阻管患者的宣教及心理干预 

 
缪川莉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目的 通过评估置入肠梗阻管患者的心理状态，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健康宣教及心理干预，帮助患

者了解肠根阻管的作用，杜绝意外拔管，缓解紧张情绪，学会自我观察，积极接受肠梗阻管的治

疗，促进患者肠梗阻的康复。 

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 3 年收治的 30 例非手术治疗的肠梗阻患者，选择经鼻插入型肠梗阻管治疗患者

的临床资料，总结患者的护理经验，帮助患者了解自身病情，用易理解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梗阻的病

因以及临床表现，向患者解释肠梗阻管的构造，防止意外拔管的发生，护理人员加强梗阻管的临床

观察，床旁挂观察表格，记录长度以及倾听患者的主诉，观察有无腹痛、腹胀等症状，加强与患者

的沟通交流，观察患者的心理状态，指导患者学会对疾病的自我观察，焦虑恐怖心理的自我疏导，

配合医护人员完成治疗。 

结果 30 例患者均得到了良好的护理效果，无意外拔管的发生。 

结论 有效的健康宣教和心理干预，能够消除患者恐惧焦虑的心理状态，不仅能够减少意外拔管的

发生，还能促进患者更加积极的配合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对疾病的治疗和治愈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对于置管患者的心理干预非常重要，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进行心理干预可收到显著的临床效

果，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PU-0735 

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治疗高龄胆总管结石的临床疗效观察 

 
刘丹 

丹东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 ( ERCP ) 治疗高龄胆总管 结石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本院收治的 162 例高龄胆总管结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 (n = 81 例) 和观

察组(n = 81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肝胆外科手术治疗，观察组予以 ERCP 术治疗，比较两组研究对

象 的腹痛缓解时间、黃疸消退时间、取石成功率、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的腹痛缓解时间、黄疸消退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 组，均有 P < 0.05 , 对照组及观察组

的取石成功率比较 , 统计结果显示无差异 , P > 0.05。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23.46 % ( 19/81 ) ,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2.47 % ( 2/81 ) , 经 c
2检验 , 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 P < 

0.05 。 

结论 在高龄胆总管结石患者中施以 ERCP 术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 

 
 

PU-0736 

130 例儿童电子单气囊小肠镜检查结果分析 

 
欧阳红娟,赵红梅 

湖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单气囊小肠镜检查的实用价值及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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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内科 2011 年 8 月-2018 年 6 月共 130 例因慢性腹泻、腹痛、便血、消

瘦、口唇黑斑等症状就诊患儿使用日本 OlympuspSIF-260 单气囊小肠镜进行小肠镜检查，并对患

儿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130 例（共 145 次）儿童行单气囊小肠镜检查，其中一例进行了 5 次电子小肠镜检查系小肠

型克罗恩病患儿；另外一例进行了 4 次检查系 P-J 综合征的患儿，同时行全消化道多发息肉切除

术，最多一次切除 54 枚息肉；结合病理结果发现病变 109 例，明确诊断率为 83.85％。其中克罗

恩病 33 例，P-J 综合征 10 例，白塞病 1 例，小肠淋巴瘤 1 例，小肠血管瘤 1 例，小肠憩室 1 例，

小肠单发巨大息肉 1 例，麦克尔憩室 3 例，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6 例，嗜酸性胃肠炎 6 例，肠结核 3

例，小肠炎 18 例，回肠末段炎症改变 22 例，遗传性肠毛细血管扩张症 1 例，回肠弥漫性出血 1

例，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并回肠末端溃疡患儿 1 例，小肠镜未发现异常 21 例（其中 15 例系腹

痛查因、6 例为贫血查因）。操作时间一般 2-3 小时，最长达 5-6 小时，无一例出现并发症。 

结论 电子单气囊小肠镜提高儿童小肠疾病的诊断，且安全可靠，并发症低，具有有重要的临床价

值，但操作时间长，且需全麻下进行，对操作医生的熟练程度及操作技巧要求很高，临床中需严格

把握检查指征，尤其腹痛查因患儿需慎重选择。 

 
 

PU-0737 

内镜下不同止血方法治疗消化道出血的疗效观察 

 
刘丹 

丹东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内镜下不同止血方法治疗消化道出血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 - 2017 年 6 月本院收治的 126 例消化道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内镜

下止血方法将 126 例 患者随机分为 A 组 ( 热凝治疗组 ) 、B 组( 止血夹治疗组 )、C 組 ( 联合治疗

组 ) 每组 42 例。所有患者均使用去甲肾上腺素盐水冲洗病灶创面 , A 组患者予以内镜下氩离子凝

固 术和热活检钳术治疗 ，B 组患者予以钛夹进行治疗 ， C 组予以内镜下热凝与止血夹联合治疗，

比较三组患者的有效率及再出血率。 

结果 C 组止血有效率显著高于 A 组、B 组 , P < 0.05 ； A 组 、B 组止血有效率比较，统计结果无

差异，P＞0.05 。C 组再出血率显著低于 A 组、B 组，P < 0.05；A 组、B 组再出血率比较，统计

结果无差异，P > 0.05。 

结论 内镜下热凝治疗、止血夹治疗消化道出血均具有良好的止血效果，两者联用的止血效果更

佳，且再出血率更低。 

 
 

PU-0738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近中期食管动力分析 

 
何承海,李蒙,吕宾,应笑,马陈皋,王爽爽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POEM）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一种新

的内镜治疗方法。高分辨率食管测压技术是一种新型固态测压法，已成为诊断和评价食管动力障碍

性疾病的金标准，目前对于贲门失弛缓病人 POEM 术后中远期的食管动力分析较少。本研究旨在

评估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近中期食管动力分析。 

方法 共纳入 32 例在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 POEM 治疗的贲门失弛缓症患者，在

POEM 术前，POEM 术后 6 月内（近期），POEM 术后 1-3 年中（中期），分别行高分辨率食管

测压检查来观察患者的下食管括约肌压力（lower esophageal sphincter pressure LESP）和完整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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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压力（integrated relaxation pressure IRP）等一些测压指标的变化并采用芝加哥 3.0 诊断标准对

食管动力进行分型。 

结果 32 例患者的平均年龄为(41.1±15.0)岁，其中 16 例女性，16 例男性，按芝加哥分类标准，I 型

7 人，Ⅱ型 23 人，Ⅲ型 2 人。与术前相比，POEM 术后患者近期及中期的随访中 LESP 和 IRP 均

显著下降（P <0.001）。根据芝加哥分类标准，对 POEM 术后的患者食管动力进行再次分型，结

果发现术后近期随访中，在贲门失弛缓症 I 型患者中，28.6%（2/7）转变成了无效食管运动 

(ineffective esophageal motility ， IEM) ， 71.4% （ 5/7 ） 转 变 成 了 食 管 无 收 缩 （ absent 

contractility）。在贲门失弛缓症 II 型患者中，43.5%（10/23）转变成了食管无收缩，34.8%

（8/23）转变成了 IEM，4.3%（1/23）转变成了远端食管痉挛（distal esophageal spasm），

17.4%（4/23）仍存在全食管增压。在贲门失弛缓症 III 型患者中，50%（1/2）转变成了 IEM，

50%（1/2）出现了片段蠕动（fragmented peristalsis）。在 POEM 术后中期随访中，15.6%的患

者（5/32）出现了食管动力障碍类型的转变，其中有 1 位 III 型患者部分恢复了正常食管运动，4 位

II 型患者从 IEM 出现了全食管增压的改变。 

结论 POEM 能明显改善贲门失弛缓症患者 LESP 及 IRP，并部分恢复食管蠕动功能，而随着时间

推移，POEM 术后少部分患者的食管动力障碍类型会发生改变。 

 
 

PU-0739 

紫藤凝集素阳性巨噬细胞结合蛋白在肝硬化患者 

肝功能评估和预后预测中的作用 

 
王泽瑞

1
,许文萍

1
,邹霞

2
,赵晨

1
,时培美

1
,袁宗丽

1
,张延

2
,谢渭芬

1
 

1.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 

 

目的 多花紫藤凝集素阳性巨噬细胞结合蛋白（WFA
+
-M2BP）是一种多聚糖蛋白。近年来，许多研

究证实 WFA
+
-M2BP 与慢性肝病的肝纤维化程度和预后密切相关。但关于其与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和

预后的相关性研究甚少。因此，本课题拟检测肝硬化患者血清 WFA
+
-M2BP 表达，分析其与患者肝

功能、失代偿以及肝病相关死亡率等的相关性，为指导肝硬化患者的随访和治疗提供新的无创指

标。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于长征医院消化内科住院的肝硬化患者。检测患者血

常规、各项生化指标、凝血功能和血清 WFA
+
-M2BP 表达。根据 Child-Pugh 评分和终末期肝病模

型评分（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评估患者肝功能。分析 WFA
+
-M2BP 在肝

Child-Pugh 不同分级的患者中的表达差异及与 MELD 评分的相关性。利用受试者工作曲线

（ROC）分析 WFA
+
-M2BP 区分 Child-Pugh 评分 A、B、C 级的阈值和曲线下面积。利用单因素

和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发生失代偿的危险因素；利用生存曲线分析所有患者

肝病相关死亡率的危险因素。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97 名肝硬化患者，其中 103 名为乙肝肝硬化患者。所有肝硬化患者、乙肝肝

硬化患者以及非乙肝肝硬化患者的血清 WFA
+
-M2BP 表达均随着 Child-Pugh 分级增加逐渐增加，

并与 MELD 评分呈显著正相关。单因素分析显示 WFA
+
-M2BP 水平与肝硬化患者入院时发生腹

水、肝性脑病和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显著相关。WFA
+
-M2BP 在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中表达显著高

于代偿期患者，并是预测代偿期患者发生失代偿的独立危险因素。生存分析显示血清 WFA
+
-M2BP

水平与患者的肝病相关死亡率显著相关，血清 WFA
+
-M2BP 水平高于 5.465 COI 者死亡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亚组分析显示血清 WFA
+
-M2BP 水平是乙肝肝硬化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HR = 10.596; 

95% CI: 1.356-82.820; P = 0.024)，但并不是非乙肝肝硬化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肝硬化患者血清 WFA
+
-M2BP 表达与肝功能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其表达升高是代偿期肝硬化

患者发生失代偿的独立危险因素以及乙肝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病相关死亡的危险因素。该指标有望成

为临床指导肝硬化，尤其是乙肝肝硬化患者治疗、判断预后的有效无创血清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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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0740 

内镜下治疗胃早癌及癌前病变的临床分析 

 
刘丹 

丹东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治疗胃早癌及癌前病变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6 年 6 月 - 2017 年 6 月 本院收治的 125 例胃早癌及癌前病变患者作为 本次研究的研

究对象，采用内下黏膜切除术 (EMR)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治疗，观察分析治疗效果及并发

症。 

结果 125 例患者病变部分全部被切除 ,其中 ESD 完整切除病灶 60 例，ESD 分片切除 15 例，EMR

切除病灶 50 例。ESD 手术时间 45-150min，平均 ( 80.29 ± 8.86 ) min；EMR 手术时间 30-

60min，平均( 40.31 ± 4.65 )min。术后病理结果显示：胃息肉 20 例胃早癌 25 例直肠侧向发育性

肿瘤 30 例，结肠息肉 50 例 。125 例患者经 ESD 及 EMR 治疗后，一次切除率为 97.60 % (122 / 

125)，穿孔率为 6.40 % ( 8/125 ) , 出血率为 8.00 % (10/125) , 穿孔及出血患者经积极处理后效果

良好患者可顺利出院 。 

结论 在胃早癌及癌前病变患者中施以 EMR 和 ESD 治疗可取得较好的效果且对病理评估也具有十

分积极的意义 。 

 
 

PU-0741 

TGF-β1 和 TSA 对不同分化程度胰腺癌细胞 EMT 

相关的调节作用 

 
余巧,丁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在胰腺癌中，上皮向间质转化在肿瘤进展、转移、放化疗耐受等方面占据重要地位，但 EMT

调控机制尚不明了。转录生长因子-β1 和曲古抑菌素 A(TSA) 对肿瘤 EMT 过程具有调节作用。本

研究旨在探讨在不同分化程度的胰腺癌细胞中，TGF-β1 和 TSA 对 EMT、胰腺癌干细胞、胰腺癌

转移的具体调控作用。 

方法 以三种胰腺癌细胞株 PANC-1(低分化)、Patu8988(中分化)、SW1990（高分化）为研究对

象。实时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EMT 相关指标的表达；流式细胞术检测 PANC-1 细胞中胰腺癌

干细胞 CD24
+
CD44

+
ESA

+细胞的数量比例变化；Transwell 迁移和侵袭试验分别检测 PANC-1 细

胞的迁移、侵袭能力。 

结果 1. 未干预情况下，EMT 相关的上皮和间质指标在三种胰腺癌细胞中的表达各不相同；相比

Patu8988 和 SW1990 细胞，PANC-1 细胞中上皮指标表达较低，间质指标表达较高。 

2. TGF-β1 可诱导胰腺癌 PANC-1 细胞发生 EMT，表现为上皮指标 E-cadherin 表达降低，间质指

标 N-cadherin、fibronectin 和 Vimentin 表达升高。而且，发现 5ng/ml TGF-β1 诱导 PANC-1 细胞

发生 EMT 效果最佳。但是，TGF-β1 不能诱导 Patu8988、SW1990 细胞发生 EMT 过程。 

3. 在 PANC-1 细胞中，TSA 抑制了 TGF-β1 诱导的 EMT，表现为 E-cadherin 表达增加，Vimentin

表达减少；但 TSA 不能刺激 Patu8988、SW1990 细胞发生改变。 

4. TGF-β1 可降低 PANC-1 细胞中 CD24
+
CD44

+
ESA

+胰腺癌干细胞比例，而 TSA 逆转了这种下降

趋势。 

5. TGF-β1 增强了 PANC-1 细胞迁徙和侵袭能力，而 TSA 降低了 TGF-β1 诱导增加的迁移、侵袭

能力。 

结论 TGF-β1 可刺激低分化 PANC-1 细胞发生 EMT，而不能诱导中分化 Patu8988 和高分化

SW1990 细胞发生 EMT。TGF-β1 减弱了 PANC-1 胰腺癌干细胞比例，同时增强了 PANC-1 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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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侵袭能力。TSA 能抑制 PANC-1 发生 EMT，并发挥与 TGF-β1 相反的作用。抑制 EMT 可能为胰

腺癌转移、治疗提供新思路。 

 
 

PU-0742 

以反复胆囊炎起病的 5 岁先天性胆总管囊肿 1 例 

 
赵秋菊,赵玉岐 

沧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 1 例以反复胆囊炎起病的先天性胆总管囊肿（CBD），来提高大家对该病的

警惕性。 

方法 通过收集患儿的病例资料、影像学资料等来回顾性分析。 

结果 患儿女，5 岁 10 月, 主因间断性腹痛、呕吐 2.5 年入院。偶伴全身黄疸，均不伴发热。曾多次

于我院行腹部 B 超及腹部 CT 均提示胆囊炎，给予抗炎对症处理后好转，但易反复。本次系第 5 次

发作。入院查体：T36.4℃，P 108 次/分，R 25 次/分，BP 96/52mmHg 神志清，精神稍弱，痛苦

表情，发育正常，呼吸平稳，周身皮肤未见黄染、皮疹及出血点，颈软，心肺无异常，腹平坦，右

上腹压痛，无肌紧张及反跳痛，未及包块，肝肋下 2cm，脾肋下未及，叩鼓音，移动性浊音阴性，

肠鸣音 3 次/分，CRT2 秒。化验：血常规： WBC8.39 ×10×9/L，NE%55.2%,Hb109g/L,PLT317 

×10×9/L,CRP<8mg/L.住院后给予对症处理，效果欠佳，转北京。于北京儿童医院行肝胆彩超示：

胆总管囊状扩张，十二指肠后段为著，范围约 2.4*1.0*2.4cm，胰头段近端胆总管内径 0.3cm，内

可见絮状及团状胆泥沉积，扩张胆总管远端腔内可见胆泥团，大小约 0.4*0.5*0.3cm，其远端胆总

管内径约 0.12cm，上述胆总管壁增厚，较厚约 0.1cm；肝门区胆管轻度扩张，管径约 0.25cm，左

肝管管径 0.24cm，右肝管管径 0.27cm，矢状部肝内胆管可见局限性囊状扩张，范围约 1.7*0.6

（内径）cm，余未见明确肝内胆管扩张；胆囊充盈欠佳，内壁毛糙，壁厚 0.27cm，胆囊管直径

0.4cm，开口于扩张胆总管右侧壁，胆囊床肿胀，回声增强。胰腺不肿，胰管未见扩张；肝肋下

2.0cm，剑突下 3.3cm，实质回声均匀。印象：胆总管囊肿，并肝门区及部分肝内胆管扩张；继发

胆囊炎性改变；肝肋下 2cm。后患儿转北京儿研所行腹腔镜下手术治疗，术后恢复良好。 

结论 CBD 在不同的发病年龄临床表现不同。年长儿通常表现为典型的三联症，即腹痛、腹部肿块

和黄疸，80%患儿表现不典型。腹部 B 超是筛查本病的最好手段，但由于 B 超医师水平的限制，

易误诊。对于有条件的医院，核磁共振胰胆管成像能够更好显示患儿的胰胆管系统，能准确的显示

由于畸形而致的狭窄、扩张及充盈缺损的程度，且无创伤，受到大家青睐。对于反复发作的儿童胆

囊炎，基层医师应考虑到本病。 

 
 

PU-0743 

血清肝纤维化指标与肝纤维化病理改变的研究发展 

 
李雯,杨雪,王珊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肝纤维化是肝脏细胞变性坏死，细胞外基质增生进而导致肝脏组织变性、变硬的一种病理发

生发展过程，近年来，有研究表明：血清透明质酸、层粘连蛋白、Ⅲ型前胶原及Ⅳ型胶原的血清学

改变可以反映肝纤维化的程度。本文就近几年本文就近几年血清透明质酸、层粘连蛋白、Ⅲ型前胶

原及Ⅳ型胶原的血清学变化与肝纤维发展的病理学改变的关系作一综述。 

方法 回顾性分析。 

结果 由于肝纤维化的发展与肝病的进展及预后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它的检测与诊断越来越受

到大家的重视。血清学检测由于创伤小、方便随诊和动态观察，近年来很受大家欢迎，有报道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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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血清透明质酸（HA）、层粘蛋白（LN）、Ⅲ型前胶原和Ⅳ型胶原的检测能很好地反映肝脏纤

维化的程度 ，故而称为肝纤维化指标。 

结论 由于血清学的指标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有些指标的特异性可能不高，影像学也作为临床诊

断肝纤维的方法之一，因此认为血清学指标和影像学指标联合运用可能会提高疾病诊断的准确性。 

 
 

PU-0744 

Tim-3 信号通路调控的巨噬细胞极化在幽门螺杆菌 

感染致病中的作用 

 
诸葛丽雅,王友华,赵巧云,赵汝霖,王乐,汪亚,安莹,吴双,谢勇 

南昌大学一附院 

 

目的 研究 Tim-3 信号通路调控的巨噬细胞(Mφ)极化在 Hp 感染致病中的作用。  

方法 用 7.13Hp 菌株分别感染野生型（WT）Mφ、Tim3
Low

Mφ 和 Tim3
High

Mφ。用 qPCR 检测各组

Mφ 细胞 NOS2、IL-10 mRNA 的表达；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 Mφ 细胞中 M1 和 M2 型 Mφ 比；用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 Mφ 中 TLR4、MyD88、p-NF-κB 蛋白的表达。 

结果 1. Hp 感染对 Mφ 极化和吞噬功能的影响：Hp 刺激后 WTMφ 的 M1 标记物 NOS2、TNF-α 随

着时间逐渐增加，而 M2 标记物 IL-10 在早期增加，随着时间逐渐减少；流式细胞术检测显示 Hp

刺激早期 M2 型 Mφ 比例明显增加（p<0.01），而 M1 型 Mφ 比例显著减少(p<0.01)；Hp 刺激后

WTMφ 的吞噬能力显著增强（p<0.01）。 

2. Tim3 对 Hp 感染的 Mφ 极化及吞噬功能的影响 

⑴流式细胞术检测显示：无 Hp 刺激时，Tim3HighMφ 中的 M1 型 Mφ 显著高于 Tim3LowMφ 和

WTMφ（p<0.05）；在 Hp 刺激后虽然 3 种细胞 M1 型细胞比例均下降，M2 型细胞比例均增加，

但是 Tim3LowMφ 在 Hp 刺激后 M2 型细胞明显高于 Tim3HighMφ 和 WTMφ（p<0.05）。 

⑵qPCR 检测结果显示：各类型 Mφ 在 Hp 刺激时 NOS2 和 IL-10 的表达均高于未刺激细胞。无论

有无 Hp 刺激，TimLowMφ 及 Tim3HighMφ 的 NOS2 表达均显著高于 WTMφ（p<0.01）；在 Hp

刺激后，Tim3HighMφ 的 NOS2 的表达显著高于 Tim3LowMφ（p<0.05），Tim3LowMφ 细胞的

IL-10 表达显著高于 WTMφ（p<0.05），Tim3LowMφ 的 IL-10 表达显著高于 Tim3HighMφ

（p<0.05）。 

⑶Mφ 吞噬功能检测显示：各种类型 MφHp 刺激后 Mφ 的吞噬功能显著强于未刺激组（p<0.05）；

无论有无 Hp 刺激，Tim3HighMφ 组的吞噬功能强于 Tim3LowMφ 和 WTMφ 组（p<0.05），而

Tim3LowMφ 与 WTMφ 组之间无显著差别（p>0.05）。 

3. Tim3 调控 Hp 感染时 Mφ 极化的可能机制：Tim3HighMφ 和 WTMφ 在 Hp 刺激后 TLR4、

MyD88 和 p-NF-κB 表达均显著上调（p<0.05），而 Tim3LowMφ 在 Hp 刺激后变化不明显；在 Hp

刺激后 Tim3LowMφ 的 TLR4、MyD88 和 p-NF-κB 的表达显著低于 Tim3HighMφ（p<0.05）。 

结论 1. 在 Hp 感染的早期 Mφ 表现为 M1 和 M2 混合型增加，以 M2 型细胞增加为主，后期向 M1

型细胞转化，因此 Mφ 极化在 Hp 感染中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 

2. Tim3 总体是促进 Mφ 向 M1 极化，在基础状态和 Hp 刺激后它们的强度有所不同。 

3. 下调 Tim3 可抑制 Hp 刺激后 Mφ 中 TLR4 信号通路的激活，这可能是下调 Tim3 后促进 Hp 刺激

的 Mφ 向 M2 极化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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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45 

回盲部非特异性溃疡病变鉴别诊断的临床研究 

 
格日乐,陈平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最终诊断明确的回盲部非特异性溃疡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价症状、实验室检查、内镜表

现及病理结果、特异性血清学检查、结核杆菌 DNA 定量检测、实验性抗结核治疗对回盲部非特异

性溃疡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行结肠镜活组织检查诊断为回盲部非特异性溃疡，并最终

诊断明确的患者。分析患者的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镜下表现及病理、特异性血清学检查、结核

杆菌 DNA 等情况，并记录患者治疗方案。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72 例患者的病因排序：回盲部慢性炎 30.56％（22/72），UC 占 25.00％（18/72），CD 占

25.00％（18/72），ITB 占 18.06％（13/72），BD 占 1.38%（1/72）。 腹痛、腹泻、便秘、盗汗

在疾病间发生率无差异，ITB 患者发热、体重减轻率显著高于其它疾病。ITB 患者 ESR 升高更显

著，CRP 升高在 ITB 和 CD 组更显著。回盲部慢性炎便潜血阳性率最低。 UC 多伴直肠逆行向上

的连续、弥漫性糜烂、浅溃疡，部分累及盲肠，末端回肠极少受累。纵行溃疡、环形溃疡、节段多

发率在 CD 与 ITB 之间无统计学差异。不规则溃疡多见于回盲部慢性炎和 UC。近端结肠及回盲瓣

在各疾病组受累无显著差异。 p-ANCA 诊断 UC 的灵敏度为 30%，特异度为 95.2%。ASCA 诊断

CD 的阳性率为 0。TB-SPOT 诊断 ITB 的灵敏度 80%，特异度为 64%。 FQ-PCR 检测结核杆菌

DNA 诊断 ITB 的灵敏度为 37.5%，特异度为 100%。 

结论 1. 发热与体重减轻、ESR 升高对 ITB 患者的诊断有提示作用；CRP 升高有助于 ITB 和 CD 与

回盲部慢性炎和 UC 的鉴别；便潜血阳性有助于排除诊断回盲部慢性炎。 2. UC 多伴左半结肠病

变，可累及盲肠，末端回肠极少受累。纵行溃疡、环形溃疡、节段多发率无益于 CD 与 ITB 鉴别。

3. p-ANCA 可能是 UC 的特异性血清抗体；ASCA 无益于 CD 的诊断。TB-SPOT 与 FQ-PCR 检测

法联合应用，可提高 ITB 的诊断率。4. 短时间实验性抗结核治疗有助于 ITB 与 CD 的鉴别诊断。 

 
 

PU-0746 

IBS 患者胃肠道外躯体症状特点 

 
夏静,白涛,徐言,宋军,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IBS 患者除存在胃肠道症状外，还常伴有胃肠外症状。本文旨在探讨 IBS 患者胃肠道外症状

的特点及其与胃肠道症状、IBS 疾病严重程度、心理状况、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明确 IBS 患者

胃肠道外症状的临床意义。 

方法 连续收集我院消化科门诊就诊，由我院消化专科医师诊断、符合罗马Ⅲ标准的 IBS 患者，对

入选患者进行相关调查问卷测评。问卷测评内容包括 IBS 病情严重程度调查表（IBS-SSS）、医院

焦虑抑郁量表（HADS）、IBS-QOL、GSRS 量表、IBS 患者肠道外症状调查表、IBS 患者诊断相

关症状调查表及一般情况调查表。 

结果 一般情况：共纳入 105 例门诊 IBS 患者，年龄 23～78 岁．平均 (44.07 土 12.31)岁，男女比

为 2.18：1。IBS-D、非 IBS-D 患者数分别为 74（70.5%）、31（29.5%）。 

胃肠道症状：除 IBS 诊断症状外（腹痛、腹部不适、腹泻、便秘），常见其它胃肠道症状为肠鸣、

排便急迫感、排便不尽感、排气增多、黏液便、咽部不适。 

胃肠道外躯体症状：常见疲劳、虚弱易劳累、怕冷怕热、失眠、颈部肩膀疼痛。躯体性疼痛发生率

72.4%，其中颈部肩膀痛最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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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外躯体症状与躯体性疼痛：患者躯体性疼痛部位数与胃肠道外躯体症状数线性正相关，与多

数胃肠道外症状发生相关。 

胃肠道外躯体症状数及躯体性疼痛种数与胃肠道症状、心理、生活质量、IBS 疾病严重程度：胃肠

道外躯体症状数目及躯体性疼痛种数均随腹痛、烧心、反酸、恶心呕吐严重程度、HADS(A)值、

IBS-SSS 值增加而增加，与是否有排便费力、咽部不适、胃肠道感染史线性正相关。 

结论 胃肠道外症状在 IBS 患者中十分常见，且与 IBS 患者部分胃肠道症状、疾病严重程度、心理

状态和生活质量相关。 

  
 

PU-0747 

间充质干细胞通过改变肠道细菌含量减轻小鼠结肠炎症 

 
刘适

1,2,3
,张玉鹏

1,2,3
,刘岚

1,2,3
,赵秋

1,2,3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2.肠病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3.湖北省肠病医学临床研究中心 

 

目的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慢性炎症性疾病。目前 IBD 的治疗主要包括抗炎治

疗、免疫抑制治疗和生物制剂治疗，但是这些疗法都伴有较严重的副作用，如导致骨髓抑制，增加

感染和罹患肿瘤的风险。间充质干细胞（MSC）治疗是当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新型治疗方法。

现有的临床试验及动物试验表明 MSC 治疗有效且无明显副作用，然而，MSC 治疗的机制尚不明

确。肠内微生态失衡是 IBD 发病机制之一，改变肠道菌群有助于 IBD 的治疗。本研究希望验证一

种假设：MSC 治疗通过增加肠内部分细菌含量减轻肠道炎症。 

方法 建立两种实验性结肠炎模型。8 周龄雄性 C57BL/6 小鼠饮用 2.5%DSS 溶液 7 天，饮用无菌

水 7 天为一个循环，重复 3 个循环建立慢性结肠炎模型。16 周龄白介素 10 敲除（IL10
-/-）小鼠用

作自发性结肠炎模型。MSC 提取自野生型 C57BL/6 小鼠，每周 1 次通过腹腔注射用于治疗结肠

炎。治疗过程中监测小鼠体重变化及疾病活动度指数，治疗结束后检测小鼠结肠长度及结肠组织病

理学评分。利用细菌 16S RNA 测序技术检测小鼠粪便微生物变化。使用肠上皮细胞系 NCM460 进

行体外实验，通过培养基中加入脂多糖（LPS）建立炎症模型，利用共培养技术研究 MSC，肠道

细菌及肠上皮之间的相互作用。利用定量 PCR 及 Western-Blot 技术检测炎性指标及信号通路相关

分子。 

结果 在 DSS 模型组和 IL10
-/-组中均可观察到小鼠体重下降，腹泻和便血。小鼠肠道中普拉梭菌及

乳酸杆菌数量减少。MSC 治疗后，和对照组相比，小鼠体重上升，出血减少，结肠长度增加，组

织病理学评分降低。粪便菌群分析显示,经 MSC 治疗，普拉梭菌和乳酸杆菌数量上升，双歧杆菌数

量下降。体外实验中检测 mRNA 及蛋白水平检测显示：MSC 及普拉梭菌可通过调节 NF-κB 信号通

路抑制结肠炎症。 

结论 1.MSC 治疗可以改善小鼠慢性结肠炎和自发性肠炎；2.MSC 治疗通过改变普拉梭菌和乳酸杆

菌数量改善结肠炎；3.MSC 与肠道普拉梭菌可通过调控 NF-κB 信号通路抑制结肠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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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48 

肠罗斯氏菌调控 3 型固有淋巴细胞（ILC3）转化在克罗恩病中 

发挥作用的机制研究 

 
罗薇薇,谭蓓,全永胜,吴帅,朱常锌,沈照华,孟祥瑞,吴兴,肖梦伟,王晓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克罗恩病（CD）是一种慢性、复发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其发病与菌群失调、遗传

因素以及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课题组前期发现 CD 患者粪便中的肠罗斯氏菌明显减少，并在动物水

平证实肠罗斯氏菌具有保护小鼠结肠炎的作用，提示其可能为有益菌，并且进一步研究原创性发现

其有效成分为鞭毛蛋白。近年来研究发现固有淋巴细胞（ILC）是一种新型的淋巴细胞，包括

ILC1、ILC2、ILC3 三个亚型，其中 ILC3 主要分布在肠道中，其分为 NCR+ILC3（分泌 IL-22）和

NCR-ILC3（分泌 IL-17，IFN-γ）两种亚型，两者比例失衡参与肠道炎症的发生发展过程，并在调

节肠道粘膜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我们探究了肠罗斯氏菌鞭毛蛋白在肠炎中是否通过调控

ILC3 发挥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临床组织水平，收集 CD 患者肠道标本，免疫组化检测 IL-22、IL-17 和 IFN-γ 的表达。在动物

水平，构建 TNBS 结肠炎小鼠模型，以肠罗斯氏菌的鞭毛蛋白进行干预，流式分析其肠道

NCR+/NCR-ILC3 的比例变化，免疫荧光检测 NCR+ILC3 分布及表达情况。在细胞水平，我们探究

鞭毛蛋白的作用机制，首先流式分选肠道原代 Lin-NKP46+NK1.1-ILC 细胞（ILC3 细胞），予以鞭

毛蛋白直接刺激原代 ILC3 细胞，ELISA 检测上清中 ILC3 分泌的 IL-22 以及 IL-17 的变化，流式检

测 NCR+/NCR-ILC3 比例；此外，流式分选出肠道 DC 细胞，予以鞭毛蛋白刺激，ELISA 检测 DC

上清细胞中分泌的 IL-23，TGFβ，然后取鞭毛蛋白刺激后的 DC 与原代 ILC3 共培养，ELISA 检测

上清中 ILC3 分泌的 IL-22 以及 IL-17 的变化，流式检测 NCR+/NCR-ILC3 比例。以探究鞭毛蛋白是

否通过 DC 细胞间接调控 ILC3 转化发挥作用。 

结果 CD 患者肠道中 IL-22 表达降低，IL-17 和 IFN-γ 表达升高；鞭毛蛋白干预的结肠炎小鼠中

NCR+ILC3 细胞比例上调，NCR-ILC3 细胞比例下调；鞭毛蛋白不能直接作用于 ILC3 调控其比例

变化及 IL-22 的分泌，可通过 DC 细胞分泌的 IL-23 等间接发挥调控作用，促进 NCR+ILC3 的比例

上调，IL-22 分泌增加。 

结论 肠罗斯氏菌鞭毛蛋白可能通过 DC 细胞上调 NCR+ILC3 以及促进 IL-22 的分泌发挥缓解作

用。 

  
 

PU-0749 

罗马 IV 标准 FD 患者的诊治需更多重视 

 
徐言,白涛,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新的罗马 IV 功能性胃肠病标准针对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Dyspepsia ,FD）给出了更特

异的诊断指南，符合罗马 IV 标准的 FD 患者与既往的罗马Ⅲ标准 FD 患者临床表现存在哪些差异，

新的诊断标准对患者的后续治疗带来了哪些影响仍不清楚，本研究旨在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临床探

讨。 

方法 2016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1 月间于湖北省武汉市协和医院消化内镜中心采用连续抽样方法对

胃镜检查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罗马 IV 胃肠道症状问卷、GERD 评分问卷、SF-36

量表评分、医院焦虑抑郁问卷（HAD）、一般个人信息），同时采集胃镜检查结果。入组患者按罗

马标准诊断罗马 III/罗马 IV 型 FD、IBS、功能性嗳气；GERD 评分≥8 分定义为 GERD 阳性组；焦

虑抑郁得分＞7 分诊断为焦虑和或抑郁。采用 SPSS 23.0 软件行统计分析，p＜0.05 认为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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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招募到 1024 名患者，排除重度糜烂性胃炎、贲门失弛缓等内镜下可能导致消化不良症状的

器质性因素及胃癌、胃切除术后患者，诊断罗马 IV 型 FD 患者 90 人（年龄 47.2±12.3，男女比例

1:1.43），罗马 III 型 FD 患者 117 人（年龄 46.5±11.5，男女比例 1:1.49，不包含罗马 IV 型患

者）。罗马 IV 型 FD 患者生活质量得分 PCS、MCS 明显低于罗马 III 型患者（p＜0.001；

P=0.001），焦虑抑郁发病率更高但尚无统计学意义。胃镜下上消化道溃疡检出（23.3% /5.98% ;p

＜0.001），因病误工情况（15.5% /6.8% ;p＜0.05）在罗马 IV 型 FD 患者中更多见。共病方面，

两 者 合 并 GERD 、 功 能 性 嗳 气 、 IBS 的 发 生 率 无 明 显 差 异 （ 26.7%,42.4%,20%; 

23.9%,38.5%,29.1%），但罗马 IV 型 FD 患者合并上述疾病时内镜下溃疡检出率均高于罗马 III 型

FD 共病患者（25%/0，p＜0.05;18.4%/4.4%，p＜0.05;24.1%/0，p＜0.05）。 

结论 针对特异消化道症状的罗马 IV 标准诊断的 FD 患者，其生活质量及精神心理水平低于以往的

罗马 III 型 FD 患者，胃镜检查及合并其他功能性胃肠病的可能性需要重视。 

 
 

PU-0750 

Cytokine IL9 triggers the pathogenesis of Crohn's disease 
through the miR21-CLDN8 pathway 

 
Li Li,Shanshan Huang,Gaoshi Zhou,Baili Chen,Yao He,Zhirong Zeng,Shenghong Zhang,Minhu Che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IBD) consist of two subtypes, Crohn‘s disease (CD) and 
ulcerative colitis (UC), which are caused by an uncontrolled inflammatory immune reaction. 
However, the exact cause of IBD remains unknown. Availabl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dysregulation of cytokines produced by activated immune cells can induce the mucosal damage 
in patients with IBD. Quiet recently, we have foun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disease 
severity and serum levels of IL9 in CD patients. However,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IL9 pathway remains unknown. Here, we initiate a series of studies to characterize th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this pathway.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IL9 in colon biopsies from Crohn‘s disease (CD) and controls were 
examined by quantitative PCR, Western 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predict putative candidate microRNAs that mediate the crosstalk between the 
IL9 proinflammatory signal and the downstream target gene in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The 
trinitrobenzene sulfonic acid (TNBS)-induced colitis model was used to verify the therapeutic 
efficiency of anti-IL9 mAb. In order to verify the proinflammatory role of IL9 in vivo, we next 
evaluated the severity of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in the colitic mice after the rectal administration of 
recombinant IL9. Caco-2, NCM460 and SW480 cell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specific pathway in 
vitro. 
Results We demonstrated the proinflammatory role of IL9 in colonic mucosa of patients with 
Crohn‘s disease (CD). The junction complex protein Claudin 8 (CLDN8) was identified as a 
critical downstream component of the IL9 inflammatory cascade. Anti-IL9 treatment alleviated 
TNBS-induced colitis by restoring CLDN8 levels in colonic mucosa, while rectal administration of 
recombinant IL9 exacerbates the inflammation in mice with TNBS-induced colitis. Notably, we 
characterized miR21 as a critical player that mediates the crosstalk between the proinflammatory 
IL9 and the downstream CLDN8 in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model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for the first time, uncover a critical role of miR21 and CLDN8 in the 
complex network that IL9 regulates the intestinal epithelium barrier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D. 
Interventional blockade of the IL9-miR21-CLDN8 pathway could be a novel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the management of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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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51 

PMP22 介导脓毒症中肠屏障损伤 

 
王鹏

1,2
,李延青

1
,Xiao-Di Tan

1,2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Center for Intestinal and Liver Inflammation Research Stanley Manne Children's Research Institute Ann & 

Robert H. Lurie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icago Chicago， IL， USA 

 

目的 探讨 PMP22 表达是否在脓毒症中受到干扰，PMP22 表达的改变是否是炎症损害肠渗透性的

关键过程。 

方法 采用鼠盲肠结扎穿孔（CLP）模型诱导败血症。HT-29CL19A 人肠上皮细胞（IEC）用于体外

实验。使用 qRT-PCR 和 western 印迹来确定 PMP22 基因表达。免疫荧光染色用于 PMP22 的细

胞定位。应用慢病毒载体介导的 siRNA 基因表达敲减来研究 PMP22 在 IEC 中的确切生理学作用。

Transwell 细胞培养系统用于测定 HT-29CL19A 单层膜的跨上皮电阻（TEER）。 

结果 PMP22 与 ZO-1 在肠上皮细胞的紧密连接处共定位。CLP 诱导的脓毒症与肠 PMP22 mRNA

和蛋白的显着下调相关。体外，IFN-γ（100ng / ml）和 TNF-α（100ng / ml）可抑制 HT-29CL19A

细胞 PMP22 表达，并显着降低 TEER。敲低 HT-29C19A 细胞中的 PMP22 显着改变了上皮细胞形

态并下调 ZO-1，occludin，claudin-1 和 claudin-7 等紧密连接蛋白表达，且 TEER 值降低大约

22 ％（P <0.0001），FITC 标记的葡聚糖通量（P <0.05）显著增加，但不影响上皮细胞存活和

mRNA 稳定性。免疫共沉淀表明 PMP22 与上述紧密连接蛋白相互作用并保护它们免受蛋白酶体，

MLCK 或胞吞介导的降解。 

结论 PMP22 通过保持紧密连接蛋白的完整性，在维持肠上皮细胞旁细胞连接处的稳态中起重要作

用。它可能是预防和治疗脓毒症肠漏的新治疗靶点。 

 
 

PU-0752 

SOX9 在肝癌发生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丁凯,郑百男,冯吉锋,张新,谢渭芬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SOX9（性别决定区 Y 框蛋白 9）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目前研究表明 SOX9

可以促进肝癌恶性表型，但其对肝癌发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课题即研究 SOX9 在肝癌

发生中的作用，并初步探究其机制。 

方法 将 Sox9 条件性基因敲除小鼠（Sox9
f/f）和白蛋白启动子驱动 Cre 酶表达的 Alb-Cre 小鼠杂

交，获得特异性敲除肝细胞和胆管细胞 Sox9 的肝脏特异性敲除小鼠（Sox9
LKO）；将介导肝细胞

特异性表达 Cre 酶的腺相关病毒（AAV-TBG-Cre）经小鼠尾静脉注射至 Sox9
f/f 小鼠构建特异性敲

除肝细胞 Sox9 的 Sox9
HKO 小鼠。分别利用链脲佐菌素-高脂饮食法（STZ-HFD）和二乙基亚硝胺

（N-Nitrosodiethylamine，DEN）诱导肝癌发生，比较各组小鼠肝癌发生率、肿瘤大小、数量等指

标；对比不同组小鼠肝功能；利用 H&E、天狼猩红-苦味酸、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等观察小鼠肝组织

纤维化、胆管反应情况等；RNA-seq 法寻找与肝癌发生相关的 SOX9 下游基因及相关信号通路，

实时荧光定量 PCR （Real-time PCR）法在不同小鼠模型中验证相关信号通路的改变。同时利用

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ting）实验分析 SOX9 表达变化对造模小鼠 PI3K/AKT、MAPK 等肿瘤

相关信号通路的影响。 

结果 在两种肝癌模型中，Sox9
LKO 小鼠的肝癌发生率、肿瘤数量和大小均高于 Sox9

f/f 小鼠，并发

生显著的肝纤维化和胆管反应；在造模终点时，Sox9
LKO 小鼠的 ALT、AST、ALP 等肝功能指标都

高于对照组小鼠。Sox9
HKO小鼠的肝癌发生率、肿瘤数量和大小亦高于 Sox9

f/f组，但肝功能指标、

肝组织纤维化和胆管反应程度两组小鼠无明显差异。RNA-seq 结果显示在造模过程中 Sox9
LKO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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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 Wnt 通路显著活化，Real-time PCR 进一步验证了 Wnt 通路在 Sox9
LKO小鼠和 Sox9

HKO小鼠中

的活化；蛋白免疫印迹法发现敲除 Sox9 可激活 AKT 和 ERK 通路。 

结论 肝细胞 SOX9 对肝癌发生具有抑制作用，敲除 SOX9 可能通过活化 Wnt、AKT 和 ERK 通路

促进肝癌发生。 

 
 

PU-0753 

FKBP12 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表达及意义 

 
王碧蓉,周国雄,丁晓凌,曹维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 

 

目的 通过构建 UC 小鼠模型研究 FKBP12 在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中的表达，并

检测人血清中 FKBP12 的表达，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1.通过聚糖硫酸钠(Dextran sulfate sodium,DSS)构建 UC 小鼠模型。 

2.在蛋白水平，采用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FKBP12 在 UC 小鼠各组（对照组、模型组、美沙拉嗪

治疗组、他克莫司治疗组）肠道组织中的表达。 

3.在 RNA 水平，运用 qRT-PCR 的方法检测四组小鼠肠道组织中 FKBP12 及炎症指标(IL-10、

NFkB)的表达。 

4.收集 UC 患者血清标本，采用 Elisa 的方法检测 UC 患者血清与对照组血清中 FKBP12 的表达。 

结果 1.Western Blot 及 qRT-PCR 的结果均显示 FKBP12 在 UC 小鼠模型组中表达下调，美沙拉嗪

治疗组和他克莫司（Tacrolimus，TAC）治疗组中 FKBP12 的表达上调（p<0.05）。qRT-PCR 结

果显示模型组中 IL-10 和 NFkB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01），经美沙拉嗪或 TAC 治疗后，IL-10

和 NFkB 的表达下调（p<0.05）。 

2.ELISA 法测定人各组血清中 FKBP12 的表达含量，结果发现，UC 患者中 FKBP12 的表达下降，

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1.FKBP12 在 UC 中低表达。 

2.TAC 能减轻小鼠的临床症状，上调 FKBP12 并下调 NFkB 及 IL-10 的表达。 

 
 

PU-0754 

非酒精性脂肪肝与慢性丙型肝炎并脂肪肝患者中维生素 

D 水平的比较分析 

 
李磊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血清维生素 D 在两种脂肪肝患者中的水平，并探讨可能的作用机制；探讨丙型肝炎病毒

对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的影响。 

方法 通过 meta 分析的方法比较两组患者的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以探讨可能的发病机制；检索中国

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维普期刊数据库、PubMed，筛

选其中关于维生素 D 水平与慢性丙型肝炎并脂肪肝、维生素 D 水平与非酒性脂肪肝的文献，meta

分析比较慢性丙型肝炎并脂肪肝组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组血清维生素 D 水平。 

结果 共检索到 30 篇相关文献，其中符合纳入标准的 5 篇，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两组的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的加权平均数为 8.65（95%CI:3.65,11.85）,两组患者中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相比无统计学差

异（Z=8.76,P=0.98），两组患者与健康对照组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Z=2.58 

P=0.007），均低于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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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非酒精性脂肪肝与慢性丙型肝炎并脂肪肝患者的血清维生素 D 水平相比没有明显差异，两者

的维生素 D 水平均低于健康对照组；推测此两种脂肪肝患者对血清中维生素 D 水平的影响相同，

丙型肝炎病毒对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影响不明显。 

 
 

PU-0755 

乳胶套在上消化道异物取出中的应用 

 
叶连松,刘苓,吴春成,杜江,胡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目前，上消化道异物首选内镜手术取出。内镜下异物取出术常用的辅助装置包括异物钳、网

篮、圈套器等。然而，部分异物使用上述装置无法顺利取出。本研究拟报道乳胶套在上消化道异物

取出术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2016 年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镜中心使用乳胶套辅助取出上消化道异物

患者。 

结果 2008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共 19 例患者在常用装置取出失败后采用乳胶套辅助取出上消

化道异物。所有异物均成功取出，取出过程中无额外消化道损伤。所取异物包括：带钩假牙

（n=8）、片状金属异物（n=4）、五子棋（n=2）、片状骨头（n=2）、圆钝纽扣（n=1）、玻璃

弹珠（n=1）、胶囊内镜（n=1）。异物嵌顿部位包括：食管 10 例，胃 7 例，十二指肠 2 例。其

中，8 例食管异物+1 例十二指肠异物使用胃镜送入胃内后使用乳胶套套住后取出成功。 

结论 常用装置取出失败后可选用乳胶套辅助取出上消化道异物。内镜下将嵌顿于食管及十二指肠

的异物送入胃内有利于成功套入乳胶套，但应避免造成附加损伤。 

 
 

PU-0756 

临床护理路径在反流性食管炎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邓明 

江门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临床护理路径在反流性食管炎患者中的实施效果，建立最佳的护理模式。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5 月～2018 年 3 月进入临床路径的反流性食管炎患者,作为试验组，采用临

床护理路径进行治疗、护理、健康教育,并采用回顾性对照法将 2017 年 5 月-2018 年 3 月进入临床

路径的反流性食管炎患者作为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治疗、护理、健康教育方法。 

结果 实验组为 42 例，对照组为 40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情方面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差

异 ,具有可比性。实施临床护理路径后患者住院天数为 6.20±1.62，住院费用（元）为

4523.24±240.43，满意率为 88.10%，依从率为 90.48%，按传统护理方法护理的患者住院天数为

7.80±1.91，住院费用（元）为 5114.78±287.52，满意率为 70.00%，依从率为为 75.00%，两组

比较有极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实施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护理路径，可提高护理质量,缩短患者平均住院日，降低住院费用，

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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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57 

PCR 技术检测肝硬化患者腹水中细菌编码 

 16S rRNA 基因的研究 

 
李胜男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聚合酶链(PCR)技术扩增肝硬化患者腹水中细菌 16S 核糖体 RNA (16S rRNA)基因片

段从而检测机体细菌易位(BT)的可行性。 

方法 在细菌 16S rRNA 基因保守区设计 1 对细菌通用引物，对 48 例肝硬化合并腹水患者的腹水标

本进行 PCR 扩增，扩增产物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鉴定，同时做阳性、阴性及空白对照，并检

测实验特异性及敏感性。 

结果 1.实验阳性结果 

对 48 份肝硬化腹水标本进行扩增，其有 15 份腹水标本 PCR 扩增结果为阳性，编号依次为 2、

+4、5、+5、+7、+9、+10、+18、+20、+23、+31、+33、+34、+37、+43，其琼脂糖凝胶电泳

结果见图 1。 

图 1. M 代表 DL1000 Marker，1-15 分别代表上述编号的腹水标本，16 是阴性对照菌白色念珠菌，

17 代表空白对照灭菌去离子水。 

2.实验特异性测定 

将 10 种阳性对照菌株提取的 DNA 作为模板进行 PCR 扩增，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在相当于 370bp 位

置均可见 1 条 DNA 条带，用人基因组 DNA、HBV-DNA、白色念珠菌作为阴性对照提取模板扩

增，均未见特异性条带，见图 2。 

图 2.M 代表 DL1000 Marker，1-6 为革兰氏阴性对照细菌，分别是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

克雷伯杆菌、鲍曼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痢疾志贺杆菌；7-10 为革兰氏阳性对照细菌，分别是

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粪肠球菌；11-13 为阴性对照，分别是白色念珠

菌、人基因组 DNA、HBV-DNA；14 为空白对照，选用灭菌去离子水。 

3.实验敏感性测定 

10
-6

g/μL-10
-12

g/μL 浓度的大肠杆菌 DNA 经 PCR 扩增，电泳后在相当于 370bp 均可见 1 条 DNA

特异性条带，但 10
-13

g/μL 及更低浓度未出现，结果示该方法最低能检测 10pg 大肠杆菌 DNA，见

图 3。 

图 3：M 代表 DL1000 Marker，1-10 分别代表 10
-6

g/μL-10
-15

g/μL 浓度的 DNA 标本。 

结论 应用 PCR 技术扩增肝硬化患者腹水中细菌 16S rRNA 基因具有可行性，可用于肝硬化患者腹

水中细菌 DNA 的研究。本研究方法与细菌培养相比更快捷，对于快速诊断腹水细菌感染可能具有

一定意义。 

 
 

PU-0758 

MBD3 通过 Hippo 信号通路抑制胰腺癌细胞的干性和增殖 

 
王慧之

1
,何俊波

1
,马原欣

1
,周朦

1
,陈伟

1
,龚爱华

2
,徐岷

1
 

1.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江苏大学医学院 

 

目的 探究 DNA 甲基化结合蛋白 3（MBD3）对胰腺癌细胞增殖和及其干性的影响。 

方法 通过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MBD3 在胰腺癌细胞 SW1990、PaTu8988、

PANC1 中的表达水平；构建干扰质粒 sh-MBD3 和过表达质粒 Flag-MBD3 并验证效率；将干扰质

粒 sh-MBD3 或过表达质粒 Flag-MBD3 干预胰腺癌细胞，通过 CCK-8 法、克隆形成实验、干细胞

成球实验、免疫沉淀实验、免疫荧光实验，核浆分离实验和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实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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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D3 对胰腺癌细胞增殖和干性的影响；Western blot 法检测 MBD3 在胰腺癌细胞中对增殖相关指

标及细胞干性相关指标的影响；并在胰腺癌细胞中上调或下调 MBD3，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

Hippo 信号转导通路相关指标的变化。 

结果 下调 MBD3，可使胰腺癌细胞的增殖能力、克隆形成能力、干细胞成球能力提高；相反，上

调 MBD3 后细胞增殖能力、克隆形成能力、干细胞成球能力减弱。下调 MBD3 后胰腺癌细胞中干

性指标 Oct4、Sox2、Nanog 蛋白表达量增高；相反，上调 MBD3 后干性指标表达量降低。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下调 MBD3 后，胰腺癌细胞中 YAP、MOB1 和 LATS1 蛋白表达增高，p-

YAP、p-MOB1、p-LATS1、SAV1、MST1 和 MST2 蛋白表达降低；相反，上调 MBD3 后，相应

的蛋白表达水平增高。免疫沉淀实验结果表明 MBD3 能与 YAP 结合。免疫荧光结果显示，下调

MBD3 后 YAP 入核水平增加，上调 MBD3 后 YAP 入核水平降低。核浆分离实验结果表明下调

MBD3 后，胰腺癌细胞胞浆中 YAP 和 p-YAP 水平降低，核内 YAP 水平增高；相反，上调 MBD3

后，胰腺癌细胞胞浆中 YAP 和 p-YAP 水平增高，核内 YAP 水平降低。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

表明下调 MBD3 后，胰腺癌细胞中 TEAD 水平增加；上调 MBD3 后，胰腺癌细胞中 TEAD 水平降

低。 

结论 MBD3 具有抑制胰腺癌细胞增殖和干性的生物学作用。MBD3 通过 Hippo 信号通路抑制胰腺

癌细胞的干性。 

 
 

PU-0759 

急性胰腺炎早期预防性抗生素使用及后期多重耐药菌 

真菌感染的现状调查 

 
黄鑫,何文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根据我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中抗生素的使用原则，了解我院急性胰腺炎早期预防性抗生素

使用现状以及后期多重耐药菌及真菌感染的形势。 

方法 选取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胰腺炎数据库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共 3197 例急

性胰腺炎患者，分析各病因及严重程度分级患者预防性使用抗生素的使用状况，多重耐药菌及真菌

的感染情况。 

结果 急性胆源性胰腺炎共 2096 例，轻症急性胰腺炎 859 例，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109 例，培养出

多重耐药菌 1 例，真菌 0 例；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 868 例，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232 例，培养出多

重耐药菌 19 例，真菌 3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 369 例，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52 例，培养出多重耐药

菌 37 例，真菌 14 例；急性高甘油三酯血症性胰腺炎共 839 例，轻症急性胰腺炎 240 例，预防性

使用抗生素 5 例，培养出多重耐药菌 0 例，真菌 0 例；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 430 例，预防性使用

抗生素 65 例，培养出多重耐药菌 10 例，真菌 1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 169 例，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39 例，培养出多重耐药菌 27 例，真菌 4 例。急性酒精性性胰腺炎共 289 例，轻症急性胰腺炎 90

例，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3 例，培养出多重耐药菌 0 例，真菌 0 例；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 151 例，

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22 例，培养出多重耐药菌 2 例，真菌 0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 48 例，预防性使

用抗生素 12 例，培养出多重耐药菌 5 例，真菌 1 例。 

结论 1、较多急性胆源性胰腺炎无感染患者未常规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虽然高脂血症及酒精性胰

腺炎轻症患者预防性使用抗生素较少，但中度重症及重症未感染患者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仍较普遍；

2、高甘油三脂及酒精性胰腺炎未感染患者早期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增加了后期多重耐药菌及真菌感

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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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60 

中医穴位服帖法治疗肝硬化腹水 30 例临床观察 

 
李文征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穴位服帖法治疗肝硬化腹水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肝硬化腹水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 30 例应用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 30 例在对照

组治疗基础上应用穴位服帖法治疗。2 组疗程均为 2 周。记录患者治疗前后腹围、体质量、门静脉

内径变化情况，比较 2 组疗效。 

结果 2 组治疗后腹围、体质量及门静脉内径均较本组治疗前降低(p<0.05)，且治疗组降低更明显

(p<0.05)。2 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结论 穴位服帖法治疗肝硬化腹水，可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疗效。 

 
 

PU-0761 

Genome-wide associations for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through meta-analysis and whole exome pooled-

sequencing 

 
Shiwei Zhu,Zuojing Liu,Hui Wei,Liping Duan 

Peking University 3rd hospital 

 
Objective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is the most commonly diagnosed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Twins' studies and population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 
suggest there is a genetic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of IBS, rare results could display clearly 
the genome-wide associations for IB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istinguish the genetic 
associations for IBS through meta-analysis and whole exome pooled-sequencing. 
Method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associated genetic polymorphism findings was identified by a 
systematic database research from 2005-2018. All potentially relevant were included if they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i ) Case-control studies with available subjects‘ information and allele 
frequency. No consanguinity between case and control group. ii) Explicit ancestry including 
Caucasian, Mongolia, Negroid and Australian. iii) IBS diagnosis based on clinical examination 
and specific diagnostic criteria such as Rome I-III. iv) Allele frequency meet the H-W balance. v) 
Largest sample size were included in reused data. vi) The same SNP were included if it was 
reported by over three studies. 35 diarrhea dominated IBS patients (IBS) were recruited 
according the Rome III criteria, 35 matched healthy volunteer (HC) without any gastroenterology 
or mental disease were also recruited at the same time in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Peripheral blood DNA of each sample in the same group were extracted and mixed as a pool, the 
whole exom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s) of three pools were measured through the 
pooled-sequencing (Pool-seq).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no. 2013-112). 
Results 754 articles were go through and 60 of them meet the criteria. Thirteen candidate SNPs 
from 8 different genes were reported associated with IBS. Our data showed, among them, alleles 
in TNFSF15 associated with IBS (rs7848647: p=0.021, rs6478109: p<0.001, rs6478108: p=0.026 
rs4263839: p=0.013) whereas others not. In the analysis of whole exome pool-seq, 10 alleles in 
IB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HC and located in extronic, nonsynonymous and damage protein 
structure. Methylation in SSPO gen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AD depression scores in 
IBS patients. Methyl-CpG binding domain 1 (MBD1) gene, have the ability to bind DNA at 
methylated CpG sites. RECQL4 rs4251691 and SLC7A6OS rs8063446 are the risk variants in 
IBS. RECQL4 rs4251691 is reported in Rothmund-Thomson syndrome patients. Detailed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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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6 patients having RECQL4 mutations and diarrhea was reported in 12 
out of 14 patients. 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 (COMT) associated with experimental pain 
sensitivity. COMT rs6267 minor alleles in the high pain sensitive haplotype coding for 20-fold 
reductions in COMT enzymatic activity and correlated with schizophrenia or Parkinson's' disease. 
Conclusions Meta-analysis of IBS genome-wide associated studies may not have a very clear 
indication. However, whole exome pool-seq is better and cost-effective. Besides,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using whole exome pool-seq to look at genetic associations of IBS in Chinese 
 
 

PU-0762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胃固有肌层肿瘤的可行性及疗效分析 

 
林晔 

赣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胃固有肌层肿瘤的可行性及疗效分析. 

方法 对普通胃镜发现并由超声内镜和上腹部增强 CT 证实的胃固有肌层来源的肿瘤行内镜黏膜下剥

离术治疗,若出现穿孔行内镜下尼龙绳荷包缝合，若出现难以完整切除的情况则给予胃肠外科腹腔

镜治疗. 

结果 共对 35 例患者成功进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操作时间 30～ 150 min,平均 65.8min.切除肿

瘤的最大直径 0.8～3.0 cm,平均 1.7 cm.术中出现小血管破裂出血行热活检钳止血，6 例出现穿孔

行内镜下创面尼龙绳荷包缝合，所有患者均无严重并发症.术后病理诊断 24 例为间质瘤,6 例为平滑

肌瘤，3 例为异位胰腺,2 例为神经内分泌肿瘤. 

结论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胃固有肌层肿瘤是安全有效的方法；术中出现出血及穿孔等并发症均

可予内镜下止血及缝合处理。 

  
 

PU-0763 

长链非编码 RNA PVT1 在结直肠癌患者血浆中的 

表达与临床意义 

 
周改

1
,周朦

1
,冯雯

1
,杨萧天

1
,顾漱溟

1
,章美婷

1
,龚爱华

2
,徐岷

1
 

1.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江苏大学医学院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 RNA PVT1 在结直肠癌患者血浆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90 例结直肠癌患者术前血浆、30 例结直肠腺瘤患者血浆、42 例体检健康者血浆及 29 例

配对的结直肠癌患者术后 2-3 周的血浆标本。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上述标本的 LncRNA 

PVT1 表达水平，并对 29 例结直肠癌患者术前、术后进行对比。分析血浆 PVT1 表达量与结直肠

癌临床病理参数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评估血浆 PVT1 对结直肠癌的诊断

效能。 

结果 与体检健康组对比，血浆 PVT1 在结直肠腺瘤组、结直肠癌组及相对早期的 TNM Ⅰ/Ⅱ期结

直肠癌组的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P 均＜0.05），且术后表达水平较术前显著下降(P＜0.01)；结直

肠癌患者血浆中 PVT1 表达水平与患者的年龄、性别及肿瘤的部位、大小、分化程度、TNM 分期

等无明显关系(P＞0.05)；血浆 PVT1 单独诊断结直肠癌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781，敏感

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8.6%和 71.4%；诊断 TNM Ⅰ/Ⅱ期结直肠癌 AUC 为 0.768，敏感性和特异性

分别为 71.1%，76.2%；均高于常规肿瘤标记物 CEA 对其诊断效能(AUC=0.745)；PVT1 与 CEA 

联合检测对结直肠癌及 TNM Ⅰ /Ⅱ期结直肠癌诊断价值(AUC =0.863，AUC =0.854)均高于

PVT1、CEA 单独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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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血浆 LncRNA PVT1 可作为结直肠癌临床诊断和术后监测潜在的循环标记物。 

 
 

PU-0764 

护理干预对肝癌介入治疗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陈俊华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肝癌介入治疗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通过护理干预帮助病人减轻身心压力,减

轻癌症带来的痛苦,从而提高介入治疗的有效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将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收治的 200 例原发性肝癌病人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0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常规护理基础上加强对患者的认知干预、心理支

持、饮食指导、疼痛干预、并发症预防、家庭及社会支持等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在术前采用症状自

评量表(SCL-90)对行肝癌介入治疗的患者进行心理测验.术中发生疼痛后依次进行心理干预和药物

镇痛,并分别于心理干预前、心理干预后和药物治疗后采用数字疼痛量表(NRS-10)测定疼痛程度.采

用健康量表(SF-36)评价两组病人的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及健康指数.按主诉疼痛分级法(VRS)比

较两组病人护理后的疼痛情况.使用 SPSS 22.0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观察组患者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干预前、心

理干预后和药物治疗后患者的疼痛评分依次降低,两两比较均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均＜0.01).观

察组经心理干预完全缓解 5 例(2.31%),有效缓解 63 例(29.17%).所有患者经药物治疗后疼痛均缓解.

术前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分中躯体化、焦虑和恐怖 3 项因子分与心理干预前疼痛评分呈正相关

(P＜0.05).观察组护理后的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及健康指数、疼痛程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护理后
(P<0.05). 

结论 目前介入疗法已经成为首选的非手术治疗方法,多数肝癌患者经过治疗后症状得到缓解,生存期

明显延长,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和护理的全面实施,评估肝癌患者的治疗护理效果,也从过去只注

重改善其躯体症状发展为重视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关注被观察对象的自我感受,对个人所感受到的

心理、生理、社会等多方面适应性进行综合评价,综合护理干预有利于减轻肝癌介入治疗病人的疼

痛,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促进其身心健康 

 
 

PU-0765 

无痛胃肠镜检查对术后早期认知功能的影响 

 
林晔 

赣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无痛胃肠镜检查对术后早期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接受 9 年以上教育、年龄 18-60 岁之间的进行无痛胃肠镜检查的患者 65 例为无痛

组，进行普通胃肠镜检查的患者 50 例作为对照组。两组患者行内镜操作前均以数字连接试验-A

（ NCT-A）和数字符号试验（ DST）等简易智能测试进行认知功能测试，对照组及无痛组麻醉完

全苏醒达到离院标准时重复上述测试，如结果劣于检查前，静息 30 min 后进行第三次测试，直至

结果恢复至或优于检查前水平。 

结果 115 例患者均完成前两次测试，80 例完成第三次测试。达到离院标准时，无痛组 NCT-A 和

DST 结果显著劣于检查前（ P=0.000）；普通对照组 3 项测试结果均不劣于检查前。完成第三次

测试者各项测试结果均恢复至或优于检查前水平。 

结论 丙泊酚无痛胃镜镜检查可影响患者的术后早期认知功能，但此种影响随着离院时间的适当延

长可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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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66 

胶囊内镜评分指数与红细胞沉降率、血清 C-反应蛋白评估小肠

克罗恩病活动度的相关性分析 

 
林晔 

赣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胶囊内镜评分指数(Lewis 评分)与红细胞沉降率（ESR）、血清 C 反应蛋白(CRP)评估小

肠克罗恩病病变活动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24 例胶囊内镜检查的小肠克罗恩病患者行 Lewis 评分,同时检测 ESR、血清 CRP 水平。

Lewis 评分与 ESR、血清 CRP 的相关性行分别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  Lewis 评分结果显示非活动期患者 3 例、轻度粘膜炎症患者 12 例、中-重度粘膜炎症患者 9

例,中-重度粘膜炎症患者组 ESR、血清 CRP 平均值明显高于非活动期患者组和轻度粘膜炎症患者

组(P＜0.05), Lewis 评分与 ESR、血清 CRP 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胶囊内镜 Lewis 评分与 ESR、

血清 CRP 呈中度相关(P＜0.01)。 

结论 Lewis 评分与 ESR、血清 CRP 有益于评估小肠克罗恩病的确诊、指导治疗及预后。ESR 和

血清 CRP 对判断胶囊内镜下中-重度粘膜炎症有一定参考意义，但 ESR 和血清 CRP 不能完全替代

Lewis 评分用于评估小肠克罗恩病患者胶囊内镜下病变的炎症程度。 

 
 

PU-0767 

急性肝衰竭大鼠血清 MLT 水平变化及其意义 

 
刘颖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急性肝衰竭（ALF）大鼠血清胃动素（MTL）水平变化，分析其与急性肝衰竭大鼠胃肠功

能障碍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急性肝衰竭胃肠功能障碍的早期预测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方法 清洁级健康雌性 SD 大鼠 85 只，随机分成模型组（n=50）正常对照组（n=35），适应性喂

养 3 天。ALF 模型组大鼠采用硫代乙酰胺 TAA（生理盐水配成 40g/L）进行腹腔注射，注射剂量为

350mg/kg，24 小时后按原剂量重复腹腔注射一次，建立大鼠 ALF 模型；正常对照组同时间点腹腔

注射同等量生理盐水。分别腹腔注射完成后 24h、36h、48h 取血测定各组大鼠肝功能指标，包括

ALT、AST、TBiL，应用酶联免疫法测定各组大鼠血清胃动素（MTL）水平。用 SPSS16.0 统计软

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统计学描述采用，组间指标差别检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正常对照组与 ALF 模型组肝功能比较：与正常对照组比较，ALF 模型组大鼠 24h、36h、

48h 各 时 间 点 ALT 明 显 升 高 ,[ALT(U ／ L)24 h ： 346.81±127.04/50.15±11.94 ， 36 h ：

182.07±72.52/50.24±11.51 ， 48 h ： 98.36±31.84/49.82±9.78]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均

P<0.01）。2.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各时间点 ALF 模型组大鼠 MTL(ng/L)水平较正常对照组大鼠明

显 下 降 （ 24h ： 135.50±30.15/265.10±44.35 ， 36h ： 125.84±42.00/253.19±49.18 ， 48h ：

144.19±40.74/262.70±58.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清 MLT 水平显著降低，提示血清 MLT 水平在急性肝衰大鼠出现胃肠功能障碍的机制中起

一定作用，其水平变化可作为胃肠障碍的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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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68 

早期恢复经口进食进行肠内营养在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中的应用 

 
林晔 

赣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恢复经口进食进行肠内营养在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的可行性及疗效分析. 

方法 选择我院消化内科 2016 年 6 月—2018 年 5 月期间住院治疗的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 35 例为研

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对照组患者经鼻空肠营养管实现肠内营养,观察组患者在发病 72h

内通便后恢复经口进食实现肠内营养.比较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病死率、腹腔感染、手术干预、

并发症等情况. 

结果 观察组住院时间、病死率、腹腔感染、手术干预等方面无差异性(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结论 对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早期恢复经口进食进行肠内营养,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及可行性。 

 
 

PU-0769 

慢性乙型肝炎与肝衰竭患者免疫功能的临床研究 

 
田方圆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与乙型肝炎相关性肝衰竭患者 IgG、IgA、IgM 及 C3变化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2009 年 8 月至 2014 年 7 月期间住院治疗的 347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

者及 363 例乙型肝炎相关性肝衰竭患者的病历资料。1.比较乙型肝炎相关性肝衰竭与慢性乙型肝炎

IgG、IgA、IgM 及 C3 变化的不同。2.根据 HBV-Ms 特异性表达的不同将肝衰竭患者分为特异性抗

体阳性（指 HBsAb、HBeAb 和 HBcAb 同时阳性）和特异性抗体阴性（无 HBsAb、HBeAb 和

HBcAb 同时阳性）两组，分析 2 组患者之间免疫功能的不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

资料比较采用 x
2检验。 

结果 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相比，肝衰竭患者免疫功能 IgG、IgA、IgM 及 C34 项检测结果有显著性

差异（P<0.05），其中肝衰竭组 IgG、IgA、IgM 明显高于慢性乙型肝炎组和正常参考范围，而 C3

则明显低于慢性乙型肝炎组和正常参考范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HBV 特异性抗体阳性组与

HBV 特异性抗体阴性组相比在 IgG、IgA、IgM 检测指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C3

结果低于 HBV 特异性抗体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免疫反应造成的损伤在慢性乙型肝炎及肝衰竭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肝衰竭患者常合

并免疫功能紊乱，引起细胞免疫功能下降，体液免疫功能亢进，多呈现高免疫球蛋白血症，且 C3

明显减低。 

 
 

PU-0770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中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及低度炎症反应的发生率 

 
陈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分别利用氢气及甲烷呼气试验研究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中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的发生

率;利用一氧化氮（NO）呼气试验研究同一批 IBS 患者中慢性低度炎症反应的发生率。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47 
 

方法 2017 年 6 月至 2017 年 10 月，连续收集 50 例华山医院消化科门诊的符合罗马Ⅳ诊断标准的

IBS 患者，应用乳果糖氢呼气（LBT）联合甲烷呼气试验检测其 SIBO 的发生率。应用 NO 呼气试

验研究 IBS 患者慢性低度炎症反应的发生率。 

结果 (1) 50 例 IBS 患者中 eNO 阳性率为 70%(35/50)，3 个亚组间无显著差异。SIBO 发生率为

60%(30/50)，其中单纯氢气呼气试验阳性者 20 例(40%)，单纯甲烷呼气试验阳性者 7 例(14%)，二

者均阳性者 3 例 (6%)。 IBS-C 与 IBS-D 亚组中氢气与甲烷的 LBT 阳性率具有明显差异

（P<0.01）。合并 SIBO 患者的 eNO 阳性率(90%)明显高于不合并 SIBO 的 IBS 患者(40%)（X
2
= 

14.9  ，P<0.001）。 

结论 高达 60%的 IBS 患者存在 SIBO，高达 70%的 IBS 患者存在全身低度炎症反应。氢气结合甲

烷 LBT 较传统的单纯氢气 LBT 对 SIBO 具有更好的检出率。SIBO 与 IBS 患者的系统性炎症反应的

激活存在着关联。 

 
 

PU-0771 

血管紧张素 II 通过 TGF-β/Smad 信号通路促进结肠癌 

增殖和上皮间质转化 

 
杨萧天

1
,苏兆亮

2
,徐岷

1
 

1.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江苏大学医学院 

 

目的 探究血管紧张素 II（Ang II）对结肠癌细胞增殖及上皮间质转化（EMT）的影响。 

方法 使用生物信息数据库分析结肠癌患者 5 年生存率与血管紧张素 II1 型受体（AT1R）表达量之

间的关系；通过免疫荧光和 Western blot 检测 AT1R 在结肠癌细胞系 CT26 中的表达；通过 CCK-

8 法、克隆形成实验、迁移实验、侵袭实验检测 Ang II 对结肠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影响；

Western blot 法和免疫荧光检测 Ang II 对结肠癌细胞 EMT 及 TGF-β/Smad 信号转导通路相关指标

的影响；体内实验检测氯沙坦对结肠癌生长的影响；ELISA 检测结肠癌小鼠血清中肿瘤相关细胞因

子的表达。 

结果 AT1R 蛋白低表达的结肠癌患者较 AT1R 蛋白高表达的结肠癌患者 5 年生存率高；AT1R 蛋白

表达于 CT26 细胞膜上；Ang II 可以增强结肠癌细胞的增殖和克隆形成能力、促进肿瘤迁移及侵

袭；Ang II 上调间质标志物 N- cadherin、α-SMA 和 Snail 蛋白表达水平，下调上皮标志物 E- 

cadherin 表达水平，促进结肠癌 EMT 的发生；Ang II 可以激活并上调 TGF-β/Smad 通路中的

TGF-β、p-Smad2 蛋白表达水平，在上述体外细胞实验中，Ang II 的促肿瘤作用均可被 AT1R 拮抗

剂氯沙坦抑制。在结肠癌肿瘤小鼠模型中，氯沙坦可以显著抑制肿瘤的生长，并下调小鼠血清中

Ang II、TGF-β 等肿瘤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 

结论 Ang II 具有促进结肠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生物学作用。Ang II 通过 TGF-β/Smad 信号

通路促进结肠癌细胞的 EMT。 

 
 

PU-0772 

雷帕霉素及环孢素对人类调节性 T 细胞增殖影响的实验研究 

 
赵冰清 

天津市第二人民传染病医院 

 

目的 体外提取培养人类外周血 CD4+CD25+调节性 T 细胞（regulatory T cell, Treg），验证其免疫

抑制功能，并分别观察雷帕霉素及环孢素对 CD4+CD25+Treg 细胞体外增殖的影响。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48 
 

方法 利用免疫磁珠法提取健康成人外周血 CD4+CD25+Treg 细胞，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纯度、增

殖情况及免疫抑制功能；通过设置雷帕霉素组、环孢素组及空白对照组，分析两种药物对

CD4+CD25+Treg 细胞体外增殖的影响。 

结果 免疫磁珠法分选 CD4+CD25+Treg 细胞的纯度达到（97±0.8）%，且细胞内 Foxp3 表达率达

（ 99±0.5）%。CD4+CD25+Treg 细胞体外培养 7d 后流式细胞仪检测原代细胞比例占

（37.0±3.5）%，14d 后光学显微镜下计数细胞数量可扩增至 150 倍左右；CD4+CD25+Treg 细胞

可明显抑制 CD4+CD25-T 淋巴细胞的增殖（P<0.05）；雷帕霉素组中 CD4+CD25+Treg 细胞培养

7d 后原代细胞所占比例为（8.8±3.2）%，空白对照组中为（33.2±4.3）%，环孢素组中为

（48.9±7.0）%，雷帕霉素明显促进了 CD4+CD25+Treg 细胞的体外增殖（P<0.05），环孢素则

抑制 CD4+CD25+Treg 细胞的体外增殖 (P<0.05)。 

结论  ①免疫磁珠法是进行 CD4+CD25+Treg 细胞相关研究的理想提取方式； ②从

CD4+CD25+Treg 细胞的角度分析，雷帕霉素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移植后患者免疫耐受的形成，而环

孢素则不利于其形成。 

 
 

PU-0773 

―胃气‖评分联合 I-MELD 评分对 HBV 相关慢加急（亚急）性肝

衰竭患者预后评价的研究 

 
朱波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 HBV 相关慢加急（亚急）性肝衰竭（ACLF）患者 48 周内生存情况；研究中医―胃气‖评

分联合 I-MELD 评分是否可以为评价 ACLF 患者的预后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研究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2007 年 9 月-2014 年 3 月 HBV 相关 ACLF 患者的病历。记

录患者临床诊断 ACLF 后 0～3d 的中医症状及评分、四诊资料及相关化验检查数据，予中医―胃气‖

评分和 I-MELD 评分，并观察患者 4、8、12、24、48 周生存情况。―中医‗胃气‘评分表‖是基于广泛

查阅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医学基础理论，并征求专家意见而设计的。采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 

结果 1. 男性患者平均年龄小于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男性构成比高于女性。 

2. 随着观察时间的延长，存活率逐渐下降，死亡率逐渐上升。 

3. 48 周内存活与死亡患者的年龄、 ―胃气 ‖评分、 I-MELD 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1.907,19.168,7.943,P<0.01）；总胆红素（TBIL）、血清肌酐（Cr）、血清钠（Na）、国

际化比值（IN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 

4. 4、8、12、24、48 周内存活与死亡患者比较―胃气‖评分及 I-MELD 评分总体结果显示：各观察

时间内存活组的两种评分均小于死亡组（P<0.05）；存活时间较长的患者两种评分较小。 

5. 两种评分作为预测 4、8、12、24、48 周内死亡风险的 ROC 曲线均显示：两种评分对于预测

ACLF 患者死亡风险均有意义，而且―胃气‖评分对死亡风险的预测效果优于 I-MELD 评分。 

结论 中医―胃气‖评分对于预测 ACLF 患者死亡风险有一定价值；中医―胃气‖评分联合 I-MELD 评分

可以为评价 ACLF 患者的预后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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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4 

乙型肝炎病毒与直肠癌发生的相关性研究 

 
杨青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直肠癌人群中乙肝病毒感染情况，研究乙肝病毒与直肠癌发生发展的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中心、回顾性分析的研究方法。收集广东省三家医院在 2007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这 10 年期间直肠癌、肝癌、外伤性骨折患者的 hbv 感染、基本情况等相关资料。本研究采用 R

软件 3.3.1，计算标准化发病率（SIR）（SIR 定义为观察值与期望值的比值）及 SIR 的 95%的可

信区间，如果―1‖在置信区间范围内，结果无统计学差异，而―1‖不在置信区间范围内，结果有统计

学差异。通过 Wilcoxon 秩和检验来进行 HBV-与 HBV+的平均年龄的比较，P<0.05 有统计学差

异。 

结果 1、HBV 对直肠癌发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直肠癌纳入 5309 例，HBV 与直肠癌的关系的 SIR

（95%CI）为 1.3(1.2-1.4)。三家医院单独结果，均呈现一致性的趋势。肝癌纳入 17120 例，HBV

与直肠癌的关系的 SIR（95%CI）为 1.3(1.2-1.4)。外伤性骨折纳入 1999 例，HBV 与直肠癌相关

的 SIR（95％CI）为 1.1（0.9-1.2）。 

2、感染 HBV 的直肠癌组较非感染 HBV 的直肠癌组的平均年龄小，男性与女性分组结果均表现一

致性，约相差 3.1-4 岁。三家医院合计直肠癌患者中 HBV+平均年龄为 56.0±12.6 岁，HBV-平均年

龄为 59.8±13.2 岁（P<0.001）；在阳性对照组肝癌人群中感染组和非感染者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51.9+12.0 岁和 57.8+14.0 岁(P<0.0001)，而阴性对照组骨折组 HBV 阳性和阴性平均年龄分别为

37.3+12.9 岁和 37.0+17.0 岁(P＞0.05)。 

结论 1、HBV 可能对直肠癌的发生及发展有促进作用，但相对于 HBV 与肝癌的关系弱。  

2、感染 HBV 的直肠癌患者较非感染者更年轻，提示 HBV 可能导致直肠癌年轻化。 

 
 

PU-0775 

IRF8 介导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分泌白介素 28 调节 

Lgr5+结肠肿瘤细胞 

 
董旻昱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炎症是宿主系统对病原体感染以及各种组织损伤等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应答事件,当机体对于

外界刺激因子产生异常应答,导致炎症无法从抗感染、组织损伤模式下转变成为平衡稳定状态从而

持续存在, 表现为―非可控性炎症‖(nonresolving inflammation)状态。这种状态对人体危害极大,不仅

导致炎症无法控制,影响患者生存质量, 还会引起肿瘤发生, 导致死亡。肠道炎症相关肿瘤（colitis- 

associated cancer, CAC）非可控炎症向肿瘤转化的一种典型疾病模型,其发病率在中国乃至世界均

呈逐年升高趋势,深化肿瘤微环境张免疫细胞对肿瘤作用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对疾病的理解和改善治

疗措施。 

方法 我们证实了抑制干扰素诱导因子 IRF8 的表达维持了结肠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的保持

M2 型极化，并分泌细胞因子 IL-28，通过 IL-28/IL-10R2 信号途径调节结肠肿瘤 Lgr5
+干细胞的同

质性和异质性。在此项目中，我们根据前期工作基础进一步建立了巨噬细胞特异性 IRF8
-/-小鼠、

Lgr5-GFP 和 Lgr5-GFP/IL10R2 小鼠，结合 AOM/DSS 诱导 CAC 模型，评价肠道细胞 organoid

（类器官）以及肿瘤形成能力，分析 IL28 和结肠肿瘤干细胞相关因子的表达，观察 Lgr5-GFP+肿

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及分化；并且分析应用重组 IL-28 因子治疗后，对肠道上皮修复能力及成瘤能

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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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由此我们认为在非可控炎症发展及肿瘤发生过程中，IL-28 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通过与肠道

上皮 Lgr5+干细胞表面受体 IL-10R2 结合，激活了 JNK 信号，转录调节 Lgr5 表达，促进干细胞异

质性和同质性平衡，使肠道上皮细胞在炎症微环境刺激中能及时、准确更新，维持肠道上皮完

整 ；而 IL-28 缺失或者 IL-10R2 缺失时，抑制了肠道上皮 Lgr5+干细胞同质性，但促进了 Lgr5+干

细胞，致使干细胞分化异常增多，肠道黏膜上皮完整性受到破坏，进一步加剧了炎症及炎症相关肿

瘤的发生发展。 

结论 我们认为 IL-28 是一种新的调控肠道炎性和炎性相关肿瘤的保护因子，通过采用重组 IL-28 因

子能有效促进肠道上皮细胞修复。 

  
 

PU-0776 

Linc-RoR 通过 Hippo 信号通路促进胰腺癌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 

 
陈伟

1
,龚爱华

2
,徐岷

1
 

1.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江苏大学医学院 

 

目的 探究长链非编码 RNA RoR（Linc-RoR）对胰腺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的影响。 

方法 通过荧光定量 PCR 检测 Linc-RoR 在胰腺癌细胞 BxPC-3、SW1990、PaTu8988 中的表达水

平；构建干扰质粒 sh-RoR 和过表达质粒 pCDH-RoR 并验证效率；将干扰质粒 sh-RoR 或过表达

质粒 pCDH-RoR 干预胰腺癌细胞，通过 CCK-8 法、克隆形成实验、Transwell 实验检测 Linc-RoR

对胰腺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的影响；Western blot 法检测 Linc-RoR 在胰腺癌细胞中对上皮间质转

化相关指标的影响；并在胰腺癌细胞中上调或下调 Linc-RoR，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 Hippo 信

号转导通路相关指标的变化。 

结果 下调 Linc-RoR 可使胰腺癌细胞的增殖能力、克隆形成能力、迁移能力、侵袭能力减弱；相

反，上调 Linc-RoR 后细胞增殖能力、克隆形成能力、迁移能力、侵袭能力增强。下调 Linc-RoR

后胰腺癌细胞中上皮间质转化指标 E-cadherin 蛋白表达量增高，N-cadherin、Vimentin 蛋白表达

量降低；相反，上调 Linc-RoR 后上皮间质转化指标 E-cadherin 蛋白表达量降低，N-cadherin、

Vimentin 蛋白表达量增高。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下调 Linc-RoR 后，胰腺癌细胞中 YAP 和 MOB1

蛋白表达降低，p-YAP、p-MOB1、p-LATS1、LATS1、MST1 和 MST2 蛋白表达增高；相反，上

调 Linc-RoR 后，胰腺癌细胞中 YAP 和 MOB1 蛋白表达增高，p-YAP、p-MOB1、p-LATS1、

LATS1、MST1 和 MST2 蛋白表达降低。 

结论 Linc-RoR 具有促进胰腺癌细胞增殖和迁移的生物学作用，Linc-RoR 通过 Hippo 信号通路促进

胰腺癌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 

 
 

PU-0777 

水交换结肠镜辅助二氧化碳注气法在治疗结肠息肉中的应用 

 
杜志强 

简阳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水交换结肠镜辅助二氧化碳注气法在结肠息肉治疗中应用的安全性、可行性。 

方法 102 例结肠息肉患者分为两组，水交换注气组 50 例行水交换结肠镜辅助二氧化碳注气法行息

肉治疗, 常规组 52 例行常规结肠镜息肉治疗,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时前中后 HR、SBP、DBP 及

SpO2 变化, 同时记录治疗时间, 治疗结束后询问患者疼痛情况、满意度等。 

结果 水交换注气组成功率为 100%，高于常规组 94.2%, 并且水交换结肠镜辅助二氧化碳注气法在

治疗过程中血压、心率无上升且有所下降, 而常规组 BP、HR 有上升趋势, 比较两组有显著差异

(P<0.05) 。水交换结肠镜辅助二氧化碳注气法治疗时间为(14±3.2)min, 常规组为(17±3.4)min,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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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性(P<0.05)。水交换结肠镜辅助二氧化碳注气法满意度为 100%, 常规组为 65%, 明显低于水

交换注气法。 

结论 水交换结肠镜辅助二氧化碳注气法治疗结肠息肉能缩短治疗时间, 增加成功率, 减少并发症, 提

高复诊率，安全性较高，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0778 

Fibroscan 数值升高的慢性 HBV 携带者临床及肝脏病理分析 

 
张孝盈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天津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探讨 Fibroscan 数值升高的慢性 HBV 携带者临床及肝脏病理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我院经肝组织活检确诊的慢性 HBV 携带者（观察

组）30 例，并随机选取同期 Fibroscan 数值正常的慢性 HBV 携带者（对照组）33 例作为对照，比

较两组病例的临床特点和肝组织学改变。 

结果  观察组患者 Fibroscan 数值越高，ALT、AST 数值越接近正常值上限（P<0.05）；

Fibroscan>8Kpa，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核酸（HBV-DNA 定量）检测水平均>10^6copies/ml

（P<0.05）；随 Fibroscan 数值变化，HBeAg 阳性率与 HBeAb 阳性率无显著差异（P>0.05）；

肝组织病理学检查提示观察组炎症级别>G2、纤维化程度>S1 的比例增多（P<0.05），而免疫组化

HBcAg 阳性率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Fibroscan 数值升高的慢性 HBV 携带者在肝功能潜在损害、肝组织活检炎症级别、肝纤维化

程度方面相对 Fibroscan 数值正常的慢性 HBV 携带者为重，提示 Fibroscan 数值升高的慢性 HBV

携带者虽肝功能正常，但肝脏病理的炎症、纤维化有进展，与乙肝病毒活跃复制有关，对于该类患

者应积极肝穿刺活体组织检查，以利抗 HBV 治疗的开展，延缓病情进展。 

  
 

PU-0779 

LncRNA UCA1 通过调控 KRAS 表达增强胰腺 

癌细胞的干性及增殖能力 

 
刘雅雯

1
,顾漱溟

1
,王慧之

1
,陈伟

1
, 徐微

1
,凌陈

1
,龚爱华

2
,徐岷

1
 

1.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江苏大学医学院 

 

目的 阐明长链非编码 RNA UCA1 对胰腺癌细胞增殖及其干性影响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通过荧光定量 PCR 检测 UCA1 在胰腺癌细胞 SW1990、PaTu8988、PANC-1、PaTu8902、

Mpanc96、HPAFⅡ中的相对表达量；构建干扰质粒 sh-UCA1 及过表达 UCA1 质粒,在胰腺癌细胞

中干扰或过表达 UCA1，通过 CCK-8 法、克隆形成实验、干细胞成球实验及裸鼠体内成瘤实验检

测 UCA1 对胰腺癌细胞增殖及干性的影响，通过 Western Blot 法检测 UCA1 对胰腺癌细胞增殖及

干性相关指标的影响；并在胰腺癌细胞中上调或下调 UCA1 后，用 Phos-tag system 和 Western 

Blot 法分析 KRAS 总蛋白表达及磷酸化水平的变化，通过 RIP、免疫共沉淀技术及免疫荧光实验分

析 UCA1、hnRNPA2B1 和 KRAS 之间的相互作用，利用点突变、Phos-tag system 和免疫荧光实

验分析 UCA1 突变体对 KRAS 磷酸化水平的影响；通过点突变、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Western 

Blot 法及 RIP 技术分析 UCA1 与 KRAS-3‘- UTR 共享的 microRNA。 

结果 下调 UCA1 可抑制胰腺癌细胞的增殖能力、克隆形成能力、干细胞成球能力及体内成瘤能

力，同时胰腺癌细胞中干性指标 CD133、Oct4、Sox2、Nanog、c-myc 蛋白表达水平降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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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上调 UCA1 可增强胰腺癌细胞的增殖能力、克隆形成能力、干细胞成球能力及裸鼠体内成瘤能

力，干性指标的蛋白表达水平增加。Phos-tag system 和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下调 UCA1 可降低

KRAS 总蛋白的表达水平及磷酸化水平。RIP、免疫共沉淀技术及免疫荧光实验表明 UCA1 能够与

hnRNPA2B1 相互作用并促进 KRAS 的磷酸化水平。此外，点突变、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

Western Blot 法及 RIP 技术明确 UCA1 能够竞争性地靶向结合 miR-590-3p 对 KRAS 的表达起转录

后调控作用, 并明确了它们的作用位点。 

结论 LncRNA UCA1 具有增强胰腺癌细胞增殖和干性的生物学作用。UCA1 通过调控 KRAS 表达

增强胰腺癌细胞的干性及增殖能力。 

 
 

PU-0780 

体检筛查自身免疫性肝病高危人群：可行性分析及 

早期预测模型的建立 

 
王一,李燕妮,张洁,王晓艺,周璐,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自身免疫性肝病（autoimmune liver disease, AILD）是临床较为少见的免疫性肝损伤，其发

病率约为 1-2/10 万。诊断时机对疾病预后有较大影响，首诊合并肝硬化的患者生存时间较短。本

研究通过评价临床应用广泛的体检指标对 AILD 的诊断价值，建立简单易行的疾病早期筛查模型，

旨在早期识别 AILD 高危人群，进一步行免疫学筛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1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的 581 例 AILD 患者的临

床资料，根据相关性及单因素分析，筛选出临床常见体检指标对疾病具有预测效力，并应用

logistic 回归及决策树分别建立疾病预测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下面积（AUROC）评估其性

能。 

结果 自 2001 年至 2017 年，体检发现 AILD 患者比例逐年增高（χ
2
=44.32, P<0.01），首诊合并肝

硬化患者比例逐年降低（ χ
2
=19.36, P<0.01）。单因素回归分析发现，球蛋白（GLB，

β=4.692），谷酰转肽酶（GGT，β=3.239），谷丙转氨酶（ALT，β=2.888），年龄（β=2.652）, 

肝周淋巴结肿大（β=2.270），年龄（β=2.021）, 自身免疫病家族史（β=1.995）以及合并肝外自

身免疫病（β=1.402）等指标与疾病显著相关（P<0.01），将其分别纳入预测模型并评价该模型准

确 性 （ Acc=0.92 ） 、 敏 感 性 （ Sen=0.93 ） 、 特 异 性 （ Sp=0.92 ） , 预 测 能 力 较 强

（AUROC=0.98）。结合相关临床经验，排除与肝损伤直接相关的肝功能指标后，模型仍具有较好

的预测能力（AUROC=0.92，Acc=0.86，Sen=0.94，Sp=0.72）。为使模型更具临床应用价值，

本研究建立 AILD 决策树预测模型，并内部验证其应用效能（Acc=0.89，Sen=0.92，Sp=0.85）。 

结论 应用体检筛查常用指标，通过建立 AILD 风险预测模型，早期识别体检人群中潜在的 AILD 患

者。 

 
 

PU-0781 

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中门静脉压力无创评价参数分析 

 
李锦伟

1
,朱昌鹏

2
,谢渭芬

2
 

1.上海市同仁医院 

2.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通过建立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探讨无创评估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门静脉压力相关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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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Wistar 大鼠腹腔注射四氯化碳（CCl4）制备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造模完成后使用多普勒超

声检测大鼠门静脉横径（PVD）及门静脉血流速（PVV），并据此计算门静脉血流量（PBF）。麻

醉后进行门静脉穿刺插管测门静脉压力（PVP）。 

结果 大鼠腹腔注射 7 周后成功制备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模型，模型组 PVP 明显高于对照组

（10.33 ± 2.12 cmH2O vs 6.65 ± 1.12 cmH2O，P < 0.01）。对照组 PVD、PVV、PBF 明显高于

对照组（PVD：1.25 ± 0.33 mm vs 0.83 ± 0.21 mm，P < 0.05；PVV：22.95 ± 6.21 cm/s vs 

16.16 ± 2.46 cm/s，P < 0.05；PBF：19.45 ± 14.62 ml/min vs 5.58 ± 2.96 ml/min，P < 0.05）。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 PVP 与 PVD、PVV、PBF 成正线性相关（r = 0.665，P = 0.025；r = 

0.645，P = 0.006；r = 0.761，P = 0.007）。 

结论 多普勒超声检测 PVD、PVV、PBF 能够间接反映大鼠门脉高压模型门静脉压力，有望为临床

无创评价门静脉压力提供重要手段。 

 
 

PU-0782 

20 例食物介导的儿童严重过敏反应的分析 

 
张娟,李在玲,周薇,刘玲,王红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了解食物引起的儿童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点及患儿转归。 

方法 总结因食物诱发严重过敏反应于 2009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住院的儿

童的病例资料，分析其常见过敏原、速发型过敏的症状及治疗情况。 

结果 共有 20 例患儿在此期间因食物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住院。其中男 12 例，女 8 例，年龄范

围：0~1 岁，10 例（50%）；1-6 岁，5 例（25%）；6-14 岁，5 例（25%）。严重过敏反应的触

发物有牛奶 6 例（30%），鸡蛋 6 例（30%），花生 4 例（20%），水果 2 例（桃、菇茑）

（10%），海鲜 1 例（5%），牛肉松 1 例（5%）。完善食物特殊 IgE 可证实触发物的为 14 例

（14/18，77.8%）（2 例患儿家属未同意取血完善过敏原检测）。值得注意的是 3 例 1 岁内婴儿牛

奶蛋白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例，发病时完善血清牛奶蛋白特异性 IgE 阴性，在后续复查中低度升

高。6 例患儿完善血清食物组特异性 IgE 检测对 2 种以上食物致敏。所有病人均给予 1：1000 肾上

腺素肌肉注射、抗组胺治疗及对症治疗，临床预后较好。 

结论 在食物诱发严重过敏反应中，牛奶、鸡蛋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多发生在婴幼儿期，而部分患

儿血清特异性 IgE 可阴性，提示食物严重过敏反应的触发物不能只依赖血清学检测，必须依据摄食

情况、临床表现，必要时食物激发试验明确触发物。 

 
 

PU-0783 

IBD 患儿血常规、凝血功能情况与疾病活动度关系的研究 

 
张娟,李在玲,李军,李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炎症性肠病（IBD）患儿血常规及凝血指标的变化，及其与疾病活动程度的关系。 

方法 总结从 2009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住院确诊为 CD 或 UC 的 IBD 患

儿的临床资料，记录性别、年龄、体重、年龄、所患疾病、血常规各项参数，尤其血小板（血小板

计数、血小板体积、血小板分布宽度、血小板压积）、C 反应蛋白(CRP)、白蛋白（ALB）、疾病

活动度评分（PUCAI、PCDAI）、凝血功能各项指标（凝血酶原时间 PT、凝血酶原活动度 A、国

际标准比率 R、纤维蛋白原 Fib、活化部分凝血活酶 APTT、凝血酶时间 TT、D-二聚体 D-

Dimer）。将 PCDAI>30 分定义为中重度 CD；PUCAI>35 分定义为中重度 UC。比较 IBD 不同疾

病类型及不同疾病活动度的上述指标是否存在差异。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854 
 

结果 研究期间共入组 28 例患儿，男 15 例，女 13 例。确诊时年龄中位数为 2.5 岁，其中最小 2

月，最大 13 岁。其中克罗恩病（CD）16 例，溃疡性结肠炎（UC）12 例。疾病活动度评分 CD 组

PCDAI 为 41.25 分（最小值 12.5，最大值 72），轻度活动 3 例，中重度活动 13 例。UC 组

PUCAI 为 32.5 分（最小值 15，最大值 80），轻度活动 6 例，中重度活动 6 例。发现 CD 组 ALB

（33.85±6.57 g/L vs 38.87±6.26 g/L，P=0.034）低于 UC 组，CRP 高于 UC 组（P=0.034）。不

同疾病活动度的 UC 组患儿的血常规及凝血指标未发现差异。CD 患儿中重度活动组的 WBC

（14.86±4.76^109/L vs 6.55±0.84^109/L，P=0.011）、CRP（3.87±3.11 mg/dl vs 0.82±0.63 

mg/dl，P=0.006）明显高于轻度活动组，ALB（32.22±6.17 vs 40.97±1.27，P=0.000）明显低于

轻 度活动组 ， PT （ 12.02±1.28s vs 10.76±0.73s ， P=0.076 ）、 D-Dimer （ 0.32±0.25 vs 

0.12±0.02，P=0.051）高于轻度活动组，但未显示统计学差异。中重度 CD 患儿 D-Dimer 水平明

显高于中重度 UC 患儿（0.32±0.25 ug/ml vs 0.06±0.01 ug/ml，t=-3.04，P=0.016）。 

结论 白细胞、CRP、ALB 可作为 CD 患儿疾病活动度的预测指标，CD 患儿较 UC 患儿更易出现高

凝状态。 

 
 

PU-0784 

MiR-19a-3p 通过 PI3K/AKT 通路促进 肝细胞癌发展 

 
黄晓曦,江雪梅,余湘南,林松挺,陈正义 

海口市人民医院 

 

目的 肝细胞癌是一种高发病率的消化系恶性肿瘤。然而，导致肝细胞癌的潜在机制尚不清楚。本

实验的目的是探究 miR-19a-3p 在肝细胞癌中的表达水平和在其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我们使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来检测 miR-19a-3p 的表达水平。在体外肝癌细胞系中通过运用

CCK-8、划痕实验、克隆形成实验、transwell 小室侵袭实验、流式细胞术研究 miR-19a-3p 对肝癌

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凋亡等生物学功能的影响。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验证 miR-19a-3p 的靶

点。Western blot 用来检测蛋白表达的变化。CCK-8 实验用于检测肝癌细胞对索拉菲尼的反应。 

结果 我们通过使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发现 miR-19a-3p 在肝癌临床标本（P = 0.003）和肝癌细胞

系中高表达。PLC/PRF/5 在转染 miR-19a-3p mimic 后，其增殖能力和转移能力较阴性对照组显著

增强，Hep3B 在转染 miR-19a-3p inhibitor 后，其增殖能力和转移能力较阴性对照组明显降低。而

miR-19a-3p 对肝癌细胞系的凋亡无明显影响。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证明 PTEN 是 miR-19a-3p 的

靶点。在肝癌细胞系中通过恢复或抑制 PTEN 的表达可以分别模仿 miR-19a-3p 低表达或高表达的

作用。我们进一步证明 miR-19a-3p 通过 PI3K/AKT 通路促进肝细胞癌的发展。另外，我们发现

PLC/PRF/5 在转染 miR-19a-3p mimic 后，对索拉菲尼的敏感性下降，而在转染 miR-19a-3p 

inhibitor 后，Hep3B 对索拉菲尼的敏感性明显增加。 

结论 miR-19a-3p 通过 PI3K/AKT 通路促进肝细胞系的增殖和转移，促进肝癌细胞系对索拉菲尼的

耐受。 

 
 

PU-0785 

综合性护理干预对射频消融术治疗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效果观察 

 
佟永娥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综合性护理干预对射频消融（RFA）治疗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效果。 

方法 88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 44 例和对照组 44 例。两例均采用相同的手术方法，即

1 体位：患者仰卧位，右侧肋骨区常规消毒。B 超探头用无菌橡胶盖包裹，再涂上声学胶，扫描肝

脏面积以确定穿刺部位。2 麻醉：1%利多卡因(10 Ml)和 0.1%盐酸肾上腺素 0.5mg。局部麻醉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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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号针头和注射器进行局部麻醉。在穿刺点处做一个 5 毫米的皮丘。然后将局部麻醉剂注射到穿刺

点周围的皮肤内进行渗透麻醉。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综合护理干预。

1.a. 心理护理 b. 职能培训 2.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仰卧位或俯卧位，根据术前训练呼吸频率进行

呼吸。术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及时报告医生。术中观察患

者皮肤，电极温度是否过高，是否有疼痛，大腿皮肤电极膏是否红烫伤。3.术后并发症的观察与护

理。a.肝区疼痛 b.发热 c. 内出血 d. 肝功能异常几个方面，比较两组术后情况。 

结果 两组术后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 近年来， 有效微创手段 RFA 已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肝癌。大量研究报道，其具有近期疗效好、 

创伤小、 痛苦轻、 并发症少、 重复性好等优点，由于受肿瘤大小、 数目、 位置及个体差异的影

响， RFA 治疗的疗效及患者的不良反应会有不同。手术成功的机率，从而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质

量 。本研究显示，对行 RFA 治疗原发性肝癌患者实施综合性护理干预，可满足患者对疾病知识的

需求；术前心理护理、 职能培训、术中正确配合、 早发现和处理术后并发症，不仅使患者具有良

好的心理状态接受治疗，术中能够正确的配合治疗，还可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从而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PU-0786 

长链非编码 RNA w01880 与胃癌的临床相关性分析 

 
宋皓军,林梦婷,丁小云 

宁波市第一医院 

 

目的 胃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致病机制至今仍未完全明确。许多研究表明长链非编码

RNA 可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 lncRNA-w01880 在胃癌细胞及正

常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探索其临床相关性。 

方法 利用实时定量 RT-PCR 技术检测了 64 例胃癌患者胃癌组织及癌旁组织 lncRNA-w01880 的表

达水平，结合纳入的 64 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探究胃癌患者组织中 lncRNA-w01880 的表达水

平与患者年龄、性别、肿瘤大小、分化程度、浸润深度、是否有淋巴结转移、TNM 分期、血清

CEA、CA199 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64 例胃癌患者胃癌组织 lncRNA-w01880 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癌旁组织（P＜0.05）。结合临

床病理学特征发现胃癌患者组织中 lncRNA-w01880 的表达水平与患者肿瘤直径大小、浸润深度、

是否有淋巴结转移、TNM 分期相关（P＜0.05），而与患者年龄、性别、肿瘤分化水平、血清

CEA、CA199 水平无相关性（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证实，lncRNA-w01880 在胃癌癌组织中呈低表达，可能具有抑制胃癌细胞发生发

展的作用，其表达水平有预测淋巴结转移及患者预后的潜在价值。 

 
 

PU-0787 

结直肠肿瘤患者肠道菌群结构的差异性研究 

 
王蕊,刘红,吴静,刘亚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目的 结直肠腺瘤是结直肠癌的主要癌前疾病，两者合称为结直肠肿瘤。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我国结直肠肿瘤的发病率逐年上升。结直肠肿瘤病因未明，目前认为其发病主要是遗传因素和

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肠道菌群作为人体的第二指纹，对于促进结直肠肿瘤的发生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探究健康人、高危结直肠腺瘤患者和结直肠癌患者肠道菌群的差异，寻找结

直肠癌变过程中肠道菌群的变化趋势，为发现有助于结直肠肿瘤早期诊断的靶菌提供理论基础，也

为肠道菌群多样性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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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19 例结直肠癌患者，15 例高危结直肠腺瘤患者及 15 例健康志愿者，收集受试

者粪便样品，提取样本中元基因组 DNA，并对 16sRNA 的 V3~V4 区进行扩增，然后在 Illumina 

Miseq 平台上进行高通量测序，最后对测序结果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比较三组间肠道菌群在不同

分类学水平上的差异，明确结直肠癌患者、高危结直肠腺瘤患者及健康人的优势菌群。 

结果 1、结直肠肿瘤患者较健康人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减低。 

2、在门的水平上，相较于健康人，结直肠肿瘤患者的肠道菌群中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放线菌

门（Actinobacteria）的相对丰度增加，拟杆菌门和软壁菌门的相对丰度减低。 

3 、在属的水平上，巨单胞菌属（ Dorea ）、放线菌属（ Actinomyces ）、颗粒链菌属

（Granulicatella）和 Adlercreutzia 菌属在健康人、高危 CRA 患者和 CRC 患者中的相对丰度逐渐

增加，而毛螺杆菌属（Lachnospira）在这三组样本中的相对丰度逐渐降低。 

4、在种的水平上，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细长真杆菌（Eubacterium dolichum）和

延长布劳特氏菌（Blautia producta）在健康人、高危 CRA 患者和 CRC 患者中的相对丰度逐渐增

加。 

结论 1、结直肠癌患者、高危结直肠腺瘤患者和健康人的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组成存在差

异。 

2、早期阶段结直肠癌患者和晚期阶段结直肠癌患者的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组成无显著差

异。 

 
 

PU-0788 

晨交班培养低年资护士临床思维能力的实践体会 

 
刘春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职工总医院 

 

目的 培养低年资护士临床实践思维能力。 

方法 认真归纳，培养逻辑思维性。 

结果 通过三年的临床实践，加强了低年资护士的继续教育和规范化的培训，提高了低年资护士思

维能力、判断能力，提高了护理的书写质量，促进了护理质量的提高。 

结论 通过三年的临床实践，加强了低年资护士的继续教育和规范化的培训，提高了低年资护士业

务素质，增强了护士交接班的能力，对危重患者的病情信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共同完成好交接班

工作，准确把握护理的精髓，提高了科室的护理质量。 

 
 

PU-0789 

代谢综征合各组分与胃癌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董璐

2,1
,汪泳

1
,常敏

1
,孙东辉

1
,董璐

1
,汪泳

1
,常敏

1
,孙东辉

1
 

1.兰州军区总医院 

2.甘肃中医药大学 

 

目的 综述胃癌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报道，探讨胃癌与代谢综合征各组分的相关性。 

结果 MS 各组分与胃癌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结论 在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MS 可能对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 MS 与胃癌的发生是否明确

具有相关性，若存在具有何种相关性，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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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90 

Standing type magnetically guided capsule versus 
gastroscopy for gastric examination: a multi-center blinded 

comparative trial 
 

Huasheng Lai
1
,Xinke Wang

1
,Jianqun Cai

1
,Zelong Han

1
,Pinghong Zhou

3
,Bing Hu

2
,Aimin Li

1
,Side Liu

1
 

1.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3.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Diseases of the stomach, including gastric cancer and peptic ulcer, are the most 
common digestive diseases. Lying type magnetic capsule system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Recently, a novel standing type magnetically controlled capsule endoscopy (SMCE) 
system has been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stomach. We performed a prospective study to 
compare the feasibility, safety and patient-satisfaction of gastric examination by MCE vs 
conventional gastroscopy. 
Methods We performed a multicenter blinded study comparing SMCE with conventional 
gastroscopy in 140 patients (mean age, 31.6 y), with upper abdominal complaints scheduled to 
undergo gastroscopy at three top tertiary centers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in China from 
April 2018 through June 2018. All patients underwent SMCE, followed by conventional 
gastroscopy 4 hours later. We calculate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compliance rate, and 
negative compliance rate of detection of gastric lesions by SMCE, using gastroscopy as the 
standard. The capsule retention rat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ere 
recorded during the trial. 
Results The positive compliance rate between SMCE and gastroscopy was 95.6%, and the 
negative compliance rate was 76.4%. The overall compliance rate was 91.3% with a kappa value 
of 0.745 (P<0.001). A total of 121 pathological findings were detected, of which 98 were identified 
by both methods. The standard gastroscopy missed four findings (including 3 small polyps, 1 
small ulcer). SMCE did not miss any lesions of significance (including polyps, tumors or large 
ulcers). Among the 140 patients, none reported retention or adverse event and 133 preferred 
MCE over gastroscopy (95.0%). 
Conclusions Standing type MCE detects focal lesions in the upper and lower stomach with 
comparable accuracy with conventional gastroscopy. SMCE is preferred by almost all patients, 
compared with gastroscopy, and can be used to screen gastric diseases without sedation. 
 
 

PU-0791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modification enhances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bone marrow stem cell therapy against 

CCl4-induced liver cirrhosis in rats 

 
Yichi Zhang,Ruini Li,Weiwei Rong,Mingzi Han,Chenghu Cui,Zhenning Feng,Xiaoli Sun,Shizhu Jin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Liver cirrhosis is one of the most refractory chronic liver diseases. Current treatment 
options for this condition are limited and unsatisfactory. Besides, the use of exogenous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HGF) is costly, especially when it is supplied continuously. Thus,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a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bone marrow stem cells (BMSCs) with 
enhanced HGF expression provided better protection, relative to regular BMSCs, against liver 
cirrhosis induced by carbon tetrachloride (CCl4) in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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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BMSCs from host rats were engineered to overexpress HGF via a viral vector 
(cytomegalovirus) tagged with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EGFP). The effects of venous 
transplantation of these modified stem cells (HGF-BMSC group) on liver cirrhosis were examined 
in rats treated with CCl4 using histological, biochemical and serological methods; these rats were 
compared to rats treated with BMSCs and HGF alone or rats left untreated as controls. 
Results Localisation of EGFP-tagged BMSCs in the injured liver was verified microscopically, 
and the cells were shown to co-express 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4α, albumin and cytokeratin 18. 
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were detected in liver lysates at four weeks post-cell therapy and 
were elevated in the HGF-BMSC, BMSC and HGF groups, while serum levels of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nd total bilirubin were decreased during the 4-week 
therapy.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BMSC transplantation and HGF application have 
potential therapeutic value for hepatic fibrosis. 
 
 

PU-0792 

H.pylori 感染不能有效诱导 CD19-/-小鼠 Treg 细胞扩增 

 
李夏,谭江,薛倩,李雨晨,王晶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前期研究显示，H.pylori 感染可能诱导胃黏膜及脾脏、肠系膜淋巴结中 CD19+IL-10+Breg 细

胞及 CD4+CD25+Foxp3+Treg 细胞显著扩增，且 Breg 细胞扩增明显早于 Treg 细胞。本研究利用

CD19 缺陷小鼠（CD19
-/-）感染 H.pylori 活菌，探究 B 细胞在 H.pylori 感染诱导 Treg 细胞扩增中

的作用。 

方法 CD19
-/-小鼠分组给予 H.pylori 活菌悬液灌胃，灌胃结束 6 周后处死小鼠。分离小鼠外周血淋

巴细胞（PBMC）、脾脏、肠系膜淋巴结（MLN）及派氏淋巴结（Peyer‘s patches, PP）中淋巴细

胞行流式细胞检测，提取胃黏膜、结肠黏膜 RNA，检测相关转录因子（T-bet、GATA-3、

RORγt、Foxp3）与细胞因子（IL-10、TGF-β、TNF-α、IFN-γ、IL-17）表达水平。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H.pylori 感染组：（1）各组织中 CD4+T 细胞含量均有增高趋势，其中

PBMC （ 28.73 ±1.22 vs 33.78 ±1.05 ， p=0.021 ）、脾脏（ 18.53 ±2.47 vs 25.77 ±1.28 ，

p=0.045）中 CD4+T 细胞含量显著；（2）PBMC、脾脏及 MLN 中 Treg 细胞含量呈降低趋势，而

PP 中 Treg（11.57 ±0.54 vs 13.47 ±1.20，p=0.173）含量呈升高趋势；（3）胃黏膜中 Th1、

Th2、Treg 相关转录因子 T-bet、GATA-3、Foxp3 表达均有升高趋势，但尚未达到统计学差异；

Th17 相关转录因子 RORγt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3）;炎症相关

细胞因子中 IL-10（1.02 ±0.12 vs 2.60 ±0.62，p=0.47）及 IL-17（1.01 ±0.11 vs 1.67 ±0.38，

p=0.45）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4）结肠黏膜中相关转录因子及细胞因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H.pylori 感染 CD19
-/-小鼠不能有效诱导胃黏膜局部及胃外组织中 Treg 细胞扩增，提示 B 细胞

在 Treg 扩增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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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93 

The BH3 mimetic ABT-199 enhances the sensitivity of 
gemcitabine in pancreatic cancer in vitro and in vivo 

 
ruyi xue,Si Zhang,Xizhong Shen 

zhongshan hospital 

 
Objective Pancreatic cancer has poor prognosis and is easy to develop resistance to 
gemcitabine. Overexpression of Bcl-2 family proteins has been found in pancreatic cancer and is 
associated with chemotherapeutic resistance. The BH3 mimetic ABT-199 can induce apoptosis 
by targeting Bcl-2 and has been found to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many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Therefore,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gemcitabine combined with ABT-199 on 
pancreatic cancer was investigated in vitro and in vivo.   
Methods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gemcitabine combined with ABT-199 on pancreatic cancer was 
tested through cell viability,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assays in vitro and MIA Paca-2 xenografts 
model in vivo.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was explor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of anti-apoptotic 
and pro-apoptotic Bcl-2 family proteins. 
Results Gemcitabine in combination with ABT-199 inhibited cell growth, changed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and induced apoptosis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s. Gemcitabine decreased Mcl-1 
expression but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Bcl-2. Combining gemcitabine with ABT-199 
downregulated the increasing Bcl-2 expression which induced by gemcitabine. Moreover, ABT-
199 treatment alone or combined with gemcitabine increased Bim expression. Mouse xenograft 
experiments also demonstrated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gemcitabine and ABT-199 on tumor 
growth inhibition and inducing tumor cells apoptosi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BT-199 improved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gemcitabine 
on pancreatic cancer. ABT-199 might be a potential drug to combine with gemcitabine in 
pancreatic cancer treatment. 
 
 

PU-0794 

一例以腹痛为主诉的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的个案报道 

 
叶蕾,陆恒,蒋康,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报道一例 C1 酯酶抑制剂缺乏的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方法 患者男，因反复的不明原因的腹痛至 105 医院就诊，完善腹部 CT 以及 B 超检查，提示腹腔

积液以及部分小肠肠管水肿，不能排除克罗恩病，当地医院给予开腹探查手术。术中发现横结肠系

膜屈氏韧带以下左侧 6cm 有一直径约为 8cm 的圆形裂孔，给予封闭裂孔后关腹。后患者腹痛缓

解，再未发作。2 年后，患者再次因持续性上腹部钝痛至我院就诊，半个月后患者再次因腹痛就

诊，此次腹部 CT 提示胰腺肿大，腹腔积液。但血生化淀粉酶及脂肪酶均未升高。予以行经口小肠

镜检查，经小肠镜检查后出现颜面部重度水肿。北京协和医院查血浆 C1 酯酶抑制剂水平。 

结果 血浆 C1 酯酶抑制剂水平低下，考虑患者后反复腹痛明确诊断为 C1 酯酶抑制剂缺乏的遗传性

血管性水肿。 

结论 出现―反复腹痛合并水肿‖症状的鉴别诊断需考虑 C1 酯酶抑制剂缺乏的遗传性血管性水肿遗传

性血管性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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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95 

柔性管理护理模式对消化内科患者治疗认知度与满意度的影响 

 
李红永 

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研究柔性管理护理模式对消化内科患者治疗认知度与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院消化内科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27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顺序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中男性 75 例，女性 60 例；年龄 21-76 岁，平均(41.5±6.7)岁，

其中：首次住院治疗者 82 例，再次住院治疗者 53 例；疾病分类：胃溃疡患者 40 例，胰腺炎患者

39 例，胆囊炎患者 35 例，其他患者 21 例；文化程度：小学 10 例，初中 48 例，中专及以上 77

例。观察组中男性 70 例，女性 65 例；年龄 25-79 岁，平均(45.3±6.8)岁；其中首次住院治疗者 80

例，再次住院治疗者 55 例，疾病分类: 胃溃疡患者 45 例，胰腺炎患者 36 例，胆囊炎患者 31 例，

其他患者 23 例；文化程度：小学 15 例，初中 40 例，中专及以上 80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消化内

科护理，根据患者的疾病种类、病情及治疗措施等情况进行宣教，宣教过程中进行住院治疗期间的

注意事项，对于患者的症状体征，如腹痛、恶心呕吐等表现，进行缓解方法的指导，对于患者及家

属进行心理情绪状态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疏导。观察组则进行柔性管理护理干预：⑴针对护

理人员的综合护理素质进行改善与提升。⑵在护理实施的过程中，注意与患者沟通的环境、语言、

态度及操作等各个方面柔性理念的融入，开展积极的健康教育，进行并发症防控及症状体征的护

理，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心理疏导的过程则贯穿于整个住院治疗期间。 

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的治疗认知度高于对照组(P＜0.05)，对护理各个方面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消化内科患者在临床多见，且本科室患者涉及种类较多，而住院治疗患者病情较严重，且其

中初次住院治疗者占比较高，因此患者对于住院治疗相关的知识盲点较多，对于消化内科患者进行

治疗认知度的调节意义较高。本研究就柔性管理护理模式对消化内科患者治疗认知度与满意度的影

响情况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柔性管理护理干预的患者护理后的治疗认知度显著升高，患者对于基

础护理、护理宣教及心理疏导的满意度也显著高于常规护理，说明柔性护理更适用于消化内科的住

院患者，这与柔性护理更为契合患者的心理需求有关。柔性管理护理模式可明显提升消化内科患者

的治疗认知度与满意度，因此柔性管理护理模式适用于消化内科患者。 

 
 

PU-0796 

圈套器辅助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患者一例 

 
黄祯子,毛仁,崔毅,陈旻湖,邢象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POEM）已逐渐成为治疗贲门失弛缓症

的一线治疗方法。POEM 操作过程中应用的切开刀种类报道较多，但仍有改进空间。本研究报道一

例应用圈套器辅助 POEM 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病例。 

方法 患者男性，58 岁，吞咽困难病史 30 年，经高分辨率食管测压、上消化道造影确诊为贲门失

弛缓症（乙状结肠型，芝加哥分型 II 型），Eckardt 评分 6 分。入院后接受圈套器辅助 POEM 治

疗，应用圈套器头端代替传统内镜切开刀，完成黏膜切开、黏膜下隧道建立及固有肌层切开等主要

操作步骤，并应用圈套器成功电凝血管进行预防出血。 

结果 该患者手术过程顺利，耗时 39 分钟，无出血、穿孔、感染等并发症，术后 2 天出院。术后 3

个月随访 Eckardt 评分 1 分，体重增长 2.5kg，复查上消化道造影示贲门狭窄程度较前改善。 

结论 本病例提示圈套器辅助 POEM 可能安全、有效、经济地治疗贲门失弛缓症。与此同时，利用

圈套器的电凝功能，可预防出血，减少术中止血钳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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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97 

胶囊小肠镜在小年龄儿童小肠疾病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赵泓,彭克荣,马鸣,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胶囊小肠镜是诊断消化道疾病尤其是小肠疾病的无创性检查方法，其操作简单，具有较好的

安全性及耐受性，本文探讨胶囊小肠镜在小年龄儿童小肠疾病诊治中的应用价值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7 月至 2017 年 4 月我院 34 例疑有小肠疾病的小年龄儿童胶囊小肠镜检

查的临床资料，男 16 例，女 18 例，年龄 0-3 岁 3 例、3-4 岁 7 例、4-5 岁 11 例、5-6 岁 13 例，

体重 10-22kg，身高 82-124cm，消化道出血 6 例，腹痛待查 3 例，炎症性肠病 15 例，蛋白丢失

性肠病 4 例，慢性腹泻 2 例，P-J 综合征 2 例，反复肠套 2 例，观察胶囊小肠镜检查成功率和失败

率，胶囊通过胃、小肠的平均时间，病变检出率，操作过程中患儿耐受性和并发症。 

结果 1 例（2.9%）4 岁患儿自行吞服胶囊及胃镜送入均失败，19 例（55.9%）吞服困难通过胃镜

送过十二指肠降部，14 例（41.2%）成功吞服，1 例（2.9%）有效时间内未通过回盲瓣，1 例

（2.9%）未进入回肠，31 例（91%）均完成检查；胶囊通过胃的平均时间 26.2±24.9min，小肠内

平均运行时间 269.0±109.1min，胶囊平均排出时间 36.4±29.9h；检出病变 22 例（64.7%），与最

终诊断符合 17 例（50%）；1 例（2.9%）消化道出血经胶囊小肠镜诊断蓝色橡皮疱痣症；1 例

（2.9%）腹痛待查患儿经胃镜、腹部 B 超、肠镜等各项检查均未发现病灶，经胶囊小肠镜检查诊

断过敏性紫癜；10 例（29.4%）患儿经胃镜、肠镜、消化道造影等检查均阴性，胶囊小肠镜发现小

肠多发溃疡，诊断克罗恩病小肠型；3 例（8.8%）经胶囊小肠镜检查诊断克罗恩病小肠结肠型；2

例（5.9%）蛋白丢失性肠病患儿经胶囊小肠镜诊断小肠淋巴管扩张症；操作过程中耐受性良好，

仅 1 例（2.9%）发生胶囊滞留，5 个月后自行排出。 

结论 胶囊小肠镜检查对小年龄患儿安全、有效，吞服困难者可以通过胃镜送入完成检查，对小年

龄患儿小肠疾病的诊断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克罗恩病和小肠淋巴管扩张症。 

 
 

PU-0798 

ATP 荧光实时检测技术在消化内镜洗消中的作用 

 
云小余,文丹 

海口市人民医院 

 

目的 ATP 可作为一种快速、实时评价内镜洗消质量的方法。ATP 生物荧光法现场检测消化内镜洗

消效果，结合综合干预措施，可以提高消化内镜器械洗消质量 

方法 分别采用 ATP 生物荧光检测法以及微生物检测法对洗消后的消化内镜检测，并采取综合干预

措施，比较干预前后洗消质量 

结果 ATP 生物荧光检测后 RLU（相对光单位）值由 450 下降到 168，ATP 检测法洗消合格率与微

生物法检测率均达到 90%，采用 ATP 检测法后内镜清洗合格率内镜洗消合格率分别为 94%为 98% 

结论 ATP 生物荧光实时检测方法可以对消化内镜洗消质量进行实时监控，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可

以提高消化内镜器械洗消质量，保障患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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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99 

热休克转录因子 2 通过 PI3K/AKT/mTOR 通路调节肠上皮细胞

自噬 

 
张峰睿,王雯,冯煜然,缪应雷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细胞自噬在溃疡性结肠炎（UC）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我们前期研究发现，热休克转

录因子 2（HSF2）在 UC 患者肠粘膜中高表达，同时发现 HSF2 参与多种炎症通路反应，最终影

响肠粘膜炎症水平及免疫状态，故本研究为探索 HSF2 在细胞自噬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揭示 HSF2

在 UC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细胞实验：1.采用 Caco-2 细胞作为实验细胞；2.实验细胞分组：（1）正常对照组；（2）慢

病毒过表达 HSF2 组；（3）慢病毒过表达对照组；（4）慢病毒干扰 HSF2 组；（5）慢病毒干扰

对照组；3.实验方法：在不同组别中，利用丁酸钠诱导细胞自噬，利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各组细胞内

自噬小体形成情况，同时利用 RT-PCR 、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细胞自噬关键通路

PI3K/AKT/mTOR 中重点基因与蛋白的变化情况，评估 HSF2 对细胞自噬的影响。 

结果 1.过表达 HSF2 后，电子显微镜下自噬小体生成明显较其他组别增加，同时，过表达 HSF2

后，细胞自噬关键通路中的 PI3K、AKT 及 mTOR 的基因及蛋白表达量明显下调，细胞自噬加剧； 

2.干扰 HSF2 后，电子显微镜下自噬小体生成明显较其他组别减少，同时，干扰 HSF2 后，细胞自

噬关键通路中的 PI3K、AKT 及 mTOR 的基因及蛋白表达量明显上调，细胞自噬减弱。 

结论 1.HSF2 参与细胞自噬，HSF2 水平与细胞自噬水平正相关； 

2.HSF2 可能通过细胞自噬关键通路 PI3K/AKT/mTOR，发挥调节细胞自噬功能。 

 
 

PU-0800 

儿童胃十二指肠异物胃镜治疗的回顾性分析 

 
周立群,罗优优,赵泓,彭克荣,余金丹,楼金玕,李甫棒,方优红,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胃十二指肠异物临床特点及胃镜治疗的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我院经 X 检查考虑胃十二指肠异物并行电子胃

镜治疗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年龄、性别、异物长径、滞留时间及影像位置与胃镜阳性发现的关

系。 

结果 共有 274 例患儿入组，男 183 例（66.8%），女 91 例（33.2%）。中位年龄 2.3 岁（2 月龄

~12 岁），好发年龄段为 1~3 岁（50.0%）。异物滞留时间 3 小时~22 天，最常见类型为硬币

（48.2%，132/274）。胃镜阳性异物 189 例（69.0%，189/274），经 X 片定位第 3 腰椎以上异

物阳性率高于 70%，且第 4、5 腰椎分别为 50.0%、33.3%。异物嵌顿黏膜并发症率 16.1%

（44/274），其中误吞纽扣电池 1 日并发症率高达 43.3%（13/30）。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长径

≧25mm、滞留时间>3 天及影像学提示第 3 腰椎以上是胃镜阳性的危险因素。 

结论 1.纽扣电池黏膜损伤率高，应急诊胃镜取出；2.长径≧25mm，误吞 3 天以上 X 片定位第 3 腰

椎以上需行胃镜治疗；3.高危异物经 X 片定位第 4、5 腰椎仍应行胃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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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01 

以乳糜性腹水为突出表现的霍奇金淋巴瘤 1 例 

 
苏振华,魏新亮,魏思忱 

沧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以腹水为首发症状的淋巴瘤。 

方法 病案报道。 

结果 本例患者以发生于胃肠道病变为主，以腹腔积液就诊最终经过网膜穿刺活检而确诊。 

结论 结外淋巴瘤在非霍奇金淋巴瘤中占很大比例，以胃肠道及皮肤等多见。网膜淋巴瘤少见，患

者多表现为腹胀、腹痛、腹水形成，CT 检查多表现为腹膜、网膜增厚，诊断多需要腹膜穿刺活检

才能证实。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可发生于任何年龄，老年人常见，中位发病年龄在 60-65 岁，其发

生于结内或结外，结外主要发生于胃肠道、骨、睾丸、皮肤等器官。本例患者以发生于胃肠道病变

为主，以腹腔积液就诊最终经过网膜穿刺活检而确诊，所以，病理诊断是腹腔积液病变的最终诊断，

从而指导治疗。 

 
 

PU-0802 

乳酸菌表达重组人 bFGF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研究 

 
蒋永洪,何淑英,彭亮,陈学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bFGF 能促进肠上皮细胞增殖，乳酸菌可改善肠道微生态平衡。为使 bFGF 在体内稳定持续表

达，拟构建人 bFGF 乳酸菌表达载体，通过体外和动物实验验证生物学功能和治疗效果。 

方法 对人 bFGF cDNA进行乳酸菌密码子优化，通过基因拼装的方法获得人 bFGF cDNA，并于 5’

端加入乳酸菌分泌信号肽 USP45，将上述 PCR 产物克隆至乳酸菌表达载体 pNZ-8148，构建乳酸

菌表达载体 pNZ-bFGF，并通过电转化方法，获得表达 hbFGF 的重组乳酸菌 LL-bFGF。在

OD600≈0.4 时，加入 nisin 诱导剂，培养 2-3 小时，上清液用 ELISA 方法检测蛋白量。C57BL/6 小

鼠分成四组（空白对照组、DSS 组、LL-bFGF/nisin-组、LL-bFGF/nisin+组），每组 8 只，利用

DSS 建立小鼠急性结肠炎+修复模型（DSS 喂食 5 天+饮用水 2 天）。在 DSS 喂食的第 2 天及第 5

天给予实验组 LL-bFGF/nisin-、LL-bFGF/nisni+灌肠，DSS 对照组采用 PBS 灌肠。每天记录小鼠

体重。第 8 天将全部小鼠麻醉处死，收集小鼠结肠组织及小鼠粪便。将收集的小鼠结肠组织用于病

理分析、QPCR 及流式检测相关因子、免疫组化检测蛋白情况。小鼠粪便进行 16S rDNA 测序，观

察 hbFGF对小鼠结肠炎治疗后各组肠道菌群差异。 

结果 第 5 天给药后 24 小时，LL-bFGF/nisin+组的体重比 LL-bFGF/nisin-组下降程度减少，小鼠活

动度增加；组织病理结果显示，LL-bFGF/nisn+组结肠上皮细胞增殖明显，肠道粘膜屏障修复程度

高于其它组。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Ki-67、ZO-1 在 LL-bFGF/nisin+组表达量增高。QCPR 结果也显

示经过 LL-bFGF/nisin+治疗后，IL-1b 等明显降低；流式细胞仪分析表明 LL-bFGF/nisin+治疗后能

激活 Treg 细胞。粪便菌群测序结果显示经 LL-bFGF/nisin+治疗后的菌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rysipelotrichaceae、Erysipelotrichales、Erysipelotrichia 菌株在 LL-bFGF/nisin+ 组比例增高。 

结论 利用乳酸菌表达 hbFGF 载体治疗急性溃疡性结肠炎小鼠模型，能改善肠道菌群平衡，并抑制

了炎症因子并激活 Treg 细胞，促进了肠道上皮细胞增殖，加强肠粘膜屏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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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03 

Esophageal Carcinoma Patients Have an Increased Risk of 
cardia carcinoma 

 
hailu wu,Ruihua Sh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Zhongd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utheast University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rcinoma ( EC) are at 
higher risk for subsequently developing a second primary malignancy. Esophageal and cardia 
carcinoma share risk factors.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cardia carcinoma risk is 
increased in EC patient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data from patients who were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as having esophageal carcinoma between May 2010 and May 2015 in our hospital. Patients were 
matched 1:3 by age, gender, and body mass index to asymptomatic controls. The same patient 
with esophageal and cardia cancer must be found in the same endoscopy. The risk factors for 
both esophageal and cardia carcinoma were evaluated by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Results 113 EC patients were compared with 339 controls. The EC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numbers of cardia carcinoma (odds ratio [OR], 2.31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265 to 
4.220; p=0.006). Significant risk factors for cardia carcinoma by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cluded EC 
(OR, 2.113, 95% CI, 1.116 to 4.031, p=0.02; and OR, 2.137, 95% CI, 1.023 to 4.234, p=0.02, 
respectively) and older age (OR, 1.138, 95% CI, 1.132 to 1.166, p<0.001; and OR, 1.23, 95% CI, 
1.040 to 1.110, p=0.00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rates of cardia carcinoma a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EC patients especially 
in elderly patients. Therefore, cardial examination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C 
patients. 
 
 

PU-0804 

赋能授权理论的多维化护理对肝癌微创治疗患者的影响 

 
潘璇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赋能授权理论为框架的多维化护理在肝癌微创治疗患者中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天津市某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收治的行肝癌微创治疗的 189 例患者，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干预组 94 例和对照组 95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医院常规治疗前健康教育，教育内容为肝癌微创治

疗患者的疾病与治疗前护理相关知识教育、发放院内常规健康宣教手册等。治疗后给予患者常规的

治疗后健康教育，包括治疗后的注意事项，饮食指导等。干预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进行赋能授权理论

的多维化护理。分别在入院时、治疗前晚和治疗后 24 小时评价观察两组患者的焦虑情况；治疗后

的 24 小时及 48 小时进行疼痛情况的评估；患者出院当天填写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 

结果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状态得分比较,入院时两组患者焦虑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焦虑程度皆呈上升趋势，在治疗后 24 小时焦虑程度较治疗前有所下降，在治疗

前晚和治疗后 24 小时干预组患者焦虑程度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

干预后治疗后疼痛得分比较，干预组患者疼痛程度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住院满意度调查比较，技术操作满意度与环境及其他满意度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组总体满意度、护理服务满意度及健康教育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基于赋能授权理论的多维化护理可以有效改善肝癌微创治疗患者焦虑的负性情绪，有效缓解

肝癌微创治疗患者的治疗后疼痛情况，可以显著提高住院患者满意度，为治疗后康复和出院后的延

续性护理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dict.youdao.com%2Fsearch%3Fq%3Dcardia%2520carcinoma%2520radical%26keyfrom%3Dhao360&q=%E8%B4%B2%E9%97%A8%E7%99%8C%E8%8B%B1%E6%96%87&ts=1511273163&t=f1bec369a195db20223624f8e31305b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dict.youdao.com%2Fsearch%3Fq%3Dcardia%2520carcinoma%2520radical%26keyfrom%3Dhao360&q=%E8%B4%B2%E9%97%A8%E7%99%8C%E8%8B%B1%E6%96%87&ts=1511273163&t=f1bec369a195db20223624f8e31305b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dict.youdao.com%2Fsearch%3Fq%3Dcardia%2520carcinoma%2520radical%26keyfrom%3Dhao360&q=%E8%B4%B2%E9%97%A8%E7%99%8C%E8%8B%B1%E6%96%87&ts=1511273163&t=f1bec369a195db20223624f8e31305b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dict.youdao.com%2Fsearch%3Fq%3Dcardia%2520carcinoma%2520radical%26keyfrom%3Dhao360&q=%E8%B4%B2%E9%97%A8%E7%99%8C%E8%8B%B1%E6%96%87&ts=1511273163&t=f1bec369a195db20223624f8e313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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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05 

Active Smoking and the Risk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Xiaoyong Sai 

Institute of Geriatrics，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In the recent years， numbers of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smoking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However, the findings were 
heterogeneous. 
Methods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published studies on smoking and PTSD until 15 March 
2017, and quantitatively summarized the prevalence of smoking in PTSD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risk of PTSD by means of meta-analysis. 
Results In total, 32 eligible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overall smoking 
prevalence in PTSD was found to be 37.2%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28.1%-47.2%). 
However, in the individuals without PTSD, the overall smoking prevalence was found to be 18.2% 
(95% CI, 6.8%-40.3%). The meta-analysis based on 18 eligible case-control studies suggests a 
strong association between smoking and PTSD with a summarized odds ratio (OR) of 3.37 (1.53-
7.43). 
Conclusions Smoking prevalence in PTS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without PTSD. 
Meanwhile, Smoking wa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PTSD. 
 
 

PU-0806 

诃黎勒酸对葡聚糖硫酸钠结肠炎的影响及机制 

 
胡美

1
,崔德军

2
,刘琦

3
 

1.贵州医科大学 

2.贵州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3.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诃黎勒酸（chebulagic acid, CA）对葡聚糖硫酸钠盐（dextran sulfate sodium, DSS）诱

导的小鼠结肠炎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方法 将 32 只雄性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 4 组：正常对照组，DSS 组，CA 低剂量组及 CA 高剂量

组，每组 8 只。正常对照组予标准鼠食+蒸馏水喂养共 13 天，余三组小鼠自由饮用 5% DSS 溶液，

构建小鼠结肠炎模型共 7 天。第 8 天停止给予 DSS 溶液，DSS 组给予磷酸缓冲盐溶液

（phosphate buffer saline, PBS）0.3ml 腹腔注射。CA 低剂量组和 CA 高剂量组每日分别给予 CA

的量为 10mg/kg 和 20mg/kg，每日按小鼠体重，将 CA 溶于 PBS 中配制成 0.3ml 的溶液腹腔注射。

每日进行疾病活动度（disease activity index，DAI）评分。第 13 天在麻醉下处死小鼠，部分组织

甲醛固定，行 HE 染色、磷酸化的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p38 MAPK)的免疫组化染色。部分组织用 ELISA 的方法测定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的表达水平。 

结果 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DSS 组、CA 低剂量组和 CA 高剂量组小鼠在造模期间出现不同程度的

体重下降，糊样便，大便潜血阳性或肉眼血便。CA 低剂量组和 CA 高剂量组开始给予 CA 治疗后，

小鼠上述症状较 DSS 组改善。2.DAI评分、组织学评分：与 DSS 组相比，CA 低剂量组、CA 高剂

量组 DAI 评分及组织学评分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A 低剂量组与 CA 高剂量组的上

述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TNF-α：DSS 组 TNF-α 表达较 CA 低剂量组和 CA 高

剂量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A 低剂量组 TNF-α 表达较 CA 高剂量组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4.磷酸化 p38MAPK 蛋白：CA 低剂量组和 CA 高剂量组的磷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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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8MAPK 蛋白的表达高于正常对照组，低于 DSS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CA 低

剂量组与 CA 高剂量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诃黎勒酸对 DSS 诱导的小鼠结肠炎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 p38MAPK 信

号通路,减少 TNF-α的释放而发挥治疗作用 

 
 

PU-0807 

1,25（OH）2-D3 通过上调 Smurf2 抑制肝纤维化 

 
左瑞静,李校天,尹燕 

河北工程大学医学院 

 

目的 观察 1,25（OH）2-D3作用于肝纤维化形成过程中肝组织泛素基因 Smurf2 表达变化，以探讨

1,25（OH）2-D3抑制肝纤维化作用机制。 

方法 48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4 组: 正常组( 橄榄油) 、模型组( CCl4 橄榄油溶液) 、药物对照组

( CCl4 橄榄油溶液 + 橄榄油灌胃) 、治疗组( CCl4 橄榄油溶液 + 1，25( OH)2D3 橄榄油溶液灌胃) 。

8 周后取肝组织，病理观察肝组织纤维化情况，采用  Westernblot 检测干预后各组大鼠肝组织

Smurf2 蛋白表达; real time － PCＲ 法检测各组肝组织 Smurf2 mRNA 的含量。数据以`x±s 表示，

检验方法：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多重比较 LSD-t 检验，P＜0.05 认为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模型组、药物溶剂组假小叶形成，早期肝硬化，治疗组肝组织无假小叶形成；在 Smurf2 蛋白

表达方面：治疗组较模型组、药物对照组 Smurf2 蛋白升高（P＜0.05），差异具有统计意义，治

疗组较正常组表达降低；而肝组织 Smurf2 mＲNA 表达水平：肝组织 Smurf2 mＲNA 表达水平：

治疗组依次高于模型组、正常组，溶剂组 Smurf2 mＲNA 表达量高于正常组、低于模型组。 

结论 （1）模型组假小叶形成，考虑为早期肝硬化，其泛素蛋白 Smurf2 较正常组降低，Smurf2 

mRNA 却比正常组高，说明 Smurf2 可能参与纤维化形成过程，具体参与机制仍需继续研究；（2）

1,25（OH）2-D3 治疗组较模型组 Smurf2 蛋白、Smurf2 mRNA 均明显升高，提示 1,25（OH）2-

D3可能通过激活 Smurf2 基因，促进该基因转录和表达从而发挥抑制肝纤维化的作用。 

 
 

PU-0808 

Hepatic cellular fate conversion upon chronic liver injury 

 
Xing Deng

1
,Xin Zhang

1
,Weiping Li

2
,Ren-Xin Feng

1
,Lu Li

2
,Gui-Rong Yi

4
,Xiao-Nan Zhang

1
,Chuan Yin

1
,Hong-Yu 

Yu
3
,Lijian Hui

2
,Wei-Fen Xie

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Department of Pathology，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Second Hospital， Lan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ellular source of hepatocyte regeneration during chronic liver 
injuries is a key step to develop new therapies for liver disease. Previous studies using short-term 
liver injury models suggest that hepatocytes are regenerated from pre-existing hepatocytes, 
rather than derived from biliary cells or other non-parenchymal cells (NPCs). As human liver 
diseases are commonly caused by long-term and repeated injuries, we aimed to clarify the 
cellular source for hepatocyte regeneration in severe hepatic damage induced by long-term injury. 
Methods  Genetic lineage tracing by labeling a specific type of cells provide a chance to visualize 
the fate of the cell of origin and its offspring during regeneration. To trace the contribution of 
hepatocytes and NPCs in regeneration, the double-fluorescence reporter mTmG mice were 
injected intravenously with adeno-associated viruses expressing Cre recombinase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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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of the TBG promoter (AAV-Cre). Over 99.96% of mTom-positive (mTom+) hepatocytes 
convert to mGFP-positive (mGFP+) hepatocytes, all NPCs remain as mTom+. To trace the 
contribution of biliary epithelial cells (BECs) in regeneration, we generated a tamoxifen inducible 
mouse line specifically labeling the BEC lineage by crossing CK19 promoter-driven CreERT mice 
(CK19CreERT) to mTmG mice (named as CK19CreERT:mTmG). 
We established the long-term thioacetamide (TAA)-induced chronic liver injury mouse model, 
which recapitulating the features of human fibrosis and cirrhosis. We also extended 3,5-
diethoxycarbonyl-1,4-dihydrocollidine (DDC) injury to 24 weeks, which induced the chronic liver 
injury with prominent cholangitis and biliary fibrosis. 
Results NPC-derived hepatocytes regenerate liver parenchyma upon severe chronic injuries. 
TAA treatment for 12 weeks induced the formation of fibrotic septa and ductular reactions in the 
liver. The hepatocytes remained as mGFP+ in AAV-Cre-treated mTmG mice, indicating that liver 
regeneration was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pre-existing hepatocytes. Extended TAA 
treatment for 24 weeks led to typical cirrhosis and thick fibrotic septa forming as shown by Sirius 
red staining. Notably, 24 weeks TAA injury triggered the formation of mTom+ cells showing typical 
hepatocyte morphology. These NPC-derived mTom+ hepatocyte-shaped cells expressed Hnf4α 
and Albumin (Alb) indistinguishably with neighboring mGFP+ hepatocytes. mTom+ hepatocytes 
accounted for 20.7±2.6% and 55.7±3.9% of total quantified parenchyma in 24-week and 52-week 
TAA-treated mice, respectively.  
After the recovery from 24 weeks TAA injury, the morphology of hepatic lobule was restored to 
that in normal livers. mTom+ hepatocyte-shaped cells specifically expressed Cps1 at the 
periportal areas and GS at the pericentral areas, respectively. The population of mTom+ 

hepatocytes remained as around 20% in liver parenchyma after recovery. 
 CK19+ BECs regenerate hepatocytes in mice during severe liver injuries. 
For CK19CreERT:mTmG mice, BECs were labeled by tomoxifen administration. Under TAA injury 
condition, mGFP+ cells with morphology of mature hepatocyte migrated from the basement and 
formed clusters into the parenchyma area. These hepatocyte-shaped mGFP+ cells expressed 
mature hepatocyte genes, such as Hnf4α, CYP3A4 and Mrp4. Notably, some of these mGFP+ 
cells were binucleated, a hallmark of mature hepatocytes. In addition, the formation of mGFP+ 
hepatocytes was validated in another liver injury induced by 24-weeks DDC treatment in 
CK19CreERT:mTmG mice. BECs contributed to about 10.0% and 9.1% of hepatocytes in TAA-
treated and DDC-treated mice, respectively. 
 BEC-to-hepatocyte conversion via an Hnf4α+CK19+ bi-phenotypic state.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mGFP+ ductular cells that bi-phenotypically expressed both Hnf4α and 
CK19 were identified in TAA-treated CK19CreERT:mTmG mice. These cells also appeared to be a 
bi-phenotypic morphology between hepatocytes and BEC. Ki67 staining revealed that 
approximately 73.64 ± 5.23% bi-phenotypic cells were Ki67 positive, suggesting that bi-
phenotypic cells underwent active proliferation. 
Most of the Hnf4α+mGFP+ (>97%) cells were PKCδ negative, suggesting that conver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losing the distinctive apical-basal polarity features of BECs. Moreover, 
immunostaining of Ac-Tubulin showed that the BEC-specific organelle, primary cilia, were lost in 
most of Hnf4α+mGFP+ cells. Intriguingly, we detected Hnf4α expression in a few mature BECs 
with primary cilia in 16-week TAA-treated mice, implying a direct lineage conversion. In addition, 
a small cluster of Hnf4α+mGFP+ cells expressed the hepatocyte differentiation marker, Cps1, 
suggesting that these Hnf4α+mGFP+ cells partially possessed hepatocyte functions. Hepatic 
progenit markers Lgr5 and AFP are not expressed in CK19+ BECs. 
Hnf4α+CK19+ bi-phenotypic cells were also detected in human cirrhotic liver sections. By contrast, 
Hnf4α+CK19+ cells were not observed in human normal livers and rarely detected in fibrotic 
livers.  
Hepatocytes convert into ductular cells during chronic liver injury 
In AAV-Cre-treated mTmG mice, the pre-existing hepatocytes and their offsprings were labeled 
by mGFP. In liver samples either of TAA-injury modle or of DDC-injury model, we found part of 
ductular-shaped cells were GFP-labeled, which indicates they are derived from hepatocytes. 
These cells lost expression of Hnf4α, and expressed Sox9 and PCK indistinguishably with BEC 
derived ductula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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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We demonstrated that NPCs were an important cellular source to regenerate 
hepatocytes in chronic liver injuries. In addition, we specified BECs as a cellular source of 
hepatocyte regeneration. We further identified a bi-phenotypic state during the BEC conversion. 
Importantly, these bi-phenotypic cells were readily found in human cirrhotic liver specimens, 
implying a role of BEC-dependent hepatocyte regeneration in human liver diseases and a 
possible new target to boost human hepatocyte regene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hepatocytes 
could also convert into ductular cells, which demonstrate the great plasticity of hepatic cells. 
The manuscript containing part of the research, which entitled as "Chronic liver injury induces 
conversion of biliary epithelial cells into hepatocytes" was recently accepted by cell stem cell  (the 
latest IF = 23.394), and is scheduled to publish in August 2018. 
 
 

PU-0809 

Active Smoking and the Risk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赛晓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In the recent years，numbers of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smoking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However, the findings were heterogeneous. 

方法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published studies on smoking and PTSD until 15 March 2017, 

and quantitatively summarized the prevalence of smoking in PTSD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risk of PTSD by means of meta-analysis. 

结果  In total, 32 eligible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overall smoking 

prevalence in PTSD was found to be 37.2%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28.1%-47.2%). 
However, in the individuals without PTSD, the overall smoking prevalence was found to be 18.2% 
(95% CI, 6.8%-40.3%). The meta-analysis based on 18 eligible case-control studies suggests a 
strong association between smoking and PTSD with a summarized odds ratio (OR) of 3.37 (1.53-
7.43). 

结论  Smoking prevalence in PTS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without PTSD. Meanwhile, 

Smoking wa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PTSD. 
 
 

PU-0810 

食管/胃内 PH 监测在儿科的临床应用 

 
李慧雯,耿岚岚,龚四堂,杨敏,陈佩瑜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分析食管/胃内 PH 监测在儿科应用的效果。 

方法 选择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住院的 7 例患儿，行食管/胃内

PH 监测，收集患儿一般资料、临床表现，观察监测过程及不良反应，分析监测结果，随访临床症

状转归。 

结果 1.男 5 例，女 2 例，年龄最小 7 月，最大 12 岁。  

2.7 例中 4 例行食管 PH 监测，原发病分别为：2 例反复肺炎、气喘，1 例肺囊性纤维化，1 例胃食

管反流。7 例中剩余 3 例因慢性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行胃内 PH 监测，其中 2 例行 24 小时胃内 PH 监

测，1 例行 72 小时胃内 PH 监测。  

3.4 例食管 PH 监测患儿均于监测前 7 天停用质子泵抑制剂等抑酸药物，检查前禁食 6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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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例胃内 PH 监测患儿检查前均禁食 6-8 小时。1 例监测前 7 天起至监测结束未服用质子泵抑制剂，

1 例监测前以及监测中继续按时服用洛赛克（10mg，Qd），剩余 1 例（行 72 小时监测）监测前 7

天停用质子泵抑制剂、于监测过程中第 24 小时、48 小时以及 60 小时各口服洛赛克 10mg。  

监测结果：4 例食管 PH 监测患儿，有 1 例（7 个月反复肺炎患儿）酸反流结果为阳性，其余酸反

流结果为阴性。3 例胃内 PH 监测患儿，1 例（监测前 7 天起至监测结束未服用质子泵抑制剂）24

小时胃内 PH 值均低于 4.0，1 例服用洛赛克（10mg，Qd）24 小时胃内 PH 值低于 4.0 共约 13 小

时，最后 1 例未服洛赛克时胃内 PH 值低于 4.0 约 21 小时，服用洛赛克（10mg，Qd）时胃内 PH

值低于 4.0 约 16 小时，服用洛赛克（10mg，Bid）时胃内 PH 值低于 4.0 约 4 小时。  

不良反应：1 例行食管 PH 监测的 3 岁患儿，于监测 12 小时后不能耐受检查而自行拔管。其余患

儿均能耐受，无其他不良反应。  

随访：1 例食管 PH 监测酸反流结果阳性患儿，检查后予增加进食物粘稠度、口服质子泵抑制剂治

疗 2 周，咳嗽症状减轻，肺部体征改善。3 例胃内 PH 监测患儿，均根据监测结果增加质子泵抑制

剂剂量，其中 1 例因出现十二指肠狭窄、十二指肠隔膜而行外科手术，另 2 例调整用药后临床症状

（腹痛）缓解。  

结论 食管/胃内 PH 监测在儿科中的应用是安全的，根据不同消化道症状可选择食管或胃内 PH 监

测，并可应用于临床疗效评估。 

 
 

PU-0811 

Spermine oxidase is up-regulated and promotes tumor 
growth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ingting Hu

1
,Dalong Sun

2
,Zhang Jie

3
,Xue Ruyi

2
,Janssen Harry L.A.

4,5
,Tang Wenqing

2
,Dong Ling

2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Shanghai Institute of Liver Disease，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3.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4.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Erasmus MC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5.Toronto Center for Liver Disease， Toronto Western and General Hospital， 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 

Toronto， Canada 

 
Objective The polyamine catabolic enzyme, spermine oxidase (SMOX) is up-regulated in chronic 
inflammatory conditions and linked to increase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and DNA 
damage in various forms of cancer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pattern 
and biological function of SMOX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Methods We used qRT-PCR,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to examine SMOX 
expression in four HCC cell lines and 120 cases of HCC clinical samples, and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MOX was analyzed. The biological function of SMOX on HCC cells were 
detected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Results It showed that SMOX was overexpressed in HCC cell lines and clinical HCC tissues. 
Moreover, SMOX expression levels were gradually increased in normal liver, chronic hepatitis 
and HCC tissues. Increased SMOX expression was correlated with poor clinical features of HCC. 
Patients with positive SMOX expression in tumor tissues indicated worse overall survival (P = 
0.008) and shorter relapse-free survival (P = 0.002). Knockdown of SMOX inhibited HCC cell 
proliferation, arrested cell cycle at S phase and resulted in an increase of apoptosis. The in vivo 
study showed that inhibition of SMOX in HCC cells significantly repressed tumor growth in nude 
mice. Furthermore, we demonstrated that SMOX may exert its function by regulating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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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Our data indicated that SMOX upregulation may be a critical oncogene in HCC and 
might serve as a valuable prognostic marker and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HCC. 

PU-0812 

使用金属夹或尼龙绳阻断粗大长蒂息肉血流在 EMR 术中 

可靠性安全性效果评价 

 
田乐,赵丽,赵义名,李超,黄启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通过多个样本对照分析，从术中操作难易程度、粗大长蒂息肉血流的阻断效果、术后脱落迟

发性出血几率，并发其余并发症四个方面进行评估，评价使用尼龙绳与金属夹对于粗大长蒂息肉

EMR 术的可靠性、安全性。 

方法 筛选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消化内镜中心，自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行 EMR 术的

粗大长蒂息肉患者 24 例。将使用尼龙绳法（A 组）与金属夹（B 组）（波士顿 2260/2261）法分 2

组，各 12 例。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归类分析评价。1.术中操作难易程度：24 例患者均为同一名技

师配合，由三名不同年资医师操作，编号 1 号、2 号、3 号，每种方法每名医师平均操作 4 例。操

作结束后，医生主观填写操作难易评价表（①困难但尚可完成、②较难、③中等、④简单）；配合

技师填写配合感受（顺畅/不顺畅）、操作所用时长（min）。2.长蒂粗大息肉血流的阻断效果：镜

下息肉颜色变化时间（s）、镜下息肉颜色变化深度（①浅紫、②深紫）。 3.术后脱落迟发性出血

的概率：术后予以患者禁食水 48 小时，后流食 3 天，观察有大便有无鲜血，出血量（ml）、出血

频次(次/日)，记录。 4.并发其余并发症：迟发性穿孔、金属夹不脱落等。记录 1 有/2 无。 

结果 24 例 EMR 术中，尼龙绳迟发性出血 1 例、金属夹一年后无脱落 1 例、尼龙绳术中出血或渗

血 2 例。其余患者均未见异常。 

A 组中，1 号医师操作时间平均 15-30min，主观表示操作困难尚可完成，配合技师感受不顺畅，长

蒂粗大息肉血流阻段效果良，术中 1 例患者发生喷射样短时间出血，尼龙绳脱落再次勒扎 1 例。术

后未发生迟发性出血及其余并发症。2 号医师操作时间 10-15min，主观表示操作简单，配合技师

感受顺畅，长蒂粗大息肉血流阻断效果好，术中、术后均未发生并发症。3 号医师操作时间 20-

30min，主观表示操作较难，配合技师感受顺畅，长蒂粗大息肉血流阻断效果良好，术中 1 例患者

出现中等量渗血，术后 1 例患者发生迟发性出血，鲜血便约 100ml，24 小时内出血 1 次。 

B 组中，除 1 例患者一年后复查，金属夹未脱落，其余患者术中、术后无特殊情况。 

结论 1.在同一操作医师的情况下，尼龙绳勒扎粗大长蒂息肉难于金属夹夹闭。2.不同层次医生均认

为尼龙绳勒扎粗大长蒂息肉对内镜操控水平高于金属夹夹闭。3.尼龙绳勒扎时间均长于金属夹夹闭

时间。4.尼龙绳与金属夹对粗大长蒂息肉血管的阻断效果均良好，但尼龙绳易脱落。5.建议合并使

用尼龙绳与金属夹，效果安全可靠。 

 
 

PU-0813 

惰性 T 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一例 

 
马铭骏,郑梦琪,胡俊楠,乔晨,李嫒,李真,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胃肠道惰性 T 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Indolent T-cell lymphoproliferative disease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疾病，它是一种致密的、非破坏性的、成熟的淋巴样细胞

浸润性疾病，主要的病理特征是固有层扩张，被致密、非破坏性的成熟淋巴样细胞浸润，偶尔也会

浸润到粘膜肌层和黏膜下层。在临床实践中，很容易被误诊为难治性乳糜泻或与肠道相关的 T 细胞

淋巴瘤（enteropathy-associated T cell lymphoma，EATL），本文介绍一例惰性 T 淋巴组织增生

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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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患者男，54 岁，因慢性腹泻 7 年，加重 2 年伴体重减轻 30kg 入院，患者 7 年前无明显诱因

出现腹泻，为黄色稀便，每天 4-5 次，伴腹胀、肠鸣音活跃，腹泻后下腹部不适，空腹时左上腹疼

痛。2016 年于我院诊断为―乳糜泻‖，严格遵循无麸质饮食 1 年效果不佳。入院时体格检查：患者生

命体征尚平稳，腹部触诊揉面感，无压痛及反跳痛。实验室检查：组织谷氨酰胺转移酶轻度升高，

血红蛋白为 91g/L，血沉为 79mm/h。甲状腺功能、PDD、TSPOT、ACTH、皮质醇、粪便、HIV、

风湿系列均无明显异常。为明确诊断，患者行小肠镜检查，结果示全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马赛克

征、绒毛萎缩、扁平化，表面弥漫性充血水肿及粗大颗粒。共聚焦内镜证实肠绒毛扭曲缩短。于十

二指肠、空肠和回肠中行多次活检并送病理并行基因重排检测。 

结果 病理示弥漫性炎症，进一步免疫组化示 CD4（+）/CD8（-），CD2、CD3、CD7、TIA 阳性，

BCL6、CD21、CD5、EBER 阴性，ki67 阳性率<10%，TCR 基因重排显示 TCRB 单克隆增殖。患

者被诊断为胃肠道惰性 T 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 

结论 对于无麸质饮食无效的―乳糜泻‖患者，需考虑诊断准确性，免疫组化和 TCR 基因重排对于明

确疾病是至关重要的。 

 
 

PU-0814 

如何提高内镜诊疗前知情同意沟通的有效性 

 
王东旭 

天津二五四医院 

 

目的 内镜术前知情同意的沟通是目前医院消化科常规工作，签署知情同意是医患沟通中最基本的

伦理学和法律要求，知情同意是医患双方的共识，医患之间的沟通，可以增强专业内的交流，增强

信任，显示医方对患方权利的尊重。换位思考，在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中体现人文关怀，可以提高

知情同意的有效性，提高医疗工作效率。 

方法 知情同意是一个与患者沟通的过程，绝不仅仅是在一张表上签字的问题这么简单。反复沟通，

合理提问，耐心解答，多次提醒。在与患者及家属进行内镜诊疗知情同意沟通过程中，通过人文精

神的具体化体现，运用人文关怀技巧，达到知情同意的目的。 

结果 通过临床实践，参考国内外文献，我们总结了十个方面知情同意的人文关怀技巧，取得了明

显的沟通效果，十个技巧包括如下： 

1.明确目的，患者利益最大化；2.确定时间，充分体现人文尊重；3.合适地点，营造和谐氛围；4.

安排人员，造就有效沟通条件；5.专注病情，体现职业精神；6.知识专业，取得信任的基础；7.利

益风险，讲清讲透注意先后；8.语言易懂，善用模具沟通理解；9.微笑自信，互动讲解取得共识；

10.与患同情，换位思考体现关爱。 

结论 内镜诊疗术前沟通应充分体现人文关爱，通过应用人文关怀技巧，可以赢得信任，获得理解，

取得共识，更加顺利的完成术前知情同意，提高医疗工作效率，最终达到患者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PU-0815 

结直肠息肉智能诊断新技术 

 
王瑞刚

1
,陈震

2
 

1.清华长庚医院 

2.清华大学 

 

目的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它

主要通过对智能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研究，用以开发和扩展人的智能。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包括智能影像、智能诊疗等，智能医疗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结直肠息肉发病

率呈上升趋势，但目前结直肠息肉性质诊断存在不足，智能医疗技术有助于突破这一瓶颈，为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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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诊疗过程提供新的路径。本文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结直肠息肉的诊断，利用已分级标注结直

肠息肉的数据集来优化训练特定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模型，开发了人工智能结直肠息肉识别诊断的

新技术。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消化内镜中心行结肠镜检查发现结肠

息肉的病例，从中挑选内镜摄片清晰，有 NBI+放大内镜图像，可清楚鉴别腺管开口及微细血管形

态的图片共 500 例。建立结肠息肉内镜摄片数据集，在清华大学 iCenter 线上分级标注结肠息肉腺

管开口及微细血管形态，基于深度学习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将机器智能诊断对比病理诊断，指导

机器深度学习，以实现两者结果高度一致。 

结果 DenseNet 网络可以确保网络特征能够完整传递下去，提供多个层次的图像特征，减轻了梯度

消失、加深了网络结构。该模型使得网络变窄，参数减少，有效抑制了过拟合，鲁棒性更强；同时

减少了计算量，在图像检测识别领域有着极大的优势，并在传统的图像识别数据集上达到 95%以

上的准确率。通过在识别结直肠息肉图像区域时加入额外的特殊组件，DenseNet 网络模型可以提

供高于传统模型对形态各异的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结直肠腺瘤及结直肠癌的识别准确率。性能

指标：图像检测运算速度（FPS）大于 30；准确度指标：（1）在实验测试集上，平均精确率均值

mAP 指标大于 85%；（2）在实验测试集上，精确率-召回率曲线的曲线下覆盖率 AUC 指标大于

85%。 

结论 在已分级标注结直肠息肉图像数据集的基础上，DenseNet 网络模型可以对结直肠息肉摄片进

行的精细化识别，其性能指标和准确度指标都达到了理想水平。结直肠息肉智能诊断新技术将对结

直肠镜疾病诊断带来革命，促进结直肠疾病的诊疗。 

 
 

PU-0816 

消化性溃疡患者的全科医生管理效果评价 

 
田乐,李军,欧珠罗布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拟组建全科医生、专科医生、患者及其家属为一体的综合管理团队，通过对 PU 患者实施全科

医学管理，评价该管理模式对 PU 患者的知识知晓情况、生活习惯改善、整体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影

响。 

方法 1.基数资料的收集：在通过医学伦理审批和受试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根据指定好的纳入标准

和排除标准，从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选取 108 名符合条件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

和对照组，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或查阅患者电子病例系统收集患者基数资料，包括：一般情况、生活

习惯、知识知晓情况、健康调查情况。 

2.实验组进行全科医生管理：对实验组患者进行用药指导、生活指导和健康知识宣教，主要为电话

随访，每月 1 次，共 6 个月。 

3.对照组常规门诊管理。 

4.最终数据的收集：对选取的 108 名患者采用问卷调查表的方法收集最终数据，包括：生活习惯、

知识知晓情况和健康调查情况。 

5.统计分析：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Ẍ±S 表示，采用 t 检验，非正态

分布采用 Z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组间分析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果 1.实验组经管理后，与对照组相比在知识知晓、刷牙、暴饮暴食、饮食不规律、户外饮食、适

量运动、健康变化、生理机能、躯体疼痛、社会功能、一般状况方面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

吸烟、饮酒、生食肉或蔬菜、食辛辣刺激食物、熬夜、心情不好、生理职能、情感职能、精力、精

神健康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 

2.实验组管理前后在知识知晓、吸烟、饮酒、刷牙、暴饮暴食、饮食不规律、户外饮食、熬夜、心

情不好、适量运动、健康变化、生理机能、生理职能、情感职能、躯体疼痛、精力、精神健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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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功能、一般状况方面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生食肉或蔬菜、食辛辣刺激食物方面无统计

学差异（P＞0.05）。 

3.对照组管理前后在各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全科医生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生活习惯、有助于患者对该病的正确认识以及改

善患者的健康状况。 

 
 

PU-0817 

超声内镜引流和经皮引流治疗胰腺液体积聚的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吴当彦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比较两种引流方法治疗 PFCs 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 2009 年至 2011 年于我院接受超声内镜引流或经皮引流治疗的胰腺假性囊肿和胰腺包裹

性坏死患者，对 2011 年至 2017 年住院患者进行前瞻性资料收集，观察患者在住院期间的分别接

受超声内镜引流（ED）和经皮引流（PD）的首次治疗成功率、不良事件、再干预率、转外科手术

治疗率、死亡率及住院时长及住院费用情况，在患者出院后的 1 月、3 月、半年至 1 年的进行电话

随访调查。根据电话随访询问患者出院后的远期恢复情况、是否复发和是否死亡。 

结果 在 8 年的观察研究期间，共纳入了 129 例患者，其中 62 名患者接受 ED 治疗， 67 人接受 PD

治疗。无论在假性囊肿还是包裹性坏死中 ED 组的初始治疗成功率均高于 PD 组。相比于 ED 组，

PD 组中不良事件、再干预均较高，且住院时间较长，但两者远期恢复情况、转手术治疗及住院费

用均无明显差异。  

结论 超声内镜下引流对于治疗 PFCs 有较高的初始治疗成功，并在减少不良事件发生率和再干预

率，缩短住院时间等方面均优于经皮置管引流。  

 
 

PU-0818 

食管结核误诊分析并文献复习 

 
陈琴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食管结核是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所致的食管壁肉芽肿性炎性病变, 约占胃肠道结核的 0.30%。

由于食管结核通常不以结核病典型临床表现出现, 而多以吞咽困难, 进食梗阻, 胸骨后疼痛, 甚至呕

血等为首发症状, 且常不伴结核中毒症状, 极易漏诊误治, 有学者报道的误诊率高达 65.70%。 探讨

食管结核发病机制、临床特点、诊治要点及误诊原因、防范措施。以期使更多临床医生了解食管结

核, 减少食管结核误诊和误治发生。 

方法 对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近期收治的 1 例曾误诊的食管结核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并复习

相关中英文文献。 

结果 患者因胸骨后及上腹部疼痛 2 月余就诊。无发热盗汗乏力，无咳嗽咳痰，在我医院门诊行电

子胃镜检查，内镜下见―距门齿 30cm 见一 1.1cm 的隆起性病灶，表面光滑‖。行超声胃镜检查，超

声示―隆起处见一均质低回声光团，起源于固有肌层‖。诊断为―食管隆起性病灶（平滑肌瘤？间质

瘤？）‖。为进一步治疗至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查 T-SPOT 阳性。胃镜诊断：食管粘膜隆起

（结核？）。内镜下活组织病理切片示：（食管）形态可符合溃疡改变，建议正规治疗后复查。症

状无好转后至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PPD 强阳性（+++）。超声胃镜示：1.食管隆起灶：

食管结核可能性大，恶性肿瘤不能排外；2.纵隔内多发结节样异常回声改变，淋巴结肿大？病理示：

（食管）镜下为大片炎性渗出物及肉芽组织，并可见一类上皮细胞构成的结节样结节。经综合分析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cnkzz201107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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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考虑结核病,经 4 周试验性四联抗结核治疗后，患者症状明显缓解出院。出院后继续抗结核治

疗。 

结论 食管结核较为少见,且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及诊断措施,易误诊。食管结核临床表现主要为吞咽

困难,好发于食管中段,内镜下表现主要为隆起型和溃疡型病变,通过多次内镜下活检,结合 EUS 特征

或 EUS-FNA 穿刺病理学检查能明显提高该病的诊断率,减少误诊率。临床医师要全面详细收集患者

病史,掌握食管结核临床特点和正确诊疗方法,以避免误诊误治。  

 
 

PU-0819 

川南地区上消化道出血临床特征回顾性分析（1301 例） 

 
张友健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川南地区急性上消化道出血(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UGIB)的病因构成及临床特

点，加深临床医生对目前 UGIB 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消化内科 2013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 UGIB 出血患者 1301 例，进行比较分

析。 

结果 在所有病人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 2.44:1，我们发现（1）男性年龄为（55.8±14.0）岁，

明显小于女性年龄（61.5±13.6）岁，(P<0.05)；（2）前后两年年龄构成比，青、中年组比例下降，

老年组比例增高，但 P＞0.05；（3）前后两年病因构成比较，消化性溃疡仍是主要病因，但发病

率有所下降，从 47.1%下降到 34.0%（P＜0.05），其次是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其发病率有所上升，

从 25.7%上升到 31.4%（P＜0.05），急性胃黏膜病变发病率从 5.8%增加到 8.7%，（P＜0.05)，

从第 4 病因升至第 3 病因。（4）老年组出血量大于青中年组（P＜0.05)，青中年组出血均以食管

胃低静脉曲张出血为主，老年组出血以胃溃疡为主，胃溃疡及恶性肿瘤好发于老年组(P＜0.05),十

二指肠溃疡及急性胃黏膜病变好发于青年组(P＜0.05),食管胃低静脉曲张、门脉高压性胃病均好发

于青中年组(P＜0.05)。（5）：老年组的死亡例数大于青中年组（P＜0.05），死亡原因以静脉曲

张为主。 

结论 UGIB 多见于老年患者，以消化性溃疡为主要病因，不同年龄组 UGIB 的病因、诱因、出血量、

死亡之间有显著差异，对于不同年龄组的临床特点应针对性指导。 

 
 

PU-0820 

Effects of Constitutive TL1A Expression on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in DSS-induced colitis 

 
Mingyue Yang,Wenxiu Jia,Dong Wang,Fei Han,Weiwei Niu,Xiaolan Zhang 

The Secon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damage is pathological change of IBD, th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released can not only activate the invasion of immune cells to inhibit microorganism, 
but also act on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The tumor necrosis factor-like ligand 1 aberrance (TL1A) 
modulates the immune response as costimulatory factor of T lymphocyte activation. DC TL1A 
transgenic mice ileum developed striking goblet cell hyperplasia.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amage of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by TL1A and the mechanisms in vivo and in vitro. 
Methods Dextran sulfate sodium (DSS) was used to build IBD WT mice and Tg mice model. The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and the permeability of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was measured.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damage was observed with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expression of TL1A, TJ, p-MLC, MyD88, TRAF6 was measured by RT Q-PCR and western blot, 
TNF-α by RT Q-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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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ignificant increased DAI and reduced BW were observed in DSS/Tg group mice as 
compared to DSS/WT group mice. The epithelial barrier permeability changes in chronic colonic 
experimental colitis was detected. Through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TEM) we found that 
DSS/Tg tight junctions and colon epithelia microvilliin disruption were more obviously. Compared 
with DSS/WT group, DSS/Tg group mice intestinal tissue TNF-α mRN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Occludin, JAMA, ZO-1 and TL1A 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reduced, p-MLC, MyD88, TRAF6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aco2+LV-TNFSF15+TNF-α, Caco2+LV-TNFSF15+LPS seperated 
compared with Caco2+TNF-α, Caco2+LPS, barrier permeability increased, TJ expression 
reduced, p-MLC, MyD88, TRAF6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Conclusions TL1A impaired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in chronic experimental colitis. TL1A 
regulated TJ expression may via  MLCK/p-MLC pathyway and  MyD88/TRAF6 pathway. 
 
 

PU-0821 

3 个家系全基因组外显子测序发现自身免疫性肝炎-原发性胆汁性

胆管炎重叠综合征潜在新致病基因 

 
王一,李燕妮,王晓艺,周璐,张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自身免疫性肝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重叠综合征（autoimmune hepatitis-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overlap syndrome，AIH-PBC OS）隶属于自身免疫性肝病，在自身免疫性肝病中的发

病率约为 7%。目前对于 AIH-PBC OS 在基因组变异上的特点尚缺乏针对性的研究。临床发现该疾

病有家族聚集倾向。本研究对 3 个 AIH-PBC OS 家系行全基因组外显子测序，旨在寻找可能的新

致病突变。 

方法 收集 AIH-PBC OS 家系中 18 名成员的临床及病理资料，并采集外周静脉血各 2ml，提取全基

因组 DNA。对先证者及其他患病成员共 7 人以及无该疾病家系成员 2 人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数

据采用严格的质量控制，经过显性遗传模式筛选、候选基因功能富集分析、基因-疾病表型关联性

分析以确定 3 个 AIH-PBC OS 家系可能的共同致病基因。最后对家系中其他未患病个体进行突变

基因的 sanger 测序验证。 

结果 通过对家系患者与正常人测序结果比对分析，在病例组中发现了 15 个基因存在新型罕见的功

能变异（在家系内未患病对照中未检测到相应突变）：APBB2、ATP6V1B1、C17orf102、COMT、

GSDMC、IRF8、KIF13B、MFSD4、NKX2-6、RET、SETD1B、SLC5A8、TDRD9、TRIP10。

在基因功能分析中，我们评价了它们与自身免疫的关系。其中，SLC5A8 在结肠上皮细胞中大量表

达，参与细菌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转运，在―肠-肝对话‖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干扰素调节因子 8

（IRF8）在 Treg 和 Th1 细胞中选择性表达，在 Treg 细胞免疫应答中起到关键作用。在进一步的

功能富集及关联网络分析中，我们发现，IRF8 在功能上与 HLA-DR 密切相关，而 SLC5A8 在细菌

代谢物丁酸盐与结肠粘膜免疫系统之间的多条细胞通路中扮演重要角色。 

结论 本研究我们在 3 个 AIH-PBC OS 家系中发现了 15 个基因存在新型罕见的功能变异。其中

IRF8 和 SLC5A8 可能是在这 3 个家系中与疾病关系最为密切的潜在致病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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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22 

易误诊为恶性肿瘤的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及胆管炎的 

临床病例特点分析 

 
陈思,朱秀丽,张开光,叶飞,贾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总结我院高度怀疑为恶性肿瘤的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及胆管炎患者的临床特点，总结该类患者

进行确诊的标准，并探讨同 IgG4 等指标相关性、治疗效果，如何避免误诊。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 17 例患者，

门诊或入院时怀疑胰腺或胆管恶性肿瘤，经住院诊查后临床诊断或病理确诊为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及

胆管炎，分析该 17 例患者的临床特点，总结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影像学特点、病理学

检查、治疗方法、疗效随访等资料。 

结果 患者 15 例为男性，2 例女性，年龄 39~78 岁，平均为（66±11）岁。17 例患者中首发症状为

腹痛（8 例）、梗阻性黄疸（8 例）、腹胀（4 例）、纳差（1 例）。实验室检查方面患者血清 Ig 

G4 升高的有 15 例[3.07~41.8 g/l，平均（11.3±9.0）g/l]，其中大于正常上限 2 倍的 13 例，3 例患

者 CA199 升高。影像学检查提示 10 例表现为胰腺体积增大或弥漫性肿大，伴有胆管狭窄 1 例，伴

有胆管扩张 1 例，胰腺颈部占位 1 例，合并后腹膜占位 1 例。5 例患者行超声胃镜检查及引导下

FNA 穿刺，3 例超声胃镜提示胆总管下段管壁增厚，考虑合并胆管炎，3 例病理结果提示大量淋巴

细胞、浆细胞浸润，2 例提示少量异型细胞或中性粒细胞等非特异性表现，1 例伴有纤维化。其中

2 例行外科手术治疗，1 例患者外科术后病理浆细胞浸润，免疫组化 IgG4 染色阳性。9 例患者予以

强的松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3 例患者因合并其他疾病不宜用激素治疗，予以保肝、抗炎、止痛保

守治疗，黄疸等症状改善。 

结论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及胆管炎以中老年男性发病为主，以腹痛、黄疸为主要临床首发表现，易

误诊为胰腺癌或胆管癌，大多同 IgG4 相关。目前我国暂无明确的 IgG4 相关自身免疫性胰腺炎诊

断标准，依靠血清 IgG4 升高，影像学胰腺弥漫性或局部肿大，病理浆细胞浸润、免疫组化 IgG4

阳性等多方面可诊断；可以通过细针穿刺或外科手术获取病理，如无法取得病理，通过典型的实验

室及影像学特点，结合症状自行缓解或激素治疗有效等临床表现，可临床拟诊。 

 
 

PU-0823 

川南地区急性胰腺炎临床特点的分析 

 
王瑶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基于急性胰腺炎(AP)大数据库分析川南地区 AP 的临床特点，为 AP 的临床治疗提供依据，为

川南地区 AP 的流行病学提供资料。 

方法 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选取我院 AP 数据库中 2013 年到 2017 年的 3190 例 AP 患者，根据

2012 亚特兰大分类分为轻症急性胰腺炎(MAP)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MSAP)、重症急性胰腺炎

(SAP)，分析其病因、严重程度、实验室指标、病死率、住院花费等资料。 

结果 1.AP 发病情况呈逐年递增趋势，MAP、MSAP、SAP 的数量亦呈逐年增长趋势；2.胆源性

AP 最常见(52.0%)，其次为脂源性 AP(24.9%)、酒精性 AP(9.7%)、特发性 AP(8.4%)、混合性

AP(2.6%)、其他 AP(2.5%)，胆源性 AP、脂源性 AP、酒精性 AP 呈上升趋势，特发性 AP 呈下降

趋势；在胆源性 AP 中女性较男性多见，胆源性 AP 多发于中老年女性，而在脂源性 AP、酒精性

AP 中男性较女性多见，脂源性 AP 多发于青中年男性，酒精性 AP 多发于中年男性(P＜0.05)；

3.MAP 的发病至入院时间以小于 12 小时最多见，MSAP、SAP 的发病至入院时间均以大于 24 小

时最多见；4.70 岁及以上人群的脂源性 SAP、酒精性 SAP 较 70 岁以下人群多见；5.平均淋巴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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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数及淋巴细胞率与 AP 严重程度成负相关；6.D-二聚体与 AP 严重程度呈正相关；7.AP 总体病死

率为 2.4%，SAP 的病死率为 12.2%；8.不同严重程度的 AP 患者中，以混合性 AP 住院时间最长，

酒精性 AP 住院时间最短。 

结论 (1)胆源性因素是川南地区 AP 的主要病因，近年来，胆源性 AP、脂源性 AP、酒精性 AP 呈

上升趋势，特发性 AP 呈下降趋势。(2)川南地区的胆源性 AP 多发于老年女性，脂源性 AP 多发于

青中年男性，酒精性 AP 多发于中年男性。(3)在非 SAP 中，胆源性 AP 的病情分型偏轻，酒精性

AP、混合性 AP 的病情分型偏重。(4) AP 发病后早期入院病情较轻，SAP 发病后早期入院预后较

好。(5)高龄患者(≥70 岁)中脂源性 SAP、酒精性 SAP 较年轻患者多见。(6) 淋巴细胞数及淋巴细胞

率水平与 AP 严重程度成负相关，D-二聚体水平与 AP 严重程度成正相关。(7) 酒精性 SAP 的病死

率较低，高龄 SAP 患者(≥70 岁)病死率较高。 

 
 

PU-0824 

幽门螺杆菌对克拉霉素耐药过程中 AcrAB-TolC 外排泵表达和 

特异性耐药基因突变的变化及意义 

 
王友华,李真,安莹,汪亚,贺雅静,谢勇 

江西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Hp 对克拉霉素耐药过程中 AcrAB-TolC 外排泵表达和特异性耐药基因突变的变化及意义 

方法 克拉霉素体外诱导 6 株对常用 8 种抗菌药物全敏感 Hp 株菌耐药，E-test 法检测抗生素对 Hp

的最低抑菌浓度（MIC），qPCR 方法检测 Hp 中 AcrAB-TolC 外排泵相关蛋白编码基因 hefA、

hefD 和 hefG 的 mRNA 表达，DNA 测序检测 Hp 中 23S rRNA 基因的突变；观察外排泵抑制剂

CCCP 对 Hp 耐药的影响。 

结果 1. 克拉霉素诱导 Hp 耐药过程中外排泵基因的表达及 23S rRNA 基因突变：克拉霉素诱导后，

所有菌株在 2×MIC 浓度内均产生了耐药，其中 1 株菌在 2×MIC 浓度、2 株菌在 1×MIC 浓度、3 株

菌在 1/2×MIC 浓度时产生耐药；这其中在 2×MIC 浓度时产生耐药的菌株耐药发生在外排泵基因高

表达和 23S rRNA 基因突变之前，其余 5 株菌产生耐药时均分别有外排泵基因高表达或 23S rRNA

基因突变；这 5 株菌中 3 株在 1/2×MIC 浓度时产生耐药的 Hp 菌株外排泵基因的高表达均发生在

23S rRNA 基因突变之前。仅有外排泵基因高表达时，Hp 对克拉霉素的耐药强度较低，23S rRNA

基因突变位点稳定存在时，耐药强度高。在诱导过程中外排泵基因的表达会有所波动，特别是当

23S rRNA基因突变后，外排泵基因的高表达可回落。 

5. CCCP 对 Hp 耐药的影响：1CCCP 对外排泵基因表达的抑制作用：在克拉霉素诱导产生耐药的

Hp 菌株中，CCCP 浓度达 0.04 μg/ml 时就可显著抑制外排泵基因表达，其最佳作用时间是 3-15h，

而在对抗菌药物敏感的 Hp 标准菌株 ATCC43504 中 CCCP 浓度达 0.6 μg/ml 才可显著抑制外排泵

基因的表达，其最佳作用时间是 9-24h；2CCCP 作用后，5 株 MDR 菌中有 3 株菌甲硝唑的 MIC

变化为原来的 1/4 甚至更低，有 2 株菌克拉霉素的 MIC 变化为原来的 1/4 甚至更低，有 2 株菌左氧

氟沙星的 MIC 变化为原来的 1/4 甚至更低。在敏感菌株中，CCCP 对抗生素的 MIC 影响不明显。 

结论 1.外排泵在 Hp 产生耐药的早期高表达，对抗生素治疗环境中的 Hp 产生适应性保护，使 Hp

有时间产生特异性耐药基因突变。当突变发生后，外排泵基因高表达对 Hp 耐药的维持就不再重要。 

2.外排泵抑制剂能降低部分抗生素对 Hp MDR 株的 MIC，提示 AcrAB-TolC 外排泵是导致 Hp 多重

耐药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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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25 

健康宣教在儿童高分辨率食管测压检查中的作用 

 
张含花,骆娜妮,范丽金,李超,张梦霖,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研究健康宣教在儿童高分辨率食管检查中的作用。 

方法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 62 例于西安市儿童医院行高分辨率食管测压检查的 4-10 岁患儿，

随机分为对照组及实验组，各组分出学龄前组及学龄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插管测压，实验组先

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再进行常规方法插管，比较两组患儿的一次性插管成功率、完成检查所用时间。 

结果 实验组的一次性插管成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完成检查时间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中学龄组的一次性插管成功率高于对照组中学

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中学龄前组的一次性插管成功率高于对照组中学龄龄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儿童高分辨率食管测压检查前对家长及患儿进行健康教育，是检查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可

以提高患儿及家长的配合与依从性，提高检查准确率及效率。 

 
 

PU-0826 

首次择期食管静脉曲张硬化剂治疗后胸腔积液危险因素分析 

 
梁成海,吴长亮,黄杰安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首次择期食管静脉曲张硬化剂治疗(endoscopic injection sclerotherapy, EIS)后胸腔积液

的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首次接受择期 EIS 的 119 名肝硬化患者的临

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探讨首次 EIS 术后发生胸腔积液的危险因素。 

结果 纳入分析 73 例病例，男性 65 例，女性 8 例，平均年龄 52.35±4.25 岁。其中硬化剂后无胸腔

积液者 52 例，出现胸腔积液 21 例（28.76%）。术后出现胸腔积液患者治疗有效 20 例，死亡 1 例。

单因素分析提示术后血白细胞计数（t=16.19, P=0.01）、血清白蛋白（t=0.03, P=0.00）、凝血酶

原时间（t=0.42, P=0.04）、硬化剂剂量（t=7.20, P=0.01）、曲张静脉直径（χ2=10.77, P=0.01），

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χ2=13.01, P=0.00）和腹水量（χ2=14.77, P=0.00）为首次择期 EIS 治

疗后出现胸腔积液的危险因素。多因素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术后白细胞计数 [OR=1.33, 95%CI 

(1.01～1.76), P=0.04]、血清白蛋白[OR=0.80, 95%CI (0.67～0.95), P=0.01]和腹水量[OR=4.72, 

95%CI(1.16～19.22), P=0.03]是首次择期 EIS 术后胸腔积液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术后白细胞增高、血清白蛋白降低及腹水可能会增加首次择期 EIS 术后胸腔积液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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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27 

长链非编码 RNA LINK-A 的表达与结肠癌的进展 

及预后的相关研究 

 
叶颜婷

1
,黄志寅

1
,高锦航

1,2
,赵翀

2
,汤诗杭

1
,马骁

1
,甘灿

1
,苏薇

1
,唐承薇

1,2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消化疾病研究室 

 

目的  激酶活化相关的长基因间非编码 RNA（Long Intergenic Non-coding RNA for Kinase 

Activation, LINK-A）作为一种新近发现的长链非编码 RNA，已被证实可通过激活 AKT 或 HIF-1α

信号途径促进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另有研究表明，AKT 及 HIF-1α 信号途径的激活与结肠癌发生发

展相关。但目前 LINK-A 对结肠癌的影响尚缺乏相关的研究。本研究拟检测 LINK-A 在结肠癌患者

中的表达水平，探讨其与结肠癌的进展及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 qRT-PCR 方法检测来自华西医院消化内科的 15 例结肠腺癌患者的癌及癌旁组织 LINK-A

的表达水平以及另外 65 例结肠腺癌患者癌组织的 LINK-A 表达水平。将癌组织 LINK-A 表达水平较

高的 40 例归入高表达组，表达水平较低的另 40 例归入低表达组。采用 t 检验及 χ2 检验分析

LINK-A 的表达水平与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分化等级、TNM 分期、肿瘤部位、肿瘤浸润程度、

肿瘤形态学特征、邻近器官浸润、远处转移、淋巴结转移个数之间的关系。用 Kaplan-Meier 法分

析 LINK-A 的表达水平对患者生存期的影响。用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结肠腺癌预后的危险因素。 

结果 LINK-A 在结肠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癌旁组织（P=0.047）。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

的 LINK-A 水平具有显著差异（P=0.001）。与 LINK-A 低表达组相比，LINK-A 高表达组的患者具

有较高 TNM 分期（P=0.013）、较多淋巴结转移个数（P=0.024）、低 5 年生存率（P=0.024）及

低 10 年生存率（P=0.007）。 Kaplan-Meier 法发现除高水平 LINK-A 以外，高龄（P=0.036）、

高 TNM 分期（P=0.023）、高肿瘤浸润度（P=0.032）及淋巴结转移个数（P=0.013）也与结肠腺

癌患者的低 5 年生存率相关。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发现 LINK-A 是结肠腺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47）。 

结论 LINK-A 高表达与结肠癌的高 TNM 分期、淋巴结转移个数、低 5 年生存率及 10 年生存率密切

相关 ，是结肠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有望作为判断结肠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分子标志。 

 
 

PU-0828 

9 例酷似克罗恩病的全结肠肠结核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分析 

 
陆晓娟,马贤纵 

陆军总医院 

 

目的 肠结核好发于回盲部和升结肠，全结肠受累者少见，酷似克罗恩病。本文旨在探讨我院收治

的 9 例全结肠肠结核患者的临床、内镜、病理特点和治疗效果，以减少误诊误治。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从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9 例全结肠肠结核患者的一般特征、临

床表现、结肠镜表现、病理表现、辅助检查和治疗效果。 

结果 （1）9 例患者全部为男性；8 例（88.9%）患者生活在农村；4 例患者有肠外结核（3 例肺结

核、1 例腹腔结核）；（2）6 例患者以腹痛、高热为首发表现，另外 3 例患者以腹泻、消瘦、贫血

为首发表现；（3）9 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肠腔狭窄，内镜下呈节段性改变，右半结肠病变较左

半结肠重；回盲瓣均受累，均变形；（4）7 例患者病理可见肠结核的典型表现（5 例患者病理见肉

芽肿形成，6 例患者抗酸染色阳性）；（5）8 例患者经四联抗结核治疗后好转，1 例因肠腔狭窄行

内镜扩张治疗，并发穿孔，行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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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肠结核可累及全结肠，病变呈节段性，更易与 CD 混淆；然而全结肠肠结核比局限于回盲部

的肠结核的病理更容易见到肉芽肿形成和抗酸染色阳性。虽易误诊，但注意其疾病特点及完善检查，

也不难确诊。 

 
 

PU-0829 

SOX9 在肝癌发生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丁凯,郑百男,冯吉锋,丁晨虹,张新,谢渭芬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SOX9（性别决定区 Y 框蛋白 9）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目前研究表明 SOX9

可以促进肝癌恶性表型，但其对肝癌发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课题即研究 SOX9 在肝癌

发生中的作用，并初步探究其机制。 

方法 将 Sox9 条件性基因敲除小鼠（Sox9f/f）和白蛋白启动子驱动 Cre 酶表达的 Alb-Cre 小鼠杂交，

获得特异性敲除肝细胞和胆管细胞 Sox9 的肝脏特异性敲除小鼠（Sox9LKO）；将介导肝细胞特异

性表达 Cre 酶的腺相关病毒（AAV-TBG-Cre）经小鼠尾静脉注射至 Sox9f/f 小鼠构建特异性敲除肝

细胞 Sox9 的 Sox9HKO 小鼠。分别利用链脲佐菌素-高脂饮食法（STZ-HFD）和二乙基亚硝胺（N-

Nitrosodiethylamine，DEN）诱导肝癌发生，比较各组小鼠肝癌发生率、肿瘤大小、数量等指标；

对比不同组小鼠肝功能；利用 H&E、天狼猩红-苦味酸、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等观察小鼠肝组织纤维

化、胆管反应情况等；RNA-seq 法寻找与肝癌发生相关的 SOX9 下游基因及相关信号通路，实时

荧光定量 PCR （Real-time PCR）法在不同小鼠模型中验证相关信号通路的改变。同时利用蛋白

免疫印迹（western blotting）实验分析 SOX9 表达变化对造模小鼠 PI3K/AKT、MAPK 等肿瘤相关

信号通路的影响。 

结果 在两种肝癌模型中，Sox9LKO 小鼠的肝癌发生率、肿瘤数量和大小均高于 Sox9f/f 小鼠，并发

生显著的肝纤维化和胆管反应；在造模终点时，Sox9LKO 小鼠的 ALT、AST、ALP 等肝功能指标都

高于对照组小鼠。Sox9HKO小鼠的肝癌发生率、肿瘤数量和大小亦高于 Sox9f/f组，但肝功能指标、

肝组织纤维化和胆管反应程度两组小鼠无明显差异。RNA-seq 结果显示在造模过程中 Sox9LKO 小

鼠 Wnt 通路显著活化，Real-time PCR 进一步验证了 Wnt 通路在 Sox9LKO小鼠和 Sox9HKO小鼠中

的活化；蛋白免疫印迹法发现敲除 Sox9 可激活 AKT 和 ERK 通路。 

结论 肝细胞 SOX9 对肝癌发生具有抑制作用，敲除 SOX9 可能通过活化 Wnt、AKT 和 ERK 通路

促进肝癌发生。 

 
 

PU-0830 

Tojapride prevents CaSR mediated NLRP3 inflammation 
activation in refluxates induced esophageal epithelium 

inflammatory injury. 
 

Xiaolan Yin,Fengyun Wang,Xudong Tang 
Xiyua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Objective Esophageal epithelium impairment in reflux esophagitis(RE) patients is a cytokine-
mediated injury rather than a chemical burn and progresses to the deep layer of the epithelium.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duced pyroptosis seems to be one of important factors in epithelial 
inflammatory injury. Calcium-sensing receptor(CaSR) originally thought to modulate epithelial 
basal cells differentiation and its role in modulation of gastrointestinal(GI) inflammation has drawn 
much attention. It is postulated that CaSR can mediated the nucleotide binding and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ke receptor family pyrin domain containing 3(NLRP3) infla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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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ion via PLC-IP3 pathway. We explored CaSR/NLRP3 inflammation activation in modified 
RE model rats and the effects of Tojapride on that signal expression. 
Methods We established a modified RE rats model, 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Tojapride or not, 
and evaluated its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effects on CaSR mediated NLRP3 inflammation 
activation; In addition, we exposed HET-1A cells to acidic bile salts, pretreated with and without 
Tojapride, and evaluated its effects on epithelial barrier function, expression of CaSR/NLRP3 
inflammation pathway-related protein, the activity of Caspase-1, release of LDH, secretion of 
cytokines IL-1β and IL-18 and mitochondrial impairments. 
Results In animal experiments, modified RE rats present anxiety related behavior and serious 
pathological lesion than pure RE rats, while Tojapride ameliorates the general condition and 
pathological lesion of modified RE rats, reduces attack factors in refluxates. Modified RE rats 
exhibited up-regulation of CaSR mediated NLRP3 inflammation signal pathway, and Tojapride 
effectively blocked the CaSR mediated NLRP3 inflammation activation. In cell experiments, 
Tojapride can effectively reverse the noxious effect of acidic bile salts exposed induced declining 
TEER, up-regulation of CaSR mediated NLRP3 inflammation signal pathway, increasing 
caspase-1 activity, LDH release and cytokines IL-1β and IL-18 secretion. Moreover, Tojapride 
partly reverse the acidic bile salts induced reduction of ∆Ψm and mitochondrial production of 
ROS in HET-1A cells. 
Conclusions Tojapride could effectively ameliorated RE related inflammatory response of 
esophageal epithelium through CaSR mediated activation of NLRP3 inflammation pathway. The 
discovery of the molecule mechanism behind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Tojapride in RE complementary therapy. 
 
 

PU-0831 

瑜伽呼吸之调息法对结肠镜检查中缓解患者腹胀的影响 

 
宋玲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分析瑜伽呼吸之调息法对结肠镜检查中缓解患者腹胀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8 年 4 月在我院消化内镜中心进行结肠镜检查的 50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2018 年 5 月

在我院消化内镜中心进行结肠镜检查的 50 例患者作为实验组。在结肠镜检查过程中，采用瑜伽呼

吸之调息法指导实验组患者进行呼吸练习，采用一般腹式呼吸法指导对照组患者进行呼吸练习，收

集检查后患者腹胀程度评分，并对两组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腹胀程度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瑜伽呼吸之调息法应用于普通结肠镜检查患者中，可有效缓解患者在肠镜检查过程中出现的

腹胀不适感。 

 
 

PU-0832 

抗返流黏膜切除术(ARMS)治疗 5 例难治性胃食管 

反流病的初步报道 

 
刘明,温合理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索 ARMS 治疗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 自 2017 年 11 月开始我们相继完成了 5 例 ARMS，均初步获得满意疗效，且无严重不良事件

发生。术前严格制定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男女比 4：1，平均年龄 50.6 岁，胃食管返流病史平均

7.25 年。其中有 3 例因贲门区反复增生性息肉接受过内镜下套切术和 EMR 治疗 1-2 次仍不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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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并发巴雷特食管，1 例并发贲门黏膜早癌，1 例顽固性反流症状无法被 PPI 控制，5 例均内镜发

现有轻度食管裂孔疝表现。所有患者的手术均由同一医师完成。 

      在平卧位气管插管及静脉异丙酚麻醉状态下实施 ARMS 手术。步骤如下：1.仔细观察贲门松弛

情况； 2.环贲门口 3/4 周黏膜下注射靛胭脂生理盐水充分隆起黏膜；3.利用 Cook Sixshooter 套扎

器或气动式套扎器分次将隆起黏膜进行循序连续套扎并切除黏膜层，形成一环贲门 2/3~3/4 周径的

环带状黏膜缺损；4. 检查电凝显露血管, 确认无固有肌层损伤及穿孔后结束手术。术后常规使用

PPI 和短期抗生素，术后 24 小时开始少量流质饮食，逐步过渡至半流质饮食和软食；术后第三天

出院随访，三个月及一年后复查。 

结果 5 例患者的 ARMS 手术均顺利完成。。短期随访表明疗效满意。其中 2 例患者于术后 4 个月

内复查胃镜，见创面处黏膜白色星条状瘢痕形成，贲门口与胃镜镜身紧贴，裂孔疝表现消失。有 1

例发生轻度术后狭窄，术后 1 个月有进固体食物哽噎感，于术后 2 个月行内镜扩张术后完全消除。

余患者无术后并发症发生。手术平均耗时 30.6 分钟，平均切除黏膜缺损面积为 4.5 cm x2.35cm。 

结论 ARMS 基本原理是利用黏膜切术后形成局部组织瘢痕收缩，减小了胃食管连接部的管口周径，

增加贲门口张力，从而减少了胃食管返流达到治疗效果。ARMS 与以往其他的内镜下抗返流手术方

法比较，具有操作简单、疗效显著、安全性高、无置入异物残留等优点。然而目前国内外 ARMS

工作刚刚开展，相关的研究报道较少，其长期疗效及安全性尚待证实，同时对于切除黏膜术的大小

尚无统一的规范标准，而有待于做进一步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随机临床对照研究予以验证。 

 
 

PU-0833 

43 例儿童上消化道化学腐蚀性损伤的临床分析 

 
杨洪彬,方莹,任晓侠,张含花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上消化道化学腐蚀性损伤的危险因素、治疗方法及临床疗效。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 2 年间在我院消化科就诊的 43 例口服强酸强碱等腐蚀物导致上

消化道损伤的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数据包括患儿的一般情况（年龄、性别、就诊

时间、腐蚀物的性质、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血常规、超敏 C-反应蛋白、肝肾功及心肌酶等)、治

疗手段（是否洗胃，激素、抗生素及抑酸药使用时机及疗程）、治疗效果（口服腐蚀物后第 1、4、

8 周分别进行胃镜检查及上消化道造影，评估患儿粘膜修复情况及消化道狭窄情况）。根据内镜下

Zargar 标准对上消化道损伤情况进行等级分级，同时将后期消化道狭窄分为有狭窄组及无狭窄组。

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将一般情况、辅助检查与消化道损伤进行统计分析；将一般情况、辅助

检查、治疗手段与消化道狭窄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所有统计方法采用 spss20.0

统计,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43 例患儿中男 32 例（74，4%），女 11 例（25.6%）；年龄 11 月-11 岁 4 月，平均年龄 3

岁 1 月。43 例患儿均为误服腐蚀物，其中强碱 27 例（62.8%），强酸 16 例（37.2%）。主要临

床表现为口腔粘膜损伤 30 例（69.8%）、呕吐 23 例（53.5%）、流涎 12 例（27.9%）、咽痛 9

例(20.9%)、呛咳 3 例（7.0%）、消化道出血 2 例(4.7%)、呼吸困难 1 例（2.3%）。与损伤有关的

因素为就诊时间、腐蚀物的性质、白细胞计数、激素的运用;与狭窄有关的因素为腐蚀物的性质、

洗胃、使用激素。上述因素均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腐蚀物的性质为消化道损伤严重程度、

消化道狭窄的危险影响因素,同时激素的使用是食管狭窄的危险影响因素,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强碱相对于强酸对上消化道的损伤程度更高，后期更易出现狭窄；早期使用激素可减轻后期

狭窄的形成，但会延缓粘膜愈合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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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34 

长链非编码 RNA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结肠癌相关性的研究 

 
郭占军,赵乐,张瑞星 

河北省肿瘤医院 

 

目的 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s，LncRNAs），是一类长度超过 200nt，不具备编

码蛋白质能力的 RNA 分子，已被证实在多种恶性肿瘤组织中出现异常表达。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s）是指 DNA 序列中单核苷酸发生改变时的序列多态性。作为最常见的基因变异，SNPs 普

遍存在于 LncRNAs 中。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的方法，通过研究 LncRNAs 的 SNPs，探讨

LncRNAs 与结肠癌易感性的关系。为今后结肠癌的风险预测和早期诊断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收集 60 例接受结肠癌手术治疗并经病理证实的结肠癌患者的血液样本，同时收集在我院体检

中心查体的 60 例无癌症病史的健康对照血液标本。提取病例组及对照组血标本 DNA。通过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扩增病例组及对照组 LncRNAs rs6983267, rs920778, rs7463708, 

rs 2366152, rs 4759314 位点的目的片段并进行测序分析，通过统计学分析对这 5 个位点 SNPs 与

结直肠癌患者发病的关系。 

结果 1、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结肠癌组与对照组的性别、年龄无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

两组资料均衡可比。2、结肠癌组 rs6983267 位点 GG 基因型与 GT+TT 基因型,rs920778 位点 TT

位点基因型与 CT+CC 基因型,rs7463708 位点 GG 基因型与 GT+TT 基因型分布与对照组中基因型

的分布有统计学差异，这 3 个 SNP 位点是结直肠癌患者发癌风险的独立影响因素（rs6983267 

P=0.000, rs920778 P=0.045, rs7463708 P=0.001）。rs6983267 位点 GG 基因型、rs920778 位点

CT+CC 基因型、rs7463708 位点 GG 基因型个体结肠癌的发癌风险上升。 

结论 长链非编码 RNA rs6983267,rs920778,rs7463708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结肠癌发癌风险相

关, 为今后结肠癌的风险预测和早期诊断提供新的思路。 

 
 

PU-0835 

利用高通量分析平台预测人类肝细胞癌中 A-to-I RNA 编辑事件 

 
宋光启

1
,赵翊丞

2
,祝继敏

1
,沈锡中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休斯敦，德克萨斯州，美国 

 

目的 RNA 腺苷脱氨酶（ADAR）蛋白介导的腺苷 - 肌苷（A-to-I）转换是人细胞中最常见的转录后

修饰之一。 A-to-I RNA 编辑可通过影响 mRNA 翻译，选择性剪接和 miRNA-3'UTR 结合来干扰细

胞增殖和功能。为了进一步研究 RNA 编辑对生物学功能的影响，我们设计了一个高通量自动分析

平台（RNA Editing Plus），可以通过 RNA 高通量测序数据分析前体 mRNA 的剪接位点，

microRNAs 序列和 3'UTR 的 microRNA 结合区域，将发生的 A-to-I 编辑事件注释到发生突变的位

点上，并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编辑事件对生物学功能的影响。在分析了大量人类正常组织和癌

组织之后，我们发现 ADAR 蛋白在癌组织中的表达量与 RNA 编辑发生频率都显著升高，预示着

RNA 编辑与癌症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之前的多项研究也揭示了部分 A-to-I 编辑事件与人

类癌症（包括肝细胞癌）的关联。然而，目前在肝细胞癌中 A-to-I RNA 编辑的调控机制及对肝细

胞癌的影响仍不完全明了。为此我们利用 RNA Editing Plus 平台对肝细胞癌中发生的 A-to-I RNA

编辑事件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 

方法 使用 RNA Editing Plus 平台对 RNA 编辑事件进行预测分析。比较分析 20 个肝细胞癌组织，

20 个癌旁组织和 5 个转染 ADAR 蛋白 siRNA 的肝癌细胞的 RNA 高通量测序数据。对不同组织细

胞中发生的 A-to-I RNA 编辑事件进行注释，并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 RNA 编辑发生的位点对下游功

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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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我们发现 ADAR 蛋白的表达量在肝癌组织中显著上升。通过对比在肝细胞癌组织，癌旁组织

和转染 ADAR 蛋白 siRNA 的肝癌细胞中所发生的 RNA 编辑事件，我们发现了 714 个 A-to-I 编辑

事件仅在肝细胞癌组织中被发现，其中 99 个发生在外显子区域和 5 个发生在内含子区事件导致氨

基酸序列突变，610 个发生在 3'UTR 区域。 

结论 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我们发现在外显子和内含子区编辑的多个基因具有抑制乙型肝炎病毒

的复制和肝细胞癌的增殖的功能，而大多数 3'UTR 区域发生编辑的基因涉及 DNA 复制和细胞增殖。

这些结果表明，ADAR 蛋白介导的 A-to-I RNA 编辑对相关基因的修饰可能与肝细胞癌的进展和进

展有关。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关键的 RNA 编辑事件进而揭示肝细胞癌中 A-to-I RNA 编辑

的机制。 

 
 

PU-0836 

Fecal calprotectin as a surrogate marker for predicting 
relapse in adul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A meta- analysis 

 
Jiajia Li,Xiaojing Zhao,Hongjie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FC for clinical relapse in adult UC patients based on 
updated literature. 
Methods We carried out a comprehensive electronic search of PUBMED, WEB OF SCIENCE,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to identify all eligible studies. Diagnostic accuracy including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PLR),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NLR), 
diagnostic odds ratio (DOR)  and pooled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UROC) was calculated using a random effects model. Heterogeneity across studies was 
assessed by I2 metric. Sources of heterogeneity were detected using subgroup analysis. Meta 
regression was used to test potential factors correlated to DOR. Publication bias was assessed 
using Deek’s Funnel plots. 
Results  14 articles enrolling a total of 1043 participants were finally included for final calculation. 
Poole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LR, NLR were 0.73 (95% CI: 0.67–0.77), 0.77(95% CI: 0.74–0.80), 
3.32 (95% CI: 2.30–4.79) and 0.40(95% CI: 0.32–0.51) respectively. The area under the 
summary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sROC) curve was 0.81 and the diagnostic odds ratio 
was 9.29 (95% CI: 5.71–15.12). FC was more diagnostically accurate in studies using Bühlmann 
as FC assay (DOR = 15.08; 95% CI: 6.84-33.25) and studies with longer follow-up time (DOR = 
9.61; 95% CI: 5.52-16.72) or a lager cut-off value (DOR = 11.64; 95% CI: 4.93-16.72).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any of the covariates and the DOR in the univariate meta-
regression analysis. 
Conclusions FC is useful in predicting clinical relapse for adult UC patients in remission as a 
simple and noninvasive 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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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37 

Prokinetic effects of spinal cord stimulation and its 
autonomic mechanisms in dogs 

 
Bo Zhang

1,3
,Feng Ji

2,3
,Lei Tu

3
,Yi Yang

3
,Jieyun Yin

3
,Jiande Chen

3
 

1.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Changzhe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3.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Neurogastroenterology 

 
Objective 1)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SCS on gastric motility disorders and gastric dysrhythmia 
induced by glucagon; 2)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involving autonomic function in dogs. 
Methods Seven male dogs with electrodes chronically placed on the dorsal column of the spinal 
cord between T10 and T12 segments were studied in 2 randomized session (glucagon, glucagon 
+ SCS). SCS using a set of optimized stimulation parameters at T10 was performed for 30 min 
immediately after glucagon injection. Antral contractions were measured by placing a manometric 
catheter into the distal stomach via a chronically placed gastric cannula. Gastric slow wave (GSW) 
were recorded from a pair of chronically implanted serosal electrodes in the corpus. Autonomic 
function was assessed using spectral analysis of heart rate variability from the ECG that was 
recorded during the study. 
Results 1) Glucagon (0.1mg/kg) suppressed antral motility index (MI) from 6315 ± 565 at 
baseline to 3243 ± 775 (P<0.001), reduced the percentage of normal GSW from 89 ± 3% at 
baseline to 58 ± 3% (P<0.01), and increased sympathetic activity from 0.25 ±0 .06 at baseline to 
0.60 ± 0.07 (P<0.01). 2) The sympathetic activi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tral MI (r= -
0.558; P<0.01) and percentage of gastric normal slow wave (r= -0.616; P<0.01). 3) SCS 
suppressed the glucagon-induced impairment in antral hypomotility (MI: 5770 ± 927 vs 5521 ± 
1238, P>0.05) and GSW abnormalities (% of normal waves: 84 ± 4 % vs 79 ± 6%, P>0.05) and 
sympathetic activity (0.27 ± 0.03 vs 0.33 ± 0.07, P>0.05). 
Conclusions SCS dramatically improves glucagon-induced impairment in gastric contraction and 
slow waves by inhibiting sympathetic activity. 
 
 

PU-0838 

开放式 POEM 治疗贲门失弛缓症 13 例报道 

 
刘明,张依枫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索新型开放式 POEM（O-POEM)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 本组 O-POEM 13 例 AC 患者，术前均经过病史、食管钡透和胃镜检查确诊为 AC, 并排除了

其他疾患。男女比 8：5，平均年龄 44 岁，吞咽不畅病史平均 57.5 个月。其中有一例曾经实施过

球囊扩张术及一例 5 年前在外院首次行标准 POEM 失败患者。 

均在平卧位气管插管静脉麻醉状态下实施手术。步骤如下：1.先在食管下段右后壁食管腔内自

贲门水平（距门齿 40cm）开始由下而上实施多点连续黏膜下注射靛胭脂生理盐水，形成纵向黏膜

下柱状水垫； 2.利用 IT 刀或 Duel 刀在距门齿 35cm 处开始向下推送挑切切开黏膜及黏膜下层，跨

越贲门至胃底 2cm 处（距门齿 42cm），暴露固有肌层；3.在距门齿 36cm 处切开固有肌层全层至

胃底贲门下 2cm 处；4.检查创面基底外膜无破裂及处理出血点后结束手术，纵行创面保持开放张开

状态，不需用钛夹关闭创面和放置胃管。术后第二天行食管造影及观察炎性反应，常规使用 PPI 和

抗生素，第三天出院随访，一个月回院复查。 

结果 13 例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术后随访至今，均获得满意疗效，症状明显缓解，电话随访显示

短期疗效同前期 POEM 完成的 74 例 AC 病例。最初 3 例患者术后第 3 天复查胃镜观察手术切口，

显示创面附着白苔，均无出血及穿孔征象。除 2 例女性患者术中出血较多致手术延时达 50 分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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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外，余 11 例手术耗时均在 30 分钟以内，最快一例 15 分钟完成。术后有二例发生反应性胸膜

炎，其中一例合并反应性腹膜炎外，一例术后呕吐导致双侧吸入性肺炎和右侧反应性胸膜炎及继发

脓胸，经过插管引流和抗感染治疗后康复，无残留后遗症；余患者无其他严重不良事件发生。 

结论 与传统标准 POEM 和 LiuPOEM 比较，O-POEM 摒弃了过去的隧道内镜技术，具有手术视野

更宽阔及清晰，操作步骤更简易，固有肌层的切开范围更精准的特点，在同等病况下可进一步缩短

术程，且并不明显增加术中和术后的严重不良事件，同时可以节省治疗附件。但此术式仍然存在许

多不确定因素，需要做好更加详细的围手术期的治疗计划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手术风险。其适应症

还有待总结更多经验后确定，目前 O-POEM 在业界内争议较大，今后需要进行大样本多中心随机

对照临床研究以验证其安全性和长期疗效。 

 
 

PU-0839 

硫酸镁 vs 双氯芬酸钠预防 ERCP 术后胰腺炎的差异 

 
罗艺星,洪军波,杨真真,万勤思,何明燕,周晓东,周小江,刘志坚,李国华,陈幼祥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后胰腺炎（PEP）是 ERCP 最常见也是最严重的并发症，发生率约为

3.8%~13.3%。目前认为直肠应用 NSAIDs 栓剂可有效降低 PEP 的发生率（约 47%）。2014 年发

布的最新版欧洲指南中推荐行 ERCP 的患者，在无禁忌症的情况下，术前 30 分钟或者术后立即应

用 NSAID 纳肛，预防 PEP 的发生。在直肠使用 NSAIDs 降低 PEP 发生率之前，临床上曾经验性

使用高浓度的硫酸镁口服来预防 PEP。本研究旨在通过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对比直肠用 NSAIDs

及肠道内喷洒高浓度硫酸镁该两种方式在预防 PEP 发生的效果差异。 

方法 纳入标准：所有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初次接受 ERCP 手术检查或治疗的患者。排除标准：1、

既往行 ERCP 术；2、存在 ERCP 禁忌症；3、活动性胰腺炎；4、存在 NSAIDs 使用禁忌症：4 周

内的活动性消化道出血或肾功能不全，血清肌酐>120μ/l；5、正在持续服用 NSAIDs；6、2 周内服

用过镁剂；7、凝血功能异常或接受抗凝治疗；8、哺乳期以及怀孕的妇女。终止试验标准：①病情

恶化或出现严重并发症。②治疗期间病人出现其它疾病干扰本观察。③失访。符合标准的患者签署

知情同意，根据 2012 年发表在新英格兰杂志的 PEP 危险因素分层，后随机分为两组，由有经验的

操作者行 ERCP 术，并记录整个 ERCP 程序，包括乳头的外观和位置、插管次数、插管时间、是

否行约肌切开术、取石术和适当的支架置入术等。分组：硫酸镁组：术前直肠内给予 100mg 安慰

剂，在操作结束前，给予 20%的硫酸镁溶液 100ml 局部喷洒于十二指肠乳头；NSAIDs 组：术前

直肠内给予 100mg 双氯芬酸钠，在操作结束前，给予 100ml 生理盐水局部喷洒于十二指肠乳头。

术后 24 小时内记录患者有无新发的腹痛。第 24 小时，检测患者血清中淀粉酶及脂肪酶水平。 

结果 已证实高浓度的硫酸镁可减轻肠壁水肿，松弛胆总管括约肌，抵消病理钙信号对细胞内蛋白

酶活性和细胞坏死的影响，降低了胰腺内消化酶的激活，在理论上可预测用于预防 PEP 发生，通

过与临床已认同的 NSAIDs 药物对比，为其在临床推广提供理论依据。 

结论 目前指南推荐直肠使用 NSAIDs 预防 PEP 发生，相较而言，硫酸镁给药简单，不良反应少，

禁忌症少且费用低。若结果证实硫酸镁相较双氯芬酸钠而言也能减少 PEP 发生率，其更适合广泛

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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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40 

长链非编码 RNA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肝癌患者预后的关系 

 
赵乐,郭占军,张瑞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肝癌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虽然肝癌的诊断、治疗技术有所提高，

但由于其侵袭性，肝癌的预后仍然很差。一些分子生物因素对肝癌患者预后有一定预测作用。长链

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s，LncRNAs），是一类长度超过 200nt，不具备编码蛋白质

能力的 RNA 分子，已被证实在多种恶性肿瘤组织中出现异常表达。目前研究表明，LncRNAs 基因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可影响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治疗效果和患者预后。本实验探讨长链非

编码 RNA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肝癌患者预后的关系。 

方法 1、 肝癌组织取自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手术的 43 例肝癌患者。术后每 3 个月电话随访 1

次患者术后生存情况，共随访 5 年。有 2 名患者失访。2 基因组 DNA 提取、扩增及测序：用 DNA

纯化试剂盒提取肝癌组标本基因组 DNA，DNA 鉴定合格后，采用 PCR 技术扩增 LncRNAs 

rs6983267, rs920778, rs7463708, rs 2366152, rs 4759314 位点目的片段。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

电泳证实后进行测序，同一标本采用双向重复测序。3 单因素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方法和 Log-

Rank 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 COX 风险回归模型。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P＜0.05 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单因素分析中，性别、年龄、Child 分级和肿瘤数量与肝癌患者预后无关，而肿瘤大小、肿

瘤分期、有无门脉瘤栓与患者生存率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rs6983267 位点

SNP 与肝癌患者预后相关（P=0.001）。rs6983267 多态位点 GG 基因型患者生存时间较短,预后

明显差于 GT+TT 基因型患者。3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组纳入 COX 模型多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rs6983267 位点 SNP 和肿瘤分期是肝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结论 rs6983267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肝癌患者预后相关，可作为肝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LncRNA rs6983267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的研究可以帮助识别预后不良的肝癌亚组。 

 
 

PU-0841 

快速中消化道置管术（TET）在小儿消化系统疾病中的临床运用 

 
杨洪彬,方莹,任晓侠,韩亚楠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快速中消化道置管术（TET）在小儿消化系统疾病中的可行性、安全性及临床疗效。  

方法 对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我院消化内镜中心采用经胃镜放置鼻空肠营养管的 32 例患

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置管方式不同，将 32 例患儿分为 2 组，TET 组：在胃镜直视

下置入 TET 管到空肠上段，用 1 枚金属钛夹将 TET 管固定在幽门口；传统组：经鼻胃镜放置导丝

到空肠上段，退出鼻胃镜留置导丝，顺导丝插入空肠营养管。对比 TET 组和传统组的置管成功率、

手术时间、带管时间、舒适度、并发症及术后确认营养管位置的方法。 

结果 32 例患儿中男 24 例（75%），女 8 例（25%），年龄 9 月-14 岁，平均年龄 4 岁 5 月。其中

食管异物致穿孔 5 例（15.6%），重度反流性食管炎 4 例（12.5%），胰腺炎 7 例（21.9%），幽

门狭窄 11 例（34.4%），十二指肠狭窄 5 例（15.6%）。32 例患儿中 30 例放置鼻空肠营养管成

功，成功率为 93.8%（30/32），未放置成功 2 例为幽门完全梗阻，胃镜直视下导丝无法通过。放

置成功 30 例患儿中，TET 组 12 例，传统组 18 例。TET 组与传统组对比：患儿的性别、年龄、病

种两组无统计学差异；手术成功率、舒适度及并发症发生率两组无统计学差异；但 TET 组的手术

时间短于传统组，带管时间长于传统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传统组需

要经营养管造影确认营养管位置，而 TET 组因为有钛夹在幽门口的内固定，无需其他方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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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消化道置管术（TET）是一种快速、安全、有效的空肠营养管置入方法，可以在小儿消化系

统疾病中广泛开展。 

 
 

PU-0842 

床旁超声预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误吸风险的临床价值 

 
傅蕊,周国强,巩晓洁,周芳,张曼曼,周晓东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仰卧位下床旁超声检查胃窦评估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误吸风险评估的临床价值。 

方法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于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无痛胃镜检查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200 例，ASA 分级Ⅰ~Ⅲ级，年龄 18~75 岁，性别不限，体重指数（BMI）19~40kg/m2。收集患者

既往病史、禁食水时间、胃镜检查前末次进食食物性质。无痛胃镜检查前，于仰卧位下利用床旁超

声观察患者胃内容物情况，对其进行定性评估（固体、非固体），并在标准矢状切面测量胃窦前后

径（D1）和头尾径（D2），依照公式计算胃窦横截面积 CSA=（π×D1×D2）/4。患者于丙泊酚静

脉麻醉下，行常规胃镜检查，收集患者胃内容物，记录其性质及总量。依据胃镜所见胃内容物性质，

将全部患者分为固体组与液体组，利用四格表判断床旁超声定性分组可靠性；按照收集胃液量，将

胃镜判定液体组患者分为空腹组（≤0.8ml/kg）与非空腹组（>0.8ml/kg），比较胃窦横截面积组间

差异。 

结果 200 例患者中，胃镜分组固体组 17 例（床旁超声分组固体组 7 例，非固体组 10 例），液体

组 183 例（床旁超声分组固体组 2 例，非固体组 181 例，床旁超声诊断胃内含有固体内容物的阳

性预测值与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7.78%和 94.76%，诊断符合率 94%。 

胃镜液体组中，含空腹组 160 组和非空腹组 23 例，床旁超声测量胃窦横截面积存显著组间差异

（4.83±1.04cm2 VS 5.90±1.60cm2，P<0.01）。 

结论 仰卧位下胃窦床旁超声检查可准确判断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胃内容物情况，指导临床医生评估

误吸风险。 

 
 

PU-0843 

内镜下放射状切开术治疗小儿食管良性狭窄的疗效评估 

 
杨洪彬

1
,韩亚楠

1
,方莹

1
,任晓侠

1
,周平红

2
 

1.西安市儿童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 

 

目的 评价内镜下放射状切开术（ERI）对于小儿食管良性狭窄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我院 2013 年 1 月-2018 年 2 月期间 20 例接受 ERI治疗的食管狭窄患儿的临床资料，总

结手术情况、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手术相关并发症等。 

结果 20 例患儿均顺利完成 ERI治疗。手术时间：5-25 分钟，平均 12.2 分钟。狭窄环切开次数 1-8

次，平均 3.95 次。所有患儿术后未出现发热、胸骨后疼痛、出血及穿孔等现象，1 例患儿因联合支

架置入术后出现频繁呕吐，2 天后缓解。住院时间：4-7 天，平均 5.0 天。20 例患儿术后 1 月复查

狭窄口较前扩张，吞咽困难评分降至 0-2 分，平均 0.4 分，较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随访 3-24 月，平均 7.9 月，术后 3 月吞咽困难评分与术后 1 月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18 例患儿术后 3 月体重增加 1-4kg，平均 1.8kg。 

结论 ERI对小儿食管良性狭窄，特别是短段型狭窄术后吞咽困难改善明显，体重增加，疗效显著；

而针对长段型食管狭窄，ERI的远期疗效观察有限，还需要进一步多样本长期随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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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44 

饮酒与胃食管反流病相关性的 meta 分析 

 
潘佳琪,岑莉,陈卫星,虞朝辉,厉有名,沈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是指因胃食管腔过度暴露于胃液而产

生食管粘膜损伤或反流症状的疾病，其不仅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同时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

负担。对于饮酒是否增加 GERD 的发病风险目前仍有争议，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观察性研究进行

meta 分析，探讨饮酒与 GERD 的关联。 

方法 制定检索策略和筛选标准，系统检索 PubMed、Cochrane 和 EMBASE 等数据库，检索时限

为建库至 2017 年 12 月。依据纳入标准，2 名研究者独立研究的筛选、数据提取及质量评价，采用

Stata12.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通过随机效应模型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 OR）和 95%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s, CI)，根据研究类型、地域、疾病分型、饮酒频率及检测方法等分类进行亚组

分析，并对满足条件的研究将饮酒标准统一量化进行剂量反应分析，采用 Egger’s 检验检测发表偏

倚，综合评价饮酒与 GERD 发病的关联。 

结果 26 项横断面研究和 3 项病例对照研究被纳入此次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非饮酒者(或偶尔饮

酒者)相比，饮酒者患 GERD 的合并比值比 OR 为 1.48(95%CI, 1.31-1.67)。在 GERD 的两种分型

中，饮酒与反流性食管炎的相关性(OR, 1.78; 95%CI, 1.56-2.03)强于非糜烂性反流病(OR, 1.15; 

95%CI, 1.04-1.28)。以非饮酒者(或偶尔饮酒者)作为参照，每周中饮酒 3-5 次（或天）的研究对象

患胃食管反流病的风险增加(OR=1.29; 95%CI, 1.14-1.46)，而饮酒更频繁者患病风险增加更显著

（OR, 2.12; 95%CI, 1.63-2.75)。剂量反应分析显示饮酒与 GERD 呈线性关系，每增加 12.5 克/天

饮酒量的合并 OR 值为 1.162。 

结论 该 meta 分析为饮酒与胃食管反流病的相关性提供了依据。饮酒是胃食管反流病的危险因素，

增加饮酒的剂量和频率将提高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风险。 

 
 

PU-0845 

英夫利昔单抗在早发型炎症性肠病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 

 
罗优优,方优红,余金丹,楼金玕,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 

 

目的  观察英夫利昔单抗（IFX）在早发型炎症性肠病（EOIBD）中的有效率及安全性。  

方法 收集 200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确诊的 IBD 并接受 IFX 治

疗的患儿，记录初诊时、 IFX 治疗第 14 周及第 52 周临床一般资料、身高、体重、体质指数

（BMI）、疾病活动指数及内镜下疾病活动指数的变化。根据确诊年龄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

EOIBD 组（年龄<10 岁）、非 EOIBD 组（年龄≧10 岁），比较 IFX 对 EOIBD 及非 EOIBD 患儿

疗效及安全性的差异。记录完成 1 年以上治疗患儿的复发情况，分析 IFX 治疗后不同组患儿 1 年复

发率的差异。 

结果 共 56 例 IBD 患儿纳入研究，其中男性 33 例（58.9%），平均年龄 9.5 岁。克罗恩病(CD）患

儿共 54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儿 2 例。10 岁以下患儿共 26 例（46.4%）。49 例 IBD 患儿完成了 3

次 IFX 治疗，82.1%（23/28）的非 EOIBD 患儿及 66.7%(14/21)的 EOIBD 患儿达到了完全缓解。

24 例 CD 患儿完成了 52 周的 IFX 治疗及随访，89.4%（17/19）的非 EOIBD 患儿及 83.3%的

EOIBD 患儿在第 52 周处于完全缓解。EOIBD 组患儿 1 年内出现至少 1 次复发的比例（5/6,83.3%）

显著高于非 EOIBD 组（2/19,10.5%）（P=0.002）。29 例 CD 患儿在 IFX 治疗第 14 周复查了结

肠镜，72.2%的非 EOIBD 患儿及 45.5%的 EOIBD 患儿达到了粘膜愈合。16 例 CD 患儿在 IFX 治

疗第 52 周复查了结肠镜，57.1%（8/14）的非 EOIBD 患儿及 50%（1/2）的 EOIBD 患儿达到粘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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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合。非 EOIBD 患儿在第 14 周的 BMIz 评分较基线水平显著增高（P<0.05）, 而 EOIBD 在第 14

周及第 25 周 BMIz 评分及年龄别身高 z 评分较基线水平均无显著差异。EOIBD 组患儿不良反应发

生率显著高于非 EOIBD 组（P<0.05）。 

结论 IFX 对 EOIBD 患儿的疗效有限，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非 EOIBD 患儿高，临床应用需谨慎。 

 
 

PU-0846 

―健脾益气生血法‖对胃癌贫血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 

影响及临床意义 

 
沈雁,王章流,郑华君,钟继红,徐磊,胡裕耀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观察―益气健脾生血法‖代表方——归脾汤对胃癌贫血患者血红蛋白、红细胞计数、红细胞压积

和外周血 T 细胞亚群变化的影响并探究其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前瞻性临床研究方法，收集 60 例确诊为胃癌伴轻中度贫血的患者，分为联

合治疗组（基础营养支持联合归脾汤、力蜚能胶囊和叶酸片治疗）和常规治疗组（基础营养支持联

合力蜚能胶囊、叶酸片治疗），并选择同时期健康体检者 30 例作为正常对照组。28 天为一个疗程，

治疗前后使用血液分析仪和流式细胞仪检测血红蛋白、红细胞计数、红细胞压积和外周血 T 细胞亚

群水平变化，并与正常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 与治疗前相比，两组胃癌贫血患者治疗后的血红蛋白、红细胞计数和红细胞压积均明显升高

（P<0.05），且联合治疗组升高水平较常规治疗组更明显（P<0.05）。患者的 CD8 T 细胞水平高

于健康者，CD3、CD4 T 细胞水平、CD4/CD8 比值、Th1、Tc1 细胞水平以及 Th1/Th2、Tc1/Tc2

比值均低于健康者（P<0.05）；与治疗前相比，联合治疗组治疗后的 CD8 T 细胞水平明显降低

（P<0.05），CD3、CD4 T 细胞水平、CD4/CD8 比值、Th1、Tc1 细胞水平以及 Th1/Th2、

Tc1/Tc2 比值均明显升高（P<0.05），而常规治疗组上述细胞水平变化均不大（P＞0.05）。 

结论 胃癌贫血患者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应用归脾汤辅助西医治疗可有效地纠正贫血，改善机体细

胞免疫抑制状态，从而对胃癌综合治疗措施的实施产生积极作用。 

 
 

PU-0847 

5 例儿童黑斑息肉综合征的临床资料分析及文献回顾 

 
任晓侠,张含花,杨洪彬,杨颖,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 5 例黑斑息肉综合征患儿临床病例资料及文献回顾，探讨本病临床特点、诊

断、治疗及预后。 

方法 以西安市儿童医院消化科 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住院的 5 例黑斑息肉综合征患儿为研

究对象,回顾性分析皮肤黏膜色素斑、内镜下胃肠道息肉特点及病理、家系图分析及基因检测结果。 

结果 5 例患儿中，男性患儿 2 例，女性患儿 3 例，年龄最大的 13 岁，最小的 1 岁，3 例患儿均有

皮肤黏膜色素斑，主要分布于口唇、手足背，以便血为主诉 2 例，发现口唇色素斑就诊 2 例，反复

腹痛半年就诊 1 例，所有患儿均进行电子消化内镜检查，其中 3 例行电子胃镜、结肠镜检查，2 例

行电子小肠镜检查，术中结肠均发现大小不等、多个息肉，2 例小肠镜检查全消化道均可见息肉，

其中 1 位患儿术前以反复腹痛、腹部 B 超提示肠套叠收住院，电子小肠镜检查可见空肠 1 枚大小约

4x5cm 多头息肉，根部扭转，给予内镜下粘膜下剥离术，术后病理均提示黑斑息肉病理特点。5 例

患儿均绘制家系图，3 例有明显的家族遗传性，所有患儿均进行消化道基因检测，结果阳性 2 例，

其中 1 例来源于母亲，为杂合变异，1 例新生变异，余 3 例阴性。1 例阳性者携带 STK11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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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7A>T（p.K83X）杂合变异，经 Sanger 验证，受检者母亲及弟弟亦携带该变异。由于 STK11

基因引起的黑斑息肉综合征以常染色体显性方式遗传，因此受检者父母在生育下一胎时，生育健康

胎儿的概率为 50%，生育患儿的概率为 50%。因此，建议患儿父母再生育下一胎时，行产前遗传

咨询。1 例发现了 STK11 基因 c.176dup（p.Y60Lfs*103）杂合变异，未见文献报道；该变异为移

码变异，会导致氨基酸三联密码子框发生改变，且该变异下游存在多篇移码变异和无义变异致病的

报道；该变异未在正常人群数据库中检出。根据现有证据，该变异为致病性变异。5 例患儿术后随

访最长的 2 年，内镜下息肉治疗 3 次，贫血明显改善，腹痛缓解。 

结论 儿童黑斑息肉综合征是临床较为少见但易于诊断、容易复发的疾病，早期诊断治疗及后期随

访管理非常关键，值得重视。 

 
 

PU-0848 

新型经内镜中消化道植管术：一项前瞻性单中心研究（含视频） 

 
龙楚彦,崔伯塔,张婷,李倩倩,张洁,季国忠,张发明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新型中消化道途径经内镜肠道植管术（transendoscopic enteral tubing, TET）的可行性、

安全性、及临床价值。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于本中心接受中消化道 TET 用于菌群移植和/或肠内

营养的患者。管道在内镜直视下经鼻送入中消化道，由小钛夹将头端固定在幽门壁上。并前瞻性观

察 TET 操作用时、成功率、不良事件及患者满意度。 

结果 共有 86 名患者接受中消化道途径 TET。 65 例（75.6%）用于粪菌移植，27 例（31.4%）用

于配方菌群移植，20 例（23.3%）用于肠内营养。植管成功率为 98.8%（85/86）。平均植管时间

为 4.2 ± 1.9 分钟。10 例的操作数已足够用来训练术者并缩短操作时长（前后 10 例的平均操作时

长 7.0 分钟 vs 4.0 分钟，p < 0.05）。流程相关不良事件与管道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 8.1%

（7/86）和 7.0%（6/86）。研究过程中无中重度不良事件事件发生。患者对中消化道 TET 满意度

为 97.7%（84/86）。 

结论 中消化道 TET 是一种安全、可靠、操作简单、患者满意度高的新型内镜技术。 

 
 

PU-0849 

TRANSCRIPTION FACTOR GRAINYHEAD-LIKE 2 (GRHL2) 
PLAYS DUAL ROLES IN COLORECTAL CANCER UNDER 

HYPOXIC CONDITIONS 

 
Fan Zhou

1
,Jingjing Jin

2
,Xiaoping Zou

1
,Hongli Yan

2
 

1.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affiliated with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2.Changhai Hospital 

 
Objective We have previously found expression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Grainyhead-like 2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Difi and HCT116 gefitinib-resistant cells compared to parent cells. 
Grainyhead-like 2 (GRHL2) was reported to maintain the epidermal barrier by directly regulating 
expression of Cdh1 and Cldn4. Hypoxic microenvironment was important in promoting drug 
resistance of tumor stem cells. While colorectal cancer (CC) originates from dysplasia in the 
epithelial stem cells and forms hypoxic microenvironment when expanding. We aimed in this 
study to demonstrate the roles of GRHL2 in colorectal cancer in hypoxic environment. 
Methods Expressions of GRHL2 in CC tumor and normal tissue and CC cell lines (HCT-116, 
HT29, SW480, SW620) were assess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 and qRT-PCR, 
respectively. CCK8, colony-formation and transwell assays were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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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in CC cell lines using specific shRNAs and overexpression plasmids.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analyze protein expression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CpG methylation 
status of GRHL2 was tested using Pyrosequencing.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as used to 
examine transcription activity of given sequences in vitro.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 
assay was applied to determine whether Hif-1α can functionally bind to promoter region of 
GRHL2 to inhibit its transcription. 
Results GRHL2 expression was elevated in cancerous tissues (higher staining intensity) 
compared to normal tissues. HCT-116, HT29 and SW480 (all initiated from primary tumors) 
showed relatively higher GRHL2 expression, while SW620 (derived from metastasis lymph node) 
had a low GRHL2 level. All cell lines exhibited a decrease in GRHL2 expression under hypoxic 
environment (1% O2, 24h). Functional knockdown of GRHL2 in HCT-116 demonstrated 
mesenchymal morphology, increased migration, but reduced colony formation ability. While 
overexpressed GRHL2 in SW620 showed increased proliferation, but lower migration ability. 
Western Blot also indicated EMT in sh-GRHL2 HCT-116 (lower E-cadherin and higher Vimentin 
expression).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down-regulation of GRHL2 in hypoxia, we first 
examined CpG methylation status of GRHL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β value of 
two CpG islands in the promoter of GRHL2. Next, using Jaspar database, we predicted a Hif-1α 
binding site within the promoter region of GRHL2. Luciferase results also showed decreased 
transcription activity of this region, possibly leading to down-regulation of GRHL2. Further CHIP 
assay validated that Hif-1α can bind to -533bp~-523bp of GRHL2 gene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under hypoxic conditions, GRHL2 
was down-regulated, which exerts both tumor repressor and pro-metastasis functions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it is due to transcription binding of Hif-1α and 
GRHL2 promoter region, leading to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GRHL2. 
 
 

PU-0850 

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的内镜特征 

 
祁海峰,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HSP）的临床表现、消化内镜下改变特点。 

方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住院治疗的 22 例以腹痛、呕吐、黑便或便血等消化道

症状为主要表现的 HSP 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22 例 HSP 患儿，男 13 例、女 9 例，年龄 5～13 岁之间。所有患儿均有腹痛及外周白细胞升

高，呕吐 14 例（63.6％）、便血 19 例（86.4％），伴关节肿痛及皮肤紫癜 11 例（50％），伴有

Ｃ反应蛋白升高及白蛋白降低 9 例（40.9％）。19 例（86.4％）患儿腹部Ｂ超提示局限性肠壁增

厚。所有患儿均行无痛电子胃肠镜检查，电子胃镜下主要表现为：沿胃大弯、胃体、胃底、胃窦、

十二指肠可见有不同程度的黏膜充血和水肿，并在水肿的基础上，可见散在或者局限性分布在某一

阶段密集的暗红色的靶形红斑，形态不规则，但多为环状，与周围组织粘膜界限清楚，部分可融合

成片，病灶之间的黏膜基本正常。点片状出血 21 例（95.4％），胃窦部淤斑 2 例（9.1％），食管

血肿样突起 1 例（4.54％）；十二指肠降部病变最严重，溃疡或糜烂大小不一、深浅不等，黏膜较

脆，触之易出血；胃窦部位以斑点状出血为主，食管部位累及较少；结肠镜检查发现，自回肠末端、

回盲瓣、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普遍受累，病变程度逐渐减轻， 表现点片状

出血伴糜烂及多发溃疡 20 例（90.9％），其中发现 1 例在阑尾开口周围相互融合形成大的血

疱； 病变部位均行病理组织学检查，病理组织学呈毛细血管炎表现，少数中性粒细胞、散在嗜酸

性粒细胞浸润，其中 1 例胃组织免疫组化见幽门螺杆菌阳性，提示伴幽门螺杆菌感染。 

结论 儿童腹型过敏性紫癜的临床表现多样，临床以胃肠道受累为首发表现的， 缺乏典型皮损的过

敏性紫癜，消化道内镜检查有较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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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51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胃食管反流病中医证候分布规律研究 

 
沈雁

1
,李思

2
,王瑾

3
,鉏莉

4
,王玲玉

5
,王飞达

2
 

1.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3.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4.嘉兴市第一医院 

5.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省总队杭州医院 

 

目的 探讨胃食管反流病的中医证候分布规律，为该病的临床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预先设计的调查表，对 263 例胃食管反流病患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收集症状、体征及

舌脉等资料，建立数据库，并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并结合中医学知识给予解释。 

结果 因子分析共提取特征根值为 2.537、累计贡献率为 72.959%的 4 个公因子，结合中医证候学

进行判断，可归纳为类中虚气逆证、类瘀血阻络证、类肝脾湿热证和类肝胃不和证。 

结论 因子分析法是客观分析胃食管反流性病中医证候分布规律的有效方法之一，可为本病的辨证

论治提供依据。 

 
 

PU-0852 

中药黄芪根除慢性胃炎患者幽门螺杆菌的临床研究 

 
王兴民

1
,侯广涛

1,2
 

1.潍坊护理职业学院附属医院 

2.青州市立医院 

 

目的 探究与分析中药黄芪在根除慢性胃炎患者幽门螺杆菌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自 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收治的 Hp 感染阳性的的慢性胃炎患者 240 例，采

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组、B 组、C 组、D 组，每组各 60 例。A 组给予泮托拉唑+阿莫西林+克拉

霉素治疗。B 组、C 组、D 组在 A 组基础上分别给予中药黄芪 10g、20g、30g 治疗。对比四组 HP

根除率及不良反应。  

结果 B 组较 A 组相比，HP 根除率明显提升（P<0.05），C 组较 A 组相比，HP 根除率明显提升

（P<0.05），D 组较 A 组相比，HP 根除率明显提升（P<0.05），其中 C 组 HP 根除率提高程度明

显高于 B 组，D 组 HP 根除率提高程度明显优于 C 组患者。四组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比较无明显

差异(P>0.05)。 

结论 中药黄芪可以提高慢性胃炎患者幽门螺杆菌根治疗的临床效果，降低不良反应，安全性高，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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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53 

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 

临床疗效观察 

 
宫大为,陈凌 

辽宁省金秋医院 

 

目的 研究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联合三联疗法（奥美拉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治疗幽门螺

旋杆菌（HP）感染的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消化内科 2016.11-2017.11 期间收治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患者 80 例，按照入院顺序

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 40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三联疗法，即奥美拉唑（20 毫克 日二次口服）+阿

莫西林（1.0 克 日二次口服）+克拉霉素（0.5 克 日二次口服），疗程 2 周；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加用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4 片 服抗菌素 2 小时后服用）治疗。治疗后比较两组患者的治

疗总有效率（幽门螺旋杆菌清除率及上腹不适症状改善率）、不良反应发生率以及对照组和研究组

治疗后患者胃液 PH 值的变化。 

结果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达 95.00%，显著优于对照组 72.50%的总有效率，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 5.00%，显著优于对照组 17.50%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且研究组严重程度较对照组较轻，并且

治疗后研究组胃液 PH 值显著优于对照组，以上研究组与对照组各项比较数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片由 3 种人体益生菌构成，患者口服后能够与胃粘膜上皮结合，控制胃

内 PH 值，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情况，减轻胃粘膜的炎症反应，促进胃内病灶愈合，提高一定

的抗菌效果。通过对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患者给予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联合三联疗法治疗观察

对比，其临床疗效较常规三联疗法更好，患者不适症状得到显著改善，提高生活质量，并且并发症

发生率较小，较为安全。 

 
 

PU-0854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老年慢性胃炎病理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王瑞玲,胡文炜,刘建军,田甜,蒋仁秀 

火箭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胃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老年慢性胃炎的组织类型、炎症活动程度、淋巴滤泡形成、肠上皮

化生等病理变化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在火箭军总医院行胃镜检查的 435 例老年患者的切片标本，

显微镜下观察慢性胃炎的组织类型、炎症活动度、固有层淋巴滤泡形成、肠上皮化生等病理变化，

同时提取 DNA，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有无 HP 感染。 

结果 435 例标本中，HP 阳性 137 例（31.5%）；其中慢性萎缩性胃炎 HP 阳性率为 40.5%

（102/252），慢性浅表性胃炎 HP 阳性率为 19.1%（35/18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2.4，P

＜0.05）；炎症活动度无、轻度、中度、重度的 HP 阳性率分别为 11.9%（37/312）、78.6%

（55/70）、83.3%（25/30）、87%（20/23），阳性率依次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97.5，

P＜0.05）；有无肠上皮化生标本的 HP 阳性率无明显差异 [31.7%（45/142）VS 31.4%

（92/29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004，P＞0.05）。 

结论 HP 感染与慢性胃炎的组织类型、炎症活动度、淋巴滤泡形成等病理变化有一定关联，当存在

上述病理改变时，应高度警惕 HP 感染，及时进行检测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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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55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心理应激作用与 

护理干预的调节作用分析 

 
王秀波,唐文静 

海口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心理应激作用与护理干预的调节作用。方法：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病患者 120 例根据随机抽签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60 例，两组都给予药物联合治疗，对照

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积极地针对性护理干预，干预周期为 3 个月。结果：两组患者干预的

肝脏超声与血液生化检测结果均明显好转，影像学评分、谷丙转氨酶及甘油三酯水平较干预前均明

显下降(P<0.05)，同时干预后观察组的上述值也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干预后的焦虑抑郁

评分都明显下降，同时干预后观察组的焦虑抑郁评分也低于对照组 (P<0.05)。干预后经过调查，观

察组的功能量表、症状量表、症状子量表和总生活质量量表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多存在心理应激反应，积极地护理干预能促进患者的康复，调节应激反应，

从而改善预后生活质量。 

方法 给予盐酸二甲双胍片(格华止)O.5g bid 及熊去氧胆酸胶囊 250mg bid 口服，连续应用 3 个月。 

护理方法：对照组：由病区责任护士对患者进行健康健康宣教和护理指导，之后由患者进行自行管

理。观察组：由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 

结果 1 脂肪肝程度变化对比：两组患者干预的肝脏超声结果均明显好转，影像学评分较干预前均明

显下降(P<0.05)，同时干预后观察组的评分也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总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多存在心理应激反应，积极地护理干预能促进患者的康复，

调节应激反应，从而改善预后生活质量。 

 
 

PU-0856 

生化指标及肿瘤标志物对腹水性质的鉴别诊断价值 

 
彭超男,倪润洲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临床常用血清及腹水的生化指标、肿瘤指标对不同性质腹水的诊断价值，为腹水的诊断

及鉴别提供依据。 

方法 对 89 例非结核性良性腹水患者、23 例结核性腹水患者及 58 例恶性腹水患者的血清腺苷脱氨

酶（ADA）、血清癌胚抗原（CEA）、血清糖链抗原 199（CA199）、血清癌抗原 125（CA125）

进行研究，并对其中进行了腹腔穿刺术的腹水患者的腹水胆固醇、腹水 ADA、腹水乳酸脱氢酶

（LDH）、腹水 CEA、腹水 CA199、腹水 CA125 进行研究，比较这些指标在不同性质腹水中的差

异，并分析其与腹水的关系，进而研究其对腹水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及联合检测价值。 

结果 1.血清 CA199 在良恶性腹水中有鉴别诊断价值，当血清 CA199 ≥46.75 u/ml 时考虑恶性腹水，

血清 CEA、CA125 在良恶性腹水中无鉴别诊断价值。2.腹水 CEA、CA199、CA125 在良恶性腹水

中均有鉴别诊断价值，诊断界值分别为 1.50ng/ml、 26.90 u/ml、 822.95u/ml，当高于这些数值时

应考虑恶性腹水。3.腹水 ADA 对结核性腹水有特异性诊断价值，当腹水 ADA≥30. 05 U/L 时应考虑

结核性腹水。血清 ADA 对结核性腹水无明确诊断价值。4.腹水胆固醇及 LDH 可以有效识别出结核

性及恶性腹水，当腹水胆固醇≥1.25mmol/L、腹水 LDH≥103.5U/L 时腹水性质应考虑为结核性或恶

性。5.将血清 CA199 分别与腹水胆固醇、腹水 CA125 联合检测可以大大提高对恶性腹水诊断的敏

感性，且保持较好的诊断特异性和准确性。 

结论 血清 CA199、腹水 CEA、CA199 及 CA125 均有助于鉴别良恶性腹水的鉴别诊断，而腹水

ADA 对结核性腹水有特异性诊断价值，腹水胆固醇、LDH 明显升高提示结核性腹水或恶性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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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核性或恶性腹水与非结核性良性腹水鉴别有重要价值。将多项血清及腹水的生化与肿瘤指标联

合检测，可提高腹水性质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价值。 

 
 

PU-0857 

湿疹血小板减少伴免疫缺陷综合征 3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李虹,祁海峰,王峰,高天娇,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湿疹血小板减少伴免疫缺陷综合征(wiskott Aidrich 综合征,WAS)的临床特征、基因诊断的

意义以及治疗方法。 

方法 分析我院 5 年来收治的 3 例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特点，部分病例 WASP 基因测序结

果，并结合相关文献总结 WAS 的临床特点，基因诊断及治疗方法。 

结果 3 例病例均为男性婴儿，2 例起病于新生儿期，1 例起病于生后 2 月，2 例以便血及血小板减

低为主要症状，1 例以呕血和血小板减低为主要症状，3 例病人均无严重湿疹。3 例实验室检查均

有血小板持续减少，无血小板体积变小；均伴有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的异常；1 例行 Sanger 测序

发现 WAS 基因 c.889C＞T(p.Q297X)突变，2 例达到临床诊断后拒绝基因检测。2 例便血病例在确

诊前均有误诊为牛奶蛋白过敏的病史。1 例基因确诊后给予对症治疗，2 例拒绝基因检测病例后电

话随访均已死亡。 

结论 WAS 是一种少见的 X-连锁隐性遗传疾病，早期症状可能单纯表现为消化道出血及血小板减少，

而不会表现为典型的湿疹、血小板减少、免疫缺陷三联征。故对于婴幼儿时期不明原因的消化道出

血，伴有持续性血小板减少，应警惕 WAS 的可能性，必要时行 WASP 基因检测。对于确诊的

WAS,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 

 
 

PU-0858 

环境和遗传因素的累积效应可预测肝癌患者的发病年龄 

 
王玉琪,王婷,张焜和,何瑜婷,胡佳,陈思海,袁海良,余明桔,吕农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肝癌的发生与环境和遗传因素相关。多种肝癌发病因素共存可能具有累积效应，决定肝癌高

危患者发病的早晚。本研究前瞻性分析肝癌发病因素与发病年龄的关系，并通过发病因素建模预测

肝癌发病的年龄，旨在为肝癌的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前瞻性收集 2018 年 4-6 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流行病学及临

床资料，包括人口学、病因学、个人嗜好、职业史、家族史及实验室检查等。根据年龄将患者分为

3 组：<45 岁组，45-60 岁组，>60 岁组。采用单因素有序多分类回归（Ordinal regression）分析

各因素与肝癌发病年龄的关系，多因素有序多分类回归分析建模预测肝癌的发病年龄段。 

结果 共收集 100 例原发性肝癌患者，年龄 22-75（54.9±12.5）岁，其中男性 89 例，女性 11 例。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肝癌发病年龄相关的因素有饮酒（P=0.040）、食物不新鲜（P<0.001）、

运动少（P=0.030）、HBV 家族史（P=0.003）及肝硬化家族史（P=0.026）；可能相关的因素有

HBV 感染（P=0.092）、偏食（P=0.062）；无关因素包括吸烟、喝茶、进食水果、进餐规律、工

作性质、肝癌家族史、其他肿瘤家族史、糖尿病、高血压（P>0.10）。多因素有序回归模型预测

肝癌患者的发病年龄组的总正确率达 86.0%，其中<45 岁组为 69.6%，45-60 岁组为 87.5%，>60

岁组为 93.3%；模型中有或接近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有喝茶（P=0.030）、食物新鲜度

（P<0.001）、HBV 家族史（P=0.024）、糖尿病史（P=0.042）、进餐规律（P=0.057）、工作

性质（P=0.077）和乙肝标志物（P=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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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环境和遗传因素的累积效应与原发性肝癌患者的发病年龄相关，可有效预测肝癌发病的年龄

段。 

 
 

PU-0859 

肠胃舒胶囊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湿热蕴结证 226 例疗效观察 

 
许永攀,王捷虹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肠胃舒胶囊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湿热蕴结证的疗效。 

方法  将 226 例功能性消化不良食热蕴结证患者随机分为 2 组，观察组口服肠胃舒胶囊治疗，对照

组口服马来酸曲美布汀片治疗，治疗 1 个疗程后评定疗效。 

结果 观察 组治愈率 78.76%，总有效率 92.11%；对照组治愈率 52.25%，总有效率 82·43%，观察

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P＜0.05)。 

结论  肠胃舒胶囊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湿热蕴结证疗效明显优于西药对照组，可较快改善患者临床

症状，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PU-0860 

儿童结直肠息肉与血脂异常的临床观察 

 
韩亚楠

1
,夏红

2
,秦四梅

3
,高天娇

1
,任晓侠

1
,方莹

1
 

1.西安市儿童医院 

2.邢台市儿童医院 

3.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目前不少研究认为血脂异常导致结直肠息肉的发生，本研究目的探讨儿童结直肠息肉与血脂

异常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我院行因结直肠息肉行息肉切除术的患儿为研究对象，在

我院进行体检的健康儿童为对照组，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 202 名研究对象，结直肠息肉组 152 例，对照组 50 例。儿童结直肠息肉以炎性息肉为

主，两组之间年龄、性别、BMI、高密度胆固醇、甘油三酯在统计学上无明显差异；息肉组总胆固

醇，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均较对照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另外总胆固醇及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异

常与幼年性息肉的发生存在统计学意义。血脂异常在其他息肉类型中的差异情况，无统计学意义，

可能与病例数较少有关系。 

结论 血脂异常并不是与所有类型的儿童结直肠息肉有相关关系，仅总胆固醇及低密度密度脂蛋白

异常与幼年性息肉有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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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61 

粪菌移植有效增加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菌群 

多样性并改变其代谢能力 

 
李潘,张发明,崔伯塔,张婷,丁筱,李倩倩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省第二红十字医院） 

 

目的 近年发表的病例系列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表明，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可以有效诱导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患者的临床缓解。但是，对于影

响 FMT 临床疗效的因素却知之甚少。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 FMT 对活动期 UC 患者的影响并

探索与 FMT 临床疗效相关的因素。 

方法 按照 FMT 治疗后 3 个月的临床结果进行分组，将获得临床反应的患者归类为有效组，未获得

临床反应的患者归类为无效组，并对有效组进行长期随访（3 个月-17 个月）。收集健康供体的粪

便标本和 UC 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1 周内及有效组患者长期随访点的粪便及尿液标本。使用 16S 

rRNA 基因测序检测粪便中的微生物组成，并利用 PICRUSt 预测菌群功能。使用 1H-NMR 检测尿

液中的代谢物谱。 

结果 FMT 治疗前，UC 患者的菌群多样性及物种组成明显低于健康供体，LEfSe 分析发现无效组患

者中富含 Gammaproteobacteria、Porphyromonadaceae 和 Enterobacteriaceae 等具有致病性和

促炎性的细菌，有效组患者中则富含 Bifidobacteriaceae 和 Enterococcaceae 等有益菌。与治疗前

相比，有效组患者在 FMT 治疗后 1 周其菌群多样性明显增加，Akkermansia muciniphila 和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等具有抗炎效应的细菌明显增加；无效组患者在 FMT 治疗后 1 周其菌

群多样性虽然也增加，但是并无统计学差异。令人感兴趣的是，有效组患者在 FMT 治疗后长期随

访点的菌群多样性仍然显著高于治疗前，且 PCoA 分析发现部分有效组长期随访点的菌群与健康供

体类 似。 LEfSe 进一 步分析发现 有效组患者 在治疗前富 含 Gammaproteobacteria 和

Enterobacteriaceae 等有害细菌，而治疗后 Bifidobacterium adolescentis、 Anaerostipes hadrus

等有益菌明显增加。与 PICRUSt 预测的菌群功能类似，1H-NMR 分析也表明 FMT 治疗后 UC 患者

的代谢功能发生显著改变。 

结论 FMT 可以有效重建活动期 UC 患者的肠道菌群，具有抗炎效应的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等

有益菌在治疗后增加可能是其有效诱导并维持长期临床反应的重要原因。 

 
 

PU-0862 

小鼠小肠树突状细胞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关性的研究 

 
方家恒

1
,喻玮

2
,周刚

1
,沈许燕

1
,施军平

1
,杨文君

1
,李国熊

1
 

1.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2.浙江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初步探索小鼠小肠上皮树突状细胞  (Dendritic cells, DCs) 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发生发展的影响。 

方法 将 32 只雌雄各半的 4 周龄 C57BL/6 小鼠随机分成 2 组（雌雄各半），分别予以正常饮食

(Standard diet, SD)和高脂饮食(High-fat diet, HFD)。于喂养 14 周和 20 周时，每组随机处死雌雄

各半的小鼠各 8 只，观察其体重、肝湿重、小肠湿重；眼球取血测定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

氨酶（AST）、血糖（Glu）、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总胆固醇 

（CHOL）、甘油三酯（TG）；进行病理学诊断及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活动评分（NAFLD activity 

score, NAS）；提取并在显微镜下观察记录小鼠小肠上皮 DCs 数量。采用 SPSS 22.0 IOS 版进行

两组独立样本的方差齐性检验、t 检验、协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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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HFD 组小鼠在 20 周时的获得体重、肝湿重及血清 ALT，AST 明显大于 SD 组小鼠；HFD 组

小鼠的血清 HDL 在两个实验时间点均显著高于 SD 组；14 周时，HFD 组小鼠的肝脏均有肝炎的早

期病理表现（如脂肪样变、点状坏死、气球样变），其中 87.5%（7/8）可诊断为 NASH 或 NAFL，

而 SD 组小鼠中仅少部分有肝炎早期病理表现；20 周时，HFD 组小鼠均可诊断为 NASH 或 NAFL，

而 SD 组小鼠均不能诊断为 NAFLD。两个时间点上，HFD 组小鼠小肠上皮的 DCs 占淋巴细胞比均

显著高于 SD 组（14 周：4.181±4.314 与 15.099±10.349，20 周：9.615±8.267 与 32.839±24.475，

两者均 p<0.05），结合 NAS 评分统计分析，两者间无线性相关关系。 

结论 小鼠小肠上皮 DCs 数与不同阶段的 NAFLD 发生发展相关。 

 
 

PU-0863 

NR1D1 在 Helicobacter pylori 诱导胃癌细胞 

侵袭转移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郝传杰,吕一品,滕永生,刘毓刚,彭六生,程平,庄园 

第三军医大学 

 

目的 研究 NR1D1 在幽门螺杆菌感染胃癌细胞中对其侵袭能力的影响。 

方法 检测胃癌细胞系经过幽门螺杆菌感染后 NR1D1 在转录和翻译水平的变化；检测临床胃癌手术

标本中 NR1D1 的转录和翻译水平的改变；构建 NR1D1 的沉默细胞系，通过 transwell、划痕实验、

CCK-8 检测等在体内外探究了 Hp 诱导的 NR1D1 对细胞增殖、侵袭和转移能力的影响。 

结果 我们通过对体外胃癌细胞系以及临床患者胃癌组织标本对检测，发现 Hp 可以诱导 NR1D1 在

转录和翻译水平表达增加。通过毒力蛋白 CagA 敲除的菌株感染胃癌细胞，我们发现其并不能诱导

NR1D1 的表达，从而提示 CagA 在 NR1D1 的表达调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信号通路阻断剂

筛选发现，主要是 erk 通路参与了 NR1D1 的表达调控。之后通过构建 NR1D1 的沉默细胞系，在

体内外探究了 Hp 诱导的 NR1D1 对细胞增殖、侵袭和转移能力的影响，发现 NR1D1 对细胞增殖

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细胞的侵袭和迁移有显著的影响。最后，通过免疫荧光技术探讨了 NR1D1 发

挥功能的分子机制，发现 NR1D1 可以调控 ccl5 的分泌来参与细胞的侵袭转移。 

结论 NR1D1 在介导胃癌细胞的侵袭转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阐明 NR1D1 在 Hp 介导的疾

病中的生物学意义以及分子机制有助于发现以 NR1D1 为核心的新的药物靶点。 

 
 

PU-0864 

经口内镜下环肌切开术在儿童贲门失弛缓症中的应用 

 
郑玉灿

1
,刘志峰

1
,凌亭生

2
,林谦

1
,练敏

1
,张志华

1
 

1.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经口内镜下环肌切开术（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POEM）治疗儿童贲门失弛缓症

（achalasia cardia, AC）的临床疗效及并发症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京市儿童医院及南京市鼓楼医院 2012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1 月确诊贲门失弛缓

症并接受 POEM 治疗的 17 例患儿的临床表现、POEM 手术过程及术后随访情况。 

结果 17 例患儿均成功完成 POEM，无严重并发症发生，平均手术时间 62.65±35.54 分钟；17 例病

人术后随访 12-36 个月，手术前后平均 Eckardt 评分分别为（5.06±1.03 vs. 0.59±0.87, P＜

0.001），临床症状明显缓解，体重减轻情况明显改善。 

结论 POEM 治疗儿童贲门失弛缓症安全性高，短期疗效确切，长期疗效及远期并发症有待大样本

量的随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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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65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检测在儿童炎症性肠病中的临床价值 

 
韩亚楠,杨洪彬,祁海峰,葛库库,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多项研究表明，25(OH)-维生素 D 可改善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是临床上通常不测量小儿炎

症性肠病患者的血清 25(OH)-维生素 D 水平，也不考虑炎症对 25(OH)-维生素 D 水平的影响。本研

究的目的是评估儿童炎症性肠病患者血清 25(OH)-维生素 D 水平，并分析其与疾病活动度相关指标

的相关性，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于 201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的 IBD 患儿 35 例以及做健康体检的

17 例健康儿童的 25(OH)-维生素 D 水平、超敏 C 反应蛋白、血沉水平。统计学分析其疾病的活动

水平、炎症活动指标与维生素 D 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 本组资料中，根据巴黎分型分为溃疡性结肠炎 18 例，克罗恩病 10 例，未定型 7 例。血清

25(OH)-维生素 D 水平＜20ng/ml 定义为缺乏，20~30 ng/mL 定义为相对缺乏，30~60 ng/mL 定义

为充足。正常对照组血清 25(OH)D 水平高于 IBD 组(P＜0.05)。此外，在 IBD 患者中，25(OH)-维

生素 D 水平与超敏 C 反应蛋白、血沉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r：0.57；p＜0.01)。疾病活动性指数

与 25(OH)-维生素 D 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r：0.74；p＜0.01)。且血清 25(OH)-维生素 D 水平相对

高的患儿更容易进入临床缓解期，且相对不易复发，有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清 25(OH)-维生素 D 水平与 IBD 患儿疾病活动存在相关性，可能对于预测疾病活动程度有

一定指导意义，维生素 D 缺乏可从不同方面影响 IBD 患者的发病及疾病进展，因此保持合适的血

清维生素 D 浓度对未患病者及患病者都有益处，但仍需要大样本的验证以及机制研究。 

 
 

PU-0866 

不同方案根除 Hp 的疗效及分析 

 
李扬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对不同疗程的含铋剂四联疗法与伴同疗法在本地区的疗效、安全性及症状缓解率

进行评价，并对根除治疗方案中涉及的常用抗菌药物进行药敏试验，对本地区 H.pylori 对抗菌药物

的耐药性与各治疗方案的疗效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为选择适合本地区的高效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方法 临床研究：入组患者随机分为 4 组,  分别应用 4 种治疗方案 

A 组 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 20mg、甲硝唑片 400mg、克拉霉素片 500mg、阿莫西林胶囊 1000mg，

1 天 2 次，疗程 7 天； 

B 组 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 20mg、枸橼酸铋钾胶囊 220mg、克拉霉素片 500mg、阿莫西林胶

囊 1000mg，1 天 2 次，疗程 7 天； 

C 组 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 20mg、甲硝唑片 400mg、克拉霉素片 500mg、阿莫西林胶囊 1000mg，

1 天 2 次，疗程 14 天； 

D 组 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 20mg  、枸橼酸铋钾胶囊 220mg、克拉霉素片 500mg、阿莫西林胶

囊 1000mg，1 天 2 次，疗程 14 天 

观察并记录 4 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及患者胃肠道不适症状缓解情况，根除治疗

结束后 4 周复查 C14 呼气试验。 

结果 药敏试验结果 在 98 例 H.pylori 培养阳性标本中，经过药敏试验，其中对甲硝唑的耐药率

为 60.2%，对克拉霉素的耐药率为 25.5%，对阿莫西林的耐药率为 3.1%。且试验发现对甲硝唑和

克拉霉素的双重耐药菌株，其耐药率为 13.3%。其中 H.pylori 对三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与不同性别

相比较，其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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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黑龙江地区属于甲硝唑、克拉霉素的高耐药区域，且存在对甲硝唑、克拉霉素的双重耐药菌

株，但在本区域 H.pylori 对阿莫西林耐药率较低。   

2.在黑龙江地区，含铋剂四联疗法 2 周方案可能成为今后重要的经验性一线治疗方案，如存在铋剂

禁忌，可应用伴同疗法 2 周方案。 

 
 

PU-0867 

基于护理内涵本质进行内镜护士专业素质教育 

 
陆秋香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目的 以护理本质为出发点，以护理内涵为基础，确定内镜护士需具备的专业素质，并进行定期培

训。 

方法 根据护理本质与内涵，确定内镜护士需具备的专业素养。我国传统观念认为护理本质包括人

命至重、仁爱济生、推己及人择人而教、慎独自觉、中庸处事等理念。现代护理理论认为专业性照

护是护理的本质与基础。综合传统理念和现代理论的要求，制定内镜护士的专业素养培训内容与课

程，于 2017 年对科室 10 名护士进行专业素质培训。培训后通过与专科医生访谈、与护士本人访

谈和调查患者服务满意度，来评估护士专业素质的水平。 

结果 医生对护士的满意度、患者服务满意度均比培训前提高，护士自我评价也明显提高。 

结论 定期进行护士专业素质培训，可以提高医生和患者对护士的满意度，同时也可以提高护士的

自我认同感。 

 
 

PU-0868 

小儿慢性腹痛临床特点及其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性分析 

 
韩亚楠

1
,高天娇

1
,祁海峰

1
,葛库库

1
,秦四梅

2
,方莹

1
 

1.西安市儿童医院 

2.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慢性腹痛的临床特点，并分析其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关系，旨在评价幽门螺杆菌感染在

小儿慢性腹痛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20 例慢性腹痛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年龄进行分组，分析其临床表现，并对幽

门螺杆菌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220 例慢性腹痛患儿腹痛特点包括剑突下疼痛 80 例，脐周痛 67 例，下腹痛 35 例，其他 38

例。伴随症状包括：恶心、呕吐、食欲减退、呕血、便血、发热、皮疹、口腔溃疡、营养不良、腹

水等。行胃镜检查共 118 例，行肠镜检查 67 例，同时行胃肠镜检查 35 例，活检率达 89.9%。结

合其临床症状、病理活检以及实验室检查对其进行病因分析，其中慢性浅表性胃炎或/和十二指肠

炎共检出 113 例，占比 51.36％，是腹痛的主要原因；其他包括消化性溃疡 20 例，胃食管反流病

12 例，过敏性紫癜腹型 32 例，嗜酸细胞性胃肠炎 7 例，再发性腹痛 12 例，慢性胰腺炎 5 例，克

罗恩病 5 例，肠道淋巴瘤 2 例，食物过敏 2 例，病因未明 10 例。其中腹型过敏性紫癜在 4 ~6 岁组

与 7 ~10 岁组最常见。其中行幽门螺杆菌检测患儿 166 例，幽门螺杆菌阳性 64 例，占 38.55%。

阳性患者疼痛性质多为钝痛，疼痛的部位多集中在脐周或偏上，疼痛的同时可伴有附中，恶心，严

重时可有呕吐的表现。1~3 岁组与 4~6 岁组、7~10 岁组与 11~14 岁组 HP 感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其余各组 Hｐ 感染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义（P＜0.05），且 HP 感染率随

着患儿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 

结论 不同年龄段慢性腹痛患儿病变特点有所不同，各年龄段慢性腹痛患儿中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呈

增高趋势，提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小儿慢性腹痛密切相关，可能是小儿慢性腹痛的主要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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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0869 

胆结石患者胆汁微生物分离及鉴定 

 
李理想,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近年来，我国的胆结石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研究表明胆囊内微生物环境的改变已经成为

其发病的可能机制，但由于胆汁获取较为困难，因此其研究报道相对较少，限制了我们对微生物参

与胆结石发病机制的研究。 

方法 研究纳入胆结石行 ERCP 术取石的患者 15 例，抽取其胆汁 2 ml，利用血平板在厌氧条件下

进行培养 48 小时，根据菌落形态和颜色挑取单菌划线至菌落形态一致，然后挑取单菌落至 BHI 液

体培养基培养，并利用基因组提取试剂盒提取基因组，然后利用 PCR 扩增其 16s rDNA 并送测序。 

结果 经分离培养和 16s rDNA 测序比对，15 份胆汁中有 5 份未见微生物生长（33%），另外十份

中至少有一种以上的微生物生长。本研究共分离得到微生物 17 株，分离出的微生物中革兰氏阴性

菌占比 70.6%（12/17），革兰氏阳性菌占比 29.4%（5/17）。其中，8 份样本中分离出肺炎克雷

伯氏菌（Klebsiella pneumoniae），3 份样本中分离出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2 份样本中

分离出粪肠球菌（Enterococcus faecalis），2 份样本中分离出屎肠球菌（E. faecium），1 份样本

中分离出鸟肠球菌（E. avium），1 份样本中分离出奇异变形杆菌（Proteus mirabilis）。 

结论 本研究中，67%的胆结石患者胆汁细菌培养为阳性，其中肺炎克雷伯氏菌出现频率最高，为

80%，高于文献报道的比例，可能是因为样本数较少导致的，肺炎克雷伯氏菌的基因组测序较多，

但目前尚未见其胆汁耐受机制的研究，这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胆汁来源的鸟肠球菌和奇异

变形杆菌鲜见报道，值得深入研究。 

 
 

PU-0870 

肠易激综合征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对 Th17 细胞比例的影响 

 
刘君,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近年的研究发现 CD4+T 细胞的一个亚群—Th17 细胞与炎症相关，Th17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

IL-17 在炎症中的作用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Th17 细胞的分化与功能不同于 Th1 和 Th2 细胞系，

受多种细胞因子的调节。Th17 细胞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一项

研究发现，肠道共生菌驱动的局部免疫紊乱—Th17 细胞的免疫反应可能是炎症性肠病（IBD）的发

病机制。与炎症性肠病类似，肠易激综合征（IBS）发病机制中，低度炎症和免疫紊乱的因素的作

用正逐渐为研究者所重视。而 IBS 患者中存在肠道菌群数量的增减和比例失调，其中小肠细菌过度

生长在 IBS 患者中发生率较高。本研究旨在探索肠易激综合征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对肠道

Th17 细胞的影响。 

方法 收集符合罗马Ⅲ诊断标准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 30 例为 IBS 患者组，正常对照组为健康体检者

或结肠镜检查为结肠单发息肉并除外其他疾病者 15 例。对 45 例受检查者进行乳糖呼气试验检测小

肠细菌过度生长的情况。根据检测结果，将 IBS 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分别划分为 IBS-SIBO 阳性组

（23 人），IBS-SIBO 阴性组（7 人），对照-SIBO 阳性组（2 人），对照-SIBO 阴性组（13 人）。

结肠镜下对每位受试者取回盲部活检 2 块，采用细胞内细胞因子染色和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肠黏膜

中 Th17 细胞的比例，Western 印记检测各组肠黏膜细胞因子 IL-17 的表达情况。 

结果 各组肠黏膜中 Th17 细胞的比例由高到低可能为：IBS-SIBO 阳性组>IBS-SIBO 阴性组>对照-

SIBO 阳性组>对照-SIBO 阴性组，IBS-SIBO 阳性组较 IBS-SIBO 阴性组间有显著性差异。各组肠

黏膜细胞因子 IL-17 的表达情况：IBS 组较对照组表达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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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表明部分 IBS 患者存在肠黏膜免疫激活并表现为 Th17 细胞偏移，肠易激综合征小肠细

菌过度生长可能是肠道 Th17 细胞比例升高的驱动因素之一。Th17 细胞可诱导多种炎性因子产生，

具有维持炎症反应发挥抵抗胞外菌的作用。研究发现肠道细菌过度生长在 IBS 患者中发生率较高，

推测这可能是引起 IBS 患者肠黏膜免疫向 Th17 细胞偏移的驱动因素。 

 
 

PU-0871 

复方谷氨酰胺肠溶胶囊联合美沙拉嗪肠溶片治疗 

溃疡性结肠炎 48 例疗效观察 

 
许永攀,王捷虹,杨燕燕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复方谷氨酰胺肠溶胶囊联合美沙拉嗪肠溶片治疗溃疡性结肠炎(UC)的疗效。 

方法  96 例 UC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8 例口服复方谷氨酰胺肠溶胶囊及美沙拉嗪肠溶片治

疗，对照组 48 例单纯口服美沙拉嗪肠溶片治疗，观察两组临床症状及肠镜下改变并比较疗效。 

结果 治疗组治愈率 54·17%，总有效率 95·83%，对照组治愈率 31·25%，总有效率 83·33%，两组

比较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P<0.05)。 

结论 复方谷氨酰胺肠溶胶囊联合美沙拉嗪肠溶片治疗 UC 疗效优于单纯服用美沙拉嗪肠溶片。 

 
 

PU-0872 

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术在儿童单纯性阑尾炎中的应用 

 
方莹,杨洪彬,任晓侠,张含花,葛库库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术（ERAT）在儿童单纯性性阑尾炎诊治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10 例拟诊为单纯性阑尾炎的患儿行 ERAT，观察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并对单纯性阑尾炎

ERAT 术中的内镜下表现及内镜下逆行阑尾造影（ERA）表现进行分析和总结。 

结果 10 例患儿，男 6 例，女 4 例，平均年龄 10.6±2.8 岁。10 例患儿均确诊为单纯性阑尾炎并全

部完成 ERAT 治疗，无一例转外科手术治疗。ERAT 成功率为 100％（15/15），平均手术时间

（73.1±23.7）min，平均住院日（6.3±0.9）d。阑尾腔插管作为 ERAT 最关键的步骤，使用带圈导

丝明显缩短插管时间，平均（12.0±3.0）min（P＜0.05）。5 例患者伴有阑尾粪石，（4 均为块状

粪石，1 例碎渣样粪石），均以取石球囊或网篮成功取出，取石成功率 100％。放置阑尾支架 5 例，

1 月后复查，无自行脱落后于门诊行结肠镜取出，仅 1 例出现支架放置后不适。随访 1 年，1 例有

阑尾脓肿患儿，术后仍有隐约不适，考虑可能与渗出及黏连有关。ERAT 诊断单纯性阑尾炎的依据

分为内镜下表现和 ERA 表现两部分：内镜下主要表现为阑尾内口甚至周围黏膜充血肿胀（50%，5

例）和粪石（70%，7 例），其次为阑尾内口有脓液或脓苔附着（30%，3 例）；ERA 表现主要为

阑尾形态异常（100%，10 例）和腔内粪石影（70%，7 例）。 

结论 ERAT 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单纯性阑尾炎的内镜治疗方法，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其诊断单纯性阑尾炎的要点包含内镜下表现（炎症、粪石、化脓）和 ERA 表现（炎症、粪石）两

个方面，其中最有价值的是 ERA 对阑尾形态的直接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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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73 

高分辨率显微内镜对食管鳞状细胞癌及其癌前病变 

诊断价值的探讨 

 
舒娟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使用高分辨率显微内镜（HRME）对食管活检及手术标本进行成像观察，制定正常食管鳞状

上皮、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及鳞状细胞癌的 HRME 诊断标准，根据该诊断标准

评估 HRME 对食管鳞状细胞癌及其癌前病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 43 例食管活检标本及 15 例食管癌术后大体标本共 98 个位点为研究对象，用 HRME 对

这 98 个位点进行成像，选取经病理证实的正常鳞状上皮 8 个位点、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高级别上

皮内瘤变及食管鳞状细胞癌各 10 个位点共 38 个位点的 HRME 图像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图像特

征，制定诊断标准。根据此诊断标准对余下的 60 个位点的 HRME 图片进行预诊断，与病理诊断结

果相比较，分别计算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等评价指标。 

结果 根据制定的诊断标准，HRME 对 60 个位点成像并做出预诊断，其中 8 个位点诊断为食管正常

鳞状上皮、7 个位点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11 个位点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24 个位点为鳞状细胞

癌。与病理诊断结果相比较，HRME 对食管正常鳞状上皮、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鳞状细胞癌诊断的敏感性（88.9%、87.5%、73.3%、85.7%）、特异性（100%、94.2%、88.9%、

93.8%）、准确性（98.3%、93.3%、85.0%、90.0%）、阳性预测值（100%、70.0%、68.8%、

92.3%）及阴性预测值（98.1%、98.3%、90.9%、88.2%）均较高，一致性分析 k 值为 0.83。 

结论 HRME 是一种新型的分子成像设备，能够正确区分出食管癌及其癌前病变。依据我们制定的

食管鳞状细胞癌及其癌前病变的诊断标准，HRME 对食管癌及其癌前病变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PU-0874 

经肠超声内镜检查对直肠癌分期的诊断价值 

 
魏珏,沈杰,胡志前, 阮灿平,曾欣,谢渭芬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探讨经肠超声内镜在直肠癌分期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进行超声内镜检查和手术的 204 例直肠癌患者，术前

临床分期与术后分期结果进行比较。统计学方法采用方差分析、秩和检验及 Kappa 检验。 

结果 204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1.62:1，平均发病年龄为 59.9 岁，主要症状中便血占 73%

（149/204），大便习惯改变占 41%（83/204）。155 例患者行直接手术治疗，49 例患者行综合治

疗（CRT +手术组）。直接手术组中，EUS 诊断直肠癌患者局部浸润深度（T）的准确率为 81.9%

（Kappa = 0.751，P＜0.001），诊断 T0~T4 的准确率分别为 75%、84.6%、82.1%、91.1%和

74.1%，判断局部淋巴结转移（N）的准确率达到 70.3%%（Kappa = 0.317，P ＜ 0.001）。EUS

对新辅助放化疗后的直肠癌患者 T 分期和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价值下降（Kappa = 0.107，P = 0.85；

Kappa = 0.014，P = 0.911）。 

结论 EUS 在直肠癌术前分期中能精准的反映组织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移情况，对临床制定治疗方

案具有指导意义。对于已行 CRT 治疗的患者，EUS 的诊断及分期价值有限。 

 
 
 

 
PU-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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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肠内外营养及中药干预的效果 

 
王亚民,葛振明,仇建伟,樊锦和,赵程进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治疗过程中，肠内和肠外营养供给对患者疗效的差异，及清胰汤对

肠内营养效果的影响，并进行综合评估，为提高重症急性胰腺炎疗效提供依据。 

方法 将 226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按给予营养支持的方式，分为肠内营养组和肠外营养组（对照

组），将单纯肠内营养的患者设定为观察组Ⅰ，肠内营养同时加用清胰汤的患者设为观察组Ⅱ，分

析比较治疗前后降钙素原数值、C 反应蛋白水平、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Ⅰ的降钙素原数值和 C 反应蛋白水平较对照组降低（P<0.05），观察组Ⅱ的

降钙素原数值和 C 反应蛋白水平较对照组和观察组Ⅰ都有不同程度降低（P<0.0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观察组Ⅰ和观察组Ⅱ的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都较对照组明显减少（P<0.005），而观察组

Ⅰ和观察组Ⅱ之间的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进行肠内营养治疗，疗效优于肠外营养。加用清胰汤可以提高肠内营

养效果。肠内营养同时加用清胰汤可以提高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的疗效。 

 
 

PU-0876 

复方苦参注射液在体外抑制结直肠癌细胞增殖的 

潜在分子作用机制 

 
孙洁

1,2
,李玫

1,2
,王地

1,2
,刘玲

1,2
,张钰

1,2,3
,侯晓利

1,2
,刘玉兰

1,3
,王少杰

1,4
,郁卫东

1,2,3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中心实验室 

3.消化内科 

4.中医科 

 

目的 明确复方苦参注射液（CKI）在体外对同源的结肠癌细胞 SW480 和 SW620 增殖能力的影响；

在转录组学水平探讨筛选其靶向的关键信号分子、分析其潜在的分子作用机制；利用 TCGA 数据

库，从临床水平上探讨这些关键分子是否与结直肠癌发生和进展的密切相关。 

方法 以同源的结肠癌细胞 SW480（原发灶）和 SW620（转移灶）为研究对象，分析 CKI 对结直

肠癌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利用 CCK-8 观察 CKI 对这两个结肠癌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利用

Annxin V-FITC/PI 染色，通过流式细胞分析 CKI 对结肠癌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的影响；利用 RNA-

seq 技术筛选 CFRRSM 靶向的关键分子信号；利用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技术对测序结果进

行验证；利用 TCGA数据库分析 CFRRSM 靶向关键分子与结直肠癌发生和进展的相关性。 

结果 CKI 作用下， SW480 和 SW620 的增殖能力均能够受到显著的抑制；RNA-seq 分析和定量

PCR、Western 验证结果显示 CFRRSM 主要能够通过抑制 Cell cycle 信号通路而发挥作用的，但

是涉及的细胞周期关键分子存在差异；包括 RB1 和 P53 等在内的多个关键信号分子的 TCGA 深度

挖掘和分析提示，这些基因表达产物均与临床上结直肠癌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 

结论 1、CKI 具有显著的体外抑制 SW480 和 SW620 增殖能力的作用；2、CKI 影响 SW480 和

SW620 增殖的主要分子信号是 cell cycle 通路； 3、CKI作用具有多靶点、多途径的协同作用，相

关靶向分子是结直肠癌生长的关键分子； 4、CFRRSM 具有潜在的直接抑制结直肠癌发生和发展

的作用，有作为临床抗结直肠癌生长药物直接使用的潜在价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No. 

30872923, 81672853）。 

 
 
 

PU-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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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肝星状细胞调控肝细胞去分化 

 
邓星

1
,冯仁鑫

1
,丁晨虹

1
,丁凯

1
,朱昌鹏

1
,冯吉锋

1
,郑百男

1
,朱欣彦

2
,蔡玲燕

1,2
,张新

1
,谢渭芬

1
 

1.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2.上海市东方医院 

 

目的 成熟肝细胞在体内可转变为肝前体细胞（hepatic progenitor cell, HPC），该细胞可再次转变

为肝细胞及胆管细胞，参与再生修复。我们发现去分化的肝细胞与活化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 HSCs）分布位置紧邻，说明二者的发生具有相关性。本文拟探索活化 HSCs 对肝细

胞去分化可能的调控及相应的分子机理。 

方法 将携带 TBG 启动子驱动 Cre 酶表达的腺相关病毒（AAV-Cre）注射入双荧光报告小鼠

（mTmG 小鼠）体内，可标记并追踪体内肝细胞的变化，用于观察肝细胞去分化的发生及分布。

通过免疫荧光共定位检测人体肝硬化标本及小鼠肝再生模型标本，筛选与活化 HSCs 邻近的肝细胞

信号通路的变化。采用 transwell 双层细胞共培养系统，将原代肝细胞分别单独培养、与静息状态

HSCs 或活化 HSCs 共培养, 观察发生去分化的过程及差异。进而采用小分子抑制剂、抗体封闭的

方法阻止分泌蛋白的作用及下游通路的激活，探索 HSCs 调控肝细胞去分化的分子机制，并在体内

验证其作用。 

结果 AAV-Cre 注射入 mTmG 小鼠后，只有肝细胞永久带有绿色荧光蛋白（GFP）标记，在多种慢

性损伤模型的肝组织中均检测到 GFP 标记的 HPC，说明肝细胞发生去分化。与活化 HSCs 共培养

的原代肝细胞，肝细胞特征性转录因子 HNF4α 表达逐步减弱甚至消失，而 HPC 特征性转录因子

Sox9 启动表达。部分肝细胞转变为胆管细胞的形态，并表达 HPC 特征性标记 PCK。单独培养或

与静息态 HSCs 共培养的肝细胞仅发生轻微去分化。说明活化 HSCs 可促进肝细胞的去分化。在人

体肝硬化标本及小鼠肝再生模型组织中，活化 HSCs 周边有 TGFβ 的聚集，且在与活化 HSCs 邻

近的肝细胞的细胞核中，磷酸化 smad2/3 表达明显较高，表达强度向周边逐步递减，说明活化

HSCs 激活肝细胞 TGFβ/smad 信号通路。进而我们在活化 HSCs 与肝细胞共培养体系中，分别加

入针对 TGFβ 的封闭型抗体或小分子抑制剂，均可显著抑制肝细胞的去分化，进一步说明活化

HSCs 通过分泌 TGFβ 来调控肝细胞的去分化。在体内环境中，采用针对 TGFβ 信号通路的小分子

抑制剂同样可减弱肝细胞的去分化。 

结论 肝细胞在慢性肝损伤环境下发生去分化，从而参与再生修复。静息状态的 HSCs 在肝损伤过

程中发生活化，而活化 HSCs 通过旁分泌 TGFβ 来调控肝细胞的去分化。 

 
 

PU-0878 

miR-520a 抑制 RAB22A 表达并抑制结肠癌的增殖和侵袭 

 
崔曼莉,张明鑫,王景杰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探讨 miR-520a 对结肠癌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其对 RAB22A 表达的调控。 

方法 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构建 miR-520a 的表达质粒（miR-520a）及抑制剂（anti-miR-520a），

应用 MTT 和 Transwell 探讨 miR-520a 对结肠癌细胞株增殖和侵袭的影响。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

蛋白印迹检测转染 miR-520a 对 RAB22A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构建 RAB22A 的野生

型及突变性 3’-UTR 报告基因，报告基因分析 miR-520a 对 RAB22A 的调控。 

结果 miR-520a 可以显著抑制结肠癌细胞增殖和侵袭。蛋白印迹显示 miR-520a 可以显著抑制

RAB22A 的蛋白和 mRNA 的表达水平。报告基因分析显示 miR-520a 能够下调 RAB22A 的野生型

3’-UTR 报告基因的表达水平，而对突变性报告基因的表达水平影响不大。 

结论 miR-520a 可能通过转录后调控癌基因 RAB22A 的表达抑制结肠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在结肠

癌中发挥抑癌基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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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79 

记 1 例食管隆起病变 ESD 术后带胃管出血的原因分析 

 
刘凤,朱昌敏,占小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文对 1 例食道 ESD 术后患者出血进行原因分析，探讨胃管对创面的机械性损伤导致术后愈

合不佳及出血。食管病变 ESD 术后带胃管进行胃肠减压可以观察病情，减少胃内消化液对术后创

面的损伤，但发生持续的术后出血给临床诊治带来困难。 

方法 患者 55 岁 男性患者―发现食管病变十天‖入院，诊断食道隆起性病变 2017 年 4 月 5 号行食管

隆起病变 ESD 术，内镜直视下置入胃管行引流。术后次日胃肠减压反复大量引流咖啡色液体，偶

有鲜红色液体，处理予生长抑素泵静脉泵入，口服凝血酶止血，效果不佳，胃肠减压依然反复引流

出中量血性液体。2017 年 4 月 13 日凌晨解黑色稀水便约 500ml，当日行胃镜检查示：食管 ESD

创面有较多新鲜血凝块附着，反复冲洗后血凝块无法去除，未见活动性出血。2017 年 4 月 14 日，

拔除胃管，未再现出血现象，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出院。针对该患者术后出血，予回顾性分析。 

结果 回顾性分析：1 术后出血或术后迟发型出血，多发生在 2 周内。一般胃部 ESD 术，较大或有

裸露血管的创面，术后有钛夹夹闭，迟发型出血多为钛夹脱落，这类出血通常来势凶猛，出血量大，

需要紧急手术处理。另一类出血，可为创面愈合不佳，伤口缓慢渗血，出血量较少，多发生在胃部

及食道 ESD 术术后一周内，通过静脉及口服止血类药物，可有效止血。本病例术后出血中量， 使

用止血用药，不能有效止血；2.机械性损伤出血 ，患者反复中少量出血，疑似伤口愈合不佳，静脉

使用生长抑素，口服凝血酶，效果不佳，胃镜检查显示出创面血凝块附着，拔除胃管后出血渐止，

考虑机械性损伤出血。患者出院后予随访，愈后良好。 

结论 食道隆起性病变的患者术后发生出血，应考虑胃管机械性损伤术后出血，给予干预措施：1.麻

油降低胃管对粘膜的摩擦损伤；2.调整胃管的位置及深度，避免开口端对伤口的机械性刺激，指导

患者调整卧位等 

 
 

PU-0880 

清化肠饮通过提高肠黏膜屏障改善 DSS 诱导小鼠的炎症反应 

 
柯晓

1
,刘丽雅

2,3,4
,赵培琳

1
,陈友琴

4
,彭军

2,3
,方文怡

1
,陈锦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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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尤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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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阿灵
2,3,4

,陈宏伟
2,3,4

,Thomas J. Sferra
4
,Senthilkumar Sankarar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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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2.福建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3.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重点实验室 

4.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彩虹婴幼儿医院儿科 

 

目的 肠黏膜屏障损伤是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通

过修复肠黏膜屏障，是近年来研究 IBD 治疗的一个重要方向。清化肠饮（QHCY）是一种传统中药

配方，多年来一直用于治疗炎症性肠病, 且临床疗效明确， 但其治疗 IBD 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方法 本研究采用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的 UC 小鼠模型，研究清化肠饮对肠上皮屏障功能损

伤的保护作用。 

结果 清化肠饮能显著改善 DSS 诱导 UC 小鼠模型的临床症状，包括小鼠体重和疾病活动指数

（DAI），同时改善 DSS 诱导的 UC 小鼠中结肠缩短和结肠炎组织学的病理改变。而且，清化肠饮

能显著降低 DSS 诱导的 UC 小鼠导致的结肠黏膜组织和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表达水

平、结肠组织中过氧化物酶（MPO）的表达水平以及血清中血清淀粉样蛋白 A (SAA) 的表达水平。

此外，清化肠饮能显著逆转 DSS 诱导的 UC 小鼠肠黏膜组织中 Claudin-1、Occludin 和 ZO-1 的下

调以及 ELK-1 的磷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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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清化肠饮通过调节 DSS 诱导的结肠炎中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可能是其治疗 IBD 的重要作用

机制之一。  

 
 

PU-0881 

亲情护理模式在 TIPS 治疗酒精性肝硬化门静脉 

高压患者中的应用 

 
庞玉玲,付丽蓉,叶西 

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亲情护理在 TIPS 治疗酒精性肝硬化导致门脉高压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行 TIPS 治疗酒精性肝硬化门脉高压 120 例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护理组和亲情护理组, 亲情护

理组在实施常规护理基础上重点加强亲情护理。 调查入院第 1 d 和出院前 1 d 焦虑及抑郁情况及患

者满意度状况。 

结果 入院时两组患者焦虑和抑郁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出院时亲情护理组焦虑和抑郁得分明显

低于常规护理组( P <0.05), 且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 

结论 对 TIPS 治疗酒精性肝硬化导致门脉高压患者实施亲情护理, 能减轻焦虑及不安情绪, 提高满意

度, 为 TIPS 治疗酒精性肝硬化导致门脉高压患者提供有效保证。 

 
 

PU-0882 

小肠淋巴瘤致胶囊内镜滞留一例 

 
李雪,潘蕾,陈村龙,李爱民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通过分享小肠淋巴瘤致胶囊内镜滞留一例，探讨胶囊内镜对原发性小肠淋巴瘤诊断的意义，

及胶囊内镜滞留的解决方案。 

结果 本病例通过胃镜成功取出滞留于十二指肠水平段的胶囊内镜。 

结论 原发性小肠淋巴瘤发病率逐渐升高，诊断困难，提高对肠道淋巴瘤的认识非常重要。此外，

胶囊内镜显著提高了小肠疾病诊断率，但胶囊滞留是该检查最主要的并发症，滞留的应对措施包括：

治疗原发病、内镜取出及外科手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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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83 

Fentanyl inhibits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via enhancing 
miR-520a expression in colon cancer 

 
Lingmin Zhang

1
,Zhang Mingxin

2
,Cui Manli

2
,Wang Qiang

1
 

1.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Fentanyl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intravenous anaesthetic agents during 
cancer resection surgery, but the effect of fentanyl on colon cancer is not clear. The aims of the 
current study wer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involvement of miR-520a in fentanyl’s anti-proliferation 
and anti-invasion in colon cancer. 
Methods  The effects of fentanyl on cell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and invasion were detected by 
MTT assays, flow cytometry, and transwell assay in colon cancer cell lines HT29 and SW620. 
Then, expression of miR-520a was determined by Real-time PCR.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activation of E2F7, a target of miR-520a. Further, Anti-
miR technique was applied to inhibit miR-520a in fentanyl treated colon cancer cells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miR-520a in the influence of biological behaviors. 
Results Fentanyl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HT29 and SW620 cells in a dose- and time- 
dependent manner. After exposure to fentanyl for 48 h, HT29 and SW620 cells showed increased 
apoptosis and decreased invasion. Further, fentanyl up-regulated miR-520a expression while 
down-regulated E2F7 expression. Finally, loss of miR-520a by anti-miR technique reversed the 
effect of fentanyl on cell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and invasion in both colon cancer cell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fentanyl inhibits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colon cancer cells through up-regulation of miR-520a. 
 
 

PU-0884 

食管反流病的临床分型初探 

 
陆珉 

海门市人民医院 

 

目的 食管反流病通常是诸多因素引起下食管括约肌运动功能异常所致，应用 24h 食管内胆红素与

ph 监测及胃镜检查对食管反流病进行临床分型探讨。 

方法 根据食管胆红素、ph 双监测、胃镜检查结果同时结合病人症状分成 3 型，观察病人在各型中

的分布。 

结果  I、II 型病人胆红素吸收值≥0.14 及 ph＜4 总时间百分比、酸反流次数和胆汁反流次数较对照

组和 III 型明显增加（P＜0.05），而 I 型和 II 型之间无显箸性差异（P＞0.05）,III 型和对照组之间

无显箸性差异，病人在 3 个分型中呈正态分布。 

结论 临床上对食管反流病的分型有助于临床上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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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85 

Isogenic SW480 和 SW620 结肠癌细胞转录组学上 

基因差异表达的分析 

 
王地

1,2
,李玫

1,2
,孙洁

1,2
,张钰

1,2,3
,刘玲

1,2
,侯晓利

1,2
,刘玉兰

1,2
,郁卫东

1,2,3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中心实验室 

3.消化内科 

 

目的 明确同源的结肠癌细胞 SW480 和 SW620 黏附、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差异；在转录组学水平探

讨筛选其靶向的关键信号分子、分析其潜在的分子作用机制；利用 TCGA 数据库，从临床水平上

探讨这些关键分子是否与结直肠癌转移的密切相关。 

方法 比较结直肠癌 SW480 和 SW620 细胞随机黏附、Fibronectin 和 collagen I 介导的黏附能力的

差异；利用包被和不包被 Metrigel 的 transwell 小室比较这两个结肠癌细胞间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差

异；利用 RNA-seq 技术筛选差异表达的关键分子信号；利用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技术对测

序结果进行验证；利用 TCGA 数据库分析 CFRRSM 靶向关键分子与结直肠癌转移的相关性。 

结果 与文献报道相一致，来源于转移灶的 SW620 较之来源于原发灶的 SW480 细胞具有更强的迁

移和侵袭能力，但是黏附能力弱于 SW480；RNA-seq 分析和定量 PCR、Western 验证结果显示与

SW620 相比较，SW480 细胞中 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 infection、Gap junction 和 Axon 

guidance 相关通路分子表达下调，Adherens junction 和 Focal adhesion 信号通路分子表达上调；

相关关键信号分子簇的 TCGA 深度挖掘和分析提示，这些基因表达产物大多与临床上结直肠癌的

转移密切相关。 

结论 1、SW480 和 SW620 黏附、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差异，反映了不同来源的（原发灶和转移灶）

的细胞行为的差异；2、作为体外模型可用于结直肠癌转移机制的研究和抗转移药物的开发研究。 

 
 

PU-0886 

PTEN 调控 p66shc 表达影响结肠癌侵袭转移的机制研究 

 
王政强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PTEN 与结肠癌侵袭转移密切相关，然而内在机制非常复杂，目前仍有待进一步阐明。本研究

目的在于探讨 PTEN 调控结肠癌侵袭转移的可能机制，寻找潜在的结肠癌治疗标靶。 

方法 有研究表明 PTEN 可以调控 SHC 的磷酸化从而影响结肠癌的侵袭转移，本研究利用免疫组织

化学及 Western blot 探讨了 PTEN 与 SHC 亚型 p66shc 在结肠癌、上皮内瘤变及癌旁组织中的表

达，利用慢病毒敲低结肠癌细胞 PTEN 表达后检测 p66shc 的表达。此外，利用 transwell 试验检

测敲低 PTEN 以及 p66shc 表达对结肠癌细胞侵袭的影响，利用结肠癌裸鼠原位种植模型进一步研

究 PTEN 对结肠癌转移的影响以及对 p66shc 表达的影响。利用 westen blot 检测 PTEN 敲低对可

能的信号通路 AKT/GSK3β/NFAT2 信号通路的影响，利用软件预测、EMSA、CHIP、荧光素酶报

告基因试验验证转录因子 NFAT2 对 p66shc 转录的调控。 

结果 结果表明 p66shc 蛋白在结肠癌、上皮内瘤变、癌旁组织中表达水平逐渐降低，而 PTEN 蛋

白在结肠癌中表达较癌旁组织低，PTEN 与 p66shc 表达呈负相关性。此外，p66shc 表达水平与肿

瘤 N 分期呈正相关。在结肠癌细胞系中，PTEN 敲除后，p66shc 在 mRNA 及蛋白水平表达均升

高。transwell 试验结果表明 PTEN 敲低后结肠癌细胞侵袭能力增强。PTEN 基因低表达结肠癌细

胞，用小干扰 RNA 抑制 p66shc 的表达后，癌细胞侵袭能力得到抑制；结肠癌原位种植瘤模型中，

PTEN 敲低促进结肠癌种植瘤的生长以及淋巴结转移，且结肠癌组织中 PTEN 与 p66shc 蛋白表达

相反。 进一步研究表明 PTEN 基因敲低 促使核内 NFAT2、p-AKT、p-GSK3β 蛋白表达升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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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3K 抑制剂 LY294002 及 GSK3β 抑制剂可抑制核内 NFAT2、 p-AKT、 p-GSK3β 蛋白表达升高，

EMSA、CHIP、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试验表明转录因子 NFAT2 可与 p66shc 启动子结合调控 p66shc

的转录。 

结论 PTEN 可通过 AKT/GSK3β/NFAT2 信号通路调控 p66shc 的表达从而影响结肠癌侵袭转移。

NFAT2 可与 p66shc 启动子结合调控 p66shc 的转录表达。 

 
 

PU-0887 

Clinical value of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with 
traction techniques for gastric cancers: a meta-analysis of 

nine observational studies 

 
Haiping Zhang

1
,Jian-ping Wang

2
,Sheng Yang

2
,Jun Lin

2
,Shu-Yu Li

1
 

1.Zhongshan Hospital of Hubei Provience 
2.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Various traction methods have been applied to facilitate the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due to its technique complicated procedure. We aim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raction assisted ESD (T-ESD)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ESD (C-ESD) for gastric 
cancers. 
Methods PubMed,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Cochrane Library and Wangfang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to include eligible articles which compared T-ESD with C-ESD for gastric cancers. In 
this meta analysis, the main outcomes were en-bloc resection rate, procedure time, overall 
complication rate, perforation rate and postoperative bleeding rate. 
Results Nine eligible studies were included. T-ESD shared similar en-bloc resection rate with C-
ESD (OR=1.65, 95%CI: 0.56 – 4.87, p=0.37) for gastric cancers. However, procedure time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in T-ESD group than C-ESD group (SMD= -0.58, 95%CI: -0.86 - -0.31, p< 
0.0001). Furthermore, T-ESD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overall complication rate (OR=0.37, 
95%CI: 0.19 – 0.73, p=0.004) and postoperative bleeding rate (OR=0.40, 95%CI: 0.17 – 0.90, 
p=0.03). T-ESD trended to reduce the perforation rate (OR=0.41, 95%CI: 0.14 –1.20, p=0.1) 
without significance. 
Conclusions Current data indicate that T-ESD has great advantage over C-ESD in shorter 
procedure time, less overall complication and postoperative bleeding rates. These results should 
be confirmed by well-designed,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ith large samples. 
 
 

PU-0888 

肠道菌群介导的内皮祖细胞衰老在老年血管内皮损伤中的作用 

 
张磊,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血管内皮损伤与血管老化是人体衰老的开始，也是引起各器官衰老功能障碍和疾病发生的关

键。研究表明，肠道菌群随着老年的进程发生显著变化与血管内皮损伤密切相关，但其中机制尚待

阐明。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老年相关菌群在调控内皮祖细胞（EPC）功能进而影响血管内皮修复

中的关键作用和机制。 

方法  1）研究采用不同年龄段的 C57 小鼠分别为年轻组（3m）、中年组（12m）、老年组

（24m）。此外，通过将年轻鼠、老年鼠的粪菌分别移植给老年鼠、年轻鼠建立菌群移植组分别为

年轻鼠移植组（3m 移植组）和老年鼠移植组（24m 移植组），菌群移植采用新鲜粪菌混悬液连续

灌胃 7 天，移植前抗生素处理 2 天。2）分别收集各组小鼠粪便，采用基于 16s rDNA 的 IIlumina 

MiSeq 测序检测菌群的变化；分别从各组小鼠股骨提取骨髓来源 EPC，通过划痕试验、迁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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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试验、成管试验等评估 EPC 的功能；此外采用在体下肢股动脉结扎建立下肢缺血模型，超声

检测缺血后下肢血供恢复情况以评估血管内皮修复功能。3）分别采集各组小鼠血清，通过 ELISA

检测炎症因子 IL-6、TNF-a、IL-8 水平，血清分别用于干预正常年轻鼠来源 EPC，观察 EPC 功能

变化。4）通过 Ussing Chamber 系统将 3m 鼠、24m 鼠肠黏膜分别固定于 U 型槽中间，分别采集

各组小鼠粪便加入 U 型槽黏膜侧，收集浆膜侧即为黏膜吸收液，用于干预正常年轻鼠来源 EPC，

观察 EPC 功能变化。 

结果 1）24m 组相对于 3m 组菌群多样性明显降低，拟杆菌、变形菌比例增加，双歧杆菌、乳杆菌、

Akk 菌比例下降；菌群移植重建后，24m 移植组菌群多样性增加，而 3m 移植组菌群多样性降低，

并趋于供体菌群结构。2）24m 组 EPC 迁移、增值、成管功能均明显下降，下肢缺血后血供恢复

明显低于 3m 组；24m 移植组 EPC 功能较未移植组明显改善，而 3m 移植组 EPC 功能较未移植组

明显下降。3）24m 组血清 IL-6、TNF-a、IL-8 水平增加，且对 EPC 的损伤作用更明显，但在 24m

移植组均明显改善。4）24m 鼠黏膜吸收上清明显抑制 EPC 功能，其中 24m 鼠粪便相关吸收上清

最为显著，同时老年鼠黏膜通透性明显增加。 

结论 肠道菌群介导老年 EPC 损伤，可能与肠黏膜屏障功能破坏、循环促炎因子水平增高有关，恢

复肠道菌群有助于 EPC 功能的维持，在改善内皮衰老中具有重要意义。 

 
 

PU-0889 

NUDT15 在评估服用硫唑嘌呤后并发白细胞减少症中的作用 

 
严宇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院） 

 

目的 近年来我国炎症性肠病发病率逐步增高，硫唑嘌呤及类似物 6 -巯基嘌呤是一类重要临床用药，

然而长期服用该药的患者会出现白细胞减少的并发症，主要是因为参与硫唑嘌呤代谢的酶可发生单

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突变，因此我们可通过检测 SNP 位点突

变与否，来筛选对硫唑嘌呤耐受性低的患者，以减少白细胞减少症的发生率。研究人员发现在欧洲

该并发症与 TPMT 突变之间联系密切，据此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推荐在服用硫唑嘌呤前行

TPMT 检测。然而，IBD 患者中因硫唑嘌呤导致白细胞减少症的只有约四分之一携带 TPMT 突变，

这提示我们 TPMT 在检测白细胞减少症时预测作用尚较弱，并暗示着可能有其他的突变位点。亚洲

人的 TPMT 突变频率远低于欧洲人，但硫唑嘌呤引起的白细胞减少症的频率反而要高得多。日韩科

学家找到一个适合东方人的基因 NUDT15 及其 SNP 突变位点。而在中国，NUDT15 上述的诊断意

义尚未被证实。本研究旨在评估 NUDT15 在中国 IBD 患者服用硫唑嘌呤后发生白细胞减少这一副

反应中的效能。 

方法 在上海四家医院，采用系统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服用硫唑嘌呤两周及两周以上的 IBD 患者，

抽取的样本中产生白细胞减少症的 IBD 患者为 100 例，服用硫唑嘌呤后未产生白细胞减少症的 IBD

患者为 60 例，四个医院合计，抽取病例组共约 400 例，对照组共约 240 例。追溯这些病人的病史，

并行 NUDT15 检查，与金标准―血常规‖进行比较，通过统计学方法，评估 NUDT15 在检测中国

IBD 患者服用硫唑嘌呤后发生白细胞减少这一副反应中的效能。 

结果 NUDT15 筛检试验的灵敏度为 33.3%、特异度为 83.4%，TPMT 的灵敏度为 2.22%、特异度

为 94.9%。 

结论 NUDT15 在评估中国 IBD 患者服用硫唑嘌呤后产生白细胞减少中的作用相较于 TPMT 较好，

但仍不显著，用 NUDT15 预测 IBD 病人服用硫唑嘌呤后患白细胞减少症的风险的可行性有待完善，

探寻新的检测基因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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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90 

低分子肝素治疗溃疡性结肠炎高凝状态的研究 

 
王立梅,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发生静脉血栓风险的几率大约是正常人的 3 倍，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存在凝

血指标的异常，溃疡性结肠炎可能存在血液高凝状态，主要表现为微血管血栓及微循环障碍，尽管

这其中的具体机制并不明确，但是研究表明这与患者凝血状态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肝素可以改善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高凝状态，与标准疗法（美沙拉嗪+激素）联用可以增加疾病缓解的有效率，

并且血小板计数、D-二聚体等凝血指标也得到了明显改善。本研究旨在探讨低分子肝素在治疗溃疡

性结肠炎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 将 2016 年 4 月-2017 年 4 月本院收治的 50 例符合入组标准的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实验组 25 例和对照组 25 例，实验组给予肝素（5000 单位皮下注射 qd）

联合溃疡性结肠炎标准治疗（美沙拉嗪+激素），治疗时间为 15 天。对照组给予单纯标准治疗（激

素+美沙拉嗪），并分别记录治疗前后凝血及血小板指标的变化以及临床缓解率和不良反应的发生。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比较：实验组治疗效果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患者血小板计数和 D-DI指标比较：实验组患者的血小板计数和 D-DI含量均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低分子肝素治疗高凝状态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有较好疗效。 

 
 

PU-0891 

RNA 结合蛋白 HuR 通过改变 NPM 依赖的 Rac1 

亚细胞分布 调节肠上皮生长 
 

张玉鹏,刘适,赵秋,刘岚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目的 肠黏膜上皮是机体内快速生长的组织之一，其完整性受到许多因素的调控，其中包括 RNA 结

合蛋白。HuR 是被广泛关注的 RNA 结合蛋白之一；它可通过与目的基因的 mRNA 结合来调节基

因表达水平。研究发现 HuR 是调控肠上皮稳态的重要调节因子。我们以前的研究显示肠上皮内

HuR 特异性缺失可抑制肠黏膜生长和延缓创伤愈合。Rac1 是小 GTP 结合蛋白的 Rho 家族的成员，

具有多种细胞功能，包括调节细胞增殖，凋亡和细胞骨架重塑。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Rac1 在细

胞中的分布对细胞周期至关重要。我们前期研究发现：HuR 缺失会促进 Rac1 在细胞质中的积累。

然而，这一过程的确切机制仍未阐明。NPM 是一种磷酸化蛋白，其能与核定位信号分子结合便于

蛋白转入并能发挥分子伴侣的作用。Rac1 可与 NPM 相互结合。我们目前的研究证实以下的科学

假设：HuR 通过改变细胞中 NPM 介导的 Rac1 分布来调控肠黏膜的生长。 

方法 在体实验在肠上皮特异性 HuR 敲除（IE-HuR-/-）小鼠中进行，体外实验在源自大鼠小肠隐窝

的 IEC-6 细胞中进行。分别通过 WB 和免疫荧光染色检测 Rac1 的表达水平和在细胞内的分布。特

异性抑制 HuR（siHuR）,Rac1（siRac1），NPM（siNPM）的 siRNA 用于 HuR，Rac1，NPM 的

功能研究。 

结果 在 IE-HuR-/-小鼠中，NPM 的表达水平相比对照组显著下调，同时胞质中 Rac1 水平升高而核

内 Rac1 水平下降，并且这些改变伴随着小肠黏膜的生长抑制。在体外培养的 IEC-6 细胞中，通过

siHuR 沉默 HuR 不仅抑制 NPM 表达，而且增加了细胞质中 Rac1 的积聚并降低核内 Rac1 水平，

这些发现与在体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此外，通过 siNPM 抑制 NPM 可提高胞质中 Rac1 的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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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减少核内 Rac1 水平。最后， 过量表达 NPM 可以抑制 siHuR 诱导的胞质 Rac1 的增加，并恢复

核内 Rac1 的水平。 

结论 以上结果表明 1）HuR 通过影响 NPM 来调节 Rac1 在细胞内的分布；2）HuR 缺失至少部分

通过减少 NPM 介导的核内 Rac1 水平从而抑制肠上皮增长。 

 
 

PU-0892 

云南省炎症性肠病患者生存质量及影响因素的分析 

 
张海燕,徐琼苏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 IBD 患者生存质量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为今后 IBD 患者的护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问卷、患者健康问卷（PHQ-9）、广泛性焦虑自评量表（GAD-7）、

患者生命质量量表（FACT-G）进行问卷调查。对 2006 年至 2018 年在我科诊断治疗的 45 例 IBD

患者进行生存质量的调查，并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 该 45 例 IBD 患者的生存质量明显下降，其性别、年龄、工作状况、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病

程、生活事件及精神心理状态与患者的生存质量具有相关性（ P<0.05）。 

结论 IBD 患者精神心理状态和生存质量不甚理想，护理人员要根据 IBD 患者的情况，采取个性化

护理服务，加强对 IBD 患者的长期随访管理。 

 
 

PU-0893 

miRNA-155 及 Wnt/β-catenin 通路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凋

亡机制的研究 

 
刘月白

1
,陈果

2
,辛辰

1
,李昌平

1
 

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明确 miRNA-155 与 Wnt/β-catenin 通路及 MMP9 在 NAFLD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C57BL/6J 小鼠 60 只，随机分实验组、对照组、正常组，分别饲以 MCD、MCS、正常饲料。

分别于 4、6、8、10、12、16 周取小鼠肝组织行 HE 染色和油红染色，验证存在 NAFLD 后，对小

鼠做在体实验。实验组分别单独及联合使用 miR-155 agomir、miR-155antagomir、Wnt-C59 处理

小鼠，对照组用等量生理盐水处理。第 16 周末处死小鼠，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 miR-155 的表达，

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Wnt/β-catenin 通路相关蛋白：β-catenin、Dsh、APC、

GSK3-β 的表达；免疫组化法检测 MMP9 的表达。采用 SPSS 23.0 统计学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

比较各组间差异，两两比较采用 SNK-q 检验，P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第 8 周末,实验组小鼠体质量显著增加(P<0.05),肝细胞内可见大量脂滴,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炎

症细胞浸润和坏死,血清 TC、TG、ALT 和 AST 水平明显升高(P<0.05)；实验组小鼠肝脏中

miRNA-155、β-catenin、Dsh、MMP9 的表达高于正常组，APC、GSK3-β 的表达低于正常组（P

均＜0.05）；对 NAFLD 小鼠使用 miRNA-155 类似物处理后，会抑制 β-catenin、Dsh、MMP9 表

达，促进 APC、GSK3-β 表达（P 均＜0.05）；对 NAFLD 小鼠使用 wnt-C59 处理后，抑制 β-

catenin、Dsh、MMP9 表达，促进 APC、GSK3-β 表达（P 均＜0.05）；使用了 miRNA-155 和

Wnt-C59 的小鼠脂肪性肝炎症状加重（P＜0.05）。 

结论 （1）NAFLD 的发病机制与 miRNA-155、Wnt 通路、MMP9 相关。 

（2）miRNA-155 可以促进 NAFLD 的病理过程。 

（3）miRNA-155 通过抑制 MMP9 基因的转录，从而抑制 MMP9 的表达，促进肝纤维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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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nt/β-catenin 通路可以抑制 MMP9 的表达；可以促进 NAFLD 的发病过程。 

（5）miRNA-155 通过抑制 Wnt 通路中的 β-catenin、Dsh3，促进 APC、GSK3β 的表达而改变

Wnt 通路活性，加速 NAFLD 发病过程。 

 
 

PU-0894 

SWELL1 对肝癌细胞增殖和凋亡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卢盼盼,刘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原发性肝细胞癌是一种高侵袭性的恶性肿瘤，预后差。SWELL1 是跨膜蛋白家族 LRRC8 的

一员，最新研究证实，SWELL1 是 VRAC 的必需组成蛋白，敲除 SWELL1 严重影响 VRAC 的功能，

VRAC 不仅是一个离子通道，还参与细胞增殖、凋亡等。目前，有关 SWELL1 研究很少，尤其在

肿瘤方面。那么，SWELL1 与肝癌发生发展有无关系呢？本研究拟探讨 SWELL1 与肝癌细胞增殖

和凋亡的关系，为肝癌提供潜在干预靶点。 

方法  1. SWELL1 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肝癌患者预后的关系（1）免疫组化检测 126 对肝癌

标本中 SWELL1 表达并随机抽取 34 对 测定 SWELL1 mRNA 表达；（2） 根据病历资料分析

SWELL1 与肝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联系；（3）根据临床随访资料，应用 Kaplan–Meier 方法分

析 SWELL1 高表达和低表达的肝癌患者生存率差异。2. SWELL1 与肝癌增殖和凋亡的关系（1）

在肝癌细胞中转染 siRNA 实现 SWELL1 低表达，转染 SWELL1 高表达质粒实现 SWELL1 高表达，

分别做平板克隆、Edu 实验、流式周期和凋亡实验和 TUNEL 实验等验证 SWELL1 对肝癌细胞增殖

和凋亡的影响；（2）利用慢病毒构建 SWELL1 稳定低表达的肝癌细胞，裸鼠皮下注射建立动物模

型验证 SWELL1 低表达对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3. SWELL1 对肝癌细胞作用的机制研究。 

结果（1）SWELL1 在肝癌组织中高表达，并且 SWELL1 的表达与肿瘤大小、转移情况和

HBsAg(+)呈正相关，此外，三年随访结果显示 SWELL1 高表达的患者生存时间更短，预后更差；

（2）细胞学实验结果表明，低表达 SWELL1 的肝癌细胞增殖能力显著降低且凋亡增加，高表达

SWELL1 则促进肝癌细胞增殖并减少凋亡；动物实验结果表明，低表达 SWELL1 的裸鼠皮下肿瘤

的生长速度和瘤体大小显著降低，说明 SWELL1 低表达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能力；（3）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 SWELL1 对肝癌细胞的作用与 JNK 通路有关。 

结论（1）SWELL1 在肝癌组织中高表达；（2）随访结果表明高表达的 SWELL1 与肝癌患者不良

预后有关；（3）SWELL1 促进肝癌细胞增殖并抑制其凋亡；（4）SWELL1 通过 JNK 信号通路调

控对肝癌细胞的作用。  

 
 

PU-0895 

消化道出血并发急性心肌梗死的相关因素分析 

 
杨艳,周中银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消化道出血并发急性心肌梗死（AMI）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因消化道出血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的 920 例患者，其中

24 例并发急性心肌梗死，归为 AMI组，另外 896 例未并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归为非 AMI组，对

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消化道出血并发 AMI的相关因素。 

结果 年龄≥70 岁、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及慢性肾脏病病史、入院前近期有阿司匹林服用史的患

者 AMI 发生率较高；用 ROC 曲线对血红蛋白（HB）值进行分析，得出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791，最佳截断值(cutoff 值)为 79.5g/L，相应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3.5%和 81.1%。将年龄

≥70 岁、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及慢性肾脏病病史、入院前近期有阿司匹林服用史及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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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g/L 进行多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发现年龄≥70 岁（OR=3.99,  95% CI：1.52～10.45，

P=0.005）、冠心病病史（ OR=3.32,  95% CI： 1.29 ～ 8.56， P=0.013）和 HB＜ 79.5g/L

（OR=0.103, 95% CI：0.030～0.353，P=0.000）是消化道出血并发 AMI 的独立危险因素。AMI

组中，有 11 例于住院期间死亡，病死率为 45.8%，显著高于非 AMI 的患者（45.8% vs 4.5%，P

＜0.001）。 

结论 所有患者中 AMI 发生率为 2.6%，合并 AMI 的患者病死率增加，HB 浓度低于 79.5g/L、年龄

≥70 岁及冠心病病史是消化道出血并发 AMI的重要危险因素。 

 
 

PU-0896 

5.9mm 内镜可以提高困难结肠镜插镜质量 

 
杨幼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盲肠插镜成功率一般要求在 90-95%。近来提出要用结肠镜插镜质量评价指标 Performance 

Indicator of Colonic Intubation (PICI)（病人舒适度和咪唑安定用量）考量插镜质量。用操作高质量

完成的比例数（PICI>80%）来评价盲肠插镜成功率的完成质量，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5.9mm

内镜用于结肠检查不产生中重度腹痛。本文使用 5.9mm 内镜（鼻胃镜）替代镇静剂来高质量完成

困难肠镜的检查。 

方法 20 例标准结肠镜检查因出现重度腹痛（VAS 评分 10）拒绝继续检查而放弃的病人，换用

5.9mm 超细内镜注水法复检，而不选择镇静麻醉的方法。观察指标：VAS 腹痛评分，盲肠插镜成

功率。 

结果 20 例受检者 5.9mm 内镜复检 VAS 评分：0 分 12 人，1 分 2 人，2 分 1 人，3 分 3 人，4 分 2

人。全部受检者没有中重度腹痛。插镜至回盲部者 16 人（盲肠插管成功率 80%, PICI 由 0 提高到

80%）。 

结论 20 例受检者 5.9mm 内镜复检 VAS 评分：0 分 12 人，1 分 2 人，2 分 1 人，3 分 3 人，4 分 2

人。全部受检者没有中重度腹痛。插镜至回盲部者 16 人（盲肠插管成功率 80%, PICI 由 0 提高到

80%） 

 
 

PU-0897 

不同类型区域性门脉高压 3 例诊治分析 

 
赵连武 

南昌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与区域性门脉高压病因及诊治策略，以提高门脉高压诊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3 例不同类型区域性门脉高压诊治经过经过分析及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3 例患者中，1 例为 53 岁男性，反复解血便、呕血 2 年，再发 10 天入院，既往急性胰腺炎病

史，多次内镜下治疗效果欠佳，考虑胰源性门脉高压，给予急诊内镜下组织胶注射后择期行脾切除

+断流术，3 月后随访胃镜胃底曲张静脉基本消失。1 例为 75 岁男性，呕血解血便 2 小时入院，11

年发现真性红细胞增多症，诊断考虑肝硬化（隐源性）伴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给予内镜下治疗

好转出院，随访患者半年内再次大出血院外内镜下止血后死亡，回顾分析该病原发为骨髓增殖性基

本引起区域性门脉高压。1 例为反复腹痛入院，考虑原发性腹膜后纤维化，胃镜检查发现胃底静脉

曲张，未予干预，随访 1 年无消化道出血。 

结论 区域性门脉高压病因不限于胰腺疾病，能引起脾静脉血液瘀滞及血栓的疾病均可引起，区域

性门脉高压镜下止血长期疗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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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98 

溃疡性结肠炎合并动静脉血栓形成及硫唑嘌呤相关性胰腺炎 

一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谷艺修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报道 1 例伴有动静脉血栓形成的年轻男性 UC 共病硫唑嘌呤相关性胰腺炎(thiopurine-induced 

pancreatitis,TIP)的临床病例，并结合国内外文献，总结该病例的临床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及

防治。 

方法 报道一例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收治的伴有动静脉血栓形成的年轻男性 UC 共病 TIP 的病例，

分析该病及合并症的临床特点、检查结果、治疗方法、转归情况，查询文献进一步分析及提高临床

对该病的认识。 

结果 患者青年男性，慢性病程，亚急性发展，既往我院明确诊断为 UC，对激素依赖，英夫利昔单

抗(infliximab,IFX)治疗有效，患者高敏体质，无法联合应用硫唑嘌呤（AZA），合并 TIP 的可能性

极大，因腹痛、粘液血便反复入院并发左下肢疼痛麻木，经血管 CTA 成像示多支动脉血管栓塞、

闭塞，血管多普勒示多发静脉血栓栓塞，经查回顾分析与多学科会诊后予抗凝、改善微循环后由介

入科联合血管外科手术治疗，行左股动脉切开 Forgaty 导管抽栓术，术后患者恢复良好，改用美沙

拉嗪、沙利度胺及口服新型抗凝药（利伐沙班）治疗，目前患者恢复良好。 

结论 活动期 UC 患者高凝状态尤明显，已有相当多的文献资料及报道，临床上以腹腔及下肢深静

脉血栓多见，急性动脉血栓栓塞形成的 UC 患者在临床上并不多见，ECCO的 IBD 诊疗指南建议对

所有住院的 UC 患者均应该常规行抗凝治疗，门诊患者也应该酌情抗凝处理。因此，及时发现及认

识到活动期 UC 患者的高凝的危险因素、加强对凝血状态的监测及对静脉血栓的预治有助于我们改

善疾病严重程度，谨慎选择治疗药物，对改善 IBD 患者的预后和降低病死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PU-0899 

ITGB5 在大肠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分子机制研究 

 
史薇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出大肠癌与正常大肠组织具有差异的基因 ITGB5；研究

ITGB5 在大肠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并探讨 ITGB5 在大肠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1.利用公共数据库（GEO和 TCGA）分析 ITGB5 在大肠癌组织及正常大肠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2.利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免疫组化（ immunohistochemistry）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RT-PCR）检测大肠癌及其癌旁组织中 ITGB5 的表达，并分析

ITGB5 的表达量与大肠癌患者生存预后及临床病理的相互关系； 

3.建立干扰 ITGB5 表达的大肠癌细胞株，通过 BrdU 渗入法、MTT 法和裸鼠皮下成瘤实验检测

ITGB5 对大肠癌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通过 Transwell 实验、裸鼠 CRC 转移瘤模型的实验检测

ITGB5 对大肠癌细胞侵袭力和远处转移的影响；利用 TCGA 数据库，通过 GSEA 基因富集分析的

方法分析大肠癌中 ITGB5 高表达组上调的的信号通路（TGF-b 信号通路）；利用 western blot 和

RT-PCR 检测，在大肠癌细胞细胞株 HCT116 和 HT29 中敲低 ITGB5 表达与 TGF-b/Smad 信号传

递通路和上皮间充质转变（EMT）的联系。 

结论 1. ITGB 在大肠癌组织中较正常大肠组织高表达；大肠癌预后不良与 ITGB5 表达量、患者年

龄、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及病理分化水平关系密切。ITGB5 可以作为大肠癌患者生存

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ITGB5 高表达预示 CRC 患者预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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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敲低 ITGB5 表达能抑制大肠癌细胞的增殖、侵袭能力，并抑制裸鼠皮下成瘤和体内远处转移。 

3.ITGB5 可能通过激活 TGF-b/p-Smad 信号传递通路，促进大肠癌 EMT 的发生，从而促进大肠癌

的增殖、侵袭、成瘤及体内远处转移能力。 

 
 

PU-0900 

品管圈活动联合 SBAR 模式在提高消化道 

出血患者交接班完整中的应用 

 
钱丹霞,田园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品管圈运用 SBAR 模式在消化道出血患者交接班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分别将 2017 年 03 月 1 日一 2017 年 04 月 30 日消化道出血患者及 2017 年 10 月 1 日一

2017 年 11 月 30 日消化道出血患者交接班情况设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观察比较实施品管圈联合

SBAR 交接班模式前后护士对病情的知晓率，交接班的完整率，护士能力考核合格率和患者满意度 

结果 实施品管圈活动，结合 SBAR 交接班模式后, 护士对病情的知晓率由 70%上升至 98%（P＜

0.05）；护士对消化道出血患者交接班完整率由 68%上升到 90.8%（P＜0.05）；护士能力考核合

格率由 70%提高到 95%（P＜0.05）；消化道出血患者满意度从 60%上升到 90%（P＜0.05） 

结论 品管圈活动联合 SBAR 交接班模式能有效提高护士对病情的知晓率，提高护士交接班完整率，

提升护士的交接班能力，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提升交接班质量，最终保障护理工作的连续性和准确

性。 

 
 

PU-0901 

克罗恩病和肠白塞鉴别诊断评分模型建立 

 
张慧敏

1
,韩伟

2
,刘炜

1
,金梦

1
,陈轩馥

1
,丁雪丽

3
,钱家鸣

1
,杨红

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2.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基础医学流行病与统计学教研室 

3.青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与肠白塞(Behcet disease, BD)均是慢性反复发作的胃肠道炎

症性疾病，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临床鉴别困难。本研究的目的是对比分析 CD 和肠 BD 的临床表

现、内镜学资料、影像学及病理特征，并建立 CD 和肠 BD 的评分模型，以期望有助于两者鉴别诊

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在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1 日诊治的临床资料齐全（临床

表现、内镜资料、影像学完整）的 48 例肠 BD 和 84 例 CD 患者，采用卡方或 Fisher 精确检验（分

类变量）和 t 检验（连续性变量）行单因素分析,对于 P<0.20 的指标纳入二元 logistic 回归建立二

者鉴别诊断的预测模型。为方便评分的建立及应用，建模过程中二分类预测变量被直接纳入模型，

连续性首先采用似然比方法检验其线性假设，随后确定界值点后转换为二分类变量纳入模型。对于

满足线性假设的连续性预测变量，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界值点，对于不满足线性假

设连续性变量，采用 lowess 平滑函数做散点图，并根据图形判断界值点。采用逐步回归法确定最

终纳入模型的变量。根据各变量的回归系数计算风险分值，采用 ROC 曲线计算合适的诊断界值得

分，并利用曲线下面积评价对该评分体系的鉴别诊断能力进行评价。此外，为降低―过拟合‖对模型

的影响，用采用弃一交叉验证法对模型进行验证。以上采用 SAS 9.3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评分模型共纳入的指标包括肠狭窄（1 分）、肛周病变（2 分)、类圆形溃疡(-1 分）、溃疡直

径（＜5cm 为 0 分，5-20cm 为-2 分，＞20cm 为-3 分）、粘膜面息肉隆起（1 分）、病变周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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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增多（2 分）、粘膜面强化程度（轻度为 0 分，中度为 1 分，重度为 2 分）。若总评分大于 1 分，

诊断为 CD，反之为肠 BD，所得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111，其诊断肠 BD 敏感度、特异度、准确

率分别为 84.2%、85.4%、84.8%，诊断 CD 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分别为 85.4%、84.2%、

84.8%。弃一交叉验证法所得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005。 

结论 CD 和肠 BD 的鉴别需结合临床表现、内镜特点、影像学表现综合分析，本研究的评分模型可

为二者的鉴别提供一定的诊断价值。 

 
 

PU-0902 

Curative effects and safety of microwave ablation and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meta-analysis 

 
Jingjing Ma,Weiguo Dong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meta-analysis was to compare microwave ablation and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terms of efficacy and safety. 
Methods A computerized literature search was performed in Pubmed,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CENTRAL) from the beginning of indexing of 
each database to May 31, 2017. Stata 11.0 was used for meta-analysis including complete 
ablation rate, overall survival rate, disease free survival rate at 1,2,3 year, local recurrence rate,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Results Eighteen studies involving 2357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Complete 
ablation rate (OR 0.992, 95%CI 0.879-1.120, P=0.898) and local recurrence rate (OR 1.155, 
95%CI 0.899-1.484, P=0.260) was similar between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and microwave 
ablation.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wo mortalities in 1-year (OR 
0.989, 95%CI 0.864-1.132, P=0.874), 2-year (OR 0.936, 95%CI 0.772-1.136, P=0.054) and 3-
year (OR 1.007, 95%CI 0.846-1.198, P=0.941) overall survival.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treatment mortalities in 1-year (OR 1.097, 95%CI 0.920-1.307, 
P=0.303), 2-year (OR 0.984, 95%CI 0.728-1.330, P=0.916) and 3-year (OR 1.007, 95%CI 0.819-
1.237, P=0.32) disease free survival. As for adverse even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ajor complications (OR 0.644, 95%CI 0.287-1.444, P=0.286), procedure related 
complications (OR 0.845, 95%CI 0.333-2.143, P=0.723), hepatic injury (OR 0.984, 95%CI 0.696-
1.392, P=0.929), pleural effusion (OR 0.758, 95%CI 0.446-1.290, P=0.307), and inflammation 
(OR 0.863, 95%CI 0.693-1.074, P=0.186) between two therapeutic methods 
Conclusions  This meta-analysis indicates that MWA and RFA are similar in terms of curative 
effects an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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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3 

内镜下结直肠息肉摘除术后出血相关因素及护理干预 

 
邢玉芳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 12 例结直肠息肉摘除术后出血患者相关危险因素及护理干预。 

方法 内镜下行电凝电切息肉摘除术后出血 12 例，分析相关危险因素，在护理常规基础上加入术前

及术后护理干预。内容包括术前患者既往史，用药、饮食、排便情况及患者的心理状态。术后病情

观察、药物与治疗观察、休息与饮食、健康指导。 

结果 发生出血的 12 例患者为同次切除息肉过多，较大的有蒂息肉、钛夹过早脱落、接受核磁共振

检查、过早活动及劳动有关。给予禁食、药物止血、急诊肠镜止血、包括肠镜下止血药喷洒、电凝

止血或钛夹止血。经过及时治疗处理患者均痊愈 

结论 术后给予及时的术前、术后护理干预，能有效预防患者术后出血，提升医疗护理质量，提高

病人满意率。 

 
 

PU-0904 

不同发病年龄儿童炎症性肠病的临床特征 

 
方优红,罗优优,余金丹,楼金玕,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分析本研究中心不同发病年龄的儿童炎症性肠病的临床特征。 

方法  我院自 200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诊治的 127 例 0-18 岁炎症性肠病患儿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诊治 127 例 IBD 患儿，男女发病率比 1.52：1.0，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为主

要诊断，占 82.68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占 7.09 %，未分类炎症性肠病（IBD 

unclassified, IBDU）占 10.24 %，临床表现中，腹泻、便血及生长迟缓在 IO-IBD 组中较其它三组

常见，与其它三组相比有显著差异，p 值分别为 0.001，0.000 和 0.004。肛周病变在 IO-IBD 较其

它组发生率高，p=0.024。实验室检查炎症指标包括 CRP、ESR 及血清白蛋白在各组无明显差异。

IO-CD 组病变主要累及结肠（73.33 %），小肠累及少见。0-6 岁儿童主要为结肠病变（51.52 %），

6-18 岁儿童小肠累及比例明显增高（62.50 %），且主要为结肠及小肠同时累及（54.17 %）。穿

孔及狭窄并发症在 VEO-IBD 最常见（38.89 %）。胶囊内镜检查小肠 IBD 阳性率高，主要为小肠

多发溃疡，而上消化道病变在各组无明显差异。典型的非干酪样肉芽肿在 LO-IBD 中检出率最高，

其余各组主要表现为慢性炎症及慢性溃疡，嗜酸性粒细胞增高较常见。抗生素在各组 IBD 中均有普

遍使用，IO-IBD 组中激素治疗率最高（86.96 %），在 VEO-IBD 组中生物制剂（50 %）、免疫抑

制剂（68.18 %）及营养治疗（77.27 %）使用率最高，VEO-IBD 组腹部手术率较其它组高，各组

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25。VEO-IBD 组死亡率仅次于 IO-IBD 组。 

结论    本研究队列中 CD 在各年龄组中均占绝对优势；2 岁以下 IBD 患儿以腹泻、便血及肛周病变

为主要消化道表现；6 岁以前 CD 病变以结肠为主，6 岁以后以结肠合并小肠病变为主；VEO-IBD

在临床表现、并发症、治疗及手术、死亡率上表现出相对严重的自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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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5 

托伐普坦片治疗合并低钠血症的肝硬化腹水患者的临床观察 

 
郎轶萱,孙远杰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原：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 

 

目的 观察托伐普坦片治疗合并非低容量性、非急性低钠血症的肝硬化腹水患者的短期有效性和安

全性。 

方法 纳入合并低钠血症的肝硬化腹水患者共 40 例，试验组 20 例，对照组 20 例，平均年龄 45 岁，

男 22 例，女 18 例，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方法。试验组：常规治疗+托伐普坦片

（15~60mg/天），对照组：常规治疗+安慰剂。托伐普坦片用法用量：每日一次，早餐前后口服均

可。采用剂量调整的个体化给药方法，受试者先服用 15mg/天的托伐普坦或安慰剂，24 小时后，

根据血钠浓度调整剂量，可增加至 30mg/天，最高可增加至 60mg/天。试验期间：在-2 至-1 天经

过筛选后，被随机分配至试验组或对照组，进入 7 天的试验治疗期（第 1-7 天）。在第 8、14~16

天进行记录并进行数据比较。 

结果 对肝硬化患者，比较托伐普坦组和安慰剂组服药前后下肢水肿、腹水、腹围的变化。两组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可通过到促水排泄和血钠升高的作用治疗合并低钠血症的肝硬化腹水效果比较确切，且具有

较好的安全性。 

 
 

PU-0906 

小体积肝移植后小体积综合症的外科防治 

 
冯彦虎,陈昊,李玉民,韩志坚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主要集中研究有关小体积肝脏移植物的治疗，主要是使用自主研发的―多孔锥形管‖预防和治疗

门静脉高压和小体积综合症。 

方法 为了降低小体积肝移植后门静脉高压和门静脉高灌注，改善肝细胞微循环，本研究设计两组

肝脏移植大鼠。第一组大鼠作为对照组接受右叶移植物，第二组大鼠在传统小体积肝移植的基础上，

使用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孔锥形管经门静脉门腔分流支架植入。分别在手术后的急时期（再灌注后

90 分钟内），早期（再灌注后一周内）和再灌注后一月，通过分析血流动力学指标、病理形态学

改变、血清学参数、内皮素和内皮细胞一氧化氮合成酶的表达、肝细胞增殖和凋亡能力、药物代谢

酶 CYP3A2 水平、术后并发症的产生和累积生存率，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 

结果 研究表明多孔锥形管的使用明显延缓了小体积肝移植物再灌注后充盈的时间。再灌注后的急

时期，使用多孔锥形管的小体积移植物与没有使用多孔锥形管的小体积移植物相比，门静脉压降低，

微循环血流改善，病理形态学损害减轻，表现为无窦腔内充血、红细胞填塞、无窦间隙不规则扩大、

无窦内皮细胞断裂和脱落，内皮素-1 表达增加，同时内皮细胞一氧化氮合成酶表达下降。再灌注后

早期，使用多孔锥形管的移植物不仅没有线粒体肿胀和肝细胞胞浆空泡化的形态学改变，而且肝细

胞增殖能力增强，凋亡细胞数量减少，伴有肝功能的快速恢复。令人吃惊的是与不使用多孔锥形管

的移植物相比，小体积移植物在使用多孔锥形管后 CYP3A2 的表达明显较高。此外，本研究还发

现使用多孔锥型管门腔分流后，对其他脏器如心、肺、肾和胃的损伤也明显较轻。尽管血氨水平于

移植后 3 天在使用多孔锥形管门腔分流的小体积受者大鼠体内显著性升高，但是移植后一月，与不

使用多孔锥形管的小体积受者大鼠相比，血氨水平只是略微升高，无显著性差异。生存分析表明使

用多孔锥形管的小体积移植物受者大鼠，其平均生存时间和 30 天累计生存率都显著高于不使用多

孔锥形管的小体积受者大鼠。并发症分析指出在使用多孔锥形管的小体积受者大鼠中，无一例出现

腹水，有 50%出现了可疑的肝性脑病的症状，40%出现了发热表现。综上所述，使用自我研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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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空锥形管经门静脉门腔分流是缓解小体积肝移植后门静脉高压和改善肝细胞在灌注的切实有效的

预防方法。 

结论 本论文研究成果―多孔锥形管‖防治小体积综合症，从临床急需出发，有很大的社会价值。 

 
 

PU-0907 

内镜下胃粘膜剥离术后出血的预防措施及护理对策 

 
胡纪云,钱丹霞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胃粘膜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术后出血的预防措施

及护理对策。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在本院消化内科行胃内 ESD 治疗的 108 例患者采取预防术后出血的相

关措施 

结果 预防 ESD 术后出血的针对性护理对策。结果在 108 例行胃内 ESD 术的患者中，术后留置胃

肠减压，持续泵入质子泵抑制剂，严密的病情观察与护理，恰当的饮食、心理，活动等方面的护理

指导是预防胃内 ESD 术后出血的有效因素 

结论 通过对胃内 ESD 术后患者采取预防性护理措施，可以减少胃内 ESD 术后出血的发生。 

 
 

PU-0908 

黄芩苷对 DSS 诱导小鼠溃疡性结肠炎的作用及对 

Hedgehog 通路影响 

 
吕婷婷,沈磊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黄芩苷对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的作用及其对结肠组织中

Hedgehog 信号通路的影响 

方法 实验设置对照组、模型组、药物干预组（DSS+黄芩苷 15mg/kg、30mg/kg、45mg/kg）五组，

每组 8 只；小鼠自由饮用 3%DSS 共 7 天组建溃疡性结肠炎模型，空白组正常饮水同时予 0.9%生

理盐水腹腔注射 7 天；模型组造模同时予 0.9%生理盐水腹腔注射 7 天；药物干预组造模同时分别

予黄芩苷 15mg/kg、30mg/kg、45mg/kg,腹腔注射 7 天。观察小鼠结肠炎相关的疾病活动度和结肠

组织病理评分，RT-PCR 检测小鼠结肠组织中的炎症因子 IL-6、IL-17、TNF-a、IL-1β、IL-23，同

时检测小鼠结肠组织中 Hedgehog 信号通路的转录因子 Gli1 mRNA 和蛋白质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与模型组相比，对照组和药物干预组中 DAI 明显降低（p<0.05）；黄芩苷药物干预后结肠病

理损伤明显改善；与模型组相比，药物干预组中的炎症因子 IL-6、IL-17、TNF-a、IL-1β、IL-23 

mRNA 水平明显降低（p<0.05）；同时检测 Hedgehog 信号通路改变，黄芩苷药物干预组中 Gli1

的蛋白水平明显升高  

结论 黄芩苷对 DSS 诱导的小鼠急性结肠炎模型具有明显的抗炎，其抗炎机制可能是通过上调

Hedgehog 信号通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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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9 

Ulcer with adherent clots treated with gastroscopy or not 
had no difference in reducing the risk of recurrent 

hemorrhage . 
 

Chuangzhen Lin,Yang Ba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urrently, the endoscopic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nonbleeding adherent clots on 
ulcers is controversial.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with or without 
endoscopic therapy in preventing recurrent ulcer hemorrhage in patients with adherent clots. 
Methods From April 2012 to April 2017, medical records of consecutively admitted patients with 
acute ulcer hemorrhage and adherent clots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endoscopic treatment group or no treatment group. 
Results  During the 5-year study period, 149 patients with non-bleeding adherent clo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mong these 149 patients, 81 had drug therapy alone and 68 underwent 
endoscopic therapy. The level of BUN was higher in the drug treatment group (14.58mmol/L vs. 
10.99mmol/L, P=0.012). The recurrence of bleeding within 72 hours in the endoscopic treatment 
group was less frequent than in the drug treatment group,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7.4% vs. 13.6%, P=0.221). The rebleeding rate of drug treatment group before 
discharge was 17.3%, and that of the endoscopic treatment group was 16.2%,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857). 
Conclusions Endoscopic treatment on patients with nonbleeding adherent clots on ulcers did not 
reduce the risk of rebleeding compared with drug therapy. 
 
 

PU-0910 

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治疗 40 例胃角黏膜病变的评价 

 
杨雷

1
,沈磊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提高对胃角黏膜病变的认识，探讨其在内镜下黏膜剥离术（ESD）治疗的操作经验。 

方法 对我院胃镜活检病例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及黏膜内腺癌的 40 例胃角黏膜

病变患者行 ESD 治疗。 

结果  40 例患者均完成一次性完整切除病灶；ESD 平均时间为 75.2min；书中穿孔及出血率分别为

5.0%（2／40）、22.5%（9／40），无迟发性穿孔及出血；术后随访 6-24 个月无复发病例，所有

患者仍在随访中。 

结论 胃角黏膜易发生癌前病变，ESD 治疗安全、有效；倒镜剥离时合适支点的选择和最佳视野的

保持是胃角黏膜病变 ESD 手术成功与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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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11 

一项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克罗恩病和肠道溃疡型淋巴瘤 

鉴别诊断评分模型建立 

 
张慧敏

1
,韩伟

2
,刘炜

1
,金梦

1
,钱家鸣

1
,杨红

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2.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基础医学流行病与统计学教研室 

 

目的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与肠道溃疡型淋巴瘤有许多相似之处，临床鉴别困难。本研究

的目的是对比分析 CD 和肠道溃疡型淋巴瘤的临床表现、内镜学、影像学资料，并建立 CD 和肠道

溃疡型淋巴瘤的评分模型，以期望有助于两者鉴别诊断。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多中心的回顾性研究，分析纳入北京协和医院、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山

大学第六附属医院、瑞金医院、上海第十人民医院、西京医院及邵逸夫医院的 CD 和肠道溃疡型淋

巴瘤的临床资料齐全（临床表现、内镜资料、影像学完整）的患者，共纳入 41 例肠道溃疡型淋巴

瘤和 79 例 CD 患者，采用卡方或 Fisher 精确检验（分类变量）和 t 检验（连续性变量）行单因素

分析,对于 P<0.05 的指标纳入二元 logistic 回归建立二者鉴别诊断的预测模型。为方便评分的建立

及应用，建模过程中二分类预测变量被直接纳入模型，连续性首先采用似然比方法检验其线性假设，

随后确定界值点后转换为二分类变量纳入模型。对于满足线性假设的连续性预测变量，采用受试者

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界值点，对于不满足线性假设连续性变量，采用 lowess 平滑函数做散点

图，并根据图形判断界值点。采用逐步回归法确定最终纳入模型的变量。根据各变量的回归系数计

算风险分值，采用 ROC 曲线计算合适的诊断界值得分，并利用曲线下面积评价对该评分体系的鉴

别诊断能力进行评价。此外，为降低―过拟合‖对模型的影响，用采用十折验证法对模型进行验证。

以上采用 SAS 9.3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评分模型共纳入的指标包括肠梗阻（1 分）、消化道出血（-2 分)、肠外表现(1 分）、肠系膜

周围血管增多（1 分）、肠壁厚度＜1cm（1 分）、粘膜息肉样隆起（1 分）、节段性病变（1 分)。

若总评分大于 3 分，诊断为 CD，反之为肠道溃疡型淋巴瘤，所得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2，其诊

断 CD 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分别为 78.5%、91.7%、85.1%，诊断肠道溃疡型淋巴瘤的敏感度、

特异度、准确率分别为 91.7%、78.5%、85.1%。十折验证法所得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94。 

结论 CD 和肠道溃疡型淋巴瘤的鉴别可结合临床表现、内镜特点、影像学表现综合分析，本研究的

评分模型可为二者的鉴别提供一定的诊断价值。 

 
 

PU-0912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 20 例临床分析 

 
高天娇,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嗜酸细胞性胃肠炎的病因、诊断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6 月～2018 年 6 月我院诊断为嗜酸细胞性胃肠炎患儿的临床及病理资料。 

结果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的主要症状是腹痛，大部分患儿存在外周血嗜酸细胞增高(90％)，大多数患

儿特异性 IgE 过敏原检测（食入+吸入）可以检出 1 种或者多种物质过敏（75%）。内镜表现多为

粘膜片状糜烂和水肿。病理改变为大量嗜酸细胞浸润胃肠道壁。治疗以激素为主。 

结论 嗜酸细胞性胃肠炎的临床及内镜表现均缺乏特异性，凡有腹部剧烈阵发痉挛性痛，给予常规

制酸、保护胃黏膜治疗效不著，当外周血嗜酸细胞比例增高时可以怀疑本病，我们建议对于不明原

因腹部症状的而常规内镜并无特异性发现的患者应常规行内镜下的组织学检查以免漏诊本病。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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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误诊，所以首先要排除是否寄生虫、恶性淋巴瘤、嗜酸细胞增多症、嗜酸性肉芽肿、胃肠道癌肿、

炎症性肠病等。 

 
 

PU-0913 

粪便潜血试验联合 HGF 检测对大肠癌早期诊断的意义 

 
孙远杰,郎轶萱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寻找有效地肿瘤标记物和简便可行、相对可靠的筛查和诊断方法，对提高结肠癌的早期诊断

率和结肠癌患者的生存率势在必行，且意义重大。 

方法 2014—2016 年选择长春市西部地区 40-60 岁的大肠癌高危人群 5000 人进行粪便潜血试验

（i-FOBT）和 HGF 筛查，阳性者进行肠镜检查。同时对所有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其对结肠镜

检查的应答情况，并分析对结肠镜检查顺应性的影响因素。 

结果 5000 例人群进行 FOBT 和 HGF 阳性率为 16. 83%。肠镜检查 866 人，筛查率 36. 33%。诊

断肠癌 142 例，检出率为 1. 66%。FOBT 阳性率 2016 年 15. 78% 与 2015 年 18. 16% 比较，明

显降低（ p < 0. 05），且结肠镜检查率明显升高 （45. 66%，26. 04%，p <0. 05）。多因素非条

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怕痛（ OR = 3. 01）、认为没必要（ OR = 1. 89）是结肠镜检查顺应

性的独立不利因素，而文化程度高（ OR =0. 92）、定期体检（OR = 0. 75） 是结肠镜检查顺 应

性的有利因素（p <0. 05）。 

结论 长春市西部地区居民大肠癌筛查的顺应性不高，定期体检、文化程度高的高危人群更容易接

受结肠镜检查，怕痛、认为没必要是拒绝结肠镜检查的主要原因。 

 
 

PU-0914 

延续护理对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陈莎,杨小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延续护理对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和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7 月-2017 年 6 月在我院住院的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行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

（EVL）患者 212 例，2016 年 7 月-12 月住院治疗的 108 例患者设为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措施，

出院前行出院指导，出院后 1 个月、6 个月分别电话回访 1 次；2017 年 1 月-6 月住院治疗的 104

例患者设为观察组，住院期间实施常规护理措施，出院后实施延续护理，建立患者疾病档案，通过

电话随访、微信群等网络互动方式，指导患者监测静息心率、血压及按时按量服药。干预 6 个月后

比较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静息心率的差异。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服药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84.62% vs. 31.48%）观察组患者静息心率

降至理想状态的比例优于对照组（84.62% vs. 31.4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延续护理可显著提高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患者服药依从性，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值得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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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15 

肠系膜血管增多与克罗恩病病情活动及肠道并发症关系研究 

 
张慧敏

1
,金梦

1
,陈轩馥

1
,刘炜

1
,丁雪丽

2
,钱家鸣

1
,杨红

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2.青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肠系膜周围血管增多与克罗恩病患者病情活动度、肠道并发症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在 2014 年 08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01 日连续诊治的 CD 患者 93

例，根据影像学上肠系膜血管是否增多分为两组：肠系膜周围血管增多组 69 例、肠系膜周围血管

正常组 23 例。运用 SPSS 22.0 软件对两组患者病情活动度及肠道并发症（肠瘘、腹腔脓肿、肠狭

窄、肠梗阻、肠出血）对比分析，统计学采用卡方或 Fisher 精确检验，对于 P<0.2 的指标纳入二

元 logistic 行多因素分析，P＜0.05 认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1、单因素结果显示，与肠系膜周围血管正常组比，肠系膜周围血管增多组患者病情活动的比

例更高（71% vs 58.3%，P=0.01）。在肠道并发症方面，肠系膜周围血管增多组与肠系膜周围血

管正常组无统计学差异：肠瘘 36.2% vs 25%，P=0.315；腹腔脓肿 5.8%  vs 8.3%，P=0.646；肠

狭窄 57.4% vs 70.8%，P=0.332；肠梗阻 23.2% vs 37.5%，P=0.190；肠出血 10.1% vs 0，

P=0.184。2、多因素分析显示，与缓解期相比，活动期患者更容易出现肠系膜周围血管增多

（OR=3.874, 95%CI 1.051~14.284, P=0.042）；肠道并发症如肠瘘、肠狭窄、肠穿孔、腹腔脓肿

等与肠系膜血管增多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肠系膜周围血管增多可以作为预测病情活动度的非侵袭性指标，但与肠道并发症的关系尚需

进一步研究。 

 
 

PU-0916 

分层心理护理模式在失代偿肝硬化患者中的实践及效果 

 
陈志琼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分层心理护理对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2 月在我院再次行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套扎术的肝硬化患者 25 例

为对照组，第一次行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套扎术肝硬化患者 25 例患者为研究组，研究组在常规护理

的基础上加用 GAD-7、PHQ-7、PHQ-15 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进行评分，根据得分不同进行

再评估；加强心理护理或心理治疗；心身科专科医生的及时介入的分层心理护理模式。采用汉密顿

抑郁量表（HAMD）和状态 - 特质焦虑问卷（STAI）分别进行抑郁和焦虑评分。 

结果 研究组和对照组观察指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分层心理护理能减少或消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有助于改善失代偿期乙

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患者满意度；同时提高了护理人员对心理护理知识学习的积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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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17 

记录自制日记卡对 AP 患者依从性和复发率的影响研究 

 
刘爱莲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记录自制日记卡对急性胰腺炎患者治疗依从性和复发率的影响。 

方法 随机抽取我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收治的急性胰腺炎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象，并将其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患者

在实施常规护理措施的基础上，增加记录自制日记卡，比较 2 组患者治疗依从性和复发率。 

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依从性和复发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结论 记录自制日记卡可提高急性胰腺炎患者的治疗依从性，降低复发率。 

 
 

PU-0918 

克罗恩病的上消化道病变：一项横断面队列研究 

 
黎苗

1
,高翔

1
,赵俊章

1
,杨庆帆

1
,黄梓城

1
,晁康

1
,范新娟

2
,黄艳

2
, 

陈鸿磊
3
,李初俊

3
,郅敏

1
,胡品津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消化内科 

2.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病理科 

3.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消化内镜中心 

 

目的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可累及从口腔到肛门的胃肠道任何部位。其中食管、胃及

十二指肠等上消化道 CD 相对少见。近年随上消化道内镜检查的增加，CD 上消化道病变明显增多。

但无症状成年 CD 患者是否应该常规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存在争论。本研究旨在评估成年 CD 患者上

消化道病变发生率和确定上消化道内镜在其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连续纳入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IBD 诊治中心诊断为克

罗恩病的 18-65 岁成年患者。所有病例均分别由两名指定的内镜专家和病理专家进行上消化道内镜

检查、活检和病理检查。内镜检查均统一从上消化道的 6 个部位（食管，胃体，胃窦，胃角，十二

指肠球部和降段）活检共 10 块病理标本送检。所有病例均同时收集性别，年龄，诊断，病程，分

型，疾病活动度和症状等基本信息。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69 例成年 CD 患者。其中 137 例患者(137/169，81.07%)无上消化道症状。所

有患者中，共 74 例（74/169，43.79%）和 106 例（106/169， 62.72%）患者分别检出相对典型

的内镜和病理病变。7 例(7/169，4.14%)患者病理检查发现非干酪样肉芽肿，但均无上消化道症状。

15 例(15/169，8.88%)患者病理检查发现局灶增强性胃炎，其中 12 例 (12/169，80%)无上消化道

症状。27 例(27/169，15.98%)患者病理检查发现局灶活动性炎症，其中 25 例(25/169，92.59%)无

上消化道症状。另一方面，24 例 (24/32, 75%) 有上消化道症状的患者，内镜检查和病理检查并未

发现任何异常。进一步比较发现，无上消化道症状患者的非干酪样肉芽肿，局灶增强性胃炎和局灶

活动性胃炎的病理检查发现率明显高于有症状者（42/137 vs 4/32, P=0.038）；以胃窦和胃角为活

检部位的活检标本的典型病理改变发现率明显高于其他活检部位(P = 0.042)。但比较有或无内镜或

病理异常的患者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诊断、病程、分型、疾病活动度和症状），并未发现明

显区别。 

结论 成年 CD 患者的上消化道病变发生率高，其中无上消化道症状患者更为明显。故无论有无上

消化道症状，成年 CD 患者均应常规接受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并同时多点活检，以帮助进一步确定病

变范围和完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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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19 

LPS 诱导巨噬细胞 HMGB1 外泌体通过激活 NLRP3 

炎性小体引发肝细胞焦亡 

 
王国振,金思一,胡烨,李洋,黄赟,陈婷婷,李旭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讨 LPS 诱导巨噬细胞释放包含 HMGB1 外泌体的机制，以及外泌体 HMGB1 通过 NLRP3

炎症通路引起肝细胞焦亡的机制。 

方法 超速离心分离 Raw264.7 的外泌体。通过透射电镜、NTA 鉴定 Raw264.7 释放的外泌体特征，

并通过 Western-blot 检测外泌体上 CD63、CD9、CD81 的表达。共聚焦显微镜分析 HMGB1、

RAGE、EEA1、Rab5、Rab7、Lamp1、转铁蛋白的共定位。通过共聚焦显微镜分析 NLRP3、

ASC、Caspase-1 的组装。免疫共沉淀分析 HMGB1 和 RAGE 的相互作用。Western-blot 分析

HMGB1、Alix、Tsg101、RAGE、NLRP3、ASC、Caspase-1、IL-1b 的表达。FLICA 660-YVAD-

FMK 测定肝细胞焦亡。Transwell 实验测定细胞迁移。流式细胞术分析巨噬细胞的极化。小鼠腹腔

内注射单剂量 LPS 以及盲肠穿孔结扎模型构建脓毒血症动物模型。尾静脉注射外泌体构建外泌体

回输模型。免疫组化检测 MPO、F4/80、NLRP3、ASC，Caspase-1 的表达。试剂盒检测血清中

ALT、AST、LDH 和 MPO 的含量。ELISA 测定培养上清液和血清中 HMGB1 的水平。 

结果 LPS 诱导 Raw264.7 释放包含 HMGB1 的外泌体。HMGB1 与内体系统上的 RAGE 受体结合

后转运至外泌体释放到细胞外；AML-12 通过转铁蛋白介导的内吞作用摄取 Raw264.7 分泌的外泌

体 HMGB1 ；外泌体 HMGB1 促进肝细胞的焦亡，并反过来募集更多的 M1 型极化巨噬细胞；外泌

体 HMGB1 激活肝细胞中的 NLRP3 炎性小体；外泌体 HMGB1 可引起肝损伤并激活肝脏中的

NLRP3 炎性小体；脓毒症患者的尿液外泌体 HMGB1 表达升高并在体内引起肝损伤。 

结论 LPS 诱导巨噬细胞核内 HMGB1 转位至细胞浆，通过与内体 RAGE 相互作用转运至外泌体释

放到细胞外;巨噬细胞来源的外泌体通过转铁蛋白介导的内吞作用将 HMGB1 传递至肝细胞，并随

后通过激活 NLRP3 炎性小体促进肝细胞的焦亡，焦亡的肝细胞反过来增强 M1 型巨噬细胞募集;来

自尿液的外泌体 HMGB1 是脓毒症过程中肝损伤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PU-0920 

消化内科 8727 例检验标本不合格原因分析 

 
阳凤

1
,江秋霞

1
 

1.安徽省立医院 

2.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对消化内科常见检验标本送检不合格原因进行分析，改进，质量控制，提高消化科检验标本

送检质量和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方法 现况调查中科大附属安徽省立医院总院消化内科自 2017.12.25~2018.6.3 送检的血液、大小

便、痰液、呕吐物、腹水、胆汁等 8727 例标本，进行不合格原因统计分析 

结果 不合格标本数为 20 例，不合格率 0.229%，其中血标本 11 例，占比 55%，不合格率最高；

其次是尿标本 6 例，占比 30%,大便标本 3 例，占比 15%。主要原因分析：采集量不合格和患者原

因不合格（如患者外出不能按时返回病房、夜间进食水等）各 5 例，达 50%；护士原因不合格

（如重复采血、进行肠内营养的患者夜间肠内营养未停，导致血生化不能按时采集、特殊检验标本

特殊特殊时间采集而遗忘等）3 例，占 15% 

结论 对送检标本进食质量控制，可提高送检标本的质量和合格率 

  

PU-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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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弹力图在评估不同程度肝硬化患者凝血状态中的作用 

 
白艳霞,戴光荣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The role of TEG in liver cirrhosis and coagulation dysfunction was investigated by monitoring 

TEG. 

方法 122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subjects, while those 

without blood system disease, tumor and normal liver funct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All subjects were examined by TEG, blood routine, routine coagulation,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 and imaging, and the bleeding and thrombosis of liver cirrhosi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结果  In the hemorrhage of liver cirrhosis, the TEG parameters, MA, Angle and CI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patients without bleeding (P < 0.05).In liver cirrhosis 
thrombosis, R value increased, Angle Angle Angle decreased,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结论 TEG can reflect the early state of blood coagulation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indirectly reflected the cirrhosis of the liver disease severity, predictable risk of bleeding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prompt clinical decision, especially the application of blood transfusion. 
 
 

PU-0922 

无症状人群胃黏膜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危险因素分析及随访 

 
刘应玲,蔡余利,张开光,洪海鸥,陈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对无胃肠道不适症状的体检人群发生胃黏膜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危险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

筛选出独立危险因素，并进行随访，为大规模的早期胃癌筛查、高危人群的早期胃癌防治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健康体检中心登记、消化

内镜中心行胃镜检查的体检人群，胃镜检查前进行问卷调查，对近 6 月内无胃肠道不适症状，就诊

目的仅为健康体检的 2080 人纳入研究范围，并详细记录包括性别、年龄、H.pylori 感染，胃癌一

级家族史、非甾体抗炎药、抗生素、吸烟、饮酒、高盐饮食，辛辣饮食，不良饮食习惯信息。每位

均行无痛胃镜检查，并至少在胃窦角、胃体各取两块组织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对病理提示有低级

别上皮内瘤变的至少每 12 月进行随访。采用 SPSS16.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在 2080 例研究人群中，病理活检提示炎性改变占 61.25%（1274/2080），低级别上皮内

瘤变者占总人数的 18.13%（377/2080），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2 人和胃低分化腺癌 1 人(共占

0.14%，3/2080），其他病变包括胃粘膜萎缩性改变、肠上皮化生、溃疡性病变等非内瘤变性病变

占 20.48%（426/2080）；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的年龄、胃癌家族史、H.pylori 感染以及饮

酒、高盐饮食习惯、辛辣饮食习惯与胃黏膜发生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相关(P<0.05)； Logistic 多因素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胃癌家族史、H.pylori 感染及高盐饮食是胃黏膜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独立危险

因素。3、对 377 例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 123 例进行胃镜及病理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 425±14.5

天，47.15%（58/123）仍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0.81（1/123）复查后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34.96%（43/123）为萎缩和或肠化，17.07%（21/123）为炎性改变。 

结论 无症状人群中胃的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发病率较高，年龄、胃癌家族史、H.pylori 感染及高盐饮

食是其独立危险因素，有近 1%的通过随访进展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而近 1/3 的复查为萎缩或肠

化，提示对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随访而非过度治疗有着重要意义。 

 

PU-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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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异常与结直肠息肉临床相关性的分析 

 
杨立明 

吉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脂变化与结直肠息肉的相关性。 

方法 以 2016 年 5 月-2018 年 5 月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消化科住院行结直肠镜检查患者作为调查对象

共 252 人。结肠镜下表现及病理结果确诊为结肠息肉，作为观察组（n=156），男 89 例，女 67 例，

年龄为 23-84 岁，平均年龄（57±13）岁，行结肠镜检查未见明显异常或者为轻微的慢性非特异性

炎症的患者作为对照组（n=96），男 45 例，女 51 例，年龄 19-78 岁，平均年龄（45±22）。研

究对象除外 IBD、结直肠癌、糖尿病、近 3 个月服用影响血脂改变的药物等。研究对象于空腹 8 小

时以上清晨抽取静脉血，应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脂水平，包括：总胆固醇（TG）、甘油三酯

（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结肠镜由丰富内镜操

作经验的内镜医师操作，息肉取活检，送检病理科，确定为结直肠息肉。血脂异常定义为 TG、TC、

LDL_C 三项中有 1 项或者 1 项以上高于正常值。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血脂改变对结直肠息肉发病的影响。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结直肠息肉组中，伴发血脂异常 86 例（55.1%），其中高甘油三酯 51 例，高胆固醇 35 例，

LDL-C 升高 23 例。对照组伴发血脂异常 28 例（29.1%），其中高甘油三酯 16 例，高胆固醇 21

例，LDL-C 升高 8 例。单因素分析，观察组的 TG、TC、LDL-C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TG、TC 是结直肠息肉起病的独立危险

因素，HDL-C 是独立的保护因素（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血脂升高与结直肠息肉的发生有相关性，尤其是高甘油三酯可能是结直肠息

肉发病的危险因素。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对血脂异常的患者进行筛查，从而预防结直癌的发生；同时，

加强健康宣教，提倡低脂饮食，预防结直肠息肉的发生。 

 
 

PU-0924 

核因子相关因子 2（Nrf2）在胃食管反流病变中的作用机制 

 
姚荔嘉,柳刚,王雯 

福州总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核因子相关因子 2（Nrf2）表达影响胃底结扎加幽门限制法诱导的大鼠胃食管反流病（GRED）

进程及机制。 

方法 收集临床对照和胃食管反流病人的食管粘膜标本，通过 Real-time PCR 及免疫组织化学法检

测 Nrf2 表达；采用胃底结扎加幽门限制法建立大鼠胃食管反流病模型。应用免疫组化、免疫荧光、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其食管粘膜中 Nrf2 的表达变化。通过病毒载体调控大鼠体内

Nrf2 表达。基于 Cre-loxP 重组酶系统，敲除大鼠体内 Nrf2 基因；通过免疫组化、免疫荧光、real-

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验证病毒的有效性；通过 HE、天狼猩红染色观察食管组织的病理改变，

明确调控 Nrf2 表达对反流性食管病变程度的影响。通过 western blot 及免疫组化检测促凋亡转录

因子 C/EBP 同源蛋白（CHOP）的表达反映小鼠体内的内质网应激（ER stress）；采用 TUNEL

法以及免疫组化检测 Cleaved caspase 3 表达，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凋亡相关基因（Bax 及

Cleaved caspase 3）的蛋白变化，探讨 Nrft2 对 GRED 中食管粘膜上皮细胞凋亡的影响。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人和大鼠 GRED 病变食管粘膜的 Nrf2 的表达均显著下降；在大鼠反流性食管

病变发生过程中，敲除细胞 Nrf2 可显著促进食管鳞状上皮基底细胞增生，固有膜乳头延长，炎性

细胞浸润 及上皮细胞间隙扩张；上调 Nrft2 可抑制上述改变；此外，与对照大鼠相比，敲除 Nrf2

其反流性食管病变粘膜中 Tunel 阳性细胞数显著增多，并促进 CHOP、Bax、Cleaved caspase 3

表达；反之，上调 Nrf2 抑制 CHOP、Bax、Cleaved caspase 3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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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Nrf2 与反流性食管病变进程成负相关；Nrf2 基因敲除可促进 GRED 中病变食管粘膜的 ER 

stress 及细胞凋亡，进而加重反流性食管病变程度；反之，上调 Nrf2 可抑制反流性食管中的 ER 

stress 及肝细胞凋亡，最终治疗反流性食管病变；说明 Nrf2 和保护食管粘膜细胞在 GERD 中的重

要作用，为难治性 GERD 的治疗带来新的策略。 

  
 

PU-0925 

三叶青黄酮通过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对结肠癌抑制作用研究 

 
吴晓尉,余纳,张钰坪,叶院宁,孙文荣,叶蕾,吴慧敏,杨钊,吴琳,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通过体外和体内实验观察三叶青黄酮(Radix Tetrastigma hemsleyani flavone, RTHF)对结肠癌

抑制作用，并探讨了其作用机制。 

方法 应用 CCK-8、集落形成和流式细胞术分析检测结肠癌细胞增殖。通过细胞伤口划痕试验和

transwell 侵袭试验检测迁移和侵袭能力。此外，还研究了 RTFF 对 C57BL/6 小鼠 AOM/DSS 诱导

的结肠炎相关结肠癌的抗肿瘤作用。应用 Western-blot 和 RT-qPCR 检测 Lgr5、Cyclin D1、c-Myc

和 E-cadherin 的表达。 

结果  RTHF 可以抑制结肠癌细胞生长。RTHF 还可剂量依赖性地诱导 G0/G1 期细胞周期阻滞，抑

制上皮间质转化过程。此外，RTHF处理后，结肠癌细胞中 β-catenin 和下游蛋白表达下调。RTHF

抑制小鼠 AOM/DSS 诱导的结肠肿瘤数量和大小，并抑制 Lgr5 和 Cyclin D1 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 

结论 RTHF 可通过降低 Wnt/β-catenin 通路活性和下调靶基因表达抑制结肠癌生长。 

 
 

PU-0926 

重症急性胰腺炎并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 

 
覃凌燕

1
,韦珍平

1
,黄华丽

1
,杨慧莹

1
,覃蒙斌

2
,梁志海

1
,唐国都

1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及分析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并急性肾损伤( 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危险因素及预后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西医科大学 2002 年 10 月～2016 年 6 月临床资料完整的重症急性胰腺炎（SAP）

289 例，根据病程中发生急性肾损伤与否进行分组，发生急性肾损伤为 AKI 组，共 63 例，未发生

急性肾损伤为非 AKI 组，共 226 例，分别对两组的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并发症、总住院时间

和住院费用等情况进行分析，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SAP 并 AKI 发生的危险因素，同时对发生

AKI的患者根据预后情况进行分组，死亡（包括放弃治疗）组 16 例，存活组 47 例，探讨及分析影

响 SAP 合并 AKI预后的因素。 

结果 AKI发生在 SAP 病程中 3 天内占 52.38％，7.94％SAP 患者即使尿量正常也发生了 AKI；AKI

组的病死率为 25.4％（16/63），高于非 AKI 组的 10.18％（23/226），AKI 组的总住院时间

（25.73±24.34 天）长于非 AKI 组（18.67±15.14 天）、ICU 住院时间（14.62±24.26 天）长于非

AKI 组 （ 5.09±10.64 天 ） ， 住 院 费 用 （ 132464.06±181649.90 元 ） 高 于 非 AKI 组

（55676.50±95466.10 元）；合并 ARDS、MODS、休克、ACS、腹腔出血、败血症、胰性脑病、

需要机械通气的比例更高，对 AKI 的发生影响显著；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BUN、严重的

SIRS 是 SAP 合并 AKI的独立危险因素；25 例 SAP 并发的单纯 AKI全部存活，ARDS、MODS、

腹腔感染是 SAP 并发 AKI死亡率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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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AP 合并 AKI 多发生在 SAP 病程中的 3 天内，少数 SAP 患者即使尿量正常也可能发生了

AKI；BUN、严重的 SIRS 是 SAP 合并 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SAP 并发单纯的 AKI 患者预后良好，

早期控制病情的发展、保护重要器官的功能是预防 SAP 并发 AKI及降低病死率的重要手段。 

 
 

PU-0927 

聚普瑞锌颗粒在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后创面应用的临床研究 

 
王曼彤,王宏光 

吉林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经内镜下黏膜剥离术（ESD）后，创面喷洒聚普瑞锌颗粒的效果及在人体消化道官腔内

应用的安全性。 

方法 选择吉林市人民医院 2016 年 7 月-2017 年 6 月因患有上消化道早癌经内镜下黏膜剥离术

（ESD）治疗的患者 40 例，以创面是否喷洒聚普瑞锌颗粒药物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析两

组间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创面愈合程度，血常规及肝肾功能的改变。 

结果 实验组及对照组患者术后均无出现并发症情况，实验组术后 1 个月创面愈合度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术后 1 周、1 个月化验血常规、肝肾功能实验组及对照组均无异常，两组间数值

变化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经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后喷洒聚普瑞锌颗粒可促进创面愈合，无不良反应发生，但临床疗效有

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PU-0928 

一例食管高分化鳞癌伴腺样囊腺癌报道 

 
陈简,陆恒,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报道一例少见食管病变，探讨食管腺样囊腺瘤（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ACC）疾病的临

床特点及病理特点。 

方法 患者，男，63 岁。患者 1 年前曾行远端胃大部切除术，BI 式，当时病理提示胃窦腺体中度不

典型增生。术后定期复查胃镜，2017-9 胃镜提示：食管上段可见黏膜病变，活检提示：食管高级

别上皮内瘤变。2017-10 于我院就诊，于 2017-10-19 行内镜下治疗，术中见，食管距门齿 21-

24cm，食管呈 IIa 型病灶，黏膜粗糙发红，卢戈氏碘染色后拒染，行 ESD 手术，黏膜剥离过程中，

黏膜下一囊实性肿块显露，予以共同剥离，黏膜标本约 5*3.5cm，黏膜下肿瘤标本大小约 1.5*1cm。 

结果 术后病理标本：食管黏膜局灶腺样囊腺癌（隆起性病变，1.5*1.3*0.3cm），食管黏膜局灶高

分化鳞癌（T1a） 

结论 目前食管 ACC 术前正确诊断率很低，术前易误诊。其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检查常缺乏特异性症

状和体征，胃镜术前确诊率低，其原因与经内镜活检钳咬检的病理标本较小，深度不够相关。胃镜

中如有可疑病灶，需深度活检，帮助术前诊断。一旦确诊需及时手术，术后加强随访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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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29 

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术在上消化道壁外占位性病变  

诊断中的价值 

 
熊超亮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抽吸活检术(EUS-FNA)在上消化道壁外(胰腺、纵隔、腹膜后)占位性

病变中的诊断及治疗价值。 

方法 (1)收集我院 2010 年 9 月至 2015 年 05 月经 B 超、CT 或 MRI检查怀疑胰腺、纵隔及腹膜后

占位的 74 例患者行 EUS-FNA 检查,女 25 例,男 49 例,年龄 17~74 岁,平均(52.2±13.9)岁。其中胰腺

占位 36 例,包括胰腺实性占位 24 例,囊性占位 12 例,纵隔占位 25 例,其中实性占位 21 例,囊性占位 4

例。腹膜后占位 13 例,包括实性占位 12 例,囊性占位 1 例。行细胞学和/或病理学检查,必要时行流

式细胞学检测,囊性病变抽出囊液行淀粉酶及肿瘤标记物检查。 (2)对 3 例晚期胰腺癌导致顽固性

腹痛常规药物治疗无效者行内镜超声引导下腹腔干阻滞术(EUS-CPN),3 例胰腺巨大假性囊肿行内

镜超声引导下穿刺加内引流术。 

结果 (1)EUS-FNA 诊断上消化道壁外恶性占位的总体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准确性分别为 82.6％、100%、100%、77.8%、89.2%。 (2)EUS-FNA 诊断胰腺恶性占位的阴性

预测值低于纵隔及腹膜后恶性占位。 (3)EUS-FNA 诊断的准确性不受病变大小的影响,增加穿刺次

数有助于提高诊断的准确性(P<0.05)。 (4)3 例胰腺癌因无法手术行腹腔神经干阻滞术(CPN),后疼

痛明显减轻,3 例巨大假性囊肿行穿刺加内引流术后腹胀、腹痛减轻。  

结论 EUS-FNA在上消化道壁外占位性病变的诊断及治疗中是一种安全、准确、有效的方法,增加穿

刺次数能够提高 EUS-FNA 诊断准确性,但病变的大小对诊断的准确性没有影响。 

 
 

PU-0930 

EGCG 的食管上皮细胞 NF-κB 信号通路抑制作用研究 

 
刘畅,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是绿茶的一种天然成分，对炎性致癌物所致肿瘤的发

生和进展具有抑制作用。这种抑癌作用已经在不同器官包括食管在内的肿瘤动物模型中证实。本实

验研究了混合反流物（酸，胆汁酸和胰蛋白酶）对正常人食管上皮细胞（HEECs）核因子 ΚB

（NF-ΚB）信号通路表达的影响，以及混合反流物诱导的 NF-κB 信号通路在 EGCG 预处理细胞中

的激活情况。 

方法 HEECs 体外培养，用不同浓度的 EGCG 预处理，再用/不用胃食管反流物（GER）处理。使

用电泳迁移率变动分析（EMSA）鉴定 NF-ΚB DNA 结合活性，并使用 ELISA 评估细胞内 NF-ΚB

水平。使用萤光素酶报告基因试验测定 NF-ΚB 报告基因活性。NF-ΚB/ p65，p-NFΚB/ p65，IΚBα，

p-IκBα，p-IKKα 和促炎因子的表达水平，如 IL-6，IL-8，iNOS 和 COX-2 蛋白使用 Western 印迹

分析检测。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GER 暴露组 HEECs 的 NF-κB DNA 结合活性，细胞内 NF-κB 水平和荧光素

酶活性显著增加。GER 还能诱导 NF-κB 活化和核转位，κB/ p65，IκBα 和 IKKα 的磷酸化，上调

NF-κB 调节蛋白 IL-6，IL-8，EGCG 预处理显著下调了 COX-2 和 iNOS 的表达。 

结论 我们的数据表明在 HEECs 中，EGCG 可以抑制 GER 诱导的 NF-κB 活化并且可以下调 NF-

κB 调节蛋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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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1 

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老年发病的克罗恩病临床特点分析 

 
苏明丽,刘晓凡,郅敏,胡品津,高翔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目的 炎症性肠病（IBD）发病率的上升及老龄人口的增长导致老年发病的克罗恩病（elderly-onset 

Crohn's disease，EOCD）患者人数迅速增加。与年轻患者相比，EOCD 患者（诊断年龄≥60 岁）

在病因、疾病行为、疗效、治疗潜在副反应、合并症、多重用药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因此 EOCD

患者的管理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回顾单中心的数据，分析对比 EOCD 患者与

成年发病克罗恩病（adult-onset Crohn's disease，AOCD，诊断年龄<60 岁）患者临床特征的差

异。 

方法 回顾分析自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于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诊断并随访的共 1134 例 CD

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有 26 例 CD 患者诊断年龄≥60 岁。对比分析 EOCD 和 AOCD 的临床特点差

异。 

结果 在 26 例 EOCD 患者中，回结肠受累最常见(17/26，65.4%)，而 AOCD 患者中回结肠病变占

63.2%。相较于 AOCD 患者，EOCD 患者更少合并肛周病变(11.5% vs. 41.3%, P<0.05)以及更低

的免疫抑制剂使用率(61.5% versus 72.6%, P <0.05)。两者肠道手术率无显著差异。 

结论 EOCD 患者可能疾病行为更加良好，更少使用免疫抑制剂，而肠道手术危险因素无明显增加。 

 
 

PU-0932 

IBD 患者肠道真菌菌群分析 

 
卓玛

1
,王玉芳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

与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其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尚不甚清楚。近年来有限的研

究数据表明真菌可能在 IBD 发病机制也起到作用，但佐证的数据少。本实验旨在初步研究 CD、

UC 患者及健康对照组（Healthy subjects，HS）新鲜粪便真菌微生物的组成和多样性，从而进一

步验证肠道真菌在 CD 发病机制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1 月-2017 年 8 月就诊于华西医院消化内科的 38 例 UC、66 例 CD 患者及 39

例同期健康志愿者的新鲜粪便，采用 Illumina MiSeq 测序 ITS2 序列，并用所获得的序列进行真菌

微生物的组成及其多样性分析。采用 LEfSe 找出受试者粪便中存在的显著性差异的菌种。 

结果 三组人群中真菌微生物在多样性及群落组成上有改变，特别是在群落组成上有显著性差异的

菌种。其主要表现为在门水平上，IBD 中担子菌门和子囊菌门两者比值较健康人群下降，尤其在活

动期 IBD 中更明显。在属水平上，健康组主要以曲霉属、酵母属为优势菌，而 CD 及 UC 组中这两

种优势菌构成比下降，取而代之的其它条件致病真菌如外瓶霉属、念珠菌属等有上升趋势，尤其在

活动期 IBD 中更加显著。使用 LEfSe 分析比较三组人发现外瓶霉属(P=0.02)等在 UC 中群发显著性

增加，而黑粉菌目(P =0.007)等在健康人群中显著性增加，未发现 CD 中显著性增加的物种。分析

UC 亚组发现曲霉属（P=0.025）、热子囊菌属(p=0.04)等在缓解期 UC 中显著性增加，而活动期

UC 中未发现有显著性增加物种。分析 CD 亚组中发现茎点霉属（P=0.02）等在活动期 CD 中显著

性增加；而酵母属（p=0.03)、炭角菌属(P=0.007) 等 9 种真菌类群在缓解期 CD 中显著性增加。三

组人群中真菌多样性未呈明显变化。 

结论 IBD 患者肠道真菌多样性未呈明显变化，但群落组成发生了如下变化：在门水平上，担子菌门

（B）及子囊菌(A)比值（B/A）较健康对照组下降，尤其在活动 IBD 患者中更明显；在属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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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以曲霉属和酵母属为主要优势菌，但 IBD 患者这两种优势菌构成比下降，取而代之的其他菌

群增加。上述改变是否在 IBD 发病机制中发挥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PU-0933 

蓝激光内镜联合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对―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的诊治价值 

 
熊超亮,吴裕文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蓝激光(BLI)放大染色内镜联合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对普通胃镜活检提示―低级别上皮

内瘤变‖的诊治价值. 

方法   2014 年 5 月至 2018 年 2 月宜春市人民医院普通胃镜活检提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术后 3 个

月行 BLI 内镜复查发现病灶未愈合甚至有加重趋势,且接受 ESD 治疗的 72 例患者纳入回顾性研究,

统计 ESD 的治疗效果和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普通胃镜活检、BLI放大染色内镜分型与 ESD 术后全

瘤病理诊断的符合率. 

结果 ESD 一次性完整切除率和治愈性切除率分别为 100.0％ (72/72)和 96.4％ (70/72),术中出血和

穿孔发生率分别为 3.6％ (3/72)和 1.1％(1/72),无迟发性出血和穿孔.普通胃镜活检、BLI放大染色内

镜分型与 ESD 术后全瘤病理诊断的符合率分别为 55.3％和 9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51.987,P

＜0.001). 

结论 上消化道低级别上皮内瘤变易被普通内镜活检低估,针对这部分被低估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的病灶,ESD 可用于明确诊断,同时还能给予安全有效的治疗,术前推荐行 BLI 放大染色内镜检查,病

变的 BLI分型对 ESD 切除上消化道黏膜病变有良好的提示作用. 

 
 

PU-0934 

经超声肠镜下阑尾造影及支架引流等治疗术在急性化脓性  

阑尾炎治疗中的临床应用观察 

 
熊超亮,吴裕文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经超声肠镜下阑尾造影及支架引流等治疗术在急性化脓性阑尾炎治疗中的临床诊治效果

及安全性. 

方法 将 32 例临床急性化脓性阑尾炎腹痛患者按随机自愿原则分为治疗组(n=17)及对照组(n=15).对

照组常规行腹腔镜阑尾切除手术治疗组肠道准备后行超声结肠镜下逆行阑尾造影术,并根据具体情

况选择行阑尾粪石清理、支架引流、清洗阑尾腔等操作,比较临床应用效果及安全性. 

结果  治疗组患者无一例发生并发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P＞0.05),但治疗组平均住院费用低

[(5401.07±916.69)元 vs (8217.67±1313.02)元],术后体温恢复快[(6.81±3.89)hvs(34.21±9.78)h],白

细胞恢复正常快[(1.50±0.73)d vs (3.00±0.88)d],平均住院天数短[(1.06±0.25)dvs(5.50±1.70)d],均与

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1). 

结论 经超声肠镜逆行阑尾炎造影及支架引流等治疗术对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具有良好的诊断治疗价

值,而超声肠镜，可充分判断、评估阑尾腔内及阑尾外状况，行阑尾炎造影有利于评估支架长短及

大小情况。阑尾粪石清理、支架引流、清洗阑尾腔等操作简单可行，效果明显。终上所述，经超声

肠镜下阑尾造影及支架引流等治疗术微相比外科有微创、恢复快及安全等优点，值得临床上进一步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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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35 

克罗恩病的上消化道病变：一项横断面队列研究 

 
黎苗

1
,高翔

1
,赵俊章

1
,杨庆帆

1
,黄梓城

1
,晁康

1
,范新娟

2
,黄艳

2
,陈鸿磊

3
,李初俊

3
,郅敏

1
,胡品津

1
 

1.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消化内科 

2.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病理科 

3.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消化内镜中心 

 

目的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可累及从口腔到肛门的胃肠道任何部位。其中食管、胃及

十二指肠等上消化道 CD 相对少见。近年随上消化道内镜检查的增加，CD 上消化道病变明显增多。

但无症状成年 CD 患者是否应该常规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存在争论。本研究旨在评估成年 CD 患者上

消化道病变发生率和确定上消化道内镜在其诊断中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连续纳入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IBD 诊治中心诊断为克

罗恩病的 18-65 岁成年患者。所有病例均分别由两名指定的内镜专家和病理专家进行上消化道内镜

检查、活检和病理检查。内镜检查均统一从上消化道的 6 个部位（食管，胃体，胃窦，胃角，十二

指肠球部和降段）活检共 10 块病理标本送检。所有病例均同时收集性别，年龄，诊断，病程，分

型，疾病活动度和症状等基本信息。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69 例成年 CD 患者。其中 137 例患者(137/169，81.07%)无上消化道症状。所

有患者中，共 74 例（74/169，43.79%）和 106 例（106/169， 62.72%）患者分别检出相对典型

的内镜和病理病变。7 例(7/169，4.14%)患者病理检查发现非干酪样肉芽肿，但均无上消化道症状。

15 例(15/169，8.88%)患者病理检查发现局灶增强性胃炎，其中 12 例 (12/169，80%)无上消化道

症状。27 例(27/169，15.98%)患者病理检查发现局灶活动性炎症，其中 25 例(25/169，92.59%)无

上消化道症状。另一方面，24 例 (24/32, 75%) 有上消化道症状的患者，内镜检查和病理检查并未

发现任何异常。进一步比较发现，无上消化道症状患者的非干酪样肉芽肿，局灶增强性胃炎和局灶

活动性胃炎的病理检查发现率明显高于有症状者（42/137 vs 4/32, P=0.038）；以胃窦和胃角为活

检部位的活检标本的典型病理改变发现率明显高于其他活检部位(P = 0.042)。但比较有或无内镜或

病理异常的患者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诊断、病程、分型、疾病活动度和症状），并未发现明

显区别。 

结论 成年 CD 患者的上消化道病变发生率高，其中无上消化道症状患者更为明显。故无论有无上

消化道症状，成年 CD 患者均应常规接受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并同时多点活检，以帮助进一步确定病

变范围和完善诊断。 

  
 

PU-0936 

超声内镜引导下胆道穿刺引流会师术在 ERCP 插管造影失败 

 胰头癌患者治疗中的临床实践 

 
熊超亮,吴裕文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尝试进行超声内镜引导下胆道穿刺引流会师术，总结临床经验，为 ERCP 插管造影失败胰头

癌患者治疗探究一种新方法。 

方法 回顾性探讨我院 3 例因 ERCP 插管造影失败胰头癌患者而行超声内镜引导下胆道穿刺引流会

师术，解除胆道梗阻治疗的诊治经过。因胰头癌压迫胆总管下段引起梗阻性黄疸，常规内镜下逆行

胰胆管造影术失败，故行超声内镜引导下胆道穿刺引流会师术。超声胃镜探头置于胃体上部，见胆

总管扩张，予以 19G 穿刺针进行穿刺，抽吸出黑色胆汁后，予以造影，显示胆总管下段梗阻，胆

总管增粗明显，肝内胆管扩张。经穿刺针置入导丝，通过十二指肠乳头，留置导丝在十二指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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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图 1D)；退出超声胃镜，更换胃镜；球囊扩张十二指肠狭窄部后，更换十二指肠镜，进入十二指

肠降部，经钳道置入异物钳，拉出导丝，经导丝置人全覆膜金属支架，透视确认位置后结束手术。 

结果 3 例患者均手术顺利，术中无出血及穿孔等并发症，术后胆道梗阻症状减轻明显。 

结论 超声内镜引导下胆道穿刺引流会师术对 ERCP 插管造影失败胰头癌患者来说是一个良好的选

择。 

 
 

PU-0937 

超声内镜引导下射频消融治疗晚期胰腺癌的临床分析 

 
熊超亮,吴裕文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内镜超声引导下射频消融(EUS-RFA)的可行性、安全性和短期疗效。 

方法 对 3 例晚期、无手术指征的胰腺癌患者进行 EUS-RFA 治疗.在 EUS 引导下以 22G 穿刺针穿

刺入胰腺癌病灶,1 Fr 的射频消融针通过穿刺针腔进入病灶,采用单极模式,以功率 10 W 消融 2 min,

之后再以 15 W 消融 2 min.与前一针道相隔约 1～1.5 cm 选择另一针道,再次进针,重复消融. 

结果 对 3 例晚期、无手术指征的胰腺癌患者进行 EUS-RFA 治疗.在 EUS 引导下以 22G 穿刺针穿

刺入胰腺癌病灶,1 Fr 的射频消融针通过穿刺针腔进入病灶,采用单极模式,以功率 10 W 消融 2 min,

之后再以 15 W 消融 2 min.与前一针道相隔约 1～1.5 cm 选择另一针道,再次进针,重复消融. 

结论 EUS-RFA 可使胰腺癌病灶直径缩小,可降低血清 CA 19-9 浓度,方便可行,安全性良好 

  
 

PU-0938 

超声引导经皮经肝胆囊穿刺置管引流治疗老年急性非 

结石性胆囊炎的可行性及疗效 

 
熊超亮,吴裕文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经皮经肝胆囊穿刺置管引流治疗老年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的可行性及疗效。 

方法 对 21 例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的老年患者，入院后急诊行超声引导经皮经肝胆囊穿刺置管引流

术，术后常规禁食水、补液、对症支持治疗，术后 3～4 周择期拔管。 

结果 21 例均在超声引导下顺利完成穿刺置管引流术，无胆瘘、出血、胃肠道损伤、血气胸等严重

并发症发生，术后 1 例引流管自行脱出、1 例出现胆囊区局限性积液、1 例出现引流管阻塞；术后

患者症状消失、复查超声胆囊均基本恢复正常。 

结论 老年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患者经超声引导经皮经肝胆囊穿刺置管引流安全可行、效果良好。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974 

PU-0939 

microRNA-106b-5p 通过 BTG3/Bcl-xL/p27 途径调控肝细胞性

肝癌的增殖和对索拉菲尼的敏感性 

 
英和娜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微小 RNA（miRNA）在肿瘤发展和耐药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 miR-

106b-5p 作为促癌基因在多种肿瘤中表达上调，但 miR-106b-5p 在肝细胞性肝癌（HCC）中的作

用尚未完全阐明。 

方法 我们通过 miRNA 芯片筛选 HCC 组织中表达差异的 miRNA，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查找靶基因，

并在体内和体外环境下研究其生物学功能以及机制。 

结果 miR-106b-5p 在 HCC 组织和 HCC 细胞系中的表达均上调，且其表达水平与 AFP、HBsAg 及

肿瘤大小呈正相关。miR-106b-5p 过表达促进细胞增殖、迁移、细胞周期 G1/S 转换和肿瘤生长，

而 miR－106b-5p 下调抑制细胞增殖、迁移、细胞周期 G1/S 转换和肿瘤生长。机制研究表明，B

细胞转位基因 3（BTG3）是 miR-106b-5p 的直接靶点，其表达水平与 miR-106b-5p 表达呈负相关。

此外，miR-106b-5p 以 BTG3 依赖的方式调节细胞增殖，导致 Bcl-xL、cyclin E1 和 CDK2 上调，

以及 Bax 和 P27 下调。更重要的是，我们证明了 miR-106b-5p 通过 BTG3 依赖的方式降低 HCC

细胞对索拉非尼的敏感性。 

结论 miR-106b-5p 通过 BTG3/Bcl-xL/p27 信号通路促进 HCC 细胞增殖、细胞周期，降低肝癌细胞

对索拉非尼的敏感性。 

  
 

PU-0940 

Association of ulcerative colitis with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1, Th2 and Th17 cells in the colonic tissues 

 
Shenglong Xia,Yi Jiang,Xiaoqi W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ulcerative colitis (UC) with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1, 
Th2 and Th17 cells in the colonic tissues. 
Methods A total of 41 UC patients and 52 controls was recrui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real-
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CR was applied for detecting the mRNA levels of T-bet, GATA-
3 and RORγt as well as IFN-γ, IL-4 and IL-17A in the colonic tissues, which were the specific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cytokines of Th1, Th2 and Th17 cells. Simultaneously, the expressions 
of IFN-γ, IL-4 and IL-17A in the colonic tissues were also examined by an 
immunohistochemistrical staining metho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the mRNA expressions of GATA-3, RORγt and IL-17A wer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in UC patients(0.84±0.24 vs 0.69±0.22, P=0.002; 0.99±0.29 vs 0.83±0.23, 
P=0.004; 1.59±0.65 vs 1.35±0.43, P=0.035). According to the ―Truelove and Witts Severity 
Index‖, tho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ubgroups. The mRNA expressions of GATA-3, 
RORγt, and IL-17A were shown to be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UC than in 
those with mild UC(0.90±0.18 vs 0.78±0.16, P=0.030; 1.11±0.31 vs 0.87±0.26, 
P=0.011;1.83±0.64 vs 1.34±0.66, P=0.020). Moreover, the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IL-17A positive cells were mainly positioned in the intestinal epithelial layer 
and lamina propria. Compared to the controls, the mean integral optic density of IL-17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colonic tissues of UC patients(0.25±0.07 vs 0.13±0.03, P<0.001). 
The similar results were obtained for IL-17A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UC when 
compared to those with mild UC (0.31±0.07 vs 0.19±0.06, P<0.001). In contrast to the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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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RNA ratios of GATA-3/T-bet, RORγt/T-bet and RORγt/GATA-3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olonic tissues of UC patients (1.12±0.30 vs 0.96±0.31, P=0.014; 1.33±0.37 vs 1.15±0.33, 
P=0.015; 1.44±0.45 vs 1.20±0.42, P=0.009). The similar conclusions were drawn for GATA-3/T-
bet, RORγt/T-bet and RORγt/GATA-3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UC than in those with 
mild UC (1.27±0.35 vs 1.0±0.32, P<0.001; 1.45±0.37 vs 1.19±0.36, P=0.028; 1.59±0.43 
vs 1.28±0.46, P=0.031).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1, Th2 and Th17 cells in the 
colonic tissues was implicated in UC. 
  
 

PU-0941 

微小 RNA-497 低表达介导的结直肠癌细胞免疫逃逸的机制研究 

 
杨东梅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miR-497 的低表达可能从多个方面调控肿瘤微环境中 CTL 和 Tregs 的平衡，促进结直肠癌细

胞的免疫逃逸。 

方法 在人体组织中，首先利用免疫组化技术分析了结肠正常组织、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高级别上

皮内瘤变、结肠腺癌等组织中 WNT4 的表达变化，并在 8 对结肠癌及癌旁组织中利用 Western blot

检测了 WNT4 的含量，另外利用 ELISA 检测了结肠癌病人及正常人中 WNT4 的含量。在细胞实验

中，首先应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验证了 WNT4 为 miR-497 的靶基因，然后在结肠癌细胞系 Lovo

中转染 miR-497 的 control,mimics 和 inhibitor,Western blot 及 QPCR 检测 WNT4、GSK-3β、β-

catenin、E-cadherin 及核内 β-catenin 等的表达变化，同时应用免疫荧光技术检测 β-catenin、E-

cadherin 的表达。在动物实验方面，利用 miR-497 的基因敲除鼠，Western blot 检测 WNT4、

GSK-3β、β-catenin、E-cadherin 及核内 β-catenin 等的表达变化。 

结果 在人体组织中，WNT4 在结肠癌组织中的表达最高，相比于结肠正常组织、低级别上皮内瘤

变、高级别上皮内瘤变（p<0.05）.Western blot 及 QPCR 结果均显示 WNT4 在结肠腺癌中表达要

比癌旁正常组织高（p<0.05）.ELISA 表明相比于正常人，结肠癌肿瘤病人血清中 WNT4 含量增高

（p<0.05）。在细胞实验中首先应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验证了 WNT4 为 miR-497 的靶基因，转

染 miR-497 的 mimics 相比于 nc 组，WNT4 降低、GSK-3β 降低、β-catenin 降低、E-cadherin 增

高及核内 β-catenin 降低，而转染 miR-497 的 inhibitor 时也发生对应的相反的改变。同时，我们应

用 miR-497 的基因敲除鼠同时验证了该结果。 

结论 miR-497 低表达可能通过 WNT4-β-catenin 通路的促进结直肠癌细胞免疫逃逸 

 
 

PU-0942 

藤黄酸对人食管癌细胞 Eca109 增殖及表达的影响 

 
孙立影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藤黄酸对人食管癌细胞 Eca109 增殖和表达的影响，探讨其抑制食管癌细胞生长增殖的作

用机制。 

方法 表达的影响，探讨其抑制食管癌细胞生长增殖的作用机制。 方法 以 1.0、2.0、4.0 μg/mL 的

藤黄酸作用体外培养的人食管癌细胞 Eca109，并设未予藤黄酸处理的对照组。 处理 12、24、36 

h 后，分别采用 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活性，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分布和细胞凋亡率，

Western blot 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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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藤黄酸对人食管癌细胞 Eca109 生长增殖具有抑制作用，且呈浓度和时间依赖性，相同浓度

不同时间点的抑制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浓度相同时间点的抑制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 流式细胞仪结果提示，藤黄酸阻滞 Eca109 细胞于 G2/M 期，1.0、2.0、4.0 

μg/mL 的藤黄酸处理 24 h 后，处于 G2/M 期的细胞数量均较对照组明显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 或 P < 0.01）； 

Eca109 细胞的凋亡率随藤黄酸浓度增加而逐步上升 ，2.0、4.0 μg/mL 的藤黄酸处理后 Eca109 细

胞的凋亡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或 P < 0.01）。 

结论  藤黄酸能够抑制人食管癌细胞 Eca109 的生长增殖，诱导 Eca109 细胞阻滞于 G2/M 期。 

 
 

PU-0943 

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对溃疡性结肠炎诊断及其 

严重程度评估的临床意义 

 
贾文秀,张晓岚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 PLR）对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诊断

及评估其严重程度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东院区住院治疗的 209 例溃疡性

结肠炎患者，其中包括缓解期患者例，轻、中、重度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分别为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48 例，分析 2 组患者 PLR 差异，并评价 PLR 对溃疡性结肠炎诊断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并通过改良

的 Mayo 评分系统评估溃疡性结肠炎疾病活动程度，探究 PLR 与疾病活动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PLR、红细胞沉降率、超敏Ｃ

反应蛋白显著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分析，PLR 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65.7%和 62.5%。

对照组和缓解期、轻、中、重度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 PLR 分别是 226.15±53.11、229.24±45.97、

232.49±61.34、269.95±77.13、353.16±121.32。健康对照组 PLR 与缓解期（P＝0.884）、轻度

溃疡性结肠炎比较（P ＝0.66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中、重度溃疡性结肠炎 PLR 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1）；轻、中、重度溃疡性结肠炎 PLR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PLR 在溃疡性结肠炎的诊断中具有一定价值和临床意义，并且可以判断溃疡性结肠炎的活动

程度。 

 
 

PU-0944 

Photofrin 光动力治疗中晚期结直肠癌 近期疗效观察 

 
熊超亮,吴裕文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 Photoffin 光动力治疗中晚期结直肠癌的近期疗效及不良反应。 

方法 12 例肿瘤患者均属于 Dukes C 期或 Dukes D 期。其中 l 例为乙状结肠癌，ll 例为直肠癌。光

敏剂为 Photofrin，按 2mg／kg 静脉滴注。 

48 h 后经内镜导入光导纤维，给予 630nm 的激光照射。2d 后经内镜清除坏死组织并对原有病灶和

新发现病灶给予复照，之后根据具体情况清除患者病灶部位坏死组织。 

结果 光动力治疗后总有效率达到 75％，患者肠道刺激症状和排便习惯改变、便血和不完全性肠梗

阻等主要症状的改善率分别为 80％、100％和 50％。除 l 例发生肠瘘外，其余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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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光动力治疗晚期肿瘤能够有效地改善肠道刺激症状和排便习惯改变、便血和不完全性肠梗阻

等症状，不良反应轻，耐受性好，可明显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对中晚期肠癌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姑

息治疗手段。 

 
 

PU-0945 

Predication of recurrence in negative-node gastric 
adencarcinoma through quantitative histomorphometric 

features of nuclear in digital H&E images 

 
MENG YAO JI,Lei Yuan 

Renmin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re were twenty percentage negative-node gastric adencarcinoma (NGA) suffered 
from recurrence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Identification of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of recurrence is 
beneficial for improvement of prognosis 
Methods We extracted nucleus image features from digital pathological images of different risk 
scores of H&E stained NGA tissu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clinical and pathologic factors. In 
the tissue microarrays consist of 160 NGA patients, we selected randomly 60 as training group, 
100 as the test group. After nuclear segmentation and feature extraction, we selected five best 
histomorphometric features from the training group by wilcoxon rank sum test. Through a 
machine learning classifier the NGA histomorprometric-based image classifier (NGAHIC) was 
composed. NGAHIC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recurrent risk of patients in the test group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GAHIC generated an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0.76 to assess the recurrent risk of patients in the test group. These high 
risk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poor prognosis through univariate survival analysis (P<0.05).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positive NGAHIC results were independently negative predictive 
factor (P<0.01). 
Conclusions These data revealed that quantitative histomorphometric features of cell cluster 
could forecast prognosis of NGA patients 
 
 

PU-0946 

Analysis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Intestinal 
 Behcet disease 

 
Xiaoyin Bai

1
,Huimin Zhang

1
,Meng Jin

1
,Xueli Ding

2
,Jiaming Qian

1
,Hong Yang

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intestinal Behcet 
disease (BD), to further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for intestinal BD and reduce the rate of 
misdiagnosi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28 patients with intestinal BD who received treatment at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4 to March 2017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cluding onset age, gender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Continuous variables 
following a normal distribution were presented as mean (standard deviation[SD]), otherwise they 
were presented as median and interquartile ranges (IQRs). Categorical variables were presented 
as proportions.  
Results For intestinal BD, the ratio of male to female was 1.2:1 and onset age was 33.6±15.5 
years. Fever (68.8%), abdominal pain (88.3%) and diarrhea(44.5%) are comm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Intestinal BD, and the most common initial symptom was abdominal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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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Regarding intestinal manifestations,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24.2%), intestinal 
perforation (12.5%), intestinal stenosis (17.2%) and intestinal fistula (9.4%) could be seen in 
Intestinal BD. Oral ulcer (98.4%) and genital ulcer (67.2%) were major extraintestinal 
manifestations, following by skin lesions (29.7%), arthropathy (29.7%) and ocular lesions (10.2%). 
Conclusions Paying attention to characteristics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may be helpful for 
diagnosis of intestinal BD. 
 
 

PU-0947 

消化性溃疡的流行病学研究 

 
张艳 

吉林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近年来消化性溃疡在人群中的发病特点是否与年龄相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就诊于吉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并行胃镜检查确诊为

消化性溃疡的患者，60 岁及以上患者为研究组，60 岁以下者为对照组，研究组胃溃疡 79 例，十

二指肠溃疡 51 例，其他溃疡 9 例，对照组胃溃疡 90 例，胃溃疡 72 例，其他溃疡 7 例。功能性消

化不良、慢性胃炎、胃癌、Zollinger-Ellison 综合征、肝硬化引起的上消化道出血的病例均排除在

外。所有资料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单变量分析时，两组总体方差齐的计量资

料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间率或构成比的比较用卡方检验，用 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评

价消化性溃疡各种因素的相关性。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为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

义。 

结果 研究组消化性溃疡百分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和对照组胃溃

疡百分率高于十二指肠溃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十二指肠溃疡百分率高于研

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类型溃疡在研究组和对照组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占消化性溃疡大部比例，有研究发现，十二指肠溃疡好发于青年，胃

溃疡好发于老年，而本研究发现无论研究组还是对照组胃溃疡的百分率均高于十二指肠溃疡，并且

消化性溃疡更多见于青、中年，其原因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各器官功能发生一系列退行性变，

基础疾病随之增多，且老年人感觉减退，痛觉阈值增高，消化性溃疡起病隐匿，症状不典型，导致

消化性溃疡并非就诊的主要原因，往往因其他疾病住院被发现。同时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生活习

惯的改变，消化性溃疡发病率愈加趋于年轻化。消化性溃疡的并发症包括上消化道出血、癌变等，

应及早制定相应的预防治疗措施，向大众宣传、教育，减少远期危害。 

 
 

PU-0948 

结肠镜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对结直肠息肉检出率的影响 

 
贺新珏,虞朝辉,厉有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评估人工智能实时内镜图像识别对结肠镜下结直肠息肉检出率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中心、随机对照的实验设计，拟纳入 2400 名受试者，将其随机分配至常规检查

组和 AI 辅助组。常规检查组的受试者接受常规结肠镜检查；AI 辅助组在常规结肠镜检查的同时，

开启人工智能内镜图像识别系统，予以实时提示息肉位置。研究的主要观察指标为结直肠息肉检出

率，次要指标包括息肉患者结直肠息肉数、平均结直肠息肉数、额外结直肠息肉检出率。 

结果 截至目前，研究共纳入了 579 名受试者，其中常规检查组 294 人，AI辅助组 285 人。从受试

者一般特征上看，常规检查组和 AI辅助组在年龄、性别、BMI、腰围、肠道准备质量、进镜和退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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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方面无显著差异。主要观察指标显示，常规检查组的结直肠息肉检出率为 40.8%，AI 辅助组

为 40.4%。此外，常规检查组的息肉患者结直肠息肉数为 2.2 个/人，AI 辅助组为 2.1 个/人，两组

的平均结直肠息肉数为 0.9 个/次，额外结直肠息肉检出率为 0.5 个/次。 

结论 截至目前，常规结肠镜检查与 AI 辅助结肠镜检查在结直肠息肉检出率上的差异尚不显著，有

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扩大样本量。 

 
 

PU-0949 

胃癌患者 Hp 感染诊治现状——附 1153 例胃癌分析 

 
徐灿霞,李明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分析胃癌患者 Hp 感染诊治情况，及其临床病理特征与 Hp 感染的关系，探讨胃癌发病原因及

特点，为胃癌的早期诊治及预防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方法 设计资料收集表格，通过病案系统检索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住

院的胃癌患者，共检索出 2336 例；在 HIS 系统中查找胃癌患者临床病理及相关资料信息，其中

1153 例资料完整且符合纳入排除标准。应用 excel 软件将所有病例资料整理录入。分析胃癌患者

Hp 感染诊治情况，并根据 Hp 检测结果将胃癌分为 Hp (-)和 Hp (+)组，分析胃癌临床病理特征与

Hp 感染的关系；对其中有 Hp 检测结果的 452 例胃癌患者进行预后随访，分析其预后影响因素。 

结果 （1）1153 例胃癌患者中仅 452 例曾行 Hp 检测，占 39.2%，其中 Hp（+）占 52.4%。237

例 Hp（+）患者中，仅 6 例曾行 Hp 治疗，治疗后未予复查。 

（2）首次行胃镜即确诊胃癌者占 91.8%，其中 77.7%的患者病程在 1 年以内。既往曾行胃镜者仅

95 例，占 8.2%。1153 例胃癌中，早期胃癌占 13.36%，进展期胃癌占 88.64%；TNM 分期中，以

III 期和 IV 期为主，分别占 30.7%与 44.4%；进展期胃癌 Borrmann 分型以 II 型、III 型最常见，分

别占 27.5%与 31.0%；Lauren 分型以肠型胃癌为主，占 62.36% 。 

（3）胃癌病变部位、TNM 分期和淋巴转移与 Hp 感染有关，肠型胃癌 Hp 感染率高于弥漫型胃癌

（p<0.05)。 

（4）胃癌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组织学分型、TNM 分期、肿瘤部位、肿瘤大小、是否根治性手

术、Hp 感染为影响胃癌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1）Hp 感染与胃癌 TNM 分期、淋巴转移和预后有关，但胃癌患者中行 Hp 检查和治疗者少，

提示―根除 Hp，预防胃癌‖的意识尚有待提高。 

（2）胃癌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TNM 分期、肿瘤大小、是否根治性手术、Hp 感染等为影响胃

癌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提示改善胃癌预后的关键是早期筛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与 Hp 感染防

治。 

  
 

PU-0950 

醛固酮通过 ROS 活化 NLRP3 炎症小体/IL-1β/Smad 通路 

促进肝纤维化机制研究 

 
黄珊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醛固酮活化肝星状细胞（HSC）促进肝纤维化发生，具体机制不明。本论文提出研究假设：

醛固酮通过 ROS 活化 NLRP3 炎症小体/IL-1β/Smad 通路，促进肝纤维化。 

方法 本文通过体内外实验，利用 NLRP3 基因敲除小鼠，得出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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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野生型 CCl4 组醛固酮合成酶基因及 H2O2 增加，NLRP3、ASC、caspase-1、IL-1β 含量升

高。敲除 NLRP3 基因可逆转上述过程。醛固酮刺激野生型 HSC，H2O2 含量升高，NLRP3、ASC、

caspase-1、 IL-1β、 type I collagen、α-SMA 升高，抑制醛固酮逆转上述过程。抑制 ROS、

NLRP3 可逆转上述蛋白增加。抑制 IL-1β 逆转上述蛋白及 P-Smad2/3 含量增加。IL-1β 刺激野生

型 HSC 后，上述蛋白含量增加，敲除 NLRP3 基因可以逆转这一过程。 

结论 醛固酮可以通过 ROS 活化 NLRP3 炎症小体/IL-1β/Smad 通路，促进肝纤维化。 

 
 

PU-0951 

自身免疫性肝炎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研究 

 
张红英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探讨探讨自身免疫性肝炎（AIH）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病率，总结 AIH 合并肝外自身

免疫性疾病特征，帮助临床医生早期识别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为两者鉴别诊断提供临床依据。自

身免疫性肝炎（AIH）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病率，总结 AIH 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特征，

帮助临床医生早期识别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为两者鉴别诊断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收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010 年 3 月-2018 年 3 月诊断 AIH165 例，总结其中 AIH 合并肝外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病率，比较单纯 AIH 和 AIH 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两组之间临床特征、实验

室特征和病理组织学特征的差异 

结果 1.本研究发现 AIH 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病率达到 41.8%，其中合并自身免疫性甲状腺

疾病最为常见，其次是干燥综合征。 

2.急性起病多见于单纯 AIH 组的患者，肝内症状如疲劳和厌食更为多见。而无症状起病多见于 AIH

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组的患者，肝外症状如关节痛更多见。且 IAIHG 评分在 AIH 合并肝外自

身免疫性疾病组中更高（16.37 ±2.62 vs 14.76±2.05，P<0.05）。 

3.血红蛋白和转氨酶水平在单纯 AIH 组更高，而免疫球蛋白 G、免疫球蛋白 A 和免疫球蛋白 E 在

AIH 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组中均升高更为明显。 

4.抗 Ro-52 抗体阳性率仅次于 ANA，在 AIH 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组中更为多见，而 ANA 阳性

率、ANA 抗体滴度、抗 LKM-1 抗体、抗 LC1 抗体和抗 SLA/LP 抗体阳性率在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

异（P>0.05）。 

5.单纯 AIH 组与 AIH 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组的病理组织学特征均以淋巴浆细胞浸润和界面性肝

炎最为常见，但中度淋巴浆细胞浸润多见于单纯 AIH（P=0.03）。 

结论 1.AIH 常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中 AIH 合并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及干燥综合征最为常

见，常以无症状起病，且临床症状不典型，临床医生应加强警惕，早期诊断。 

2.AIH 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球蛋白明显升高，尤其是免疫球蛋白 A,与转氨酶水平成负相关，

猜测免疫球蛋白 A 可能是 AIH 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一种保护性因素。 

3.抗 Ro-52 抗体阳性率在 AIH 中仅次于 ANA，在 AIH 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组中升高更为明显，

提示 AIH 患者出现抗 Ro-52 抗体阳性应高度怀疑 AIH 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 

4.AIH 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组病理组织学特征以淋巴浆细胞浸润和界面性肝炎最为常见，中度

淋巴浆细胞浸润相对单纯 AIH 来说更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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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2 

不同胶囊内镜评分体系与炎症指标之间的关系 

 
陈轩馥,金梦,张慧敏,武美序,钱家鸣,杨红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比较不同胶囊内镜评分与炎症指标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小肠克罗恩病并完善胶囊内镜，同时

具有完整实验室检查结果的 44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分别计算每位患者不同胶

囊内镜评分体系，即胶囊内镜活动指数评分（CECDAI）和 Lewis 评分的得分结果，比较两种得分

与不同炎症指标如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红细胞沉降率（ESR）、白细胞（WBC）、血小

板（PLT）和纤维蛋白原（FBG）之间的关系。同时探讨两种评分体系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 

结果 Lewis 评分和 ESR 呈中等相关关系(r=0.348，P=0.022)，而和 FBG 呈强相关(r=0.574，

P=0.003),但和 hsCRP、WBC 和 PLT 之间不存在明显相关性。而 CECDAI 和上述炎症指标均呈弱

相关。两种评分方式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R2=0.511,P=0.000）。 

结论 CECDAI 和 Lewis 评分和炎症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且两者呈线性相关。 

  
 

PU-0953 

调节 miR-155 影响急性胰腺炎小鼠肠道炎症以及改变肠道菌群

对肠粘膜屏障的保护作用 

 
杨晓宇,万剑华,何丛,王欢,李雪洋,欧阳耀斌,夏亮,吕农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索 miR-155 在胰腺炎导致的肠屏障功能障碍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本研究采用 Balb/C 小鼠，分为 6 组：①正常对照组；②单纯急性胰腺炎组；③单纯 miR-155

上调组；④单纯 miR-155 下调组；⑤急性胰腺炎+miR-155 上调组；⑥急性胰腺炎+miR-155 下调

组。通过慢病毒上调以及下调干扰小鼠 miR-155 的表达；腹腔注射雨蛙肽构建急性胰腺炎模型。

检测小鼠肠道菌群变化并观察小鼠肠道病理改变、肠屏障功能、肠道炎症因子及相关信号通路改变。 

结果 单纯急性胰腺炎组以及急性胰腺炎合并 miR-155 下调组较其余 4 组相比，其肠道病理改变明

显，肠屏障相关蛋白 ZO-1、Claudin-4、Occludin 表达明显减少，TNF-α 等炎症因子明显升高，

Shannon 指数示其肠道微生态 α、β多样性明显下降；而急性胰腺炎合并 miR-155 上调组其肠屏障

相关蛋白表达含量虽然下降，但是与正常组相比并无明显差异，炎症因子表达含量也较单纯急性胰

腺炎组低，肠道微生态多样性与正常组也无明显差异；肠道炎症反应程度与 miR-155 表达及肠道

微生态多样性呈负相关。 

结论 miR-155 通过抑制急性胰腺炎小鼠肠道炎症反应以及改变肠道菌群对肠粘膜屏障起保护作用 

  
 

PU-0954 

经鼻胃镜导丝引导下放置鼻胃管在儿童食管狭窄治疗中的应用 

 
任晓侠,杨洪彬,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 68 例食管狭窄患儿经鼻胃镜导丝引导下放置鼻胃管，给予肠内营养支持后营

养及食管狭窄程度改善状况分析，以提高其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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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以西安市儿童医院消化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住院的 68 例食管狭窄患儿为研究对象,

通过经鼻胃镜导丝引导下放置鼻胃管进行肠内营养支持。 

结果 内镜下鼻胃管插入 68 例，成功 68 例，成功率 100%，其中化学腐蚀性烧伤后食管狭窄 45 例，

食管闭锁术后吻合口狭窄 15 例，先天性食管狭窄 5 例，食管裂孔疝术后食管狭窄 3 例，年龄在 6

月-14 岁之间，男性患儿 42 例，女性患儿 26 例，这些患儿伴有中、重度的食管狭窄，入院后给予

全麻下经鼻内镜下食管狭窄球囊扩张术，术中经导丝分别留置不同型号的鼻胃管通过狭窄口，术后

经鼻胃管管饲喂养给予肠内营养支持，患儿术后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全部病例中 54 例术前存在不

同程度营养不良，经胃管肠内营养支持后营养不良均明显改善，其中 1 例严重化学腐蚀性食管烧伤

患儿长段食管狭窄，经胃管营养给入后体重 2 月增加 3Kg，降低了肺炎感染的几率，防止反流，一

次性置入胃管留置最长可达 4-6 周，对于早期、严重食管狭窄患儿鼻胃管的应用对管道起到支撑作

用，防止更严重的食管狭窄发生。 

结论 经鼻胃镜导丝引导下留置鼻胃管法用于食管狭窄患儿的营养支持及管道支撑,取材方便、操作

简单、经济实用、成功率高,对提高围手术期患儿的生活质量、改善营养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PU-0955 

酪酸梭菌活菌片联合标准四联疗法在根除幽门螺杆菌中的疗效 

 
廖远行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酪酸梭菌活菌片联合标准四联疗法在根除幽门螺杆菌(Hp)治疗中的疗效. 

方法 共纳入 110 名证实 Hp 感染的门诊或住院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标准四

联疗法 10 天（奥美拉唑、呋喃唑酮、枸橼酸铋钾、阿莫西林）根除 Hp 治疗,实验组加用酪酸梭菌

活菌片. 

结果 实验组 Hp 根除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实验组腹胀等腹部不适症状的发生

率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酪酸梭菌活菌片联合标准四联疗法虽无法提高 Hp 的根除率,但可以减少患者的不良反应,提高

患者依从性. 

 
 

PU-0956 

类克治疗克罗恩病患者心理韧性及其心理干预方式的研究进展 

 
李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类克治疗过程中克罗恩病患者心理韧性的程度及相应心理干预方式 

方法 通过应用―克罗恩病患者心理韧性量表‖，对 30 例类克治疗克罗恩病的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结果 共提炼出心理韧性危机、加强韧性调控和适应状况 3 个主题 

结论 探讨提升心理韧性水平对克罗恩病患者心理康复和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意义，提出对该类患

者人群心理干预的新方向，以期提高患者的预后生存质量，促进克罗恩病患者的身心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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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7 

醋酸奥曲肽联合口服去甲肾上腺素在消化性溃疡并出血  

治疗中的应用 

 
廖远行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醋酸奥曲肽配合去甲肾上腺素口服在消化性溃疡并出血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我科住院的消化性溃疡并出血 75 例。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

组，其中观察组 39 例，对照组 36 例，其中对照组予以常规抑酸、奥曲肽、补液治疗方案进行止血。

观察组在常规基础上口服去甲肾上腺素进行治疗。 

结果 观察组止血有效率 85%，对照组 81%，观察组与对照组止血有效率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在消化性溃疡并出血的治疗中，口服去甲肾上腺素并不能显著增加止血有效率，其可能与本

研究样本量小有关 

 
 

PU-0958 

炎症性肠病合并血栓回顾性研究 

 
李瑾,魏娟,汪芳裕,刘炯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观察有血栓病史的 IBD 患者的临床特点，包括血栓的复发，疾病活动性和血栓发生时的 IBD

用药情况及血栓发生前 6 个月内的手术情况，包括 IBD 的特异性手术，如结肠全切和末端回肠造口，

或其他非 IBD 相关的手术等 

方法 在回顾性单中心的研究中，我们从本医院 2000-2017 年间，2863 名 IBD 患者中收集了有静脉

血栓和/或动脉血栓的 IBD 患者 28 名。观察了有血栓病史的 IBD 患者的临床特点，包括血栓的复发，

疾病活动性和血栓发生时的 IBD 用药情况及血栓发生前 6 个月内的手术情况，包括 IBD 的特异性

手术，如结肠全切和末端回肠切除，或其他非 IBD 相关的手术等 

结果 28 名 IBD 患者合并血栓病史，其中 18 名为 CD 患者，22 名男性，平均年龄为 45 岁。

3/28(10%)患者出现了血栓的复发。在所有的 IBD 合并血栓的患者中，14 名患者合并静脉血栓，深

静脉血栓为主（8/14,57%)，我们未发现有肺静脉栓塞的患者；16 名患者出现动脉血栓，其中 2 名

患者同时出现动静脉血栓。而发生血栓时，21/28（75%）名患者处于疾病的活动期。在所有的

IBD 患者中，67%患者使用了 5-氨基水杨酸类药物，35%使用了激素，7%使用了免疫抑制剂——

硫唑嘌呤，7%使用了生物制剂——英夫利昔单抗。进而，对 IBD 患者发生血栓的前 6 个月进行统

计，有 10/28（35%）患者经历了手术。在这 28 名血栓患者中，7/28(25%)的患者出院后接受了抗

血栓治疗。 

结论 IBD 患者血栓的形成及复发与疾病的活动性、激素、近期腹部手术有关。这在 IBD 患者治疗

过程中起到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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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59 

儿童消化性溃疡 274 例临床资料分析 

 
任晓侠,杨洪彬,张含花,葛库库,高天娇,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特点及内镜下特征、病理特点。 

方法 以西安市儿童医院消化科 2015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收治的 274 例消化性溃疡患儿为研究对

象,对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临床表现以反复发作的腹痛、黑便、呕血、反复呕吐、贫血等为主诉就诊，所有病例均进行

电子胃镜检查，胃部溃疡 52 例(19.0%),十二指肠溃疡 192 例(70.1%)，复合性溃疡 30 例(10.9%)；

球部溃疡多见于单发，胃部溃疡多见于多发；其中 145 例(52.9%)HP 检测阳性，38 例（13.8%）

存在明显的危险因素，进食辛辣刺激饮食后出现,257 例(94%)治疗痊愈,17 例(6.2%)未愈，出院后

2 月、6 月及 1 年随访，共 7 例复发，其中 2 例有明确的饮食不当诱因，另外 5 例为 HP 阳性患儿。

全部患儿中 132 例（48.2%）行溃疡周围及胃窦部黏膜活检，胃窦部活检组织进行 HP 免疫组化，

病理均提示黏膜慢性炎，其中 35 例溃疡面嗜酸细胞不同程度浸润，HP 检测阳性者共 64 例。消化

性溃疡并发症多见消化道出血、贫血，其中胃窦巨大溃疡致幽门狭窄 8 例，十二指肠球部变形狭窄

的 6 例。 

结论 儿童消化性溃疡并不少见，其发病与 HP 感染、遗传因素、饮食习惯、药物作用等多因素有关，

内镜下表现相似，随访管理对于预防复发非常关键。 

 
 

PU-0960 

IL-6、IL-10 急性胰腺炎病程中的表达及意义 

 
廖远行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 IL-6、IL-10 在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表达情况及意义. 

方法 纳入我院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1 月的急性胰腺炎患者 58 例,健康体检者 40 名.58 例患者中

SAP 患者 13 例,MSAP 患者 26 例，MAP 患者 19 例，分别测定患者起病第 1 天、3 天和 7 天血清

中的 IL-6 和 IL-10 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急性胰腺炎患者第 1 天、第 3 天血清的 IL-6、IL-10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急性

胰腺炎患者第 7 天的 IL-6、IL-10 水平较第 1 天、第 3 天明显降低，但仍高于健康对照组（P＜

0.05）.SAP 患者第 1 天、第 3 天和第 7 天的 IL-6、IL-10 水平显著高于 MSAP、MAP 组（P＜

0.05）. 

结论 IL-6、IL-10 水平可以协助早期预测 AP 患者的病情，从而及时指导 AP 患者的治疗。 

  
 

PU-0961 

综合护理在 ERCP 患者中的应用 

 
王思思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对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RCP)患者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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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我院消化内科 ERCP 患者 151 例,随机分为常规护理组 76 例

及综合护理组 75 例.常规护理组给予常见护理,综合护理组增加心理疏导、健康宣教,比较两组患者

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结果 综合护理组腹胀发生率（15.8％ VS 19.5％）、急性胰腺炎（9.3％ VS 12.1％）、感染

（10.3％ VS 14.4％）、褥疮（3.7％ VS 5.6％）,均低于常规护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合护理组满意率（84％ VS 61％），显著优于常规护理组 (P＜0.01). 

结论 综合护理可减少 ERCP 术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并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0962 

炎症性肠病与焦虑抑郁关系的初探 

 
罗丹 

湖南省长沙市 

 

目的 了解炎症性肠病患者治疗前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情况及治疗后焦虑抑郁变化状况，并初步探

讨焦虑抑郁与临床实验室指标有无关联。 

方法 选择 2017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消化内科炎症性肠病病房住院的炎症

性肠病患者 30 例，以非炎症性肠病患者 31 例为对照组，在治疗前进行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

表、SCL-90 部分因子评分，并将治疗前 SAS、SDS 与国内常模比较，3-6 个月后再次进行评分，

比较治疗前后 SAS、SDS 评分的变化，并对治疗前 SAS、SDS 评分与 WBC、HGB、PLT、ALB、

ESR、CRP 临床实验室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IBD 组与对照组比较，SAS 评分在治疗前（IBD 组：38.93+5.77，对照组：37.61+5.75）

及治疗后（IBD 组：34.63+4.14，对照组：35.68+4.35）两者无明显差异（P>0.05），但在治疗后

SAS 评分改善率 IBD 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IBD 组 SDS 评分在治疗前及治疗后、SDS 评分改善率方面均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IBD 组在治疗前 SAS 评分、SDS 评分与国内常模组比较，SAS 评分 （38.93+5.77）、SDS

评分（48.50+6.90）均高于国内常模（SAS 评分：33.80+5.90 ，SDS 评分：41.88+10.57），具

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 

（4）两组的 SAS、SDS 评分分别与 WBC、HGB、PLT、ALB、ESR、CRP 进行相关性分析，

|r|<0.3,P 值均>0.05，相关不显著。 

结论 （1）IBD 患者与非 IBD 的胃肠病患者的焦虑评分治疗前后无明显区别； 

（2）IBD 患者在治疗前较非 IBD 的胃肠病患者抑郁评分高，治疗后改善较非 IBD 的胃肠病患者明

显，但抑郁评分仍高于非 IBD 的胃肠病患者； 

（3）IBD 组在治疗前 SAS 评分、SDS 评分均高于正常人； 

（4）IBD 患者与非 IBD 的胃肠病患者的 SAS、SDS 评分分别与 WBC、HGB、PLT、ALB、ESR、

CRP 常用临床实验室指标无明显相关。 

 
 

PU-0963 

PASS 评分预测急性胰腺炎预后的临床研究 

 
吴东,柏小寅,熊洋洋,孙翰,钱家鸣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本研究利用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性胰腺炎（AP）临床数据库，评估胰腺炎严重度评分系统

（PASS）对中国 AP 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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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析北京协和医院 2001 年至 2016 年共 1230 例 AP 患者资料，计算患者入院和出院时的

PASS 评分及其与预后事件的相关性，并与 Ranson 评分、APACHE II评分、BISAP 评分和 HAPS

评分进行比较。 

结果 1230 例患者平均年龄为 55±17 岁，男性 692 例（56.3％），病死率为 5.7％。PASS 评分

≥140 分与中度以上 AP（OR 3.9，95％CI 2.1-6.5）；收入 ICU（OR 4.7，95％CI 2.9-9.5）；器

官衰竭（OR 4.1，95％CI 2.4-8.5）及局部并发症（OR 3.1，95％CI 1.5-6.0）均显著相关。在预

测中度以上 AP 方面，PASS 的预测价值（AUC＝0.73）高于 Ranson 评分（AUC＝0.62）、

APACHE II 评分（AUC＝0.65）和 HAPS 评分（AUC＝0.66）。PASS≥140 分的患者住院时间平

均延长 3.6 天（95％CI 1.4-5.8）。 

结论 PASS 是一种有价值的 AP 评分系统，与 AP 预后密切相关，入院时计算该评分有助于预测该

病预后。 

 
 

PU-0964 

绩效考核对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护理质量及 

住院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王思思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绩效考核前后我院消化内科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护理质量及住院患者满意度的变化. 

方法 在 2017-09—2018-05 期间对我院 30 名消化内科护理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对比绩效考核前后工

作积极性、护理质量住院患者满意度的变化. 

结果 实施绩效考核后的护理质量及工作积极性较实施前有显著提高(P＜0.01),而且实施绩效考核后

患者满意度得到提升(P＜0.05). 

结论 实施绩效考核不仅可有效提高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及护理质量，并且可提升住院患者的满意

度，可全面推广。 

 
 

PU-0965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using Flush knife and SB 
knife Jr: a retrospective study 

 
Ganggang Mu,Hongyan Li,Honggang Yu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Achalasia is an idiopathic esophageal motility disorder characterized with impaired 
relaxation of the lower esophageal sphincter.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POEM) has been 
introduced as an evolving therapeutic modality because of its lack of abdominal incisions. We 
have the opportunities to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 the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FlushKnife-BT 
and SB knife Jr over conventional TT knife in POEM practice. 
Methods 78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achalasia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retrospective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knife used for POEM: the SB 
knife Jr group, FlushKnife group, and Triangle tip knife.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cluding subcutaneous emphysema, 
pneumothorax and pneumoperitoneum did not indicate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B 
knife Jr. group and TT knife group, Flush knife group. LES pressure decreased from a mean of 
38.9±6.1 mmHg to 9.4±2.6 mmHg after POEM procedure in SB knife Jr. group (P<0.001); in 
Flush knife group, it decreased from 40.1±7.8 mmHg to 10.1±3.0 mmHg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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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Successfully preventing bleeding by FlushKnife and SB knife Jr contributed to a 
clear field of submucosal working view. The ability of the Flush knife and SB knife Jr to perform all 
aspects of the POEM procedure seems to make it particularly well suited to this procedure. 
 
 

PU-0966 

消化内科老年患者的护理风险管理及对策 

 
王思思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如何降低消化内科老年患者的护理风险并提高住院期间满意度. 

方法 选取 2017-01—2017-12 于我院消化内科住院的老年患者 110 名，分为常规护理组及预防安

全隐患护理组，对两组患者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及住院期间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 预防安全隐患护理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常规护理组 (P<0.05)，并且预防安全隐患护理

组住院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P<0.01）. 

结论 预防安全隐患的护理可有效减少护理不良反应发生率，并提高住院患者满意度，具有重要的

临床价值，对老年患者可常规实施。 

 
 

PU-0967 

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of an 
esophageal duplication cyst 

 
yanqin long

1
,Weili Liu

1
, Zhinong Jiang

1,2
,Ning Dai

1
,Liangliang Yu

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Objective A 31-year-old man complained with dysphagia for 6 months wa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An Esophagogastroduodenoscopy (EGD) was performed, and a submucosal mass was 
found in the lower of the esophagus.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EUS) showed a hypoechoic, 
homogenous lesion arising from the submucosal layer to the muscularis propria layer of the 
esophageal wall.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of the chest revealed a soft tissue 
mass in the right posterior inferior mediastinum. 
Methods 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STER) was performed. Through the 
submucosal tunnel, we found a cystic mass wrapped with muscular wall just as the 
muscularis propria of the esophagus. Yellowish-white viscous fluid came out when the cyst was 
fenestrated with an insulation-tip knife (Olympus). The bottom of the cyst wall was dealt with 
endoscopic electric coagulation and cauterization since it was closely adjacent to the muscularis 
propria layer. Then the incised mucosal entry of the tunnel was closed with five hemostatic clips. 
Pathologic review confirmed it as en esophageal duplication cyst with characterized double 
smooth muscle layer with detectable epithelial layers showing ciliated cylindrical epithelium at the 
cystic wall. The patient’s symptoms disappeared just after the treatment, and repeated EGD 
showed no recurrence 3 months later. 
Results Esophageal duplication cysts are rare congenital anomalies of the foregut in early 
embryonic development. Previous cases were reported with surgical excision,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ndoscopic technologies, the precise location of it can be detected in the 
submucosa with EUS. Small cysts can be completed resected by endoscopic snare, large cysts 
can be carefully fenestrated as an effici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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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Here we certified that STER is another effective choice and less traumatic 
treatment for no damage to the esophageal mucosa that patient can recover quickly from this 
procedure.     
 
 

PU-0968 

Effects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and joint 
application of probiotics on rats with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Huping Huang,Zhihui Lin 
Fujian Provincial Hospital 

 
Objective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and a combination of 
golden bifid and Medilac-S on rats with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  
Methods Sixty Sprague-Dawley male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6 groups (n=10): control(C), 
alcohol(M, ALD model), alcohol+ FMT(F), alcohol + golden bifido(T), alcohol + Medilac-S(B) and 
alcohol + golden bifido + Medilac-S(L). Blood was collected for the detection of triglyceride (TG), 
serum transaminase (AS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 
interleukin-6 (IL-6), diamine oxidase (DAO), endotoxin and D-lactate. Liver tissues were obtained 
for histologic observation. Feca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 detect changes in the gut flora by 16S 
rRNA sequencing analysis. 
Results FMT and probiotics reduced the abnormal elevated serum levels of ALT, IL-4, IL-6, TNF-
α, DAO, endotoxin, and D-lactate in chronic ethanol consumption (P < 0.05). Histopathologic 
observation of the liver of the rats treat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probiotics confirmed the 
biochemical data. Sequencing results showed a reduction in Bacteroidetes and Lactobacillus, as 
well as an increase in Actinobacteria, Proteobacteria, and Prevotellaceae in the AL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s. However, these shifts were prevented after therapy. 
Conclusions FMT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robiotic compounds can protect rats from ALD by 
suppressing inflammation and restoring intestinal homeostasis. 
 
 

PU-0969 

十二指肠旁胰腺炎的临床特点和转归 

 
吴东

1
,曹迪

2
,李娟

1
,杨红

1
,韩显林

1
,薛华丹

1
,游燕

1
,周炜洵

1
,钱家鸣

1
 

1.北京协和医院 

2.北京朝阳医院 

 

目的  总结国人十二指肠旁胰腺炎的临床特点与转归。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 5 例和国内 1988 年以来报道的 31 例经临床或手术确诊的十二指肠

旁胰腺炎病例的临床资料，并做文献复习。 

结果  十二指肠旁胰腺炎以中青年男性为主，多数有长期饮酒史，常见症状为上腹痛、呕吐、体质

量减少和波动性黄疸，血清胰酶正常或升高。多数患者影像学表现存在十二指肠肠壁增厚及管腔狭

窄 (88.9%，32/36)，约半数可见十二指肠壁及沟槽区域囊肿 (47.2%，17/36)，少数存在胆管

（36.1%，13/36）或胰管扩张（16.7%，6/36）。病理表现主要为慢性胰腺炎，局部可伴急性炎，

炎症局限在胰沟-十二指肠。多数患者可通过保守治疗控制病情，少数需要手术。 

结论 十二指肠旁胰腺炎好发于青壮年男性，影像学检查对于诊断十分重要，多数患者首选内科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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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0 

血清 CST-4 诊断食管鳞癌的临床价值的研究 

 
韦成,刘畅,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 Elisa 的方法检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及正常人血清中 CST4 的含量

来评估 CST4 诊断食管鳞癌的价值。 

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确诊为食管鳞癌的血液样

本 73 例，食管鳞状细胞癌治疗后病人的样本 27 例及健康对照组血清样本 69 例。分别取各组血清

样本 100 微升，用 Elisa 的方法检测各组血清样本中 CST4 的含量。测量结果采用 Mann-Whitney 

U 非参数检验和配对 T 检验对各组血清中 CST4 含量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食管鳞癌组血清 CST4 的含量高于正常对照组组，表达量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P<0.05）。 （2）食管鳞癌患者手术后一个月的血清中 CST4 含量较手术前明显降低，且前后对

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  CST4 与传统的食管鳞癌肿瘤标志物 CEA,SSC

和 cyfra21-1 相比较，结果显示在本研究中 CST4 诊断食管鳞癌的价值优于 CEA 和 SSC，与

cyfra21-1 相比并无明显差异。（4） CST4 作为食管鳞状细胞癌诊断标志物时，其 ROC 曲线下面

积为 0.78（95%CI 0.703-0.845），当截点（cutoff 值）取 12.38 时，血清 CST4 在诊断食管鳞状

细胞癌中的敏感性 90.41%，特异性为 53.62%。 

结论 食管鳞癌患者血清中 CST4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及食管早期癌组，健康对照组与食管早期癌

组血清 CST4 含量表达并无明显差异，血清 CST4 含量作为食管鳞癌的诊断标志物具有一定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食管鳞癌术后患者血清 CST4 较手术前明显降低，其再次升高可能对食管癌复发具有

一定的提示意义。 

 
 

PU-0971 

ASC-/-高脂饮食构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肠-肝轴‖ 

小鼠模型及 HMGB1 相关作用机制的研究 

 
孙焕焕

1
,陈羽

2
,和水祥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肠-肝轴‖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发病机制中起关键作用，而其中起桥梁作用的分

子机制仍未明确，高迁移率族蛋白 B1（HMGB1）是 NASH 发病中重要的损伤相关分子模式分子

之一，本研究拟讨论其在 NASH―肠-肝轴‖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实验组为 ASC-/-小鼠，对照组为 WT 小鼠，均分别予普通饮食及高脂饮食，经 16SrRNA 测序

了解菌群结构和分布比例，超高速离心方法分离血清中外泌体，通过病理 HE 染色、免疫荧光、免

疫组织化学方法、Nanosight、Western blot 等检测论证 HMGB1 在肠道菌群失调下导致 NASH 发

生发展的机制。 

结果 通过 16SrRNA 测序提示 ASC-/-小鼠高脂饮食后出现肠道菌群紊乱，提示链霉菌属异常升高。

通过病理 HE 染色的 NAS 分析提示 ASC-/-小鼠高脂饮食组 NASH 病情更严重，肠道黏膜伤害

Chiu`s 评分升高，免疫荧光检测肠道组织中 HMGB1 与外泌体出现共显影，分离血清中的外泌体经

WB 检测提示 HMGB1 和 TLR4 明显升高，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肝脏组织中 HMGB1 和 RAGE 明显升

高，以上结果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果提示 HMGB1 可能经外泌体包裹后分泌至血中，

经 TLR4 受体和 RAGE 通路导致肝脏细胞脂肪变和炎症反应。 

结论 通过构建 NASH―肠-肝轴‖小鼠模型，论证肠道菌群紊乱导致 NASH 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

现经外泌体包裹的 HMGB1 可能是其中的关键因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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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2 

炎症性肠病患者的心理症状及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张淑艳,刘炯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调查炎症性肠病群体的心理症状以及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为临床上伴有精神心理异常的

IBD 患者提供相应的心理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总医院消化内科病区确诊 IBD 患者

159 例，其中 CD 89 人，UC 70 人；健康人群 89 例。采用一般情况表、90 项症状清单（SCL-90）

与炎症性肠病生存质量问卷（IBDQ）、健康调查简表（SF-36）进行心理测评，根据得分进行统计

学分析，比较 IBD 患者的心理症状与其生活质量的影响。 

结果 IBD 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更易出现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敌对、偏执和其他方

面的特点，且程度更为严重；活动期 IBD 患者在躯体化、人际关系、焦虑、抑郁、敌对、偏执方面

更为突出，程度更为严重。但 UC 与 CD 间无明显差异（p>0.05）。IBD 患者的心理健康、躯体健

康及社会功能均受累。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疾病病情、抑郁、人际关系及偏执均是 IBD 患者生存质

量的影响因素。其中，活动期患者、抑郁及偏执症状高，生活质量差，而人际关系好，生活质量好。 

结论 面对合并焦虑、抑郁等异常心理症状的 IBD 患者，应尽早识别并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预及治疗，

缓解异常心理对患者造成的生理、心理损伤，致力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促进疾病的恢复。 

 
 

PU-0973 

中药黄芩汤以不同给药方式治疗实验性结肠炎的疗效比较 

 
吴慧敏,汪芳裕 

南京大学医学院 

 

目的 中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疗效显著，且在疾病活动期，使用灌肠给药相比于口服给药更普

遍，但效果及机制有待研究。 

方法  将 6-8 周龄雄性 C57BL/6 小鼠 24 只随机分为 4 组，每组 6 只，第 1 组饮用正常灭菌水作为

正常对照组，2～4 组以 2.5%DSS 饮用 7 天，其中第 2 组不予治疗作为模型组，第 3 组、第 4 组

从 DSS 造模第 5 天起分别给予黄芩汤灌肠、灌胃 1 次/天。每天记录小鼠体重、粪便性状、一般情

况，收集粪便、检测粪便隐血，计算疾病活动指数（DAI），第 10 天处死取血及结肠组织，测量

结肠长度、检测血清及结肠组织中的炎症因子 TNF-alpha、IL-1beta、IL-6，观察结肠组织切片，

评估比较各组的炎症程度。 

结果 除正常组外，DSS 处理的各组小鼠第 4 天均出现粪便隐血阳性，表明造模成功。黄芩汤灌肠

组及灌胃给药组的 DAI、血清 IL-1beta、IL-6 及结肠组织学评分均低于模型组，而结肠长度均高于

模型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黄芩汤灌肠组结肠长度相比于灌胃组更长，结肠炎症因子水平更

低，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疾病活动程度、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本研究证实，中药黄芩汤灌肠及灌胃给药对小鼠实验性结肠炎均有治疗效果，且灌肠给药在

改善结肠局部炎症方面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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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74 

窄带谱成像放大内镜技术对早期食管癌及其癌前 

病变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张惠晶,冯明亮,矫太伟,周环,刘梦园,孙明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NBI-ME 观察下食道病变 IPCL 分型对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诊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我院内镜诊治中心自 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发现食管黏膜表面异常的 102 例

（共 132 处病变）患者的内镜表现及临床病理资料，并分析 IPCL 分型对食道病变性质及浸润深度

的预判作用。 

结果 IPCL 为 A 型的病变中 95.0%（38/40）病理诊断为食管炎，IPCL 为 B 型的病变中 96.7%

（89/92）病理诊断为早期食道癌及癌前病变；NBI-ME 观察后术前活检病理与术后完整病理一致

性尚可(Kappa=0.485>0.4，P<0.01)；B1、B2、B3 型 IPCL 预判食道病变浸润深度的准确率分别

为 68.0%（34/50）、73.3%（11/15）及 100%（4/4） 

结论 NBI-ME 观察下对食道病变的 IPCL 进行 AB 分型，有助于对食管病变性质及浸润深度的预判，

同时结合病理结果及 EUS 等技术可实现对病变病情的综合评估，从而可以为患者制定最佳的治疗

策略 

 
 

PU-0975 

Histopathological scoring system can be helpful in 
diagnosing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 from suspected 

patients 

 
Yiqi Liu

1,2
,Ping Li

1,3
,Liang Liu

2
,Yilian Zhang

2
 

1.Tianji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2.Graduate School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3.Tianj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ver Diseases 

 
Objective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DILI) has been an increasing cause of severe acute liver 
failure, especially in susceptible patients. But there are no sensitive or specific criteria to 
diagnosing DILI. The scoring scales such as RUCAM are somehow in doubt. Thus we are trying 
to find characteristics in liver histopathology to perform a more objective way to diagnosing DILI.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made in 458 suspected DILI patie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from 1st January 2012 to 31st December 2017. We used RUCAM, Maria and DDW-J 
to evaluate 290 of them by three doctors respectively. The areas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curves (AUROCs) were calculated to determin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with 
comparisons using the DeLong test. And to those 302 who underwent a liver biopsy, the 
hist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pathology in different injury types were 
observed. The chi-square test was used for comparison of categorical data between groups, 
Mann-Whitney U test for two non-normal continuous datasets and the Kruskal-Wallis H test for 
more than two non-normal continuous datasets. 
Results There were 290 cases (63.3%) of hepatocellular type, 71 cases (15.5%) of cholestatic 
type and 97 cases (21.2%) of mixed type among 458 DILI patients; 290  (217/73) cases using 
RUCAM, Maria and DDW-J standard scor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AUROC) were 0.730, 0.793 and 0.764 respectively, and the critical value (cut 
off) were: 8, 11 and 8.5.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mainly include: steatosis in 204 cases 
(67.5%), hepatocellular cholestasis in 151 cases (50%), cell apoptosis in 139 cases (46%), 
eosinophile granulocyte infiltration in 131 cases (43.4%), central vein and/or portal v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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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ammation in 103 cases (34.1%), in 92 cases (30.5%), iron deposition in 90 cases (29.8%); 
Using DILI-Pathological Scroring System(DILI-PSS) combination of  three clinical diagnostic 
scales respectively, the AUROC of DILI were 0.843, 0.907 and 0.88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clinical score scales are limited in definite diagnose DILI, and liver 
hist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using DILI-PSS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diagnostic 
rate of DILI. 
 
 

PU-0976 

粪便钙卫蛋白预测溃疡性结肠炎镜下活动及严重程度的价值 

 
陈立亚,刘畅,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侵入性的肠镜检查是评估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肠道严重程度及黏膜愈合的重要方法。本

研究旨在探讨非侵入性的指标粪便钙卫蛋白（FC）对判断 UC 镜下活动及重度 UC 的优势，并分析

FC 与内镜下评分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于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消化内科住院的 70 例 UC 患

者资料，根据 UC 内镜严重程度指数（UCEIS）将 UC 患者分为镜下缓解（0～1 分）、轻-中度

UC（2～6 分）、重度 UC（7～8 分）。采用 SPSS 24 绘制 ROC 曲线分析各项指标[FC、降钙素

原（PCT）、白介素-6（IL-6）、C-反应蛋白（CRP）、血沉（ESR）、白细胞（WBC）计数、血

小板计数（PLT）、血红蛋白（HB）和白蛋白（ALB）]对判断 UC 镜下活动及重度 UC 的预测效

能，同时比较各指标与 UCEIS 的相关性。 

结果 镜下活动性 UC 患者 FC、PCT、IL-6、CRP、ESR、WBC、PLT 均显著高于镜下缓解者，

HB 和 ALB 水平显著低于镜下缓解者（P ＜0.01）；重度 UC 患者 FC、IL-6、CRP、ESR 和 WBC

水平显著高于轻-中度者（P ＜0.03），ALB 水平显著低于轻-中度者（P =0.002），而 PCT、PLT

和 HB 在两组间则无统计学差异（P ＞0.05）。除 HB 与 ALB 水平与 UCEIS 呈显著负相关（P ＜

0.001）以外，FC、PCT、IL-6、CRP、ESR、WBC 和 PLT 均与两者呈显著正相关（P ＜0.001）。

FC 与 UCEIS 相关系数为 0.826，FC 诊断 UC 镜下活动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933，当 FC＞

175.6μg/g 时对诊断活动期 UC 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其敏感性（SE）、特异性（SP）、阳性预测

值（PPV）及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 87.50%、90.91%、95.45%和 76.92%；FC 诊断重度

UC 的 AUC 为 0.876，当 FC＞781.1μg/g 时对诊断重度 UC 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其 SE、SP、PPV

及 NPV 分别为 88.89%、73.33%、66.66%和 91.66%。其诊断效能均高于其他血液指标。 

结论 与传统血液学指标相比，FC 是一种判断 UC 镜下活动和重度 UC 的较好指标。FC 与内镜下

表现相关性较好，可作为替代内镜检查对 UC 进行病情监测的非侵入性指标。 

  
 

PU-0977 

急性胰腺炎早期干预时效性的综述 

 
孙翰,柏小寅,吴东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评估入院后最初 24 小时内的早期干预对改善 SAP 患者的预后的意义。 

方法 综述相关文献，评估以下临床措施对于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的治疗意义：（1）预测病情

严重程度；（2）液体复苏；（3）早期肠内营养；（4）预防性应用抗生素；（5）急诊 ERCP。 

结果 强有力的早期治疗有利于降低 SAP 病死率，预防和减轻器官衰竭和胰腺坏死。早期液体复苏

是 SAP 的治疗基石。现有指南推荐根据以临床体征及生化指标（BUN、Hct）为导向确定补液量及

速度，首选乳酸林格氏液。早期经口进食或启动肠内营养比禁食及全肠外营养更能使患者获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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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患者耐受范围内尽早给予肠内营养。不推荐常规使用预防性抗生素。除非存在胆管持续梗阻或

急性胆管炎，否则不推荐早期 ERCP  

结论 最初 24 小时的治疗对改善 AP 预后至关重要。 

 
 

PU-0978 

内镜粘膜切除术治疗结肠息肉临床疗效观察 

 
姜淼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目的  探讨内镜粘膜切除术（EMR）治疗结肠息肉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2018 年 03 月-2018 年 04 月，100 例内镜下应用 EMR 方法术治疗结肠息肉及

息肉大小、部位、病理特点、内镜治疗情况。100 例病人依工藤分型分为 0-Is、0-Isp、O-Ip 型，其

中男 65 例，女 35 例；年龄 40 -76 岁，平均 61.23 岁；单发息肉 21 例，2 枚及以上的多发息肉

79 例；息肉大小 0.3cm 至 3.0cm。应用器械奥林巴斯 290 系列电子肠镜，海博刀系统，一次性圈

套器，黏膜注射针，注射液为 1:10000 肾上腺素+生理盐水+美蓝。术前 6h 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2 袋泡水 2000ml，2h 内口服，待排清水样便时可进行操作。肠镜进镜至回盲部，确定息肉部位后

于息肉基底部边缘口侧选取合适进针点，注射注射肾上腺素+生理盐水+美蓝溶液使病灶与黏膜下层

分离并明显抬举，收拢圈套器后高频电以电凝电切交替切除息肉，待息肉被切除后观察切口有无活

动性渗血、血管残端，根据创面情况使用止血夹、凝血酶喷洒等做预防出血处理。 

结果 100 例共 236 枚结肠息肉在内镜下行 EMR 术均成功切除；病理为炎性息肉 28 枚（11.89%），

增生性息肉 55 枚（23.30%），腺瘤性息肉 59 枚（64.83%）。 

结论 内镜下 EMR 治疗结肠息肉安全有效。 

 
 

PU-0979 

AGXT2L1 在消化系统肿瘤中的表达及其机制研究 

 
邓云超,于红刚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前期结果显示，AGXT2L1 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显著低于癌旁正常肝组织，其表达量与肝癌分

期显著相关，并参与脂质代谢，可能参与内质网应激、炎症及自噬，进而参与肿瘤发生发展。本研

究欲探究 AGXT2L1 在消化道肿瘤——胃癌、结肠癌、胰腺癌中的表达，并在细胞水平探究其在肿

瘤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在我院病理科收集胃、结肠的正常组织、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组织及各级

分化的癌组织石蜡块各 10 例，以及胰腺癌癌旁和癌组织石蜡块 10 对，切片，行 AGXT2L1 免疫组

织化学染色；收集胃、结肠、胰腺的癌组织及对应癌旁正常组织，提取蛋白和 RNA，分别行

western blot 和实时定量 PCR，在蛋白水平和 mRNA 水平检测 AGXT2L1 的表达量；在 pubmed

公共数据集上下载胃癌、结肠癌和胰腺癌的癌和癌旁的表达数据，在 mRNA 水平对比癌和癌旁的

表达量，并作生存曲线，使用数据集中的数据分析该基因与临床病例特征的相关性，使用 GSEA

软件预测该基因参与的信号通路。使用小分子 RNA 干扰技术敲低 SW480 和 HCT116 中的

AGXT2L1，使用 western blot 检测下游通路变化。计量资料的统计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的统计使

用卡方检验。 

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AGXT2L1 在正常胃、结肠和胰腺组织高表达，显著高于癌组织。癌和癌

旁组织的 western blot 和 qPCR，以及公共数据集显示，癌旁正常组织的 AGXT2L1 表达量显著高

于癌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GXT2L1 的 mRNA 表达量与结肠癌患者的年龄、AJCC 病例分级

显著相关；生存分析显示 AGXT2L1 表达高的患者总体生存率更高；GSEA 分析提示 AGXT2L1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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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脂合成相关；在结肠癌细胞系中用 siRNA 敲低 AGXT2L1 后，使用免疫荧光和 western blot 均显

示自噬增强，提示 AGXT2L1 可抑制自噬。 

结论 AGXT2L1 在消化系统肿瘤中低表达，可能作为分子标志用于病理、临床预后分析，该基因可

能通过影响脂质代谢、抑制自噬而参与消化道肿瘤的发生和发展。 

 
 

PU-0980 

The effect of polaprezinc on dextran sulfate (DSS)-induced 
acute mice colitis 

 
王征,杨红,张慧敏,金梦,陈轩馥,钱家鸣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olaprezinc on dextran sulfate (DSS)-induced colitis in mice.  

方法 Methods :Acute colitis mice was induced by 2.5% DSS water. Meanwhile, mice with colitis 

were treated with polaprezinc (30mg/kg or 200mg/kg) and 5-ASA for 10 days 
respectively(n=6,n=5,n=6).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n=5) received the same amount of saline. We 

monitored and recorded the information of body weight、stool property、fecal occult blood and 

hematochezia in each group everyday. At the last day of administration, the mice were 

sacrificed ,and then Disease activity index (DAI) 、  histological tissue damage 、 intestinal 

epithelial proliferation and barrier function were assessed.  

结果   Results： Compared with DSS colitis group (n=5) , the DAI scores and pathological scores 

of colitis groups treated with polaprezinc or 5-ASA were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P<0.001，

P<0.001 ， P=0.004 ； P=0.129 ， P<0.0001 ， P=0.003)  after 10-days therap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western blotting analysis and RT-PCR  revealed that polaprezinc 
treatment obviously enhanced the expression of occludin and E-cadherin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which is dose-dependent.  

结论 Conclusion: Polaprezinc treatment is effective on dextran sulfate (DSS)-induced colitis in 

mice by enhancing intestinal epithelial barrier function.  
 
 

PU-0981 

炎症性肠病患者心理一致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吕红利,王丽娟,许诺,陈薇,汪芳裕,施慧,张淑艳,胡林峰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了解 IBD 患者心理一致感现状和影响因素，为临床护士进行有效护理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心理一致感量表对某三级甲等医院 118 名 IBD 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影

响因素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本组患者的心理一致感总分为（63.18±13.73）分，条目平均分为（4.89±1.70）分，价值感、

管理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条目平均分分别为（4.98±1.63）分、（4.86±1.75）分、（4.76±1.70）分；

心理一致感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婚姻状况、腹痛、工作（学习）状态、体质指数及并发症数目

（P<0.05）。 

结论 IBD 患者的心理一致感处于中低等水平，且受个人基本资料及病情特点等因素的影响；护士应

采取必要的护理干预措施，提高患者的心理一致感水平。 

  
 

PU-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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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甾体类抗炎药对急性胰腺炎治疗意义 

 
柏小寅,吴东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炎症因子的产生及释放是急性胰腺炎（AP）发病机制的重要环节。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

作为最常见的抗炎药物，已被应用于治疗多种炎症性疾病。近年来较多研究表明 NSAIDs 药物吲哚

美辛可预防 ERCP 术后胰腺炎；但对于 AP 的治疗作用尚不明确。本综述针对吲哚美辛在减轻全身

炎症反应及预防器官衰竭方面，对急性胰腺炎的治疗价值。 

方法 综述吲哚美辛治疗 AP 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 

结果 诸多动物实验结果提示 NSAIDs 在治疗 AP 方面具有良好的前景，但药物确切的疗效最终还是

需要通过规范的临床试验来证实。但目前关于 NSAIDs 治疗 AP 的临床研究为数不多，且研究方法

学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有待今后高质量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来证实该类药物对于 AP 的疗效。 

结论 NSAIDs 药物治疗急性胰腺炎具有一定的理论前景，但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加以验证。 

 
 

PU-0983 

行结肠镜检查患者的意愿及肠道准备现状调查与分析 

 
卢玉文,周岩岩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调查和分析行结肠镜检查患者的意愿及肠道准备现状。 

方法 结合肠道检查相关问题与一些基本问题形成自制问卷。对门诊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于检查当

日发放问卷，回收问卷后采用双变量分析以及频率分析来探讨行结肠镜检查患者的现状。 

结果 肠道清洁度与年龄、职业、对身体及心理的影响、预约台人员满意度有关（P<0.05），与性

别为边缘性显著（P=0.05）。120 例结肠镜检查结果显示，50.5％的患者无异常，剩余 49.5％的

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病变。在所有检查原因中，由于体检前来检查者占 38.3％，排便异常检查者

为 35％，其余检查原因占 26.7％。在所有的体检者中，患病率为 48.8％。 

结论 通过宣传肠道疾病相关知识提高群众体检意识，增加体检率，防治肠道疾病。 

 
 

PU-0984 

肝硬化患者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套扎术后疼痛评估现状及分析。 

 
骆欧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自 2017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已全面开展了对住院患者进行疼痛评估，为了了解住院患者疼痛

现状，分析护理人员疼痛认知水平对患者疼痛状况，为进一步开展全方位疼痛管理提供一些有益帮

助。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华西医院消化内科一病区进行 EVL 治疗的 234 例

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估分析 EVL 治疗术后当时、夜间、术后第一天疼痛评分，以及对患者精神状

况、睡眠情况的影响进行分析。 

结果 术后返回病房时有 31.62%的患者诉疼痛，疼痛强度为 2~5，平均 3.2± 2.4；夜间有 14.96%

的患者诉疼痛，疼痛强度 4~8，平均 6.4± 4.9；术后第一天疼痛 89.31%，疼痛强度 2~6，平均

5.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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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目前护士术后疼痛评估循证实践水平较低，术后疼痛评估虽已常规进行，但是仍缺乏全面疼

痛评估和动态评估，EVL 患者的疼痛仍然未得到充分的缓解和处理。 

 
 

PU-0985 

临床规范化治疗与幽门螺旋杆菌根除率的相关研究 

 
刘静,李月月,纪超然,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感染可导致胃炎和包括消化性溃疡、胃癌和胃黏膜相

关淋巴组织淋巴瘤在内的多种疾病。根除 Hp 治疗是预防和治疗这些疾病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

由于临床工作中存在 Hp 根除方案不规范、疗程长短不一、剂量不足、Hp 耐药菌株的存在、患者

依从性差、基因 CYP2C19 快代谢型等多种原因，致使根除 Hp 治疗失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且治

疗失败所引发的抗生素继发耐药又进一步增加了补救根除治疗的难度。本研究旨在探讨临床工作中

幽门螺旋杆菌根除失败的原因，以更好地规范临床实践。 

方法 前瞻性地收集 Hp 根除失败的成年患者的基本信息、既往根除次数及用药方案、药品信息、服

药期间不良反应、消化不良症状，并行 胃镜及抗生素敏感性试验检查。 

结果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共纳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门诊 205 例拟行 Hp 补救治疗的患者，

其中幽门螺杆菌培养阳性率（171/205，83.4%）。在 Hp 根除失败的患者中 Hp 对克拉霉素、甲硝

唑及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47.0%、92.0%、52.5%。既往应用含铋剂四联方案的患者

<50%，疗程不足 14 天者＞70%。 

结论 临床实践中 Hp 根除方案（剂量及疗程）不规范、抗生素选择策略不规范、Hp 高耐药率等原

因与 Hp 根除失败相关。 

  
 

PU-0986 

炎症性肠病生活功能问卷的汉化及临床应用研究 

 
马涵

1
,楼丹娜

2
,虞朝辉

1
,陈李华

1
,厉有名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组慢性肠道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包括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及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IBD 的《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ICF）核心分类量表 IBD 生活功能问卷（IBD-disability index, IBD-DI）是

2012 年依据 WHO 制定的 ICF 设计的，用于评价炎症性肠病患者在健康领域及各个方面的功能受

限程度的客观指标。本研究拟将国外版 IBD-DI 汉化，制定出适合我国的 IBD 患者的 IBD-DI，并初

步探索其在评价 IBD 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的应用。 

方法 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浙大一院门诊及住院确诊 IBD 患者进行 IBD-DI原始问卷调查

（医师填写）及 IBDQ（IBD 生活质量问卷，自评量表）。IBD-DI 原始问卷包含身体机能、活动参

与度、生理症状、环境因素四方面内容。问卷的校正包含问卷内容的删减、信度及内容效度的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浙大一院门诊及住院确诊 IBD 人群、体检人群进行 IBD-DI汉化版本、

HAMD（抑郁量表）、HAMA（焦虑量表）调查，评价其一致性及差异。 

结果 （1）149 例 CD 患者和 31 例 UC 患者完成了 IBD-DI 原始问卷调查。经删减后得到包含 14

个问题，10 个维度，4 个方面内容的 IBD-DI 汉化问卷。问卷信度系数 Cronbach's α 为 0.872。

IBD-DI 与 IBDQ 显著相关（-0.797，P<0.001）。（2）70 例正常对照，120 例 CD 患者及 30 例

UC 患者纳入研究。IBD-DI 问卷与 HAMA、HAMD 显著相关（Pearson 相关系数 0.774,0.816，

Ps<0.001）。IBD 患者 IBDQ 得分低于 IBS 患者（180.53±37.02 Vs 213.23±16.10，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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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D-DI、HAMA、HAMD 高于 IBS 患者（20.42±8.92 Vs 8.21±4.10，8.02±6.45 Vs 4.20±4.10，

5.91±7.24 Vs1.20±3.49，Ps＜0.05）。 

结论 IBD-DI 汉化版本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IBD-DI 得分越高，生活功能越低；IBD-DI 可用于对

IBD 患者生活功能的评估，有助于临床医师进一步了解 IBD 患者心理及生理变化，进行及时干预。 

 
 

PU-0987 

Resveratrol improves liver fibrosis by upregulating 
endogenic Interleukin-10 to reprogramme macrophages 

phenotype 

 
bing yu,Wei Luo,Jiong-ming Lu,Shan-yu Qin,Bang-li Hu,Qing-yi Qin,Fei-fei Huang,Hai-xing Ji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esveratrol has been suggested to mediate liver fibrosis. The switch from classically M 
(LPS) to alternatively activated M (IL-4) macrophages shows to protect organs from fibrosis. 
However, the mechanisms remain unclear. The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resveratrol 
inhibited liver fibrosis by delivering IL-10 to promote the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Methods Liver fibrosis was induced by carbon tetrachloride (CCL4). mice were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with resveratrol three times per week for 4 weeks. In vitro experiments, LPS-
stimulated RAW264.7 were used to mimic the inflammatory environment. Liver fibrosis was 
assessed by histology, Masson’s trichrome staining, and the measurement of hydroxyproline. 
RNA levels by quantitative 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 Protein expressions 
were deter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and immunohistofluorescence.  
Results  In vivo, resveratrol improved CCL4-induced liver fibrosis,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M(IL-4) and IL-10,  whereas it suppressed the level of M(LPS). In vitro, resveratrolpromoted the 
M(LPS) switch to M(IL-4)macrophage and elevated the expression of CD206 and iNOS as 
wellMeanwhile, IL-10 increased in both M(IL-4) and M(LPS). 
Conclusions Resveratrol relieved liver fibrosis by producing more IL-10 to promote the 
polarization of M(LPS) to M(IL-4)-like macrophages.  
 
 

PU-0988 

培菲康对抗菌药物相关肠道菌群失调的预防作用 

及肠道 微生态影响 
 

吴建浓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益生菌制剂培菲康对抗生素相关肠道菌群失调的预防作用和肠道微生态影响的研究。 

方法 通过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对因各种感染需静脉使用 β-内酰胺类或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7 天

者，分为三组：照组（NC）、低剂量组(LP)和高剂量组(HP)，每组各 75 例；NC 组只使用抗生素，

不加服任何肠道微生态制剂；LP 组抗生素＋常规剂量培菲康（4 颗，BID,疗程 14d），HP 组抗生

素＋高倍剂量培菲康（8 颗，BID，疗程 14d）；观察抗菌药物使用后 7d、14d 抗生素相关性肠道

菌群失调、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等发生率，抽取每组 10 例病人在使用抗生素前、第 7d、第 14d 通过

16S rDNA测序分析粪便菌群结构和多样性的变化。 

结果 1）完成研究共计 196 例，（2）7d、14d 三组抗生素相关肠道菌群失调发生率为 21.88%、

14.93%、6.15%和 25%、14.93%、4.62%,HP 组 7d、14d 抗生素相关肠道菌群失调发生率显著低

于 NC 组（p<0.05）,14d HP 组抗生素相关肠道菌群失调发生率显著低于 LP 组（p<0.05）；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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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 LP 组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发生率显著低于 NC 组（p<0.05）。（3）16S rDNA 测序结果显示，

抗菌药物使用后，第 14 天肠道微生态丰度较使用前显著下降（p<0.05），加用不同剂量培菲康干

预后，肠道微生态丰度较使用前无显著下降（p＞0.05）,同时 HP 组 Parabacteroides 属第 14d 较

干预前高(P<0.05)， LP 组 Phascolarctobacterium 属第 14d 较干预前低(P<0.05)。 

结论  1. 高倍剂量培菲康可预防抗生素相关肠道菌群失调的发生。2.抗生素使肠道微生态的丰度下

降，第 14d 更明显。3.高倍剂量培菲康能稳定肠道微生态平衡。4. 高剂量组培菲康可促进

Parabacteroides 恢复。 

 
 

PU-0989 

探讨不同性别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在重症病房的临床特点 

 
向红雨,周中银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性别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Non variceal upper digestive hemorrhage，

NVUGIB）在重症病房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2017 年入住我院重症监护室的 NVUGIB 患者 100 例。所有患者严格按照

Glasgow－Blatchford(GBS)评分进行筛选。按性别分组，并比较两者临床特点及预后差异。 

结果 NVUGIB 重症病房中常见病因为消化性溃疡，且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生命

体征方面，男性组血压、血红蛋白及心率均较女性组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

组合并基础疾病患者比率较女性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组远期预后差且死

亡率较女性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NVUGIB 重症病房中常见病因为消化性溃疡，且男性在生命体征（心率、血红蛋白）、基础

疾病以及远期预后方面均差于女性。 

 
 

PU-0990 

PVC 血管层级管理在无痛胃肠镜麻醉治疗中的应用 

 
叶玲玲,李丹,赵阳 

301 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讨外周静脉短导管血管层级管理在无痛胃肠镜检查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通过 WS/T433-2013《静脉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范》及 2016 年 INS 指南证据支持，制定无痛

胃肠镜麻醉治疗中外周静脉短导管（PVC）血管层级管理方案，将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2 月行

无痛胃肠镜检查的 740 例患者进行随机分组，试验组使用血管层级管理方案进行管理，对照组使用

常规方案，比较两组患者的静脉治疗不良事件发生率及医护满意度。 

结果 试验组外周静脉短导管在无痛胃肠镜检查中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试验组的医护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使用 PVC 血管层级管理管理可明显减少者无痛胃肠镜检查患者静脉治疗不良事件的发生，提

高治疗期间医护满意度，有利于无痛胃肠镜患者的静脉治疗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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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1 

IBS 患者肠道菌群对肠上皮内淋巴细胞的调控机制研究 

 
于宇,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人体内大概有 100 万亿肠道微生物，300-1000 种不同的物种，其中 99%的细菌来自约 30 或

40 种。肠道菌群和人类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肠道细菌在维持免疫和代谢体内平衡和防止病原

体中起关键作用。当肠道内环境发生改变时，可导致肠道菌群失调，诱发疾病发生；肠上皮内淋巴

细胞（iIEL）定位于肠上皮细胞（IEC）间，正常成人平均每 100 个 IEC 间有 6~40 个 iIEL。iIEL

与 IEC 紧密接触且与含有多种抗原的局部微环境密切相关，均表明其具有黏膜免疫功能，本研究旨

探究 IBS 病人 iIEL 的变化情况以及 IBS 病人肠道菌群是否参与对 iIEL 的调节。 

方法 该研究中动物实验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临床上各收集 5 例 IBS-D 患者以及健康人（对照）粪便样本，分别混合制备成悬浊液后，

移植至经抗生素处理 1 周后的小鼠体内，收集各组小鼠小肠组织，提取 iIEL，流式分析各组之间

iIEL 及其亚型的变化； 

第二部分：利用 TNBS 建立经典小鼠 IBS 模型，收集小鼠小肠组织，提取 iIEL,流式分析各组之间

iIEL 及其亚型的变化。 

结果 TNBS 造模组小鼠相较正常小鼠其小肠 IEL 数量有增加的趋势，但无统计学差异,但 IEL 亚群

有明显变化，IBS 造模组 γδ TCR+IEL 数量增加（P＜0.01），αβTCR+IEL 数量降低（P＜0.01）；

粪菌移植实验组，移植 IBS 病人粪便组相比于移植健康人粪便组，小肠 IEL 数量及各亚型比例变化

与造模组有类似趋势，但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IBS 患者肠道菌群对小肠 IEL 并无明显影响。 

 
 

PU-0992 

人工智能电子染色内镜在消化道疾病诊治中的应用 

 
杨雅蓉,刘畅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介绍 FICE（Fuji intelligent chromoendoscopy,FICE）技术即人工智能电子染色技术，是通过

彩色电荷耦合元件和智能分析软件的―后处理‖将多个光谱重建合成图像的消化内镜检查方法。 

方法 从 FICE 技术的定义和原理、在各类消化道肿瘤诊治的应用现状、与其他内镜技术对比的优点

三个方面来介绍人工智能电子染色技术在消化病的诊治中的进展。 

结果 FICE 技术能用于观察肿瘤表面毛细血管结构，对肿瘤的诊断、治疗提供帮助。提高各类消化

道肿瘤的诊断率和治疗率。 

结论 FICE 技术在各类消化道肿瘤诊治中优于传统内镜方法。 

 
 

PU-0993 

Cavernous Transformation of Portal Vein: Report of 50 
Cas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Qinsi Wan,Bimin Li,Xuan Zhu,Anjiang Wa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etiology, clinical manifestation, diagnostic methods and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cavernous transformation of portal vein (CT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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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dopting retrospective method analyze a series of 50 cases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06 to February 2018. The overall clinical featur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TPV were compared. 
Results 50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CTPV, 48% were female and 52% were male. 10 
patients (20%) with unknown etiology was the primary CTPV. The secondary CTPV has a higher 
incidence of liver cirrhosis (38%) and celiac operation (26%).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32) between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terms of etiology by chi-square test analysis. Higher 
proportion of youth population was in primary CTPV group.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hematological parameters abnormality were lack specificity between different etiology groups. 
Moreo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noted among the gender, age and etiology between 
different Child-Pugh score of liver function. Currently, CTPV can accurately diagnosed by 
ultrasound or abdominal enhanced CT. Endoscopic and surgery therapy are effective approaches 
for varices bleeding. Interventional surgeries and splenectomy are conducive to decrease the 
pressure of portal vein. However, every therapeutic method has its limitations. And no consensus 
was found on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CTPV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Conclusions CTPV is a rare disease of unknown etiology. The currently therapy of CTPV is no 
more different from treatment of portal hypertension, which involves pharmacotherapy, 
endoscopic therapy and surgical management. Larger series with long-term follow-up are 
considered necessary to provides early and appropriate treatment advice and prevention tips. 
 
 

PU-0994 

自拟复方中药汤剂对肝纤维化大鼠相关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 

 
叶国荣,舒建昌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观察自拟复方中药汤剂治疗大鼠肝纤维化时肝组织中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金属蛋

白酶组织抑制因子-2（TIMP-2）、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的表达，初步探讨自拟复方中药汤

剂治疗肝纤维化的机制。 

方法 100 只雄性 SD 大鼠建立四氯化碳大鼠肝纤维化模型，造模后分别以含低、中、高剂量姜黄的

自拟复方中药汤剂给随机分组的大鼠灌胃处理，以小柴胡汤和复方鳖甲软肝片为阳性对照，12 周

后处死大鼠，留取肝同一部位新鲜肝组织，行苏木素-伊红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肝组织

MMP-2、TIMP-2、CTGF 表达，专业图像分析软件（AxioVision，4.5 版，Germany）进行图像分

析。 

结果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各治疗组肝纤维化病变程度减轻(P=0.014)，而 MMP-2 的表达量增加

（P=0.001），TIMP-2 的表达量减少（P＜0.05)，CTGF 阳性表达明显减少（P＜0.05)。 

结论 自拟复方中药汤剂可以减轻肝纤维化大鼠的肝纤维化病理改变；可能与其抑制促肝纤维因子

CTGF、TIMP-2 的表达，促进抗肝纤维化因子 MMP-2 表达增多有关。 

 
 

PU-0995 

角蛋白 1 对实验性结肠炎小鼠肠黏膜屏障功能的影响 

 
吴静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 DSS 诱导结肠炎模型和 MP 干预实验，观察炎症并检测肠黏膜中 KRT1 和 claudin-2、

occludin 及 ZO-1 的表达情况，初步探讨 KRT1 对结肠炎小鼠肠黏膜屏障功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1.DSS 诱导结肠炎小鼠模型： 

2.雄性 SPF 级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DSS 模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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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I、体重变化以及结肠黏膜组织病理学评分； 

4.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 KRT1、claudin-2、occludin 及 ZO-1 蛋白的表达水平。 

5.甲泼尼龙干预实验： 

6.分为对照组、DSS+ HPMC 组、DSS+MP 组。 

7.观测指标和检测方法同第一部分。 

8.结果统计与分析： 

9.应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结肠黏膜中蛋白的表达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DSS 诱导结肠炎小鼠模型：与对照组相比，DSS 模型组体重下降；DAI 评分增加，组织

病理评分增加；免疫组化显示结肠黏膜 KRTI、occludin 和 ZO-1 蛋白表达较对照组减少，而

claudin-2 蛋白表达增加。 

2、甲泼尼龙干预实验：与对照组相比，DSS+HPMC 组体重下降；DAI 评分增加；结肠组织见黏

膜缺损和不同程度的炎性细胞浸润，组织病理评分增加；免疫组化显示结肠黏膜 KRTI 、occludin

和 ZO-1 蛋白表达减少，claudin-2 蛋白。予 MP 干预后， DAI评分降低；结肠组织示中性粒细胞浸

润减少；免疫组化显示结肠黏膜 KRTI 、occludin 蛋白表达增加，ZO-1 蛋白稍增加，claudin-2 蛋

白表达减少。结肠黏膜 KRT1 与 occludin、ZO-1 表达呈正相关，与 claudin-2 呈负相关。 

结论 1、KRT1、claudin-2、occludin、ZO-1 蛋白参与 UC 的发病过程； 

2、在 UC 治疗中，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不仅发挥抗炎作用，而且可能通过影响细胞骨架蛋白和紧密

连接的表达来调节肠黏膜屏障功能。 

3、细胞骨架蛋白 KRT1 可能与紧密连接蛋白联合作用维持肠黏膜屏障功能。 

 
 

PU-0996 

补中封髓丹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 30 例 

 
郑伟伟 

温州市中医院 

 

目的 复发性口腔溃疡又称复发性阿弗他溃疡或复发性阿弗他口炎，是口腔黏膜病中最常见的溃疡

类疾病。其因病复杂，反复发作，缠绵难愈，且近年来的发病率逐年增长。该病的临床表现多见周

期性复发并具有自限性，现代医学在治疗上无特效药[1]。因此中医药在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价值

逐渐凸显，但目前中医界对口腔溃疡的认识仍停在―火热炽盛‖上，用药基本是清热泻火，日久戕伐

胃气，也致使部分口腔溃疡能暂时解决，但终是不能阻止复发，病人痛苦，病情顽固。笔者通过多

年临床发现，根据李东垣―脾胃虚弱，阴火得以乘其土位‖理论，采用中药补中益气汤合封髓丹治疗

该病取得显著疗效，并对 30 例复发性口腔溃疡进行了临床观察， 

方法 生黄芪 15g，生白术 15g，党参 15g，升麻 15g，柴胡 10g，当归 9g，甘草 10g，黄柏

10g  砂仁 10g，每日 1 剂，28 天为一个疗程，5/2 服法（即服药 5 天，停药 2 天）。六个月后随访。 

结果 治愈 29 例，好转 1 例，所有病例均在服药 3-5 天后起效。 

结论 补中益气汤升清阳，结合封髓丹敛阴火，可升阳补土，恢复脾胃生机，利于溃疡愈合，减少

复发。临床观察表明，补中封髓丹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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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97 

粪菌移植治疗自闭症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 

 
李宁,魏艳玲,陈东风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又称为自闭症）是一种复杂的神经障

碍性疾病，主要表现为社会交流障碍及重复刻板的行为。目前病因不清，多项研究都显示 ASD 的

肠道微生物结构、数量与健康人具有显著区别。粪菌移植稳定孤独症患者的肠道菌群，已成为孤独

症治疗的新策略，引起国内外重视。本研究采用粪菌移植的方法治疗自闭症，以了解粪菌移植治疗

自闭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为后期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自身前后对照的开放性研究，纳入患者 40 例，其中男性 37 例，女性 3 例，并

分为口服胶囊组和胃十二指肠组，治疗前后分别检测血常规、肝肾功能、淋巴细胞亚群、血清神经

递质、小肠透力性分析、氢气甲烷呼气试验、大便 16S RNA 等指标，并进行胃肠道症状评分、孤

独症相关量表评分，对比分析移植前后上述各指标的变化。 

结果 共纳入 40 名孤独症患者，随访 12 周，结果发现受试者的胃肠道症状减轻了约 86%，腹泻、

便秘、消化不良及腹痛等症状得到明显改善，且改善作用在治疗结束后 4 周仍持续保持。孤独症症

状得到了显著改善，且改善作用也维持至治疗结束后 4 周。测序分析表明供体的部分菌群被成功移

植至受试者肠道内，受试者的肠道菌群环境得到了有益改善，其肠道内的细菌多样性有所增加，双

歧杆菌的丰度在治疗后也有所增长，且增长效果可维持至治疗停止后 4 周。 

结论 粪菌移植治疗自闭症安全有效，可改善 ASD 的 GI和行为症状，改善肠漏。 

 
 

PU-0998 

白介素-21 基因多态性与慢性乙型肝炎核苷类似物治疗 

HBeAg 血清学应答的关系 

 
胡璇,叶俊钊,邵琮翔,李福曦,钟碧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的转归差异巨大，病毒特征、机体免疫状态及遗传多态性的影响参与其

中。IL-21 是滤泡辅助 T 细胞分泌促进 B 细胞成熟并产生抗病毒体液免疫应答的关键因子，本研究

分析 IL-21 单核苷酸位点多态性（SNP）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 HBeAg 血清学转换的关

联。 

方法 按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消化内科门诊且年龄性别匹配的

HBeAg 阳性 HBV 感染患者、符合口服核苷酸类似物指征且接受规律抗病毒治疗三年或以上患者共

200 例，其中按 1:3 的比例分别纳入 HBeAg 血清学转换组（转换组）50 例和非转换组（对照组）

150 例。HapMap 数据库中筛选 IL-21 未见文献报道的 SNP 多态性位点，以及已经在自身免疫性疾

病报道关联的位点，相关等位基因频率均>0.05，MassArray 时间飞行质谱生物芯片技术检测 SNP 

分型，所有患者同时应用流式微球法检测 IL-21 血清学水平。 

结果 转换组与对照组基线乙肝表面抗原水平、e 抗原水平及 HBV-DNA 载量均无差异（p 均大于

0.05）。 IL-21 及受体共有 3 个基因位点与抗病毒治疗乙肝血清学应答相关，分别是 

rs12505138(A>G)（OR：0.556，p=0.017）、 rs17005929(T>C)（OR：1.754，p=0.045）、

rs6840978(C>T)（OR：0.392，p=0.022），均为首次发现的阳性关联位点。但上述位点不同基因

型携带者 IL-21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对上述位点进一步进行单体型频率分布发现 rs17005929、

rs12505138 和 rs6840978 单体型频率表与血清学转换的关联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携带 T-A-C

（OR=1.775，p=0.021）和 C-G-T （OR=0.388，p=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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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携带 IL-21R 相应位点特定基因型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长期抗病毒治疗实现 HBeAg 血清学转

换密切相关。 

 
 

PU-0999 

蓝激光放大内镜技术在上消化道早癌诊断中的临床研究 

 
谢萍,桂冠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蓝激光放大内镜技术在消化道早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内镜中心检查的 100 例疑似消化道早癌病变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组: 蓝激光放大内镜组(50 例)和普通内镜组(50 例)。蓝激光放大内镜组发现疑

似早癌后活检送病理。普通内镜组内镜下发现疑似早癌后活检送病理。根据发现的早癌及癌前病变

所占比例确定蓝激光放大内镜在早癌诊断中的意义。 

结果 蓝激光放大内镜组病理活检发现早癌 8 例(16%),癌前病变 15 例(30%);普通内镜组发现早癌 2

例(4%),癌前病变 4 例(8%)。普通内镜组未检出早癌及癌前病变病例重新行蓝激光放大内镜后,又发

现早癌及癌前病变各 4 例。 

结论 蓝激光放大内镜技术在消化道早癌诊断中可以显著提高消化道早期癌及癌前病变的诊断率及

病理活检准确率,值得医院推广。 

 
 

PU-1000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zation of gut microbiota among 
faecal samples, colonic lavage and colonic biopsies in 

NAFLD patients 

 
Zhao Yang,Miao-Fang Yang,Ze-Xin Huang,Yue Guan, Juan Wei,Xin-Xin Jin, 

Hong-Zan Ji, Heng Lu,Hui Shi,Fang-Yu Wang 
Nanjing General Hospital， PLA， Nanjing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gut microbiota among faecal samples, 
colonic lavage and colonic biopsies in NAFLD patients. 
Methods NAFLD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t the outpatient of Nanjing General Hospital from May 
2017 to August 2017. All patients underwent colonoscopy by an experienced endoscopist. 
Colonic lavage and colonic biopsies were collected during the endoscopic procedure. Besides, 
mucosal samples were extracted from transverse colon and sigmoid colon for each patient, 
respectively. The day before bowel preparation, faecal samples of participants were collected. All 
above samples were used for 16SrRNA sequencing. The numbers of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TUs), diversity, evenness, the composition of microbiota and predicted functional community 
profiling were compared among faecal samples, colonic lavage, and colonic biopsies. 
Comparisons among three groups were tested with One-way ANOVA or Kruskal-Wallis H test. 
The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using the SPSS 24.0 software. A P value < 0.05 was 
regarded 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wenty participants were confirmed to have NAFLD based on the positive findings 
via transabdominal ultrasound o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he numbers of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TUs) among faecal samples, colonic lavage, and colonic biopsies were similar. 
Diversity and evenness among faecal, lavage and biopsy samples were diverse. Faecal and 
lavage samples had a higher alpha diversity and evenness based on the Shannon index and the 
shannoneven index, respectively, when compared to samples from transverse colon and sigmoid 
colon. However, diversity and evenness of faecal and lavage samples were not different,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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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the same result comparing samples from transverse colon and sigmoid colon. The 
differences seen were driven by the presence of 8 genera including Blautia, Dorea, Collinsella, 
Ruminococcus, Fusicatenibacter, Roseburia, Eubacterium hallii group, Clostridium, which were in 
higher relative abundance in faecal and lavage samples and were either not present or in low 
relative abundance in biopsy samples. While a further 2 genera, especially Escherichia-Shigella 
were present in higher amounts in the biopsy samples compared to faecal and lavage samples. 
Besides, predicted functional community profiling based on 16S ribosomal ribonucleic acid (rRNA) 
data indicated minimal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types of samples. 
Conclusion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gut microbiota among faecal samples, colonic lavage, and 
colonic biopsies in NAFLD patients is inconsistent. The diversity of Escherichia-Shigella and other 
8 genera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different compositions of microbiome among three types of 
samples. 
 
 

PU-1001 

克罗恩病术后复发合并十二指肠－回结肠瘘一例合并文献复习 

 
陈洋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提高对克罗恩病及其并发症的认识，避免误诊误治，多学科协作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克罗恩病术后出现十二指肠－回结肠瘘的病例的诊治过程并综合文献复习。 

结果 患者男，52 岁，因―腹痛 2 年，腹泻 1 年，便血 1 月余‖ 入院。2009 年 9 月突发全腹绞痛，排

气排便停止，外院诊断―肠梗阻‖。手术探查中见―大网膜与升结肠粘连，升结肠狭窄、增厚，回盲部

及回肠扩张‖，考虑―升结肠癌‖可能性大，遂切除横结肠肝曲肛侧 10cm 至距回盲部 20cm 回肠，行

回肠-横结肠端侧吻合。病理示―炎症、溃疡‖。术后未予治疗。2010 年 8 月出现腹泻伴口腔异味、

低热、盗汗。2011 年 9 月排暗红色血便，Hb 55g/L。胃肠镜示吻合口、回肠末端多发环形溃疡。

为进一步诊治入院。病程中体重下降 20kg。既往史：十二指肠溃疡、右下肢胫前溃疡。入院检查：

血常规：WBC 14.88×109/L，N% 94%，Hb 106g/L，PLT 350×109/L；肝肾功：ALb 33g/L；ESR 

84mm/1h，hsCRP 65.79mg/L。PPD（++）、T.SPOT-TB(-)；ANA19 项、ANCA、肿瘤标记物(-)。

小肠 CT 重建：远段回肠至吻合口肠壁增厚伴异常强化；十二指肠与远段回肠及近段结肠间见两处

内瘘窦道（见图 1）。胃镜：十二指肠降部瘘口；结肠镜：回肠-横结肠端侧吻合口通畅，吻合口口

侧可见环形浅溃疡，可疑瘘口（图 3）。诊断 CD 伴多发肠内瘘形成。入院后空肠营养管 3 周。经

多学科讨论后行剖腹探查、十二指肠-回肠瘘及十二指肠-结肠瘘切除、十二指肠瘘口修补、远端胃

大部切除、胃空肠 Roux-en-Y 吻合、回-结肠吻合肠段切除再吻合、十二指肠置管引流、空肠穿刺

置管术，恢复良好（见图 4-6）经口进食。2012 年 1 月 17 日开始予英夫利昔 300mg 治疗 8 程，

后改用硫唑嘌呤 100mg 1 次/日维持。随诊患者病情稳定。 

结论 克罗恩病（CD）诊断需依靠临床、影像、病理综合判断。常伴瘘管、梗阻等并发症。肠瘘、

肠腔狭窄或造成严重腹泻时需手术。综合病变部位、严重程度、内科治疗情况、全身状况及患者意

愿等多因素做出选择。术前合理的 EN 支持提供营养保障。术中尽量保留未受累肠段。术后硫唑嘌

呤等免疫抑制剂和英夫利昔等生物制剂可降低 CD 术后复发率。近年来 CD 的治疗目标已从黏膜愈

合转向深度缓解，重视内镜监测复发，早期发现，及时干预。多科协作、合理选择治疗、规律随诊，

改变疾病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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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2 

阿司匹林所致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特点 

 
王泽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阿司匹林所致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 2018 年 1 月至 3 月消化性溃疡的患者 138 例，其中口服 

阿司匹林的患者 48 例作为观察组.将 48 例患者分成一个月内发生溃疡组，一个月以上发生溃疡组。

胃溃疡组，十二指肠溃疡组。无消化道症状组，有消化道症状组。 

结果 1.阿司匹林所致消化性溃疡在一个月内的患者 30 例，占 62.5% 

2.阿司匹林所致消化性溃疡中胃溃疡患者 28 例，占 58.33.所致十二指肠溃疡 20 例，占 41.67% 

3.阿司匹林所致消化性溃疡中无消化道症状的患者 36 例，占 75%，有消化道症状的占 12 例，占

25%。 

结论 1.阿司匹林所致消化性溃疡在服用早期一个月内更容易出现 

2.阿司匹林所致消化性溃疡以胃溃疡更常见 

3.阿司匹林所致消化性溃疡常无消化道症状。 

 
 

PU-1003 

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内镜下治疗失败的危险因素分析 

 
谢萍,范惠珍,桂冠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acute nonvariceal upper gastrointcstinal bleeding,ANVUGIB)

内镜下止血治疗回顾性分析,寻找内镜治疗失败的相关危险因素,早期识别再出血及死亡的高危患者,

探讨其临床应用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因 ANVUGIB 并行内镜下止血在宜春市人民医院消化科住

院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共 248 例,其中男 145 例,女 103 例。按首次内镜下止血治疗后成功与否,分为

成功组和失败组。分别通过对一般资料、临床情况、出血至内镜下止血时间、实验室检查、内镜下

表现、Rockall 评分、进行统计学分析,寻找有差异的变量.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以

内镜成功与否为应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寻找内镜治疗失败的危险因素,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均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年龄、输血情况、尿素氮、白蛋白、凝血酶原时间在内镜下止血成功组与失败组结果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出血史、慢性病史、非甾体药物史、出血至内镜下止血时间、休

克指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红细胞压积、肝功能、肌酐、术前用药、出血部位、出血程度分

级、病变大小、Rockall 评分、在内镜下止血成功组与失败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用

Logistic 回 归 分 析 , 年 龄 (OR=1.071,95%CI:1.009-1.147) 、 凝 血 酶 原 时 间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OR=1.682,95%CI:1.053-2.693),是初次内镜下止血失败,需要介入、外科治疗或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论 对年龄较大、凝血酶原时间延长的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进行首次内镜下止血失败

的危险性较高,可能需要进一步介入治疗、外科手术治疗,或死亡的危险性增高.对于血尿素氮异常、

白蛋白显著下降、有输血史的患者,需警惕再次出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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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4 

吉林市 400 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病抗病毒级耐药情况调查 

 
王晓燕,刘爽,孙震,王宏光,隋福荣 

吉林市人民医院 

 

目的 调查吉林市 400 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病患者核苷（酸）类似物治疗效果及耐药的情况，分析

耐药产生的原因，为临床规范治疗及合理用药提供科学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调查自 2003 年-2017 年在吉林市人民医院就医的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病患

者，共 400 例，其中男性 189 例，女性 211 例，统计治疗时间、药物种类等基本信息，并通过对

外周血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乙型病毒性肝炎病毒脱氧

核酸（HBV-DNA）定量检测，对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吉林市地区在 2003 年-2017 年在吉林市人民医院就医的 400 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病患者中，

抗病毒治疗患者占 93%。40-50 岁人群接受抗病毒治疗最多。阿德福韦酯的应用最广泛，恩替卡韦

的治疗效果最佳。在 372 例接受治疗的患者中，采用单药治疗共 298 例，占 80.11%；联合治疗

74 例（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 59 例，拉米夫定+恩替卡韦 3 例，恩替卡韦+阿德福韦酯 11 例，拉

米夫定+替诺福韦酯 1 例），占 19.89%。拉米夫定在应用 1 年、2 年、3 年、4 年及 5 年以上（包

括 5 年）的耐药率分别为 6.78%，13.56%，18.64%，28.81%，32.20%。拉米夫定耐药后联合阿

德福韦酯是主要的治疗方案。 

结论 慢性乙型肝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以核苷类药物为主，最常用的抗病毒治疗的药物为恩替卡韦，

拉米夫定耐药率逐年增 

 
 

PU-1005 

老年营养不良与幽门螺杆菌感染之间的关系 

 
龙云 

昆明市延安医院 

 

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HP)感染与老年营养不良的可能关系。 

方法 选择同时期收治的营养不良老年患者 96 例(营养不良组)和营养正常的老年患者 104 例(对照

组)，分别采用碳 13 呼气试验及金标法检测幽门螺杆菌表达情况，阳性者诊断为 HP 感染；观察两

组患者 Hp 感染率。对营养不良组诊断为 HP 感染者予标准抗 HP 三联疗法，疗程 14 d，随访观察

老年患者食欲及体质量等变化。 

结果 营养不良组和对照组 HP 感染率分别为 60.42％(58／96)、25.96％(27／104)，P<0．01；营

养不良组 28 例诊断为 HP 感染者经三联疗法治疗 1 个月后，23 例(82％)食欲好转、体质量增加。 

结论 HP 感染在老年营养不良发病中具有一定作用，对营养不良老年患者进行 HP 感染检测及根除

治疗可为临床提供新思路。 

 
 

PU-1006 

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内镜治疗术后再出血 

危险因素评估分析 

 
谢萍,李骥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内镜治疗术后再出血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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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宜春市人民医院住院行内镜下治疗的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

道出血 450 例,按照术后有无再出血分为再出血组(80 例)和未再出血组(370 例)两组,详细记录比较

两组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寻找内镜治疗后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两组年龄、性别、饮酒史、抽烟史、消化道出血史、Ⅰb 级出血、Ⅱa 级出血、镜下治疗方法、

使用药物情况及血小板、白蛋白、凝血酶原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Ⅰa 级出血、出

血病变直径>2 cm、输血量>800 ml、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合并肝硬化、血红蛋白≤90 g/L 及凝血

酶原时间(PT)≥17 s 情况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Ⅰa

级出血、出血病变直径>2 cm、输血量>800 ml、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合并肝硬化、血红蛋白≤90 

g/L 及 PT≥17 s 为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内镜治疗术后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内镜治疗术后再出血危险因素包括Ⅰa 级出血、出血病变直径>2 

cm、输血量>800 ml、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合并肝硬化、血红蛋白≤90 g/L 和 PT≥17 s。对于具

有此类危险因素的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要及时镜下止血,在积极输血和纠正低血红蛋白

同时,密切监测凝血功能及肝、肾功能,以防止再出血。  

 
 

PU-1007 

干扰素-γ 基因多态性与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中患者 

HBeAg 血清学转换的关系 

 
胡璇,叶俊钊,邵琮翔,李福曦 ,钟碧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干扰素-γ（IFN-γ）及其家族是机体激活干扰素信号传导通路和启动抗病毒感染免疫网络中的

关键细胞因子。我国指南已将干扰素 λ3 基因多态性与丙型肝炎患者对 IFN-α 应答之间的相关性作

为干扰素治疗丙肝效果的预测指标，但干扰素-γ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是否可作为慢性乙型

肝炎抗病毒治疗中患者 HBeAg 血清学转换的关系预测指标仍不明确。 

方法 纳入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肝病门诊年龄性别匹配的 HBeAg 阳性 HBV 感染患者

共 200 例，均为接受规律口服核苷酸类似抗病毒治疗三年或以上患者，根据病例对照研究按 1:3 的

比例纳入 HBeAg 血清学转换组（转换组）50 例和非转换组（对照组）150 例。HapMap 数据库中

筛选 IFN-γ 未见文献报道的 SNP 多态性位点，以及在免疫及感染性疾病有阳性关联的位点，所选

等位基因频率均>0.05。SNP 分型由 MassArray 时间飞行质谱生物芯片技术检测，同时应用流式微

球法检测患者 IFN-γ 血清学水平。 

结果 转换组与对照组基线乙肝表面抗原水平、e 抗原水平及 HBV-DNA 载量均无差异（p 均大于

0.05）。共选取 IFN-γ2 个位点纳入分析，分别是 rs2069705 和 rs7956688，其中 rs2069705（OR：

1.123，p=0.649）和 rs7956688（OR：1.0，p=1.0）与患者 HBeAg 是否发生血清学转换均无统计

学关联。进一步分析不同基因型与血清 IFN-γ 水平关系，不同基因型携带组的 IFN-γ 浓度也无差异。 

结论 干扰素-γ 基因多态性与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中患者 HBeAg 血清学转换无关联，干扰素-γ

基因多态性在预测慢乙肝患者抗病毒治疗上价值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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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08 

基于 Fisher 判别模型：血清、腹水肿瘤标志物、球蛋白比值在

结核、恶性腹水中的诊断价值研究 

 
余韬,赖永康,陈幼祥,朱勇,舒徐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利用 Fisher 判别模型探究腹水血清中肿瘤标志物、球蛋白的比值对结核性及恶性腹水的鉴别

意义。 

方法 2013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腹水患者 63 例，根据 NOTES

（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术后病理或腹水细胞学结果将患者分成两组, 其中恶性组 31 例, 结核组 32

例, 同步检测血清腹水中肿瘤标记物、相关生化指标（白蛋白、球蛋白、乳酸脱氢酶）含量及计算

腹水与血清中同项肿瘤标记物、相关生化指标比值。以恶性腹水和结核性腹水组为分组变量，将有

统计学差异的比值项纳入 Fisher 逐步判别分析模型，得出 Fisher 判别式函数。为验证函数的判别

价值，利用相应指标数据构建 ROC 曲线与单因素诊断效能比较。 

结果 与结核组相比，恶性腹水组年龄偏大，发热、盗汗等伴随症状发生率更低（p＜0.05）。结核

性、恶性腹水之间血清腹水中 CEA、CA125、CA199、球蛋白单因素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

0.05），腹水与血清中 CEA、CA125、CA199、球蛋白的比值项同样有统计学差异（p＜0.05）。

单因素诊断效能最大的为腹水/血清 CA125 比值，其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823 灵敏度

0.871（27/31）特异度 0.687（22/32）。以腹水/血清 CEA、腹水/血清 CA125、腹水/血清 CA199、

血清/腹水球蛋白比值项建立 Fisher 判别模型，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908 灵敏度 0.838

（26/31）特异度 0.875（28/32）。 

结论 Fisher 判别法对于血清、腹水肿瘤标志物及球蛋白比值项构建判别模型可对结核性、恶性腹

水快速、有效的进行鉴别诊断，值得临床借鉴。 

 
 

PU-1009 

监测英夫利昔单抗血药浓度和抗抗体水平在治疗 

儿童炎症性肠病中的作用 

 
张娟,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监测英夫利昔单血药浓度和抗抗体水平在协助治疗儿童炎症性肠病中的作用。 

方法 总结我院 2014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应用英夫利昔单抗（类克）治疗的儿童炎症性肠病患儿的

病例资料。记录年龄、性别、疾病名称、用药前疾病评分(PCDAI、PUCAI)的疾病严重程度。所有

患儿用药前均完善血 CMV、EB 抗体及 DNA-PCR、T-SPOT 检测、术前免疫八项、血常规及 CRP、

便培养、便难辨梭菌、便找寄生虫检测，行 PPD 皮试及胸片，除外合并感染方能输注。把输注 1

次类克按 1 人次记录，记录总应用人次，单人应用次数，并记录用药过程中有无不良反应。部分疗

效欠佳患儿进行类克抗体及类克抗抗体检测。 

结果 期间共收治炎症性肠病患儿 19 例，年龄范围 2 月-13 岁，其中 2 岁以内发病 10 例，2~6 岁 3

例，6 岁以上 6 例。诊断克罗恩病 12 例，溃疡性结肠炎 7 例。其中 9 例患儿（8 例 CD 及 1 例 UC）

应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8 例 CD 均为中/重度活动（PCDAI 36.8±7.2），1 例 UC 为重度活动

（PUCAI 80 分）。研究期间共应用类克 69 人次。1 例 CD 患儿用药前 PPD 皮试 2+，T-SPOT 阴

性，未找到其他结核病灶，给予口服异烟肼及利福平后 2 周开始首次应用类克，之后监测 T-SPOT

及胸片均无异常。1 例 CD 患儿最多应用过 14 次，在应用后期效果欠佳，查类克血药浓度

5.20ug/ml(参考值>0.5)，抗类克抗体滴度升高 150ng/ml(参考值<30),TNF-α 升高 26.1pg/ml(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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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IBD 活动期 TNF-α 血清浓度的中位数约 30.5 pg/ml，缓解期 10.01-12.85 pg/ml)，后改用免

疫抑制剂治疗。1 例患儿用药 3 次后疗效欠佳，完善类克血药浓度测定明显偏低 0.04ug/ml,抗类克

抗体滴度不高<4ng/ml,调整第 4 次药物剂量为 10mg/kg。1 例患儿在治疗中疾病活动度评分升高，

完善类克血药浓度测定明显偏低 0.33ug/ml,抗类克抗体滴度升高 163ng/ml,考虑类克效果不好，换

用阿达木单抗 2 剂后症状有缓解，目前仍在随访中。 

结论 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儿童炎症性肠病效果较好，但随治疗时间增加可能会出现疗效衰减。对于

英夫利西单抗效果欠佳患者，及时检查类克抗体及抗抗体滴度，可为临床医师调整治疗方案提高可

靠依据。 

 
 

PU-1010 

同时性多发早期胃癌主要病变和次要病变临床 

病理学特点的相关性分析 

 
刘世育

1
,陈光侠

1
,吴传楠

1
,张海涵

1
,高立勇

1
,丁瑾

1
,张国新

2
 

1.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市立医院、徐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同时性多发早期胃癌（synchronous multiple early gastric cancer ，SMEGC）的主要病

变（main lesions）和次要病变（minor lesions）临床病理学特点及其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08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 994 例实施开放或腹腔镜手术的早期胃癌（early gastric 

cancer ，EGC）患者的病例资料，分析患者性别、年龄、肿瘤部位、肿瘤大小、病理类型、侵犯

深度、血型、术后淋巴结、淋巴脉管及神经转移等情况。采用 T 检验及卡方检验分析 EGC 及

SMEGC 淋巴结转移（lymph node metastasis，LNM）与各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结果 总共纳入 994 例 EGC，其中 27 例（2.72%）SMEGC。单发与 SMEGC 男性/女性比率分别

为 71.4%/28.6%，88.9%/11.1%（P<0.05）；溃疡有无的比率分别为 50.7%/48.3%，29.6%/70.4%

（P<0.05）；大体形态、浸润深度、LNM、淋巴脉管转移、神经侵犯、肿瘤位置、病理学类型及

血型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主要病变与次要病变在侵犯深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肿瘤大小、病理学类型、有无溃疡、大体形态及肿瘤位置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SMEGC 的主要风险因素是：男性及病变溃疡阴性；主要病变与次要病变临床病理学特点相似。 

 
 

PU-1011 

A novel role of cytoplasmic polyadenylation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3 in regulating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in colorectal cancer 

 
Qun Yan,Yuxin Fang ,Aimin Li,Side Liu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Nan 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ecently, as RNA-binding proteins, cytoplasmic polyadenylation element binding 
proteins (CPEBs) have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e functions of controlling gene expressions 
related to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via the 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However, the 
contribution of CPEB3 to the malignant development in cancers has not well understood.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biological and mechanical role of CPEB3 in colorectal cancer 
progression.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CPEB3 in colorectal cancer was analyzed using microarray data 
from oncomine and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database. Clinical significanc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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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ed in independent tissue microarray (TMA) with recorded follow-up data. Biological 
function of CPEB3 on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was detected in vitro and in vivo.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studies and RNA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gene sequencing (RIP-Sequence)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pivotal pathway and direct target gene regulated by CPEB3. 
Results We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CPEB3 was frequently decreased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which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Its 
downregulation promoted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and vice 
versa. Mechanically, CPEB3 binded with a large body of transcripts and overexpression of 
CPEB3 resulted in aberrant inactivation of multiple cancer-related pathways. In the case of Janus 
kinase 1 (JAK1), downregulation of CPEB3 induced active translation of JAK1, leading to 
abnormal activation of JAK-STAT signal pathway. 
Conclusions CPEB3 is a novel tumor suppressor in colorectal cancer, possibly in other digestive 
tract tumors. The 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target genes by CPEB3 plays a key role in 
colorectal cancer progression. 
 
 

PU-1012 

以肝衰竭为首发的白塞病 

 
廖艳霞 

萍乡市人民医院 

 

消化道症状在白塞病中并不少见，在成人患者中发生率可达 3%-25%；发病年龄越小消化道症

状越可能出现 [2]。其主要表现为非特异性腹痛、腹泻、呕吐、消化道出血等。白塞病累及肝脏报道

甚少。Bittencourt Mde JS 等[3]报道了 1 例 25 岁白塞病患者出现多发血管栓塞合并 budd chiari 综

合征，出现黄疸、腹水、腹壁静脉曲张，腹部 B 超及 CT 提示腹水、肝血流异常。我们报道这例患

者仅出现黄疸，无腹壁静脉曲张，腹部 B 超及 CT 仅提示肝脏稍大，未见腹水及肝血管栓塞。患者

主要因肝衰竭就诊。在我国，病毒性肝炎仍然是导致肝衰竭的主要病因。外院及本院肝炎系列检查

结果均未见异常，肝活检病理不支持病毒性肝炎诊断，故排除。结合患者反复出现口腔溃疡，生殖

器溃疡、皮肤受累，诊断白塞病。此外，双肺出现间质性病变，更进一步支持白塞病。研究报道[4]，

白塞病胸部累及病理基础也是细小血管炎，可表现肺血管病变或肺间质病变。该患者肝衰竭原因未

明，血浆置换、护肝治疗等疗效欠佳，激素治疗后肝功能、凝血指标逐渐恢复，考虑肝衰竭与白塞

病存在着一定关系，但具体关系仍未明确。因此，反现出现口腔溃疡的患者，要警惕白塞病，特别

是出现多脏器受累者。 

 
 

PU-1013 

C 反应蛋白、红细胞压积及白蛋白预测急性胰腺炎 

病情严重程度的价值 

 
韦珍平

1
,覃凌燕

1
,黄华丽

1
,杨慧莹

1
,覃蒙斌

2
,梁志海

1
,唐国都

1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C 反应蛋白、红细胞压积及白蛋白预测急性胰腺炎病情严重程度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2 年至 2016 年收治住院诊断为 AP 病例完整的

889 名患者。年龄 18-99 岁，所有患者均于 24-48 小时内完善 CRP、HCT 及 ALB。根据 2013 年

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将 AP 患者病情分为轻症、中度重症、重症 3 组。比较三组一般情况

（年龄、性别）以及 CRP、HCT、ALB 水平，绘制 ROC 曲线，分析比较单用 CRP、HCT、A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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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联合两项、三项的敏感度、阳性预测值、特异度、阴性预测值、AUC 值，判断预测 SAP 及 AP

并发症、器官衰竭、预后的临床价值。 

结果 轻症、中度重症、重症急性胰腺炎组三组间性别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三组

间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CT 在三组不同分类 AP 间比较 P 均大于 0.05。与

MAP（48.41mg/L±85.80mg/L）、MSAP（60.03mg/L±55.07mg/L）比较，CRP 水平在 SAP

（194.44mg/L±138.77mg/L）较高，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LB 三组相比较，均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 SAP 组 ALB 水平（33.43g/L±7.32g/L）最低。CRP、HCT、ALB 在预测

SAP 中，CRP 联合 ALB 预测 AP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效果最好，较其它组敏感度、特异度、阴性

预测值较高。CRP 联合 ALB 的敏感度为 80.7%、特异度为 86%及阴性预测值为 94.44%；在单项

指标中 CRP 的特异度（95.9%）、阳性预测值（85.9%）及阴性预测值（89.77%）均高于其它两

项（HCT、ALB）。CRP 联合 ALB 的 AUC 为 0.883，三者联合的 AUC 为 0.883，较其他组高。

ALB 在预测预后（放弃治疗、死亡）、器官衰竭及全身并发症中，相较于 CRP、HCT，AUC 值均

较高，P＜0.05，分别为 0.743、0.790、0.704、0.649。ALB、CRP 在伴有器官衰竭、局部并发症

及全身并发症组与无上述症状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HCT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①CRP 联合 ALB 可判断 SAP 的严重程度；②入院 24-48 小时 CRP、ALB 可作为 SAP、AP

病情严重程度的预测因素；③ALB 预测 AP 并发症可能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PU-1014 

内镜逆行下行阑尾炎治疗术在临床应用中的系统评价 

 
杨梅 

南昌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原:南昌铁路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 Meta 分析的方法评价内镜逆行下行阑尾炎治疗术（ERAT ）在临床中的应用疗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数据库包括 EBSCO、PubMed、EMBASE、中国知网(CNKI)资源总库、万方数据

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收集从 2014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之间包含 ERAT

或使用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治疗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文献，评估指标：术后腹痛改善时间、术后并发

症、住院天数、住院费用。 

结果 纳入 6 项研究，共 368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使用 ERAT 治疗腹痛改善时间少于使用

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治疗（(P<0.00001),OR=3.54,95%Cl[2.53,5.78]）；2、使用 ERAT 治疗术后并

发症与使用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治疗，差异尚不能说明有统计意义（P=0.69,OR=1.04,95%Cl[0.72, 

1.43] ） ； 3 、 使 用 ERAT 治 疗 患 者 住 院 天 数 少 于 使 用 腹 腔 镜 阑 尾 切 除 术 治 疗

（(P<0.00001),OR=3.36,95%Cl[2.48,5.75]）；4、使用 ERAT 治疗患者住院费用少于使用腹腔镜

阑尾切除术治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01),OR=3.52,95%Cl[2.51,5.73]）。 

结论 ERAT 治疗急性单纯性阑尾炎不仅安全有效，还能较快改善患者腹痛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减少患者住院天数及住院费用。 

  
 

PU-1015 

电针刺激足三里修复糖尿病大鼠胃窦 cajal 间质细胞的机制研究 

 
陈艳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电针刺激足三里对糖尿病胃轻瘫大鼠胃窦 cajal 间质细胞的作用及探讨其中相关机制。 

方法 建立糖尿病大鼠模型，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糖尿病组、假性刺激组、低频刺激组、高频

刺激组。测定各组大鼠胃排空及记录离体大鼠胃窦环形肌肌条自发性收缩活动；应用 RT-PCR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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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胃窦 c-kit mRNA的表达；免疫荧光双标技术观察 cajal 间质细胞的增殖情况；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印迹法检测各组胃组织中 HO-1 表达；透射电镜观察各组 ICC 超微结构。 

结果 糖尿病组胃窦环形肌肌条收缩程度较正常组明显减弱，低频及高频刺激组较糖尿病组明显改

善。RT-PCR 显示，糖尿病组胃窦 c-kit mRNA 较正常组表达明显降低，真性刺激组较糖尿病组 c-

kit mRNA 表达明显增加。胃窦 HO-1 蛋白及 mRNA 表达在糖尿病组较正常组表达明显增加，真性

刺激组较糖尿病组明显增加。免疫荧光法示糖尿病组未见明显 c-kit+/Ki67+细胞，低频和高频刺激

组 c-kit+/Ki67+双阳性细胞较糖尿病组明显增多；糖尿病组 Cajal 细胞超微结构示线粒体、内质网

肿胀，低频和高频刺激细胞超微结构未出现明显改变。 

结论 电针刺激足三里可能通过 HO-1 信号影响糖尿病大鼠胃窦 cajal 间质细胞增殖而改善胃窦收缩

功能。 

 
 

PU-1016 

Upper Gastrointestinal Tract Phenotype of Crohn’s Disease 
in China:Endoscopic Features and Early Prognosis 

 
Xiaowei Sun,Juan Wei,Zhao Yang,Hai-jun Wan,Xin-xin Jin,Miao-fang Yang,Jiong Liu,Fang-yu Wang 

Nanjing General Hospital， PLA 

 
Objective The Montre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defines Crohn’s disease(CD)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tract(GIT) involvement as L4 phenotype. The aim of our study was to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endoscopic features and early prognosis of the L4 phenotype in 
Chinese CD patients.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114 consecutive Chinese CD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2016 and 2018 who underwent routine whole GIT assessment and had to be of at least 
3 years duration. Demographic data including disease behavior and location,upper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and endoscopic finding, details of major surgery(bowel resection or 
stricturoplasty) and recurrence were collected. The chi-square test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estimated to deter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L4 phenotype and the odds of early 
surgery and recurrence. 
Results (a)108 patients(21.5%) were diagnosed as L4 phenotype among the 502 consecutive 
CD patients between 2016 and 2018 in our hospital. A total of 114 patients with a male-to-female 
ratio of 1.3:1 were recruited. 26/114(22.8%) patients were L4 phenotype. 9/26 patients(34.6%) 
were asymptomatic. The most common upper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were bloating(52.9%), 
nausea and vomiting(41.2%), epigastralgia(29.4%). The most frequently involved part of upper 
GIT was duodenum(100%), followed by stomach(19.2%), esophagus(11.5%) and oral 
cavity(3.9%). The most common endoscopic finding was nodularity(26.9%), edema and 
stenosis(26.9%), followed by fistula(23.1%), ulcers(19.2%). 

 (b)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robability of major surgery within the first year(P ＜

0.001),second and third year(P＜0.05) in the L4 group than in the non-L4 group.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L4 phenotype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bability of major surgery within the first year(odds ratio (OR) 51.212; 95% confidence interval 
5.558-471.844) , second year(OR 5.798; 95% CI 2.137-15.730) and third year(OR 3.039; 95% 
CI 1.307-7.064).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bability of recurrence within the 
third years between non-L4 group(28.4%) and L4 group(27%). 
Conclusions The most common endoscopic finding of L4 phenotype are edema, stenosis and 
nodularity. L4 phenotype can predicted the need of major surgery within the third year,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e necessity of the early routine assessment of upper 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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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7 

蓝激光内镜下诊断为胃早癌的胃血吸虫病一例 

 
刁文秀,沈磊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胃肠血吸虫病是血吸虫虫卵侵犯消化道黏膜并在胃肠壁沉积所引起的急慢性特异性炎性病变[1]，

由于其缺乏特异性症状，临床诊断有时较困难。血吸虫病主要在我国南方地区流行，病变可累及门

静脉系统多部位，以结肠、肝脏多见，少数侵犯至胃及十二指肠。胃十二指肠血吸虫病是异位血吸

虫病中的一种特殊类型[2]，由于目前胃肠血吸虫病已较少见，临床医生对其临床及内镜表现认识不

足，故常易漏诊和误诊。随着胃镜检查的普及与诊断技术的提高，该病的病例报道逐渐增多。其中，

胃十二指肠血吸虫病与胃癌的相关性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已有观察[3,4,5]发现，胃血吸虫病患者

有较高的胃癌发病率，为 20%-75%不等，但胃血吸虫病与胃癌关系还不清楚。现将蓝激光内镜

（BLI）下诊断为胃早癌的一例胃血吸虫病报道如下，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 

 
 

PU-1018 

探讨直肠顺应性和内脏敏感性在功能性肠病中的作用及相互作用 

 
黄智慧,戴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目的 直肠顺应性是直肠功能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人体正常的排便生理过程中其着着重要作用。但

直肠顺应性在功能性便秘和肠易激综合征发病中的作用尚不清楚。本课题旨在研究功能性便秘和肠

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直肠顺应性，初步探讨其临床意义。直肠顺应性是直肠功能的一个重要特征，在

人体正常的排便生理过程中其着着重要作用。但直肠顺应性在功能性便秘和肠易激综合征发病中的

作用尚不清楚。本课题旨在研究功能性便秘和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直肠顺应性，初步探讨其临床意

义。 

方法 将与恒压器(Mui Scientific）相连的聚乙烯球囊插入直肠，检测 10 例健康志愿者、50 例功能

性便秘（FC）和 20 例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患者的直肠感觉和直肠顺应性。其中 14 例

FC 例患者经过生物反馈治疗后复测直肠顺应性 

结果 （1）FC 组的直肠顺应性较健康对照组显著升高（10.6 ml/mmHg±4.3 ml/mmHg vs. 8.7±2.5 

ml/mmHg,  P<0.05）。 IBS-D 组的直肠顺应性较健康对照组显著降低（5.8 ml/mmHg±2.1 

ml/mmHg vs. 8.7±2.5 ml/mmHg,  P<0.05）。（2）40mmHg 下 FC 组的直肠容积较健康对照组高

（238.9±78.3 ml vs. 208.7±69.8ml,  P<0.05）。IBS-D 组的直肠容积与健康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P>0.05）。（3）FC 组初始感觉和最大耐受觉较健康对照组显著升高，IBS-D 组初始感觉和最大

耐受觉较健康对照组显著降低。 32.7%的便秘患者存在感觉迟钝，23.5%的 IBS-D 患者存在感觉过

敏。FC 组中感觉迟钝患者较其他 FC 患者直肠顺应性显著升高，IBS 患者中感觉过敏患者较其他

IBS 患者直肠顺应性显著降低。（4）14 例 FC 患者经生物反馈治疗后直肠顺应性显著降低(11.7 

ml/mmHg±4.5 ml/mmHg vs. 9.2±2.8 ml/mmHg,  P<0.05)。 

结论 FC 患者直肠顺应性升高，IBS-D 患者直肠顺应性降低，可能与内脏敏感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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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19 

A case-control study on association of ulcerative colitis 
with FCGR2A gene polymorphisms in Chinese patients 

 
Xiaoqi Wang,Yi Jiang,Shenglong Xia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ims: Fc gamma receptor IIa (FcγRIIa), encoded by FCGR2A gene, was suggested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immunity by linking IgG antibody-mediated responses with cellular effector 
and regulatory functions. Polymorphisms in FCGR2A were shown to influence FcγRIIa/antibody 
interaction and were potentially implicated in several autoimmune and inflammatory conditions. 
Our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of ulcerative colitis (UC) with 
FCGR2A polymorphisms in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Methods: A total of 422 UC patients and 710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Fiv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of FCGR2A (rs1801274, rs10800309, rs4657039, rs511278, 
rs6696854) were genotyped by SNaPshot. Analyses for linkage disequilibrium (LD) and 
haplotype of FCGR2A were performed in all study subjects.  
Results Results: The frequency of mutant homozygote (CC) of FCGR2A (rs1801274) was shown 
to b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UC patients than in controls (7.1% vs. 12.1%, P=0.008). Two 
haplotype blocks, formed by FCGR2A (rs4657039, rs6696854, rs10800309) and by FCGR2A 
(rs1801274, rs511278) respectively, were observed in the subsequent LD analysis. The 
haplotype (TC) constructed respectively by the wild allele of FCGR2A (rs1801274, 
rs511278) was more prevalent in UC patien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65.2% vs. 60.2%, 
P=0.017).  
Conclusions Conclusions: The mutant homozygote (CC) of FCGR2A (rs1801274) contributes to 
decreasing the susceptibility to UC. Besides, the haplotype (TC) formed by FCGR2A (rs1801274, 
rs511278) may engender an increased risk of UC in Chinese population. 
 
 

PU-1020 

乙肝病毒感染和消化道肿瘤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陆婷娜 

南方医院大学南方医院在读 

 

目的 了解乙肝病毒感染和消化道肿瘤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07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南方医院收治的食管癌，胃癌，直肠恶性肿瘤患者的

HBsAg 状况及临床参数。根据总人群 HBsAg 阳性率，通过 R 软件 3.3.3 计算标准化发病率（SIR）

和 95％置信区间（CI），CI 不包含―1‖具有统计学意义。使用单变量和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

计算年龄，性别和地区组中 HBV 感染的差异。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分析 HBsAg 阳性组和阴性组

的平均年龄差异。 

结果 1. HBV 感染患者发生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可能性比一般人群高 1.4 倍。 4325 例胃恶性肿瘤患

者（SIR1.6,95％CI1.5-1.7），5620 例食管恶性肿瘤患者（SIR1.3,95％CI1.2-1.5），5620 例直肠

恶性肿瘤患者（SIR1.3,95％CI1.2-1.4）。 

2.无论性别和地区如何，HBsAg +恶性患者比 HBsAg 患者年轻 1-6 岁。 HBV 感染使 15-29 岁，

30-44 岁，45-59 岁和 60+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病率分别增加 0.7,1.1,0.6 和 0.2 倍，P 值为 0.00。 

结论 乙肝感染可能是消化道肿瘤的风险因素 

 
 
 

PU-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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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临床病理特征的回顾性分析 

 
王琳,吴静,刘揆亮,刘红,王沧海,宿慧 

北京世纪坛医院 

 

目的  总结并评价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LST）的临床病理特征。 

方法 自 2010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内镜中心所有行肠镜检查的患者中，

发现 LST 病变及同期发现病变大于 1cm 结直肠隆起型病变同性别组的患者，分别设为 LST 组及隆

起型病变组，并根据 LST 病变在内镜下的特点，分为 LST-G 及 LST-NG 两个亚组和四个亚型，记

录并分析病人的一般资料、内镜下表现、病理结果、治疗方法等相关资料。 

结果 1、两组分别收集患者 100 名，其中男性 41 名，女性 59 名，平均年龄无明显差异。 

2、LST 病变以 LST-NG 比例较高，但四种亚型中假凹陷型所占比例最低。 

3、LST 病变多见于近端结肠（61.6%），而隆起型病变组病变多见于远端结肠（71.1%），尤其

是乙状结肠；LST-G 组及 LST-NG 组同样好发于升结肠，LST-G组较 LST-NG 更多发于直肠。（p

＜0.005） 

4、 LST 组较隆起型病变组病变的平均直径较大；LST-G 组病变直径大于 LST-NG 组。（p＜

0.005） 

5、NBI 下 NICE 分型诊断 LST 病变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准确率分别为

94.9%，82.4%，94.9%，82.4%，92.7%；诊断隆起型病变组病变分别为 97.1%，71.4%，97.1%，

71.4%，95.5%。两组病变无明显差异。 

6、LST 组绒毛状腺瘤及锯齿状腺瘤、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及黏膜下癌的比例较高（p＜0.05）。LST

组较隆起型病变组恶性程度较高。 

LST-NG 组病人的锯齿状腺瘤的比例及非肿瘤性病变的比例较高，LST-G 组含绒毛状成分的腺瘤病

变及黏膜下浸润癌的比例较高（p＜0.05）。LST-NG的癌变率为 15.5%低于 LST-G 的癌变率 36%。

LST-G的恶性潜能较高，但四种亚型的癌变率（包括 HGIN）以假凹陷型最高（50%）。 

7、LST 亚组间、LST 组和隆起型病变组间微卫星不稳定状态的差异、p53 的表达和 Ki-67 增殖指

数均无差异（p＞0.05）。 

8、小于 20mm 的病变，多选用 EMR 治疗，大于 20mm 的病变多选用 ESD 治疗，大于 30mm 的

病变，手术治疗的比例逐渐升高（P＜0.05）。 

结论 LST 不同于一般的大肠隆起型病变，其临床特性及内镜下表现与隆起型病变存在显著差异，

且 LST 不同亚型间同样存在显著差异，临床应重视 LST 病变特征的警惕，提高 LST 的检出，并对

于不同亚型的病变采取合适的治疗方案。 

 
 

PU-1022 

克罗恩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状态研究 

 
何尧儿,陈茜,范一宏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了解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患者幽门螺旋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感染情

况及克罗恩病表型与 H pylori 感染的可能关系。 

方法 收集 2017.1-2019.2 浙江省中医院消化科就诊的 CD 患者及对照组患者各 100 例，询问患者

既往 HP 感染情况及通过胃粘膜病理组织检测或尿素呼气试验了解患者目前 HP 感染情况，从而了

解患者 HP 总体感染情况。并对 CD 患者进行蒙特利尔分型和 CDAI 评分，了解 CD 患者疾病表型

及活动度与患者目前 HP 感染的可能关系。 

结果 共纳入病人 200 例，对照组 100 例，CD 组 100 例，其中年龄、吸烟史、饮酒史、糖尿病史

在两组中没有差异，但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和高血压史，CD 组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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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D 组 HP 的总体感染率为 35%，对照组为 52%，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在 CD 患者中，是否使用过 5-氨基水杨酸, 柳氮磺胺吡啶, 皮质类固醇激

素, 抗生素，免疫抑制剂(如硫唑嘌呤)，英夫利西单抗或反应停与总体 HP 感染率没有显著的关系

（P>0.05）；在 CD 患者中，疾病的表型特征及疾病活动度与患者目前的 HP 感染率没有显著的关

系（P>0.05）。 

结论 CD 患者的 HP 总体感染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推测 HP 感染可能是 CD 存在的一个保护性

因素，从而对于 CD 患者 HP 的根除我们应谨慎考虑。 

 
 

PU-1023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ase Management Model on 
Complications and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Cui Chen,Kun Yin,Yanbo Zeng,Yiqi Du 

Changhai Hospital，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ase management (CM) model on the complications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4 to June 2016, 133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were discharg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anghai Hospital.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60 in the 
case management group and 73 in the general follow-up group (control group). The case 
management group was given by the case manager to the telephone and the discharge group 
was discharged once a week after discharge from the hospital for the first time a month after 
discharge. Follow-up, 0.5 to 1 hour each, follow-up for 3 to 6 months. The follow-up group (control 
group) was followed up by telephone according to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hospital. The 
complications such as follow-up clinic visits, recurrence of acute pancreatitis, new pancreatic 
pseudocysts, and pancreatic-associated infe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gender, etiology, severity of disease, length 
of sta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ase management group VS general follow-up group 
(control group) relapse in acute pancreatitis (9/51 VS16/57, P=0.013), on-time out-patient follow-
up (58/2 VS60/13, P=0.000), new falsehood Cysts (5/55 VS 12/61, P=0.039), enlarged 
pseudocysts or clinical symptoms (3/57VS 13/60, P=0.047), pancreatic-associated complications 
(pancreatic pseudocysts) Concomitant infection, encapsulated necrosis with infection) (2/58 VS 
10/63, P=0.049),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recurrence and related 
complications of acute pancreatitis were less in the case management group. 
Conclusions The case management model can reduce the recurrence and related complications 
of MSAP and SAP patients after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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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24 

i-scan 内镜对食管鳞状上皮内瘤变的诊断性研究 

 
郭婧,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卢戈氏液碘染是食管鳞状上皮内瘤变（Esophageal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ESIN）筛查金标准，多项研究证实 NBI 和 FICE 等新型内镜在 ESIN 的诊断价值，本研究拟探讨 i-

scan 内镜对食管瘤变的诊断价值。 

方法 前瞻性纳入患者行高清白光内镜检查，后换用 i-scan 对食管粘膜进行仔细筛查，观察表面结

构和血管结构的不同而做出诊断，然后对食管粘膜进行卢戈氏液粘膜喷洒，观察并记录粘膜失染区。

检查结束后，所有发现的可疑病变及粘膜失染区均进行组织活检，以组织病理学诊断结果为金标准，

评估 i-scan 对食管瘤变诊断的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2 个月后，为了评估观察者间一致性和观

察者内一致性，请 2 名内镜医师对储存的图像进行独立诊断。2 周后，将图像再次随机打乱，2 名

内镜医师再次诊断。 

结果 i-scan 内镜对食管瘤变诊断的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0.6%，.82.3%和 69.7%。I-

Scan 和卢戈氏染色内镜对发现食管病变的一致性显著，kappa 值为 0.751。观察者间一致性、观

察者内一致性的 kappa 值分别为 0.699 和 0.628。 

结论 i-scan 内镜对食管鳞状上皮内瘤变有较好的诊断效能。 

 
 

PU-1025 

不同喂养方式极低出生体重儿的胃电图特点及生长发育随访 

 
王子靖,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本研究主要通过比较母乳和配方奶两种不同营养方式的极低出生体重儿生后胃电图各项指标

的变化情况，分析母乳和配方奶对早产儿生后胃肠动力发育的作用，观察并随访其生长发育指标及

疾病转归的情况，为早产儿生后提供更加科学合理和个性化的喂养方案。 

方法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间转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NICU 中的极低出生体重儿，分为母乳

组与配方奶组，母乳组经口喂养量达 80ml/kg 时添加母乳强化剂，分别对每组早产儿在出生后、生

后第 1 周、第 2 周和第 3 周时进行餐前和餐后各 30 分钟胃电图的监测，并测量同期患儿的体重、

身长、头围，随访至生后矫正胎龄 40 周；同时记录患儿在住院期间的加奶速度、静脉营养应用时

间、喂养耐受情况和其它住院期所患疾病及转归情况。 

结果 纳入 78 例符合条件的极低出生体重儿，平均胎龄 29.4±1.6 周，平均体重 1260±149g，其中

母乳组 40 例，配方奶组 38 例。按照母乳组和配方奶组对生后不同时间胃电指标比较，发现餐后的

平均幅值大于餐前（P<0.05），且生后第 3 周时的平均幅值明显高于出生时（P<0.05）。发现餐

前正常慢波百分比只有第 1 周时有明显升高（P<0.05）；不同喂养方式和生后时间对餐后慢波百

分比都有影响，母乳组餐后正常慢波百分比高于配方奶组，且生后第 2 周和第 3 周餐后慢波百分比

高于出生时。在第 1 周时母乳组体重的增长速度要优于配方奶组（P<0.05），其它各组比较母乳

组和配方奶组均无明显差别。母乳组发生喂养不耐受发生率为 15.0%（7/40），配方奶组为 31.6%

（16/38），喂养不耐受的早产儿其餐后的平均幅值是显著降低的（P<0.05），但多因素分析发现

平均幅值与喂养不耐受并无明显关系。 

结论 1、极低出生体重儿中不同胎龄间生后胃电活动无明显差别，需要经过一段时间食物的刺激后

胃电活动才能逐渐成熟。2、早产儿胃的主动收缩能力会随着食物的刺激逐渐增强，表现为餐后平

均幅值的增加，故提倡早产儿应当生后尽早开奶。3、母乳有促进胃肠道动力成熟的作用，且其促

进作用的优于配方奶，故提倡早产儿开奶应尽量选择母乳。4、母乳有助于减少极低出生体重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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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喂养不耐受和感染的发生，对于生后胃电图检查发现餐后幅值较低且伴有胃电紊乱百分比升高的

早产儿应警惕喂养不耐受的发生，加奶速度和量需及时酌情调整。 

 
 

PU-1026 

人工智能技术在上消化道内镜检查质控中的作用       

  ——新型人工智能胃镜口垫的设计与应用 

 
李广超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近年来，随着内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展了内镜检查，在内镜中心不

断增加的同时，内镜检查质量却良莠不齐。统一质控标准，规范内镜操作迫在眉睫。人工智能技术

是近年来活跃于各大媒体杂志的宠儿，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等领域广泛应用。本研

究选取了上消化道内镜检查中部分质控标准，通过人工智能卷积神经网络对白光内镜图像进行学习，

对胃内部位、胃粘膜可视度实现较为准确的识别，并设计了新型人工智能胃镜口垫，从而辅助完成

AI质控工作，节省了临床工作者的时间与精力。 

方法 采用了人工智能卷积神经网络方式对上消化道检查图像进行分析学习。 

1、部位识别自动标注：收集本中心 2017-2018 年上消化道白光内镜检查图像约 9000 张，分为会

厌、食管、贲门、胃窦、幽门口、十二指肠球部、十二指肠降段、胃角、胃体、胃底，经过图像预

处理，卷积核过滤、池化、扩大图像训练集，完成 AI自动识别。 

2、胃粘膜可视度自动评分：按照胃粘膜可视度评分标准将图像分为 4 分（1 分：胃粘膜上没有气

泡和粘液附着；2 分：有少量气泡和粘液附着不影响观察；3 分：有大量气泡和粘液附着；4 分：

有非常多的气泡和粘液），收集各分值胃粘膜图像，进行 AI自动分析、学习，完成自动识别。 

3、人工智能口垫：将微型摄像机固定于胃镜检查一次性口垫上，通过传感器设置，在上消化道内

镜操作尤其是观察食管病变留取图像的时，AI口垫自动记录镜身长度，从而完成自动标注病变位置

以及病变大小。在旋转镜身观察病变时，AI口垫自动计算镜身旋钮角度，从而判断病变位于食管的

前壁、后壁或左侧壁、右侧壁。同时，AI口垫可以自动计算完成胃镜检查用时。 

结果 上消化道部位识别准确率 82.5%，目前胃粘膜可视度评分识别率（score 1: 92.36%，score 2: 

78.36%, score 3: 73.40%, score 4: 89.50%），图像数量目前仍在增加中，识别率会继续增加。人

工智能胃镜口垫仍在设计中，尚未测试其临床应用效果。 

结论 人工智能技术在上消化道检查中可以较为准确的标注胃内部位，并对胃粘膜可视度自动评分，

较为准确的完成部分上消化道质控工作，节省了临床工作者的时间和精力。 

 
 

PU-1027 

益生菌 VSL＃3 抑制 RAGE-HMGB1 信号通路，改善白介素 10

敲除 UC 模型鼠的肠道炎症浸润 

 
孙勖人,张依宁,孙明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RAGE）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RAGE 在炎症性肠

病发病机制中的重要性已被证实。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多功能益生菌 VSL＃3 对溃疡性结肠炎及

RAGE-HMGB1 信号通路的影响.探讨 VSL＃3 是否能够抑制 RAGE-HMGB1 信号通路从而参与抑

制了炎症性肠病的进展，以及 VSL＃3 是否可以减轻由白介素 10 敲除引起的溃疡性结肠炎鼠模型

中肠粘膜炎性浸润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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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IL-10 基因敲除鼠给予 VSL＃灌胃干预 6 周，取血清，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 TNF-α，

IL-6，IL-4 水平。取结肠组织，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 HMGB1，RAGE 和 TLR2 表达。 

Western blot 和 Real-Time PCR 检测 HMGB1，RAGE，TLR2，P38 和 JNK 的表达，观察和评价

大肠黏膜的组织学损伤,计算 DAI评分。 

结果 IL-10 基因敲除鼠血清 TNF-α，IL-6 和 IL-4 水平明显升高，HMGB1，RAGE TLR2，P38 和

JNK mRNA 和蛋白表达升高。然而，与之相比，VSL＃3 注射后这些细胞因子显着减弱（p 

<0.05）。 VSL＃3 给药显著降低了 HMGB1，TLR2，RAGE，P38 和 JNK 的肠粘膜蛋白和 mRNA

的表达，同时减轻了 IL-10 基因敲除鼠结肠炎的严重程度。 

结论 VSL＃3 可能抑制 RAGE-HMGB1 信号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中发挥重要作用。 VSL＃3 有效减

轻鼠肠道炎症反应其分子机制可能与抑制 RAGE-HMGB1 信号有关。 

 
 

PU-1028 

一种新型塑料抗返流胆道支架 

 
吴春成,刘伟,叶连松,杜江,胡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分析自主研发的新型塑料抗返流胆道支架的通畅时间及返流性胆管炎的发生率。 

方法 连续纳入我院行内镜下置入自主研发的新型塑料防返流塑料胆道支架的患者，定期随访并记

录其有无腹痛、发热及黄疸等情况，肝功能检查结果，统计分析支架通畅时间和返流性胆管炎发生

率。 

结果 纳入我院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行内镜下塑料防返流胆道支架置入术的患者 47 人，部

分患者仍在随访中，90%，85%及 80%支架通畅率的时间分别为 118 天，129 天和 158 天。在随

访期内，没有出现反流性胆管炎病例。有 4 例患者安置传统塑料支架后发生返流性胆管炎，更换为

新型塑料防返流胆道支架后，在随访期内未再发生返流性胆管炎。 

结论 新型塑料防返流胆道支架较文献报道传统塑料支架有更长的通畅时间，能有效降低反流性胆

管炎的发生。 

 
 

PU-1029 

索拉菲尼联合肝动脉栓塞化疗治疗晚期肝癌的研究 

 
谭松龄 

萍乡市安源区人民医院 

 

目的 原发性肝癌（HCC）是临床上常见的肝脏肿瘤恶性肿瘤之一，起病隐匿、发展快，一经发现

多为中晚期，失去手术机会。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适应证较广，与传统的手术切除相比具有创

伤小，费用低的优势，已成为中晚期肝癌的主要治疗手段。索拉非尼作为晚期原发性肝癌的靶向治

疗药物已被临床广泛使用，其疗效已得到国内外的肯定. 

方法 索拉非尼联合 TACE 治疗能够使晚期 HCC 患者受益，TACE 从宏观上栓塞肿瘤血管达到治疗

肿瘤的目的，索拉非尼则从微观上治疗多个与肿瘤有关的生物靶点，延长其中位至疾病进展时间和

中位总生存期。 

结果 结合多种临床和试验研究，目前索拉非尼和 TACE 相结合治疗晚期肝癌疗效较单一组确实效

果更加显著，已逐渐应用于临床. 

结论 索拉非尼联合 TACE 治疗能够使晚期 HCC 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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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0 

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对十二指肠隆起性病变中的临床应用 

 
杨珍明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治疗十二指肠隆起性病变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行 ESD 治疗的 21 例十

二指肠隆起性病变的临床资料 

结果 21 例患者在全麻下行十二指肠病变 ESD 治疗，手术操作均顺利完成。21 例患者中男性 13 例、

女性 8 例，平均年龄（47±9）岁。 病变位于十二指肠球部 14 例、十二指肠降部 7 例。 病灶直径

（2.4±0.6）cm；病变来源于黏膜层 5 例，包括管状腺瘤伴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4 例、绒毛状-管状腺

瘤 1 例。 来源于黏膜下层者 16 例，包括 Brunner 腺瘤 9 例、异位胰腺 4 例、类癌 1 例、平滑肌瘤

1 例、脂肪瘤 1 例。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内镜切除手术，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为 9.5%（2/21）。

其中术中穿孔 1 例，均在镜下给予了钛夹及尼龙绳夹闭，无迟发型穿孔及追加手术。术中出血 1 例，

均经镜下止血后顺利完成操作。无感染及狭窄等并发症发生。 患者术后平均住院天数（6±2）天；

平均随访时间 3-24 个月，所有患者未见复发。 

结论 十二指肠 ESD 操作难度大，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较高，但其病变完整切除率高，术后局部

复发少，且患者术后恢复快，生活质量较高，因此 ESD 是治疗十二指肠隆起性病变较安全、有效

的方法，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031 

lncRNA Ftx 促进肝癌细胞抗失巢凋亡 

 
赵琪,张娣,王雯雯,刘慧,祁建妮,许洪伟,秦成勇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 lncRNA Ftx 在肝癌细胞抵抗失巢凋亡中的作用。 

方法 分别纳入肝癌患者 70 例、肝血管瘤患者（正常对照组）20 例，收集手术切除的肝组织。分

别采用 qRT-PCR 法检测肝癌组织和正常肝组织中 lncRNA Ftx 的表达水平，卡方检验分析其表达

水平与肝癌临床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体外培养肝癌细胞株和正常肝细胞株，qRT-PCR 检测

lncRNA Ftx 在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建立―肝癌细胞失巢‖的体外模型，分别采用抗失巢凋亡测定、

Transwell 侵袭试验、克隆形成试验检测肝癌细胞株的失巢凋亡敏感度、侵袭力、克隆形成能力，

分析其与 lncRNA Ftx 表达水平的相关性。分别构建 lncRNA Ftx-shRNA 和 lncRNA Ftx 表达载体，

分别转染高表达和低表达 lncRNA Ftx 的肝癌细胞株，比较肝癌细胞株抵抗失巢凋亡能力、侵袭力、

克隆形成能力的变化。 

结果 肝癌组织中 lncRNA Ftx 的表达上调，且与肝癌转移和包膜完整性显著相关。肝癌细胞中

lncRNA Ftx 的表达上调。与对照组相比，―失巢‖后的肝癌细胞中，lncRNA Ftx 表达显著上调。在

高表达 lncRNA Ftx 的肝癌细胞株中，将 lncRNA Ftx 沉默后，肝癌细胞的抵抗失巢凋亡能力、侵袭

力和克隆形成能力均显著降低。在低表达 lncRNA Ftx 的肝癌细胞株，过表达 lncRNA Ftx 后，肝癌

细胞的抵抗失巢凋亡能力、侵袭力和克隆形成能力均明显提高。 

结论 lncRNA Ftx 在促进肝癌细胞的抗失巢凋亡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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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2 

EV71 感染人扁桃体隐窝上皮细胞的研究 

 
邢娇,孙萌怀,刘志峰,金玉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 EV71 对原代培养的人扁桃体隐窝上皮细胞的易感性及宿主细胞免疫反应。 

方法 收集 80 例 3～5 岁儿童手术切除的扁桃体组织，采用 II 型中性蛋白酶联合 0.25%胰蛋白酶消

化法提取扁桃体隐窝上皮细胞；应用无血清角化细胞培养基进行纯化培养；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及免

疫荧光技术鉴定细胞来源；用 EV71 病毒感染人扁桃体隐窝上皮细胞，用倒置相差显微镜观察正常

对照组及 EV71 感染后不同时间点（12h、24h、36h、48h）细胞病变情况；分别采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EV71 核酸片段和蛋白表达情况；采用免疫荧光技术检测 EV71 病

毒在细胞内的表达情况以及表达部位；用 Trizol 分别提取不同时间点（12h、24h、36h）正常对照

组及 EV71 感染组的细胞总 RNA，进行 RNA 浓度、纯度及完整性检测，并逆转录构建 cDNA 文库，

进行转录组测序分析，将同一时间点的感染组与正常对照组测序结果进行比较，将差异表达基因进

行 KEGG Pathway 功能富集，分析 EV71 感染人扁桃体隐窝上皮细胞后免疫相关差异表达基因。 

结果 II 型中性蛋白酶联合 0.25%胰蛋白酶消化法成功分离出人扁桃体隐窝上皮细胞；EV71 感染人

扁桃体隐窝上皮细胞后，细胞出现明显的病变效应，随着感染时间的延长，EV71 病毒核酸及蛋白

的表达不断增多，主要定位于细胞质，并且能够组装形成新的病毒颗粒；转录组测序结果表明

EV71 感染人扁桃体隐窝上皮细胞后模式识别受体 TLRs 通路（MyD88、TRIF、TRAF6 等）、

RLRs 通路（RIG-I、MDA5 等）、NLRs 通路（NLRP1 等）均表达上调，补体系统中 C3、CD59

等表达明显升高，细胞因子中前炎症因子（ IL-6、 IL-1β 等）以及各种趋化因子（CXCL8、

CXCL10 等）表达上调非常明显，细胞内促凋亡因子（Caspase、APAF1、FLIP 等）及抗凋亡因

子（BIRC3 等）表达均升高，大量干扰素诱导抗病毒因子（IFITMs、OAS1、MXs、ISGs 等）上

调明显。 

结论 EV71 可以感染原代培养的人扁桃体隐窝上皮细胞，并在细胞内有效增殖；EV71 感染人扁桃

体隐窝上皮细胞后可激活模式识别受体产生强烈的免疫应答反应，产生大量细胞因子和抗病毒因子，

存在凋亡和抗凋亡的博弈，说明人扁桃体隐窝上皮细胞是 EV71 感染重要的效应细胞。 

 
 

PU-1033 

小儿消化性溃疡 320 例临床及内镜特征分析 

 
朱忠生,周少明,王朝霞 

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近 3 年来深圳地区小儿消化性溃疡的临床发病特点及内镜下的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深圳市儿童医院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来胃镜检查确诊的 320 例小儿消化

性溃疡（PU）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1）近 3 年来共行胃镜检查 4541 例，确诊 PU320 例，检出率为 7.0%，其中 DU 为 218 例，

GU 为 78 例，其他溃疡为 24 例；（2）PU 患儿平均年龄为 8.56 岁，DU 以 6-12 岁居多；GU 以

3-6 岁居多；（3）PU 患儿男女之比为 3.85:1，其中 DU 男女之比为 3.19:1，GU 男女之比为 5:1；

（4）DU 与 GU 两者之比为 2.79:1；（5）溃疡大小：直径小于 1cm 为 143 例，1-2cm 为 145 例，

大于 2cm 为 32 例；（6）PU 患者幽门螺杆菌（HP）的检出率为 64.7%（207/320）。 

结论 （1）小儿消化性溃疡以十二指肠溃疡为主，DU 好发于前壁，GU 以胃窦居多，溃疡大小多

在 2cm 以下；（2）不同年龄组的消化性溃疡分布有显著性差异（χ2=24.373  p=0.000）；（3）

消化性溃疡发病率男性明显高于女性，有显著性差异（χ2=6.105  p=0.047）；（4）PU 幽门螺杆

菌检出率较高，是引起小儿消化性溃疡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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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4 

肝硬化患者血清学和超声心动图检查对肝硬化心肌病 

早期诊断的价值 

 
宿慧,吴静,刘红,王沧海,蔺武,郭春梅 

北京世纪坛医院 

 

目的  筛选肝硬化心肌病的检测指标。 

方法 入选 20 名对照组，60 名肝硬化患者，检测评估心脏功能的血清学检测指标和心脏彩超检查。 

结果 1、两组肌钙蛋白 TNI、心电图 Q-T 间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肝硬化组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

B 型钠尿肽 BNP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两组左房收缩径、右室舒张径、二

尖瓣 A、E/A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肝硬化组左室舒张径、右房收缩径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肝硬化组肺动脉瓣上 Vmax、主动脉瓣上 Vmax、二尖瓣 E、肺动脉压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3、肝硬化组左心 Tei 指数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肝硬化组右心 Tei 指数亦

高于对照组，但 P＞0.05，两组左室射血分数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结论 肝硬化患者 CKMB、BNP、左室舒张经、右室收缩径、肺动脉瓣上 Vmax、主动脉瓣上 Vmax、

二尖瓣 E、肺动脉压、左心 Tei 指数检测指标出现异常，提示合并肝硬化心肌病可能。 

 
 

PU-1035 

高甘油三酯血症胰腺炎中受损自噬和内质网应激相关性的研究 

 
梅启享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高甘油三酯血症（hypertriglyceridemia，HTG）相关性大鼠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中，胰腺腺泡细胞自噬的改变和内质网应激的相关关系，探讨高脂因素下，自

噬的状态改变及它对急性胰腺炎发生发展作用和内质网应激状态的影响。 

方法 40 只 SD 大鼠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正常饮食组（Chow Diet, CD）、正常饮食重症急性胰腺炎

组（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高脂饮食组（High fat diet，HFD）、高脂血症合并重症

急性胰腺炎组(hyperlipidemia associated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HSAP），每组 10 只。采用

腹腔 4 次注射雨蛙肽（50ug/kg）方法制备 AP 模型，在（0，1，2，3h 时注射），造模后 9h 处死

大鼠。观察胰腺病理变化并予评分，检测血清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及血浆淀粉酶（amylase，AMY）水平，透射电镜下观察胰腺组织自噬小体的数

量和结构改变。提取大鼠胰腺腺泡细胞，模拟体外高脂胰腺炎改变，腺泡细胞高脂组给予

250umol/l 的棕榈酸孵育 12h，正常组给予对照溶剂孵育 12h，正常组细胞和高脂组细胞均给予

200nmol/l 的雨蛙肽刺激 0.5h 腺病毒荧光标记细胞自噬状态。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胰腺组织和胰腺腺

泡细胞的自噬标记蛋白 LC3Ⅱ/Ⅰ、p62 以及内质网应激蛋白 GRP78,CHOP 的表达。 

结果 高脂饮食 2 周后，HL 组、HSAP 组大鼠血清 TG 和 TC，血浆脂肪酶、淀粉酶均较对照组明

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透射电镜下观察，SAP 组和 HSAP 组胰腺组织均出

现了自噬小体，且 HSAP 组自噬活性较 SAP 减弱。腺病毒标记自噬小体显示，高脂组细胞自噬水

平较正常组受损，HSAP 组和高脂组细胞的蛋白 LC3Ⅱ/Ⅰ表达较对照组下降，而 p62 较对照组增

加，而内质网应激蛋白的表达水平增加，它的趋势和 P62 蛋白相一致。 

结论 自噬在高脂因素的介入下在胰腺的表达出现了异常改变，提示高脂血症急性胰腺炎状态下胰

腺出现了自噬受损，而受损的自噬可能是 HTG 相关性急性胰腺炎内质网应激加重，疾病易重症化

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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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6 

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通过旁分泌维持 CD24+肝癌 

干细胞―干性‖的机制研究 

 
李雅雯,程斌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肝癌干细胞是一群具有自我更新、致瘤能力、化疗抵抗等干细胞生物学特性的肿瘤细胞，与

肝癌的复发、转移和耐药密切相关。近期研究表明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CAFs）参与肿瘤干细胞―干性‖特征的维持。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 CAFs 通过旁分泌

参与 CD24+ 肝癌干细胞―干性‖特征的维持作用和具体机制。 

方法 首先采用免疫组织化学（IHC）技术检测 63 对肝癌-癌旁标本中肝癌干细胞表面标记 CD24 表

达水平并进行临床相关性分析。用磁珠分选方式分选出 CD24+/-肝癌细胞并用浮球实验、克隆形成

实验、迁移侵袭实验、Sorafenib 化疗抵抗实验、NOD/SCID 免疫缺陷鼠成瘤实验检测 CD24+肝癌

细胞―干性‖生物学行为。从肝癌组织中分离培养 CAFs，随后将 CAFs 与 CD24+肝癌干细胞共培养，

重复以上实验检测肝癌干细胞―干性‖的变化。运用 ELISA、添加重组蛋白和中和抗体探寻和验证

CAFs 旁分泌 HGF 和 IL6 参与维持 CD24+肝癌干细胞―干性‖特征。最后，采用抑制剂或慢病毒调

控下调相关通路，探究 CAFs 维持肝癌干细胞―干性‖特征的具体分子机制。 

结果 1、在肝癌组织中 CD24 的表达高于癌旁组织，并且与不良预后正相关；2、CD24+肝癌细胞

具有更高的自我更新、增殖、迁移侵袭、化疗抵抗和体内成瘤能力，是一群具有干细胞潜能的细胞

群；3、CAFs 可促进和维持 CD24+肝癌干细胞的―干性‖特征；4、ELISA 实验检测发现 CAFs 大量

分泌 HGF 和 IL6，且加入 HGF 和 IL6 的重组蛋白检测发现其可促进 CD24+肝癌干细胞―干性‖生物

学行为；5、通过加入 HGF 和 IL6 的中和抗体以及加入抑制剂，发现 CAFs 的促―干性‖作用被抑制，

Western blot 实验发现 HGF 和 IL6 通过磷酸化 STAT3 维持 CD24+肝癌干细胞―干性‖；6、慢病毒

下调 CD24+肝癌干细胞中的 STAT3，发现 CAFs 的促―干性‖作用被抑制。 

结论 我们的结果表明，CAFs 通过分泌 HGF 和 IL6 激活 STAT3 通路维持 CD24+肝癌干细胞―干性‖

特征。本研究从肿瘤微环境参与肝癌干细胞―干性‖维持这一角度进一步完善肝癌的复发转移机制，

可望为阻遏肝癌复发转移提供新的治疗靶点。 

 
 

PU-1037 

改良型圈套器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切除胃、 

食管上皮内瘤变的疗效评 

 
梁凤,乔晓,刘树青,王昌成,韩成艳,杨炳银,杨士彦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淮安市仁慈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淮安医院） 

 

目的 探讨改良型圈套器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切除胃、

食管上皮内瘤变的安全性、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4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利用改良型圈套器或 Dual 刀完成 ESD 切除胃、食管

上皮内瘤变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从手术成功率、病灶整块切除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

病理、术后并发症、一次性耗材费用等方面进行比较。 

结果 共 40 例病例 40 处入选并完成 ESD 术，其中 20 例病例采用改良型圈套器行 ESD 术（实验

组），另 20 例病灶采用 Dual 刀完成 ESD 术（经典对照组）。手术成功率两组均为 100%；术中

出血量及术后病灶长径，两组相比 P 值分别为 0.342,0.576，（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从

病灶整块切除率来看，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病灶整体切除率分别为 95%，100%；术后两组患者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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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出血及穿孔等并发症；对比术前及术后病理，实验组中术前一例高级别瘤变患者术后病理示鳞

状细胞癌（转外科手术），对照组中，术前高级别瘤变的一例病例，术后病理提示食管原位癌（病

灶距离切缘及基底部大于 0.1cm），两组对比，P 值为 0.865，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比手

术时间，实验组与照组手术用时长分别为（72.3±13.4）min、（55.2±16.4）min，P 值为 0.03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一次性耗材费用，实验组中改良型圈套器的价格远远低于对照组中

的 Dual 刀价格。 

结论 改良型―单丝小头‖圈套器能够安全、有效地完成 ESD 术切除胃食管上皮内瘤变，与经典的

Dual 刀相比，除手术时间略长外，其余比较从统计学意义上看均无明显差异，其为物美价廉的改

良型圈套器在临床上 ESD 切除胃、食管上皮内瘤变及粘膜下肿瘤中的推广提供重要的临床及理论

基础。 

 
 

PU-1038 

超声内镜引导下经胃穿刺双蘑菇头覆膜金属支架引流术治疗胰腺

假性囊肿 21 例疗效与安全性评价 

 
雷宇鹏,余明桔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临床应用双蘑菇头覆膜金属支架引流胰腺假性囊肿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7 月-2018 年 1 月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内镜超声（EUS）引导下

经胃双蘑菇头金属支架置入引流的 21 例胰腺假性囊肿患者的病例和随访资料。评估手术效果并定

期随访，囊肿消失后拔除支架。分析操作成功率、治愈率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21 例患者均成功完成囊肿穿刺、全覆膜金属支架置入引流术，手术成功率为 100%，并发症

发生率 17.02%(8/47)，其中术后并发感染 2 例 9.52%(2/21)，支架自行脱落 1 例 4.76%(1/21)，1

例失访，无穿孔、出血、死亡病例。平均手术时间为 34.13±12.01min，置入支架后平均住院天数

为 7.47±3.60 d，平均住院费用 15,093.51±6,519.25 元，平均支架留存时间为 30.31±15.69 d。术

后随访 2-12 月，20 例(95.24%)已完成支架拔除术，囊肿均完全消失，1 例囊肿有复发。 

结论 EUS 引导下经胃穿刺双蘑菇头金属支架引流胰腺假性囊肿创伤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手

术成功率及治愈率高，疗效显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PU-1039 

重症急性胰腺炎相关性 MiR-551b-5p 对 Cajal 细胞 C-KIT 基因

的表达和细胞内钙离子浓度的影响 

 
李骥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重症急性胰腺炎相关性 MiR-551b-5p 对 Cajal 细胞（interstitial Cajal cell,ICC）C-KIT 基

因的表达以及对细胞内钙离子浓度的影响。 

方法 体外分离培养大鼠小肠平滑肌细胞（ICC）。构建模型将分离培养的 ICC 分为 5 组：正常对

照组； MiR-551b-5p 过表达组（转染 MiR-551b-5p mimic）； MiR-551b-5p mimic 阴性对照组；

MiR-551b-5p 下调表达组（转染 MiR-551b-5p inhibitor）； MiR-551b-5p inhibitor 阴性对照组。应

用 realtime PCR 测定 ICC 中 miR-551b-5p 和 c-KIT mRNA 表达，Western blotting 检测 ICC 中 c-

KIT 蛋白；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测 ICC c-KIT 基因和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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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不同 MiR-551b-5p 表达组中 c-KIT mRNA、c-KIT 蛋白的表达均未有明显差异；在 MiR-

551b-5p 过表达组较正常对照组细胞内钙离子浓度明显增加，（P<0.05），MiR- 551b-5p 下调表

达组则明显降低（P<0.05）。 

结论 MiR-551b-5p 可使 ICC 内钙离子浓度显著增加，可能参与细胞内钙离子激活通路的传导和调

节，为今后进一步的靶向治疗提供一定的依据，但是否通过直接作用影响 ICC 内 C-KIT 及其具体

的分子途径还需更深的研究。 

 
 

PU-1040 

GPR120 激动剂抑制 CBir1 T 细胞转输诱导的慢性结肠炎 

 
刘晗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作为炎症性肠病的两种主要疾病，主要表现是由于免疫调节系统紊

乱导致慢性复发性胃肠道疾病。G蛋白偶联受体 120（G-protein receptor 120，GPR120）作为一

种不饱和长链游离脂肪酸，可以预防多种炎症诱发的疾病，如糖尿病，哮喘等自身免疫性疾病；降

低促炎因子的产生，包括 IL-1β 和 TNF-α。本课题目的是研究 GPR120 激动剂能否缓解免疫缺陷小

鼠产生的慢性结肠炎。 

方法 将 2*10^6 正常 CBir1 小鼠的 T 细胞转输到免疫缺陷的小鼠体内。CBir1 转基因小鼠对肠道中

细菌鞭毛抗原会产生特异性的免疫反应。实验分为两组，每组 5 只小鼠。转输细胞后，对照组给予

异丙醇每天灌胃一次，实验组给予 GPR120 激动剂每天灌胃。并记录小鼠临床表现包括 0-8 周小

鼠体重,观察小鼠出现竖毛、拱背，有软便甚至腹泻、便血，评估小鼠炎症程度。取小鼠结肠进行

病理评分，此模型最主要的上皮病变是增生，可表现为上皮腺体层增厚、腺体扭曲、隐窝延长，另

外有溃疡、黏蛋白缺失、隐窝缺失；流式分析 IL-17+CD4+T， IFN-γ+CD4+T 细胞， IL-10+和

Foxp3+CD4+T 细胞数目的改变。 

结果 转输 CBir1 小鼠的 T 细胞后，对照组给予异丙醇每天灌胃一次，实验组给予 GPR120 激动剂，

第 2 周对照组小鼠平均体重下降了 18%，同时大部分小鼠出现脓血便，而 GPR120 激动剂干预组

小鼠平均体重仅下降 5%，个别小鼠出现腹泻。至第 5 周处死小鼠，提取小鼠结肠进行炎症程度病

理评分，结果提示对照组小鼠发现对照组病理评分为 10 分，是给予 GPR120 激动剂干预组病理评

分的 2 倍（Pathology score=5）。提取每只小鼠的结肠固有层淋巴细胞进行流式分析，结果示阳

性对照组与 GPR120 受体激动剂干预组相比， IFN-g+CD4+T 细胞（36.3% vs. 23.4%）和 IL-

17+CD4+T（26.7% vs. 15.0%）显著升高。 

结论 GPR120 激动剂通过抑制 Th1 和 Th17 细胞的激活缓解 CBir1 T 细胞诱导的慢性结肠炎。 

  
 

PU-1041 

以单纯腹痛为临床表现的腹型过敏性紫癜 1 例报道 

及小肠镜下特征分析 

 
马田,左秀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临床上对不伴有皮疹的腹型过敏性紫癜诊断较为困难，需要与克罗恩病、感染性小肠炎、淋

巴瘤、急腹症等疾病相鉴别，本文旨在报道我中心收治的 1 例以单纯腹痛为临床表现的腹型过敏性

紫癜患者，分析其临床特点、特别是小肠镜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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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该患者的临床病史资料、辅助检查资料、及小肠镜资料。分析该患者临床及内镜特点。

展示该患者的典型小肠镜图片、总结该病与克罗恩病、感染性小肠炎、淋巴瘤等疾病在临床及内镜

方面的鉴别诊断要点。 

结果 男性，14 岁。因―阵发性上腹痛 9 天‖入院。9 天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阵发性上腹痛，伴腹泻，

为黄褐色稀便，2-3 次/天，伴纳差，无发热、皮疹及关节疼痛，小便正常。于当地医院行胃镜检查

示十二指肠炎，活检病理示十二指肠粘膜慢性活动性炎，伴糜烂，固有层内见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

7 年前曾患肠系膜淋巴结炎，治疗后痊愈；1 年前曾患腹型过敏性紫癜，发病时四肢可见皮疹，药

物治疗后痊愈。余无特殊。入院后对患者查体未发现皮疹，剑突下及左下腹有压痛。查血常规示

WBC 21.12*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16.7*10^9/L；大便潜血（+）； C 反应蛋白 36mg/L；免疫

球蛋白 igM 719IU/ml；巨细胞病毒、EB 病毒、T-SPOT、凝血系列、风湿系列、ANCA、二便常规

均无明显异常。腹部 CT 示小肠壁厚、肠系膜淋巴结肿大。肠系膜血管 CTA 未见明显异常。小肠

镜示十二指肠球降段始至空肠可见黏膜糜烂、浅溃疡，局部色紫红，较多渗出物，病变呈节段性分

布，糜烂及溃疡形态不规则，呈地图形，局部环周，病变致肠腔狭窄。回肠及结肠黏膜未见明显异

常。病理示黏膜急慢性炎，局灶腺体杯状细胞减少。该患者被诊断为过敏性紫癜 腹型。应用奥美

拉唑、阿莫西林、泼尼松等药物治疗后，好转后出院，未再复发。 

结论 该患者无皮肤、肾脏及关节表现，小肠镜检查发现仅有小肠受累，鉴别诊断较为困难，内镜

对于诊断至关重要。该病好发于儿童及青少年，无皮肤表现者少见，较克罗恩病而言病程短，有反

复发作倾向，既往发作中可伴有皮肤表现，有助于协助诊断，过敏性紫癜内镜下表现具有一定的特

征性，十二指肠受累最为常见，病变表现为弥漫的充血水肿糜烂、不规则溃疡，及出血导致的暗紫

色黏膜隆起等。该病经激素、抗过敏药物治疗有效。 

 
 

PU-1042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Membrane Derived Vesicles 
Promote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in Dextran Sulfate 

Sodium-Induced Colitis 

 
Le Liu,Ye Che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Fn), a well-accepted proinflammatory bacterium, has been 
abundantly found in patients'mouth suffering from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 recently. 
However, the microbial factors that mediate these harmful effects are not fully known. Gram-
negative bacteria release outer membrane vesicles (OMVs) as a direct pathway for delivering 
selected bacterial proteins and active compounds to the host. In fact, vesicles released by gut 
microbiota are emerging as key players in signaling processes in the intestinal mucosa.Hera,we 
will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of Fn OMVs to aggravates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and barrier 
dysfunction.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of Fn OMVs to aggravates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and 
barrier dysfunction, OMVs were isolated from culture supernatants of Fn by ultracentrifugation 
and then identified by Zetasizer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in vivo experimental 
protocol involved injected with OMVs (5 μg/day) for 7 days before DSS intake. Inflammatory 
cytokine was detected by RT-PCR and Elisa. Cell apoptosi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Western 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 Barrier function was determined by FITC-dextran flux in 
vivo. Canonical TJ proteins ZO-1 and occludin, and transmembrane Proteoglycan Syndecan-
1(SDC1)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purified Fn OMV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DSS-induced weight 
loss and exacerbated clinical symptoms and histological scores. OMVs treatment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promoted apoptosis of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as well,it 
could increase mucosal peameability, and boost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This study show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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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ime that Fn OMVs can mediate the pro-inflammatory and barrier dystruction effects in 
experimental colitis. 
Conclusions In summary, Fn OMVs significantly aggravates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and barrier 
dysfunction. OMVs from gut microbiota are an important weapon for bacteria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disease and defens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vaccine targeting 
bacterial OMVs to prevent and treat clinical bacteria related immune disease. 
 
 

PU-1043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与生命早期抗生素应用的关系 

 
朱巍巍,李在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本部分研究旨在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哮喘及过敏性腹泻发生的危险因素，明确生后 1 年应用

抗生素是否增加后期发生哮喘或婴幼儿喘息及过敏性腹泻的风险。 

方法 纳入在我院普通儿科病房及儿科过敏门诊就诊，明确诊断儿童哮喘或反复发生婴幼儿喘息的

2-8 岁的患儿 60 名，明确诊断过敏性腹泻的 1-3 岁的患儿 60 名，同时纳入在我院儿童保健发展中

心随访，1-3 岁的健康儿童 322 名。通过现场问卷调查，对其出生史，婴幼儿时期的喂养史及个人

史，家族史，母孕期情况，家庭环境及住所等情况进行单因素及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 

结果 应用多因素 Logister 回归分析发现，哮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有较严重的湿疹史，婴幼儿时

期感染史，应用抗生素，家族过敏性疾病史，母亲药物过敏史，保护因素为鸡蛋添加时间大于 6 个

月，母亲无或轻度早孕反应。过敏性腹泻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有婴幼儿时期感染史，应用抗生素史

及母孕期感染史。保护因素有补充钙剂，母亲孕期补充复合维生素，母孕期每天服用鸡蛋的个数小

于 2 个。 

结论 具有家族过敏史，母亲药物过敏史可增加后期发展为哮喘/婴幼儿喘息的风险，母亲孕期有感

染史可增加后期发展为过敏性腹泻的风险。而婴幼儿时期存在较严重湿疹史，感染史及应用抗生素

史可同时增加发生哮喘/婴幼儿喘息和过敏性腹泻的风险。大于 6 个月开始添加鸡蛋，母亲孕期无

明显早孕反应，可能降低后期发生哮喘/婴幼儿喘息的风险。生后补充钙剂，母孕期补充维生素可

降低后期发展为过敏性腹泻的风险。 

 
 

PU-1044 

ERCP 在急性胆源性胰腺炎应用中的回顾性分析 

 
李骥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 的 通 过 回 顾 性 研 究 探 讨 内 镜 下 逆 行 胰 胆 管 造 影 术 （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在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通过回顾性研究分析对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收治的行 ERCP 的急性胰腺炎

（Acute Pancreatitis,AP）的患者，对其病因、治疗时机、治疗结果及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收治急性胰腺炎患者总病例 645 例，其中胆源性 AP 患者 419 例，占急性胰腺炎患者 65.3%，

其中进行过 ERCP 治疗的患者共计 305 例。1.治疗病因分析：胆道结石患者 227 例，占 74.4%，

胆道结石病化脓性胆管炎患者 26 例，占 8.52%，胆道炎性狭窄 9 例，占 2.95%，汇流异常 2 例，

占 0.66%，胰腺分裂 2 例，占 0.66%，肿瘤 15 例，占 4.92%，其它 24 例，占 7.87%；2.治疗效

果分析：ERCP 术后病情减轻 253 例，占 82.95%，病情无变化 42 例，占 13.77%，病情加重 10

例，占 3.27%；3.治疗时机分析：化脓性胆管炎患者 24 小时内行 ERCP 约 46%，24-72 小时行

ERCP 约占 46%，而在 72 小时后行 ERCP 约占 8%；而在非化脓性胆管炎患者中，在 24 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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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RCP 者约占 11%，在 24-72 小时行 ERCP 者约占 38%，而在 72 小时后行 ERCP 者约 51%；

4.预后分析：住院天数均 12.35 天，住院费用均 24535.35 元，治愈率约 84.7%，好转率 13.60%，

病危自动出院 1.10%，病死率 0.54%。  

结论 行 ERCP 的急性胰腺炎患者中，以胆源性胰腺炎为主，且行 ERCP 可缓解病情，明显改善预

后。合并急性化脓性胆管炎患者在早期(＜24 小时)行 ERCP 是对患者有益的，而未合并急性化脓

性胆管炎患者，则可在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后择期行 ERCP 术。 

 
 

PU-1045 

AIMS65、Glasgow-Blatchford 和 Rockall 预后评分系统在静

脉曲张性和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中的比较 

 
卢学峰,陈洪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美国胃肠病学会指南建议在 AUGIB 患者的管理早期进行危险分层。本研究旨在采用 AIMS65 、

Rockall 和 Glasgow-Blatchford（GBS）评分系统对 AUGIB 患者预后进行评估，比较 3 种评分系

统对 AUGIB 总体患者再出血及住院死亡等结局的预测价值，并在静脉曲张性与非静脉曲张性出血

两组之间做比较。 

方法 纳入上消化道出出血患者分为总人数组、静脉曲张性出血组及非静脉曲张性出血组，通过使

用 AIMS65，GBS，和 Rockall 评分进行风险分层。主要结局是:1)住院死亡;2)临床非药物干预（发

生以下任意一种或多种情况：内镜、放射学或手术干预）;3）再出血; 4）输血。针对不同预后结局

计算 ROC 曲线下面积及 cut-off 值。探讨针对上消化道出血不同结局的最佳预后评分系统，比较两

种不同病因的出血人群的各个评分系统的预测价值。 

结果 收集 310 例 AUGIB 的初步诊断患者，其中 257 例纳入研究。中位年龄为 61 岁（16-89 岁），

71％为男性。静脉曲张性出血人数 42（15.2%），非静脉曲张性出血人数 215（83.6%）。7 例

（2.7％）住院死亡，43 例（16.8％）需要内镜介入治疗，5 例（1.9％）需要介入止血治疗，44 例

（17.1％）发生再出血，108 例（42.2％）需要输血。在总人群组，AIMS65 与 GBS、Rockall 评

分对预测住院死亡率的结局无统计学差异，AUROC 分别为 0.951、0.869（P=0.16）、0.956

（P=0.83）；AIMS65 评分（敏感度，100%;特异度，91.20%）灵敏度和特异性最大化，cut-off

值为 2，即为危险分层的界值，高危人群死亡率为 24.13％，低危组为 0％（P <0.001)。GBS 评分

针对输血结局的预测，在总人群及非静脉曲张亚群中均显示出优势，而在静脉曲张亚组，与

AIMS65 评分无明显差异。总人群组及亚组中，三种评分在预测再出血及临床非药物干预结局均无

明显差异。 

结论 AIMS65 评分是区分住院死亡率的高风险和低风险组的最简便可行的 AUGIB 预后评分，并且

可能更适用于静脉曲张性出血的患者评分。GBS 对输血结局的预测有优势。对于预测内镜或介入

治疗以及再出血方面，AIMS65 评分的预测价值与其他三种评分系统相差不大，鉴于其计算简单，

在临床工作中的可行性强，更加满足于临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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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46 

Complete Esophageal Obstruction After Endoscopic 
Variceal Ligation:Case Report and Review 

 
wei sen Zhang,Yi Ran Yao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 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mechanisms, risk factors and 
appropriate management of complete esophageal obstruction after EVL. 
Methods A systematic search of the literature (MEDLINE,Embase and Google Scholar) revealed 
12 patients of complete esophageal obstruction after EVL, published till January 2017. One 
additional patient treated was added at our hospital.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12 patients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including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presenting symptoms,risk 
factors and treatment given.  
Results The review suggested that various risk factors may be female gender, 
multiple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varicose veins too large and excessive suctioning. 
Conclusions EVL is an effectiveness and safe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and eradication of 
esophageal varices. In addition to knowing the common complications of EVL, clinicians should 
be mindful of the rarer ones, such as complete esophageal obstruction.Active manipulation to 
alleviate the obstruction is generally not successful; however,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will generally lead to a good result. 
 
 

PU-1047 

儿童幽门螺旋杆菌检测率的影响因素 

 
叶安青 

深圳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目的 通过检测门诊有消化症状儿童中碳-13 呼气试验的阳性检出率，与报告相关数据分析误差。 

方法 分析我院门诊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所有的碳-13 呼气试验患儿 466 例，分成两组，

设 3-6 岁为空白组，共 186 人；6 岁以上为对照组，共 280 人。其中对照组检出率为 37.26%，空

白组检出率为 25.26%,。对比成人的碳-13 呼气试验阳性检出率，分析相状的影响因素。  

结果 儿童碳-13 呼气试验检测，其中总阳性人数为 136 例，占总检查人数的 29.18%，阴性人数为

330 例。与成人碳-13 呼气试验检出率 44.3%相比，检出率低， 其中对照组高于空白组。 

结论 年龄和操作方法的正确性可能是影响儿童幽门螺旋杆菌检测率的重要因素。 

。 

 
 

PU-1048 

结直肠息肉与血脂水平、脂肪肝发病的相关性研究 

 
王松,方放,陈思,张开光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结直肠息肉的发病与血脂水平、脂肪肝发病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 80 例结直肠息肉患者的临床资料，同时设定 70 例结肠镜体检无结直肠息肉者为

对照组，比较结直肠息肉患者与无结直肠息肉者的体重指数（BMI）、甘油三酯、低密度胆固醇、

高密度胆固醇、总胆固醇等指标及脂肪肝发病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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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结直肠息肉组甘油三脂为 2.10±1.51 mmol/L，明显高于无结直肠息肉对照组的 1.47±0.6 

mmol/L（p=0.001）；两组 BMI、低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总胆固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直肠息肉组脂代谢异常和脂肪肝发病的比例分别为 77.5%（62/80）和 62.5%

（50/80），分别高于对照组的 58.6%（41/70）和 40%（28/7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所有患

者按脂肪肝组和无脂肪肝组对比结直肠息肉发病率，脂肪肝组结直肠息肉发病率 64.1%（50/78）

高于无脂肪肝组 41.7%（30/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结直肠息肉的发病与血脂水平、脂肪肝发病具有相关性，脂代谢异常和脂肪肝可能是结直肠

息肉发病的危险因素。 

 
 

PU-1049 

内镜胆道支架置入与胆道旁路手术治疗恶性胆管 

梗阻的 Meta 分析 

 
聂丹丹,辛辰,吕沐瀚,王烜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内镜胆道支架置入术与胆道旁路手术治疗恶性胆管梗阻（MBO）的价值并为治疗提供参

考。 

方法 确定纳入排除标准和确定检索式；中外各大权威数据库进行检索；严格按照纳入排除标准进

行文献筛选、数据提取；利用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和 NOS 量表进行文献质量评价；利用

Revman 5.3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纳入 13 篇文献，包括 4 篇 RCT 和 9 篇回顾性研究。①治疗成功率：内镜组与手术组相当

（RCT：OR＝1.06，95%Cl: 0.48,2.32，p＝0.89；nRCT：OR＝0.67，95%Cl: 0.18,2.44，p＝

0.54）。②30 天死亡率：内镜组与手术组无差异（RCT：OR＝0.54，95%Cl: 0.27,1.07，p＝0.08；

nRCT：OR＝0.75，95%Cl: 0.26,2.17，p＝0.59）。③治疗相关死亡率：内镜组较手术组低

（RCT：OR＝0.19，95%Cl: 0.05,0.69，p＝0.01；nRCT：OR＝0.27，95%Cl: 0.10,0.71，p＝

0.008）。④并发症发生率：内镜组总并发症发生率较手术组低（ RCT ： OR＝ 0.40 ，

95%Cl: 0.24,0.68，p＝0.0006；nRCT：OR＝0.26，95%Cl: 0.13,0.49，p＜0.0001），前者早期

并发症发生率较低（OR＝0.39，95%Cl: 0.25,0.60，p＜0.0001），晚期并发症发生率较高（OR

＝6.65，95%Cl: 3.07,14.41，p＜0.00001），⑤复发性黄疸：内镜组较手术组高（RCT：OR＝

20.05，95%Cl: 6.59,61.02，p＜0.00001，nRCT：OR＝4.51，95%Cl: 2.08,9.79，p＝0.0001）。

⑥胃出口梗阻：内镜组较手术组高（OR＝2.22，95%Cl: 1.10,4.49，p＝0.03）。⑦住院时间：内

镜组少于手术组（RCT：MD＝-7.43，95%Cl: -10.03,-4.83，p＜0.00001，nRCT：MD＝-7.95，

95%Cl: -13.21,-2.69，p＝0.003）。 

结论 内镜胆道支架置入术与胆道旁路手术在缓解恶性胆管梗阻中均有效。对预计生存期较长的患

者建议采用胆道旁路手术治疗，必要时可联合胃空肠切除术；对预计生存期短，建议采用内镜支架

置入。 

 
 

PU-1050 

lncRNA Ftx 促进慢乙肝肝纤维化中肝星状细胞的激活 

 
张娣,赵琪,李晓,祁建妮,刘慧,许洪伟,秦成勇 

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 lncRNA Ftx 在慢乙肝肝纤维化中对肝星状细胞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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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分别收集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组织 80 例，正常肝组织 20 例。采用实时定量 PCR 检测肝纤

维化组织中 lncRNA Ftx 的表达水平、检测 MMP 和 TIMP 等肝纤维化相关指标，分析 lncRNA Ftx

与 MMP、TIMP 的相关关系。体外培养 HSC 细胞系，分别通过转染编码 HBV 全基因组的质粒和

编码 HBx 蛋白的质粒模拟 HBV 感染，检测 HSC 细胞系中 lncRNA Ftx 的表达的变化。siRNA 干扰

lncRNA Ftx 的表达后，采用实时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TGF-β1、PDGF 的表达变化。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慢乙肝肝纤维化组织中 lncRNA Ftx 的表达明显上调，且 lncRNA Ftx 的表达

水平与肝纤维化的相关指标 MMP、TIMP 显著相关。体外模拟 HBV 感染后，可显著诱导肝星状细

胞系中 lncRNA Ftx 的表达上调。而在此基础上，siRNA 干扰 lncRNA Ftx 的表达后可使肝星状细胞

活性标志物 TGF-β1、PDGF 的表达明显下调。 

结论 lncRNA Ftx 在促进慢乙肝肝纤维化中肝星状细胞的激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PU-1051 

胆道细胞刷检细胞学单独或联合肿瘤标记物在  

胆道狭窄中的诊断价值 

 
钟谷平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胆管良性、恶性狭窄的性质判断不管是对经验丰富的内镜医师、放射医师还是病理学医师都

是一个难题。本文的目的是确定影响 ERCP 细胞学刷检有效性的因素，以及单独细胞学刷检或联

合肿瘤标记物的诊断胆管狭窄性质的符合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95 例胆管狭窄的资料。胆管狭窄性质以手术或其他方法获得的组织病理学判

断标准，如果没有组织病理学，则以 ERCP 影像学以及随访 12 月后临床资料来诊断。收集患者的

血清生化参数如血糖、总胆红素、AST、ALT、ALP、GGT 等；检测患者的肿瘤标记物包括 CEA、

AFP、CA199、CA125。 

结果 3 例病人剔除了研究。92 例患者获得 101 例病理学标本。大部分胆管狭窄的位置为胆总管

（56 例），大部分胆管良性狭窄的原因为胆管结石（19 例），最冬我们发现恶性狭窄 48 例，良

性狭窄 44 例，其中 30 例恶性狭窄通过细胞刷检得到诊断，仍有 18 例病人通过外科手术后、放射

影像学而得到诊断。30 例通过细胞刷检诊断为恶性有 2 例为假阳性，44 例良性狭窄有 13 例假阴

性，单独细胞刷检细胞学对恶性狭窄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64.1%和 93.3%；联合检测

CA199、CA125 则敏感性提高到 95.3%，多变量回归分析显示高龄、胆管狭窄长于 1.1cm，ALT、

血清总胆红素有助预测细胞学刷检的阳性率。  

结论 细胞学刷检对胆管良恶性狭窄的诊断是有用的。联合影像学资料、CA199、ALT 可以提高细

胞学刷检的敏感性。 

 
 

PU-1052 

降结肠巨大息肉合并血友病 A伴 I 型血管性 

血友病内镜手术治疗 1 例 

 
汪星,刘海峰,张海军 

上海市儿童医院 

 

目的 通过报道 1 例降结肠巨大息肉合并血友病 A 伴 I 型血管性血友病患儿内镜下治疗，评价其疗

效。 

方法 本文个案报道 1 例降结肠巨大息肉合并血友病 A 伴 I 型血管性血友病患儿在内镜手术术前、

术中、术后使用 VIII 因子、AHG(抗血友病球蛋白)及 DDAVP（1-脱氨基-8 右旋精氨酸加压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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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治疗的临床资料，并分析了通过内镜治疗降结肠巨大息肉合并血友病 A 伴 I 型血管性血友病的

可行性及，阐述了操作方法，为血友病 A 伴血管性血友病患儿经历手术治疗作了很好的探索和尝试，

提供可以参考的经验。 

结果 通过内镜手术术前、术中、术后使用 VIII因子、AHG(抗血友病球蛋白)及 DDAVP（1-脱氨基-

8 右旋精氨酸加压素），内镜下分次切除，等治疗，顺利将息肉安全切除，随访一月，未出现便血

及血色素下降。 

结论 血友病并非内镜息肉摘除术绝对禁忌症，血友病并非内镜息肉摘除术绝对禁忌症，但要对血

友病分型明确，术前及术中予相应对症治疗措施，待凝血功能达到手术要求方可行手术治疗。巨大

结肠息肉单次摘除难度高，可行内镜下分次摘除，摘除前需尽可能暴露息肉蒂部结扎点，采用多次

交叉性钳夹，完全阻断息肉血供是减少出血的必要前提。为血友病 A 伴血管性血友病患儿经历手术

治疗作了很好的探索和尝试，提供可以参考的经验 

 
 

PU-1053 

维生素 D 对油酸诱导的脂肪变 HepG2 细胞的 

凋亡、脂质代谢的调控作用 

 
俞媛洁,谭诗云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血清维生素 D（VD）水平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呈负相关。许多研究阐述了维生素

D 在 NAFLD 中的临床作用，但很少有实验研究信号通路在 NAFLD 中的发病机制。目的：本研究

旨在评估不同剂量维生素 D 对游离脂肪酸（FFA）诱导 HepG2 细胞非酒精性脂肪的作用和机制。 

方法 通过不同剂量维生素 D 分别对游离脂肪酸诱导的 HepG2 细胞非酒精性脂肪变的脂质代谢与凋

亡的作用进行评估与比较。 

结果 1、维生素 D 促进增殖和抑制非酒精性脂肪 HepG2 细胞中浓度依赖性维生素 D 的凋亡。2、

脂肪变 HepG2 细胞中脂联素，AdipoR2，CYP2R1 和 CYR27A1 的表达低于正常 HepG2 细胞（P 

<0.05）。3、在脂肪变 HepG2 细胞中，SREBP-1，SREBP-2，Bcl-2，Bax，caspase3，CytC，

CyclinD1 和 p21 的表达高于正常 HepG2 细胞（P <0.05），但维生素 D 显着逆转浓度依赖性方式

（P <0.05）。 4、Cyclin A 和 CyclinE 在脂肪变 HepG2 细胞和正常 HepG2 细胞中的表达无明显

差异（P> 0.05）。 

结论 本研究表明，高剂量维生素 D 可促进脂肪变 HepG2 细胞增殖并抑制细胞凋亡。同时，高剂量

维生素 D 影响脂肪变 HepG2 脂质代谢活性，进而预防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生与发展。 

  
 

PU-1054 

KIF20A promotes cellular malignant behaviors and 
enhances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y in colorectal cancer 

through regulation of JAKSTAT3 signaling pathway 

 
熊漫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The link between kinesin family number 20a(KIF20A) and 

JAK/STAT3 signaling pathway in colorectal cancer(CRC) has been poorly understood. 
KIF20A has been found upregulated in multiple cancers and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regulating malignant behaviors, whease the extinct role of KIF20A in CRC remains 
poorly unknown..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033 

方法 Further experiments including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western blot, PCR, gene silencing, cell-planted xenograft mice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KIF20A and JAK/STAT3 signaling pathway in both patient-derived 
specimen and CRC cell lines. 

结果 Further functional analyses reveal that KIF20A had a crucial role in improving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hemotherapy resistance in CRC. Finally, we proved distinct 
mechanical evidence that KIF20A achieved all its pathological functions in CRC via 
activating JAK/STAT3 pathway. 

结论 Our result suggested that KIF20A regulated a series of malignant 

characteristics in CRC via activating JAK/STAT3 pathway. Our findings shed light on a 
new direction to develop a more effective therapeutic manage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CRC.  
  
 

PU-1055 

非麻醉医师实施的丙泊酚镇静下行急诊 ERCP 的可行性 

 
钟谷平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目前尚无非麻醉医师实施的丙泊酚镇静下行急诊 ERCP 的安全性的报道，因此，本文的目的

就是评价非麻醉医师实施的丙泊酚镇静下行急诊 ERCP 的安全性。结果：不良事件包括氧饱和度

低 21 例，低血压 17 例，心动过缓 2 例。A 组和 B 组缺氧及心动过缓的例数比较无显著差别。虽

然 B 组出现低血压的比例比 A 组高，但是都是一过性的，最终可以纠正。此外，没有病人麻醉后

苏醒时间过长以及一些其它的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14 例非麻醉医师实施的丙泊酚镇静下行急诊 ERCP 的梗阻性黄疸患者的资料。

病人分为 A 组（没有急性胆管炎或者轻微的胆管炎）和 B 组（中度和重度的急性胆管炎），分析

技术的安全性和不良事件。 

结果 非麻醉医师实施的丙泊酚镇静下行急诊 ERCP 是可行的，尽管有一些短暂的不良事件，但是

没有严重的并发症；因此，严密的检测下行丙泊酚镇静下行急诊 ERCP 是可行的。 

结论 非麻醉医师实施的丙泊酚镇静下行急诊 ERCP 是可行的，尽管有一些短暂的不良事件，但是

没有严重的并发症；因此，严密的检测下行丙泊酚镇静下行急诊 ERCP 是可行的。 

 
 

PU-1056 

肝癌抑癌基因 LHPP 的分子结构与功能 

 
成镀,徐铭,于红刚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 的  磷 酸化 磷酸 组氨酸 无机 焦磷酸 磷酸 酶 (phospholysine phosphohistidine inorganic 

pyrophosphate phosphatase, LHPP) 是一种新近报道的抑癌基因，有望成为肝癌治疗瓶颈的新突

破，并可作为诊断和预后的肿瘤标志物。然而 LHPP 的分子结构和生物学功能尚不明确。 

方法 从 NCBI的 UniGene 数据库中获取 LHPP 基因信息及其编码蛋白序列，使用 MEGA6 软件、

Expasy 数据库的 ProtParam 和 ProtScale、SignalP 4.1 Server、TMHMM Server v. 2.0、PSORT 

II Prediction、SOPMA、SWISS-MODEL、NetPhos 3.1 Server、PhosphoSite Plus、STRING 等

在线数据库对 LHPP 蛋白的生物学特性进行预测分析。 

结果 人 LHPP 基因编码 270 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与物种进化程度一致，是酸性稳定的疏水蛋白，

无信号肽和跨膜区域。LHPP 蛋白主要定位于细胞质内，其主要二级结构为随机卷曲和 α-螺旋，存

在磷酸化、乙酰化和泛素化位点，该蛋白表达的组织特异性不强，以脑组织中最为丰富。LHPP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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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HCC)、胆管癌(CHOL)、多形性成胶质细胞瘤(GBM)、肾嫌色细胞癌（KICH）和胃腺癌

（STAD）中较正常组织明显下降。LHPP 能与 FOXO1, GATA5, ING4, PARP, SMAD4, ZNF333, 

ZF5, ZEB1,THAP1 和 AHR 等转录因子结合发挥功能。LHPP 相互作用的蛋白主要是 ATP 合酶 α/β

家族和磷酸化酶超家族。参与调控氧化磷酸化和代谢途径等信号通路。 

结论 本文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 构建 LHPP 的系统进化树，分析 LHPP 蛋白的理化性质、组织特

异性、亚细胞定位、结构域及相互作用蛋白质， 为 LHPP 的功能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PU-1057 

腹腔镜胆囊摘除术前 ERCP 的临床研究 

 
钟谷平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ERCP 术后所致的炎症可能对腹腔镜胆囊摘除术有影响，导致手术过程更复杂，但是有多大

的临床意义还不是很清楚。本文的目的是确认术前 ERCP 对腹腔镜胆囊摘除术的影响及 ERCP 术

后行腹腔镜胆囊摘除的合适时间。 

方法 126 例行腹腔镜胆囊摘除术的患者纳入本研究，分为两组，腹腔镜胆囊摘除术前行 ERCP 及

腹腔镜胆囊摘除术前不行 ERCP，这些病人中如果合并急性胆管炎或者急性胆囊炎则剔除出研究。

最冬 66 例病人纳入临床研究，其中 33 例行 ERCP、33 例不行 ERCP。我们分析腹腔镜手术时的

炎症、技术难度、手术后结果。 

结果  ERCP 组行腹腔镜胆囊摘除术时的炎症更明显、手术的难度更大、手术的时间更长，需要改

行开腹手术的病人更多。但是 ERCP 术后行腹腔镜胆囊摘除术的难易程度与 ERCP 和腹腔镜胆囊

摘除术的时间间隔无关并不完全一致。  

结论  手术前的 ERCP 对困难的腹腔镜胆囊摘除术是有意义的。 因此，有经验的外科医师应该在腹

腔镜胆囊摘除前行 ERCP 术。而且因为 ERCP 术后腹腔镜胆囊摘除术的难易程度与胆囊摘除术本

身的难度有关，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因行 ERCP 而 推迟腹腔镜胆囊摘除术。 

 
 

PU-1058 

优质护理在乙肝后肝硬化伴上消化道出血中的影响 

 
王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研究分析对乙肝后肝硬化伴消化道出血患者采用优质护理的作用。 

方法 1,.基本资料 

1.2 研究工具  

(1)生活质量评价调查问卷：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主要包括：体力、痛感、情

绪、休闲娱乐、运动、睡眠质量等方面。 

(2) 患者满意度调查表。 

对常规护理组，提供常规护理，对优质护理组，在提供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以患者为中心，额外增

加优质护理，包括：心理指导，饮食护理，舒适护理，预见性护理以及微信平台在线服务。微信平

台在线服务选择责任心强，经我院知识技能培训考核合格后承担指导师工作，且临床经验丰富的高

年资护师 4 名完成。 

结果 优质护理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率高于对照组，止血时间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均有所提高，

且优质护理组更加明显。 

结论 优质护理服务是以患者为中心，强化基础护理，深化护理专业内涵，提高整体护理水平
［8］。

优质护理将基础护理、专科护理、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有机地结合，促进患者尽快康复。医护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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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管病人，责任护士主动地巡视病房可以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满足患者和家属身心需要，并通过

和医生现场交流，更好地抓住护理工作的要点，有目的地去提高护理工作质量
［9］。研究数据表明，

对乙肝后硬化伴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有助于降低止血时间，减少患者出血量，提高患

者的生存率和满意率，对于治疗过程中出现的突发事件作出预见护理，为患者提供了全面的护理，

缓解了患者在治疗期间的负面情绪，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优质护理服务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

趋势，是健康和生命的需要，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PU-1059 

抗生素在预防 ERCP 术后胰腺炎和胆管炎中应用 

 
钟谷平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预防性抗生素应用是否有助 ERCP 术后并发症的预防。 

方法 我们通过回顾性分析 163 例行 ERCP 手术的病人。其中其中实验组 86 例病人 ERCP 术前应

用了抗生素，对照组 77 例病人术前没有应用抗生素。我们比较两组术后胰腺炎和胆管炎的发生

率。  

结果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基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86 例病人中有 3 例（3.48%）发生了胰

腺炎，而对照组 77 例病人有 3 例（3.89%）发生了胰腺炎，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86 例病人中

发生胆管炎 2 例（2.32%），77 例发生胆管炎 2 例(2.59%），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显

示年轻女性、胆总管结石、胰管显影是术后胰腺炎的高危因素。肝门部胆管狭窄、胆汁引流不畅是

术后胆管炎的高危因素。在这些有高危因素的患者中，预防性抗生素的应用并不能降低术后胰腺炎、

胆管炎的发生。 

结论 预防性抗生素的应用并不能降低术后胰腺炎、胆管炎的发生。 

 
 

PU-1060 

轻微型肝性脑病患者脑组织磁共振研究进展 

 
吴凡,李晖,郑丹,张姮,吴杰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轻微型肝性脑病由于缺乏明显的临床症状及生化学改变，其诊断仍缺乏金标准，磁共振成像

早已应用于轻微型肝性脑病患者脑组织改变的研究。 

方法 轻微型肝性脑病患者在脑基底节区尤其是苍白球区 T1WI 均呈对称性高信号, T 2WI 为等或高

信号，这种改变与锰在基底节区特别是在苍白球中沉积有关。 

结果 磁共振波谱显示谷氨酸谷氨酰胺复合物/ 肌酸增加是轻微型肝性脑病患者大脑典型波谱学改变，

肝性脑病严重程度与谷氨酰胺/谷氨酸的水平有明显的相关性。 

结论 磁共振可以无创地检测轻微型肝性脑病患者脑组织的代谢及功能情况，为临床诊断、治疗、

监测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综述磁共振成像、磁共振波谱检查在轻微型肝性脑病患者脑组织中研究

进展。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036 

PU-1061 

老年人胆总管结石大球囊扩张的临床意义 

 
钟谷平 

宜春市人民医院 

 

目的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内镜下大球囊扩张在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收集 88 例胆总管结石病人，结石的直径大于 1.3mm 或者有 3 个以上大于 1cm 的结石。所有

病人被分为 A 组 50 例和 B 组 38 例，A 组小于 80 岁，B 组大于 80 岁。我们观察两组的取石成功

率、取石次数、两组的并发症。 

结果 A 组病人取石时间为 15-127 分钟(38.47±27.45)，B 组病人 12-130 分钟（40.22±26.03）， 

两组患者取石的时间为 22 至 142 分钟，平均 46 分钟；A 组需要 1-4（1.31±0.712） 次取石，B 组

需要 1-3（1.23±0.532），两组取石的平均次数 1.26 次，有 10 例（11.3%）病人需要碎石，其中

A 组 5 例，B 组 5 例，碎石的病人中包括 6 例胆管扭曲和 4 例大结石。B 组病人乳头旁憩室出现概

率、患高血压、高血脂、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疾病、口服抗凝及抗血小板药物均高

于 A 组。一次性取石成功率 86.3%（76/88）（A 组 43 例，B 组 33 例)，最后成功率 100%

（88/88）。两组手术的并发症为 4.54%（4/88），其中包括出血 1 例，穿孔 1 例，肺部感染 1 例，

急性胆管炎 1 例，其中 A 组 3 例，B 组 1 例，两组比较无 差异。两组病人取石成功率、ERCP 的

次数、两组并发症出现率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内镜大球囊扩张后取石在老年人中和在年轻人中一样安全有效。 

 
 

PU-1062 

ATOH8 调控肝细胞肝癌免疫微环境的初步研究 

 
陈丽萍,程计林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目的  ATOH8 可抑制肝细胞肝癌的干性，且其表达量与较佳的预后呈正相关，为进一步探究

ATOH8 在肝细胞肝癌免疫微环境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通过 LinkedOmics 分析，肝癌组织 ATOH8 的表达量与整体生存率呈正相关，构建过表达

ATOH8 的肝癌细胞系，并进一步通过转录组芯片分析，比较两种细胞系的相关基因表达，筛选出

表达具有显著变化的趋化因子，qPCR 进一步验证进而锁定相关趋化因子，进一步研究其在免疫微

环境中的作用； 

结果 肝癌细胞系过表达 ATOH8 后，趋化因子 CXCL10 表达明显下调，进而招募的 NK 细胞、

CD8+T 细胞减少，且 CXCL10 的表达量与增高的血清 AFP 水平、肿瘤大小、数量以及 TNM 分期

呈正相关。 

结论 ATOH8 抑制 CXCL10 的表达，进而调控免疫微环境，影响预后。 

 
 

PU-1063 

IgG4 相关性肠病 

 
宋正己,万苹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IgG4 相关性肠病的临床特点、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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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对 2 个误诊为结肠癌并进行了外科手术的临床病例，症状再发后诊断 IgG4 相关性肠病的

临床特点、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进行了回顾分析。 

结果 误诊结肠癌手术切除后 9 年和 6 年，临床上怀疑再发，经过血清和组织 IgG4 检测，再次手术

和治疗反应，最后诊断 IgG4 相关性肠病。 

结论 结肠是 IgG4-RD 的靶器官，对于结肠溃疡伴增生性病变，需要进行 IgG4 检测，排外 IgG4 相

关性肠病。 

 
 

PU-1064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预后因素及鉴别诊断指标的分析研究 

 
詹会

1
,黄丽涓

2
,张洁

1
,欧阳春晖

1
,刘小伟

2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1.分析 PBC 患者的临床特点及与 PBC 患者预后相关的危险因素；2.探索 PBC 及 AIH 肝组织

中 IgM、IgG、CD11c 的表达情况及差异，评估其在 PBC 及 AIH 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2017 年 9 月经我院及湘雅医院确诊的 PBC 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期间确诊的

PBC 和 AIH 的肝组织病理标本。患者的临床资料用来分析与 PBC 预后相关的指标；肝组织病理标

本用于行 HE 染色及免疫组化染色（IgM、IgG、CD11c）。 

结果 1.本研究共涉及 208 例初诊 PBC 患者，平均年龄 54 岁，其中 87.6%为女性患者。初诊时，

88%的患者出现临床症状，52.4%的患者进入肝功能失代偿期。中位随访时间为 23.17 个月（1-93

月）。 

2. 血小板<74×109/L、白蛋白<31g/L、凝血酶原时间≥13.65s、GGT<462.8U/L 为预测 PBC 患者出

现食管胃静脉曲张的独立危险因素；Child 评分≥7 分、血小板<74×109/L、血红蛋白<109g/L、年龄

≥55 岁为 PBC 患者出现腹水的独立危险因素预测指标。 

3. PBC 总体及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55.9%、28%。K-M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

血脂水平 PBC 组生存时间长于低血脂组；COX 多因素分析显示：Mayo 评分≥6.11 分、

ALB<30.1g/L、自发性腹膜炎、年龄≥52.5 岁为预测 PBC 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4.肝组织中 IgM、IgG、CD11c 的表达情况，特别是 IgM-IgG>0，对 PBC 及 AIH 有鉴别诊断意义。 

结论 本研究中大多数 PBC 患者初诊时已出现临床症状，且多数进入肝硬化失代偿期，预后差。血

小板<74×109/L、白蛋白<31g/L、凝血酶原时间≥13.65s 为预测 PBC 患者出现食管胃静脉曲张的独

立危险因素；Child 评分≥7 分、血小板<74×109/L、血红蛋白<109g/L、年龄≥55 岁为 PBC 患者出

现腹水的独立危险因素预测指标；GGT 显著升高提示 PBC 患者处于病程早期阶段可能性大；

Mayo 评分、ALB、自发性腹膜炎、年龄为 PBC 患者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血脂升高为 PBC 患者

的保护性因素。肝组织 IgM、IgG、CD11c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有助于 PBC 及 AIH 的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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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5 

Stenosis and endoscopical disease activity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in Crohn’s disease 

 
Liya Chen,Bosi Yuan,Juan Wei,Fangyu Wang 

Nanjing General Hospital， PLA 

 
Objective We aimed to deter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incidence of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SIBO) and endoscopic disease activity of Crohn’s disease (CD) patients, 
and explore the relevant risk factors of SIBO. 
Methods Fifty CD inpatients and 49 healthy controls were enrolled to evaluate for SIBO by 
lactulose hydrogen-methane breath test (LHMBT). Abdominal symptoms, IBD questionnaire (IBD-
Q), and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WBC, CRP, and ESR, etc.) of patients were measured on the 
day of admission. Endoscopy was performed in one week after LHMBT, and then categorized 
them into quiescent and active CD based on the simplified endoscopic score for CD (SES-CD). 
Results We found that SIBO incidence in CD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healthy 
controls (46% vs 10.2%, P=0.009), especially in active disease as compared to quiescent (32% 
vs 14%, P=0.005). However, SIBO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age, gender, the course of disease, 
perianal lesions, previous intestinal surgery, therapeutics, and systemic inflammation. In CD 
patients, median score of meteorism [0(0, 5) vs 0(0, 0), P=0.003] and flatus [5(0, 6) vs 0(0, 5), 
P=0.048] in SIBO-positiv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evere, while median IBD-Q showed a 
significantly lower tendency [157(134, 188) vs 192(174, 202), P=0.006]. SIBO incidenc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that with lesions of small intestine (P=0.025) and stenosis (P=0.005) 
than those without. Finall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suggested that stenosis (OR=21.54, 
95%CI 1.29-359.64, P=0.033) and endoscopically active disease (OR=10.68, 95%CI 1.30-10.14, 
P=0.027)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IBO. 
Conclusions The incidence of SIBO in CD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healthy controls. 
CD patients with SIBO could accompany obvious meteorism and flatus, which could affect their 
quality of life. Stenosis and endoscopically active disease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IBO 
in CD patients. 
 
 

PU-1066 

P53、TNF-α 在二甲双胍治疗 Barrett 食管前后表达改变及意义 

 
杨炳银,宗君,仓艳红,王昌成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二甲双胍治疗 Barrett 食管 (Barrett’s esophagus，BE) 的可能疗效并与奥美拉唑组和无

药 物 治 疗 组 对 比 ， 通 过 检 测 治 疗 前 后 BE 食 管 上 皮 中 P53 、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的表达改变，以期探讨二甲双胍治疗 Barrett 食管产生效果的可

能机制，寻找合理有效的 BE 药物治疗新方案。 

方法 经胃镜及病理确诊的 BE 患者 90 例，随机分为 3 组：(1) 对照组(A 组)：改变饮食及生活习惯，

未给予药物治疗。(2) 抑酸药组(B 组)：改变饮食及生活习惯基础上，口服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20mg，每日 2 次。(3) 二甲双胍组（C 组）：改变饮食及生活习惯基础上，口服二甲双胍肠溶胶囊 

0.5g，一日两次。同期胃镜+病理诊断为正常食管黏膜的标本 20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D 组）。治疗

前、治疗后 1 个月及治疗后 3 个月观察临床症状及内镜下表现，取得食管粘膜组织标本行病理学检

查，免疫组化染色检测食管上皮中 P53、TNF-α 的表达情况，并进行组间、治疗前后及治疗前后各

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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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治疗前后，A、B、C 三组组内 P53 的表达比较，治疗后 A 组表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 B、C 两组 P53 表达降低，各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后 B、C 两组 P53 的表达接近 D 组(P>0.05)，远低于 A 组治疗后 P53 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治疗前后，A、B、C 三组组内 TNF-α 的表达比较，治疗后 A 组表达稍降低，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B、C 两组 TNF-α 表达明显降低，各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 B、C 两组 TNF-α 的表达接近健康对照组(P>0.05)，远低于 A 组治疗

后 TNF-α 的表达（P<0.05）。 

结论 与奥美拉唑相似，二甲双胍治疗后 BE 的 P53、TNF-α 表达水平均明显下降，提示二甲双胍

可能成为临床治疗 BE 实用有效的药物之一。 

  
 

PU-1067 

氢溴酸东莨菪碱在探头式共聚焦胃镜检查中的临床应用 

 
刘冠群

1
,赵姗姗

2
,李延青

1
 

1.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CLE）能够实现在体光学活检，这种放大 1000 倍的图像可清晰辨认组

织结构、细胞及亚细胞结构，即时准确组织学诊断，避免重复内镜检查和多次活检并发症的发生。

氢溴酸东莨菪碱为 M 胆碱受体阻滞药，因其抗胆碱作用临床上已被广泛用于胃、十二指肠、结肠

的纤维内镜检查的术前准备。目前该药在普通胃镜操作中的作用已得到证实，既可以减轻患者的痛

苦，又能有效的提高胃镜检查的质量 。然而在共聚焦激光显微胃镜检查术中，解痉药应用的有效

性并未得到证实。本试验旨在研究氢溴酸东莨菪碱应用于探头式共聚焦激光显微胃镜（pCLE）检

查术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方法 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胃镜室行探头式共聚焦激光显微胃镜检查术的门诊患者（年龄为 18-80

岁且无氢溴酸东莨菪碱应用禁忌者）随机分为 A、B 两组，A 组给与氢溴酸东莨菪碱 0.3mg（1ml）

肌注，B 组给与等量生理盐水（1ml）肌注。操作中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探头探视病变部位及新悉

尼胃镜检查五个标准部位（胃窦大弯、小弯侧，胃体大弯、小弯侧，胃角）的共聚焦图像并进行图

像实时评分，于可疑部位取病理送检，记录胃镜操作时间及不良反应发生次数，统计两组患者病变

检出率，对于取病理患者，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统计两组胃镜诊断准确程度。比较两组患者以上各

项指标的差异。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患者 122 例，其中剔除 6 例，最终 116 例患者数据资料录入分析。结果示两组

患者在性别组成、平均年龄、身高、体重、病变检出率、诊断准确率、不良事件发生率方面，A、

B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新悉尼标准的五个标准部位（胃窦大弯、小弯侧，胃体大弯、小弯侧，

胃角）及病变部位的共聚焦图像评分中，两组胃窦大弯侧、胃体大弯侧图像评分无统计学意义,而

对于胃窦小弯侧，胃体小弯侧、胃角部及病变部位的共聚焦图像评分，A 组图像质量明显高于 B 组，

且有统计学意义；与 B 组相比，A 组胃镜操作时间明显缩短。 

结论 在探头式共聚焦激光显微胃镜检查中,应用氢溴酸东莨菪碱能有助于得到较高质量的共聚焦图

像，且有效缩短胃镜检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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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68 

RIP3 对 AIH 巨噬细胞活化的影响及其作为分子靶点在硫唑嘌呤

介导的免疫反应中的重要作用 

 
周思敏,张君,周璐,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单核巨噬细胞在 AIH 发病中的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索 RIP3 在 AIH 单核巨噬细胞活

化中的作用，并探究 RIP3 作为分子靶点在硫唑嘌呤介导的免疫反应中的重要作用。 

方法 应用免疫荧光双染法观察 AIH 患者与正常对照肝组织中巨噬细胞的浸润程度及 RIP3 的表达水

平。Wb 检测 AIH 患者与正常对照肝组织及外周血单核巨噬细胞中 RIP3 的表达水平。 Wb 检测

RAW264.7 巨噬细胞受 LPS、Nec-1 和 6-硫基嘌呤（硫唑嘌呤的有效分子）不同组合处理后 RIP1、

RIP3 和 MLKL 的表达水平，PCR 检测各处理组中巨噬细胞相关细胞因子 mRNA 表达水平。统计

分析采用 t检验和秩和检验，相关性采用秩相关分析。 

结果 与囊肿旁肝组织相比，AIH 患者肝组织 CD68 阳性巨噬细胞浸润显著增多且 RIP3 表达明显增

加。外周血单核细胞 RIP3 的表达水平与血清肝酶的水平正相关。此外,在 LPS 刺激的 RAW264.7

细胞中，RIP1、RIP3、MLKL 蛋白表达水平均升高，IL-1β、IL-6 和 IL-10 mRNA 表达水平也上调，

而 IL-4 和 TGF-β mRNA 表达水平均下调。Nec-1+LPS 组及 6-硫基嘌呤+LPS 组 RIP1、RIP3、

MLKL 蛋白表达水平均下调，IL-1β、IL-6 和 IL-10 mRNA 表达水平也下调，以 IL-6 水平下调最明

显。 

结论 RIP3 介导的炎性反应信号通路可能是 AIH 患者肝脏巨噬细胞活化的重要机制之一，其对 IL-6

的调控可能参与了 AIH 发生、发展的关键环节。6-硫基嘌呤可以显著抑制巨噬细胞 RIP3 信号通路，

其对细胞因子的调控作用与 Nec-1 相似，间接提示了 RIP3 可能是硫唑嘌呤在免疫系统中发挥特异

性作用的一个新的分子靶点。 

 
 

PU-1069 

Fas signaling induces stemness properties in colorectal 
cancer by regulation of Bmi1 

 
Jiaxuan Chen 

Nanfang hospital，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how Fas signaling regulates CRC stemness. 
Methods For this purpose, soft agar assay, sphere formation assay, cell survival analysis, 
immunoblot, qRT-PCR,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ere 
performed 
Results In our study, Fas signaling induced stem cell properties inCRCspecimens, relying on 
ERK1/2 MAPK pathway, with Bmi1 being mainly responsible for FasL-induced stemness. FasL 
treatment promoted Bmi1 expression by inhibiting miR-200c, which targets Bmi1 3′UTR region. 
Furthermore, FasL-induced Zeb1 binded with miR-200c promoter and inhibited its expression. 
Moreover, FasL-induced β-catenin nuclear expression promoted Zeb1 expression by binding with 
Zeb1 promoter. GSK-3β,which regulates β-catenin, was inhibited by FasL-induced ERK1/2 MAPK 
signaling.Finally, FasL and Bmi1 expression in clinical samples increased during 
CRC progression,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was observed. Patients with high 
FasL and Bmi1 expression had a worse prognosis than patients with low expression.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Fas signaling can promote stemness in CRC 
through the modulation of Bmi1 expression via the ERK1/2 MAPK/GSK-3β/β-catenin/Zeb1/miR-
200c axis, suggesting that Fas signaling-based cancer therapies should be adminis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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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tiously, as the activation of this pathway not only leads to apoptosis but also induces 
stemness in CRC. 
 
 

PU-1070 

基于血液检查指标建模的肝癌患者肝功能评价及肿瘤分期 

 
王婷,袁海良,张焜和,王玉琪,何瑜婷,陈思海,胡佳,吕农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Child-Pugh 分级评估肝功能状态含有主观指标。肝癌 BCLC 分期依赖于完善的临床、影像学

和血生化等多项指标。鉴于上述不足，本研究尝试以临床常用的客观实验室血液检查指标建模来评

估肝癌患者肝功能状态和 BCLC 分期。 

方法 回顾性收集住院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人口学、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

病理组织学、治疗情况等，并进行肝功能 Child-Pugh 评分和 BCLC 分期。以 Child-Pugh 分级（A、

B、C 级）和 BCLC 分期（A、B、C、D 期）为因变量，以临床客观指标为自变量，随机选取 70%

的病例作为训练组，分别进行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建模，观察模型的肝功能分级和 BCLC 分期

价值，并以另外 30%的病例进行验证。 

结果 共收集肝癌 699 例，年龄 14~89 岁，平均 54.5±12.3 岁，男性 584 例（83.5%），女性 115

例（16.5%）。691 例可进行 Child-Pugh 分级，其中 A 级 459 例（65.7%），B 级 183 例

（26.2%），C 级 57 例（8.1%）。228 例可进行 BCLC 分期，其中 A 期 45 例（19.7%），B 期

57 例（22.1%），C 期 94 例（41.2%），D 期 32 例（14.0%）。血小板计数、癌胚抗原 CA125、

白蛋白、总胆红素和凝血酶原时间 5 个客观指标进入模型评估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在建模组

判别 A、B、C 级的准确率分别为 92.2%、69.0%、86.7%，在验证组判别 A、B、C 级的准确率分

别为 92.2%、70.5%、86.7%。甲胎蛋白、谷草转氨酶、直接胆红素、白细胞和凝血酶原时间 5 个

客观指标进入模型评估 BCLC 分期，在建模组判别 A、B、C、D 期的准确率分别为 52.9%、

31.0%、73.0%、47.6%，在验证组判别 A、B、C、D 期的准确率分别为 72.7%、33.3%、60.0%、

36.4%。 

结论 以实验室检查等临床客观指标建立的数学模型初步分析对肝癌患者的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

和 BCLC 分期有一定的价值。 

 
 

PU-1071 

个体化护理措施对克罗恩病合并肛瘘患者的护理分析 

 
刘成,杨家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针对克罗恩病合并肛瘘患者提供个体化护理措施的临床实际应用效果。 

方法 收集我院 2015 年 9 月-2018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92 例克罗恩病合并肛瘘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

象，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 92 例克罗恩病合并肛瘘患者均分为研究组（n=46）、对照组

（n=46），对照组克罗恩病合并肛瘘患者予以常规护理，研究组克罗恩病合并肛瘘患者在常规护

理基础上加用个性化护理措施。 

结果 研究组克罗恩病合并肛瘘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89.13%）显著高于对照组（56.52%），

P<0.05。 

结论 应用常规护理联合个体化护理干预服务可显著提高克罗恩病合并肛瘘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有利于保障其生活质量及维持良好的护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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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72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 L. protects against 
Helicobacter pylori-induced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a 

preliminary study of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Zongming Shi,Hui Ye,Jing Yu,Hong Cheng,Xuezhi Zhang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e important roles of canonical and non-canonical NF-
κB pathways in immunity and inflammation.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 L. (CAL) is often used 
for medicinal purposes around the world. The aim of our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CAL volatile oil on gastric inflammation induced by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via NF-
κB signaling pathway in Chinese Kun Ming (KM) mouse. 
Methods CAL extract was prepared in form of volatile oil, and KM mouse models were given 
Helicobacter pylori by gavage once every two days for 10 days and divided into 6 groups 
(n=10/group): sham group, control group, LCM group (lansoprazole 12.33 mg/kg, clarithromycin 
205.54 mg/kg and metronidazole 164.40mg/kg, for 1 wk, intragastric), CAL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three doses (25,50, and 100mg/kg daily for 4 wk, intragastric). Plasma level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interleukin-1ß (IL-1ß) were measured by ELISA.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in gastric tissues was observed by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expression of NF-κB, IκBα, IKKα, IKKß mRNA genes were evaluat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The expression of p-NF-κB-
p65(RelA), p-IκBα, IKKα, IKKß proteins were evaluated by Western Blotting assay. 
Results It is first demonstrated that that CAL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H.pylori-induced 
gastritis inflammation. Besides, CAL protected H.pylori-induced gastritis in histological changes, 
inhibited the infiltr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Mechanistically, CAL decreased the protein levels of 
phosphorylation levels of NF-κB p65, IκBα, and the mRNA levels of NF-κB, reduced expressions 
of TNF-α, and IL-1ß in plasma of KM mice. And a reduction in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in the 
gastric tissue was found in all treated groups. 
Conclusions An important novelty of our study is CAL attenuated gastrointestinal inflammation 
and exerted a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gastric injury via inhibition of inflammation reaction and 
regulating canonical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in vivo. 
 
 

PU-1073 

VEGF165b 在结肠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作用机制 

 
张舵舵

1
,赵燕颖

2
 

1.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2.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研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65b(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165b, VEGF165b)在结肠腺

癌组织和正常结肠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初步探讨其与结肠腺癌的关系和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28 例结肠腺癌组织和 30 例正常结肠中 VEGF165b 蛋白的表达情况; 

用 RT-PCR 法分别检测结肠腺癌和正常组织中 VEGF165b 和 VEGF165mRNA 的表达情况. 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上述结肠腺癌组织和正常肝组织中 VEGF165b 和 VEGF165 蛋白的表达情况. 

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上述结肠腺癌和正常肝组织中 FAK 和 P-Akt 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正常结肠组织中 VEGF165b 蛋白表达率为 96.67%(29/30), 结肠腺癌组织中 VEGF165b 蛋白

的表达率为 21.4%(6/28), 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VEGF165b mRNA 和蛋白在结肠腺癌

组织中的表达明显低于正常结肠组织的表达(P <0.01). VEGF165 mRNA 和蛋白在结肠癌组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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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结肠组织的表达(P <0.01). FAK 和 P-Akt 蛋白在结肠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

正常结肠组织的表达(P <0.01)。 

结论 VEGF165b 在结肠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低于正常结肠组织的表达, 而 VEGF165 和 FAK、P-

Akt 在结肠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结肠组织的表达. 提示 VEGF165b 与结肠癌发生、发展

有关, 其机制可能是 VEGF165b 抑制 VEGF165、FAK 和 P-Akt 表达及他们的促进血管生成、肿瘤

生长作用。 

 
 

PU-1074 

基于舌苔微生态研究愈疡汤对干预复发性 

口腔溃疡（ROU）的机制 

 
时小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关联性分析，确立 ROU 舌苔菌群分布特征、关联性菌群类型。描述相

关菌群功能的分子机理。从微生态角度揭示 ROU 的发病和复方中医药的疗效新机制，提供 ROU

中医药治疗的新靶点、疗效评定指标。通过调控和优化菌群，建立 ROU 新诊断工具、治疗和研究

的新方法，从微生态角度描述复方中药的疗效机制。 

方法 ⑴ROU 舌苔的微生物群落结构研究。采集正常对照组、粪便类复方中药干预组前后受试者的

ROU 舌苔样品，通过对样品 DNA 提取，宏基因测序，获取各受试者舌苔中的微生物组成及丰度信

息。使用 RNA 测序来检测受体细胞对不同菌群的反应，并描述菌群作用机理。 

        ⑵ROU 相关特异性菌群类型筛选。根据诊断标准设正常组 20 例，ROU 病人组作为阳性对照

组 20 例，自拟愈疡汤复方中药干预组 20 例，将采集舌苔样品，样本检测、PCR 扩增及纯化、建

库、Miseq 测序。分析比较正常组、ROU 病人与复方中药干预后舌苔菌群组成的差异。 

        ⑶ROU 关联性菌群分析，功能的鉴定。通过拼接、质控、统计，OTU 聚类及嵌合体过滤，进

行关联与差异分析，由此提出基于 16S rRNA 测序技术的 ROU 舌苔菌群的微生态分布特征和关联

性菌群，并对功能进行鉴定。 

结果 揭示出 ROU 患者舌苔微生态中相关特异性菌群分布特征及结构。分析 ROU 表现的菌群特性

并鉴定其功能。 

结论 揭示 ROU 的发病新机制，提供 ROU 中医药治疗的新靶点和微观评定指标，为 ROU 建立一

种新的诊断工具、治疗和研究的新方法，并从微生态角度描述复方中药的疗效机制。 

  
 

PU-1075 

Is it safe to wait 5~10 years after an initial negative 
colonoscopy result? 

 
YONG LIN

1
,JING ZHAO

2
,YUQIANG NIE

1
 

1.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2.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urrent guidelines recommend screening colonoscopy every 5-10 years among 
individuals with negative results for baseline screening colonoscopy. However, the guidelines 
based mainly upon evidence of western populations. Our aim was to describe the yield of second 
screening colonoscopy (5-10 years after an initial examination with negative results) and compare 
with a control group of subjects undergoing a first colonoscopy examination during the same time 
in our hospital,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5-10 year screening interval in Chines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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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dividuals who underwent colonoscopy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2000 and 2015. The individuals, who underwent the second screening colonoscopy 5-
10 years after the initial one with negative results, were enrolled. The study examined the 
incidence of neoplasia, and the patients'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results of first screening colonoscopy perform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Results A total of 53489 individuals underwent screening colonoscopy, including 1039 individuals 
(409 men and 603 women, giving a ratio of 1: 1.5; mean age ± standard deviation [SD] of initial 
examination was 49.6±13.2 years) who underwent the second screening colonoscopy 5-10 years 
after the initial one with negative results. In those performing second screening, the mean (±SD) 

interval between two examinations was 7.9 years (±2.3 years). ①The second examination detect 

14 cases of colorectal cancer (mean±SD interval 6.6±1.4 years, the male to female ratio 1:1, 

detection rate 1.35%). The detection rate was higher in men（1.71%） than in women（1.11%）, 

but not significant（P=0.42）. Among the patients, the mean (±SD) age of initial examination was 

61.9 (±12.4) years,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s（P=0.68） . The major 

pathology type was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adenoma (78.57%), mainly found in the rectum 

（50.00%）and sigmoid colon（21.43%） .②At second screening, a total of 285 cases of 

colorectal polyps were detected (mean±SD interval 8.1±2.4 years, the male to female ratio 1:1.04, 

detection rate 27.43%). Also, the detection rate was higher in men（35.45%） than in women

（22.22%）, but not significant (P＜0.01). (P=0.23). Among the patients, the mean (±SD) age of 

baseline examination was 53.3(±12.2) years,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s. 
More than half of the polyps detected were adenomas (55.79%), followed by inflammatory polyp 
(34.74%). Polyps were more frequently located in sigmoid colon (24.91%), rectum (17.54%), and 
multiple-location (16.49%). About 79.30% patients had 1-2 polyps. The largest diameter of 92.63% 
polyps was below 1cm. Of the colon polyps detected, high-risk adenoma was 14.04% [mean±SD 
interval 9.1±2.6 years, mean±SD age of initial examination 55.1±14.0 year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gender and age (P＞0.05)]. ③During the same interval, the detection rate was 7.01% 

and 29.30% for colorectal cancer and colon polyps for the individuals who underwent their first 
screening colonoscopy, respectively. Of colon polyps detected, high-risk adenoma account for 
21.74%.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and gender, colorectal cancer detection rate, colon polyp 
detection rate, and high-risk adenoma detection rate were all lower at the second screening 
colonoscopies than at first-time colonoscopies (all P < 0.01). 
Conclusions Individuals with a negative result of initial screening colonoscopy 10 years earlier 
had lower rates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polyp at the second screening examination compared 
with individuals undergoing a first screening colonoscopy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subjects with a negative baseline results undergo a second screening 

colonoscopy 5 years, 7-8 years, and 10 years after the initial examination for the age group of ＞

60 years old, 50-60 years old, and ，＜50 years old, respectively. 

 
 

PU-1076 

胰腺假性囊肿的治疗进展 

 
陈娜,周中银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胰腺假性囊肿（PPC）多继发于急慢性胰腺炎、胰腺损伤和胰管梗阻等，大部分经保守治疗

可自行消退，少数囊肿短时间内增大或有临床症状的常常需要采取一定的治疗措施，否则会引起严

重并发症危及生命。 

方法 由于 PPC 的病因、病程、大小、解剖位置及并发症的不同，其治疗也因遵循个体化治疗原则，

充分把握治疗指针，以便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结果 目前治疗 PPC 的方法多种多样，有内镜下囊肿引流、腹腔镜囊肿引流、经皮穿刺置管引流、

中医药治疗等，疗效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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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目前治疗 PPC 的方法多种多样，有内镜下囊肿引流、腹腔镜囊肿引流、经皮穿刺置管引流、

中医药治疗等，疗效各异，本文就 PPC 的治疗方法作一综述。 

 
 

PU-1077 

血清学优化指标在克罗恩病黏膜愈合判断中的诊断效能 

 
袁嘉伟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研究血清白蛋白渊 ALB、C-反应蛋白、CRP、血小板计数、PLT 及血清学优化指标 PLT/ALB、

CRP/ALB 在判断经治疗已达到临床缓解期的克罗恩病患者是否达到内镜下黏膜愈合的诊断效能。 

方法 对 200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已确诊克罗恩病且经治疗已达到临

床愈合（CDAI < 150 分）的 75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肠镜 SES-CD 评分是否小于 2 分，

分为黏膜愈合组与非黏膜愈合组， 对比患者一般资料尧血清学资料及 SES-CD 评分，通过 ROC 

曲线评估各项指标对黏膜愈合判断的诊断效能。 

结果 与非黏膜愈合组患者相比，黏膜愈合组 ALB 较高，PLT、PLT/ALB、CRP 和 CRP/ALB 较低。

其中 ALB、CRP、CRP/ALB 和 PLT/ALB 在治疗前后均与 SES-CD 评分存在显著相关性。ROC 曲

线分析，在诊断黏膜愈合的效能方面，各指标诊断黏膜愈合的敏感度、特异度如下：ALB（敏感度

84.4%，特异度 55.8%）、CRP（敏感度 81.4%，特异度 68.7%）、PLT（敏感度 76.7%，特异度

56.2%）。当血清学指标优化后使用时，正确指数高于相应的单个血清学指标，其中 CRP/ALB 诊

断正确指数最高，当 CRP/ALB<0.147 时诊断黏膜愈合的敏感度 79.1%，特异度 71.9%。 

结论 血清学指标 ALB、CRP、PLT 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克罗恩病患者是否处于黏膜愈合状态，

但血清学优化指标 CRP/ALB 的诊断效果最佳，优于单用血清学指标。 

  
 

PU-1078 

指南如何推荐炎症性肠病患者优化肿瘤监测 

 
魏云浩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归纳总结 CRN 监测的监测人群范围，首次监测时间，随访时间，推荐的监测技术，并指导临

床监测 

方法 对比国外各学会 CRN 监测指南，在监测人群范围，首次监测时间，随访时间，推荐的监测技

术四方面的异同 

结果 1.哪些患者应该开始监测（最小范围标准）：UC：超出直肠范围，CD：累及超过一段结肠 2.

首次监测时间：8±2 年 3.随访时间：1-5 年不等，依据：活动炎症，解剖学异常（狭窄，息肉，结

肠缩短），不典型增生的检出，年龄及一级亲属 CRC 家族史，PSC。可依据连续 2 次监测结果适

当延长或缩短随访间隔时间。4.推荐技术：首选结肠胶囊内镜（CE）+靶向活检，CE 不可用的情

况下选择广泛性局部切除+随机活检（4 象限/10cm），对于明确可见的病灶采取靶向活检 

结论 1.哪些患者应该开始监测（最小范围标准）：UC：超出直肠范围，CD：累及超过一段结肠 2.

首次监测时间：8±2 年 3.随访时间：1-5 年不等，依据：活动炎症，解剖学异常（狭窄，息肉，结

肠缩短），不典型增生的检出，年龄及一级亲属 CRC 家族史，PSC。可依据连续 2 次监测结果适

当延长或缩短随访间隔时间。4.推荐技术：首选结肠胶囊内镜（CE）+靶向活检，CE 不可用的情

况下选择广泛性局部切除+随机活检（4 象限/10cm），对于明确可见的病灶采取靶向活检 

 

PU-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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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脑功能变化研究进展 

 
杨宇霖,刘畅,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目的 炎症性肠病（IBD）是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病情反复。早期研究发现患者往往伴有

心理情绪异常，也有研究发现脑白质受损，近年来许多研究发现疾病与肠道菌群变化相关。基于这

些发现，多数学者认为脑-肠-肠道菌群轴在疾病发生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方法 本文综述了 IBD 患者肠道菌群、脑功能变化的研究现状。 

结果 IBD 患者肠道菌群生物多样性减少，克罗恩病（CD）和炎症性肠病(UC)的菌群变化不同。患

者伴有焦虑、抑郁等情绪异常，头颅磁共振（MRI）发现的脑岛、扣带回皮层脑活动改变。 

结论 虽然已经发现 IBD 菌群和脑功能发生变化，但疾病脑-肠-肠道菌群轴的整体研究却未开展，它

可以为研究疾病神经病理改变机制提供方向。 

 
 

PU-1080 

超声内镜联合弹性成像评估胃癌术前 N 分期的临床价值 

 
张健锋,耿静,毛振彪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内镜（EUS）联合弹性成像在胃癌术前 N 分期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间，经胃镜检查及病理活检诊断为胃癌，并在南通大学附属

医院住院，同时行 EUS 联合弹性成像检查和 CT 检查的胃癌患者 96 例，以术后病理为金标准，采

用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 Kappa 值等指标评估 EUS 联合弹性成像

对胃癌术前 N 分期的判断价值，并将其结果与 CT 术前 N 分期准确性进行比较。 

结果 EUS 联合弹性成像对胃癌 N 分期的总准确率为 75.0%，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1.9%和

81.3%，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8.5%和 59.1%，Kappa 值为 0.486；CT 对胃癌 N 分期

的准确率为 53.1%，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50.0%和 59.4%，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1.1%和 37.3%，Kappa 值为 0.082（P<0.05）；EUS 联合弹性成像协同 CT 对胃癌 N 分期的准

确率为 85.4%，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84.4%和 87.5%，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3.1%

和 73.7%，Kappa 值为 0.687；与 EUS 联合弹性成像对 N 分期准确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EUS 联合弹性成像对胃癌 N 分期的准确率较高，明显高于 CT，而 CT 可作为 EUS 检查的一

种有益补充。 

 
 

PU-1081 

miR-877-5p involved in aspirin-induced injury via 
regulating PDK1 expression in gastric epithelial cells 

 
Weiwei Han,Zongdan Jiang,Chao Li,Luxuan Tan,Zhenyu Zhang 

The Affiliated Nanjing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First Hospital) 

 
Objective Aspirin is one of the most used NSAIDs due to its particular anti-platelet action, which 
is very valuable in the prevention of atherothrombotic disease. The main shortcoming of aspirin is 
the gastrointestinal toxicity, which ranges from mild upper gastrointestinal problems to peptic 
ulcer disease and its complications. Several microRNAs have been found associated with the 
anti-inflammatory, anti-platelet and anti-cancer effects of aspirin.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level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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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a-miR-877-5p wa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the serum samples of APAP overdosed patients. 3-
phosphoinositide-dependent protein kinase-1 (PDK1) was also report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anti-
inflamatory effect of NSAIDs. However, it is still unclear about the expression level and the role of 
miR-877-5p in aspirin induced gastrointestinal damage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miR-877-5p and 
PDK1. The aims of our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miR-877-5p is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aspirin induced human gastric epithelial cell damage and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of 
miR-877-5p and PDK1 in human gastric epithelial cell. 
Methods miR-877-5p was measur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after human 

Gastric epithelial cells (GES-1) incub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1.25 、2.5、 5 and 

10mmol/L) of aspirin. CCK-8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cell proliferation,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ct cell apoptosis.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potential mRNA 
target of miR-877-5p, then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as used to confirm the target 
association. The expression of PDK1 was measured b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miR-877-5p level was signifcantly increased in GES-1 after stimulation with aspirin, 
continuously increased with aspirin concentrations (p<0.05). The over-regulation of miR-877-5p 
attenuated the proliferative capacity and enhanced the apoptosis of GES-1 cells. PDK1 was a 
target gene of miR-877-5p and was down-expression in aspirin-treated GES-1 cells. The Western 
blotting shown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PDK1 could be downregulated by miR-877-5p 
overexpression. 
Conclusions miR-877-5p could directly target to repress PDK1 expression involving in aspirin-
induced GES-1 cells damage 
 
 

PU-1082 

UBE2T 通过调控细胞周期 G2/M 检测点促进肝癌细胞增殖 

 
刘黎黎,祝继敏,沈锡中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泛素结合酶 E2T（UBE2T）在肝癌组织中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我

们将通过研究 UBE2T 对 HCC 增殖、迁移、侵袭及细胞凋亡和周期的影响，探讨 UBE2T 促进肝癌

增殖的机制。 

方法 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肝癌和癌旁组织中 UBE2T 的蛋白表达水平，通过肿瘤公共数据库进行

生存分析以阐明 UBE2T 与肝癌预后的相关性。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 UBE2T 在肝癌细胞系和正

常肝细胞系中的蛋白表达水平，通过慢病毒包装转染构建 UBE2T 稳定干扰和过表达的细胞株，

Western blot 验证干扰和过表达效率。通过 CCK8 细胞增殖实验、平板克隆形成实验、transwell 迁

移和侵袭实验、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及裸鼠皮下成瘤、免疫组化等技术，检测

UBE2T 在体内、体外对增殖及侵袭转移等功能的影响。最后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 UBE2T 对细

胞周期相关通路的影响。 

结果 Western blot 显示 UBE2T 在肝癌组织和肝癌细胞株中高表达，通过肿瘤样本数据库验证了

UBE2T 在肝癌组织中高表达，且与临床分期和生存预后相关，UBE2T 高表达的患者预后较差。随

后我们成功构建了稳定 UBE2T 干扰的 SMCC-7721 和 Huh-7 肝癌细胞株，稳定 UBE2T 过表达的

SK-Hep1 和 HepG2 肝癌细胞株。干扰 UBE2T 后显著抑制肝癌细胞株的增殖和克隆形成，而过表

达 UBE2T 促进 HCC 细胞株增殖和克隆形成。Transwell 迁移和侵袭实验结果表明，干扰 UBE2T

可显著抑制肝癌细胞株的迁移和侵袭能力，过表达 UBE2T 可显著增强肝癌细胞株迁移侵袭能力。

干扰或过表达 UBE2T 对肝癌细胞的凋亡无明显影响。细胞周期检测显示，干扰 UBE2T 后，G2/M

期细胞比例增加，G1 比例减少，导致 G2/M 期阻滞，过表达 UBE2T 后 G2/M 细胞则相应减少。

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周期相关通路表明，UBE2T 通过影响 cyclin B1 和 CDK1 水平，调控 G2/M

检测点，影响肝癌细胞周期和细胞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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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UBE2T 在肝癌组织中表达显著上调且与预后相关。干扰 UBE2T 可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克

隆形成、成瘤和迁移、侵袭能力；过表达可促进肝癌细胞的增殖、克隆形成和迁移、侵袭能力。

UBE2T 通过影响 cyclin B1 和 CDK1 水平，调控 G2/M 检测点，影响肝癌细胞周期和细胞增殖。 

 
 

PU-1083 

注水式结肠镜床面污染解决方法的研究 

 
刘鸿儒,吴锋,杨幼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结肠镜检查目前广泛用于结直肠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中。传统注气法在操作中向肠道注入空气，

造成患者不适，因此在结直肠疾病筛查中的推广受到限制。近些年来，注水式结肠镜操作法逐渐受

到操作者们的重视，与传统注气法相比，注水式结肠镜可以缓解肠道痉挛，缩短插管时间，减少袢

环形成，减轻腹痛，提高盲肠插镜成功率。但操作中需向肠道内注水，注水量较大时，患者将残余

粪便及污水排出，可能污染衣物、腔镜室环境及医务人员，造成患者不便，增加医务人员职业暴露

风险。尤其在肠道准备欠佳的患者中，这种情况发生几率很高。本实验探讨研究注水式结肠镜床面

污染问题的解决方法，以推动该检查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 

方法 本实验为一项前瞻、随机、对照性实验。实验组为注水法联合自制外套管组，对照组为注水

组。实验对象为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 月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腔镜中心行肠镜

检查的受检者，由一名操作者进行操作。主要观察指标：盲肠插管时间、床面地面污染程度；次要

观察指标：腹部按压次数、腹痛评分等。 

结果 实验组床面污染比例为 0，对照组为 8.7%，P<0.05,套管组床面污染比例明显低于注水组。 

实验组腹部按压率为 41.3%，对照物为 55.3%，组间比较，P<0.05，实验组腹部按压率低于对照

组。 

实验组及对照组盲肠插管时间分别为：250（212,381）秒,309（243,419）秒，组间比较 P>0.05，

套管组与注水组插镜时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注水式结肠镜检查中应用外套管，可在不影响盲插插管时间的条件下，减少床面污染。 

  
 

PU-1084 

亚洲克罗恩病腹内脂肪分布特点及鉴别诊断价值 

 
姚昕,林一鸣,虞朝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是一种特发的慢性肠道炎症。前人研究提出 CD 特异性

出现肠系膜脂肪的增生，其特征与临床应用价值在亚洲人群中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因此，我们目标

在亚洲人群中探讨 CD 患者腹内脂肪分布的特点及其在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取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纳入对照组（n=103）、克罗恩病（n=117）与溃疡性结肠炎

（n=16），采集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验信息，导出全腹 CT 扫描图像，使用 Osirix 软件及编程测量

腹部脂肪的面积与体积。 

结果 CD 患者的腹内脂肪面积 VFA（p=0.023）、腹内脂肪体积 VFV（p=0.014）、腹壁脂肪面积

SFA(p＜0.001）、腹壁脂肪体积 SFV(p＜0.001 )显著低于对照组。但腹内脂肪与全部腹部脂肪面

积比值 VFIa（p＜0.001）及腹内脂肪与全部腹部脂肪体积比值 VFIv（p＜0.001）在 CD 组中显著

高于对照组。按照发病部位进行亚组分析。随着病变范围的增大，VFV 呈增高趋势（回肠末端 L1 

vs. 结肠 L2 vs. 回结肠 L3 : 598.46±342.52vs. 731.24±503.70vs. 928.80±618.58）。 矫正性别、

年龄、BMI 后，VFIa 与 VFIv 对是否患克罗恩病有显著影响。矫正后 VFIa 的 OR 值为 3.156，

95%CI ： 1.258-7.921, Ptrend=0.014 ， VFIv 的 OR 值 为 4.476 ， 95%CI ：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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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8,  Ptrend=0.007。女性 CD 患者的 VFIv 较溃疡性结肠炎显著升高（p=0.015）。在结肠发病

的 CD 患者中，这种差异仍然存在（p=0.039），VFIv 诊断实验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81，取

cut-off 值为 0.358 时，阳性预测值为 75%，阴性预测值为 100%，敏感性为 100%，特异性为

71.4%。 

结论 CD 患者腹部脂肪出现储存量的下降。CD 患者腹部脂肪分布改变，腹内脂肪所占整体腹部脂

肪比值升高，并受到病变范围的影响。VFIv 能在女性群体中有效鉴别结肠发病的 CD 与溃疡性结肠

炎。 

 
 

PU-1085 

People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Have Higher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Rate 

 
Mingke Li,Lanqing Ma 

First affiliate hospital of Kun M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Hp) infection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Methods Medical check-up datas from 3053 physical examination participants in 2016 who had 
conducted blood testing, abdominal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nd the 14C urea breath test (14C-
UBT) for detection of Hp were collected. Participants were classified as NAFL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ultrasound examination.Multivariabl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p and NAFLD. 
Results The whole incidence of Hp infection was 34.21%, and it was much higher in NAFLD 
group (41.43%) than the control group (31.00%).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However, the colonization density of H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ild fatty liver 

group and moderate fatty liver group. Body mass index (BMI), 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uric acid(UA)、 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 total 

cholesterol(TC), triglyceride(TG),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and NAFLD fibrosis 
score(NFS) in NAFLD group were higher than which in control group, while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was lower in NAFLD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Hp inf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The colonization 
density of Hp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NAFLD. 
  
 

PU-1086 

经皮肝穿活检确诊为继发性含铁血黄素沉积症 1 例 

 
张海静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继发性含铁血黄素沉积症即继发性血色病，是一种以铁过度吸收沉积，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

性疾病，常累及的器官为肝脏、胰腺、心脏、甲状腺、皮肤、关节、生殖腺和脑垂体等，在我国，

有过量铁沉积但未出现器官衰竭的患者，多被诊断为含铁血黄素沉积症。北欧白人多见，发病率可

达 1/200，我国少见，男性多于女性，女性常发病晚，病情轻，可能与女性妊娠需铁量增多、月经

期反复失血有关。本文报道 1 例经皮肝穿活检证实为继发性含铁血黄素沉积症的老年女性病例 1 例，

同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复习。探讨血色病的临床特征、分型及诊断依据，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 1 例继发性血色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本例因―间断乏力、双下肢水肿 17 个月‖入院。提检相关检查后明确诊断为继发性血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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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含铁血黄素沉积症即血色病（Hemochromatosis，HC）：以铁沉积于脏器为主要病理特征，

依据病因可分为两类：1 ）原发性血色病(hereditary HC, HHC)：由先天性铁代谢障碍所致，OMIM

数据库，根据基因突变情况将 HHC 分为 4 类(HFE/HJV/HAMP/ Tf R2/FPN，其中国外以 HEF 相关

性血色病最为常见）；2）继发性血色病（secondary hemochromatosis，ＳＨＣ）多见于铁相关

性贫血、输注红细胞、长期血液透析及酒精、病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所致肝硬化的患者。临

床起病隐匿，常表现[4]为虚弱、疲乏、淡漠、嗜睡、肝肿大、关节炎、糖尿病、肝硬化、性欲下降、

阳痿、充血性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具体诊断流程可见文章中总结的美国肝病学会 2011 年血色

病诊疗指南。我国自 1957 年首次报道至今相关报道约 200 例，这与临床医生缺乏经验及认识不足

有关，应对难以解释的肝硬化且 TS（转铁蛋白饱和度）≥45%的患者在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可进

行基因检测，同时对其一级亲属进行筛查，力求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避免误诊，贻误治疗时机。 

  
 

PU-1087 

萎缩性胃炎和肠上皮化生患者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 

预防胃癌的 Meta 分析 

 
毛小萍,辛辰,吕沐瀚,唐世孝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根除幽门螺杆菌（HP）治疗能否延缓萎缩性胃炎和（或）肠上皮化生患者的胃粘膜病变

进展并降低胃癌发生率。 

方法  确定纳入排除标准和检索式；检索中外各大权威数据库；文献筛选、数据提取；利用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和 NOS 量表进行文献质量评价；利用 Revman 5.3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 

结果 纳入 10 例 RCT。1.根除 HP 能改善胃黏膜病理评分（WMD=-0.2，95%CI：-0.33— -0.07），

p=0.002）；2.根除 HP 对胃窦萎缩性胃炎病理评分改善无统计学意义（WMD=-0.16 ，95%CI：-

0.33- 0.01，p=0.06），对胃体萎缩性胃炎病理评分改善有统计学意义（WMD=-0.59，95%CI：-

0.81— -0.38，p<0.00001）；3.根除 HP 能提高胃黏膜病理评分改善率（RR=1.64 95%CI，1.34—

2.01，p<0.00001）、降低病理评分进展率（RR=0.56 ，95%CI： 0.39—0.80，p=0.002；4.根除

HP 不能改善已有肠上皮化生的胃黏膜病理评分（RR=-0.11，95%CI：-0.31—0.08），p=0.26）；

5.根除 HP 对胃窦肠上皮化生的病理评分改善无统计学意义（WMD=-0.16 ，95%CI：-0.35—

0.03），p=0.10），对胃体肠上皮化生的病理评分改善有统计学意义（WMD=-0.33，95%CI：-

0.63— -0. 03），p=0.03）；6.根除 HP 不能提高肠上皮化生患者黏膜病理评分的改善率

（RR=1.14，95%CI：0.91—1.43，p=0.27），也不能降低进展率（RR=0.93 ，95%CI: 0.69—

1.26，p=0.06）；7.治疗组与对照组胃癌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0.85，95%CI：0.51—

1.42，p=0.36）。 

结论 1.根除 HP 能明显改善甚至逆转萎缩性胃炎患者胃黏膜病理评分，且随着随访时间延长，效果

越显著，但对于胃窦萎缩性胃炎无改善。2.根除 HP 不能改善胃窦肠上皮化生粘膜病理评分，但能

改善胃体肠上皮化生粘膜病理评分。3.根除 HP 不能降低已有萎缩性胃炎和（或）肠上皮化生患者

胃癌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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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88 

The effects of exendin-4 on colonic motility in rats and its 
mechanism 

 
Lin Yan,Qincai Tang ,Haixia Ren ,Fangting Yuan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glucagon-like peptide-1 (GLP-1) receptor (GLP-1R) 
agonists are involved in modulating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however, the effects of GLP-1R 
agonists on colonic motility are still controversial, an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is 
unclear.Exendin-4, shares 53% homology with GLP-1, is a full agonist of GLP-1R.In the present 
study, our aims were to explore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exendin-4 in isolated colonic tissue 
and cells of rats. 
Methods An organ bath system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spontaneous contractions of smooth 
muscle strips. The whole-cell patch-clamp techniqu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s of L-
type voltage-dependent calcium channels and large conductance Ca2+-activated K+ (BKCa) 
channels in smooth muscle cells  
Results Exendin-4 inhibited both the amplitude and frequency of spontaneous contractions of 
smooth muscle strips in a concentration-dependent manner. The inhibitory effect was completely 
blocked by exendin-4(9-39), a GLP-1R antagonist. Moreover, it was partially abolished by 
tetrodotoxin(TTX), a blocker of neuronal voltage-dependent Na+ channels, or Nω-Nitro-L-
arginine(L-NNA), an inhibitor of nitric oxide synthase (NOS). The whole-cell patch-clamp 
technique demonstrated that exendin-4 inhibited the peak current of L-type calcium channels in 
colonic smooth muscle cells, but did not change the shape of the I-V relationship curves. The 
steady-state activation and steady-state inactivation of L-type calcium channels were not affected. 
Likewise, BKCa curr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by exendin-4.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exendin-4 inhibits colonic muscle activity indirectly via the 
neural pathway through nitric oxide release and acts on smooth muscle cells by inhibiting L-type 
voltage-dependent calcium channels and BKCa channels.   
 
 

PU-1089 

痛泻要方对肠易激综合征大鼠肠道 TLR4 信号通路的影响 

 
李蒙,王霄腾,胡玥,吕宾,张梦,陈超英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肠易激综合征（IBS）的发病机制尚未明了，内脏高敏感是其主要病理生理学基础之一，Toll

样受体（TLRs）在肠道中广泛分布，其通过相应信号传导通路参与调节肠道多种功能，临床实践

提示痛泻要方治疗 IBS 有显著疗效，但具体作用机制尚未十分明确。 

目的 观察痛泻要方对内脏高敏感大鼠肠道 TLR4、TLR9 及相应信号通路表达的影响，探讨痛泻要

方治疗内脏高敏感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30 只成年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成空白对照组、模型组及中药治疗组，每

组 10 只，模型组及中药治疗组以结直肠扩张联合束縛刺激建立大鼠内脏高敏感模型，以腹部收缩

反射(abdominal withdrawal reflex, AWR)评估大鼠内脏敏感性，模型构建成功后第 2 日中药治疗组

予痛泻要方 4 g/(kg*d)灌胃 4 周，模型组予以等量生理盐水灌胃 4 周，空白对照组大鼠不予任何剌

激。4 周后采用免疫组化观察回盲部结肠黏膜 TLR4、TLR9、p-p38、p-ERK、p-JNK 的表达，

Western blot 法检测肠黏膜 TLR4、TLR9、p38、p-p38、ERK、p-ERK、JNK、p-JNK 蛋白表达，

RT-PCR 监测 TLR4、TLR9mRNA 表达水平。 

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大鼠比较，模型组大鼠内脏敏感性升高，回盲部表达 TLR4、p-ERK 蛋白增多 

(P <0.05)；与模型组比较，中药治疗组大鼠内脏敏感性显著降低，回盲部肠黏膜表达 TLR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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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K 蛋白表达下降(均 P <0.05)，RT-PCR 结果提示模型组大鼠肠黏膜 TLR4mRNA 表达上调，予

以痛泻要方治疗后表达下调(P <0.05)，而 TLR9mRNA 表达无明显变化。 

结论 痛泻要方可能通过介导肠道 TLR4/ERK 信号传导通路，参与 IBS 内脏高敏感的改变。 

 
 

PU-1090 

肠道微生物及代谢产物与粘膜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影响 

自身免疫病发病的研究进展 

 
牛海涛,马祎杨子 

中国医学科学院 

 

目的  研究肠道代谢产物色氨酸与粘膜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影响 

方法 16S 及宏基因组检测系统性红斑狼疮小鼠与 B6 小鼠肠道微生物菌群结构的异同；代谢组检测

狼疮小鼠与 B6 小鼠代谢产物组成的变化，转录组和 Q-PCR 确定相关炎性信号与代谢途径关联分

析，流失细胞及免疫荧光检测肠道粘膜免疫细胞的分布及异常 

结果 我们发现在自身免疫狼疮疾病中，狼疮小鼠的菌群结构与正常小鼠有显著差异，其粘膜炎症

信号通路激活伴随色氨酸代谢的异常，并伴随肠道微生物的紊乱，与狼疮发病相关联。通过改变饮

食中色氨酸可以调节狼疮发病症状 

结论 色氨酸代谢与狼疮发病具有相关性 

 
 

PU-1091 

造口袋在腹腔穿刺置管术后腹水渗漏患者中的应用分析 

 
刘成,杨家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造口袋应用于腹腔穿刺置管术后腹水渗漏患者中的实际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于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90 例腹腔积液经腹腔穿刺置管术后腹水渗

漏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对照组腹腔积液经腹腔穿刺置管术后腹水渗漏患者行常规方式处理，研

究组腹腔积液经腹腔穿刺置管术后腹水渗漏患者利用造口袋处理。记录两组腹腔积液经腹腔穿刺置

管术后腹水渗漏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将所得数据输入 SSPS 软件并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研究组腹腔积液经腹腔穿刺置管术后腹水渗漏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11.11%）显著低于对照

组（42.22%），P<0.05。 

结论 应用造口袋处理腹腔积液经腹腔穿刺置管术后腹水渗漏患者可有效降低其不良反应发生率，

有利于保障患者预后及生活质量。 

 
 

PU-1092 

Pokemon 过表达通过增加肝细胞脂质沉积促进 

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进展 

 
周静平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厦门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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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NAFLD 目前被认为是代谢综合征在肝脏的体现，其病理特征为非过量饮酒导致的脂质在肝细

胞的沉积。Pokemon（FBI/ZATB7A）是一种重要的原癌基因，参与多种人类肿瘤的发生发展，同

时也参与成脂基因的表达。本实验的目的是研究 Pokemon 在 NAFLD 发生发展中的所扮演的角色。 

方法 我们构建 NAFLD 动物和细胞模型，C57BL/6 小鼠随机分两组：高脂饮食（HFD）组合和对

照组经过 16 周的喂养，建立 NAFLD 模型，称量小鼠体重、肝脏湿重；ELISA 法检测血清标志物

（甘油三酯、TNF-α、IL-6、T-CHO、MDA）；肝脏组织切片观察脂肪肝病理改变，免疫蛋白印迹

和免疫组化检测 Pokemon 蛋白及 SREBP-1 的表达，RT-PCR 检测 Pokemon 及 SREBP-1 mRNA

表达。油酸诱导 NAFLD 的细胞模型并慢病毒系统构建干扰 Pokemon 的肝癌细胞株。 

结果 HFD 喂养的 C57B/L 小鼠体重、肝脏重量及肝脏/体重比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HFD

组肝脏切片 HE 染色及油红染色显示显著的肝脏脂肪变。HFD 组肝脏 Pokemon mRNA 和蛋白表达

水平高于对照组（P<0.01）。HFD 组血清 TNF-α、IL-6、TG、T-CHO 及 MDA 水平也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1）。油酸诱导下 HepG2 细胞中 Pokemon 和 SREBP-1 蛋白表达水平呈浓度依赖式

增加（P<0.01）。HepG2-sipokemon 细胞脂质沉积减少，TG 含量降低，细胞脂肪变减轻。成脂

基因 FASN、SREBP、SCD-1、HMGCR 表达减少，而氧化代谢基因 Cpt1 和 Acadm mRNA 表达

增加。 

结论 Pokemon 可能通过增加脂质沉积及抑制脂肪酸氧化从而促进 NAFLD 发生发展。 

 
 

PU-1093 

高分辨率食管测压在非心源性胸痛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李蒙,吕宾,何承海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高分辨率食管测压（HRM）在诊断非心源性胸痛中的价值。 

方法 选择 2012 年至 2017 年在我院胃肠动力室就诊的非心源性胸痛患者，行 HRM 及 24h 食管

PH 联合阻抗检测，依据检测结果进一步区分功能性胸痛（FC）及以胸痛为主诉的胃食管反流病

（GERD），依据芝加哥诊断标准对两组 HRM 进行分型并比较：食管体部蠕动模式（无效蠕动、

片段收缩、同步收缩），近段平滑肌收缩节段（S2）峰值、长度、时间及收缩积分（DCI），远端

平滑肌收缩节段（S3）峰值、长度、时间及收缩积分（DCI），S2 峰值/S3 峰值及 S2 DCI/S3 DCI。 

结果 研究共纳入 40 例非心源性胸痛患者，依据患者 HRM 及 24h 食管 PH 联合阻抗检测结果分类：

GERD 13 例（32%），功能性胸痛 9 例（22%），食管裂孔疝 5 例（13%），贲门失弛缓症 5 例

（13%），食管远端痉挛 2 例（5%），jackhammer 食管 2 例（5%），其他（10%）。对功能性

胸痛及 GERD 患者 HRM 结果进一步行亚组分析，结果提示：FC 组食管体部正常蠕动次数占 72.2%

（65/90），GERD 组为 66.2（86/130），两组比较无差异；FC 组食管体部异常蠕动模式中，无

效蠕动 25.6%（23/90），片段收缩 0 %（0/90），同步收缩 2.2 % （2/90），GERD 组中，无效

蠕动 29.2% （38/130），片段收缩 4.6 %（6/130），同步收缩 0 %（0/130），两组间异常收缩

模式比较均无差异。FC 组 S3 收缩峰值显著高于 S2（S2，93.14 ± 34.73 mmHg，S3，128.57 ± 

51.11 mmHg，p = 0.008），S3 收缩时间长于 S2（S2，6.74 ± 0.93 s，S3，3.41 ±0.85 s，p = 

0.009），S3 收缩积分显著高于 S2（S2，1070.66 ± 702.38 mmHg，S3，1550.22 ± 845.85 

mmHg，p = 0.009）；GERD 组 S3 收缩长度短于 S2（S2，7.17 ± 1.26 s，S3，5.61 ±0.41 cm，

p = 0.001），余收缩峰值、收缩时间及收缩积分比较无差异。FC 组 S2 /S3 DCI 的比值小于

GERD 组（S2，0.66 ± 0.19，S3，1.02 ± 0.45 cm，p = 0.027）。 

结论 HRM 对非心源性胸痛有较好诊断价值，其中，HRM 发现收缩高峰由 S2 向 S3 转移对于鉴别

FC 及 GERD 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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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94 

内镜下治疗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临床效果观察 

 
李峥,高山 

襄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消化道早期癌症及癌前病变应用内镜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我院选择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间诊治的 60 例消化道病变患者，对其实施内镜下黏膜

剥脱术（ESD ）和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 ）治疗，对两种方 法的治疗效果及并发症情况进行临

床效果分析。 

结果 通过比较，所选患者得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均得以切除，ESD 患者 30 例病灶完成切除，4 

例分片切除；EMR 患者 26 例病灶切除。ESD 患者手术时间为 30~180min ，EMR 为 32~55min ；

术后病理结果：12 例 为早期胃癌，切缘无残留，4 例中高级上皮内瘤变，癌变，局部浸润。所选

胃息肉患者均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直肠：12 例为中高级上皮内瘤变，4 例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结肠息肉：11 例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4 例为癌变，侵及黏膜下层，  存在淋巴管可能为癌栓。9

例患者术后出血，经内科保守治疗或者内镜治疗出血停止，4 例患者进行了外科手术。追踪观察所

选患者均未见肿瘤复发或其他并发症。 

结论 随着医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应用微创手术治疗的疾病越来越多，而且得到了明显的临床效果，

治疗效果已经令人满意。例如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和内镜下黏膜剥脱术，其在国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而且技术非常成熟，我国大多数医院也在应用，特别是用于治疗早期消化道肿瘤。ESD 技术是通

过 EMR 技术发展而来的，为早期消化道肿瘤治疗的一种有效及安全的技术操作，具有方便，切除

范围大等优势，消化道早期病变应用 EMR 或者 ESD 治疗均安全有效，能够将病灶整块切除，有

助于进行病理评估，复发几率低，降低患者的痛苦，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所以消化道早癌及癌前

病变通过内镜下治疗值得在临床上应用。  

  
 

PU-1095 

Evodiamine can improve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of rats 
induced by chronic water avoidance stress 

 
任海霞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vanilloid-1 (TRPV1) functioning in sensory transduction and 

cellular signaling cascades underlying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In our study we aim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pharmacological role of EVO in regulating visceral sensitivity. 

方法 Male SD rats were exposed to daily 1-h water avoidance stress (WAS) or sham WAS for 10 

consecutive days. The visceral sensitivity to CRD was deteted by power-lab, western blot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expression of TRPV1, TNF-α and CGRP ,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SP in the colon tissue. 

结果 Repeated WAS increases the visceral sensitivity of rats, treatment with 2mg/kg EVO for 7 

consecutive day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of rats induced by chronic 
water avoidance stress. The EVO administration can dose dependently decrease the TNF-α and 
increase the TRPV1 protein level.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xpression of CGRP 
and SP between EVO administr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s. 

结论 Low-dose EVO can improve the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in chronic stress rats by down-

regulating TNF-α and then reducing the activation of TRP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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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96 

结肠镜腹痛预测方法的研究 

 
刘宇新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结肠镜检查过程中，约有 20%的受检者会出现难以耐受的腹痛。从结肠镜检查法着手，镇静

麻醉结肠镜检查法能解决结肠镜检查过程中产生的腹痛，增加了盲肠插镜成功率。但由于其耗时、

费用大，且医疗资源有限，在临床工作中难以广泛开展。近年来，大量研究证实，注水法结肠镜虽

可明显减轻腹痛的程度，但仍有 10%的受检者会产生严重的腹痛，可能影响盲肠插镜成功率。 

  从受检者自身腹部条件考虑，目前认为，便秘史、腹部手术史、BMI 值均为结肠镜检查腹痛的相

关因素。因此，本实验探讨结肠镜检查中与受检者自身相关造成腹痛的因素。筛选出可能发生重度

腹痛的受检者，推荐这部分受检者在镇静麻醉条件下行结肠镜检查，而无腹痛危险因素的受检者行

注水法结肠镜检查。减少麻醉、镇静检查法的不必要应用，达到合理利用医疗资源的目的。使镇静

麻醉结肠镜检查法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且对于预测疼痛程度高的患者应由有经验的医生操作，以免

初学者造成患者更多的疼痛和不必要的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实验对象为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行非镇静麻醉

条件下注水结肠镜检查的患者 410 例。所有患者均由一名结肠镜操作医生完成。主要观察指标：体

重指数（BMI）、腹围、腹部手术史、腹痛评分。次要观察指标：操作时间。分析注水式结肠镜的

腹痛危险因素，评价镇静麻醉的必要性. 

结果  （1）入组的 410 例患者，重度腹痛评分患者占 10%。（2）在不限制操作时间的前提下，盲

肠插管成功率为 98.8%（3）女性、BMI、便秘史、手术史、肠道清洁是影响腹痛评分的相关因素。

（4）肠道清洁差的患者操作时间明显较肠道清洁佳的人长。（5）轻度以下和重度腹痛程度组间

BMI、腹围分布均符合正态分布，BMI 的均值±标准差分别是 24.2567±3.2594、22.5021±3.8877,

腹围的均值±标准差分别是 85.93±10.003 、84.12±8.501，组间比较 P<0.05，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1）肠道清洁是影响腹痛评分的相关因素。 

（2）女性、有腹部手术史、便秘史、BMI<18.5 是影响腹痛评分的可能相关因素。 

（3）腹部手术史对腹痛评分影响顺序：肠道手术＞妇科手术＞阑尾手术＞胆囊切除术 

（4）肠道清洁是影响操作时间的相关因素。 

  
 

PU-1097 

口服靶向巨噬细胞的基于阳离子多聚肽自组装纳米载体携带

miR-146b 治疗小鼠 IBD 模型的研究 

 
鲍丹丹

1
,  

2.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肠道粘膜修复是决定溃疡性结肠炎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 miR-

146b mimic 能够抑制 M1 巨噬细胞活性而减轻 IBD 模型中肠炎的程度、促进肠道上皮修复。但无

法避免大剂量 miR-146b mimic 在体内的毒性以及非细胞靶向的副作用，因此，本项目探索一种更

好精准靶向肠道巨噬细胞的治疗策略以提高 miR-146b mimic 的疗效。 

方法 我们设计了甘露糖修饰性壳聚糖季铵盐阳离子纳米载体，通过电荷偶联 miR-146b mimic 或对

照 NC-mimi （MTC-miR146b 和 MTC-NC）。经过平均粒径与 Zeta 电位、RNA 包封率和完整性等

评价，确认成功构建了纳米载体。2.5%DSS 诱导建立 miR-146b-/-小鼠损伤修复模型， 

结果 在第三天经口分别灌入 MTC-miR146b 和 MTC-NC，每三天灌入一次，观察小鼠体重、活动

度以及粪便性状。到第十日，麻醉后处死小鼠， 结果发现 MTC-miR146b 能明显抑制肠道炎症和

促进肠道上皮修复，M1 型巨噬细胞相关因子 TNFa、IL-12、IL-6 等明显降低；而 M2 型巨噬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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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因子 Arg-1、IL10 等明显升高；Th17 和 Th1 细胞也明显降低。 进一步采用 AOM/DSS 模型判

断是否 MTC-miR146b 能阻断肠道―炎-癌‖的过程。结果发现，经口灌入 MTC-miR146b 后，能明显

减少肠道内肿瘤数目，H&E 证实 MTC-miR146b 组未发现有癌变肿物。miR-146b-/-小鼠骨髓提取

单核细胞诱导成巨噬细胞，并转染 MTC-miR146b，发现 MTC-miR146b 能抑制 M1 型巨噬细胞激

活，并促进了 M2 型巨噬细胞分化。 qPCR、WB and ELISA 等结果证实 miR-146b 通过并验证

miR-146b 通过抑 制巨噬细胞中 MYD88/IRF4/IRF5 蛋白复合体，而释放干扰素转录因子 4（IRF4）

提高 IL-10 分泌，IL-10 与肠道上皮 细胞上 IL-10R2 受体结合促进了上皮干细胞因子 lgr5 表达，增

强了上皮细胞损伤后修复能力。 

结论 通过口服 MTC-miR-146b 能减轻 DSS 诱导肠炎模型的炎症程度，并且能阻断肠道―炎-癌―的发

病过程。 

 
 

PU-1098 

The mechanism of CPEB3 in regulation of malignant 
progress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through JAK-STAT 

pathway 

 
yuxin Fang 

Nanfang hospital，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role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CPEB3 in colorectal cancer.  

Methods Western blotting, qRT-PCR，CCK8 experiments, plate colony formation assays, cell 

cycle ，RIP and gene chip were performed.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first used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s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CPEB3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CPEB3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was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adjacent tissues. Then, the expression of CPEB3 in colorectal 
cancer was also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and qRT-PCR .We found that CPEB3 protein and 
CPEB3 mRNA were decreased in colorectal cancer. By analyzing the clinical data of 99 patients 
carried by tissue microarray, we found that in the low CPEB3 expression group, there were more 
lymph node metastasis, more distant metastasis, a later clinical stage, a shorter overall survival 
and a poorer prognosis. CCK8 experiments, plate colony formation assays, cell cycle 
experiments and transwell assay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of CPEB3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We found that knockdown of CPEB3 expression in SW480 and SW620 
promotes cell proliferation,migration and invasion; stable overexpression of CPEB3 in SW480 
and Lovo can inhibit cell proliferation,migration and invasion.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PEB3 in vivo were examined using subcutaneous tumorigenesis in nude mi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hibition of CPEB3 promoted tumorigenicity in vivo, whereas overexpression of 
CPEB3 reduced tumorigenicity in vivo. By analyzing the gene chip, we found that several cancer-
related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s were inhibited in SW480 stably overexpression of CPEB3 , 
including the JAK-STAT pathway and the Toll-like receptor pathway.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direct 
target genes of CPEB3, we used RIP to detect mRNAs that bind to CPEB3. We found that 
CPEB3 binds more JAK1 mRNA and there has been no report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PEB3 and JAK1. We tentatively speculated that the downstream target gene of CPEB3 is JAK1. 
The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assay confirmed that CPEB3 binds to JAK1 3'UTR. The 
inhibition of CPEB3 expression in SW480, JAK1 and its downstream JAK-STAT signaling 
pathway were abnormally activated; overexpression of CPEB3 in Lovo, JAK1 expression and its 
downstream JAK-STAT signaling pathway were inhibited. This suggests that CPEB3 may inhibit 
its transcriptional translation by directly binding JAK1, thereby inhibit the JAK/STAT pathway to 
delay the malignant progress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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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We first reported the role of CPEB3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CPEB3 delayed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by inhibiting the JAK/STAT pathway. Thi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molecular targeted therapy and individualized therapy of 
colorectal cancer. 
 
 

PU-1099 

自身抗体在自身免疫性肝病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王晓艺

1
,李燕妮

1
,王一

1
,周哲

1
,则丽帕·阿布拉

2
,周璐

1
,王邦茂

1
 

1.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敏感性较高的可用于自身免疫性肝病(AILD)早期筛查的自身抗体指标组合。 

方法 收集 2001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消化科就诊的 678 例 AILD 患者的抗体及各

项临床指标并建立数据库，分析不同类型的 AILD 患者中不同自身抗体指标的阳性比率，并与疾病

严重度、首诊肝硬化、合并肝外自身免疫病等情况相结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探索具有较高敏感

性、对疾病严重度有一定提示作用及鉴别能力的早期自身抗体筛查指标。 

结果 678 例 AILD 患者中 ，AIH287 例(42.3%)、PBC112 例(16.5%)、PSC2 例(0.3%)、AIH-PBC 

OS198 例(29.2%)、AIH 中 1 例合并慢性乙型肝炎、1 例合并酒精性肝炎。以中年女性多见

(84.96%)。 AILD 患者中 ALT、AST、GGT 高于正常值的患者比例均在 60％以上。AIH、OS 患者

中，IgG 高于正常值比例为 41.9％、56.9％；ALP 在 PBC、OS 中高于正常值比例分别为 56.3％、

66.2％。287 例 AIH 患者中 ANA 阳性比例为 95.5％ (276／287)，SMA 的阳性比例为 19.6％(37／

287)，112 例 PBC 中 AMA、AMA-M2 的阳性比例分别为 76.8％(86／112)、24.1％ (27／112)。 

无论 AILD 患者是否出现首诊肝硬化，ANA 的阳性比率均在 80%以上，且在非首诊肝硬化的 OS 患

者中其阳性率甚至可达到 100%。AMA 在 PBC 及 OS 非肝硬化患者中的阳性率要稍高于首诊肝硬

化患者，AMA-M2 阳性率在两组之间无明显差异。 

结论 对于肝功能显著异常患者，建议对以下抗体进行筛查，筛查指标包括：ANA、AMA、AMA-

M2、SMA、LKM-1，当出现至少一项抗体阳性，且合并 ALT、ALP、GGT、IgG 水平升高大于等

于一倍正常值，则高度疑诊 AILD，需进一步完善检查以明确诊断。 

 
 

PU-1100 

CD6 通过配体依赖及非依赖方式促进炎症性肠病患者 

Th1 和 Th17 细胞免疫应答 

 
马彩云,刘占举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目的 CD6 是一种表达在大多数 T 淋巴细胞的表面膜蛋白，ALCAM 是其主要的内源性配体。既往

研究发现，CD6 对于胸腺细胞选择和 T 细胞激活具有关键调节作用，参与了多发性硬化、银屑病

等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发展。然而，CD6 在炎症性肠病（IBD）发病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仍不

清楚。因此，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分析 CD6 在 IBD 患者炎性肠黏膜中的表达情况，并探讨其对 IBD

患者 CD4+ T 细胞的调节作用。 

方法 1. 收集 IBD 患者及健康对照者肠黏膜，通过 qRT-PCR 及免疫组化检测 CD6 及其配体

ALCAM 在炎症性肠黏膜中表达情况。2. 通过磁珠分选法提取 IBD 患者及健康对照者外周血 CD4+ 

T 细胞，使用流式细胞术、qRT-PCR 及 ELISA 分析 CD6lo/- 和 CD6hi CD4+ T 细胞的表型特点。3. 

通过 ALCAM Fc 融合蛋白刺激 CD4+ T 细胞，探索 CD6-ALCAM 相互作用对 IBD 患者 CD4+ T 细胞

增殖及分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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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CD6 及其配体 ALCAM 在活动期 IBD 患者炎症性肠黏膜中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者，

且与 IBD 疾病活动性相关。 2. IBD 患者 CD6hi CD4+ T 细胞比 CD6lo/- CD4+ T 细胞具有更高的致病

性，可分泌更多的促炎细胞因子（IFN-g 和 IL-17A），而表达较低水平的 Foxp3、IL-10 和 TGF-b，

表明 CD6 可通过配体非依赖的方式直接调节 CD4+ T 细胞免疫应答。 3. CD6-ALCAM 相互作用亦

可以促进 IBD 患者 CD4+ T 细胞，尤其是 CD6hi CD4+ T 细胞的增殖及其向 Th1 和 Th17 细胞的分

化，从而加重 IBD 患者肠道炎症。 

结论 在炎症性肠病中，CD6 表达增加可通过配体依赖和配体非依赖两种方式促进肠道 Th1/Th17

细胞免疫应答，从而加重 IBD 患者肠黏膜炎症反应。因此，CD6 可能成为炎症性肠病治疗的新靶

点。 

 
 

PU-1101 

短时间咀嚼口香糖对小肠胶囊内镜胃肠通过时间的价值研究 

 
黄亮,胡玥,金波,时昌培,吕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咀嚼薄荷口香糖对小肠胶囊内镜胃肠通过时间的价值。 

方法 将预行小肠胶囊内镜检查者按数字随机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A 组)、咀嚼口香糖组（B 组）。

比较两组小肠胶囊内镜胃通过时间、1 小时幽门通过率、2 小时幽门通过率、小肠通过时间、小肠

病变检测率、全小肠检查完成率的差异。 

结果 共纳入 83 例患者，其中 A 组 43 例，B 组 40 例。2 组患者基线特征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B 组胃转运时间（37.08±22.20min）明显少于 A 组（63.35±63.08min）（P＜0.05），

且 B 组的 1 小时幽门通过率（90.0%）、2 小时幽门通过率（100%）、全小肠检查完成率（100%）

均高于 A 组的 60.5%、90.7%、88.4%（P 均＜0.05）;B 组小肠病变检测率（70.0%）大于 A 组

（ 62.8% ） （ P=0.488 ） ， 小 肠 通 过 时 间 B 组 （ 373.81±198.24min ） 大 于 A 组

（350.19±187.07min）（P=0.852）,但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短时间咀嚼口香糖可以加快胶囊内镜胃通过时间，提高全小肠检查的完成率且不会影响胶囊

内镜小肠检查时间，减少内镜干预发生，减轻患者内镜干预带来的不适感，值得临床推广。 

 
 

PU-1102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对小鼠结肠平滑肌细胞的作用 

及其机制的研究 

 
陈飞雪,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作为一种重要的神经营养因

子，通过激活酪氨酸激酶 B(tropomyosin-related kinase B, TrkB)受体，引起肠道神经系统

（enteric nervous system , ENS)的功能改变，进而影响肠道动力。平滑肌细胞（smooth muscle 

cell, SMC）是肠道收缩的直接效应器，BDNF 是否可以直接影响 SMC 的功能而调节肠道动力，目

前尚不明确。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BDNF对小鼠结肠 SMC 的作用及其动力调节机制。 

方法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 BDNF 基因敲除（BDNF+/-）小鼠与正常野生型（BDNF+/+）小鼠 α-

平滑肌肌动蛋白（smooth muscle α-actin，α-SMA) 表达水平的差异；培养原代小鼠结肠 SMC，免

疫荧光法检测 SMC 中 TrkB 受体的表达，同时以 BDNF，TrkB 受体阻滞剂 （K252a）干预 SMC，

应用 Western blotting 和钙离子成像法检测 α-SMA，TrkB-PLC-Ca2+信号通路蛋白表达水平及细胞

内钙离子浓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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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BDNF+/-小鼠与 BDNF+/+小鼠相比，结肠 α-SMA 表达水平明显降低；SMC 表达 TrkB 受体；

在 BDNF 作用下，α-SMA、TrkB-PLC-Ca2+信号通路蛋白表达量和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增加，且加入

K252a 可阻断以上变化。 

结论 BDNF可能通过 TrkB-PLC-Ca2+信号通路直接调节 SMC 的功能，影响肠道动力。 

 
 

PU-1103 

Receptor-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 3 mediates 
macrophage/monocyte activation in autoimmune hepatitis 

and and its important role as a molecular target in 
azathioprine-mediated immune response 

 
Simin Zhou,Jun Zhang,Lu Zhou,Bangmao Wa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he mechanisms of macrophages/monocytes in autoimmune hepatitis (AIH) remain 
unclear. We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receptor-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 3 (RIP3), a key 
inflammatory signal adapter, in macrophage/monocyte activation in AIH and its important role as 
a molecular target in azathioprine-mediated immune response. 
Methods  Immunofluorescence double staining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infiltration degree of 
macrophages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RIP3 in AIH patients as well as the normal control liver 
tissues. Western blotting was used to detect RIP3 expression levels in AIH patients and normal 
controls in liver tissues and peripheral blood monocyte. RAW264.7 macrophage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regulation of RIP3 signaling on inflammatory cytokines.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hepatic cyst, the majority of accumulated macrophages expressed 
RIP3 in AIH liver tissues.Moreover, RIP3 expression of monocytes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serum hepatic enzyme in AIH. Furthermore,RIP3 signaling was activated by lipopolysaccharide 
in RAW264.7 macrophages, which was accompanied with upregulated interleukin (IL)-1b, IL-6, 
and IL-10 and downregulated IL-4 and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 Notably, necrostatin-1, the 
specific inhibitor of the RIP3 signaling pathway, and 6-thioguanine (6-TG), the active metabolite 
of azathioprine, predominantly reduced IL-6 production compared to other cytokines. Moreover, 
the gene level of IL-6 wa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in AIH liver tissues. 
Conclusions RIP3-mediated inflammatory response signaling pathway may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chanisms for the activation of hepatic macrophages in AIH patients, and its 
regulation on IL-6 may be involved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IH.RIP3 is a novel 
molecular mechanism of 6-TG, indicating that it might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target for AIH 
treatment. 
 
 

PU-1104 

复发性口腔溃疡与口腔微生态的关系 

 
时小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复发性口腔溃疡（recurrent oral ulcer，ROU）为临床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中医药在改善临床症状、提高再生黏膜成熟度、改善愈合质量、降低复发率等近期和远期疗

效优势明显，但缺少物质基础支持。舌苔可以反映局部和整体的病理状态。舌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

整而独立的微生态系统。舌诊是中医辨病、辨证论治、临床疗效监测的重要依据，苔体的改变或可

成为 ROU 发病的某种菌落指示剂。苔体生态位中的菌群、定植菌等在 ROU 中的致病性，或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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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潜在诊断标志物。作者以微生态为切入点，对 ROU 发病机制、微生态与 ROU 中医药疗效和机

制的相关性等方面，就国内外的进展做一综述。 

 
 

PU-1105 

Cronkhite-canada 综合征 

 
陈亚兰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此病为罕见病，临床上多以消化道息肉，伴有色素沉着，毛发脱落，爪甲萎缩为主要表现！

为了学习和讨论此疾病的治疗 

方法 患者老年女性，81 岁，退休工人。既往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死病史。 

       本次主因纳差，味觉减退伴皮肤色素沉着 4 月，加重伴腹泻 2 月入院。 

      4 月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纳差，食欲差，进食量逐渐减少，并伴有味觉的减退，口腔多有白

色粘液，无恶心无呕吐，无腹痛无腹泻，双手及双足背及足底，腹部皮肤黑色素沉着，无出血点及

瘙痒感，就诊于我院，行腹部及胸部 CT,未见异常，患者拒绝内镜检查，给予对症抑酸，维生素的

补充等治疗后食欲好转出院。出院后口服维生素，2 月前患者再次出现食欲减退，进食水量共约

200 毫升，并出现腹泻，黄色稀水样便，一天约 3-4 次，且自觉脱发明显，并出现手指及脚指的萎

缩脱落，就诊于诊所给予输液治疗，症状无缓解，随就诊于当地市医院行胃镜示胃底多发的隆起，

给予输液治疗半月症状无缓解，近半月出现进食水后呕吐，无法进食水，听到吃字及看到食物立刻

出现恶心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味觉消失，为进一步治疗入我院。        

       入院查体阳性体征，镜面舌，双手及双足，腹部皮肤黑色素沉着，手指及脚指萎缩脱落，腋毛

的脱落。 

       诊断明确给予抑酸，营养支持，抗炎，激素治疗。 

结果  血，尿常规未见异常。便常规潜血阳性。肝功能白蛋白 26g/L,肾功能正常，电解质 ca 

1.94mmol/L.肿瘤标志物 CEA CA125 ca 199 AFP 未见异常.  甲状腺功能未见异常。抗核抗体谱，

自身抗体未见异常。胸部 CT 局限炎症，腹部未见异常！肠镜见多发息肉。 

结论 Cronkhite- canada 综合征 多见于中老年，主要症状为腹泻，爪甲异常，毛发脱落，色素沉着，

肠道多发息肉为特征。病理活检会有息肉上皮细胞覆盖，腺体增生细胞间质水肿，炎性细胞。治疗

无特效药，以营养支持，抑酸，补充白蛋白，激素治疗为主。 

 
 

PU-1106 

Low drug levels during infliximab maintenance therapy in 
remitted patients predict successful drug withdrawal 

 
Jian Tang,Xiang Gao,Min Zhi,Pinjin Hu 

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hospital 

 
Objective Low infliximab (IFX) drug levels were associated with loss of response during 
maintenance treatment. But it might not be a negative factor on relapse after IFX withdrawal.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rough level of IFX (TLI) during maintenance treatment on 
relapse after IFX withdrawal. 
Methods A single center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performed. Patients in remission induced 
by IFX for at least six months were recruited IFX injection and withdraw were during 2013-2018. 
All patients had available TLI during previous IFX maintenance treatment and followed up more 
than six months. 
Results Sixty-four patients who discontinued IFX while in remission and had available TLI were 
enrolled .All the patients followed up at a median of twenty months. Twenty seven of 6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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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relapsed after IFX withdrawal. Relapse-free survival after IFX cessa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in patients with low TLI(＜4ug/L) compared to those with high TLI(＞4ug/L) (P = 0.03, log 

rank test). In low TLI group, patents receive more than six IFX injection had similar relapse-free 
survival time with patients who had only six injection (P=0.58, log rank test). While in high TLI 
group, patients receive more than six IFX injection had relatively longer relapse-free survival time 
(P=0.05, log rank test). 
Conclusions Patients who had low TLI during maintenance treatment had longer relapse-free 
survival time after IFX withdrawal. Relatively short IFX therapy had similar relapse-free survival 
time with those who had longer IFX therapy in low TLI patients. 
 
 

PU-1107 

应用多种手段综合评估英夫利昔单抗对克罗恩病（CD）的疗效 

 
孙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应用总体疾病严重程度指数与疾病活动指数（CDAI）这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评估英夫利昔单

抗对克罗恩病（CD）患者的疗效评估，并比较不同评价体系是否保持一致。 

方法 连续纳入 2018 年 4 月至 6 月间在我院消化科 120 例应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克罗恩病（CD）

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由医师根据 CD 患者入院进行英夫利昔单抗治疗时病情，分别应用克罗恩病

（CD）总体疾病严重程度指数与克罗恩病（CD）疾病活动指数（CDAI）给予评分，计算疾病活

动度。分析应用总体疾病严重程度指数与疾病活动指数（CDAI）这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评估英夫

利昔单抗对克罗恩病（CD）患者的疗效评估，并比较临床总体疾病严重指数与疾病活动指数之间

是否保持一致。 

结果 本次研究共纳入 120 例患者，其中男性 90 例，女性 30 例，男女之比为 3：1，平均年龄 29.8

岁，女性平均年龄 31.6 岁，男性平均年龄 29.2 岁。应用类克 3 次以下的有 31 例，应用类克 1 年

以上的有 51 例。CD 总体疾病严重指数平均 24.85 分，最高 65 分，最低 2 分，大于 40 分的有 15

例，其中有 11 例应用类克 3 次以下；疾病活动指数（CDAI）平均 66.11 分，最高 234.5 分，最低

分 0 分，大于 150 分的有 9 例，其中有 7 例应用类克 3 次以下。在应用类克 3 次以下的病例中 CD

总体疾病严重指数大于 40 分的有 11 例，疾病活动指数（CDAI）大于 150 分的有 6 例。 

结论 疾病活动度和疾病严重程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相互存在重叠。疾病活动度反映了患者生

物学炎症活动的横断面情况，而总体疾病严重程度，包括了疾病随时间进展的因素，这可以更全面

地反映疾病的总体负担。在 CD 患者中临床症状与炎症性疾病活动之间，并不总是保持一致，CD

患者的总体疾病严重程度指数，主要考虑肠黏膜病变程度、瘘管、肛周脓肿和之前的肠道切除史，

而应用英夫利昔单抗 1 年以上的 CD 患者大部分粘膜病变好转，病情趋于稳定，在疾病评分中未能

较 CDAI 更占优势。而在应用类克 3 次以下的病人应用 CD 总体疾病严重指数评分较 CDAI 更加能

全面体现病情严重程度 

 
 

PU-1108 

应用图像绘画心理分析技术解决临床症状 

 
严雪敏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通过绘画心理分析技术分析患者的绘画，间接了解患者的性格、情绪状态、智力、人格特点、

人际交往能力，协助患者改善认知，改善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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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让有心身疾病的患者进行绘画，并分析其相关性格、情绪状态、智力、人格特点及人际交往

风格，并与其探讨相关因素诱发疾病的可能性 

结果 被试患者反馈认为绘画分析结果与自身情况吻合率基本达到 80%~90%，对其认识自身及所患

自身疾病的发生、发展上有一定帮助。并在诊治方案的选择上有助益。 

结论 面对主诉众多的患者，临床医生需考虑心理疾患致病可能；掌握一定的心理咨询技术，有利

于临床工作的开展，更利于节约医疗资源，值得探讨。。 

 
 

PU-1109 

药物性肝病与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临床特征的比较分析 

 
卢书明,王晓媛,赵丹,张晓宁,张瑜,刘丽娜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比较药物性肝病（DILI）与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患者临床特征的差异，探讨两者的鉴别诊

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 151 例 DILI 和 52

例 AIH 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首发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等的差异。 

结果 DILI组男性患者比例 29.8%高于 AIH 组的 13.5%，女性患者比例 70.2%低于 AIH 组的 86.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ILI 组因体检发现、肝大、脾大者比例（6.6%、1.3%、2.6%）、

分别低于 AIH 组（30.8%、13.5%、13.5%），DILI 组皮肤瘙痒、尿黄比例（19.2%、60.9%）高

于 AIH 组（1.9%、42.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之间乏力、腹胀、黄疸貌所占

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ILI 组 ALT 均值（642.6±599.1）高于 AIH 组

（426.4±341.6），WBC 均值（5.52±1.96）x109/L、PLT 均值（217.2±78.1）x109/L 也分别高于

AIH 组的（4.5±1.8）x109/L 及（143.3±93.7）x109/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ILI 组

Glob、IgG、IgG、IgM 均值（29.5±6.4、672.5±720.2、142.4±164.1、53.3±）均分别低于 AIH 组

（43.5±10.9、2688.2±1107.1、389.5±159.3、259.1±262.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 AST、ALB、ALP、GGT、T-Bil、D-Bil、TBA、凝血像（PT、APTT、TT、Fib、INR、PTA）

均值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DILI 组 ANA、SMA、SLA 阳性者所占比例

（62.3%、7.3%、1.3%）分别低于 AIH 组（100%、46%、1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两组中 LC 阳性患者所占比例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药物性肝病临床表现常类似自身免疫性肝炎，但患者存在肝脾肿大、球蛋白、IgG、IgA 及

IgM 增高支持自身免疫性肝炎的诊断，ANA 及肝病相关抗体有助于两者的鉴别。 

 
 

PU-1110 

拉萨、北京两家不同海拔地区三甲医院肠镜检出的比较研究 

 
李军

1,2
,次仁央金

2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明确不同海拔地区肠镜诊断的特点，了解高海拔地区和低海拔地区接受肠镜检查患者特点以

及肠道疾病谱的异同。 

方法 分别检索 2017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和西藏

自治区人民医院肠镜检查结果，收集患者性别、年龄等人口学指标，根据内镜诊断结果，分别统计

息肉样病变（包括腺瘤、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化生性息肉、错构瘤等等）、腺癌、炎症（包括

特异性、非特异性炎症、肠结核、炎症性肠病、等等）、寄生虫病、肠气囊肿症、以及其他疾病的

数据，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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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北医三院共有 10014 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 5323 例（53.2%），女性 4690 例

（46.8%），平均年龄 54.7±15.4 岁（1-94-岁）。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共有 923 例患者纳入研究，

其中男性 548 例（59.4%），女性 375 例（40.6%），平均年龄 42.6±14.1 岁（4-82 岁）。两组患

者的性别、年龄均有显著差异，西藏地区男性患者所占比例更高，而且年纪更轻（P=0.000）。两

组患者的肠镜下诊断也有明显差异（P=0.000）。北京地区与西藏地区相比，息肉样病变

（4916/10014,48.5% vs. 137/923,14.7%）、腺癌（503/10014, 5.0% vs.30/923, 3.2%）、炎症性

疾病（1080/10014, 10.8% vs.87/923, 9.3%）的检出率均明显高于西藏地区，而寄生虫病

（0/10014, 0% vs22./923, 2.4%）、肠气囊肿症（13/10014, 0.1% vs.13/923, 1.4%）的检出率明

显低于西藏地区。 

结论 内地发达地区相比，西藏地区接受肠镜检查的患者平均年龄更为年轻，而结肠息肉样病变、

癌的检出率明显低于北京，肠道炎症性疾病的检出率低，而寄生虫病和肠气囊肿症高发，提示高海

拔地区由于环境影响，感染性疾病多。了解不同海拔地区肠病谱的变化，有助于当地医院进行诊断

和鉴别诊断，并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PU-1111 

SES-CD 评分联合血清白蛋白预测克罗恩病短期内肠腔狭窄形成 

 
张義捷,袁嘉伟,庄康敏,顾红祥,张亚历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克罗恩病是由自身免疫紊乱引起的慢性反复性疾病，内镜下特征为肠道多发的跳跃性纵向溃

疡。由于克罗恩病在病理上具有全层性炎症的特点，克罗恩病常合并并发症，常见有狭窄、瘘管及

腹腔脓肿，其中以狭窄型最为常见。临床上超过半数的炎症型克罗恩病患者在 10 年内会发展成狭

窄型克罗恩病患者。因此寻找分析克罗恩病相关的危险因素显得至关重要。 本研究通过对相关资

料的回顾性分析，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方法   通过南方医院病案系统及内镜诊断系统查找所有在 2004~2015 年间诊断为非狭窄非穿通型

克罗恩病的患者，疾病诊断标准严格依据 2012 广州共识指南进行。排除合并其他感染性疾病、肠

结核、淋巴瘤、溃疡性结肠炎、严重肝肾疾病、其他肠道肿瘤的病例。所有入选病例均有 18 个月

的结肠镜随访数据（包括 SES-CD 评分、疾病部位）及临床随访数据（包括病人一般情况、实验

室检查、用药随访），并根据临床结局分为狭窄组与非狭窄组。通过对比检验初步寻找两组间的差

异，然后筛选相关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并得出回归方程建立预测模型。最后通过受试者工作

曲线（ROC 曲线）对比不同预测工具的效果。 

结果 通过对比检验发现，狭窄组患者在血小板计数（P = 0.004）、C 反应蛋白（P = 0.001）、

SES-CD 评分（P ＜ 0.001）较非狭窄组明显升高,而血清白蛋白（P ＜ 0.001）明显降低。Logistic

回归中发现 SES-CD 评分（OR = 0.861，P = 0.003）及白蛋白（OR = 1.112，P = 0.037）组成的

模型有预测狭窄形成的能力。肠镜联合白蛋白预测狭窄形成的敏感性 85.7%，特异性 64.1%，

AUC 82.2%，优于血小板/白蛋白及 CRP/白蛋白（敏感性 66.7%，特异性 73.5%，AUC73.1%；

82.1%，特异性 49.0%，AUC 71.9%）。 

结论 SES-CD 评分联合白蛋白可预测克罗恩病肠道狭窄形成，且优于单纯的血清学指标联合。 

 
 

PU-1112 

LPL 基因突变致高脂蛋白血症 I 型 1 例及文献复习 

 
郭红梅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脂蛋白脂肪酶(LPL)基因变异引起的高脂蛋白血症 I型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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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分析 1 例 LPL 基因变异引起的高脂蛋白血症 I 型患儿的临床特点及治疗过程，并复习相

关文献。 

结果 患儿，男，4 月龄，表现为肝脏转氨酶升高、高甘油三脂血症和高胆固醇血症;换用低脂饮食

后患儿肝功能、血甘油三脂及血胆固醇改善。基因检测示 LPL 基因 c.467T>G/c.835C>G 复合杂合

变异，其中 c.467T>G 为一新颖变异。 

结论 婴儿期出现肝脏转氨酶升高、高甘油三脂血症和高胆固醇血症，需警惕高脂蛋血症 I 型,应尽

早完善基因检测，以早期诊断及治疗，改善预后。 

 
 

PU-1113 

肠道细菌移位与自身免疫性肝病的相关性分析 

 
刘曼,周思敏,周璐 

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 最近有文章描述了致病菌可破坏肠屏障，移位至淋巴结和肝脏，可能与自身免疫病如系统性

红斑狼疮(SLE)和自身免疫性肝炎(AIH)的发病有关。在此，我们系统地对自身免疫性肝病(AILD)包

括自身免疫性肝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及两者之间的重叠综合征(OS)和健康对照组(HC)的

肝脏微生物进行分析比较，旨在探究肝内菌群的组成及与疾病的相关性，试图为 AILD 揭示新的生

物靶点。 

方法 我们研究共纳入 18 例 AILD 患者（其中 5 例 AIH，5 例 PBC，8 例 OS）和 4 例健康对照（其

中 2 例健康肝移植供者，1 例肝囊肿患者，1 例胆囊结石患者）。对 AILD 患者和对照组分别行肝

穿刺活检和无菌手术获取无菌肝组织，进行 16sRNA 测序，分析肝脏菌群组成、多样性及与疾病的

相关性。并使用 PICRUSt 数据库对测得的 16S rRNA 基因序列进行功能分析。在此前，我们取 1

例健康对照，1 例 AIH，和 4 例 PBC 进行了预试验。 

结果 预试验发现，肝脏内有细菌定植。AIH 组和 PBC 组的菌群多样性较健康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也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较少。在门的水平上，与对照组相比，AIH 组和 PBC 组均有厌氧芽胞杆菌的

富集，AIH 组厚壁菌门明显增高，PBC 组变形菌门明显增高。在属的水平上，四个丰度较高的属与

PBC 密切相关，分别是肠杆菌属、柠檬酸杆菌属、厌氧芽孢杆菌属和鞘脂单胞菌属。特别的是，

鞘脂单胞菌属下的新鞘氨醇杆菌已被证实可致小鼠的 PBC 样表现。芽孢菌属在 AIH 中明显升高。

由于预试验样本量少，在 AIH 组和 PBC 组未发现肠球菌的富集。通过 PICRUSt 数据库对测得的

16S rRNA 基因序列进行代谢功能的分析发现，AIH 组和 PBC 组氨基酸代谢均较对照组减低，AIH

组减低更明显。AIH 组能量代谢、维他命代谢和酶家族较对照组更活跃。 

结论 本研究发现人类肝组织并非是无菌性的存在，肝脏中也存在细菌。AIH 和 PBC 患者的肝内菌

群与对照组相比虽在多样性上无明显差异但在菌属丰度上具有显著差异。四个丰度较高的属与

PBC 密切相关，分别是肠杆菌属、柠檬酸杆菌属、厌氧芽孢杆菌属和鞘脂单胞菌属。在 AIH 组中

未发现肠球菌的富集，但我们扩大样本后进一步行三代高通量测序，旨在找到与疾病显著相关的具

体菌种，我们看到了可喜的菌群结果，但目前这部分数据正在分析中，我们希望早日完成呈现给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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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14 

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晚期 

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研究 

 
容谦,梁仲惠,许春本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Ｏ三医院 

 

目的 探讨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中药制剂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 

PL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选择我院 2016 年 8 月～2017 年 5 月治疗的 25 例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均经病理组织学和/

或细胞学检查确诊。随机分为单药组和联合组。单药组患者口服甲磺酸阿帕替尼 250mg/d 或

500mg/d 进行治疗，联合组患者甲磺酸阿帕替尼用法同前，同时联合复方苦参注射液 20ml/d 静脉

滴注治疗。比较两组有效性和安全性。 

结果 参照 RECIST 实体肿瘤客观疗效评定标准及 WHO 抗癌药物急性与亚急性毒性表现和分级标

准进行判定。25 例均可评价疗效和毒性。部分缓解 3 例, 有效率为 12 %, 疾病控制率为 48%, 中位

肿瘤进展时间 3.12 个月。其中联合组部分缓解 2 例，稳定 4 例，进展 6 例，疾病控制率为 50%，

症状改善率 91%；单药组部分缓解 1 例，稳定 5 例，进展 7 例，疾病控制率为 46%，症状改善率

83%。但两组疾病控制率、症状改善率在统计学上未见显著差异（P>0.05）。两组患者的主要不

良反应为血压升高、手足综合征等。联合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5%，单药组为 50%，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癌安全有效, 而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复方苦参注射液在症状

改善率和疾病控制率方面均高于单药组。但由于入组病例数较少，观察期较短，仍需大样本量病例

进一步研究探索远期疗效。 

 
 

PU-1115 

IL-9 及 TL1A 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黏膜组织中的表达变化 

 
段洋洋,王冬,张晓岚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东院区 

 

目的 探讨 IL-9 及 TL1A 在 UC 患者血清及肠组织中的表达，以期为 UC 寻求新的治疗方法。 

方法 ①收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东院区门诊及住院患者血液标本和肠黏膜活检组织，试验组入

选病例符合―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2012 年·广州）‖制订的溃疡性结肠炎诊断标准。

对照组标本取自血液常规检查（血常规、生化、血沉、C-反应蛋白）在正常范围并经结肠镜检查未

见结肠病变或镜下及病理回报为单发性良性息肉未合并其他病症患者；②收集患者相关资料：病程、

大便次数及性状、既往史、结肠镜检查（病变范围、内镜下表现）及相关实验室检查（血常规、便

常规、血沉、C-反应蛋白）等个人情况；③根据评估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性改良的 Mayo 评分分为：

对照组、轻中度活动组、重度活动组；根据内镜下 Mayo 评分分为：对照组、1 分组、2 分组、3

分组；根据蒙特利尔分型将 UC 疾病累及范围分为：对照组、E1 型组（直肠）、E2 组（左半结

肠）、E3 组（广泛结肠）；④应用 ELISA 双抗体夹心法检测血清中 TL1A、IL-9 的表达水平，免

疫荧光检测肠黏膜组织中 Th9 细胞表达水平，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结肠组织中 TL1A、DR3、

PU.1 蛋白表达水平，real-time Q-PCR 技术检测结肠组织中 TL1A、DR3、PU.1、IL-9mRNA 的表

达水平。 

结果 ①血清中 IL-9 与 TL1A 呈正相关。其含量均随疾病活动度、内镜下 Mayo 评分、病变累及范

围增加其含量增加，除 E1 组与 E2 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其余两两相比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②肠黏膜组织中 Th9、IL-9、PU.1、DR3 及 TL1A 含量均随疾病活动度、内镜下

Mayo 评分、病变累及范围增加其含量增加，除 E1 组与 E2 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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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两两相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验证了 Th9 细胞、IL-9 与 TL1A 呈正相关，PU.1 与 IL-

9、Th9 呈正相关，DR3 与 TL1A呈正相关。 

结论 TL1A、DR3、Th9 细胞、PU.1、IL-9 参与 UC 的发生发展，并推测 TL1A 与 DR3 结合后可能

通过调控 PU.1 促进了 Th9 细胞分化及 IL-9 的分泌，从而参与 UC 的进程 TL1A、DR3、Th9 细胞、

PU.1、IL-9 参与 UC 的发生发展，并推测 TL1A 与 DR3 结合后可能通过调控 PU.1 促进了 Th9 细

胞分化及 IL-9 的分泌，从而参与 UC 的进程 

 
 

PU-1116 

合并肝脏多发病变的克罗恩病一例报道 

 
徐雪梅,解丽,方华蓥,吴正祥,王巧民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报道一例伴发特殊肠外表现的克罗恩病 

方法 通过描述一例特殊克罗恩病的诊治经过，结合文献探讨克罗恩病的肝脏表现。患者，女性，

21 岁，学生。因为―反复腹泻 3 年、腹痛半年、发热 3 周‖入院。患者 3 年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腹泻，

为黄色糊状便，每天 2-4 次，不含粘液脓血。半年前开始出现中下腹间歇性疼痛，每次持续数分钟

能自行缓解。3 周前患者出现发热，最高体温 39.8 摄氏度，伴有畏寒、寒战，给予抗感染治疗后体

温能回复正常。2017 年 7 月 8 日我院门诊肠镜提示结肠溃疡增殖性病变，拟诊克罗恩病收治。近

半年来体重下降 10kg。入院时查体：消瘦，BMI15.2kg/m2，HR127 次/分，腹部软，无明显压痛。

实验室检查：WBC 5.67*10~9/L,HB 79g/L,PLT 701*10~9/L，ALB23.9g/L，ESR 38mm/h, CRP 

18.1mg/L。肠镜提示结肠节段性溃疡，超声肠镜提示偏心性增厚。病理：裂隙状溃疡伴炎性渗出、

坏死及肉芽组织增生；腺体隐窝伸长、扭曲，粘膜下层增厚；透壁性淋巴细胞增生；间质内非甘酪

样肉芽肿伴粘膜下神经节细胞增生。2017 年 7 月 20 日腹部超声：肝内多发低回声。2017 年 7 月

24 日 CT：肝脏多发低密度影，肠壁增厚。2017 年 7 月 27 日肝脏 MR 可见多发斑片状等 T1、长

T2 信号，压脂序列呈明显高信号，边界欠清，DWI 呈高信号，各期示上述病灶呈明显强化，考虑

炎性病变，早期肝脓肿不除外。给予头孢三代抗感染 2 周后，2017 年 8 月 18 日复查肝脏 MR：考

虑感染，病灶无变化。诊断：克罗恩病(回结肠型，穿透型，重度活动期）肝脓肿可能。2017 年 9

月给予沙利度胺 50mg qd，美沙拉嗪 1g tid 治疗，并继续口服抗生素头孢地尼 1 周。后患者沙利度

胺增加到每日 100mg。2018 年 1 月 25 日再次住院复查。患者腹痛腹泻症状好转，未再发热，体

重增加 10kg。实验室检查：WBC 6.25*10 ~9/L,HB 118g/L,PLT 330*10~9/L，ALB41.1g/L，ESR 

18mm/h, CRP 8.85g/L。肠镜见多发疤痕、息肉样增生及与愈合期溃疡，较前明显好转。MR 提示

比较老片，病灶数量及体积明显减少。 

结果 该患者的肝脏多发异常信号，随着患者肠道疾病的好转也在好转。 

结论 肝脏这种多发的类似于肝脓肿的异常信号，可能为克罗恩病的一种特殊肝脏表现。 

  
 

PU-1117 

大鼠反流性食管病变的性别差异及其机制研究 

 
林燕芳

1,2
,王宝珊

1,2
,王雯

2
,柳刚

2
,姚荔嘉

2
 

1.福建医科大学 

2.福州总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探索 SD 大鼠反流性食管病变严重程度的性别差异性及形成此差异的机制，以分析人群中胃食

管反流病患病率性别差异的可能原因。 

方法 以清洁级雌、雄 SD 大鼠各 60 只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雌性对照组（A 组）、雌性雌激

素给药组（B 组）、雄性对照组（C 组）、雄性雌激素给药组（D 组）。通过丝线结扎前胃并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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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套扎限制幽门排空的方法建立胃食管反流病大鼠模型。建立模型术后第 14 天处死大鼠，取其全

段食管组织，通过 HE 染色观察反流性食管病变范围；通过 qPCR 检测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

（Nrf2）的 mRNA 水平。 

结果  所有大鼠术后均出现反流性食管病变，（1）病变范围：A 组（3.0%±0.3%），B 组

（2.7%±0.3%），C 组（5.0%±0.4%），D 组（3.2%±0.4%），A 组与 C 组、D 组与 C 组相比，

病变范围较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Nrf2 的 mRNA 水平：A 组（3.0±0.4），B

组（3.1±0.5），C 组（1.8±0.3），D 组（2.8±0.4），A 组与 C 组、D 组与 C 组相比，Nrf2 的

mRNA 水平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雌性大鼠反流性食管病变较轻，其原因可能是雌性大鼠体内雌激素的存在，促进 Nrf2 表达，

提高机体抗氧化应激能力，从而减轻反流性食管病变。 

 
 

PU-1118 

丁酸对炎症性肠病中黏液屏障的保护作用研究 

 
梁丽萍,刘乐,陈烨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利用甲氨蝶呤诱导的 HT-29 细胞（类杯状细胞）建立肠上皮黏液屏障的体外模型，并利用肿

瘤坏死因子 (TNF-α)干预，造成肠上皮黏液屏障的破坏。给予丁酸钠（butyrate,BT）处理，观 察

黏液层结构、功能及 Mucin2 蛋白分布的变化，证实 BT 对黏液屏障的保护作用。建立 DSS 诱导的

IBD 小鼠模型，采用 BT 处理的方式进行干预，观察黏液层及杯状细胞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证实 BT

对炎症状态下肠上皮黏液屏障的保护作用，并探讨其作用的机制。 

方法 用 EVOM 电压电阻仪测定细胞跨膜电阻抗、透射电镜观察类杯状细胞的超微结构、Western 

blot 测定 Mucin2 蛋白在紧密连接膜微区域中的分布、免疫荧光观察 Mucin2 分布。 

动物实验随机分为对照组、IBD 组、IBD+BT 处理组共 3 组，每组 8 只。IBD 组采取自由饮用 DSS

水溶液；BT 处理组于 IBD 建模成功后，给予 BT 20mg/kg 连续灌胃 7 天；对照组给予等量的生理

盐水灌胃。在饮用 DSS 过程中，观察小鼠的体重、粪便、毛发等，进行症状评分；采用 FITC 标

记的葡聚糖观察肠道通透性的改变；处死小鼠后，观察肠道大体形态的改变，进行常规病理、透射

电镜及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查。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及 Western blot 检测肠黏膜上皮细胞 Mucin2 蛋

白、wnt及胞核内 β-catenin 的表达。 

结果 BT 能够一定程度的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破坏作用，且这种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黏液蛋白

Mucin2 在胞膜及膜微区域分布的改变而起作用的。动物实验发现，IBD 组小鼠毛发粗糙、大便较

稀、体重下降；肠黏膜通透性较对照组显著增加；常规病理显示，肠绒毛萎缩、变短；透射电镜下

观察到 IBD 小鼠肠上皮黏液层薄而疏松；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结果表明黏蛋白表达减少。BT 处理组

小鼠症状评分及病理评分均较 IBD 组显著增高，且 BT 处理能够减轻杯状细胞及黏液层的损伤。炎

症状态下肠黏膜 wnt 的表达减少，β-catenin 从胞浆向胞核内转移减少；BT 处理能够促进 wnt 的高

表达，增加 β-catenin 从胞浆向胞核转移。 

结论 BT 处理可以有效减轻 IBD 中肠黏液层的破坏，这种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促进 wnt 的高表达及

增加 β-catenin 从胞浆向胞核的移位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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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19 

miR-425 通过抑制肠上皮细胞 BTG3 表达促进 IBD 发生发展 

 
郭珍臻,王金霞,高采平,何冲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miR-425 在 IBD 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及炎变肠道组织中表达上调，并促进致病性 Th17 细胞的

分化，但其在肠上皮细胞（IEC）中的作用是尚无报道。本研究重点探索 mi-425 对 IBD 发病中

IEC 功能的免疫调控机制。 

方法 收集 CD、UC 患者及肠镜无异常者的内镜肠黏膜活组织检查标本，分离提取 IEC，检测 miR-

425 的表达水平。体外培养 IBD 患者原代 IEC，使用多种细胞因子刺激后，检测 miR-425 表达及肌

球蛋白轻链激酶（MLCK）激活水平。构建过表达 miR-425 病毒载体（LV-miR-425），转染肠上

皮细胞系 SW480 和 HCT116，测量跨上皮细胞电阻抗（TEER）及紧密连接蛋白表达，检测

MLCK 激活水平，分析 IL-1b、IL-6、TNF-a 等炎症因子表达水平。荧光素酶报告系统检测 miR-

425 靶基因，并体外验证。建立小鼠 DSS 诱导急性结肠炎模型，并通过尾静脉体内注射 LV-anti-

miR-425 观察结肠炎症程度，收集肠上皮细胞并培养过夜，检测培养上清液中炎症因子表达水平，

使用 FITC-dextran 检测肠组织通透性，western blot 及免疫荧光染色检测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

表达情况。 

结果 活动期 IBD 患者 IEC 中 miR-425 表达较对照显著升高，并且与 IEC 内 MLCK 激活呈正相关。

TNF-a 刺激原代 IEC 后，miR-425 表达显著升高。LV- miR-425 转染后，SW480 和 HCT116 细胞

内 MLCK 激活明显上调，TEER 明显下调，ZO-1、occludin 等紧密连接蛋白表达较对照组显著降

低，IL-1b、IL-6、TNF-a 等炎症因子表达水平显著上调。BTG3 是 miR-425 在 IEC 中的靶基因。

建立 DSS 诱导的小鼠急性结肠炎模型，接受 LV-anti-miR-425 的小鼠结肠组织炎性损伤、炎性细

胞浸润较对照组明显减轻，结肠通透性明显下降，ZO-1、occludin、E-cadherin 表达显著上升，肠

黏膜组织内 IL-1b、IL-6、TNF-a水平明显下降。 

结论 miR-425 在 IBD 患者 IEC 中表达显著上调，并通过抑制 BTG3，降低 IEC 紧密连接蛋白表达，

促进炎症细胞因子分泌，从而参与诱导肠道炎症的发生发展。 

 
 

PU-1120 

超声内镜在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诊治中的价值 

 
高山,田爱霞,王玮,王道蓉,曹满菊 

襄阳市中心医院（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内镜对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诊断及指导治疗价值。 

方法 纳入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 15 例超声内镜和（或）病理诊断的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患

者，分析内镜下及超声特点。局限在肠壁超声结构 2-3 层内，未突破第 3 层的有 12 例，其中 10 例

行粘膜剥离术（ESD），2 例要求手术治疗。3 例突破第 3 层，侵及第 4 层，3 例均行外科手术切

除。治疗后第 3、6、12、18、24 月复查肠镜。 

结果 超声内镜诊断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 15 例，肠镜下可见肿瘤从黏膜下向肠腔突出，广基或亚蒂

状隆起，表面粘膜光滑，呈灰黄色或苍白色，质地较硬。超声特点为稍低回声，内部散在点状高回

声，起源于黏膜固有层或黏膜下层，可累及 2-5 层。切除后病检均证实为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超

声内镜提示肿瘤未突破第 3 层中，行 ESD 治疗的 10 例及手术治疗的 2 例，切除标本病检均为直肠

神经内分泌肿瘤（G1 期）。其中 9 例切缘及基底部均未见肿瘤组织残留，1 例基底部有肿瘤组织

残留，患者要求不追加手术，肠镜随访中，现随访 24 月，未发现局部复发。超声内镜提示突破第

3 层行手术治疗的 2 例，病检为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G1 期），腹腔未见转移。其中 1 例病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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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G2 期），腹腔发现广泛转移。所有病理分期为 G1 患者，随访均未发现复

发。 

结论 超声内镜对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侵润层次清楚、准确。未突破肠壁超声结构第 3 层，行肠镜

下 ESD 治疗，可完整切除肿瘤。已突破第 3 层或病理证实为 G2 期，不宜内镜下治疗，应外科手

术切除。 

 
 

PU-1121 

结肠镜检查无异常者结肠镜复查时间探 

 
林泳

1
,何媛

1
,赵晶

1
,周永健

1
,聂玉强

1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广州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国内外早期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筛查指南建议，结肠镜检查无异常者的复查时间为 5~10 年，

但指南参考的研究均以国外人群为主。本研究通过分析结肠镜检查结果正常的患者 5~10 年后复查

结肠镜的结直肠癌和结肠息肉的发生率，探讨 5~10 年的筛查时间间隔是否适合中国患者。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0 年至 2015 年在我院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检查结果，筛选出首次结肠镜检查

正常且间隔 5~10 年复查结肠镜的患者资料进行分析，并与同期在首次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结果进

行比较。 

结果 53489 例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中，1039 例首次结肠镜检查未见异常且在 5~10 年复查结肠镜

的患者纳入分析，男 409 例，女 630 例，男女比例为 1:1.5，首次检查年龄为（49.6±13.2）岁，复

查时间为（7.9±2.3）年。①复查发现结直肠癌 14 例，间隔时间为（6.6±1.4）年，男女比例为 1:1，

结直肠癌检出率为 1.35%，男性检出率（1.71%）高于女性（1.11%）；患者首次检查时年龄为

（61.9±12.4）岁，男女间年龄无显著差异。所检出的以中分化腺癌为主（78.57%），主要分布在

直肠（50.00%）和乙状结肠（21.43%）。②复查共检出结肠息肉 285 例，复查时间为（8.1±2.4）

年，男女比例为 1:1.04，息肉检出率为 27.43%，男性检出率（ 35.45%）明显高于女性

（22.22%）；患者首次检查时年龄为（53.3±12.2）岁，男女间年龄无显著差异。所检出的息肉以

腺瘤（55.79%）和炎性息肉（34.74%）为主，主要分布在乙状结肠（24.91%）、直肠（17.54%）

和多部位（16.49%）；息肉数量以 1~2 个息肉多见，占 79.30%，92.63%的息肉最大长径＜1cm。

高风险腺瘤占结肠息肉的 14.04%，复查时间为（9.1±2.6）年，患者首次检查时年龄为

（55.1±14.0）岁，性别和年龄间无显著差异。③同期首次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结直肠癌和结肠

息肉的检出率分别为 7.01%和 29.30%，其中高风险腺瘤占结肠息肉的 21.74%。进一步校正了性

别和年龄，复查肠镜患者的结直肠癌、结肠息肉和高风险腺瘤的检出率明显低于首次行肠镜检查的

患者。 

结论 结肠镜检查结果无异常者，5~10 年内患结直肠癌和息肉的风险均低于首次行结肠镜检查者。

结肠镜检查结果正常者，建议复查间隔时间＞60 岁为 5 年，50~60 岁为 7~8 年，＜50 岁为 10 年。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070 

PU-1122 

Vasopressin aggravates TNBS-induced colitis by 
promoting mucosal prostaglandin release 

 
Haiyan Jing

1
,Jingxin Li

2
,Dandan Dou

2
,Yejun Qin

1
 

1.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2.Medical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is a chronic inflammation exiting in intestines, with 
which patients have to suffer abdominal pain, bleeding, diarrhea and other functional disorders. 
IBD, mainly including ulcerative colitis (UC) and Crohn’s disease (CD), has the relapsing clinical 
process and seriously affects patients’ life qualities. Although, the pathogenesis of IBD is not yet 
fully clarified, in addition to genetic and immunologic abnormalities stress may also be an 
unignorable factor for initiating or aggravating the symptoms of IBD. Central neural pathways are 
activated by stress, and then hypothalamic hormones vasopressin (VP), corticotrophin releasing 
hormone (CRH) and many other hormones are released as media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 
responsive action. 
VP is traditionally known as an antidiuretic hormone. Recent results implied the reasonability of 
gut as a potent target of VP. Furthermore, it has been revealed that VP was important in the 
progress of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In central neural pathway,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the glutamic 
acid in hypothalamic paraventricular nucleus on UC was eliminated by injecting V1 receptor 
antagonist into nucleus tractus solitaries. However, the peripheral effort of V1a receptor on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remains to be uncertain. 
Dysfunction of mucosal permeability and secretion are considered to result in the relapse of IBD. 
Prostanoid, the most common inflammatory mediator, is known to be increased and lead to 
diarrheal symptom by aggravating the ion to cross epithelial cells in UC. Since VP-V1a combining 
can elevate the production of prostaglandin in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the aims of this 
study are to explore whether V1a receptor was related to the disorder of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and its possible pathway by using trinitrobenzene sulfonic acid (TNBS)-induced colitis models. 
Methods The experimental protocols were briefly described as follow: 1) TNBS colitis models 
were induced by using Balb/c mice. 2) Animals were treated with VP and its receptor V1a, V1b 
antagonists respectively for 7 days. 3) Evaluation for inflammatory degree including weight loss 
and damages of colonic tissues in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aspects. 4) Immunochemistry 
method for V1a receptor location in colon from human. 5) Mucosal permeability measurement for 
VP with Ussing chamber technique and selective blockers for related mediators including VP 
receptors, Na+ channel, M type receptor of Ach and COX. 
Results We corroborated these findings, 1)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VP significantly 
aggravated the inflammation of animals with colitis by losing more weight. This proinflammatory 
effect of VP was attenuated by V1a but not V2 receptor antagonist. 2) Colonic damage induced by 
TNBS was observ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Normal architecture of the colonic mucosa was 
destroyed by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epithelium necrosis and ulcerative formation.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VP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aggravated the inflammatory 
progression. However, V1a receptor antagonist could weak this effect of AVP according to the 
histological changes and score system. 3) Through the immunochemistry method, we also 
proved that there was a definite location of V1a receptor on neurons in enteric nervous system. 4) 
The addition of VP (≥1nM) to serosal bathing solution evoked a pulsatile response in Isc, which 
wa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sustaining for at least 30 min, however, the mucosal addition 
of AVP did not affect basal electrical activity. 5) VP-mediated response of ileum was obviously 
abolished by blocks for V1a receptor, Na+ channel, M type receptor of Ach and COX. 
Conclusions Diarrhea is the most common symptoms of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the unbalance of ion transport and mucosal permeablity, resulting in water 
accumulation in the large bowel. It has been well known that prostanoids E (PGE) are powerful 
intermediaries of ion secretion in intestine. By Ussing chamber technique, we detected the Isc 
changes indirectly reflecting the PGE production. To our best knowledge, it is the firs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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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ing the peripheral role of VP-V1a pathway in modulating the permeability in intestinal 
epithelium.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from vivo and vitro experiments demonstrated that VP linking to V1a 
receptor in submucous cholinergic neuron, also might take part in the functional disorder in IBD, 
through increasing mucosal PGs production induced by mast cell. 
 
 

PU-1123 

基质 Gla 蛋白（MGP）在溃疡性结肠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董旭旸,武美序,金梦,张慧敏,杨红,钱家鸣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目的 探讨 MGP 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表达变化和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实时定量 PCR 和免疫组化法检测 MGP 在 UC 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结肠黏膜中的表达。

C57BL/6 小鼠给予含不同浓度（分别为 2%、2.5%、3%）葡聚糖硫酸钠（DSS）以建立急性结肠

炎模型，造模后第 9 天处死小鼠后评价结肠大体和病理炎症，免疫组化和 westernblot 法检测病变

结肠黏膜中差异表达的 MGP 蛋白的水平。生物信息学预测 MGP 可能受到早期生长反应基因-1

（Egr1）及 p38-MAPK-JNK 通路调节，westernblot 法检测小鼠结肠黏膜中 Egr1 及 p38-MAPK-

JNK 通路中蛋白表达水平，以及黏膜屏障相关蛋白 occludin、E-cadherin 和肠三叶因子 TFF3 水平。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转录因子 Egr1 对 MGP 基因启动子区活性的影响。脂多糖 LPS 刺激

DLD-1 细胞，建立体外炎性细胞模型，染色质免疫沉淀法（CHIP）检测 Egr1 与 MGP 基因启动子

区相结合。构建 MGP 过表达慢病毒载体，感染结肠癌细胞 Caco2 和 DLD1，嘌呤霉素筛选得到

MGP 稳转细胞系，westernblot 检测 E-cadherin 蛋白表达变化。 

结果 1.MGP mRNA 在 UC 患者结肠黏膜中的表达较健康对照组升高，在重度 UC 患者中表达水平

高于轻中度 UC（P<0.01）。2.免疫组化结果示 MGP 蛋白主要位于 UC 患者结肠黏膜上皮细胞和

杯状细胞胞浆内，正常结肠黏膜内未见明显表达。2.DSS 模型组小鼠病理炎症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随着 DSS 浓度增加，小鼠结肠炎症加重，MGP 的表达水平呈逐渐升高趋势，高于

对照组小鼠。3.模型组小鼠结肠组织中 Egr-1、p38、p-p38、JNK、p-JNK 蛋白的表达均高于正常

对照组小鼠（P<0.01）。E-cadherin、occludin、TFF3 蛋白的表达低于对照组小鼠（P<0.01）。4.

转录因子 Egr-1 显著增强 MGP 启动子区的转录活性。5.CHIP 结果显示 Egr1 在 MGP 启动子区的

结合明显增高。6.稳定过表达 MGP 的 Caco2 和 DLD1 细胞株中 E-cadherin 蛋白表达较对照组细

胞下降。 

结论 MGP 蛋白在溃疡性结肠炎中表达升高，受到 Egr-1 及 p38-MAPK-JNK 通路的调控，可能通

过影响肠道黏膜屏障参与肠道炎症发病。 

 
 

PU-1124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温州路 126 号 

 
沈许燕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结合我科 3 例肠腔狭窄、回顾文献及临床指南，通过结肠冗长、结肠高位患者，分析其临床

特征及诊疗要点，以期为临床上 MSCTVC 诊治消化系统疑难病例提供帮助。 

方法 个案分析 

结果 以期为临床上 MSCTVC 诊治消化系统疑难病例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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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SCTVC 中受检者只须仰卧接受扫描无任何不适,并克服了常规结肠镜因结肠冗长、扭曲及肠

腔狭窄而检查不全的缺点。在临床工作中将作为结肠镜的替代及补充检查手段，增加疾病检出率，

使患者受益。 

 
 

PU-1125 

一例以淋巴结肿大为表现的腹水患者的诊治思考 

 
吕超蓝,王巧民,叶飞,宋继中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主诉：间断腹痛、腹胀半年余 

病史：患者女性，57 岁。患者半年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腹痛、腹胀半年，伴有尿量减少。服用抑

酸、促消化药物效果欠佳。病程中患者无发热，无恶心、呕吐、反酸、烧心，无下肢水肿等不适，

食欲较前稍有减少，大便正常，体重无明显改变。 

方法 入院时查体：双侧腹股沟可触及数枚肿大淋巴结，约 1.5cm*1.0cm 大小，边界清，活动度可、

质韧、无压痛。腹软，全腹轻压痛，无反跳痛，移动性浊音阳性，下肢无水肿。辅助检查：血

CA125 升高（270U/ml），余肿瘤标志物、三大常规、甲状腺功能、抗核抗体全套未见异常；腹部

B 超示―腹盆腔积液，最大深度约 33mm，腹主动脉左侧数个低回声结节，较大 13mm*11mm‖。行

腹腔穿刺术检查提示腹水为―浅黄色‖，细胞数介于漏出液和渗出液之间，李凡他试验阳性，腹水病

理见―少量间皮细胞、淋巴细胞，未见肿瘤细胞‖；结核方面检查 PPD、T-SPOT、腹水 ADA 为均阴

性。腹部增强 CT 示―右侧升结肠局部肠壁可疑增厚，考虑肿瘤可能性大；胰腺占位可能；肝门部及

腹主动脉旁多发肿大淋巴结‖。胃镜示―浅表性胃炎‖，肠镜示―正常肠粘膜‖。 

结果 进一步诊疗经过：患者胰腺病变不排除，建议行超声胃镜及穿刺检查，但患者拒绝。进一步

行 PET-CT 提示―腹膜后、两侧腹股沟区多发肿大淋巴结及腹腔内网膜污垢征，转移瘤不能排除；

胸腹盆腔积液‖。患者诊断仍不明确，再次与患者沟通，行淋巴结活检术，取腹股沟淋巴结一枚。

病理检查肉眼观可见―淋巴结 1.5cm*1.0cm*1.0cm 大小，切面灰白色，表面有包膜，花斑状‖，显微

镜下见―淋巴结内淋巴组织萎缩、皮质变薄，仅残存少量淋巴滤泡结构，淋巴结实质被增生的血管、

梭形细胞和纤维组织取代，部分可见成熟的脂肪组织呈灶状分布其间。增生的血管管壁增厚，位于

淋巴结门部并向实质延伸；增生的平滑肌细胞呈梭形，分化良好，胞质丰富，核无异型性，呈束状

平行排列在增生的血管周围‖。 

结论 最终诊断：淋巴结血管肌瘤性错构瘤 

随访及转归：予激素治疗，腹胀缓解、腹水消失，但易复发，最后予以手术切除肿瘤，症状未再发。 

  
 

PU-1126 

2 例Ⅲ型糖原累积症患儿基因型和表型分析 

 
张志华,郑必霞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目的 AGL 的基因诊断可为 GSD-III型患者的治疗、预后评估和家系产前诊断等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收集患者静脉抗凝血 2ml，行基因组 DNA 提取、PCR 扩增及 DNA 测序，测序结果与

Ensembl 基因数据库中 G6PC 和 AGL 基因标准序列比对。AGL 基因突变命名参照的转录本为 NM-

000028 

结果 病例 1 及其父母 C.644A/p.D215v 杂合突变，父亲为野生型。病例 2 c.3142-3158delinsAA 纯

合突变，父母分别为杂合突变 

结论  通过 2 例 GSD 患儿进行 AGL 基因测序分析，发现了 3 仲致病突变，其中 c.3142-

3158delinsAA 和 p.N219D 为新发突变，患儿的临床表型可能和基因型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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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27 

瑜伽呼吸疗法对晚期肝癌患者轻、中度疼痛的影响 

 
崔洋洋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探讨瑜伽呼吸疗法对晚期肝癌患者轻、中度疼痛的影响，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方法 选取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消化介入科在 2017 年 8 月—2018 年 2 月住院的 60 例晚期肝癌患

者，年龄为 32-68 岁，男性 56 例，女性 4 例，以数字疼痛评分法（NRS）为标准，选取标准为

NRS<4，按照知情同意原则和随机分组原则，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30 例，对照组对疼痛

的症状给予常规护理，对照干预措施有心理指导，环境评估，健康教育，实验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瑜

伽呼吸疗法，比较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差异。 

结果 对晚期肝癌患者进行瑜伽呼吸疗法后，患者的疼痛程度明显低于对照前，生存质量高于对照

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X） 

结论 对轻中度疼痛的晚期肝癌患者采取瑜伽呼吸疗法有效的缓解疼痛，增加患者的舒适度，提高

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PU-1128 

集束化护理在急性重症胰腺炎肠功能障碍中的应用 

 
莫焱,王小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在急性重症胰腺炎肠功能障碍中的应用。 

方法 选择我院于 2016.3 月-2017.5 月间收治的 68 例重症胰腺炎合并肠功能障碍患者，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及随机数余数分组法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4 例，为观察组患者提供集束化护

理干预。1.科室成立集束化护理小组，小组成员由护士长选拔，均接受为期 3 周的集束化护理知识

培训，患者入院后护士综合评估患者病情，了解其社会支持系统，与患者家属及亲属保持密切沟通，

重视为患者提供情感、社会支持。2.了解患者存在的需求，与患者保持交流，提供疾病知识宣教，

告知治疗计划，积极缓解患者焦虑情绪。重视病情观察，监测患者消化道功能表现及基础体征变化，

预见性评估患者是否存在并发症早期征象。3.密切监测患者胃肠功能衰竭早期征象，评估患者消化

道功能，重视评估患者是否存在恶心呕吐等症状，对于合并压痛、反跳痛等腹膜刺激症的患者而言，

应及时听诊肠鸣音，观察排便情况，重点监督病情变化，遵医嘱做好腹压监测观察、记录工作，及

时向医师反馈。4.为患者提供早期肠内营养干预，护士应根据患者个体差异性在输注营养液期间监

测输速度，观察患者是否存在其他不良反应。5.为患者提供腹部环形按摩，积极促进肠道运动，重

点做好饮食指导，提供用药指导。常规组:一般入院宣教、生活护理、病情观察、对症用药等。 

结果 观察组患者肠动力恢复、腹痛缓解、住院时间均短于常规组，P<0.05。入院时两组患者肠道

功能障碍评分结果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1 周后再次测评发现，观察组患者上述评分

结果均优于常规组，P<0.05；且两组患者干预 1 周后上述评分均优于入院时，P<0.05。 

结论 通过密切关注患者病情变化、及时发现肠道功能障碍危害性，提供早期肠内营养支持，促进

肠蠕动，动态监测患者腹腔压值，提供对症治疗，积极满足患者各项身心需求，预防病情加重，改

善疾病预后效果，促进肠道功能恢复。护士为重症胰腺炎肠功能障碍患者提供集束化护理干预，可

有效改善疾病预后，促进肠功能恢复。 

PU-1129 

一例以便血为主要症状的 Wiskott-Aldrich 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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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虹,吕茵,张含花,任晓侠,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湿疹血小板减少伴免疫缺陷综合征（Wiskott-Aldrich syndrome,WAS）是一种少见的 X-连锁

隐性遗传疾病，发病率低，以湿疹、血小板减少、免疫缺陷三联征为特征性临床表现。但由于存在

300 余种基因突变类型，故临床表现及其严重程度相差较大。本研究目的探讨湿疹血小板减少伴免

疫缺陷综合征（Wiskott-Aldrich syndrome,WAS）的不典型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 

方法 总结 1 例以便血为主要症状的 WAS 患儿的所有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及诊断过程，并对该疾病

的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1）患儿，男，17 天龄时，曾以―大便带血 10 天‖入住新生儿科，后发现血小板持续性减少，

结合相关检查，考虑为①、血小板减少症；②、牛奶蛋白过敏。后对症治疗，便血无缓解，再次因

为便血入住我科，后行相关基因检查后，发现该患儿 WAS 基因 c.889C＞T(p.Q297X)发生突变，

后确诊。（2）WAS 发病率低，表现复杂多样且无特异性，且临床医师对该病认识不足，容易与其

它的疾病相混淆。早期的不典型的 WAS 从临床症状上不易与牛奶蛋白过敏区分。另外 WAS 还应

与临床上引起血小板减少的常见疾病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及再生障碍性贫血进行鉴别。

（3）复习相关文献，WAS 一旦确诊，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为唯一有效治疗方法。 

结论 湿疹血小板减少伴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一种发病率极低 x-连锁隐性遗传性疾病，对于反复便血、

容易反复感染的男性患儿，当血小板减少及便血不易纠正时，应考虑到此病的可能性，进行相应的

基因检测。 

 
 

PU-1130 

肠罗斯氏菌鞭毛蛋白对实验性结肠炎小鼠肠黏膜屏障的作用研究 

 
全永胜,王晓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肠道炎症，目前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肠黏膜

屏障结构和功能异常是 IBD 发病的始发因素，并与肠道菌群密切相关。近年来，有关细菌鞭毛蛋

白在肠道炎症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旨在探究肠罗斯氏菌鞭毛蛋白对 DSS 诱导小鼠结肠炎

模型肠黏膜屏障的作用研究。 

方法 将 27 只 8 周龄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PBS/DSS 模型组、 Flagellin/DSS 干预组。

造模方法：制成 3%DSS 溶液给小鼠自由饮用 7 天。将鞭毛蛋白按 50mg/kg 剂量处理干预组小鼠。

每天观察小鼠一般情况，记录小鼠体重，评估 DAI 评分。处死小鼠后评估小鼠结肠长度、脾指数、

结肠重量/长度比。HE 染色评估肠组织病理评分和炎性细胞浸润评分，用 ELISA 检测小鼠结肠组

织中 TNF-α，IL-6，IL-17A 和 IL-10 的表达水平；电镜观察小鼠肠黏膜超微结构改变，PAS 染色评

估杯状细胞 

结果 与模型组小鼠比较，鞭毛蛋白干预组小鼠精神状态明显转好；结肠长度缩短程度明显缓解

（**p<0.01），小鼠体重下降程度减轻（**p<0.01）、DAI 评分降低（**p<0.01），脾指数下降趋

势，结肠重量/长度比下降（*p<0.05）；肠组织组织病理评分（*p<0.05）及炎性细胞浸润评分

（*p<0.05）均明显下降，结肠组织 TNF-α、 IL-6 的水平均明显降低（*p<0.05），结肠组织 MPO

活性明显下降（**p<0.01）；小鼠结肠黏膜绒毛排列整齐，细胞间隙变恢复正常；肠黏膜 FITC-D 

通透性下降（**p<0.01），肠黏膜杯状细胞数目及排列均恢复（***p<0.001）；结肠组织中紧密连

接蛋白（ Claudin-1 蛋白、 Occludin 蛋白及 Zo-1 蛋白）表达均有所恢复（*p<0.05）。结肠黏膜

固有层中 CD4+IL17+TH17 细 胞 比 例 下 降 （ ##p<0.01 ） 和 CD4+CD25+Foxp3+Treg 细胞明显

升高（##p<0.01），肠组织中 IL-17A 水平均明显降低（*p<0.05），IL-10 明显升高（**p<0.01）。 

结论 1.肠罗斯氏菌鞭毛蛋白可明显改善 DSS 诱导结肠炎小鼠结肠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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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肠罗斯氏菌鞭毛蛋白通过可能与调节肠黏膜 Th17/Treg 细胞平衡维护肠黏膜机械屏障功能抑制

肠道炎症。 

 
 

PU-1131 

长链非编码 RNA-RP11-317J10.2 低表达促进 

大肠癌细胞增殖和侵袭 

 
罗佳,黄跃 

三明市第一医院 

 

目的 在我们的前期研究中，通过高通量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芯片检测肠癌及癌旁正常组

织中的 lncRNAs 表达情况，结果发现 lncRNAs 在二者之间的表达具有明显差异性，功能分析发现

差异表达的 lncRNAs 参与了多种重要的信号通路。其中，lncRNA-RP11-317J10.2 在大肠癌组织

中表达较癌旁正常组织明显下调，我们推测其很可能在大肠癌的进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本研

究中，我们探讨了 lncRNA-RP11-317J10.2 在大肠癌组织和肠癌细胞系中的表达及其功能。 

方法 首先，采用定量 PCR 方法检测 32 例大肠癌及癌旁正常组织中 lncRNA-RP11-317J10.2 的表

达水平，并分析其与肠癌患者临床病理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同时，在 5 种大肠癌细胞系及正常肠黏

膜上皮细胞系中检测靶 lncRNA 的表达。采用 shRNA 抑制肠癌细胞系中 lncRNA-RP11-317J10.2

的表达，随后进行细胞增殖和侵袭分析、菌落计数分析、流式细胞分析，以探索其在大肠癌进展过

程中发挥的生物学功能。此外，我们采用裸鼠成瘤实验探讨靶 lncRNA 对移植瘤生长的影响。最后，

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 cyclinD1 蛋白水平，并通过调节 cyclinD1 蛋白水平探讨靶 lncRNA 与

cyclinD1 之间的生物学关系。 

结果 LncRNA-RP11-317J10.2 在大肠癌组织及肠癌细胞系中均表达下调，其低表达与大肠癌分期、

肿瘤大小和预后不良有显著的相关性。在肠癌细胞系中，抑制靶 lncRNA 的表达可促进肠癌细胞系

的增殖及侵袭，促进细胞周期从 G1 期到 S 期的转变；此外，抑制其表达还可促进裸鼠成瘤实验中

移植瘤的生长。下调 lncRNA-RP11-317J10.2 的表达可使 cyclin D1 的表达上调，抑制 cyclin D1

的表达可使靶 lncRNA 的致瘤效应减弱。 

结论 LncRNA-RP11-317J10.2 的表达下调可促进肠癌细胞的生长及侵袭，上述作用很可能是通过

调节 cyclin D1 的表达实现的。LncRNA-RP11-317J10.2 的表达与肠癌分期及预后有显著相关性，

有可能成为大肠癌预后的新型分子标志物。 

 
 

PU-1132 

溃疡性结肠炎合并肛瘘伴有大便失禁患者的护理个案 

 
黄燕青,黄贤丽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降低患者的感染的发生且无新的感染发生 

方法 通过使用肛周皮肤黏膜保护法+造口袋联合导管持续负压吸引大便预防大便失禁患者肛周皮炎

的发生并且保护肛周皮肤，促进肛瘘愈合 

结果 无发生感染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给予肠内营养、正确饮食指导，予抗病毒、抗炎、肠外营养输注，改善患者

电解质失衡情况，纠正患者低蛋白血症，改善肛瘘伴有大便失禁患者的肛周皮肤的护理措施，严格

执行深静脉置管的有效留置时间、更换敷料时机、消毒方法，加强医护患及陪人的手卫生情况以及

控制住院患者陪人或探视人数，患者无再发热，且无出现咳嗽、咳痰的症状，无导管相关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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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血症的发生，压疮情况有所好转，无新压疮的发生，肛周皮肤潮红情况得到好转且无肛周皮炎

的发生，肛瘘情况较前好转，患者诉肛周处皮肤疼痛较前明显缓解，艰难梭菌感染得到一定的控制。 

 
 

PU-1133 

Autoimmune diseases concomitance among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atients a single-institution cohort study 

 
Tianming Xu,Jingnan Li,Jianming Qian,Hong Ya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 is a group of nonspecific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which may share similar pathogenesis with other autoimmune disease. The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BD and other autoimmune diseases. 
Methods To estimate the incidence and relative risk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ankylosing spondylitis(AS) and Sjogren's syndrome(SS) development in a 
cohort of adult IBD, we included all incident IBD inpatients(n=627) between 2015 and 2017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All inpatiens(n=194272), excluding those tumor patients 
who admitted for routine chemotherapy/radiotherapy/endocrinotherapy,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s.Odds ratios(ORs) evaluated the risk relationship between IBD patients and controls 
within an estimated Mantel-Haenszel 95% confidence interv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BD and 
other autoimmune diseases were investigated by multivariable Cox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In IBD, pati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prevalent SLE at the time of IBD diagnosis than 
control group.There were 5 cases of incident SLE, resulting in OR(95% confidence interval[CI]) of 
3.2 (2.1- 5.3). 2 cases of incident SS and the risk for SS was 1.7(95% CI, 1.3-3.0).1 case of 
incident AS, the OR was 1.4(95% CI, 0.7-2.5). 
Conclusions A much higher risk for SLE and SS was observed in IBD patien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Prospective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irm our findings and explore 
underlying pathologenic mechanism of these relationships. 
 
 

PU-1134 

LncRNA-uc002mbe.2 调控人肝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 

 
王坤元,古诚鑫,余柑祥,王芝蕾,杨涛,杨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LncRNA-uc002mbe.2 对人肝癌细胞增殖和侵袭能力的影响。 

方法 构建 LncRNA-uc002mbe.2 过表达质粒，分别对人肝癌细胞 Huh7 转染 LncRNA-uc002mbe.2

过表达质粒和对照质粒，采用 Real-time PCR 实验方法检测 LncRNA-uc002mbe.2 的表达水平以验

证 LncRNA-uc002mbe.2 质粒的过表达效率。诱导 Huh7 细胞 LncRNA-uc002mbe.2 表达上调后，

利用 Cell Counting Kit-8 （CCK8）实验以及克隆形成实验探讨 LncRNA-uc002mbe.2 过表达对

Huh7 细胞增殖的影响；并采用 Transwell 小室检测 LncRNA-uc002mbe.2 过表达后 Huh7 细胞的

迁移能力。 

结果  Real-time PCR 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LncRNA-uc002mbe.2 mRNA 表达水平在

uc002mbe.2 质粒过表达组中明显上调。CCK8 结果显示 LncRNA-uc002mbe.2 过表达组 Huh7 细

胞的增殖能力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在克隆形成实验中我们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LncRNA-uc002mbe.2 过表达明显抑制 Huh7 细胞的增殖（P<0.05）。此外，细胞侵袭实验结果显

示与对照组相比，LncRNA-uc002mbe.2 过表达组 Huh7 细胞的侵袭数目显著减少，提示 LncRNA-

uc002mbe.2 过表达抑制肝癌细胞的侵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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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LncRNA-uc002mbe.2 通过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过程从而介导肝癌的发生进展，明确

LncRNA-uc002mbe.2 在肝癌中的生物学功能为肝癌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PU-1135 

使用儿童气管套管替代胃造瘘管的个性化老年护理案例 

 
李琳丽

1
,王丽媛

1
 

1.解放军总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总结一例使用儿童气管套管替代胃造瘘管的个性化老年护理经验。 

方法 通过长时间的临床观察，多次总结护理经验，得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使用儿童气管套管替代胃

造瘘管的个性化老年护理方案。 

结果 通过这一套个性化的护理方案，有效的延长了患者的生命，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及家属的焦虑。  

结论 必要时使用儿童气管套管替代胃造瘘管，可有效延长患者生命。 

 
 

PU-1136 

二代测序分析散发性结直肠癌和息肉的基因突变 

 
张生君,黄跃 

三明市第一医院 

 

目的 近些年，遗传学研究在揭示结直肠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上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到目前为止，

已有 519 个基因和 751 个突变位点被认为与结直肠癌相关。但是国内外研究比较多的基因大部分

与家族遗传性的结直肠癌相关，较少针对散发性结直肠癌，这与散发性结直肠癌的发病机制复杂、

受到的影响因素多以及相关的基因研究较少都有关系。本课题通过目标基因捕获高通量测序技术检

测散发性肠癌及息肉的基因突变，旨在检测出的突变位点中筛查出与二者高度相关的可能致病性突

变位点。 

方法 本研究将样品分为两个系列，系列 1 中共收集了 22 例散发性肠癌及 19 例息肉的组织和全血

样品，分别提取 DNA 后采用定制的扩展的 ColoNext™芯片筛查芯片上 129 个基因的全部编码序列。

利用现有的多种基因突变数据库，分析可能致病性突变位点及新发现突变位点。系列 2 的样品中共

收集了 27 例散发性肠癌、56 例息肉的组织和全血样品及 20 例正常对照组的全血样品，分别提取

DNA 后进行 PCR 扩增。利用系列 2 样品的 DNA 扩增产物对上述在系列 1 中筛选出的可能致病性

突变位点进行质谱验证。 

结果 1.本研究在系列 1 样品的芯片测序中共发现了 102 个突变位点，分别位于 43 个基因，其中大

部分突变类型为错义突变（66，64.71%），所有的突变位点中最常见的为 APC 突变位点

（20/102）。所有的突变位点中共有 22 个致病性突变位点，20 个可疑致病性突变位点，27 个良

性突变，12 个可疑良性突变和 21 个意义不明突变。在致病性突变位点中大部分位点位于 APC

（17/22，77.3%），22 个位点中有 9 个位点为新发现突变位点，并且携带有 APC 突变位点的肠

癌患者诊断年龄（55.0±17.3 岁）明显早于没有 APC 突变的患者（70.5±7.6 岁）（P＝0.03）。2.

在系列 2 样品中验证的新发现的 65 个验证位点中有 17 个位点在系列 2 的样品中重复出现，其中

有 3 个位点只在肠癌样品中检测到，而在息肉和正常人中均未发现。 

结论 1.在结直肠癌及息肉样品里最常见的突变基因均为 APC，且 APC 突变位点多为致病性突变；

2.致病性突变可明显影响肠癌的发病年龄；3.本研究新发现 4 个位于 APC 和 5 个位于 ERCC3, 

MSH6, MPL 和 PMS2 的突变位点；4.二代测序方法可望成为肠癌及息肉新型分子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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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37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Novel Nomogram for 
Pretreatment Prediction of Liver Metastasis in Pancreatic 

Cancer 

 
Shangxiang Chen

1
,Lian Guoda

1
,Chen Shaojie

1
,Li Yaqing

1
,Zou Jinmao

1
,Li Ruomeng

1
,Tan Ying

1
,Li 

Xuanna
1
,Zhang Mengfei

1
,Zeng Linjuan

2
,Chen Yinting

1
,Huang Kaihong

1
 

1.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2.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Several studies have highlighted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nomograms in pancreatic 
cancer (PC). However,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nomogram in pancreatic cancer with liver 
metastasis (PCLM) is largely unknown. We sought to develop and validate a novel nomogram for 
diagnosis of liver metastasis in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ncer. 
Methods 604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PC patients from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SYSUCC) between 2001, July and 2013, Dec wer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The SYSUCC 
cohort was randomly assigned as training set and internal validation set. Using these two set, we 
derived and internally validated a diagnostic model by a concordance index and calibration 
curves. Another two-independent cohort between 2002, Aug and 2013 Dec from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SYSMH, N=335) and 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GDGH, N=503) was used 
for external validation. 
Results CT reported liver metastasis status, CEA level and differentiation type were identified as 
risk factors for PCLM in the training set. The final diagnostic model had good calibr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with a concordance index of 0.97 and robust internal validity. The score ability to 
diagnose PCLM was further external validated in SYSMH and GDGH with a concordance index 
of 0.93. The model showed better calibr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than CT, CEA and differentiation 
in each cohort. 
Conclusions Our study established and validated a novel diagnostic model incorporating CT, 
CEA and differentiation to identified patients with PCLM. It may help to optimize therapy design 
and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risk-adapted strategies in the future. 
 
 

PU-1138 

特殊小儿消化道异物导致严重并发症临床诊治经验分享 

 
方莹,任晓侠,杨洪彬,葛库库,张含花,高天娇,祁海峰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总结 21 例特殊小儿消化道异物造成严重并发症，经内镜和外科治疗的经验分享。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中心 2013-2018 年诊断的 21 例异物导致严重并发症病历的病史，异物种类，误

吞滞留时间，内镜，影像，治疗经过，随访结果等临床资料 

结果 将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本中心救治的 21 例特殊消化道异物导致严重并发症患儿，男

12 女 9，年龄 4 月-11 岁，异物种类：硬币 3，纽扣电池 5，瓶盖 3，磁铁 7，长棒状异物 3 例，异

物吞入滞留时间 2 小时至 1 年，造成食管气管瘘 2 例，食管狭窄 11 例，食管穿孔 3 例，食管憩室

2 例，十二指肠穿孔 1 例，十二指肠狭窄 2 例，小肠穿孔 7 例，结肠穿孔 6 例，误诊 2 例。手术时

间：7 秒至 10 小时。麻醉方式：静脉复合，气管插管全麻，单肺通气。17 例消化内镜下成功取出，

4 例转外科开胸开腹手术，1 例双镜联合手术。 

结论 消化道异物是儿科常见疾病，随着内镜技术普及，大部分异物可以被成功取出，但是一部分

异物形状特殊，误吞时被忽略在体内滞留时间太久造成严重并发症后，应尽快临床干预，详细采集

病史，多方位结合影像学检查，术前详细评估异物大小，形状，以及对患儿已经或将造成的并发症，

做好临床预案，必要时多学科联合诊治。本中心在临床诊治中积累一定丰富经验，总结分享，尽最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079 

大可能减少异物对患儿的伤害，提高内镜下救治成功率，准确率，减少开胸开腹手术率，提高患儿

生存质量。 

 
 

PU-1139 

长链非编码 RNA LINC00152 表观调控 LRIG1 影响胆管癌细胞

增殖和转移的机制研究 

 
王妮,于洋,章明炯,王飞,缪林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长链非编码 RNA LINC00152 在胆管癌发生发展中的生物学功能及其潜在的分子机制。 

方法 （1）通过分析 GEO 和 TCGA 数据库中胆管癌-正常组织的 lncRNA 表达谱,筛选出差异表达

LINC00152。（2）qRT-PCR 在胆管癌组织和癌旁组织、胆管癌细胞株和正常胆管上皮细胞株中检

测 LINC00152 的表达水平。（3）敲减及过表达 LINC00152，通过功能实验在体外探究

LINC00152 对胆管癌细胞增殖和转移能力的影响。（4）裸鼠皮下成瘤实验研究敲减 LINC00152

对胆管癌细胞体内成瘤能力的影响。（5）转录组高通量测序预测 LINC00152 的下游靶基因，通过

qRT-PCR、Western blotting、RIP、ChIP 以及拯救实验进一步进行机制研究。 

结果 （1）通过 GEO 和 TCGA 数据库数据分析，并在组织样本以及细胞系中通过 qRT-PCR 验证, 

LINC00152 在胆管癌中的表达显著增高。（2）细胞功能实验证实，在胆管癌细胞中敲低

LINC00152 能够显著抑制其增殖和迁移能力、诱导细胞凋亡以及细胞周期的 G0/G1 期阻滞；反之

则反。（3）裸鼠体内成瘤实验证实敲低 LINC00152 的表达抑制胆管癌细胞瘤体形成能力。（4）

通过转录组高通量测序预测 LINC00152 的下游靶基因，并通过 qRT-PCR 及 western blot 验证，

干扰 LINC00152 后能上调 LRIG1 的表达。（5）RIP 实验证实 LINC00152 能与 PRC2 核心亚基

EZH2 结合，再通过 ChIP 实验发现 LINC00152 可结合 EZH2 影响 LRIG1 启动子区 H3K27 三甲基

化水平，从而发挥促进胆管癌细胞增值迁移的作用。 

结论 这些结果表明 LINC00152 能够通过绑定 EZH2 在表观遗传水平调控 LRIG1 的表达，可能成

为胆管癌诊断和治疗的重要靶点。 

  
 

PU-1140 

无痛胃肠镜检查和治疗的严格规范化管理研究 

 
王晓霞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规范化管理在无痛胃肠镜检查和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将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院行无痛胃镜或肠镜检查和治疗的患者 320 例，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严格规范化管理。比较两

组病人的护理质量综合评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医生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检查后的不良

事件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实施规范化管理后护理质量综合评分高于对照组,医生、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高于

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结论 内镜室无痛内镜的严格规范化管理可有效提高无痛内镜检查的护理质量,显著降低无痛内镜检

查和治疗中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提升医生和患者在无痛内镜检查过程中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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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1 

应用三腔二囊管 取出艾滋病患者乙状结肠巨大异物 

 
陈丽萍,程计林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目的 为艾滋病患者取出乙状/直结肠(长 14 厘米；最大直径 4cm)胡萝卜异物； 

方法 三腔二囊管与鼻胃镜体条固定在一起，外涂液体石蜡，沿着异物与肠壁间隙缓慢进镜，顺利

到达距肛门 40cm 处，给三腔二囊管胃囊、食管囊注气，注气完成后，缓慢将起拉出； 

结果 三腔二囊管、鼻胃镜、胡萝卜异物被拉出至肛门口附近，产科卵圆钳钳住异物缓慢拉出体外。

退镜观察，所见肠粘膜充血水肿，次日肠镜检查炎症减轻，患者避免了外科手术，并正常出院； 

结论 鼻胃镜联合三腔二囊管成功取出人为直肠乙状结肠巨大异物，为今后临床遇到类似此圆钝硬

大嵌顿结肠的异物取出治疗提供了一个简易的非外科手术方法。 

 
 

PU-1142 

婴儿早期幽门螺杆菌感染胃镜改变 

 
袁岚,向梅,  

1.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婴儿幽门螺杆菌早期感染的内镜变，探讨婴儿幽门螺杆菌感染时治疗方法。 

方法 观察我院近 2 年内镜检查中小于 3 岁的婴幼儿的内镜改变，通过快速尿素酶检测 HP 感染情

况。 

结果 84 例中快速尿素酶检测阳性 32 例，其中 6 例小于 6 月。6 月内胃镜下黏膜糜烂 4 例，1 例充

血水肿，1 例正常。其父母幽门螺杆菌碳 13 呼气试验 6 人阳性。有明确的不正确喂养习惯 2 例。

余患儿黏膜改变：充血水肿 14 例，糜烂 6 例，结节样改变 12,红疹改变 2 例。对 4 例 6 月内糜烂

改变的给与阿莫西林及抑酸剂治疗 2 周，2 例 4 周后复查黏膜正常，Hp 转阴。2 例失访。 

结论 幽门螺杆菌感染可见于小于 6 婴儿，不正确的喂养习惯可导致婴儿感染。内镜表现中有 12 例

儿童成儿童 Hp 感染常见的结节样改变，而在上述 6 例婴儿均未见此改变，故此提示结节样改变是

儿童幽门螺杆菌慢性感染的征象非儿童 HP 感染的早期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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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1145 

内镜下治疗儿童上消化道异物 180 例 

 
葛库库,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治疗儿童上消化道异物的方式。 

方法 均在麻醉状态下，内镜直视下根据异物的大小、种类、嵌顿部位及结合实际情况，利用现有

的内镜器械取出异物。 

结果 180 例儿童于麻醉状态，急诊内镜下采取适当的方式成功取出异物。并发症仅为 2-3%。 

结论 经内镜下取出消化异物是一种快捷安全，创伤小而且简单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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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6 

探讨海南地区门脉高压精准治疗阶梯护理的应用 

 
叶玲玲,李丹 

301 医院海南分院 

 

目的 探讨在海南地区门脉高压精准治疗中实施阶梯护理的有效应用方案。 

方法 结合门脉高压精准治疗的疾病护理要求，在精准，系统及医护一体化方面有效的提供护理服

务，跟进医疗技术水平发展，整合有效措施，将单一的药物护理，内镜护理，介入治疗护理过渡到

内镜加介入的精准序贯治疗（精准：基于门脉压力水平、曲张静脉特点、分流道特征、肝脏功能等

全面临床信息，制定包括药物、内镜、介入、外科等多学科、个体化、最优化治疗方案 ）的护理，

制定门脉高压精准治疗的阶梯护理方案，将患者的整个精准护理过程分为急救管理阶段 ，介入治

疗阶段 ，内镜下治疗阶段 ，康复管理阶段 ，根据不同阶段，确立不同的护理要点，以目视管理的

方式将各阶段进行区分，使每名责任护士可以根据不同阶段实施针对性护理措施；具体方法：在急

救管理阶段落实物品管理（出血急救箱），预见性护理（大出血抢救准备），抢救管理（制定应急

预约及急救流程演练培训），在介入治疗围手术期阶段，主要护理措施分为：术前教育期，实施心

理护理 ，术前教育 ，术前锻炼（床上练习排便，床上进食饮水 ）用物准备（盐袋，毛巾，尿垫，

痰盂）；术后护理期：进行术肢制动（防血栓护理），体征监测（24 小时） ；术后不良反应观察

（呕吐，腹痛 ，发热 ，腹胀(胀气腹水)；并发症观察期：监测肝肾功能损害 ，肺炎，胸腔积液 ，

脾周脓肿 ，腹腔感染 ，脾—门静脉血栓等；在内镜下治疗阶段做好急救前管理：备好急救药物

（生长抑素）及器材，与内镜中心护士充分沟通，应急处理流程 ；安全管理：确保转运安全（转

运急救箱），给与术中安全防护（防误吸，跌倒坠床）；观察管理：建立医护一体化微信群，实时

掌握治疗方式(套扎，硬化，组织胶)，术后注意事项等，同时进行医护共同查房；在康复管理阶段：

落实用药管理，观察抗凝药（华法林／阿司匹林）使用，加强饮食指导，自我监测教育，随诊和随

访制度建立；同时实施身心并护：如：舒适护理（介入手术病号服），疼痛阶梯管理，瑜伽调息法，

踝泵运动等方案的实施，有效的提高患者治疗的舒适度和安全，降低并发症。 

结果 门脉高压精准治疗的阶梯护理在不良反应，并发症观察，出血救治方面与文献对比，优于传

统单一的专科护理，在护理服务满意度，患者舒适度评价方面显著提高。 

结论 门脉高压精准治疗的阶梯护理保障了医疗的精准治疗模式的开展，降低传统治疗中的并发症

重叠的问题，为实施海南地区门脉高压精准治疗提供有效护理方案。 

  
 

PU-1147 

双侧鼻胃管在儿童食管异物并发症的治疗 20 例 

 
葛库库,方莹 

西安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双侧鼻胃管在儿童食管异物并发症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2015 年 1 月-2017 年 3 月在我院内镜诊断儿童食管异物并发症 20 例（穿孔、溃疡、

狭窄），根据实际情况放置双侧鼻胃管，分别固定左右鼻翼，均在麻醉状态下完成。 

结果 20 例儿童食管异物并发症均痊愈。 

结论 双侧鼻胃管治疗儿童异物所致并发症是一种安全有效，经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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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48 

ALDH1A3-PROMOTING PANCREATIC CANCER 
METASTASIS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GLYCOLYTIC UPTAKE AND ROS PRODUCTION 

 
Xuetian Qian,Shanshan Shen,Yuanyuan Yu,Mengyue Shi ,Shuang Nie,Hongzhen Li,Bo Kong,Xiaoping Zou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ldha3 has effects on pancreatic cancer metastasis. 
Methods We established murine PDAC cell lines with Aldh1a3 overexpression by TrueORF 
cDNA transfection and knockdown Aldh1a3 expression by lentiviral transfection. Cells were 
transplanted into wild-type mice through orthotopic or tail vein injection. Flow cytometry was 
conducted to test the intracellular glucose uptake, total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production 
and mitochondrial ROS production. Lactic acid secretion was detected and Seahorse XF cell 
mitochondrial stress test was utilized to measure the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OCR).  
Results Aldh1a3 elevation had no impact on primary tumor growth but it increased lung 
metastasis. In vitro, increasing Aldh1a3 could improve the total ROS production, Mito-ROS 
production and mitochondrial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level, while Aldh1a3 depletion impaired 
intracellular glucose uptake, total ROS production, Mito-ROS production. 
Conclusions Aldh1a3 promotes metastasis of PDAC,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its functional 
relevance in tumor metabolism. 
 
 

PU-1149 

Novel Prognostic Factors for Pancreatic Cancer with Liver 
Metastasis: A Retrospective Multi-Institution Study 

 
Shangxiang Chen

1
,Lian Guoda

1
,Chen Shaojie

1
,Li Yaqing

1
,Zou Jinmao

1
,Li Ruomeng

1
,Tan Ying

1
,Li 

Xuanna
1
,Zhang Mengfei

1
,Zhang Linjuan

2
,Chen Yinting

1
,Huang Kaihong

1
 

1.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2.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management of pancreatic cancer with liver metastasis (PCLM) remains 
controversial. Better discrimination for disease specific survival (DSS) at diagnosis is still urgently 
needed. We attempted to identified th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DSS prediction in PCLM. 
Methods 220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PCLM patients from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SYSUCC) between 2001, July and 2013, Dec wer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The 
SYSUCC cohort was randomly assigned as training set and internal validation set.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ied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PCLM in the 
training set. Subsequently, risk factors identified were validated in the internal validation set. 
Another independent cohort (N=50) between 2002, Aug and 2013 Dec from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SYSMH) and 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GDGH) was used for external 
validation. 
Results CA19-9 level (Log-rank P=0.029) and chemotherapy (Log-rank P=0.020) were identified 
as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PCLM in the training set. High CA19-9 level patients had worse 
survival (HR: 2.339, 95%CI: 1.089 to 5.024). Chemotherapy was also showed to associated with 
better survival (HR: 0.581, 95%CI: 0.367 to 0.919). These two prognostic factors were further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validated to show good calibr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in survival 

stratification (All log-rank P＜0.05).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identified novel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PCLM. It 
may provide us with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racing strategy and tailored decision-making 
early after the diagnosis of PC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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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1150 

口服肠内营养提高成人克罗恩病黏膜愈合率的研究 

 
贺青,陈佳敏,何丽雯,严婷,彭俊生,李玲玲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目的 黏膜愈合被认为是克罗恩病的治疗的临床研究及日常临床实践的客观指标，黏膜愈合与克罗

恩病的临床复发率以及手术率的减少存在一定的关系。目前在克罗恩病中诱导粘膜的治疗方法并不

令人满意。单纯的肠内营养在克罗恩病的综合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可以改善克罗恩病患者营

养状态,而且对提高克罗恩病黏膜愈合率有重要作用。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口服肠内营养制剂对克罗

恩病患者黏膜的疗效。 

方法 这是一个前瞻性、单中心、开放性研究，包括 60 名克罗恩病成人患者。30 例患者采用口服

纯肠内营养治疗，其余患者采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所有患者在基线和完成时进行配对评估，采用

c 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血小板、血红蛋白、体重指数、肠超声和内镜检查。用简单的内镜评

分对克罗恩病患者的粘膜愈合情况进行评估。 

结果 22 例(73.3%)进行口服肠内营养后达到完全粘膜愈合，而英夫利昔单抗组 19 例(63.3%)。所

有患者对口服肠内营养反应均有显著改善，而英夫利昔单抗组有 3 例患者经结肠镜检查后逐渐加重。

单独肠内营养组的回肠型和回结肠型克罗恩病患者与结肠型克罗恩病患者相比，粘膜愈合率较高

(p=0.024)。 

结论 长期口服肠内营养是诱导克罗恩病粘膜完全愈合的一种高效、安全的治疗方法。患者回肠或

者回肠腔克罗恩病可能表现出更好的临床反应。 

 
 

PU-1151 

含荆花胃康胶丸四联疗法补救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疗效评价 

 
姚国鹏,尹合坤 

江门市中心医院 

 

目的 幽门螺杆菌治疗失败是临床急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旨在评价以荆花胃康灵为基础的四联疗

法补救治疗时对幽门螺杆菌的根除疗效。 

方法 收集本院经 H.pylori 一线治疗根除失败的慢性胃炎或消化性溃密门诊患者 60 例，予以传统三

联疗法联合荆花胃康胶丸(克拉霉素 0.5gbid，阿莫西林胶囊 1.0gBid，荆花胃康灵胶丸 160mg bid，

艾司奥美拉唑拉唑 20 mg Bid)治疗二周。H.pylor 根除治疗结束至少 4 周，停用 PPI至少 2 周后行

―CBT 检测评价 H. pylori 根除状态，同时日记录症状缓解情况和药物不良反应。 

结果 ①60 例病人幽门螺杆，失访 4 例，按 IT 和 PP 分析，试验组 HP 根除率分别为 83.2%(78-

88%,95%CI) 和 86.3%(78-93%,95%CI)；②不良反应：除 4 例失访病人外，所有病人均进行副反

应车评价,60 例病人中，有 4 例病人诉有头晕和乏力现象,2 例病人感觉恶心,1 例出现腹痛加重,2 人

在服药期间出现腹泻症状。总共 15.0%(9/60)的病人在治疗期间报告出现至少一种副反应，无严重

的副反应事件报告；③症状缓解：Hp 根除后，病人的临床症状均明显缓解。 

结论 以荆花胃康灵胶丸为基础的四联疗法补救治疗 H.pylon 根除率高、不良反应较少、依从性好，

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幽门螺杆菌补救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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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52 

Notch signal modulates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and 
phagocytosis through direct suppression of SIRPα 

expression 

 
yan lin

1
,Jun-long Zhao

2
 

1.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Tangdu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Notch signaling pathway plays critical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al 
modulation of myeloid cells.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Notch signaling promotes 
M1 polarization and phagocytosis of macrophages; however, the downstream molecular 
mechanisms mediatingNotch activities remain elusive.In an attempt to identify Notch downstream 
targets in bone marrow-derived macrophages (BMDMs) using mass spectrometry, the signal 
regulatory protein α (SIRPα)appeared to respond to knockout of RBP-J (recombination signal-
binding protein Jk), the critical transcription factor of Notch signaling, in macrophages.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SIRPα in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Methods Firstly，Reporter assay and ChIP assay indicated that anti-Hes1 antibody could 

significantly pull-down the SIRPα promoter fragment surrounding the Hes1 binding site at -68 bp 

in MLPS，
secondly,We provided evidence that Notch signal regulated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at 

least partially through SIRPα by western blot,ELISA and In vitro phagocytosis assay.Finally,to 
access the translational value of our findings, we expressed the extracellular domains of the 
mouseSIRPα (mSIRPαext) to block the interaction of CD47 with SIRPα. We demonstrated that the 
soluble mSIRPαext polypeptides could promote M1 polarization and increase phagocytosis of 
tumor cells by macrophages.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Notch signaling regulated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by inhibiting 
SIRPα in tumors. By using a purified extracellular fragment of the mouse SIRPα (mSIRPαext) 
fromE coli, we demonstrated that the soluble mSIRPαext polypeptides could promote M1 
polarization of macrophages and increase their phagocytic activity to L1210 tumor cells in a 
CD47dependent way.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extended the molecular signaling downstream to Notch in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and provided SIRPα as new translational target of Notch-mediated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for tumor therapy. 
 
 

PU-1153 

略论克罗恩病的中医辨治 

 
司敏

1
,沈洪

2
,周晓波

2
,陈静

2
,刘亚军

2
,朱磊

2
,张露

2
 

1.南京中医药大学 

2.江苏省中医院 

 

目的 探讨克罗恩病的中医辨治。 

方法 从辨病审证论治、辨证审因论治两方面着手，探讨克罗恩病的中医辨治。 

结果 克罗恩病是一种病因复杂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肠病。中医病机复杂，以脾虚为本，湿热内

蕴为主，病位较广，病变较深。虚实夹杂，且常互为因果，且常寒热错杂，互相转化；其病位较广，

病位在胃肠，与脾、肝、肾、肺等多脏腑相关，其病变较深，肠络受损，属络病范畴；病理特征有

诸脏同病、气血亏损、迁延难愈、变证丛生等。临床辨证要注意疾病的分期、患者年龄及西药治疗

情况，综合患者一般情况后具体施治。临床治疗可从辨病审证论治、辨证审因论治两方面着手。临

床常见中医病名有腹痛、虚劳、久痢等；辨证则根据虚实不同具体施治，以实证为主时，则根据病

理因素不同，以湿热、瘀、毒不同具体选方；以虚证为主时，则根据脏腑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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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需正确处理好虚实夹杂的复杂病机。健脾益气以复运化之职，杜生湿之源，补肾以助气化之

功，气化湿亦化。还要重视复杂证候的寒热药物联合应用。因湿盛则阳微，温阳以助通阳化湿，温

通有助止痛，温摄有助止泻。 

 
 

PU-1154 

运脾益肾法治疗老年慢性便秘的临床疗效观察 

 
陈丹丹

1
,沈洪

2
,周晓波

2
,陈静

2
,郑凯

2
,刘亚军

2
,刘军楼

2
 

1.南京中医药大学 

2.江苏省中医院 

 

目的 通过搜集临床病例及随访，观察运脾益肾法治疗老年脾肾两虚型慢性便秘的临床疗效和安全

性，为老年慢性便秘的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60 例老年慢性便秘患者分为治疗组 30 例、对照组 30 例，治疗组予运

脾益肾方口服，对照组予聚乙二醇 4000（福松）口服，共治疗 4 周。以治疗前后平均每周完全自

发排便（SCBM）≥3 次的患者比例、Bristol 大便分类评分、中医证候积分、便秘患者生活质量量

表（PAC-QOL）为疗效评定指标，并且统计比较疗程结束 2 周后平均每周 SCBM≥3 次的患者比例

及中医证候积分，结果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处理并分析。 

结果 60 例患者均完成研究，4 周治疗期间平均每周 SCBM≥3 次的患者比例治疗组为 40%，对照组

为 36.7%，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前 2 周内平均每周 SCBM≥3 次的患者比例

治疗组为 33.3%，对照组为 36.7%；后 2 周内平均每周 SCBM≥3 次的患者比例治疗组为 43.3%，

对照组为 33.3%，经统计学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粪便性状变为 Bristol 大便

分型 4-7 型治疗组 25 例，对照组 26 例，治疗组在改善粪便性状方面与对照组疗效相当

（P>0.05）。治疗结束后，治疗组在改善排便困难、排便不尽感、腰膝酸软、食欲不振症状积分

及总积分上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的中医证候疗效总有效率为 90%，对照组为 70%，治

疗组优于聚乙二醇对照组（P <0.05）；治疗组 PAC-QOL 得分为 77.33±14.65，对照组为

77.83±13.86，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疗程结束随访 2 周，治疗组与对照组在平均每周

SCBM≥3 次患者的比例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在中医症状总积分上无统计学差异

（P>0.05）。治疗期间，常见不良反应为腹泻、腹胀，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运脾益肾法可明显改善老年慢性便秘患者的排便情况及伴发症状，较好地提高生活质量，中

医证候疗效优于聚乙二醇散剂对照组，并有较好的安全性。 

 
 

PU-1155 

黄芩苷通过抑制原癌 microRNA 的表达诱导结肠癌细胞凋亡 

 
陶以理

1
,詹守斌

2
,王延博

2
,梁宏伟

2
,陈熹

2
,沈洪

3
 

1.南京中医药大学 

2.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 

3.江苏省中医院 

 

目的 探索黄芩苷抗肿瘤的作用机制。 

方法 1、检测不同浓度的黄芩苷干预人结肠癌细胞 HT-29，SW-480，CACO2 后各组细胞的增殖情

况，确定后续实验所需黄芩苷浓度。2、检测不同浓度的黄芩苷对细胞凋亡的影响，黄芩苷干预后

细胞中的凋亡标志物 cleaved-caspase3 的表达。3、检测黄芩苷干预后 HT29 细胞中 miRNAs 表达

谱的改变，筛选出特异性变化的 miRNAs，并通过 qRT-PCR 进行验证。4、对细胞予以黄芩苷处

理的同时，分别转染 miR-10a，miR-23a，miR-30c，miR-31，miR-151a 和 miR-205 的类似物

（mimics）或抑制剂（inhibitors）以人为升高或降低细胞中这些 miRNAs 的表达，通过 qRT-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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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细胞中这些 miRNAs 的表达量；同时检测转染后细胞中 cleaved-caspase3 蛋白的表达及细胞

凋亡情况。5、检测黄芩苷干预后细胞中转录因子 c-myc 的表达；转染 c-myc siRNA 以人为降低 c-

myc 的表达量并通过 qRT-PCR 检测此时细胞中各 miRNA 的表达水平；与黄芩苷干预组对比，人

为升高或降低细胞中 c-myc 的水平后， qRT-PCR 法检测细胞中体内 miRNAs 的表达。  

结果 1、黄芩苷有效地抑制了结肠癌细胞的生长；2、黄芩苷诱导结肠癌细胞凋亡；3、miRNA 生

物芯片显示黄芩苷使 HT-29 细胞的 miRNA 表达谱产生显著变化，qRT-PCR 证实黄芩苷干预后，

细胞中 miR-10a，miR-23a，miR-30c，miR-31，miR-151a 和 miR-205 的表达水平显著下降，

miR-1 和 miR-16 表达水平未见明显变化，miR-204 水平明显上升；4、转染 miRNA 抑制剂可增强

黄芩苷引起的 HT-29 细胞中 oncomiRs 表达水平抑制并进一步诱导凋亡；转染 miRNA 类似物的

HT-29 细胞中这些 miRNAs 的水平又显著回升，减少凋亡；5、黄芩苷可降低细胞中 c-myc 蛋白的

表达量；转染 c-myc siRNA 起到了与黄芩苷处理相似的效果；过表达 c-myc，可显著减弱黄芩苷对

miRNAs 抑制作用以及对细胞凋亡的诱导作用。 

结论 黄芩苷通过降低转录因子 c-Myc 和 oncomiRs 的表达诱导结肠癌细胞凋亡，从而抑制肿瘤生

长。 

 
 

PU-1156 

益气健脾法在胃癌术后中的应用及疗效分析 

 
陈敏

1
,沈洪

2
,周晓波

2
,陈静

2
,赵崧

2
,顾培青

2
 

1.南京中医药大学 

2.江苏省中医院 

 

目的 观察分析益气健脾法在胃癌术后中的应用及临床疗效，探讨益气健脾法对胃癌术后临床症状、

复发转移、生存质量及生存时间的影响。 

方法 通过收集整理 2012 年 01 月至 2017 年 01 月江苏省中医院消化科 61 例行外科手术治疗的Ⅱ

—Ⅲ期的胃癌术后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胃癌术后患者的一般情况、肿瘤部位、手术方式、病理类

型、病理分期、家族史、既往史、治疗情况、临床症状、生存时间等相关资料，填写肿瘤生活质量

量表 EORTC QLQC30，每隔 6 个月电话随访 1 次，随访日期截止至 2018 年 01 月。将所有记录

数据录入 SPSS 21.0 软件进行综合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治疗前与随

访 6 月、随访 12 月间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 法。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61 例胃癌术后患者，男性 30 例，女性 31 例；其中处于 50-59 岁的患者人数最

多，占总数 37.7%。截至 2018 年 1 月，共 2 例复发，1 例转移，复发转移率 4.92%。益气健脾法

治疗后，随访 12 月时食欲不振、胃脘疼痛、餐后腹胀、大便溏薄、体倦乏力症状积分及总积分均

低于治疗前和随访 6 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随访 6 月时食欲不振、胃脘疼痛、

餐后腹胀、大便溏薄、体倦乏力症状积分及总积分均低于治疗前，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治疗前、随访 6 月和随访 12 月时体重下降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益气健

脾法治疗后，随访 12 月时躯体、角色、认知、情绪、社会功能及整体健康水平积分明显高于治疗

前和随访 6 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随访 6 月时躯体、角色、认知、情绪、社会功

能及整体健康水平积分均高于治疗前，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1）。益气健脾法治疗时间与

生存时间经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胃癌术后患者生存时间亦呈现延长的趋势

（均 P<0.01）。 

结论 益气健脾法可改善胃癌术后脾虚症状，降低复发转移率，提高生存质量，进一步延长生存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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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57 

结肠肿瘤中 KIAA1199 的表达及对细胞生物学 

功能影响的初步研究 

 
董晴晴,朱黎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目的 本文拟分析 KIAA1199 基因在结肠癌中的表达、KIAA1199 蛋白与结肠癌临床病理及患者预后

的关系，检测 KIAA1199 基因静默后对肿瘤细胞增殖、迁移、凋亡等一系列生物学功能的影响，以

及 EMT 相关分子的变化。 

方法  1、用免疫组化法检测 KIAA1199 在结肠癌组织及对应的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分析

KIAA1199 与患者临床病理及患者预后相关性。 

2、使用可静默 KIAA1199 表达的慢病毒载体，和携带无义序列的慢病毒载体分别感染人结肠癌细

胞株，筛选 KIAA1199 静默组和阴性对照组稳转细胞。 

3、用 MTT 法检测 KIAA1199 静默对细胞活力的影响，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KIAA1199 静默对细胞凋

亡率和细胞周期的影响，通过 Transwell 实验检测 KIAA1199 静默对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 

4、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 KIAA1199 静默对结肠癌细胞中 EMT 相关分子的影响。 

结果  1、免疫组化检测表明，结肠癌组织中 KIAA1199 表达率显著高于结肠癌旁正常组织

（P<0.05），且结直肠肿瘤组织 KIAA1199 蛋白表达量与肿瘤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血管-淋巴

管浸润、神经浸润呈正相关（P<0.05）。 

2、实验组慢病毒感染人结肠癌细胞株后，能有效下调 KIAA1199 在细胞内的表达并成功筛选

KIAA1199 静默的稳转细胞；与阴性对照组比较，实验组细胞活力减少（P<0.05）、克隆形成能力

下降（P<0.05），细胞凋亡率增加（P<0.05），处于细胞周期中 G1 期的细胞数量比例下降

（P<0.05），G2/M 期细胞比例增加（P<0.05），细胞侵袭、迁移能力下降（P<0.05）。 

3、Western Blot 法证实，静默 KIAA1199 在结肠癌细胞的表达可使细胞 EMT 中相关蛋白发生改变： 

Vimentin 和 β-catenin 表达下调，E-cadherin 表达上调。 

结论 KIAA1199 基因在结肠癌组织中高表达，其高表达与结肠癌肿瘤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血管

浸润、神经浸润相关。下调 KIAA1199 基因表达可抑制人结肠癌细胞的增殖能力，促进其凋亡，使

其生长周期阻滞，并使其侵袭、迁移能力下降。KIAA1199 影响结肠癌细胞功能可能是通过诱导肿

瘤细胞发生 EMT 而实现。KIAA1199 基因有望成为结肠癌中治疗中的潜在分子靶点之一。 

 
 

PU-1158 

IL10 轴基因缺陷相关 VEOIBD 的基因型与临床表型： 基于一项

大样本的研究 

 
郑翠芳,黄瑛,胡文慧,石杰如,叶孜清,钱晓文,黄志恒,薛爱娟,王玉环,芦军萍,唐子斐, 

吴婕,王琳,彭凯玥,周颖,苗士建,孙桦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IL10 或 IL10R 基因突变所致的极早发炎症性肠病（very early-onse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VEOIBD）是一种罕见病，我们拟通过大样本的研究以准确的评估 IL10 轴基因缺陷相关

VEOIBD 的基因型与临床表型，并评估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 HSCT)对该病治疗的有效性。 

方法 分析我们中心 61 例及其他文献中报道的 78 例明确存在 IL10 或 IL10R 基因缺陷患儿的基因型

与临床表型，分析并比较他们的临床特征。其次，评估 HSCT 对该类疾病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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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研究发现，IL10 轴基因缺陷相关的 VEOIBD 发病年龄早，70.3%在生后 30 天内发病，94.9%

在生后 6 个月内发病，仅有不足 2%的患儿在出生 1 年后发病。肛周病变发生率高，达 94.2%。口

腔溃疡和皮疹为常见的肠道外表现，发生率分别为 33.8%和 51.8%。IL10、IL10RA 及 IL10RB 基

因缺陷相关的 VEOIBD 患儿，在发病年龄、肛周病变发生率、死亡率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0.05)；

但在手术率方面，IL10RB 基因突变组显著高于 IL10RA 及 IL10 基因突变组(p<0.05)。与 IL10RA

基因突变组相比，IL10RB 基因突变组患儿淋巴瘤的发生率更高(P<0.01)。东亚国家 IL10RA 基因

突变的比例显著高于非东亚国家，分别为 98.7%和 47.6% (P<0.01)；另外，c.C301T 和 c.G537A

为东亚国家的热点突变位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死亡率达 17.5%

（7/40)。 

结论 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我们对 IL10 轴基因缺陷相关的 VEOIBD 基因型与临床表型的认识。

在 IIL10RB 基因缺陷的患儿中，淋巴瘤的发生率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高。与其他地域相比，东亚

国家可能有着独特的遗传背景；尽管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 IL10 轴基因缺陷相关 VEOIBD 的一种

有效方法，但需要谨慎进行。 

 
 

PU-1159 

ERCP 在毕 II 式胃大部分切除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探讨 

 
陈汶,李国庆,陈宏辉,何涛,廖文秋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毕 II 式胃大部分切除术后患者发生梗阻性黄疸时行 ERCP（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的

操作技巧、成败原因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毕 II式胃大部分切除术后发生

梗阻性黄疸，并接受 ERCP 治疗的 31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其操作技巧、成败原因及安

全性。 

结果 31 例患者行 ERCP 插管成功的 29 例（93.55%），其中行乳头括约肌切开 9 例（31.03%） 。

术后诊断为胆总管结石的 25 例（86.21%），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综合征、胆管癌、壶腹癌及胆总

管下端炎性狭窄各 1 例（13.79%），分别置入胆道金属支架、塑料支架。并发消化道穿孔 0 例，

发生出血 1 例（3.45%），高淀粉酶血症 4 例（13.79%），术后急性胰腺炎 1 例（3.45%）。 

结论 毕 II 式胃大部分切除术后患者发生梗阻性黄疸时应用 ERCP 解除胆道梗阻是安全有效的微创

治疗方法。 

 
 

PU-1160 

HLA-I 类基因多态性与儿童克罗恩病相关性的研究 

 
夏海娇

1
,黄志恒

1
,邢清和

2
,耿岚岚

3
,龚四堂

3
,黄瑛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3.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研究 HLA-I类基因多态性与我国汉族儿童克罗恩病遗传易感及临床特点的关系。 

方法 应用 PCR-SSO 技术对 100 例汉族克罗恩病儿童的 HLA-I类基因分型，并以来自 NCBI MHC

数据库中 279 例中国汉族健康人群的 HLA-I类基因数据库为对照组进行基因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s 精确概率法进行两组间等位基因频率的比较，易感基因与疾病关联强度的分析是计算比值

比（OR）及 95%可信区间。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090 

结果 1. HLA-I类基因多态性与克罗恩病相关性的分析。克罗恩病患儿 HLA-A*02:01、11:02、HLA-

B*15:11、37:01 及 HLA-C*06:02 等位基因的频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OR 值分别为 3.32、6.80、

24.17、32.19、3.86，PC值分别为 4.7E-04 

、1.3E-02、2.4E-03、0.018、1.2E-03。HLA-A*02:03 等位基因频率较对照组下降，OR 值为 0.21，

PC 值为 7.1E-0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 HLA-I 类易感基因与疾病临床特点相关性的分析。

HLA-I 类易感基因与克罗恩病患儿的性别、年龄无明显相关，P 值均＞0.05。与对照组相比，回结

肠型克罗恩病患儿 HLA-B*37:01 等位基因频率显著升高，OR=71.15，PC值为 0.018；合并上消化

道病变型克罗恩病患儿 HLA-A*02:01、HLA-B*15:11、HLA-C*06:02 等位基因频率显著升高，OR

分别为 4.48、49.64、5.63，PC值分别为 0.013、9.9E-04、0.01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HLA-A*02:01、11:02、HLA-B*15:11、37:01 及 HLA-C*06:02 等位基因可能是我国汉族儿童

克罗恩病的易感基因，而 HLA-A*02:03 等位基因可能是克罗恩病的保护因素。其中，HLA-A*02:01、

HLA-B*15:11、B*37:01 及 HLA-C*06:02 还与克罗恩病的病变范围相关。 

 
 

PU-1161 

The cost-effectiveness features for colonic ESD patients 

 
ning cui,Honggang Yu,Hesheng Luo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cost-effectiveness for colonic ESD patients.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the hospitalized colonic ESD patients’ data of our department.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medical costs related to different clinical features of colonic ESD patients 
were group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operation cost(7%), the consumable items cost(27%) and the medication cost(37%) 
occupied more than seventy percent of the total costs (71%) of colonic ESD patients. Firstly, 
costs of lesion locations showed the medication and consumable item fee of transverse colon and 
right semicolon patients (>2300 USD) were much higher than left semicolon patients (<1900 USD) 
as well as the total costs(>6700 USD vs. <5800 USD). Secondly, costs of lesion size indicated 
medication, consumable item and total costs were higher in ―1-5cm group‖ and ―>5cm group‖ 
than ―<1cm group‖(P<0.05); lesion number and pathology proved ―>1 group‖ and ―carcinoma 
group‖ costs had higher medication fee, consumable item fee, operation fee and total fee(P<0.05). 
Thirdly, surgical margin positive group and complication of hemorrhage and perforation groups 
had higher medication costs, consumable costs and total costs(P<0.05). Lastly, Less or equal 
than 4 days stay post ESD had lowest medication fee, consumable fee and total fee(P<0.05). 
Conclusions For colonic ESD patients, transverse colon and right semicolon, >1cm lesion size 
would costs more than average, need to be communicated with patients before operation. 
Pathology of carcinoma, surgical margin positive, complications of hemorrhage and perforation 
had higher costs after operation. 4 day stay post operation, near four hundred dollar for ESD 
operation fee and five thousand dollar for total fee could b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colonic ESD 
patients in China. 
  
 

PU-1162 

不同时间应用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对胶囊内镜 

检查患者肠道准备的影响 
 

刘苗,邓涛,万新月,杨雪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不同时间应用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对国产胶囊检查患者肠道准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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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6 年 1 月-2018 年 1 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行胶囊内镜检查的患者 258 例，采用前瞻、双

盲、随机对照的研究方法，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 2 组，A 组 129 例：患者于检查前晚进食流质饮食，

次日晨起 8:00 口服聚乙二醇电解质散（2 袋），溶于 2L 液体中，6 小时后进行国产 OMOM 胶囊

内镜检查；B 组 129 例：患者于检查前晚进食流质饮食，次日晨起 8:00 口服聚乙二醇电解质散（2

袋），溶于 2L 液体中，4 小时后进行国产 OMOM 胶囊内镜检查。两组患者常规服用比沙可啶及消

泡剂二甲硅油，比较 2 组患者肠道清洁度评分、胶囊内镜诊断阳性率、胃通过时间(GTT)、小肠通

过时间(SBTT)、全小肠检查完成率(CER)的差别。 

结果  2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BMI等基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P>0.05)；2 组患者肠道清洁度评分，

A 组为（0.35±0.29），B 组为(0.67±0.43),A 组优于 B 组(P<O.05)；胶囊内镜诊断阳性率 A 组

（64.34%）亦优于 B 组（51.16%），P<O.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组和 B 组胶囊内镜胃通过

时间(GTT)分别为(42.7±8.9)min、(46.3±5.8)min ，2 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O.05）；A 组和 B

组胶囊内镜小肠通过时间(SBTT)分别为(282.9±64.1)min、(311.2±75.6)min，2 组之间无显著性差

异（P>O.05）；全小肠检查完成率 (CER)A 组 (99.2%)与 B 组（98.4%）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P>O.05）。 

结论  胶囊内镜检查前 6 小时开始服用肠道清洁剂与检查前 4 小时相比可提高患者的肠道清洁度评

分及胶囊内镜诊断阳性率。  

 
 

PU-1163 

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临床特点及预后分析 

 
于继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1 例住院的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的临床特点，按 MELD 模型及 Child-Pugh 分级

评分。根据 MELD 分值分为 2 组(MELD≤19 及 MELD>19), Child-Pugh 分级分成 A 级、B 级及 C

级 3 组, 计算各组患者 1 月及 3 月的死亡率。 

结果  MELD≤9 及 MELD>19 患者 1 月的死亡率分别为 21.6%及 72.1%, 3 月的死亡率分别为 25.4%

及 82.3%; Child-Pugh A 级、B 级及 C 级 1 月的死亡率分别为 9.7%、21.1%及 44.9%, 3 月死亡率

分别为 9.7%、23.9%及 52.2%; 随着 MELD 分值及 CTP 由 A 至 C 的增加，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死

亡率增加。  

结论  MELD 模型及 Child-Pugh 分级能够预测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短期生存率。  

  
 

PU-1164 

终末期肝病模型与血清钠比值对于肝硬化患者短期预后的评估 

 
吕晓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应用 ROC 曲线比较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MESO(MELD 与血清钠比值)及 Child-Pugh

分级（CTP）对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三个月生存率的预测能力。 

方法 256 例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按 MELD 模型、MESO 及 Child-Pugh 分级评分；应用 ROC 曲

线评价每一预测模型对于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短期生存率的预测结果；应用 Kaplan–Meier 生存曲

线。 

结果 预测患者 3 mo 内的病死率，MESO 及 MELD 明显优于 CTP score (AUC, 0.875,0.820 vs 

0.721)；在低 MELD 组，MESO (AUC, 0.758, 0.759)及 CTP (AUC, 0.754, 0.732)明显优于 M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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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 (AUC, 0.608, 0.611) (P < 0.01 )。 然而在高 MELD 组， MESO (AUC, 0.762, 0.779)及

MELD (AUC, 0.737, 0.773)优于 CTP score (AUC, 0.710,0.752)(P > 0.05). 

结论 MESO 评分系统，由于同时考虑了 MELD 及血清钠(SNa)，其对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预后评

估能力优于 MELD 及 CTP 评分系统。 

 
 

PU-1165 

氧化铁纳米微粒偶联单链抗体进行 MRI 成像-胰腺癌诊断研究 

 
邹金茂,黄开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PC）的恶性程度极高，多数病人诊断时均已发生转移，转移是

胰腺癌预后差的主要原因。为了实现胰腺癌的早期诊断，改善胰腺癌的总体预后，本研究拟用氧化

铁纳米微粒耦合单链抗体进行核磁共振 T2 序列成像，以期从影像学上靶向诊断胰腺癌。 

方法 CD44v6 在胰腺癌细胞中是高表达分子，可作为分子标记物；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IONPs）是一种生物相容性较好的小分子颗粒，在磁场中具备磁性，降低

T2 信号值；IONPs 与单链抗体（Single Chain Antibdy，scAb）偶联，形成纳米颗粒-单链抗体复

合物（IONP-scAb），IONP-scAb 用于裸鼠皮下种植瘤 MRI成像。 

结果 在胰腺癌裸鼠皮下种植瘤 MRI成像中，IONP-scAb-CD44v6 组较 IONPs 组 T2 信号值下降明

显（P<0.05），且信号值下降可维持至少 24h。 

结论 通过胰腺癌高表达的分子 CD44v6，构建其对应单链抗体（scAb），同时利用 IONPs，构建

纳米颗粒-单链抗体复合物（IONP-scAb），该复合物可用于核磁共振 T2 序列成像，有望用于胰腺

癌的 MRI诊断。 

 
 

PU-1166 

CCL7 促进胰腺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及转移的机制研究 

 
李若梦,邹金茂,李雅晴,陈少杰,练国达,陈茵婷,苏红,黄开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探讨细胞因子 CCL7 对胰腺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EMT)及转移的作用。 

方法 应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 CCL7 对胰腺癌细胞 EMT 相关标志物 E-钙黏蛋白(E-cadherin)、N-

钙黏蛋白(N-cadherin)、波形蛋白（Vimentin）及 EMT 诱导转录因子 SNAIL 和 TWIST 表达的影响。

Transwell 小室观察胰腺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划痕试验观察胰腺癌细胞的迁移率。 

结果 CCL7 促进胰腺癌细胞发生 EMT 和迁移侵袭。 

结论 CCL7 通过促进胰腺癌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促进细胞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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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67 

Tumor-driven macrophages display a mixed phenotype and 
secrete IL-8 to promote tumor metastasis in PDAC 

 
Shaojie Chen,Guoda Lian,Jiajia Li,Yinting Chen,Kaihong Huang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Tumor 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 are abundant popul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which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remodeling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nd tumor progression. 
Previously, we found the high density of TAMs was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poor prognosis in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DAC). Therefor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AMs and PDAC. 
Methods The conditioned media (CM) produced by PDAC (PDAC-CM) cells was collected. THP-
1 cells were detected the differentiation markers of TAMs after exposure to PDAC-CM via 
observing cell morphology, quantitative real time PCR (qRT-PCR) and immunofluorescence. The 
change of cytokines production in TAMs was screen out and found out the greatest change 
cytokine (IL-8) and its secretion mechanism by using both western blot and pathway inhibitor. 
Transwell assay and the nude mice tail vein tumor metastasis model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motility of PDAC cells in vitro and vivo treated by IL-8 and further exploring their molecular 
regulation mechanism. Finally,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to analyses the expression of IL-8 in 
PDAC tissue, and evalua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IL-8 with the density 
of TAMs,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and clinical outcomes. 
Results CM from PDAC attracted and polarized THP-1 monocytes to a mixed M1/M2 phenotype 
TAMs (designated as tumor-driven macrophages). mRNA expression cytokine profiling and 
ELISA identified the IL-8 secretion was increasing in tumor-driven macrophages, and STAT3 
pathway was involved. Addition of exogenous recombinant human IL-8 promoted PDAC cells 
motility in vitro and metastasis in vivo via upregulating Twist expression, which mediate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in cancer cells. What is more, IL-8 expression level in 
tumor stroma by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was related to lymph node metastasis, the 
number of tumor CD68 but not CD163 positive macrophages and patient outcome.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hed light on the important interplay between cancer cells and 
TAMs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nd suggested that IL-8 signaling might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PDAC. 
 
 

PU-1168 

MiR-543 inhibits the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of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Yaqing Li

1,2
,Guoda Lian

1,2
,Shaojie Chen

1,2
,Jiajia Li

2,3
,Yinting Chen

1,2
,Kaihong Huang

1,2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2.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Malignant Tumor Epigenetics and Gene Regulation，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Pancreatic cancer has a high degree of malignancy, difficult early diagnosis and poor 
prognosis. Most of the patients were in advanced stage or distant metastasis at the first visit. Only 
10% to 15% of the patients had the opportunity of surgical resection. Metastasis of pancreatic 
cancer is the main cause of poor prognosis and death. MicroRNAs (miRNAs) are non-coding 
small RNA molecules. As the oncogene or anti-oncogen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arcinogenesis, peripheral infiltration and distal metastasis. It influences the 
differentiation, apoptosis and migration of tumor cells by regulating gene expression and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In recent studie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microRNA-543 (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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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played an vital part in many kinds of tumors, but the roles of miR-543 were not the same in 
different types of tumors. For example, miR-543 played a role as a tumor suppressor in glioma, 
but it promoted the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cervical cancer. Therefore, whether and how miR-
543 is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ancreatic cancer remains to be studied. In addition,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about the mechanism of miR-543 in tumor development.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miR-543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Methods 1. The expression of miR-543 was upregulated or down-regulated by transfection of 
miR-543 mimic and inhibitor. RNA and protein were collected at 48 hours or 72 hours after 
transfection. The EMT-related gene such as calmodulin E-cadherin in epithelial cell and 
Vimentin in interstitial cell, were detected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assay. 2. The pancreatic 
cancer cell which was transfected of miR-543 mimic,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ffects of miR-543 
on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The biological function experiments such as the 
transw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says, scratch test, plate and soft agar cloning experiments, 
cell cycle assay by flow cytometry were performed.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negative control, miR-543 mimic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E-cadherin and down-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Vimentin by the detection of RT-PCR and 
Western blot assays. And miR-543 inhibitor also confirmed the results in opposite. 2. The number 
of cancer cells that metastasized from the upper ventricle of transwell to the lower decreased, the 
gap between scratches widened, monoclonal communities formed in plate and soft agar reduc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cell cycle in S phase and G2 phase decreased. 
Conclusions It indicated that miR-543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cell,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umorigenesis and development.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valuating the prognosis of pancreatic cancer patients and new targets for 
tumor therapy. 
 
 

PU-1169 

The Effects  of MicroRNA-543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s 

 
Guoda Lian,Shaojie Chen,Xianna Li,Yinting Chen,Kaihong Huang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bjective MicroRNA plays critical roles during carcinogenesis and cancer progression. 
MicroRNA-543 (miR-543) was found to inhibit the metastasis of breast cancer cells and 
endometrial cancer cells in vitro. On the other side, miR-543 was found to act as an oncogene in 
hepatocelluar carcinoma. However, the precise role of miR-543 in gastric cancer tumorigenesis 
and cancer progression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miR-543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Methods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miR-543 expression in 33 cases of gastric cancer tissues and corresponding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iR-543 expression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tissues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was evaluated. The levels of miR-543 in gastric epithelial cell 
line GES-1 and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were also analysis by qRT-PCR. Cell lines stabely 
expression of miR-543 were established by transfection of lentiviral particles containing miR-543 
vector. Cell proliferation, colony forming rate were evaluated by MTS assay and soft-agar colony 
formation assay. Propidium iodide (PI) flow cytometry was performed to study the cell cycles. 
Annexin V/PI flow cytometry was performed to study the apoptosi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ere evaluated by a transwell assay. Furthermore, the effects of miR-543 on gastric cancer cells 
growth and metastasis in vivo were evaluate by xenograft tumor model. 
Results 1.miR-543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gastric cancer tissues than in 
corresponding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2.miR-543 is down-regulated i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compared to gastric epithelial cell line 
G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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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verexpression of miR-543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gastric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colony 
form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vitro, as well as cell cycle arrest at the G0/1 phase in vitro. 
4.Ectopic expression of miR-543 inhibited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in 
vivo. 
Conclusions MiR-543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y lower in gastric cancer tissues and gastric 
cancer cells. Enforce expression of miR-543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inhibits cells growth,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in vitro and in vivo. 
 
 

PU-1170 

急性胰腺炎早期 SOD 活性变化及其预测器官衰竭和 

死亡风险的价值 

 
郑西,何文华,祝荫,吕农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氧化应激是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发病机制中的重要事件之一，超氧化物歧化

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是体内重要的抗氧化物酶，但 SOD 在 AP 患者发病早期的活性

变化尚不清楚。 本研究的目的是观察急性胰腺炎发病早期 SOD 活性变化及其预测器官衰竭、胰腺

坏死和死亡风险的价值。 

方法  从急性胰腺炎数据库中提取 2013 年至 2017 年的 3863 例住院患者，纳入发病﹤3 天且 SOD

数据齐全的 854 例成年患者，比较不同严重度、发生器官衰竭和死亡患者入院第 1、2、3 天血清

SOD 酶活性变化，并以 ROC 曲线分析 SOD 预测预测器官衰竭、胰腺坏死和死亡风险的曲线下面

积（AUC）。 

结果 纳入的 854 例成年患者中有轻症急性胰腺炎(MAP)300 例（35.1%），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

(MSAP)387 例（45.3%），重症急性胰腺炎(SAP)167 例（19.6%）。SOD 活性在 MAP、MSAP

和 SAP 患者间有显著差异（P=0.005），SOD 活性随着病情严重度加重而下降，且随发病时间延

长进一步下降。SOD 活性在 AP 合并持续性肾功能衰竭（77.8±37.2）、持续性循环衰竭

（66.2±14.9）及死亡（64.3±16.0）的患者中有显著下降。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显示 SOD 活性

与持续循环功能衰竭（P﹤0.001）、持续肾功能衰竭（P﹤0.001）和死亡（P﹤0.001）显著负相

关。SOD 预测持续性循环衰竭和死亡风险准确性较高，其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83 和 0.84。 

结论 在 AP 患者早期，SOD 活性随着病情严重度加重和随发病时间延长而下降，其与持续循环功

能衰竭、持续肾功能衰竭和死亡的发生有显著负相关性。SOD 活性在早期预测 AP 持续循环功能衰

竭和死亡风险具有较高的确性。 

 
 

PU-1171 

集束化干预降低内科危重病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效果观察 

 
陈建荣 

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分院 

 

目的 探讨集束化干预降低内科危重病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DD）的临床价值。 

方法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实施集束化的干预内科危重病 160 例，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

常规内科危重病 170 例，常规组根据医嘱使用抗生素，常规健康教育和指导；集束化组实施集束化

措施：成立 ADD 质控小组；对人员进行相应培训；实施 ADD 预防措施规范抗生素应用、早期肠内

营养支持、预防性应用微生态制剂、加强手卫生管理；正确评估及腹泻做好高危发患者群的筛查工

作，进行健康教育；实施 ADD 管理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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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集束化组 ADD 发生率 1.00%、ADD 持续时间（3.42±1.22）天、肛周红肿破溃 0.63%低于常

规组 7.06%、（5.11±1.40）天、4.71%(P＜0.05)。患者满意 98.82%高于常规组 93.75%(P＜

0.05)。 

结论  内科危重病是 ADD 发生的高危科室，影响因素复杂，进行集束化干预促进抗生素合理使用，

降低 ADD 发生率，缩短 ADD 持续时间、提高满意度。 

 
 

PU-1172 

Video education can improve awareness of risks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 a randomized trial 
 

Yu Bai,Xia Tia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 is an endoscopic procedure 
with complication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e understanding levels of ERCP among 
patients undergoing ERCP are varied. Here we report a randomized trial aiming at improving 
patients’ informed consent process of ERCP for clinical care. 
Methods It was a single 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onsecutive patients undergoing 
ERCP were randomized to video group or control group. An educational video detailing ERCP 
procedures plus standar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made available to patients in the video 
group, and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tandar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only. Primary 
outcome was the patients’ perception of risk or possibility of ERCP complication. The perception 
of benefit, alternative treatment of ERCP and overall satisfaction rating with the process of 
informed consent was also compared. 
Results Totally 205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104 in control group, 101 in video group). 
The comprehension of ERCP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of video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 < 0.001), and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correctly identify the incidence of ERCP complications. 
Significantly more patients in video group felt very satisfied with informed consent process (87.1% 
vs. 76.0%, p = 0.04) and fewer patients in video group needed additional explanation (31.7% vs. 
47.1%, p = 0.024). 
Conclusions This study indicates a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video on ERCP procedures could 
greatly improve the patient’s understanding of ERCP, in particular, the possible risk and 
complication; and improve overall satisfaction rating with the process of informed consent. 
(ClinicalTrials.gov number, NCT02810379). 
 
 

PU-1173 

Does mesalazine improves symptoms in adults suffering 
from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Xiaoxue Shen,Ting Yu,Lin L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and functional digestive tract disorders, e.g. abdominal 
pain, functional bloating are very common disorders frequently causing significant symptoms that 
challenge health care systems. Immune activation has been reported in the mucosa of 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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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and some small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mesalazine may one of the possible 
therapeutic approaches for reducing symptoms and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have recently evaluated its effectiveness, but systematic reviews have 
focused on evidence from case series. We therefor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of RCTs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esalazine for treating IBS.   
Methods We searched PubMed, MEDLINE, EMBASE, Scopus, th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and ClinicalTrials.gov for eligible studies published up to October 2017. Adult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IBS according to the Rome II and Rome III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We also assessed the risk of bias according to the Cochrane handbook risk-of-bias tool. RevMan 
5.0 and Stata 12.0 were used for the meta-analysis. Dichotomous symptom data were pooled to 
obtain the relative risk (R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for satisfactory relief of overall 
IBS symptoms, the rate of dropout and adverse events after therapy. Mean differences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were calculated from studies that contained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 (SD) 
or mean differences and SD of differences and p-values. A p-value of less than 0.05 was chosen 
to indicat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sults A total of 5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ere identified. The pooled RR of satisfactory 
relief of overall IBS symptoms by mesalazine versus placebo was 1.33(95% CI: 0.97-1.82; I2 = 
48%, p = 0.08). Analysis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nefit in general well-being by 
mesalazine: mean difference(MD) 0.44(95% CI:-1.89-2.77; I2 = 96%, p = 0.71). Mesalazine 
showed no benefit in alleviating abdominal pain(MD -0.51; 95% CI:-2.55-1.52) and improving 
abdominal bloating(MD -0.33; 95% CI:-1.52-0.86).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common defecation frequency per day between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MD -0.16; 95% CI:-
0.31-0.00).The pooled RR of 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mesalazine treatment was 1.02 (95% CI: 
0.76-1.37; I2 = 0, p = 0.90), showing that 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mesalazine treatment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pooled RR of dropout due to side effects by mesalazine 
versus placebo was 0.86(95% CI: 0.61-1.22; I2 = 47%, p = 0.40). 
Conclusions Mesalazine treatmen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disease symptoms and our 
systematic review does not support any clinically meaningful benefit or harm of mesalazine in IBS 
patients. This finding seems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indicating immune 
mechanisms as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s in IBS. More precise subtyping based on underlying 
disease mechanisms is needed to allow more effective targeting of treatment in IBS. Because of 
a lack of data, well-plann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are needed to ascertai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mprovement of separate key IBS symptoms and the effect of mesalazine. 
 
 

PU-1174 

胆汁反流伴胃粘膜肠化患者中医体质特征的病例对照研究 

 
肖定洪,黄智萍,李静波,李采娟,吴晓华,尚莹莹,杨伟,郭召平 

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 

 

目的 胆汁反流伴胃粘膜肠化患者体质特征缺乏相关报道，本研究旨在探究胆汁反流伴肠化患者的

中医体质特征。 

方法 101 例中医体质问卷应答的胆汁反流并胃粘膜活检患者，根据病理是否存在肠化分为肠化组和

无肠化组。肠化组选择性别相同，年龄相同或相近的无肠化患者作对照，分析原发性胆汁反流性胃

炎患者的体质特点。 

结果 27 例胆汁反流伴肠化患者体质分布情况为阳虚质（15 例，55.6%）＞平和质（5 例，18.5%）

＞阴虚质、痰湿质（均为 2 例，7.4%）＞湿热质、气郁质、特禀质（均为 1 例，3.7%）。阳虚质

在胆汁反流伴肠化组与无肠化组间有显著性差异（χ2=4.909，P=0.027）。 

结论 阳虚质胆汁反流患者较其他体质可能更易发生胃粘膜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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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5 

Gastric Xanthelasma May be an Independent Endoscopic 
Warning Sign of Intestinal Metaplasia: a Single-center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led Study 

 
Dinghong Xiao

1
,Xiaoqin Yuan

2
,Yunlin Wu

2
,Ping Chen

2
 

1.Jiadi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Ruijin Hospital North，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Gastric xanthelasma was related to H. pylori, atrophic gastritis, intestinal metaplasia 
and early gastric cancer according reports, but there were some contrary conclusions.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gastric xanthelasma is related with H. pylori, atrophic gastritis, intestinal 
metaplasia and early gastric cancer. 
Methods A single-center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led study was finished. 8,634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stric xanthelasma and several endoscopic or 
pathological features was analyzed. 
Results Of 8,634 patients, 3.54% patients had xanthelasma. Gastric xanthelasma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ge (55.76 years vs.49.17 years, P<0.0001), duodenal ulcer (OR 
0.860, 95%CI 0.369-0.923), atrophy (OR 1.839, 95%CI 1.432-2.362) and intestinal metaplasia 
(OR 3.296, 95%CI 2.612-4.159). Binary Logis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OR 1.027, 95%CI 
1.017-1.037) and intestinal metapalsia (OR 2.700, 95%CI 2.090-3.487) were independent related 
to gastric xanthelasma. Age/sex matched control binary Logistic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gastric xanthelasma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resent of intestinal metapalsia (OR 2.338, 
95%CI 1.659-3.297). Number (P=0.427) and location (P>0.05) of gastric xanthelasma had no 
difference for intestinal metaplasia. 
Conclusions Gastric xanthelasma may be an independent endoscopic warning sign of intestinal 
metaplasia. 
 
 

PU-1176 

腔壁贴合型金属支架在治疗胰周液体积聚中的价值 

 
沈永华,朱浩,邹晓平,吕瑛,王雷,刘明东 

南京鼓楼医院 

 

目的 在临床上，多种因素可导致胰周液体积聚（peripancreatic fluid collection, PFC），如急性胰

腺炎、创伤和医源性损伤，PFC 包括胰腺假性囊肿和包裹性坏死。大多数 PFC 没有症状并能自行

吸收，但当其直径较大或继发感染时，可导致一系列临床表现，如腹痛、胃流出道梗阻、黄疸及败

血症等。目前 EUS 引导下置入支架引流成为治疗 PFC 的新选择，甚至有取代外科和经皮引流成为

首选治疗的趋势。近年来，一种新型―鞍状‖腔壁贴合型全覆膜自膨式金属支架（lumen-apposing, 

fully covered, self-expandable metal stent; LAMS）被用于治疗 PFC。 因此评估 LAMS 在治疗

PFC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消化内镜中心从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经 EUS 引导穿刺置入 LAMS 引

流患者的临床资料，详细记录患者的年龄、性别、胰腺炎病因、术前临床表现等一般资料，并收集

PFC 的类型、大小、位置、穿刺位置、LAMS 维持时间、LAMS 是否移位、是否同时放置支架和/

或鼻囊肿管、是否经鼻囊肿管冲洗、是否清创、是否行 ERCP 胰管造影、是否行经皮引流和/或外

科手术引流，以及统计内镜治疗的疗效和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共纳入 27 例患者，其中男性 12 例，女性 15 例，平均年龄为 46.9±14.6 岁。所有患者均成功

穿刺并置入 LAMS，PFC 完全引流率达到 96.3%。LAMS 维持时间平均为 34.4±35.4 天。17 例患

者经 LAMS 行清创治疗，清创次数平均为 2.5±1.3 次。纳入病例中共有 2 例患者行 ERCP 术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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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胰管支架，有 5 例行经皮穿刺引流，有 1 例行外科手术引流。共发生并发症 8 例（29.6%），其

中包括支架移位 2 例，术后感染 3 例，穿孔 2 例及出血 1 例，均在保守治疗后好转，无患者死亡。 

结论 LAMS 在 PFC 的治疗中是安全和有效的，LAMS 的出现对 PFC 的临床治疗策略有重要影响。 

 
 

PU-1177 

幽门螺杆菌对慢性胃炎和胃溃疡患者胃内微生物的影响 

 
刘湘红,徐美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人类胃肠道是复杂的微生物生态系统所在地。前期大部分研究均集中在肠道微生物，幽门螺

杆菌的发现对胃微生物研究起重要作用，为了明确在不同疾病状态下幽门螺杆菌(HP)的定植对胃内

微生物组成的特定影响。  

方法 我们在胃镜下收集了 55 例慢性胃炎和 36 例胃溃疡患者的胃液标本，胃液微生物采用 Illumina 

Miseq PE250 高通量测序进行分析，并通过测序结果将胃炎和胃溃疡患者进一步分为 Hp 阳性组和

Hp 阴性组。通过 α 多样性分析比较各组胃内微生物的均匀度和多样性。通过 β 多样性分析胃标本

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通过 LEFSe 分析比较 HP 阳性组与 HP 阴性组菌群差异，并找出具有显著

差异的物种。 

结果 胃炎患者及胃溃疡患者 HP 阳性组和 HP 阴性组在性别、年龄、吸烟、饮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胃液内微生物主要门为变形杆菌门、厚壁菌门、放线菌门、拟杆菌门、梭杆菌门，主要属为普氏菌

属、奈瑟菌属、嗜血杆菌属、梭菌属。α 多样性分析结果在各组均无差异，β 多样性分析结果示

HP 阳性胃炎组和 HP 阴性胃炎组无显著差异，在胃溃疡患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EFSe 分析示

存在一些与 HP 相关并与炎症甚至肿瘤有关的微生物，如梭杆菌门、卟啉菌属、密螺旋体属等。 

结论 1、胃内微生物主要门和属与前期结果基本一致。2、HP 不会影响胃微生物物种的总体组成，

但在一些低丰度种属中存在差异，尤其是溃疡组。3、幽门螺杆菌定植、胃粘膜炎症等因素可以改

变胃微生物的组成,这些微生物与炎症甚至肿瘤有关,下一步需要更全面的实验进一步研究这些与 HP

相关的微生物在胃疾病中起的具体作用，为 HP 的作用机理以及益生菌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PU-1178 

幽门螺杆菌感染现状分析 

 
张永炯 

内蒙古正镶白旗医院 

 

目的 汇报幽门螺杆菌感染致上消化道疾病病因分析，为该类疾病的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我院近 3 年对有消化道症状的 2050 例患者检测幽门螺杆菌，应用方法：目前我院常用诊

断幽门螺杆菌方法。 

（1）胃镜检查 

      胃镜检查并不能直接看到幽门螺杆菌，需在胃镜下钳取 1-2 胃窦黏膜组织置入含尿素试液中，

数分钟后如变为红色，证明有幽门螺杆菌，这种方法称快速尿素酶试验。 

      胃镜检查时应常规进行幽门螺杆菌检查，除非不能活检。也可将活检胃黏膜送病理科切片检查，

通过染色在显微镜下直接观察到有否幽门螺杆菌。我国是胃癌高发区，尤其对 35 岁以上的人群为

了不遗漏胃肿瘤诊断，首选胃镜确定胃的病因和幽门螺杆菌。 

（2）呼气检查 

常用 C13 尿素呼气试验检查幽门螺杆菌，优点是无胃镜痛苦，缺点是不能明确胃病的病因。

由于简单方便、无痛苦，专家推荐用于治疗后判断幽门螺杆菌是否被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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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幽门螺杆菌在胃溃疡患者的检出率为 95%，十二指肠溃疡检出率为 98%，

活动性胃炎检出率为 75%，总阳性率达 68%。 

结论 H.pylori 是触发胃内病变的主要微生物因素，但或许并非唯一。 

目前国内外共识达成一致，H.pylori 感染可导致胃黏膜的持续性损害，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

萎缩性胃炎、胃癌等多种胃肠道疾病有关，应给予 H.pylori 感染者根除治疗，推荐使用 PPI+铋剂

+2 种抗生素的四联疗法，除非有抗衡因素的考虑。30 余年来，一方面大量临床研究证明根除

H.pylori 有益于修复损伤胃黏膜，改善消化不良症状，促进消化性溃疡愈合，并降低持续胃黏膜炎

性反应进展至胃恶性病变的风险；另一方面根除 H.pylori 治疗可能出现一些胃肠道不适的不良反应，

根除治疗是否会对胃肠道微生物群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

有助于做出正确的临床决策。 

  
 

PU-1179 

牙线悬吊牵引法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直肠神经 

内分泌肿瘤中的应用 

 
时强,姚礼庆,钟芸诗,周平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已经成为治疗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NEN）的方法之一。本研究

拟评估牙线悬吊牵引法在 ESD 治疗直肠 NEN 中的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牙线悬吊牵引辅助 ESD 治疗直肠 NEN 患者的临

床资料，比较其手术时间、切缘阳性率、并发症等。牵引组操作如下：（1）标记，黏膜下注射；

（2）用电刀切开肿瘤肛侧缘的黏膜，并适当剥离；（3）退出内镜，金属夹从活检孔道伸入，打开

金属夹，取合适长度的牙线，将牙线捆绑固定在金属夹一个脚上。关闭金属夹，并将其退回活检孔

道；（4）再次进镜，在直肠腔内伸出金属夹，打开，并夹住切开的黏膜边缘，释放金属夹；（5）

再用一金属夹，将用于牵引的牙线固定到病变的对侧正常黏膜；（6）轻拉牙线，将黏膜拉起，显

露肿瘤，暴露肿瘤与正常组织的边界；（7）沿肿瘤与正常组织的边界用电刀剥离；（8）完整切除

肿瘤，并取出标本；（9）处理创面和标本。 

结果 ESD 治疗的直肠 NEN 患者共 37 例，非牵引组患者 20 例，肿瘤平均直径 0.74±0.2；牵引组

患者 17 例，肿瘤平均直径 0.77±0.2；肿瘤直径无明显统计学差异（t=0.425，P=0.673）。非牵引

组的手术时间为（17.9±6.6）分钟，牵引组的手术时间为（14.7±3.3）分钟，两组手术时间无统计

学差异（t=1.776，P=0.084）。非牵引组术后病理神经内分泌肿瘤 G1 期 17 例，G2 期 3 例；牵引

组神经内分泌肿瘤 G1 期 13 例，G2 期 4 例（χ2=0.436，P=0.509）。两组 37 例患者术后基底切

缘均为阴性，完整切除率 100%，治愈性切除率 100%。但是非牵引组有 5 例病例提示肿瘤紧贴烧

灼缘，牵引组有 2 例提示肿瘤紧贴烧灼缘（χ2=0.364，P=0.546）。虽然两组的手术时间无统计学

差异，但是本研究中牵引组的时间包括了牵引装置的准备时间，单纯切除的效率是提高了的。如果

今后可以开发一体式的内镜治疗牵引装置，将大大减少手术全程的时间。 

结论 牙线悬吊辅助牵引法行 ESD 治疗直肠 NEN，可以辅助暴露肿瘤边界，可以实现全程直视下的

切割，使手术层次更加的清晰，从而简化手术，减少手术时间，确保基底切缘的阴性，尤其适合在

内镜治疗量不大的基层医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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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0 

四种评分系统评估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的比较 

 
张湘霓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目的 观察 Ranson 评分、APACHEⅡ评分、MCTSI评分、BISAP 评分对急性胰腺炎（AP）预后的

早期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山西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2011.1 月至 2016.12 月间入院的 AP 病人 346 例，

分别按照 4 种评分系统标准分为轻度 AP（MAP），中度重症 AP（MSAP），重度 AP（SAP）.绘

制受试者工作（ROC）曲线, 计算曲线下面积（AUC），比较各评分系统最佳截点的敏感性、特异

性。统计各评分最佳截点上下的 AP 患者 SAP 的发生率，计算 x2值及 p 值。 

结果 346 例 AP 患者有 38 例 SAP，这 38 例均有器官功能衰竭，转外科手术 4 例，死亡 8

例。  Ranson 评分＜3 分组，≥3 分组； APACHEⅡ评分＜8 分，≥8 分组； MCTSI 评分＜4 分组，

≥4 分组；BISAP 评分＜2 分组，≥2 分组预测 SAP 的 p 值均＜0.001，均有显著性差异。BISAP≥2

分组发生 SAP 的可能性是 32.8%，较其它 3 种评分发生 SAP 的可能性都大。 Ranson 、 

APACHEⅡ、 MCTSI、 BISAP 的 AUC 分别是 0.8207、 0.7467、 0.798、 0.8208。 BISAP 的曲

线下面积最大，但与其它 3 种评分系统比较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各评分系统均能早期有效评估 AP 的严重程度，BISAP 评分总体预测能力稍高。应该熟悉 AP

的多种评分标准，综合分析。进一步寻找预后指标，细化病情分层将是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PU-1181 

炎症性肠病患者希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尚星辰

1
,林征

1,2
,卞秋桂

2
,王美峰

2
,林琳

2
,张红杰

2
 

1.南京医科大学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调查炎症性肠病患者希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Herth 希望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调查 156 名 IBD 患者，采用

Epidata 3.1 进行数据录入，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不同人口学和疾病特征患者的希

望水平差异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希望水平与应对方式的关系运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希望水平

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IBD 患者的希望水平总分（35.93±3.64）分，总体处于中至高等水平，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

度、采取积极的行动、与他人保持亲密的关系 3 个维度得分分别为（ 11.52±1.24）、

（12.76±1.71）、（11.65±1.31）分；相关分析显示 IBD 患者希望水平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与积极

应对得分呈正相关（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经济压力和积极应对方式是 IBD 患者希

望水平的显著预测因子（P＜0.05）。 

结论 经济压力和积极应对方式是 IBD 患者希望水平的重要预测因素，提示在临床护理工作中，需

加强对承受较大经济压力的患者的关注，指导患者积极应对疾病及其它应激性事件，从而提高希望

水平，促进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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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2 

Effect of supplemental simethicone for bowel preparation 
on adenoma detection during colonoscopy: a meta-

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Peng Pan

1
,Sheng-Bing Zhao

1
,Bing-Han Li

1
,Jun Yao

2
,Dong Wang

1
,Zhao-Shen Li

1
,Yu Bai

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Second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Jinan University， Shenzhen， 

China 

 
Objective Although sever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have reported that supplemental 
simethicone (SIM) can improve bowel preparation based on polyethylene glycol (PEG), there is 
no consensus as to whether SIM can ultimately increase the adenoma detection rate (ADR) 
during colonoscopy. A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SIM on ADR during 
colonoscopy. 
Methods Databases including PubMed,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were searched to 
find relevan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RCTs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pre-procedure 
simethicone on the ADR during colonoscopy were finally included and fixed-effect models were 
applied. 
Results Six trials involving 1855 patients were finally included.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ADR during colonoscopy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supplemental SIM 
(27.9 % vs. 23.3 %, P = 0. 02), with a relative risk (RR) of 1.20 (95% CI 1.03 – 1.39). Subgroup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supplemental SIM may be more useful to improve ADR during 
colonoscopy in endoscopic centers with low baseline ADR. 
Conclusions Supplemental simethicone for bowel preparation based on PEG is useful to 
improve the ADR during colonoscopy, especially in endoscopic centers with low baseline ADR. 
 
 

PU-1183 

门静脉高压症的诊治现状及展望 

 
唐郑一,邵雪,张传辉,金珍婧,杨岚岚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慢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往往是慢性肝脏疾病常见的病变进展过程。对患者生命造成威胁

往往是终末阶段--肝硬化，而门静脉高压显然是这一过程的主角。门静脉高压导致的一系列并发症，

例如食管胃静脉曲张(stroesophageal varices，GEV)破裂出血，肝性脑病(epatic encephalopathy，

HE)等，往往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防治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发生、发展对肝硬化患者的预

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故本文就肝硬化门脉高压症的病因机制、诊断及其治疗进行综述。 

方法 通过国内外知名文献搜索平台，例如：万方数据库、Pubmed 等获取相关文献及数据，进行

分析，提炼，整理，总结。从而对门静脉高压的诊治现状进行综述。  

结果 无创性超声肝脾弹性测定，CT、MRI 门静脉成像，同时联合脾脏大小、血小板计数等血清学

指标，可有效检测门静脉高压。治疗方面由于肝硬化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肝脏的慢性损伤，以

单一的方式治疗肝硬化门静脉高压难度较大。因此，目前应将药物结合介入及内镜治疗作为研究重

点，深入探讨肝硬化门静脉高压形成机制，为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提供更多可行的治疗方案。 

结论 准确评估肝硬化患者的门静脉压力可判断疾病转归，预测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风险，评

估降门静脉高压药物的疗效等。肝静脉压力梯度（hepatic venous pressure gradient,HVPG）可准

确的评估门静脉高压，是进行门静脉高压分层和风险评估最可靠的指标。但因其检查的有创性和难

以重复性，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而目前无创性肝脾弹性测定，CT、MRI 门静脉成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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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联合脾脏大小、血小板计数等血清学指标。可有效检测门静脉高压，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治疗

方面由于肝硬化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肝脏的慢性损伤，以单一的方式治疗肝硬化门静脉高压难

度较大。因此，目前应将药物结合介入及内镜治疗作为研究重点，深入探讨肝硬化门静脉高压形成

机制，为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提供更多可行的治疗方案. 

 
 

PU-1184 

mTOR 信号通路在实验性小鼠结肠炎结肠纤维化 

发生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徐萍萍

2,1
,徐丽

1
,崔秀秀

1
,何池义

1
,韩真

1
,房静远

2
 

1.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探究实验性小鼠结肠炎纤维化模型中肠粘膜组织的 mTOR 信号通路活化的情况及可能的作用

机制。 

方法 采用 TNBS/酒精灌肠 6 周法建立 CD 结肠纤维化的动物模型，30 只 BALB/C 小鼠，分为模型

组（TNBS 组）和对照组（生理盐水组），观察小鼠的一般活动情况及进行结肠组织学评价，

Masson 染色评估肠道纤维化的程度，Western blot 法检测 mTOR 和 p-S6 蛋白的表达，Real-time 

PCR 法检测 mTOR 和 p-S6 mRNA 水平。 

结果 采用 6 周 TNBS/50%乙醇灌肠法可成功建立 CD 结肠纤维化动物模型；与对照组相比，TNBS

模型组小鼠结肠有僵硬、扭曲，部分肠管可见狭窄、长度缩短；肠粘膜组织 HE 染色可见组织结构

破坏、炎性细胞浸润；Masson 染色提示胶原纤维增多；Western blot 检测模型组中结肠组织中 p-

S6 和 mTOR 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eal-time PCR 检测 p-S6 和 mTOR 

mRNA 的表达水平也增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mTOR 信号通路在 TNBS 诱导的小鼠结肠炎结肠炎纤维化中激活，可能参与了发病机制。 

 
 

PU-1185 

肺炎克雷伯菌肝脓肿以肌无力及茶色尿起病 

一例报告及相关病例报告回顾分析 

 
邓利华,郏荣,李卫,薛倩,刘杰,苗懿德,王晶桐 

北京人民医院老年科 

 

目的 报道一例以肌无力及茶色尿起病的肺炎克雷伯菌肝脓肿病例，并回顾分析 77 例已报告的细菌

感染相关横纹肌溶解病例。 

方法 病例：患者女性，71 岁，以肌无力七天，发现尿液呈浓茶色 3 天入院，无自觉发热。既往糖

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病史。口服瑞格列奈、二甲双胍、硝苯地平，间断口服阿托伐他汀，已停

用 1 月。入院查体发现肝区叩痛阳性，体温升高。入院实验室检查发现新发血小板明显减低，尿潜

血阳性，尿红白细胞不高，血、尿肌红蛋白分别为 2396.3ng/ml、275.4ng/ml，血肌酸激酶为

6020U/L。血钾 3.12mmol/L，血培养提示肺炎克雷伯菌阳性，腹部 B 超发现肝右叶 S6 段低回声包

块。腹部 CT 提示 S6 段 8.3×6.6×6.1cm 类圆形低密度灶，呈多房性，考虑肝脓肿可能。整理此例

肝脓肿继发横纹肌溶解病例同时回顾分析已报道的 77 例细菌感染相关横纹肌溶解的病例特点。 

结果 本病例患者考虑诊断为肺炎克雷伯菌肝脓肿，并诱发了横纹肌溶解，低钾血症可能对横纹肌

溶解的发生有促进作用。经规律抗感染及支持治疗后患者症状好转。随访 2 年，B 超显示肝脓肿病

灶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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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例既往病例分析显示细菌感染相关的横纹肌溶解最常见的细菌依次为军团菌、链球菌、沙门氏

菌。最常见的原发感染部位为呼吸系统，其次是全身的菌血症。与非感染因素导致的横纹肌溶解相

比，感染所致横纹肌溶解患者年龄更大，女性患者所占比例更高。 

结论 老年肝脓肿患者，可能缺乏原发灶症状，并以其他系统症状体征起病，对于老年人不明原因

出现横纹肌溶解，需考虑细菌感染可能。 

 
 

PU-1186 

甘油三酯葡萄糖乘积指数与老年人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性研究 

 
邓利华,魏雅楠,王晶桐 

北京人民医院老年科 

 

目的 探究甘油三酯葡萄糖乘积指数（TyG）与老年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的相关性及对 NAFLD 的预测价值。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共纳入 279 例 60 岁及以上 NAFLD（115 例）及非 NAFLD（164 例）

人群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临床资料、身高、体重、合并糖尿病情况、调脂药物及降糖

药物应用情况，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transaminase, 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 AST)、血清 γ-转肽酶(gamma-glutamyltransferase， GGT)、血清白蛋白、空腹血

糖（fast serum glucose， FPG）、血脂谱、血清尿酸、糖化血红蛋白、血清肌酐等指标。计算体

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并由空腹血清葡萄糖及空腹甘油三酯计算 TyG 指数。分别运

用 t 检验、卡方检验比较两组人群数值变量及分类变量差异；运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究老年

人群中，TyG 与 NAFLD 的相关性；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法分析 TyG、TyG 联合 ALT 及 BMI对 NAFLD 的预测价值。 

结果 将纳入人群按照 TyG四分位数，分为 Q1、Q2、Q3、Q4 组，NAFLD 的检出率分别为 16.2%、

29.6%、53.7%、65.3%（趋势检验 P＜0.000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yG 与 NAFLD 独立相关，

相对 Q1 组，Q2、Q3、Q4 的 OR 值分别为 1.677（95%置信区间 0.641-4.384）、3.279（95%置

信区间 1.285-8.364）、5.447（95%置信区间 2.172-13.658）。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法

分析 TyG 对 NAFLD 的预测价值，结果显示曲线下面积（AUC）=0.730（95%置信区间 0.67-

0.79），以 7.78 为截断值获得最大约登指数 0.402，诊断 NAFLD 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74.6%、

65.6%。TyG 联合 BMI、ALT 对 NAFLD 预测价值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可达 0.822（95%置信区

间 0.771-0.872）。 

结论 TyG 与老年人 NAFLD 相关性好，TyG 联合 BMI、ALT 对 NAFLD 有良好的预测价值。 

 
 

PU-1187 

Targeting IRAK1 as a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Colorectal 
cancer 

 
Na Wang,Cai Weile,Zhang Dexin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by which IRAK1 inhibition induces growth arrest or cell 
death of colon cancer cells. In addition, whether the IRAK-Inh can promote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Cetuximab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Methods A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the IRAK1 express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tumor and 
the adjacent tissues .we treated HT-29 cells with three concentrations of the inhibitor.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dose of the inhibitor, the number of apoptotic cells also increased, approxi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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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fold in HT-29 and RKO cell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cells.IRAK-Inh can increase the 
levels of cleaved-caspase-3 and cleaved-PARP. IRAK-Inh also prolonged the G0 phase, 
shortened the S phase, and eventually caused cell cycle arrest. The chemical inhibitor can 
decrease the levels of p-IRAK1,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suppress p-p65 and p-ERK both in HT-29 
and RKO 
Results By monitoring the expression of IRAK1 in the tissue of tumor patients, we obtained a 
large number of data which manifested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IRAK1 expression the worse 
the prognosis. Then via over-expressing or knocking-out IRAK1 we measured the function of the 
molecule in the progress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by. Our cell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IRAK1 is vitally important in inhibiting tumor growth and promoting cell apoptosis in colon cancer. 
As well as, removal of IRAK1 by chemical inhibitor or gene silencing could decrease the 
activation of ERK and NF- kB,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y might be the downstream targets of 
IRAK1. Interestingly enough, the decrease of IRAK1 caused TLR4 to rise, but we still don’t know 
how it happened so far. 
Conclusions In summary, our study provides a strong rationale for targeting IRAK1 as a novel 
therapeutic approach in CRC. We showed that IRAK1 is not only a strong prognostic marker for 
poor outcomes in CRC patients, but also a major driver of NF-κB and ERK activity and could be 
therapeutically exploited to improve chemotherapy response. Furthermore, understanding how 
the IRAKs  are  activated  in  CRC  using cell line and mouse models, will add invaluable 
knowledge to the biology of CRC. 
 
 

PU-1188 

组织胶改良注射方法联合硬化治疗食管胃静脉 

曲张出血的临床疗效观察 
 

杨云锋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内镜下组织胶粘合剂与聚桂醇改良注射方法治疗胃底静脉曲张以及联合硬化治疗食管静

脉曲张出血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方法 我们选取在我院住院的肝硬化合并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患者 210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组织胶

与聚桂醇联合治疗组（A 组）105 例，即改良组；与碘油与组织胶联合治疗组（B 组）105 例，即

传统组；内镜下发现患者合并食管静脉曲张，对食管静脉曲张硬化注射聚桂醇治疗。比较两组患者

组织胶用量、止血成功率、食管胃静脉曲张率改善率、一月内再出血率及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两组患者内镜下止血成功率、食管静脉曲张改善率及直径小于 2cm 的静脉曲张组织胶用量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 组胃曲张静脉改善率高于 B 组患者，直径大于 2cm 的曲张静脉

患者 A 组组织胶用量明显少于 B 组， A 组再出血率低于 B 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并发症比较，发热、胸腹痛、菌血症、食管狭窄发生率以及肺栓塞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内镜下组织胶与聚桂醇改良三明治方法联合硬化治疗食管胃静脉曲张止血效果明显，改善了食管胃

静脉曲张治疗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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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89 

Polo-like 激酶 1 在肝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杨云锋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 Polo样激酶 1(Polo-like kinase 1，PLK1)在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中的表达及临床病理意义 

方法 选取我院 100 例肝细胞癌和 20 例癌旁组织，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PLK1 的表达，分析其

表达与肝癌临床病理的关系。 

结果  与癌旁组织比较，PLK1 在肝癌中高表达，其阳性表达率为 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2=1.973，P=0.01)。PLK1 阳性表达与肝癌肿瘤大小和 AFP 相关(P<0.05)，而与年龄、性别、肝

炎、肝硬化以及肿瘤分化程度无关(P>0.05)。经生存分析，PLK1 高表达患者总体生存率明显低于

PLK1 低表达者(P 均<0.05)。 

结论 Polo-like激酶 1 可能参与肝癌的发生发展过程，是判断肝癌预后的潜在分子标志物 

 
 

PU-1190 

Research progress of phenylpropanoid glycoside in 
inhibiting malignant tumor 

 
wanyuan xiong,Qiang Ma , Xiaohui Yu,Ji Ma 

Lanzhou General Hospital 

 
As a compound extracted from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henylpropanoid glycosides have many 
effects, such as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oxidation, inhibit tumo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e 
tumor cell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introduce the mechanism of 
phenylpropanoid glycoside inhibition of tumor cells, and to provide new insights and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tineoplastic drugs. 
 
 

PU-1191 

BMI 与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的关系：高分辨食管测压和 24 小时

食管 PH－阻抗监测结果分析 

 
郭宝娜,张川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目的 分析 BMI在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到 2017 年 6 月于我院消化科就诊的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患者 315 例，所

有患者均行胃镜、HRM 及 24 小时食管 PH－阻抗监测检查，根据 BMI将患者分为体型消瘦、正常

及超重 3 组。 

结果 三组间比较 AET4%、最长反流时间、DM 评分、酸反流、非酸反流、食管下段酸敏感性及

DCI 之间存在差异（P<0.05）；三组之间比较年龄、性别、弱酸、液体、混合、气体反流及 LESP

没有差异（P>0.05）。 

结论 高 BMI 增加了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的酸反流次数、严重程度、最长酸反流时间以及食管

下段酸敏感性，降低了食管体部蠕动功能，可能与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发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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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2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ipid profile of patients 
with HBV or HCV infection 

 
Yanzhen Chen

1
,Yu Hong

1
,Xing Tian

2
,Xiuna Meng

3
,Chengliang Chen

1
,Jian Jiao

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China-Japan Union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2. Public Health Clinical Medical Center， Chengdu， China 

3.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Dong Ying People’s Hospital， Shandong， China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lipid profiles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virus (HBV) or hepatitis C virus (HCV) chronic infection. 
Methods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serum lipid profiles and 14 clinic parameters in 42 patients 
with chronic HBV infection, 53 patients with chronic HCV infection, and 55 control case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Body mass index was most related to triglyceride (TG) levels in the HBV and HCV 
groups. Meanwhile, in the control group, cholinesterase and glucose (GLU) were most directly 
related to TG.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and apolipoprotein B (APOB) were 
most related to total cholesterol (CHOL) in the HCV group, while LDL-C and APOB were most 
related to CHOL in the HBV group. APOB was closely related to LDL-C, while the order of 
correlation between APOB and LDL-C was: control group > HCV group > HBV group. 
Conclusions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ipid profiles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were different in the three groups. HBV and HCV infection can result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systemic disease by chang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blood and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 This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further research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BV/HCV infection and extrahepatic diseases. 
 
 

PU-1193 

Characteristic comparison between lean and obes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patients in northeast China 

 
Yanzhen Chen

1
,Yu Hong

1
,Xing Tian

2
,Chengliang Chen

1
,Jian Jiao

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China-Japan Union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2.Public Health Clinical Medical Center， Chengdu， China. 

 
Objectiv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 is seen commonly in patients with metabolic 
abnormalities associated with obesity.This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characters of lean and 
obese NAFLD  individuals in northeast China. 

Methods 496 NAFLD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Obese NAFLD group (BMI≧25 kg/m2) and Lean 

NAFLD group (BMI < 25 kg/m2). Gender, ag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triglycerides 
(TG), cholesterol (CHOL), and the level of blood glucos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Male-dominated discrepancy of gender distribution was more evident in obese NAFLD 
group. Elevated ALT was more common in obese NAFLD group. 50-59 was the peak age of both 
lean and obese NAFLD.Normal TG patients were more common in Lean NAFLD group,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elevated  TG patients were higher in Obese NAFLD group.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portion of  elevated CHOL patients was found between two 
groups. In Lean NAFLD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was higher in normal fasting glucose 
group.  
Conclusions Sexual dimorphic exists in  lean NAFLD patients, but this trend was most 
pronounced during the stage of 40-49 age and disappeared after entering the 50-59 stage. In 
lean NAFLD patients,  normal level of TG and  blood glucose were more common, occurrence 
of  NASH was less than obese NAFLD.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108 

PU-1194 

Association of two polymorphisms rs11614913 in miR-
196a2 and rs3746444 in miR-499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A 

meta-analysis 

 
Ran Qi,Yingjian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two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rs11614913 in 
miR-196a2 and rs3746444 in miRNA-499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the susceptibility to Ulcerative 
Colitis(UC). To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an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NPs and 
UC risk,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ere performed. 
Methods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in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the Cochrane Library and Google Scholar to identify eligible studies. Odds ratios (O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95% CIs) were combined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two SNPs and UC risk. 
Results A total of 5 case-control studies on rs11614913 and 4 studies on rs3746444 were 
included. There were no evidences of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rs11614913 polymorphism 
and UC risk in all the genetic models. (CT versus CC: OR = 1.08, 95% CI 0.62–1.88, p = 0.778; 
TT versus CC: OR = 0.79, 95% CI 0.62–1.01, p = 0.058; CT/TT versus CC: OR = 1.01, 95% CI 
0.65–1.55, p = 0.981; TT versus CT/CC: OR = 0.86, 95% CI 0.70–1.06, p = 0.156). There 
were also no evidences of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rs3746444 polymorphism and UC risk 
in all the genetic models.(AG versus AA: OR = 0.83, 95% CI 0.41–1.70, p = 0.615; GG versus AA: 
OR = 1.07, 95% CI 0.54–2.13, p = 0.838; AG/GG versus AA: OR = 0.97, 95% CI 0.69–1.37, p = 
0.874; GG versus AG/AA: OR = 0.86, 95% CI 0.70–1.06, p = 0.156).  
Conclusions MiRNA-196a rs11614913 polymorphism and miRNA-499 rs3746444 polymorphism 
are both not correlated with UC risk. Large-scale and well designed studies are needed to 
validate our findings. 
 
 

PU-1195 

Preliminary Study o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agnetically 
Controlled Capsule Endoscopy in Diagnosing Gastric and 

Small Intestinal Mucous Injuries in Patients Taking Enteric-
coated Aspirin. 

 
Feng Gao,Jie Zhang,Xue Chen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magnetically controlled capsule 
endoscopy in diagnosing gastric and small intestinal mucous injuries in patients taking enteric-
coated aspirin. 
Methods Patients taking enteric-coated aspirin without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and healthy 
volunteers from out-patient department,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tween September 2017 and November 2017were recruited and undertook 
magnetically controlled capsule endoscopy.Mann-Whitney Utest were used to analysis the 
difference of Lanza scores of gastric and small intestinal mucous injuries, gastric controlled 
examine time and small intestinal transit time. 
Results 15cases taking enteric-coated aspirin, 20 cases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entered.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median values of gastric Lanza score 4 and 1（P<0.05）,the 

median values of small intestinal Lanza score 1 and 0 (P<0.05）,the median values of gas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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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d examine time 46 and 53 min（P>0.05）,the median values of small intestinal transit 

time 230 and 236 min（P>0.05）. 

Conclusions The gastric and small intestinal mucous injuries in patients taking enteric-coated 
aspirin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than those of healthy volunteers. Magnetically controlled 
capsule endoscopy, safe and no need to stopping using aspirin, can be used to diagnose the 
gastric and small intestinal mucous injuries in patients taking enteric-coated aspirin. 
 
 

PU-1196 

苦参碱通过 ERK 信号通路对 HepG2 肝癌细胞增殖 

及迁移的影响 

 
于晓辉,杨婉,翟卫春,郑英,李初谊,王俊科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目的 通过细胞实验观察苦参碱对肝癌细胞的抑制效果及机制。 

方法 选取 HepG2 肝癌细胞系，将其用 RPMI-1640 细胞培养基培养到最适宜状态后，先用 MTT 法

筛选最佳浓度及时间。然后将细胞分组，分空白对照组（单纯血清培养）、实验组（加入含苦参碱

血清）、阳性对照组（加入 ERK 特异性阻断剂 PD98059）培养 24 小时后，观察苦参碱对 HepG2

肝癌细胞形态学的影响。并以 MTT 法检测细胞增殖，Transwell 小室检测细胞迁移数目，用逆转录

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 ERK 核酸及其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MTT 结果显示苦参碱抑制 HepG2 肝癌细胞有浓度依赖性；苦参碱能影响 HepG2 肝癌细胞细

胞的正常形态；在 24 小时内，最佳苦参碱作用浓度下，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HepG2 细胞迁移能力

显著降低（P＜0.01），ERK 核酸及蛋白表达下调（P＜0.05）。  

结论 苦参碱通过下调 ERK 核酸及蛋白表达水平抑制 HepG2 肝癌细胞增殖及迁移。 

 
 

PU-1197 

苦参碱抑制 HepG2 肝癌细胞的靶点—ERK 信号通路 

 
于晓辉,杨婉,郑英,卢利霞,熊婉媛,董敏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目的 观察苦参碱在 ERK 信号通路中对肝癌细胞的抑制靶点。 

方法 选择 HepG2 肝癌细胞株为实验对象，培养致最适宜状态后行细胞实验。将培养好的细胞分为

3 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实验组、阳性对照组。空白对照组加入不含药的细胞培养基；实验组分

别加入含不同浓度的苦参碱的细胞培养基，使其终浓度为 1、2、4 mg/mL；阳性对照组加用终浓

度为 20 umol/L 的 ERK 信号通路阻断剂 PD98059，培养 24 小时后，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

PCR）检测苦参碱对 ERK 信号通路的调控作用。  

结果 苦参碱作用后 HepG2 细胞的 ERK 核酸表达下降，并通过下调 p-ERK 蛋白的表达量（P＜

0.05）抑制 ERK 信号通路。 

结论 ERK 信号通路是苦参碱抑制肝癌细胞的靶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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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98 

P-J 综合症结肠镜下结肠多发性息肉高频电凝电切除术后 

并发肠套叠 1 例及文献复习 

 
王志勇,唐森森 

杭州师范大学 

 

目的 患者男 ，28 岁。4 年前出现腹痛，腹泻，大便带血，查患者口唇粘膜色素沉着斑。 

方法 结肠镜检查发现结肠多发性息肉，部分带蒂巨大息肉并炎症，曾多次行结肠镜下息肉切除术，

胃镜检查见胃多发息肉，直径约 0.3-0.8cm 行胃镜下息肉切除术。有家簇史，其父患有 P-J 综合症。

2018-3-15 再次行结肠息肉切除，术中见横结肠至乙状结肠散在直径约 0.8-3.5cm 带蒂息肉，部分

长蒂息肉，予结肠镜下息肉切除，共 5 枚，钛夹闭合创面。 

结果 术后约 8 小时，患者腹痛明显，术第二天腹部平片未见隔下游离气体，肠管少量积气，术后

第三天，腹痛加剧，WBC13.6X109/L,N91%,腹部增强 CT 见肠系膜结构紊乱，肠管靶征，双肠管

征，隔下少许气体影，提示气腹，肠套叠。急症外科手术见小肠多处套叠予还纳，小肠多发息肉术

中切除，乙状结肠瘘。术后病理：结肠多发错构瘤性息肉，部分腺上皮低级别内瘤变。 

结论 P-J 综合症是一种以特征性的皮肤黏膜色素沉着及消化道错构瘤性息肉为特征的少见的常染色

体显性遗传病。常因反复发作的肠道叠，肠梗阻等并发症而切除肠段。该患者黑斑息肉病（P-J 综

合症），胃及小肠，结肠多发息肉。该患者小肠多发息肉，行结肠镜检查时肠内压高，小肠逆蠕动

导致肠套叠。行结肠镜检查及术前肠道准备有导致肠套叠的风险，术前应予患者家属知情告知，术

中应尽量少注气，术后尽量将肠腔气体吸干净，多发性息肉分次切除，一次不要切除过多，缩短结

肠镜治疗时间。发现肠道新的息肉，及时切除，是防止 PJS 患者息肉增大发生肠梗阻，肠套叠及

癌变的一个重要措施。 

 
 

PU-1199 

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内镜治疗现状 
 

王志勇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GOV 内镜治疗方法,重点介绍透明帽辅助内镜下硬化治疗食道静脉曲张的价值。 

方法 1.EVL 治疗( Endoscopicvariceal ligation，EVL) ： 

2.EIS 治疗( Endoscopic sclerotherapy，EIS) ： 

3.硬化剂注射+套扎术两种方法同时使用，透明帽辅助内镜下硬化治疗食道静脉曲张； 

4.金属夹治疗 GOV 

5.食道覆膜金属支架治疗 GOV 

6.组织黏合剂治疗（氰基丙烯酸盐） Histocryl，butyl cyanoacrylate)  

结果 该研究在内镜头端安装并固定 Olympus 直式透明塑料帽，其突出内镜头端 2～3mm； 

透明塑料帽的几何形状是径自截面为圆形的直管，设计合理，透明度高，外表面不粘血和黏液； 

同时可达到能撑开食管下段，贲门部收缩的管腔等、使内镜下视野清晰； 

注射时透明帽头端紧贴静脉，能使靶静脉相对固定； 

遇到静脉涌血或渗血，或注射后针孔渗血时可用内镜先端透明帽进行压迫止血。 

结论 治疗前先内镜头端安装透明帽并固定,保持视野清晰，起到固定靶静脉，便于注射，拔针后针

孔位于透明帽视野中央，用内镜先端透明帽进行压迫，静脉硬化针眼压迫止血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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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0 

结肠癌术后复发并低位肠梗阻行结肠镜检查罕见横结肠穿孔 1 例 

 
王志勇

1
,郑庆春

1
,吴忠明

1
,何彦丰

1
,陈志强

1
,钟旭

1
,刘坤

1
 

1.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义乌復元医院) 

2.义乌復元医院 

 

目的 患者男，68 岁。2 年前因乙状结肠癌根治术。今 2 月来，腹痛，恶心呕吐，不能进食，体重

下降。查体：腹部软，左下腹触及肿物，肠鸣音稍活跃。直肠指诊距肛门齿状线约 8cm 肠腔狭窄。

WBC10.6X109/L,N76%，Hb1.6g/L。腹部平片提示肠腔扩张，多个气液平；肠腔扩张，多个气液

平肠腔扩张，多个气液平；肠腔扩张，多个气液平；增强 CT 示肠腔扩张，肠腔积液，直肠局部肠

壁肿块样增厚，增强见强化，肠腔狭窄，金属缝合器影。清洁灌肠后拟行结肠镜检查并金属支架置

入 

方法 清洁灌肠后拟行结肠镜检查并金属支架置入。 

结果 进镜距肛门齿状线约 8cm 肠腔狭窄，粘膜隆起发红，质地硬，镜身滑行勉强通过狭窄，继续

进镜 20cm 见肠腔扭曲无法继续进镜，患者诉腹痛明显，随终止检查。术后 CT 见气腹，腹腔无明

显渗出。签署知情同意书，急诊外科手术，术中见横结肠穿孔，予回肠造漏术。 

结论 该患者结肠癌术后复发并低位肠梗阻行结肠镜检查罕见横结肠穿孔实属罕见。一般行结肠镜

检查发生穿孔部位在病变部位处，该患者穿孔部位发生在远离梗阻肠管的横结肠，分析其原因可能

与肠梗阻，肠壁缺血，肠腔扩张，肠镜检查时注气后肠内压增高导致横结肠穿孔有关，遇到肠梗阻

行结肠镜检查因引起重视。 

 
 

PU-1201 

PIGC 在肝癌中的表达及其与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田山,刘正茹,陆世珉,董卫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本研究利用生物信息技术探讨 PIGC mRNA 和蛋白在肝细胞癌与正常组织中差异性表达，探

讨 PIGC 表达与肝细胞癌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并探究 PIGC mRNA 与 DNA 甲基化的关联。 

方法 我们从 TCGA 数据库中下载肝癌患者 PIGC mRNA 和生存的资料并进行预后分析。通过

methHC 在线工具研究了 PIGC DNA 甲基化与 PIGC 表达之间的相关性。此外，应用 STRING 数

据库对 PIGC 的生物学功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结果 研究发现 HCC 患者的 PIGC mRNA 和蛋白水平显着高于正常组织。基于 TCGA-LIHC 的数据

（370 例肝癌患者）表明，PIGC mRNA 的高表达与总体生存率（P = 0.0044）和无病生存率（P = 

0.0121）相关。应用 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后，我们发现 PIGC 高表达是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OS：P <0.0001，HR（95％CI）= 2.203（1.476-3.287）；DFS： P = 0.008， HR（95％CI）= 

1.525（1.114-2.087）]。根据 methHC，我们发现 PIGC DNA 甲基化与 PIGC 表达之间存在负相

关（r = -0.404，P <0.0001），进行生存分析后发现 PIGC DNA 低水平甲基化与缩短的总体生存

期(P=0.0123, HR=2.107)和无病生存期(P=0.0164, HR=1.699)相关。PPI网络分析表明 PIGC 参与

糖基磷脂酰肌醇的生物合成和磷脂酰肌醇信号的调控。 

结论 PIGC 可能是一种癌基因，其表达上调或低水平 DNA 甲基化预示肝细胞癌患者预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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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2 

Correlation between Lifestyle and Social Factors in 
Undefined Functional Dyspepsia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 Single Center Study 

 
Zhenpeng Huang,Ke Wang,Yu-hang Duan,Guang Yang,Rong Li,Hui-min Wang, 

Shu-yong Meng,Wei Lv,Jin Gao,Xiao-hui Wu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sychosocial factor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prevalence of functional dyspepsia 
(FD). This study is aim to examine the prevalence of undefined FD and lifestyle, to identify social 
factors on psychosocial disorders among FD in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759 freshmen were enrolled, 287 male and 472 female, aged 17-22 years old, 
mean 18.39±1.00 years. Aaccording to the Rome IV criteria, were divided students as FD group 
and healthy group. All participants were administered validated Self-Rating Scale (SDS) and 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investigated on participants’ lifestyle, social factors, including sleep, 
dietetic habits (had special favor to spicy, hot, raw or cold, deep fry, milchigs, tea or coffee, 
chocolate and so on) smoking and alcohol behavior. Besides, all participants were investigated 
on social stress, including academic stress, daily life stress, development stress, social life stress, 
family stress, life events stress and daily grind stress. 
Results There are 128(16.86%) participants within FD, 41(32.03%) were male, and 87(67.97%) 

were female (P﹤0.05). Among of 128 FD group, 44.53%(57/128) of participants were suffered 

from insomnia, and it was much higher than the healthy group(174/631, 27.58%) (P﹤0.05). In the 

FD groups, only 58.59%(75/128) of freshmen had their meal regularly, however, there were 

67.83%(428/631) of healthy participants eating on time (P﹤0.05). There were 52.34%(67/128) of 

FD participants had special favor to a specific food, however, only 40.41%(255/631) of healthy 

participants had special favor to specific diet (P﹤0.05). And had special favor to spicy, hot, raw 

or cold food, milchigs may had relationship with FD (P﹤0.01). Tea might have an great effect on 

preventing for FD (P﹤0.01). Besides, coffee and chocolate may had no relationship with FD (all 

P＞0.05). Participants who were within FD had tastes for smoking and alcohol, however,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FD group and healthy group (all P＞0.05). Both SAS 

mean scores and SDS mean scores in FD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healthy group (all P﹤0.01). 

There were 59.38% (76/128) of FD participants within mood disorder much higher than healthy 

one (59.38% vs. 22.98%, P﹤0.05). Most of FD participants who were in mood disorder were 

within mild anxiety status (35/39, 89.74%) and depression status (54/65, 83.08%). Among all FD 
participants, who were suffered from mild social stress, were much higher than healthy 
participants, and daily life stress, development stress, social life stress, life events stress and 

daily grind stress in FD participants were much higher (all P﹤0.05). However,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n academic stress and family stress (all P＞0.05).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of undefined FD in China was similar to other Asia countries. 
Gender, lifestyles including sleep, dietetic habits, smoking and alcohol behavior would have an 
impact on FD. FD cases were easy to suffer on social stress and mood disorder. And FD may be 
prevented lifestyle measures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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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3 

多种护理方式合作在结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中的临床效果探讨 

 
李源化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多种护理合作模式在结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中的临床效果探讨。 

方法 选择拟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 456 例，其中 226 例实施常规肠道准备(常规组) ，230 例采用多

种护理合作模式的综合措施进行肠道准备( 观察组) ，比较两组的肠道准备清洁度、二次肠镜检查

情况及患者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肠道准备清洁度优于规组( P ＜ 0． 001) ，观察组的肠道准备合格率为 89.13% ，高于

常规组的 70.35% ( P ＜ 0．常 001) 。且服药、健康宣教、等候时间及舒适度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

常规组( P ＜ 0. 05) 。 

结论 通过多种护理合作模式建立个性化肠道准备方案，有助于改善肠镜检查前肠道清洁度，同时

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PU-1204 

我国小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及其智能内镜无创诊断探讨 

 
朱金水,陈伟,张靖,张瑞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智能内镜无创诊断对小肠疾病诊断价值，并对我国小肠疾病流行病学进行智能大数据普

查。 

方法 疑似小肠疾病患者 1200 例，来源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2014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门诊及住院患者，该类患者以长期脐周腹痛或腹泻及便秘为主要表现，而胃镜及

结肠镜未见异常，且临床治疗主要症状无好转者，行 MCRCE 检查联合双气囊小肠镜或小肠螺旋

CT 穿刺病例对照，并对患者性别、年龄、检查适应证、检查结果及其并发症等进行对比研究，比

较 MCRCE、双气囊小肠镜、小肠螺旋 CT 在小肠疾病诊断中的价值，并采用大数据智能影像模型

对我国小肠疾病谱进行初步探讨。 

结果 1200 例疑似小肠疾病 MCRCE 检查患者，诊断经双气囊小肠镜或小肠螺旋 CT 引导下活检或

手术病理证实，诊断阳性率 75.4%（905/1200），其准确率在 96.8%（876/905），对小肠活动性

出血准确率 96.1%（48/51）。结合活检病理确诊 905 例小肠疾病患者性别、年龄、主诉、诊断结

果统计：年龄 15-94 岁，平均 52±17 岁，男女比例 4:5（男性 402 例，女性 503 例）。其中，慢性

糜烂性小肠炎 767 例（84.8%），小肠溃疡 38 例（4.20%），小肠脂肪瘤（粘膜黄白斑）38 例

（4.20%），小肠血管病变出血 29 例（3.20%），小肠息肉 19 例（2.10%），小肠恶性肿瘤 8 例

（0.9%，其中恶性淋巴瘤 5 例、小肠腺癌 3 例），其它 6 例（0.6%）：小肠憩室 3 例，克罗恩氏

病 3 例。胶囊潴留超过 2 周伴腹痛加重者 1 例（克罗恩氏病伴部分肠梗阻患者，第 18 天排出）。 

结论 智能内镜无创诊断对小肠疾病具有临床推广价值，结合小肠螺旋 CT 可提高对小肠疾病诊断阳

性率及准确率，今后研制具有活检、药物输送及数字化自动识别功能的智能胶囊内镜将对疑难小肠

疾病诊治，将是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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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05 

幽门螺旋杆菌抗体血清学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 

 
王龙 

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 

 

目的 目前检测 Hp 的方法主要包括：1.侵入性的检测方法：病理标本直接镜检、细菌培养、快速尿

素酶试验（rapid urease test,RUT）、PCR 法；2.非侵入性的检测方法：尿素碳呼气试验（urea 

breath test,UBT）、血清免疫学技术检测其抗原或抗体，以及粪便 H.pylori 抗原检测(HpSA)、唾液

H.pylori 检测(HPS)等；3.其他新检测方法如流控技术、侧流试验（lateral flow test）等。一般认为

H．pylori 抗体血清学试验检测阳性不代表现症感染，也不用于根除治疗后复查，因此其临床应用

价值受到一定程度限制，但不断有研究发现其独特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通过对于特定人群筛查及根除指征评估的临床应用价值（包括 H.pylori 感染Ⅰ型的产毒素菌株

人群、消化性出血、胃部分切除术后等不适合用其它方法检测 H．pylori 的患者、早癌筛查中的应

用价值）、对胃外消化道 H．pylori 感染的诊断临床应用价值、与其它检测方法联合应用互为补充、

流行病学调查中的应用价值等方面进行论述，探讨和分析幽门螺旋杆菌抗体血清学检测的临床应用

价值。 

结果 大部分 H.pylori 感染者与无症状梅毒或结核感染等疾病类似，一般无任何临床症状，但其结局

无法提前被预测，且 H .py lori 感染者一直存在传染性，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因此快速准确地检测

H. pylori 感染对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随着 H .py lori 研究开展，不断发现其独特的临床应用价

值，特别是对于对于特定人群筛查及根除指征评估、对胃外消化道 H．pylori 感染的诊断、长期无

Hp 感染状态的判断、早癌筛查中的应用、与其它检测方法联合应用互为补充以及流行病学调查中

的应用均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结论 幽门螺旋杆菌抗体血清学检测具有独特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206 

胃窦腺肌瘤 3 例分析 

 
王龙,刘志,吴玲玲,曹杰,辛毅 

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 

 

胃腺肌瘤较为罕见，1949 年被首次报道，我国报道不足 10 例，近年来随着内镜检查技术的普

及和超声内镜的运用，发现病例数逐渐增多，我院近期遇到 3 例胃窦腺肌瘤，其中 2 例为胃镜检查

发现，经超声内镜检查和镜下 ESD 术后病理确诊，另 1 例为合并胃部癌变，术后大体病理意外发

现，先对此 3 例进行回顾分析。 

 
 

PU-1207 

结肠镜术前肠道准备清洁效果研究 

 
丁文琴

1
,尚星辰

2
,卞秋桂

1
 

1.江苏省人民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比较临床上常用的 3 种肠道准备方案肠道清洁效果，寻求一种快速有效的肠道准备方案。 

方法 肠镜检查患者 77 例，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第 1 组 22 例、第 2 组 31 例、第 3 组 24 例。第 1 组

口服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2L+乳果糖口服液 6 包单次服用，第 2 组口服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2L+乳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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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液 6 包分次服用，第 3 组口服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3L。观察患者服药后肠道准备的效果和不良

反应情况。 

结果 肉眼观察肠道清洁度达到 B（准备欠佳）级以上(即肠道准备有效)，第 2 组明显优于其它两组

（P<0.05）;肠镜下渥太华评分标准判断，第 1 组和第 2 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第

2 组和第 3 组对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渥太华评分标准判断下，第 2 组优于第 3 组；

服药不良反应率比较，第 2 组明显优于其它两组（P<0.05）。 

结论 采用第 2 组方案，即口服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2L+乳果糖口服液 6 包分次服用进行肠道准备，

具有较好的肠道清洁效果，不良反应少，患者更易接受。 

 
 

PU-1208 

二甲硅油内镜下直接喷洒法对比口服法在透明帽 

辅助结肠息肉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 

 
尤嘉璐,高峰,张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目的 探讨二甲硅油在透明帽辅助结肠息肉切除术中对结肠息肉检出数目和结肠气泡分级的影响，

同时比较二甲硅油不同给药途径对结肠息肉检出数目和结肠气泡分级的影响。 

方法 入选于我院门诊行透明帽辅助结肠镜检查发现结肠息肉并入院行内镜下息肉电切术患者 120

例，将患者随机分为口服组(n=40)、内镜下直接喷洒组(n=40)和口服联合内镜下直接喷洒组(n=40)，

所有患者于治疗当天早晨口服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清洁肠道，口服组于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清洁肠道后

口服二甲硅油乳 20ml；直接喷洒组于肠镜检查退镜过程中根据肠道气泡情况按需喷洒二甲硅油乳

20ml；口服联合直接喷洒组于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清洁肠道后口服二甲硅油乳 20ml，并于肠镜检查

退镜过程中根据肠道气泡情况按需喷洒二甲硅油乳 20ml。比较 3 组患者门诊及住院肠镜检查过程

中结肠息肉检出数目及肠道气泡分级的差别。 

结果 使用二甲硅油后结肠息肉检出数目较未使用时明显增加，结肠气泡分级明显降低。直接喷洒

法和口服联合直接喷洒法结肠息肉检出增加数目较口服法明显增加、结肠气泡分级明显改善，直接

喷洒法和口服联合直接喷洒法之间无明显差异。 

结论 内镜下直接喷洒和口服二甲硅油均能增加结肠息肉检出数目及改善结肠气泡分级。内镜下直

接喷洒法较口服法更方便，增加更多结肠息肉检出数目，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PU-1209 

老年人应用奥美拉唑的不良反应及防治 

 
王金太,何兰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医院 

 

目的 分析老年人应用奥美拉唑时常见的药物不良反应，探讨老年人合理应用奥美拉唑原则，减少

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方法 应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查阅近年来本院 200 名老年人奥美拉唑的用药情况，从老年人的生

理特点和用药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老年人群合理用药的注意事项。 

结果 本院老年人使用奥美拉唑时消化系统不良反应发生率 28%，主要有上腹部饱胀、腹痛、腹泻、

便秘、恶心等消化不良症状,一般均较轻微,可自动消失。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发生率 22%主要有头痛、

头晕、嗜睡、焦虑。泌尿系统不良反应发生率 12%，主要有蛋白尿、血肌酐升高。呼吸系统症状

发生率 8%，主要有咳嗽、哮喘。心血管系统不良反应发生率 12%，主要有心动过缓或过速。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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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不良反应发生率 6%，主要有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过敏反应发生率 6%，有皮肤红斑、急性

荨麻疹、紫癜等。 

结论 老年人生理特点是肝肾功能减退，老年人血浆中血浆蛋白的含量将会逐渐减少，药物结合相

对减少，血液中游离性药物将会显著增加。老年人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

统的功能等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直接影响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及排泄的过程，用药不当

或用量不适将会导致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预防方法有：加强对老年人药物安全教育，提高老年人的药物治疗依从性，减少毒副作用

的产生。提高医生的业务能力及素质，适当加强不合理用药的宣传工作，使患者意识到遵循医嘱的

重要性，防止因患者的原因导致出现不合理用药，造成不良反应。临床方面尽量不和其他抗酸剂或

抑酸剂联合应用；应用安定、苯妥英钠、华法林等时应减少奥美拉唑的用量；肝功能受损时要酌情

减量；奥美拉唑为肠溶胶囊,服用时注意不要嚼碎,以免药物在胃内过早释放而影响疗效。用药期间

监测肝肾功能、心电图、血常规和尿常规等。 

 
 

PU-1210 

重症胰腺炎后假性囊肿体积的相关预测因子分析 

 
张泽锋,王启仪,布小玲,沙卫红 

广东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重症胰腺炎患者假性囊肿体积大小的相关预测因子，减少巨大囊肿形成。 

方法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我院初诊并确诊为重症胰腺炎患者，所有患者的诊治均遵循 2015

年中国急性胰腺炎多学科诊治共识意见，监测患者入院后第 1 天、第 7 天、第 14 天和第 21 天的

血红蛋白（HB）、血清白蛋白（ALB）、钙离子（Ca2+）、葡萄糖（Glu）、血清淀粉酶（AMS）、

总胆红素（Tbil）、癌胚抗原 CA199、C-反应蛋白（CRP）、谷丙转氨酶（ALT）、甘油三酯

（TG）和血肌酐（Cr）水平。所有患者 4 周后均行腹部超声测量囊肿直径并计算体积，囊肿体积

小于 36cm2（6×6cm）的定义为小型囊肿组（A 组），反之为大型囊肿组（B 组）。统计并比较两

组患者的生物学指标，P<0.05 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共有 21 例重症胰腺炎患者纳入研究；其中 A 组患者 8 例，囊肿体积为（20.71±14.73）cm2；

B 组患者 13 例，囊肿体积为（83.15±54.20） cm2。两组在年龄（49.25±11.71）岁 vs

（52.15±15.42）岁、ALB（28.03±3.06）g/L vs（26.80±5.53）g/L、Ca2+（1.89±0.27）mmol/L 

vs （ 2.02±0.27 ） mmol/L 、 Glu （ 9.82±3.69 ） mmol/L vs （ 10.42±3.87 ） mmol/L 、 AMS

（255.75±259.02）U/L vs（290.85±350.09）U/L、Tbil（26.28±12.77）umol/L vs（29.14±22.58）

umol/L、CA199（54.74±80.44）IU/L vs（130.12±326.44）IU/L、CRP（162.86±81.67）mg/L vs

（136.13±85.28）mg/L、ALT（32.63±25.09）U/L vs（42.52±49.24）U/L、TG（2.74±2.08）

mmol/L vs（4.66±7.34）mmol/L 和 Cr（93.20±27.94）mmol/L vs（138.22±172.80）mmol/L 上均

未见明显差异（P>0.05），而两组的 HB（130.86±21.01）g/L vs（105.59±25.08）g/L 水平具有

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HB 是重症胰腺炎后假性囊肿体积的有效预测因子，适当提高 HB 有助于缩小囊肿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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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11 

Degrad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caveolin-1 promotes liver 
sinusoidal endothelial cells defenestration 

 
xiaoying Luo

1,2
,Dan Wang

2
,Xintao Zhu

2
,Xu Li

2
 

1.He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2.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Defenestrated liver sinusoidal endothelial cells (LSECs) could activate hepatic stellate 
cells (HSCs) to promote liver fibrogenesis. Caveolin-1 (Cav-1), as an important structural protein 
around fenestrae and on vesicles in LSECs, interacts with actin cytoskeleton and autophagy, and 
may affect the phenotype and function of LSECs. Hence, we aim to explore the role of autophagic 
degrad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Cav-1 in LSECs defenestration and liver fibrosis. 
Methods We employed the CCl4-induced liver fibrosis rat models and cultured primary LSECs in 
vitro, administered with VEGF, overexpressed or knockdown Cav-1, and autophagy regulators. 
The fenestrae, autophagosomes, and autolysosomes of LSECs were observed by electron 
microscopy; meanwhile, Cav-1 protein expression, autophagy related proteins, and actin 
cytoskeleton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co-immunoprecipitation, and immunofluorescence. 
Results In vivo, we found autophagy, degradation of Cav-1, and actin filament (F-actin) 
remodeling were trigger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CCl4-induced LSECs defenestration; in contrast, 
autophagy inhibitor 3MA diminished the degradation of Cav-1 to maintain fenestrae and relieved 
CCl4-induced fibrosis. In vitro, during disappearance of LSECs fenestrae, degradation of Cav-1 
was initiated due to elevated autophagy; while, starvation enhanced autophagic degradation of 
Cav-1 to aggravate LSECs defenestration. However, VEGF and inhibiting autophagy (such as 
3MA or bafilomycin) could inhibit redistribution of Cav-1 from membrane to cytoplasm, autophagic 
degradation of Cav-1, and F-actin remodeling to maintain LSECs fenestrae. In contrast, 
autophagy activator rapamycin promoted redistribution of Cav-1 to cytoplasm, as well as depleted 
Cav-1 protein level in membrane and cytoplasm to facilitate LSECs defenestration. Furthermore, 
overexpressed Cav-1 rescued rapamycin-induced autophagic degradation of Cav-1 and 
subsequently attenuated F-actin remodeling to maintain LSECs fenestrae; in turn, knockdown of 
Cav-1 facilitated LSECs defenestration due to activation of the AMPK-dependent autophagy and 
F-actin remodeling. Finally, rapamycin-induced defenestrated LSECs activated HSCs due to 
serious autophagy. 
Conclusions Redistribution of Cav-1 to cytoplasm and autophagic degradation of Cav-1 
promotes LSECs defenestration via F-actin remodeling. 
 
 

PU-1212 

miRNA-1290 在幽门螺杆菌相关胃疾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李春霞,王学红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miR-1290 在胃癌（gastric cancer，GC）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为 GC 的诊断及临床治

疗提供理论与实验依据；并分析 miR-1290 与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的关系，

探讨 Hp 导致 GC 发生的致病机制。 

方法 收集经胃镜检查及胃黏膜活检确诊的 30 例 GC，30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30 例慢性浅表性胃炎（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CSG）患者的胃黏膜活检

组织，用姬姆萨染色法来判定 Hp 的感染状态，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qPCR）方法，检测各组样本中 miR-1290 的表达水平。 

结果 1. GC 组织中 miR-1290 的相对表达量较 CAG 组和 CSG 组明显降低（P＜0.05），而 CAG

组与 CSG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GC 组织中 miR-1290 的表达水平与肿瘤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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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浸润深度和 TNM 分期相关（P＜0.05），而与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大小、有无淋巴

结转移及有无远处转移无明显相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 miR-1290 在 Hp 阳性的

GC，CAG 及 CSG 胃黏膜活检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均低于 Hp 阴性的同级别病变（P＜0.05）。4. 

Hp 阳性的 GC 组织中 miR-1290 的相对表达量较 Hp 阳性的 CAG 和 CSG明显降低（P＜0.05），

而 Hp 阳性的 CAG 与 CSG 胃黏膜组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 miR-1290 在 GC 组织中表达明显下调，且 GC 分化程度低，浸润深度达 T3、T4，TNM 分

期达 III、IV 期 miR-1290 表达下调，提示胃黏膜组织 miR-1290 表达下调与 GC 发生密切相关，且

低表达的 miR-1290 可能参与抑制 GC 细胞的分化并促进其侵袭。动态检测胃黏膜组织中 miR-

1290 的表达水平，对早期发现 GC、观察 GC 的治疗疗效、甚至判断预后可能会提供一定的参考。

2. 无论是 GC 患者，还是 CAG、CSG 患者，Hp 阳性者胃黏膜组织中 miR-1290 表达均低于 Hp 阴

性者，提示 Hp 感染可能通过一定的机制抑制胃黏膜组织表达 miR-1290，进而参与促进 GC 的发

生、发展过程。 

 
 

PU-1213 

Pancreas divisum without chronic pancreatitis is a risk 
factor for post-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pancreatitis 

 
Yu Bai,Qianqian Me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Studies on whether pancreas divisum is a risk factor for post-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 pancreatitis(PEP) are ra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incidence rate of PEP in symptomatic PD patients and whether the PEP in PD with 
CP patients differs from without CP. 
Methods The study wa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PD 
and those who received ERCP from January 2005 to December 2017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nd was divided into PD with CP group and without CP group. The incidences of PEP were 
compar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 total of 89 ERCP procedures were performed in 51 PD patients without CP, and 249 
procedures in 136 patients with CP. The age, sex, the type of PD (including complete and 
incomplete PD), prophylactic use of indomethacin or somatostatin and pancreatic duct stent 
placement in the two study groups were similar at baseline (P > 0.1). 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PEP was 8.3%. The incidence of PE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D without CP than with CP 
group (15.7% vs 5.6%, p = 0.005). 
Conclusions The incidence of PEP in PD patients without C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ith CP. 
 
 

PU-1214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arbohydrate antigen 72-4 for 
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cy screening in Chinese patients: 

a prospective study 

 
Shuling Wang,YU BAI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Over the past decades, carbohydrate antigen 72-4 (CA72-4) was considered as a 
tumor marker that was elevated in normal people and patients with malignancies,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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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trointestinal malignancies, ovarian malignancies,endometrium malignancies, lung 
malignancies and so on. Besides, researches showed that elevated serum CA72-4 might predict 
digestive tumors, especially gastric tumors, although there was still neither sensitive nor specific 
tumor biomarker for gastric cancer. This study was aimedto evaluate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A72-4 in predicting malignancies, especially the gastric cancer. 
Methods Four hundred and three patients underwent CA72-4 test after admiss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in Changhai Hospital,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une 1, 2015 to October 31, 2015. Data of age, sex, main symptoms and final diagnosis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PLR) and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NLR) of CA72-4 for diagnosing gastric cancer were 
69.7%, 95.9%, 1.70, and 0.97, respectively. In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ROC),the area under the curvewas 0.62 for discriminating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from 
those without. 
Conclusions It is of little significance to perform CA72-4 testalone for predicting malignances, 
especiallygastric cancer, in digestive disease patients. 
 
 

PU-1215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erminal ileal intubation and biopsy 
in routine colonoscopy practice 

 
Shuling Wang,YU BAI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Terminal ileum intubation is thought to be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lonoscopy and is 
usually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ileum. The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ileal mucosa, which is 
acquired during TI intubation, may allow an accurate diagnosis. However, there is no absolute 
consensus on when ileoscopy and biopsy should be attempted. As a result, we aimed to evaluate 
whether terminal ileum intubation and biopsy should be performed routinely. 
Methods Systematic searches were performed in the databases of 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and th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and reference lists from the identified papers 
were hand-searched. 
Results Twenty-four trials were included. The subtotal diagnostic yield and the rate of 
necessitating a change among the selected patients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e unselected 
patients (3.9% versus 2.4% and 1.2% versus 0.6%, separately). Also, the diagnostic yield was 
found more frequently in the indication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emia, abdominal pain, 
and chronic diarrhea than in the others (27.2%, 24.4%, 16.1%, 12.5%, and 2.2%, respectively). 
The yield of ileum histopathology with normal endoscopic appearance was low in unselected and 
selected patients (3.4% and 2.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Ileoscopy is recommended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indication is war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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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16 

Comparison of Efficacy of Colonoscopy between the 
Morning and Afterno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hengbing Zhao,Yu Ba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Afternoon colonoscopy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lower diagnostic yield 
(adenoma detection rate (ADR), polyp detection rate (PDR)) and cecal intubation rate (CIR). We 
performed the meta-analysis to compare efficacy of colonoscopy performed in the morning group 
(MG) vs. in the afternoon group (AG). 
Methods We searched MEDLINE, Web of Science,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to 
identify potential relevant studies.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ADR and the secondary outcomes 
were CIR and PDR. They were estimated by relative risk (R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ith a random effect model.  
Results Sixteen studies with 38,063 participants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Pooled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DR (RR: 1.08, 95% CI: 1.00–1.17) and CIR (RR: 1.01, 95% CI: 1.00–1.02) was 
stable during the whole day. In subgroup analyses, the effect of full-day block or inferior bowel 
preparation were more prominent, reflected by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ADR (RR: 1.18, RR: 1.12) 
and CIR (RR: 1.08, RR: 1.02) in the afternoon,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Colonoscopy quality is not associated with time of day. Moreover, endoscopists’ 
fatigue and inferior bowel preparation in the afternoon potentially caused the inferiority of 
colonoscopy quality in AG, which might be relieved by working shift and spilt-dose bowel 
preparation. 
 
 

PU-1217 

Developing trends of research in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from 1996 to 2016: an analysis of 1210 articles 

 
Shengbing Zhao,Yu Ba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The developing trends of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have not been well studied.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global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research in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Methods We performed a manual search of two journals focused on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and three journals devoted to gastroenterology. All issues of these journals published in 1996, 
2001, 2006, 2011, 2016 were searched. For each article, the geographic region of authors, topic 
of the study, investigation center(s) and design of the study were recorded. 
Results We identified 1210 manuscripts (1172 original contributions and 38 review articles) over 
the 20-year period. North America contributed 40.4%, 41.0%, 38.0%, 37.2%, 38.6% of all 
publications at the five time points. The proportion of Asian contribution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rom 24.6% to 32.9% during 1996-2016, whereas, European percentage shown a remarked 
decline from 33.6% in 1996 to 23.8%. The research focus of Asia exceeded that of Europe were 
on EMR, ERCP, EUS: 25 vs 1; 15 vs 6; 20 vs 5,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EMR 
(from 3, 2.0% to 35, 12.4%) and colonoscopy (from 20, 13.4% to 92, 32.6%) research increased 
remarkably, whereas the ERCP research (from 38, 25.5% to 37, 13.1%) declined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s Significant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the field of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in 
terms of authorship, focused topics and research desig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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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18 

益生菌对小鼠阿司匹林相关胃和小肠黏膜损伤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初探 

 
陈雪,张杰,高峰 

北京安贞医院 

 

目的 观察益生菌对小鼠阿司匹林相关胃和小肠黏膜损伤的影响，初步探讨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将 30 只雄性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10 只，即对照组、阿司匹林组、阿司匹林联

合益生菌组（联合组），分别予生理盐水、阿司匹林、阿司匹林联合益生菌连续灌胃 5 天，其中，

阿司匹林组中药物剂量为 200mg/kg，阿司匹林联合益生菌组药物剂量为阿司匹林 200mg/kg 及益

生菌 300mg/kg，对照组中每日灌注同等体积的生理盐水。每日记录小鼠存活情况和体重。5 天后

评价各组大体标本和病理组织中胃和小肠黏膜损伤情况，并用 Real-time PCR 检测 Toll 样受体相

关分子 TLR4、TLR5 及炎症因子 TNF-α、IL-1β mRNA的表达情况。 

结果 实验中所有小鼠全部存活，三组间体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阿司匹林组较联

合组和对照组体重明显减轻（P＜0.05）。阿司匹林组小鼠胃和小肠黏膜表面可见小片状糜烂，小

肠中的糜烂充血间断分布，联合组糜烂明显减轻，对照组未见明显充血糜烂点。阿司匹林组胃病理

标本表现为黏膜上皮细胞损伤，炎症细胞浸润，与对照组和联合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小肠病理标本提示阿司匹林组炎症细胞数较对照组和联合组明显增多（P＜0.05），而对

照组和联合组间炎症细胞数没有明显差异（P＞0.05）；小肠绒毛长度对照组>联合组>阿司匹林组，

小肠绒毛宽度阿司匹林组>联合组>对照组。阿司匹林组胃和小肠黏膜中 TLR4、TLR5 和炎症因子

TNF-α、IL-1β 的 mRNA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联合组和对照组（P＜0.05），而联合组较对照组升高

但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益生菌可改善阿司匹林所致的小鼠胃和小肠黏膜损伤，其可能的机制包括 Toll 样受体信号通

路的参与，从而导致炎症因子释放减少，减轻炎症反应。 

 
 

PU-1219 

早期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内镜下表现及其年龄分布情况的分析 

 
杨波,惠洋洋,朱兰平,李变霞,王赛宇,王泽癸,杨沫,郭俊怡,马双,陈鑫,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是指横跨食管胃结合部区域的腺癌性病变。近 30 年来，全球范围内远端胃

癌的发病率有所下降，但是食管胃结合部腺癌的发病率却呈上升趋势。本研究拟探讨早期食管胃结

合部腺癌内镜下表现及年龄分布情况，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早期食胃管结合部腺癌的认识，提高早

期食胃管结合部腺癌的检出率。 

方法 对 2014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由胃镜检查发现后行 ESD 切除并经病理确诊的 17 例早期食

胃管结合部腺癌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内镜下表现及年龄性别分布情况。内镜下表现包括发生

部位、内镜下表现、Siewert 分型。 

结果 17 例患者中，男性 14 例（82％），女性 3 例（18％）；平均发病年龄为 65.65 岁（50~82

岁），发病年龄均在 50 岁以上，年龄在 50~59 岁之间的 5 例（29.4％），年龄在 60~69 岁之间的

7 例（41.2％），年龄在 70 岁及以上的 5 例（29.4％）；病灶位于胃小弯侧偏后壁 8 例

（47.0％），胃大弯侧偏后壁 2 例（11.8％），胃大弯侧 2 例（11.8％），贲门小弯侧偏后壁 5 例

（29.4％）；Seiwert 分型：Seiwert I 型 1 例（5.9%），Seiwert II 型 16 例（94.1%），Seiwert 

Ⅲ型 0 例（0%）；隆起型 2 例（11.8％），平坦型 15 例（88.2％），凹陷型 0 例（0％）。 

结论 早期食胃管结合部腺癌好发于胃小弯侧偏后壁，主要以平坦型为主，且主要为 Seiwert II型。

男性较女性发病风险明显升高，且早期食胃管结合部腺癌发病率主要在 50 岁以上，且 50 岁~6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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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发病率最高。从早期食胃管结合部腺癌好发部位的分布及年龄性别情况得到提示，内镜医师在

行胃镜检查时，对于年龄大于 50 岁以上的男性行胃镜检查时尤其要仔细观察胃小弯侧偏后壁，且

发现黏膜异常时，应在胃黏膜病灶处多点取材，这样对提高早期食胃管结合部腺癌的早诊早治率极

有价值。 

 
 

PU-1220 

Endoscopic features of early adenocarcinoma of the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Yangyang Hui,Bo Yang,Lanping Zhu,Bianxia Li,Saiyu Wang,Zegui Wang,Mo Yang,Junyi Guo,Shuang Ma,Xin 

Chen,Bangmao Wa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Adenocarcinoma of the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AEG) is defined as adenocarcinoma 
that has invaded the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EGJ). In recent years, the incidence of distal 
gastric cancer is decreasing, but the incidence of AEG is increasing in both Western and Eastern 
countr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help endoscopic physicians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AEG and to improve the detection rate of the early AEG. 
Methods The medical records of 17 patients with early AEG diagnosed pathologically who had 
undergone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at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February 2018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mong the 17 patients, 14 were males (82%) and 3 were females (18%). Patients with 
the early AEG had a median age of 65.65 years (50 ~ 82 years) with male predominance. There 
were 5 cases aged from 50 to 59 years old (29.4%), and 7cases aged from 60 to 69 years old 
(41.2%),as well as 5 cases aged over 70 years old (29.4%); There were 8 cases (47.0%)near the 
posterior wall of the lesser curvature of stomach, and 5 cases (29.4%) in the posterior wall of 
lesser curvature of the cardia, and 2 cases (11.8%) near the posterior wall of the greater 
curvature of stomach, as well as 2 cases (11.8%) in the greater curvature of stomach; Seiwert 
type: Seiwert I type was just 1case of (5.9%), Seiwert II type was 16 cases (94.1%), and Seiwert 
type was null (0%); Its endoscopic appearance was including protruding 2 cases (11.8%), flat 
lesion 15 cases (88.2%), and ulcerative 0 case (0%). 
Conclusions The most common site of the early AEG is near the posterior wall of the lesser 

curvature of stomach, and the mainly appearance was flat lesion，as well as the mainly type was 

the Seiwert II type. The incidence of early AEG was higher than 50 years old, and the incidence 
was highest among 50 to 69 years old with male predominance. These suggests that careful 
observation and more biopsies taken from multiple sites when endoscopic examination in this 
kind of patients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detection rates of early AEG. 
 
 

PU-1221 

Comparison of curative effec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program in Hp related gastritis in  Qinghai  

Region 

 
Hongyan Zhang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of Qinghai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eradication rate, symptom improvement rate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four kinds of programs for eradic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were compared in order to find the 
best eradication program and to accumulate certain clinical data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igh Hp-related gastritis in Qingha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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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207 local patients with chronic non-atrophic gastritis came from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hai University from December 2016 to December 2017 were 
involved. They were diagnosed by gastroscopy and biopsy, and were confirmed to be positiv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p) by the 14C urea breath test or 13C urea breath test. They all had obvious 
upper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 scheme. Scheme I been treated as a control program, with the use of drugs as follows: 
Esomeprazole Magnesium Enteric-coated Tablets, Livzon Delek powder, Amoxicol capsules and 
Furazolidone tablets. The drugs of Scheme II were to add the Probiotics ( lactobacillus complex 
capsules) to the Scheme I; the drugs of Scheme III were to add the drug of Jinghua Wei Kang 
capsule to Scheme I; the drugs of Scheme IV were to add the drug of Jinghua Wei Kang 
capsule to Scheme II. The 14C urea breath test was performed at one month after withdraw of 
drugs. The treatment effects of the eradication rate of Hp, symptom improvement rate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in the four groups.  
Results 1.The comparison of the eradication rate of Hp: the eradication rates of Hp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and age among these four groups (P>0.05). The eradication rates 
of Hp of the scheme III and the scheme IV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scheme I 
and II (P<0.05). However, the eradication rates of Hp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cheme II and scheme I or scheme III and scheme IV (P>0.05). 2. The comparison of the 
improvement rate of symptoms: the improvement rates of symptoms of scheme III and IV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scheme I and II (P<0.05), but they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he scheme II and scheme I or between the scheme III and IV (P>0.05). 3. The comparison of th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the incidence rates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scheme II and IV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scheme I and III (P<0.05), however, they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scheme III and I or between the scheme II and IV (P>0.05).  
Conclusions 1. The quadruple scheme of Esomeprazole Magnesium Enteric-coated Tablets, 
Livzon Delek powder, Amoxicol capsules and Furazolidone tablets is a safe and reliable scheme 
for treatment of chronic non-atrophic gastritis with Hp positive. 
2. The addition of Jinghua Wei Kang to above the quadruple scheme could improve the 
eradication rate of Hp and the improvement rate of symptoms, which is benefit for these patients. 
3. The addition of probiotics to above the quadruple scheme coul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drugs and the side effects of treatment.  
 
 

PU-1222 

超声内镜对乙肝后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进展危险因素的评估 

 
李爽,陆伟,张德发,胡东胜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以超声内镜（endoscopic ultrasound，EUS）为检测手段，探讨乙肝后肝硬化患者食管静脉

曲张（esophageal varices，EV）进展与食管侧枝静脉（esophageal collateral veins，ECV）直径、

数量的关系。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以 299 例轻度食管静脉曲张的乙肝后肝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

EUS 测量并描述 ECV 的直径和数量，以首次进行超声内镜检查时间为起点，随访期 24 个月，以

食管静脉曲张进展或随访结束为终点。评价 ECV 直径、数量对 EV 进展的预测价值。 

结果 1.食管周围侧枝静脉（peri-esophageal collateral veins, peri-ECV）的直径（P=0.0112）、数

量（P=0.0001），食管旁侧枝静脉（para-esophageal collateral veins, para-ECV）的直径

（P=0.0002）是 EV 进展的危险因素。核苷类似物抗乙肝病毒治疗（P=0.0020）及非选择性 β 受

体阻滞剂（P=0.0765）的使用是 EV 进展的保护性因素。peri-ECV、para-ECV 的直径、数量对

EV 进展均有预测价值。（peri-ECV 直径 ROC 曲线下面积=0.850，P<0.001；peri-ECV 数量 ROC

曲线下面积=0.831，P<0.001；para-ECV 直径 ROC 曲线下面积 0.924，P<0.001；para-ECV 数

量 ROC 曲线下面积 0.761，P<0.001）。此外，当 peri-ECV 直径>1.85mm（敏感度=79.46%，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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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度=74.51%）、peri-ECV 数量>3.5 条（敏感度=82.30%，特异度=69.93%）；para-ECV 直

径>3.35mm（敏感度=83.19%，特异度=85.44%）、para-ECV 数量>4.5 条（敏感度=56.30%，特

异度=80.89%）时 EV 进展风险显著增加。 

结论 超声内镜可用于预测乙肝后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进展风险的预测。 

 
 

PU-1223 

探讨物理疗法在脂肪肝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黄杰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由于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的改变，临床上肥胖、高脂血症、酒精性肝病等代谢性疾病明显增

多，且明显趋于年轻化。不正确的认识，不正当的广告宣传及治疗、减肥、保健品的应用等均加重

了肝病的进展。临床上探讨非药物性的物理疗法在脂肪肝治疗中的临床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方法 收集辽阳三院消化内科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的酒精性肝病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病患者 40 名。排除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随机分成两组，各 20 名。年龄在

16-60 岁之间。男女不限。检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谷氨酸转移酶、碱性

磷酸酶、胆红素、甘油三酯、胆固醇。一组使用复方二氯醋酸二异丙胺治疗。对照组在复方二氯醋

酸二异丙胺治疗的基础上使用生物信息红外肝病治疗仪行肝区照射治疗，每日 2 次，每次 30 分钟。 

结果 治疗 2 周，肝脏超声、CT 提示脂肪变无变化。治疗前两组的肝功 AST53.3-154.9 IU/L，

ALT52-139 IU/L，r-GGT53-854IU/L，ALP56-139IU/L,总胆红素 21.2-35,1ummol/L，间胆 6.3-

30.6ummol/L，直胆 7.2-14.9 ummol/L 之间 .血脂分析 甘油三酯 2，26-9.11mmol/L,总胆固醇 6.3-

7.58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3.2-4.07mmol/L 之间。治疗后：治疗组肝功转氨酶、血脂轻度下

降。对照组 AST、ALT、胆红素、血脂治疗后下降显著（P＜０.０５），ALP，r-GGT 也明显下降

（P＜０.０５）。 

结论 由于临床可用于肝病的药物有限，降脂药物对肝脏的损伤作用，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寻求其

它的减少肝损伤的治疗办法，尤其是物理疗法应运而生。根据 2011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生物信

息红外肝病治疗仪列入脂肪肝、肝硬化、病毒性肝炎等慢性肝病治疗方案；它的原理是采用中医雀

啄灸、灯火灸理论，应用脉动生物信息技术，于人体心脏搏动节律同步，发出与患者心率节律相同

的脉动红外、红光波照射肝区，增加组织对能量的渗透吸收。明显提高了红外线及红光照射强度，

保证穿透深度。我们临床采用此方法收到明显疗效，但由于时间短，病例数少，有待于今后的大样

本，长期的观察及随访。寻求更安全、更合理的治疗方法。 

 
 

PU-1224 

Slc26a9 基因缺失致使胃粘膜上皮细胞分化及 

稳态紊乱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 

 
刘雪梅

1,2
,李涛浪

4
,李云花

2
,朱加兴

2
,文国容

2
,安家兴

2
,金海

2
,袁都敏

2
,马志远

4
,Ursula Seidler

3
,庹必光

1,2
 

1.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2.贵州省消化病研究所 

3.汉诺威医科大学胃肠肝病研究所 

4.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 

 

目的 慢性萎缩性胃炎（CAG）是一种重要的胃癌癌前病变，其发生的分子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Slc26a9 是新近发现 Slc26a 家族中的一员，主要在胃中高表达，其对于维持壁细胞的功能和存活，

稳定胃粘膜上皮细胞分化及稳态必不可缺的（Xu et al., PANS 2008）。我们首次报道了 Slc26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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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失导致胃癌的发生发展(Liu et al., FASEB 2015)。 因此，本研究旨在从癌前病变恶性转化的角

度探寻 Slc26a9 与胃癌发生更早事件-CAG之间关系，了解 CAG 发病机理及胃癌防治。 

方法 Slc26a9 基因敲除小鼠模型建立结合组织病理学、免疫组化检查及基因芯片分别观察小鼠胃组

织结构变化、相关特异性标志物染色及下游信号通路的探寻。Ussing chamber 和双光子共聚焦显

微镜分别从离体和活体测定小鼠胃酸分泌及胃内 pH 值，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清胃泌素。收集人体标

本，测定 Slc26a9mRNA 及蛋白质的表达及改变。 

结果 与 Slc26a9 野生型小鼠相比，所有的 Slc26a9 基因敲除小鼠均出现以壁细胞缺失、泌酸腺体

萎缩及慢性感染为特征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同时伴有肠化生及假幽门腺化生。随着年龄增长，自发

性出现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及胃癌。Ki67 及 Tunel 染色显示，小鼠胃粘膜细胞出现细胞过度增殖及凋

亡的抑制，提示：Slc26a9 的缺失导致了胃粘膜上皮细胞分化的紊乱。此外，伴有 P53 和 Sonic 

hedgehog (Shh) 信号通路中相关基因的 mRNA 和蛋白质表达的下调，这证实了基因芯片筛选的结

果。功能学检查在活体和离体实验中证实，Slc26a9 基因缺失导致小鼠无酸分泌，胃内高 pH 值及

高胃泌素血症（P<0.01），这表明，Slc26a9 对于维持胃内酸碱平衡稳态至关重要。与动物实验一

致，Slc26a9 mRNA 及蛋白质表达在正常人胃粘膜中呈高表达，在 CAG 中表达明显下调(P<0.05)，

并从正常胃粘膜(n=87)→CAG(n=92)→高级别上皮内瘤变(n=89)→胃癌(n=210) 组织中，Slc26a9

表达呈渐进性减低。这说明 Slc26a9 的下调导致了 CAG 及胃癌的发生。 

结论 作为胃癌发生的更早事件，Slc26a9 基因缺失或下调通过致使 P53 及 SHH 信号通路紊乱，致

使胃粘膜上皮细胞的分化与稳态异常，进而导致 CAG 及胃癌的发生。 Slc26a9 可能是 CAG 的全

新治疗靶点，对于胃癌防治至关重要。 

 
 

PU-1225 

Absence of Slc26a9 causes the disorder of gastric 
epithelial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homeostasis resul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Xuemei Liu

1,3
,Taolang Li

4
,Yunhua Li

3
,Jiaxing Zhu

3
,Guorong Wen

3
,Jiaxing An

3
,Hai Jin

3
,Dumin Yuan

3
,Zhiyuan 

Ma
4
,Ursula Seidler

2
,Biguang Tuo

1,3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unyi Medical college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Hannover Medical School 

3.Digestive Disease Institute of Guizhou Province 
4.Department of Thyroid and Breast Surger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unyi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 is an important precancerous lesions of gastric cancer, 
but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Slc26a9 is a member of Slc26a family 
with highly expression in the stomach, which is essential for maintain the parietal cell function and 
survival (Xu et al., PNAS 2008). Our previous study showed that loss of Slc26a9 result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gastric cancer (Liu et al., FASEB 2015). As CAG was 
considered as the early event of gastric cancer, so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Slc26a9 gen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AG. 
Methods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Slc26a9 deficiency promotes CAG, gene chip analysis, 
histopatholog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IHC)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in Slc26a9 wildtype 
(WT) and konckout (KO) mice. Functional analysis including gastrin and gastric acid secretion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were measured as well. Furthermore, Slc26a9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were detected by qPCR and Western-blot in human normal gastric epithelium and 
CAG tissu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Slc26a9 WT mice, all Slc26a9 KO mice displayed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which was in the setting of parietal cell loss, oxyntic gland atrophy and chronic 
inflammation, followed with TFF2-expressing and intestinal metaplasia. Meanwhile, over 
proliferation and inhibition of apoptosis of gastric epithelial cells were detected by Ki67 and Tunel 
stainning, suggested that deletion of Slc26a9 caused the disorder of gastric epithelial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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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 Moreover,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relative genes of P53 and Sonic 
hedgehog (Shh) signaling pathways were significantly down- regulated in Slc26a9 KO mice, 
which confirmed the results of gene chip analysis. Additionally, Ussing chamber and Two-photo 
confocal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gastric acid secretion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P<0.01), accompanying with hypergastrinemia, indicating that the disbalance of acid-
base homeostasis in the stomach. Consistent with animal experiment, human CAG tissues 
displayed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of Slc26a9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when compared with 
health control (P<0.05). Moreover, IHC analysis of human normal gastric epithelial (n=87), CAG 
(n=92), high grade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n=89) and gastric cancer (n=210) indicated 
progressive decrease in Slc26a9 expression, demonstrating that Slc26a9 deficiency is a key 
event of CAG progressing to gastric cancer. 
Conclusions Slc26a9 deficiency causes the abnormality of P53 and SHH signaling pathways, 
leads to the disorder of gastric epithelial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homeostasis, result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CAG. Slc26a9 may be a novel therapy target of CAG and it's 
essential for preventation of gastric cancer. 
 
 

PU-1226 

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性相关疾病的研究进展 

 
乔亚琴

1,2
,于晓辉

1
 

1.兰州总医院 

2.金昌市中心医院 

 

目的 幽门螺杆菌被列为一级致癌因子，是具有感染率高的慢性感染性致病菌。该菌不仅与慢性胃

炎、消化性溃疡、胃癌等多种胃肠道疾病的发病密切相关，还可能参与了多种胃肠道外疾病的发生，

如缺铁性贫血、过敏性紫癜、慢性荨麻疹、偏头痛、帕金森病等。 

方法 Hp 感染了全球半数以上的人口，大部分成人 Hp 是在儿童期获得，一旦感染，很少自然清除。 

结果 50%以上 Hp 相关疾病成人患者都是在儿童期感染了 Hp 而未得到及时根治所致。故儿童是受

Hp 侵袭最危险的人群。 

结论 本文就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流行病学、诊断方法及相关性疾病等方面予以综述  

 
 

PU-1227 

肠道准备患者舒适度的研究进展 

 
朱秀琴,王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护理人员在临床护理工作中，除了缓解疾病本身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外，还要在病情允许的情

况下，最大程度地提高患者的舒适体验，缓解或消除各种不适，进而体现―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

心‖的整体护理观。本研究将对肠镜诊疗前促进患者肠道准备舒适度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

此方面的研究及新的肠道准备方案的探索拓展思路。 

方法 肠道准备是电子肠镜、胶囊内镜检查、钡剂 X 线摄片及结直肠外科、妇科、泌尿科等手术前

准备的必要环节和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虽然研究者们一直在不断探索更理想的肠道准备方法，但

目前的肠道准备过程中，很多患者仍然存在不耐受，出现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舒适度体验较差，

进一步地影响了患者的依从性和肠道准备结果。本文就肠道准备过程中患者舒适度的影响因素及干

预措施展开综述。 

结果 道准备是肠镜检查的关键前期步骤，肠道清洁程度对肠镜检查效果起决定性作用。清洁的肠

道为顺利插镜、观察肠道粘膜、准确取得活组织标本、经肠镜切除息肉等诊疗活动顺利进行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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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条件，并且术后局部感染机会低。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单纯口服清肠药物的方法进行结肠镜

检查前的肠道准备，口服清肠药物包括甘露醇、中药制剂（番泄叶、大承气汤、蓖麻油等）、硫酸

镁、聚乙二醇、磷酸钠盐口服液等。在所有的清肠药物中，文献报道及临床使用最广泛的是复方聚

乙二醇电解质散剂等渗溶液（PEG-ELS，由 PEG-4000 与一定剂量的氯化钾、氯化钠、碳酸氢钠

和硫酸钠混合，加水后配成的 PEG 等渗性肠道灌洗剂），相关指南推荐的剂量是 PEG-ELS 2~3L，

有些文献报道的使用量更大，由此造成肠道准备过程中患者需要大量口服清肠药，引发后续的恶心、

呕吐、腹痛、腹胀等不良反应，影响了患者肠道准备过程中的耐受性和舒适度。而肠道准备的不适

和不便会进一步影响结肠镜检查的可接受性和参与度及患者的情绪。因此，学者们一直在进行持续

的研究，以探讨出更安全有效、不会引起患者不适，依从性好、价格适中的肠道准备方案。 

结论 在选择肠道准备方案时，综合考虑减少口服泻药的总量，分次口服，选择口感更好的药物或

者改善药物的口感，减少患者的饮食限制、使用二甲硅油，会有利于增加肠道准备过程中患者的舒

适度。 

 
 

PU-1228 

消化系统疾病并发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防治进展 

 
朱秀琴,程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消化道系统疾病的患者由于化学药物、高龄、长期卧床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是静脉血栓

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的高发人群. 而 VTE 如未及时发现和治疗, 不仅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增加住院天数及治疗费用, 甚至威胁患者生命安全. 本文笔者将对消化系统疾病并发

VTE 的发病机制、危险因素、评估工具和预防方法进行简要综述, 帮助临床医护人员正确进行积极

有效的预防及护理. 

方法 正确认识消化系统疾病患者 VTE 的发病机制、危险因素, 对其进行合理评估, 筛选高危人群, 

并进行积极有效的预防及护理是十分重要的. 本文笔者将对消化系统疾病并发 VTE 的发病机制、危

险因素、评估工具和预防方法进行简要综述. 

结果 消化道系统疾病的患者是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的高发人群, 正确

认识消化系统疾病患者 VTE 的发病机制、危险因素, 对其进行合理评估, 筛选高危人群, 并进行积极

有效的预防及护理是十分重要的. 

结论 近年来对于 VTE 发病机制及评估、预防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对消化系统疾病患者研究不多。

笔者认为，临床医务人员应加强对消化系统疾病患者并发 VTE 的防治工作，对重点人群加强观察、

评估，筛选出高危风险人群，监测血管 B 超及凝血功能；及早进行多学科合作规范处理， 以降低

VTE 发生率，提高医疗质量及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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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29 

荜铃胃痛颗粒联合奥美拉唑或莫沙必利治疗功能性 

消化不良的临床观察 

 
张兰芳,孙军 

锦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荜铃胃痛颗粒联合奥美拉唑治疗上腹痛综合征（EPS）患者以及联合莫沙必利治疗餐后

不适综合征（PDS）患者的消化道症状及焦虑抑郁评分改善情况，评价荜铃胃痛颗粒安全性和临床

疗效。 

方法 采用区组化随机、平行对照、单盲的研究方法。选取符合标准功能性消化不良（其中 61 例

EPS 患者，70 例 PDS 患者）患者区组化随机分配。EPS 治疗组给予荜铃胃痛颗粒 5 克/次，每日

3 次联合奥美拉唑 20 毫克/次，每日 1 次；EPS 对照组仅给予奥美拉唑。PDS 治疗组给予给予荜铃

胃痛颗粒 5 克/次，每日 3 次联合莫沙必利 5 毫克/次，每日 3 次；PDS 对照组仅应用莫沙必利。治

疗疗程均为 4 周。治疗前后观察并记录患者消化道症状评分及总积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评分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评价治疗前后消化道症状总积分及单项症状评分、临床

有效率、焦虑抑郁评分。 

结果 1.消化道症状比较：EPS 组和 PDS 组患者治疗前后消化道症状评分及消化道症状总积分上均

有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消化道症状积分：EPS 组和 PDS 组中治疗组与对

照组比较，四项消化道症状改善均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消化道症状总积分：EPS

组治疗组和对照组总积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DS 组治疗组和对照组总积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临床有效率比较：EPS 治疗组总有效率 96.55%，EPS 对照组总有效率 74.07%，EPS 组有效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DS 治疗组总有效率 78.79%，PDS 对照组总有效率 70.97%，

PDS 组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焦虑抑郁评分的改善：治疗前后 EPS 组与 PDS 组的 HAMA 评分、HAMD 评分与治疗前评分相

比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EPS 组和 PDS 组治疗组治疗后的 HAMA 评分与

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EPS 组和 PDS 组治疗组治疗后 HAMD 评分改善

优于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荜铃胃痛颗粒联合奥美拉唑或莫沙必利安全、有效改善上腹痛综合征亚型的临床疗效，对于

餐后不适综合征的改善没有统计学差异；荜铃胃痛颗粒联合奥美拉唑或莫沙必利有效改善功能性消

化不良亚型的抑郁评分，对改善焦虑评分效果不明显。 

 
 

PU-1230 

CK 联合 TACE 治疗合并扩张型心肌病的 HCC 

并肝内转移 1 例分析 

 
郑英,于晓辉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目的 分析 1 例合并扩张型心肌病的 HCC 并肝内转移通过放射性治疗联合 TACE 治疗病情得到有效

控制的临床价值。 

方法 给予改善心功能、分子靶向、免疫调节、抗病毒等综合治疗的同时行射波刀（CK）定位放疗。

定期复查期间又发现原 HCC 复发及其周围小癌灶。立即行 TACE，出院后继续分子靶向、免疫调

节、抗病毒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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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随访 20 个月肝脏未见明确新发癌灶，肝功能、心功能均稳定，HBV 病毒载量低于检测值，患

者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结论 对于有扩张型心脏病及心衰的中等以上无法手术的 HCC，应给予射波刀定位放疗和 TACE 联

合治疗，同时再给予免疫调节、分子靶向、抗病毒等药物综合治疗，是控制 HCC 复发及转移的有

效方案。 

 
 

PU-1231 

西甲硅油在结肠镜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蔡景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复方聚乙二醇联合西甲硅油在结肠镜检查术前肠道准备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17 年 6 月-2017 年 8 月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镜中心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

12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60 例。对照组患者单纯应用复方聚乙二醇行肠道准备，

观察组患者则在肠道准备中加服西甲硅油。分别记录两组患者的术前肠道泡沫祛除情况、肠道清洁

情况、肠道息肉检出率及检查时间。 

结果 观察组肠道祛泡优秀率为 95.00%，高于对照组的 61.67%,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观察组肠道清洁程度优秀率为 81.67%，略高于对照组的优秀率 76.67%，两组结果相似,两

组间肠道清洁情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息肉检出率 41.67%，高于对照组的

18.33%，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平均检查时间为 11.27±3.33 min,少于对照

组的平均检查时间 14.60±5.79min，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结肠镜检查前加服西甲硅油乳剂可明显减少肠道内的气泡量，提高视野清晰度,提高息肉检出

率，利于检查者的操作,缩短结肠镜检查时间，可广泛应用于结肠镜检查前的肠道准备中。 

 
 

PU-1232 

Gene Polymorphism and Functional Dyspepsia 
Susceptibilit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Lijun Du,Binrui Chen,Yawen Zhang,Ning Dai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Functional dyspepsia (FD)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hronic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with undefined mechanisms. The phenomenon that FD patients cluster in families 
supported the crucial role of genetic factor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FD. Several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have been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gene polymorphisms and FD 
susceptibility and gave inconsistent results.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of all available data to 
systematically clarify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gene polymorphisms and FD risk. 
Methods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computerized literature search from 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prior to April 2018 using the following keywords: ―functional dyspepsia‖ or 
―dyspepsia‖, and ―polymorphism‖, ―mutation‖, or ―variant‖.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as follows: (1) 
case-control studies or cohort studies evalu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y gene 
polymorphism and FD; (2) sufficient data on genotypic frequencies between all participants for 
estimating an odds ratio (OR) with a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and (3) studies with relate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limited to those using human subjects and containing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subjects. Two investigators extracted available data independently to make sure 
accuracy. ORs with 95% CI were calculated to assess the intensity of the association of related 
gene polymorphism and FD. P value <0.05 was defined 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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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irty case-control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present systematic review. Of all, 14 studies 
referred to GNB3 825C>T with a total of 1492 cases and 3206 controls, 5 studies referred to 
SCL6A4 5HTTLPR with a total of 428 cases and 1433 controls, 3 studies referred to CCK-1R 
779T>C with a total of 397 cases and 558 controls were further included into meta-analysis. Four 
different genetic models (allelic, dominant, recessive, and homozygote) were applied. GNB3 
polymorphism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ing risk of FD based on recessive (TT vs CC+CT, 
OR=1.20, 95% CI 1.01-1.43, P=0.04) and homozygote (TT vs. CC, OR=1.26, 95% CI 1.02-1.55, 
P=0.03) models. Furthermore, subgroup analysis identified TT and T-allele (TT+CT) genotypes 
both we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susceptibility to epigastric pain syndrome (EPS) compared 
with the CC and C-allele genotype. No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in any of four allelic genetic 
model of SCL6A4 with FD susceptibility. However, L-allele (LL+SL) genotype of SCL6A4 wa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EPS (OR=1.33, 95% CI 1.04-1.70, 
P=0.03) and postprandial distress syndrome (PDS; OR=1.25, 95% CI 1.03-1.52, P=0.04) 
compared to SS genotype respectively. Finally, recessive model (CC vs. TT+CT, OR=0.44, 95% 
CI 0.26-0.73, P=0.002) and homozygote model (CC vs. TT, OR=0.43, 95% CI 0.25-0.74, P=0.002) 
demonstrated CC genotype of CCK-1R i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ing risk of FD.  
Conclusions The available evidence of our meta-analysis has shown that there are associations 
between GNB3, SCL6A4, and CCK-1R polymorphisms and FD susceptibility. 
 
 

PU-1233 

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的相关因素 

 
殷楠楠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HLAP）的相关因素。 

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本院收治的急性胰腺炎患者 39 例，随机分为 3 组，其中包

括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HLAP）的患者 13 例，胆源性急性胰腺炎（BAP）9 例，其他原因引起

的急性胰腺炎 18 例。胆源性急性胰腺炎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对 HLAP 患者血尿淀粉酶、血脂和血

糖的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的总胆固醇（TC）和甘油三酯(TG)明显高于胆源性急性胰腺炎。

（P<0.05） 

结论 高脂血症特别是 HTG 和急性胰腺炎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且 HTG 为急性胰腺炎危险因素产生

的最主要原因。 

 
 

PU-1234 

光动力疗法治疗晚期上消化道肿瘤的临床研究 

 
陈士林 

鞍山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两种光敏剂介导的光动力疗法治疗晚期上消化道肿瘤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0 月入院的 62 例晚期上消化道肿瘤患者按光敏剂

种类分为两组。血卟啉单甲醚组均采用血卟啉单甲醚介导的光动力疗法治疗，血卟啉衍生物组采用

血卟啉衍生物介导的光动力疗法治疗，比较两组患者各类型上消化道肿瘤治疗效果评价、治疗前后

上消化道梗阻情况与不良反应等。 

结果 血卟啉单甲醚组疾病控制率（91.18%）明显高于血卟啉衍生物组（75.00%），存在明显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卟啉单甲醚组治疗后上消化道梗阻情况组间比较显著性优于血卟

啉衍生物组，存在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血卟啉衍生物组患者治疗期间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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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发生率（69.12%）明显高于血卟啉单甲醚组（46.13%），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血卟啉单甲醚介导的光动力疗法治疗晚期上消化道肿瘤的临床疗效更为显著，但存在一定不

良反应，应视情况给予权衡。 

 
 

PU-1235 

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出血 102 例临床诊治体会 

 
张孟,丁利敏,刘城,朴莲淑,王砚砚,于庆功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讨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出血（UGH）原因及临床治疗。 

方法  对 102 例 UGH 例患者行急诊内镜检查，分析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与非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原

因及治疗措施。 

结果 在 102 例中，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86 例（84.31%），门脉高压性胃病出血 16 例

（26.47%），其中消化性溃疡 9 例（8.82%），急性胃粘膜病变 7 例（6.86%）。单纯行止血药物

治疗 4 例（3.92%）；胃溃疡活动性出血钛夹止血 10 例（9.8%），食管硬化治疗 19 例

（18.63%），食管套扎 10 例 9.80%），胃底硬化剂+组织胶 36 例（35.29%），胃底硬化剂+组

织胶＋食管硬化（或套扎）21 例（20.59%）。有 2 例（1.96%）内镜治疗失败后转入外科行断流

术。 

结论 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 UGH 的主要原因，门脉高压性胃病出血位居 UGH 的第二位。及

时的胃镜检查有助于鉴别不同病因并行针对性治疗措施，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PU-1236 

Association of a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of IL-21 
Gene with Autoimmune Hepatitis type-1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Guangre Xu 

Department of Gastrology，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Autoimmune abnormalities appear to be major predisposing factors for Autoimmune 

Hepatitis（AIH） . Rs12508721 and rs2055979 of interleukin-21 (IL-21) gene polymorphisms 

have previously been investigated to be linked with autoimmune diseases.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role of IL-21 in AIH type-1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99 independent AIH type-1 patients and 249 unrelat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case-control association study. Two SNPs (rs12508721 and rs2055979) were 
genotyped by PCR-RFLP. 
Results The allele T frequency of rs1250872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IH type-1 patients than 
in controls (OR = 1.58, 95% CI = 1.18-2.11, P = 0.0021). The effect of dominant model (CC 
versus CT+TT, OR =1.83, 95CI=1.24-2.69, P =0.0021) was observed. Distributions of allele and 
genotype frequencies of the SNP rs2055979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AIH type-
1 patients and control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polymorphism of IL-21 ge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sceptibility to AIH type-1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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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37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modification enhances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bone marrow stem cell therapy against 

CCl4-induced liver cirrhosis in rats 

 
Yichi Zhang,Ruini Li,Weiwei Rong,Mingzi Han,Chenghu Cui,Zhenning Feng,Xiaoli Sun,Shizhu Ji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Liver cirrhosis is one of the most refractory chronic liver diseases. Current treatment 
options for this condition are limited and unsatisfactory. In the present study, bone marrow stem 
cells (BMSCs) from host rats were engineered to overexpress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HGF) via 
a viral vector (cytomegalovirus) tagged with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EGFP). The effects of 
venous transplantation of these modified stem cells (HGF-BMSC group) on liver cirrhosis were 
examined. 
Methods Rats treated with CCl4 using histological, biochemical and serological methods; these 
rats were compared to rats treated with BMSCs and HGF alone or rats left untreated as controls. 
Localisation of EGFP-tagged BMSCs in the injured liver was verified microscopically, and the 
cells were shown to co-express 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4ɑ, albumin and cytokeratin 18. 
Results 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were detected in liver lysates at four weeks post-cell 
therapy and were elevated in the HGF-BMSC, BMSC and HGF groups, while serum levels of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nd total bilirubin were decreased during 
the 4-week therapy.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BMSC transplantation and HGF application have 
potential therapeutic value for hepatic fibrosis. 
 
 

PU-1238 

白藜芦醇对溃疡性结肠炎小鼠结肠黏膜氧化 

应激水平及 SIRT3 表达的影响 

 
马升高

1
,孙倩

2
,郭保华

1
 

1.铁岭市中心医院 

2.原沈阳军区总医院实验动物科 

 

目的 研究白藜芦醇对溃疡性结肠炎（UC）小鼠结肠黏膜氧化应激水平以及乙酰化酶 3(SIRT3) 表

达的影响。                       。 

方法 采用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ulfate Sodium，DSS)制作 UC 小鼠模型，40 只雄性小鼠随机分

为四组：正常对照(NC)组、模型(MD)组、低剂量治疗组(RLD)、高剂量治疗组(RHD)。造模 7d 后

同时停止使用造模药物，随后 RLD 组及 RHD 组给予白藜芦醇治疗 7d，NC 组及 MD 组给予生理盐

水 7d。14d 后处死小鼠，取结肠组织行 HE 染色，并检测结肠黏膜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

甘肽过氧化物酶(GSH)，活性氧(ROS)活性及丙二醛( MDA)含量；采用 PCR 及 Western-blot 检测

SIRT3 的 mRNA 及蛋白的表达量    。 

结果 与对 NC 组对比，MD 组 GSH、SOD 以及 SIRT3 活性显著降低，而 MDA 以及 ROS 含量升

高; 白藜芦醇治疗后，GSH、SOD 活性以及 SIRT3 升高，MDA 以及 ROS 含量降低(p＜0.05)，且

RHD 组效果优于 RLD 组。                                    。 

结论 白藜芦醇可通过上调结肠黏膜 SIRT3、GSH、SOD 以及下调 MDA、ROS 从而降低粘膜氧化

应激水平，进而对 UC 发挥一定的治疗作用，且其效果呈剂量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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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39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对胃癌术后患者 CRP 影响的探 

 
马升高 

铁岭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胃癌患者术后早期应用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ω-3 PUFA）对 C-反应蛋白（CRP）的影

响和可能的机制及其对胃癌患者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外科行胃癌手术的患者 44 例，术后随机分为 A、B

两组，A 组（21 例）方式为肠内营养（EN）+肠外营养（PN）；B 组（23 例）方式为 EN+ 

PN+ω-3 PUFA，从术后第 2 天开始应用 EN+ω-3 PUFA。检测术后半小时及术后第 4、6 天各患者

的 CRP 值。 

结果 4 例患者因不能耐受 EN 及腹腔内感染而退组，两组患者的 CRP 值均高于正常的参考值；术

后半小时的 CRP 值，两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第 4 天，B 组患者 CRP 值升

高较 A 组明显（P<0.05）；术后第 6 天，B 组 CRP 下降幅度较 A组大（P<0.05）。 

结论 胃癌术后患者早期应用 ω-3 PUFA 对 CRP 的影响可能是一过性升高，随后下降，其具体的作

用机理需进一步研究；但尚不能肯定 ω-3 PUFA 是否能改善胃癌预后 

 
 

PU-1240 

十二指肠主乳头异位一例报告 

 
张志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加强对十二指肠主乳头异位的认识，有助于提高 ERCP 的成功率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报告十二指肠主乳头异位一例 

结果 患者，男，54 岁，因―反复皮肤巩膜黄染半年余‖入院。患者半年前出现皮肤巩膜黄染，至当

地医院诊治，查血胆红素 99umol/L，MRCP 示：胆总管多发结石并扩张，经保守治疗好转，后前

述情况反复发生多次。现为行 ERCP 取石术，遂来我院。既往无特殊。入院后行全麻下 ERCP 取

石术，术中可见十二指肠球部粘膜充血、水肿，球腔变性，前壁可见假性憩室形成，球部近上角处

管腔狭窄，内镜尚可勉强通过，于十二指肠降部反复进退镜观察均未见主乳头开口，缓慢退镜至十

二指肠球部狭窄处近侧见主乳头开口部，后导丝引导下切开刀至胆管内，显影透视下可见胆总管中

上段明显扩张，其内见一大小约 0.8×1.2cm 充盈缺损影，后行球囊十二指肠乳头扩张术及取石碎石

一体式网篮机械碎石术，胆管内充盈缺损消失，留置鼻胆管引流通畅，镜检结论：1.完成

ERCP+ERBD+胆管机械碎石、取石术+ENBD；2.胆总管结石；3.十二指肠异位主乳头；4.十二指

肠球部狭窄；5.十二指肠球部假性憩室形成。十二指肠主乳头异位发生率约为 5‰，异位部位多以

球降交界处和球部多见，加强对十二指肠主乳头异位的认识，有助于提高 ERCP 的成功率和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 

结论 十二指肠球部狭窄处近侧见主乳头开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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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1 

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的临床筛查 

 
刘冰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消化道肿瘤的发病率在肿瘤疾病中名列前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以预防肿瘤和降低肿

瘤死亡率。 

方法 临床资料：对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2016-2017 年 2 年住院患者符合消化道早癌（食

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筛查对象者进行胃镜、结肠镜筛查，观察阳性率。胃镜筛查者

共 430 人，其中男性 218 人，女性 212 人。结肠镜筛查者 323 人，其中男性 163 人，女性 160 人。

年龄 40-83 岁。 

结果 消化道早癌筛查数从男、女性别比例方面大致相当，但是男性的食管癌、结直肠癌及癌前病

变的检出率均高于女性。 

消化道早癌筛查基本情况：按照检出率排序，第一位是结直肠癌前病变，第二位是结直肠癌，第三

位是食管癌、胃癌。 

结论 消化道是人体重要器官之一，随着人们饮食习惯及生活环境改变，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

以及人口老龄化现状，消化道肿瘤的发病率在肿瘤疾病中一直名列前茅。  

1.EMR 及 ESD 手术日渐成熟，与传统外科手术相比，内镜下切除具有创伤小、并发症少、恢复快、

费用低等优点，疗效相当。5 年生存率均超过 90%。因此，早期发现肿瘤可避免传统手术对于胃及

肠道部分切除的风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节约国家医疗资源。所以，消化道早癌的筛查是极其

重要的。 

2.两年住院患者的消化道早癌筛查可以看出，肿瘤及癌前病变的发病率高，且有年轻化趋势。此外，

消化道肿瘤有―重男轻女‖现象。美国研究学者从遗传学角度找到了答案，说―女性患癌风险之所以低

于男性，是因为女性特有的 X 染色体上携带抑癌基因‖。《2015 年浙江省肿瘤登记年报》也验证了

此说法。另外，更多的还与男性的生活方式有关。男性爱喝酒、吸烟，饮食不规律等等。所以，建

议改善饮食结构，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预防意识，早防早治，从根本上降低消化道早癌的患

病率。 

 
 

PU-1242 

Postprandial Proximal Gastric Acid Pocket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Esophageal Acid Reflux in Barrett’s 

Esophagus Patients 

 
Yuanyuan Nian

1
,Jing Wu

2
,Xue-qin Wang

2
,Fu-chu Jing

2
,Jun Zhang

2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he Baotou Medical College. 

2.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h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detect postprandial proximal gastric acid pocket (PPGAP)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gastroesophageal acid reflux, subjective symptoms, obesity and the length of Barrett esophagus 
(BE) in  BE patients. 
Methods BE patients with columnar lined esophagus (CLE) at least 1cm long were recruited 
to this study. Time, length, and pH values of PPGAP, gastric pH during fasting, and esophageal 
acid reflux were detected by traction of the single pH electrode and 24h-pH monitoring. 
Preprandial/postprandial gastroesophageal acid and bile refluxes were recorded and analyzed. 
Results  1) Profile of PPGAP in the BE patients: among the 16 BE patients who were checked for 
PPGAP, except for one with a lower level of gastric acid, the others had PPGAP with different 
severity. PPGAP extended proximally from the gastroesophageal pH junction, while a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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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cid was generally found in the distal segment of PPGAP. When PPGAP reached the 
maximum range, the level of acid kept increasing until a peak was reached. Then PPGAP 
gradually shrunk to a normal size from the proximal segment with declines in both length and 
acidity. A lower level of acid was detected in the esophagus above the acidified part of PPGAP. 2)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time and the length of PPGAP and the lowest pH. 
3)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also found between the length and the acidity of PPGAP 
and esophageal acid reflux. The acidity of PPGAP was correlated with GerdQ and DeMeester 
scores, and the lowest pH of PPGAP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gastric pH in fasting. 
4) In the patients with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 the frequency of pathological 
acid reflux in postprandial intervals was more than 2-fold higher than that in preprandial intervals, 
and postprandial acid reflux was mostly frequent in a short segment and gastroesophageal bile 
reflux mostly found before meals.  
Conclusions  PPGAP is commonly seen in BE patients. It extends from the gastroesophageal 
pH junction to the near end with acidity reduction. After reaching a peak in both length and acidity, 
PPGAP gradually shrinks to a normal size from the proximal side. The older and longer PPGAP is, 
the higher the acidity is. The length and the acidity of PPGAP are in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sophageal acid reflux and the subjective symptoms, demonstrating that PPGA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sophageal acid reflux and the related symptoms, and there is a direct effect of 
the level of gastric aci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everity of PPGAP. It appears a synchron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PPGAP and esophageal acid reflux. 
 
 

PU-1243 

BE、RE 和 NERD 患者的胃食管反流特点 

---应用食管 pH-阻抗监测的研究 

 
张玉萍

1
,王学勤

2
,年媛媛

2
 

1.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应用食管 24h pH-阻抗（multichannel intraluminal impedance and pH, MII-pH）等检查方法，

分析具有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典型症状、并且食管 MII-pH

检查结果异常的 GERD 患者，比较分析其各亚型，即 Barrett 食管（Barrett esophagus，BE）、

反流性食管炎（reflux esophagitis，RE）和非糜烂性胃食管反流病（non-erosive 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NERD)患者的胃食管反流特点。 

方法 入选具有典型胃食管反流症状（烧心/反流），并且食管 24 小时 MII-pH 检查结果异常的

GERD 患者，根据内镜检查结果分为 BE、RE、NERD 三组，收集患者 24 小时的食管 pH-阻抗信

息，应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组间 Mann Whitney 检验、多因素方差分析，P < 0.05 认为具有

统计学差异。 

结果 共入组 103 例具有典型反流症状且 MII-pH 监测阳性的 GERD 患者，其中有 15 例 BE 患者、

32 例 RE 患者、56 例 NERD 患者。三组患者的平均年龄、性别构成、以及 BMI无显著差异性。将

三组患者的各项胃食管反流指标数值进行 Mann-Whitney 检验，显示 RE、BE 患者的 DeMeester

评分、pH<4 反流时间百分比、长反流周期数显著高于 NERD 患者，具有显著性差异。BE 患者的

反流周期数显著多于 RE 和 NERD 患者，具有显著性差异。阻抗相关指标在三组患者之间均没有统

计学差异。 

结论 与 NERD 相比，酸反流对于 RE 和 BE 具有更重要的致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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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4 

Evaluation of the ultrastructure of intestinal mucosa of 
diarrho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dongyan zhao

1,2
,Qingqing Qi

2
,Xin Long

2
,Xia Li

2
,Feixue Chen

2
,Yanbo Yu

2
,Xiuli Zuo

2
 

1.Puyang Oilfield General Hospital 
2.Qilu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re was evidence for impaired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diarrhoea-predominant IBS (IBS-D).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of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in IBS-D patients. 
Methods In total, 20 healthy controls and 21 IBS-D patients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he 
mucosa of each patient’s recto-sigmoid colon was first assessed by confocal laser 
endomicroscopy (CLE) and then biopsied specimens of these sites were obtained. Intestinal 
tissues of IBS-D patients and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examined to observe cellular changes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Expression of tight junction proteins (occludin and ZO-1) 
was evalua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CLE study showed no visible epithelial damage or inflammatory changes in the colonic 
mucosa of IBS-D compared with healthy volunteers. On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patients with IBS-D displayed profound alterations in intercellular junctional 
complexes, apparently due to damage of the epithelium with dilat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desmosomes and adherens junctions, widened tight junctions space,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abnormal expressions of occludin and ZO-1. In addition, microvillus exfoliation, formation of 
extracellular vesicles, necrotic  epithelial cells and increased presence of multivesicular bodies 
were visible in some samples. Some of them in our knowledge had not been described before. 
Conclusions Our study showed ultrastructural alterations in the architecture of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and intercellular junctional complexes in IBS-D patients, which might represent a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in IBS-D. 
 
 

PU-1245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性 

 
王砚砚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0 月～2017 年 10 月就诊于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诊及住院确诊为 NAFLD

受试者共 260 例作为实验组。随机选取与 NAFLD 组同一时期例数相同的腹部超声肝脏形态正常者

作为对照组共 260 例。所有受试者一般数据完整、进行 14C-尿素呼气试验检测 Hp 及腹部超声检

查，年龄≥18 岁。应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Hp 感染状态与 NAFLD 的关系。 

结果 两组 Hp 总感染率为 56.3％，NAFLD 组 Hp 感染率为 65.4％，明显高于对照组 47.3％

(P<0.01)；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Hp 感染、WHR、BMI、LDLC 与 NAFLD 密切相关。其中 Hp

感染与 NAFLD 呈正相关(OR=3.66)。 

结论 Hp 感染是 NAFLD 的危险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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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6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the elderly 

 
Lihua Deng,Jiaojiao Li,Yanan Wei,Lingxia Chen,Jie Liu,Jingtong Wang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Geriatrics 

 
Objective Up to now,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MS and its elem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ognitive impairment. Since NAFLD was regarded as an element of MS in liver 
and they share a lot of similarities in pathogenesis, it is fair to hypothesize that NAFLD is also 
related to cognitive impairment. Howe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AFLD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the elderly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had not been revealed. Considering the 

elderly is the major population affected by cognitive impairment，and we lack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serious cognitive impairment as dementia, MCI may be a good period to prevent serious 
cognitive impairment, w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AFLD and MCI and the 
possible underlying mechanisms in the elderly. 
Methods A total of 392 elderly objects (60 years), with and without NAFLD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nd were subdivided into NAFLD group (n=191) and non-NAFLD group (n=201). Their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medical history, medications，blood pressure, body mass index (BMI), liver 

function, kidney parameters, glucose metabolism parameters，serum lipid profile, NAFLD fibrosis 

score and carotid plaques were collected,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AFLD and MCI. 
Results Detection rate of MCI in NAFLD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NAFLD 

group (19.9% vs 10.4%, 2=6.837 ， P=0.009); and NAFLD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R=2.625 ，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250-5.512 ，P=0.011) for MCI after adjusting 

confounding variables such as age, gender, educati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its risk factors. 

In addition，female (OR=2.775，95%CI 1.363-5.651，P=0.005), unstable plaques of carotid 

(OR=2.736, 95%CI 1.131-6.620, P=0.026), history of stroke (OR=4.122, 95%CI 1.374-12.363, 

P=0.011), serum albumin (OR=0.908, 95%CI 0.840-0.982 ， P=0.015), fast serum glucose 

(OR=1.268，95%CI 1.076-1.493, P=0.004), serum AST/ALT ratio (OR=2.984, 95%CI 1.370-

6.500，P=0.006) were also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MCI in the elderly. Among them, 

female, unstable plaques of carotid, a history of stroke, higher levels of fasting serum glucose and 
AST/ALT ratio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MCI in the elderly. 
Conclusions NAFLD i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MCI in the elderly. 
 
 

PU-1247 

老年人群 NAFLD 患者中，肠道菌群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探究 

 
邓利华,李娇娇,魏雅楠,陈陵霞,刘杰,王晶桐 

北京人民医院老年科 

 

目的 研究提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与认知功能相关。目前大量研究证实 NAFLD 患

者伴随着肠道菌群紊乱，动物实验证实肠道菌群紊乱与认知功能相关，关于 NAFLD 患者中，肠道

菌群与认知功能的关系，研究较少。严重认知功能障碍如痴呆等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案，轻度认知功

能障碍（MCI）期干预可能能逆转认知功能障碍的病程。故本研究拟在老年 NAFLD 患者中，探究

肠道菌群与 MCI的关系。 

方法 入组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的老年 NAFLD 患者（48 例）及非 NAFLD（47 例）人

群为研究对象，检测研究对象外周血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浓度，同时 real-time PCR 方法测定特定肠道菌群 [总菌 total bacteria、乳酸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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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tobacillus 、 埃 希 氏 菌 属 Escherichia coli 、 肠 球 菌 属 Enterococcus 、 双 歧 杆 菌 属

Bifidobacterium、梭菌属（IV 和 XIV 簇）Clostridium cluster IV and XIV、拟杆菌属 Bacteroides、

放线菌门 Actinomycetes]拷贝数，计算各菌属百分比。采集临床资料，全面评估研究对象神经精神

状态及认知功能情况。根据神经心理评估结果，两组研究对象分别分为 MCI 和认知正常组

（normal cognition, NC）。分析对比老年 NAFLD 患者及非 NAFLD 人群中，外周血上述肠道菌群

百分比与 BDNF 及认知功能评分的相关性，探究老年人群 NAFLD 患者中，肠道菌群与认知功能评

分及 BDNF的相关性及特点。 

结果 在老年人群 NAFLD 患者及对照组中，MCI与 NC 人群上述检测的肠道菌群百分比、BDNF 浓

度未见明显差异。老年人群 NAFLD 患者中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外周血 BDNF 浓度与放线菌门

Actinomycetes 百分比（ r=0.391，P=0.048）、乳酸菌属 Lactobacillus 百分比（ r=0.426，

P=0.003）呈正相关。在非 NAFLD 人群中的相关性分析中，未见上述菌群百分比与 BDNF 及认知

评估明显相关。 

结论 对于老年人群 NAFLD 患者，特定的肠道菌群与外周血 BDNF 浓度相关，此相关性未在非

NAFLD 人群中发现。提示老年人群 NAFLD 患者中，肠道菌群与神经营养因子的作用可能存在一

定特殊性。 

 
 

PU-1248 

microRNA-100 在胃癌患者血浆中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的研究 

 
张铭 

西安市红会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胃癌患者血浆中 microRNA-100 的表达水平，研究其与性别、年龄、肿瘤直径、淋

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及 TNM 分期的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方法  采用茎环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方法检测 40 例胃癌患者和 40 例正常对照组患者血浆中

microRNA-100 的表达水平，并统计分析 microRNA-100 与性别、年龄、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

远处转移及 TNM 分期各临床参数之间的关系。 

结果 胃癌患者血浆中 miR-100 表达水平（0．35±0．21），正常对照组血浆中 miR-100 表达水平 

（0.58±0.18），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胃癌患者组 miR-100 表达水平明显降低，二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 0．01)。 

胃癌患者血浆中 miR -100 表达水平在不同年龄、性别及肿瘤直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而有淋巴转移及远处转移的胃癌患者血浆中 miR-100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无淋巴转移、无

远处转移的患者，二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Ⅲ/Ⅳ期胃癌患者血浆中 miR-100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 I /Ⅱ期胃癌患者，二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结论 在胃癌患者血浆中 microRNA-100 表达水平明显下降，其表达水平与肿瘤淋巴结转移、远处

转移及 TNM 分期相关。 

 
 

PU-1249 

microRNA-181b 在胃癌患者血浆中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的研究 

 
张铭 

西安市红会医院 

 

目的 通过对胃癌患者血浆中 microRNA-181b 表达水平的检测，与正常对照组进行对照研究，并进

一步探索其与性别、年龄、肿瘤直径、淋巴转移、远处转移及 TNM 分期的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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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茎环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方法检测 40 例胃癌患者和 40 例正常对照组患者

血浆中 miR-181b 的表达水平，并统计分析 miR-181b 与患者性别、年龄、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

远处转移及 TNM 分期各临床参数之间的关系。 

结果 胃癌患者血浆中 miR-181b 表达水平(0．62±0．24)，正常对照组血浆中 miR-181b 表达水平

( 0．35±0．1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胃癌患者组 miR-181b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二者之间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1)。 

胃癌患者血浆中 m iR -181b 表达水平在不同年龄、性别及肿瘤直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而有淋巴转移及远处转移的胃癌患者血浆中 miR-181b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无淋巴转移、无

远处转移的患者，二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Ⅲ/Ⅳ期胃癌患者血浆中 miR-181b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 I /Ⅱ期胃癌患者，二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在胃癌患者血浆中 miR-181b 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其表达水平与肿瘤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

及 TNM 分期相关。 

  
 

PU-1250 

催产素受体在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中的研究 

 
陈俊杰

1
,杨长青

1
,张晓俊

2
,柯少雄

1
,盛淑婷

1
,魏子白

1
 

1.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2.长治卫校附属医院病理科 

 

目的 探讨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结肠粘膜催产素受体（OTR）的表达,以及其与 IBS 亚型、症

状严重程度、伴随精神障碍的相关性 

方法 根据罗马 III 诊断标准以 IBS 患者 27 名为研究对象，其中腹泻型（IBS-D）15 名，混合型

(IBS-U) 12 名，对照组 14 名（健康体检者）。通过结肠镜用活检钳在距肛门口 20cm 处钳取结肠

组织 1 块，用免疫组化测定 OTR 的表达。本实验的相对应的数据均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实验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x± s），多组间比较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进

行 t 检验或卡方检验，两两之间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或 Spearman 相关分析, p<0.05 统计

学意义。 

结果 1.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年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t=-0.239, p>0．05)，两组性别构成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X2=0.114，p>0．05)。 IBS-D 组与 IBS-U 组两组年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t=-

0.169, p>0．05)，两组性别构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3.308，p>0．05)，两组 IBS 患者病情

严重程度调查表（IBS-SSS）评分无明差异((t=-0.183, p>0．05)；两组精神心理状态无明差异

(X2=0.898，p>0．05)。2.正常对照组结肠粘膜切片平均光密度：0.1101±0.026，IBS-D 组结肠粘

膜切片平均光密度：0.1581 ±0.034,IBS-U 组结肠粘膜切片平均光密度：0.1627 ±0.035 三组相比有

统计学差异，IBS-D 组与 IBS-U 组两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F=10.996， p < 0. 01）3.OTR 表达与

IBS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调查表（IBS-SSS）评分无明显相关性（ p >0. 05）；与精神心理状态无明

显相关性（ p >0. 05）。 

结论 IBS 患者和对照组结肠粘膜均有 OTR 表达，与正常对照组相比，IBS 患者 OTR 表达上调，但

是在 IBS-D 和 IBS-U 亚型中 OTR 表达无明显差异。IBS 患者结肠粘膜 OTR 表达与 IBS 严重程度、

精神心理状态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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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51 

消化内镜在炎症性肠病诊治中的应用探究 

 
姜哲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究炎症性肠病采用消化内镜的诊断与治疗价值。 

方法 选取本院 2016 年 3 月~2017 年 7 月收治的 46 例炎症性肠病患者临床资料，全部患者都存在

腹痛以及腹泻等症状表现，都接受消化内镜检查，并对患者的诊断符合率与治疗总有效率予以总结。 

结果 全部患者中，病理活检结果诊断有克罗恩病 10 例，溃疡性结肠炎 36 例，消化内镜检查结果

显示，克罗恩病 7 例，符合率 70.00%，溃疡性结肠炎 33 例，符合率 86.84%；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中，有 34 例患者予以药物治疗，2 例患者予以手术治疗，克罗恩病患者都有一定的并发症，对患

者进行病变切除术治疗，其中治疗显效 27 例，有效 15 例，治疗总有效率为 91.30%。 

结论 炎症性肠病采用消化内镜的诊断与治疗价值显著，可使患者的诊断符合率与治疗总有效率显

著提高，在临床上有推广价值。 

 
 

PU-1252 

肝硬化并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后出血的预防 

 
汪安江,朱萱,李弼民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预防肝硬化并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后早期出血。 

方法 改善肝功能；密切监测两个再出血高峰期；避免急诊套扎；改善凝血功能；提高血小板数量；

若合并胃静脉曲张，同时处理食管静脉曲张和胃静脉曲张；套扎术后复查胃镜并且必要时干预。 

结果 既往研究提示 1.改善肝功能；2.密切监测两个再出血高峰期；3.避免急诊套扎；4.改善凝血功

能；5.提高血小板数量；6.若合并胃静脉曲张，同时处理食管静脉曲张和胃静脉曲张能显著降低套

扎术后早期再出血；我们最新的随机对照研究发现：1.肝硬化并重度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后复查无

痛胃镜是安全的，不会造成严重不良反应；2.复查胃镜并根据胃镜下表现给予内镜和/或药物干预可

有效降低出血率和出血相关死亡率；3.肝功能差、套扎时有活动性出血以及套扎后无法持续服用

NSBB 的患者是套扎术后出血的高危患者。 

结论 套扎术后可能发生早期再出血，且可能是致死性的；套扎术后应妥善管理术后出血高危因素，

且相关药物（包括 PPI 和血管活性药物）使用非常关键；套扎术后复查无痛胃镜是安全的，根据内

镜下表现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可有效降低早期出血率和出血相关死亡率；套扎术后溃疡形成后再使

用 PPI和奥曲肽可有效降低套扎术后早期再出血率和出血相关死亡率。 

 
 

PU-1253 

结直肠癌患者口服化疗药依从性与健康信念相关性的研究 

 
徐丹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化疗不同时期结直肠癌患者口服化疗药依从性与健康信念的相关性，以期为临床实践中

提高结直肠癌患者口服化疗药依从性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纵向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运用 Morisky 药物依从性量表、Champion

健康信念模式量表对 132 例结直肠癌口服化疗药患者进行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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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化疗早、中期，口服化疗药依从性与感知到的严重性呈负相关(P<0.01)，与感知到的益处呈正

相关（P<0.05）；化疗晚期，依从性与感知到的障碍维度呈正相关（P<0.01）。 

结论  患者感知到疾病越严重、治疗的益处越小、治疗的障碍越大，依从性越差，医务人员应帮助

患者正确认识自身疾病以及治疗对疾病的益处，使患者树立疾病治疗和健康的信心，从而提高患者

的口服化疗药依从性。 

 
 

PU-1254 

探讨消化道早癌应用消化内镜技术的诊断价值 

 
姜哲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究消化内镜技术在消化道早癌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本院 2014 年 4 月~2017 年 4 月收治的 42 例接受消化内镜诊断与治疗的消化道早癌患者

作为观察组，并选取同一时期接受传统内镜技术诊断与常规外科手术治疗的 37 例消化道早癌患者

作为对照组，并对两组患者的诊断准确率与治疗总有效率进行比较。 

结果 观察组患者检出早期食管癌、早期胃癌、早期大肠癌分别有 9 例、13 例、18 例，诊断准确率

95.24%；对照组患者检出早期食管癌、早期胃癌、早期大肠癌分别有 6 例、9 例、12 例，诊断准

确率 72.97%%，观察组患者诊断准确率明显比对照组高，（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显效 12

例，有效 20 例，所占比例分别为 28.57%、47.62%，总有效率 76.19%；对照组患者治疗后显效 7

例，有效 10 例，所占比例分别为 18.92%、27.03%，总有效率 45.9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有

效率明显比对照组高，（P<0.05）。 

结论 消化内镜技术在消化道早癌中的应用价值显著，可使患者的检出率的明显提高，对治疗效果

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PU-1255 

RGC-32 induces EMT of pancreatic cancer in vivo 

 
Liang Zhu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investigate the induction of transi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to epithelial mesenchyme by RGC-32. 
Methods Primary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 BxPC-3 was transfected with lentivirus 
overexpressing the response gene to complement-32 gene (RGC-32) and used to induce tumor 
in mice. The tumor sizes were measur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cytokeratin, E-cadherin and 
vimentin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was investigated immunologically or using PCR.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mice inoculated with the cells transfected with empty vector 
had similar tumor size while those inoculated with the cells transfected with RGC-32 expressing 
virus had significantly greater tumor size. HE staining showed that tumors were formed in all 
treatments. Molecular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cytokeratin, E-cadherin and vimentin genes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between control and 
empty vector groups. However, mice derived from cells transfected with RGC-32 expressing virus 
had reduced cytokeratin and E-cadherin expression and increased vimentin expression.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RGC-32 promotes the prolifera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and induces th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Conclusions It would be a future direction of research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signal molecules downstream RGC-32 on EMT-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deliber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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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RGC-32 in tumorigenicity. As a result, RGC-32 may become a new therapeutic target for 
cancers. 
  
 

PU-1256 

PHQ-9 和 GAD-7 量表在功能性胃肠病患者精神 

心理评测的应用研究 

 
李金英,梁列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应用中文翻译版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和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评估功能性

胃肠病（FGIDs）患者的抑郁、焦虑状况，探讨这两类量表在 FGIDs 患者中的适用性。 

方法 收集于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住院并经消化内科

医师明确诊断为 FGIDs 的患者，并按疾病发生的器官区域将所有入选的患者分为功能性食管病组、

功能性消化不良（FD）组、功能性肠病组。在患者知情同意前提下，采集患者的人口学资料、临

床资料，患者同时完成中文版 PHQ-9、GAD-7、Zung 抑郁和焦虑自评量表（SAS、SDS）的内容，

由临床心理科医师对所入选的 FGIDs 患者进行面对面访谈，依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IV 中抑郁和焦虑症状学的诊断标准进行判断 FGIDs 患者是否合并焦虑、抑郁。对所得的临床

资料及心理测评量表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FGIDs 患者共 117 例，分为功能性食管病组 23 例，FD 组 59 例，功能性肠病

组 35 例。其中包括男 38 例，女 79 例，平均年龄为（9.6±11.5）岁。患者的性别、年龄、民族和

文化程度对中文版 PHQ-9 和 GAD-7 的评分结果均无显著影响（P＞0.05）。PHQ-9 和 GAD-7 量

表对 FGIDs 患者的抑郁、焦虑检出率分别为 80.3%和 85.5%，均明显高于 SDS 的 55.6%与 SAS

的 58.1%（P＜0.05）。PHQ-9、GAD-7 量表对 FGIDs 患者是否存在抑郁、焦虑的识别与临床心

理医师判断一致的符合率分别为 78.6%和 71.8%,也均高于 SDS 的 53.8%及 SAS 的 58.1%（P＜

0.05）。在不同亚型的 FGIDs 患者中 PHQ-9 和 GAD-7 对抑郁和焦虑的检出率均无显著差异（P＞

0.05）。 

结论 ①FGIDs 患者与抑郁和（或）焦虑共病的发生率高；②中文版 PHQ-9、GAD-7 量表可以有效

地筛查和评估 FGIDs 患者抑郁、焦虑状况，并具有简单、易行、可靠的特点。 

 
 

PU-1257 

影响登革热肝损害的相关性研究 

 
黄文恒,罗肇文,朱明古,郑小羡,叶凤君,罗学章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附属陈村医院 

 

目的  回顾分析登革热合并肝脏功能损害的相关因素。 

方法 对 2014 年～2017 年本院收治的 908 例登革热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通过对登革

热患者年龄、血常规、肝功能、心功能、离子及是否存在高血压等基础病，分析登革热并发肝脏功

能损害的相关因素。 

结果 登革热患者肝功能损害的因素有：老年人组发生肝功能比儿童发生时间短；青年组 ALT 比老

年组及儿童组升高明显，中年组 ALT 比儿童组升高明显；青年组 AST 比老年组升高明显；儿童组

TBIL 比青年组及老年组升高明显。高血压组比非高血压组在 ALT、AST 升高中有显著差异。登革

热患者并发肝功能的损害与心功能损害呈正相关。患者 ALT、AST 升高与 PLT 低值呈负相关；

TBIL 与 WBC 低值呈负相关。肝功能损害指标与血常规中红细胞、血红蛋白及白细胞回升时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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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回升时间均无明显相关性。登革热患者并发肝功能的损害与发热天数呈正相关；肝功能损害与

峰热及皮疹时间无明显相关性。血钾水平与肝功能损害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患者年龄、有高血压基础病、合并心功能损害、发热时间长短，白细胞及血小板下降幅度等

与登革热发生肝损害具有相关性，而与峰热、皮疹时间、红细胞、血钾、白细胞回升时间、血小板

回升时间等无明显相关性。 

 
 

PU-1258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营养状态和代谢组学的初步研究 

 
叶青,张磊,王昕,韩涛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 患者的体成分分析及血清代谢轮廓的变化，分析

NAFLD 患者的营养状态及血清代谢特点，筛选特征性代谢产物，为临床评估及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于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科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就诊的 B 超符合中度脂肪肝以

上的 NAFLD 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限制在 25-45 岁，分为肥胖 NAFLD 组 205 例，非肥胖 NAFLD

组 73 例，以 50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应用人体成分分析仪（多频生物电阻抗法）分析患者及对

照的体脂肪、骨骼肌、蛋白质含量及内脏脂肪面积（VFA）的变化；随机抽选肥胖 NAFLD 患者 25

例，非肥胖 NAFLD 患者 22 例及健康对照 29 例，应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UPLC-MS）

平台进行血清样本分析。采用基于模式识别的多元统计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并对差异性代谢物的变

化趋势进行分析，筛选特征性代谢产物。 

结果 肥胖 NAFLD 组、非肥胖 NAFLD 组与对照组相比，其血清 ALT、TG、TC、LDL、FBS、UC

的水平显著升高（均 P <0.05）。 

人体成分分析显示：骨骼肌含量在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67；肥胖 NAFLD 组患者的

ICW、ECW、蛋白质、体脂肪含量较非肥胖 NAFLD 组及对照组均明显增加（均 P<0.01），但在

非肥胖 NAFLD 组和对照组之间均无明显差异；VFA 则在三组间均有统计学差异，非肥胖 NAFLD

组 VFA 较对照组亦显著升高（P<0.01）。 

利用模式识别方法筛选出模型中具有区分意义的特征性离子，通过二级质谱图和标准谱图进行对比，

共筛选出 9 个标准代谢物：溶血磷脂酰胆碱(16:0)、溶血磷脂酰胆碱(18:0)、溶血磷脂酰胆碱

(18:1(11Z))、溶血磷脂酰胆碱(18:2（9Z,12Z）)、溶血磷脂酰胆碱(22:6(4Z,7Z,10Z))、降植烷酸、

L-苏氨酸、羟基前列腺素及 D 葡萄糖。NAFLD 患者血清中多种溶血磷脂酰胆碱、降植烷酸、L-苏

氨酸、羟基前列腺素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均 P<0.05），D 葡萄糖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5）。 

结论 NAFLD 患者普遍存在营养失衡，VFA 对于非肥胖 NAFLD 患者的筛选是一个相对敏感的指标。

从内源性代谢途径层面分析，在 NAFLD 患者中筛选出的血清代谢物涉及多个代谢通路，包括氨基

酸代谢、脂肪代谢及糖代谢等，可以为营养代谢治疗提供潜在靶点。 

 
 

PU-1259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液菌群特点 

 
董丽娜,王俊平 

山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消化科最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病之一，我国以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D-

IBS）为主。近年来多项研究显示肠道菌群失调与 IBS 密切相关。课题组前期研究显示结肠粪便标

本与黏膜标本菌群特点不同，黏膜标本肠道菌群与结肠功能关系更为密切，但黏膜标本的获取有限

且为一种有创的取材方式，新近研究显示，肠道清洁后结肠灌洗液（简称肠液）可作为替代黏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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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作为肠道菌群研究的选择，本研究对 D-IBS 患者肠液的优势菌的菌群特点进行了研究并与黏膜组

织的菌群特点进行比较。 

方法 按照纳入排除标准选择山西省人民医院消化科肠镜检查者 78 例（D-IBS 39 例，无明显症状对

照 39 例），使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real-time PCR）技术对肠道肠液和结肠黏膜组织的 10 种优

势定植菌的含量定量检测，使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方法比较组间差异，使用 Spearman’s 进行相关

性分析。 

结果 肠液标本与降结肠黏膜组织标本组成相似，降结肠黏膜组织和肠液菌群变化特点完全一致：

拟杆菌门，普氏杆菌及梭菌属较对照组明显减少（P<0.05）；双歧杆菌，肠杆菌属,:肠致病性大肠

杆菌, 普拉梭菌, 厚壁菌门，乳杆菌属，沙门氏菌无明显变化（P＞0.05）。细菌间相关性进行分析

显示：结肠黏膜组织与肠液标本中厚壁菌门、乳杆菌、双歧杆菌、普拉梭菌之间正相关；肠液中沙

门氏菌、大肠埃希菌含量与结肠黏膜中该菌含量呈负相关。 

结论 肠道菌群与全身各个系统的疾病均有相关性，肠道菌群在机体生理病理中的重要作用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标本来源多为粪便标本和少数肠黏膜标本，本研究通过对 D-IBS 患者菌群特点的研

究显示肠液标本可很好的反映肠黏膜标本特点，为肠道菌群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标本采集方法选择，

有利于肠道菌群研究的进一步便捷开展。沙门氏菌、和大肠埃希菌是消化道常见致病菌，肠液中含

量与结肠黏膜含量呈负相关，提示肠道清洁可能对致病菌有一定的清除作用。  

  
 

PU-1260 

金龙蛇口服液对Ⅲ-Ⅳ期胃癌患者血浆氨基酸代谢物的影响 

 
修丽娟,矫健鹏,张映城,裴蓓,顾雨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研究金龙蛇口服液对Ⅲ-Ⅳ期胃癌患者血浆 24 种氨基酸代谢物的影响。 

方法 30 例Ⅲ-Ⅳ期胃癌患者随机分为中药联合组和化疗组，每组 15 例，中药联合组给予 Xelox 方

案化疗+中药金龙蛇口服液 30ml，3 次／日；化疗组给予 Xelox 方案化疗，两组均 3 周为一疗程，

共计 6 个疗程。每 2 个疗程对两组患者的血浆 24 种氨基酸进行检测，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24

种血浆氨基酸水平以及无疾病进展生存时间的差异。 

结果 治疗前中药联合组和化疗组的血浆 24 种氨基酸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药联合

组两个疗程后 Ala、Gly、Lys、Phe、Tyr 较治疗前升高（P 均<0.05）；至第四个疗程，升高的氨

基酸还包括 Glu、Met（P<0.05）；第六个疗程结束后，较治疗前升高的氨基酸有 Ala、Gly、Gln、

Lys、Glu、His、Phe、Tyr，下降的有 Arg（P 均<0.05）。而化疗组第二个疗程的血浆氨基酸 Gly

下降、Ile 升高，至第六个疗程 Ala、Gly、Thr、Cys、HA 进一步下降，升高的仅有 Ile（P 均

<0.05）。中药联合组和化疗组的 PFS 分别为 30 个月和 27 个月（P<0.05）。 

结论 对于Ⅲ-Ⅳ期胃癌患者，中药金龙蛇口服液联合 Xelox 化疗相比较单纯 Xelox 化疗能够延长

PFS，金龙社口服液的抗胃癌的机制可能与调节血浆部分氨基酸代谢物有关，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

研究。 

  
 

PU-1261 

双岐杆菌三联活菌联合铋剂四联方案治疗幽门 

螺杆菌感染的 Meta 分析 

 
程飞,方念,郑丽,甘厦 

南昌市第一医院/江西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系统性评价双岐杆菌三联活菌联合铋剂四联方案根除幽门螺杆菌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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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ELSEVIER ScienceDirect、Springer Link、

The Cochrane Library、WanFang Data 和 CNKI 等数据库中关于双岐杆菌三联活菌联合铋剂四联

方案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研究文献,对检索到的研究进行筛查、质量评估以及提取研究的数据资

料;应用 Revman5.3 软件和 Stata 13.0 软件对数据进行 Meta 分析;采用 GRADE pro 3.6 对 Meta 分

析资料的质量进行证据评价评分。 

结果 最终共 6 项研究及 10 篇文献被纳入，共包括 1023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示, 意向性分析

(ITT)HP 根除人数治疗组大于对照组［RR=1.21，95% CI(1.09，1.26)，Z= 3.41 P<0.001)］,符合

方案分析法 (PP) HP 根除人治疗组大于对照组 RR=1.24，95% CI( 1.16，1.27)，Z= 5.36，

P<0.001)］，以上两种方法的 Meta 分析结果一致;治疗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4.3%,对照组总不

良反应发生率为 27.8%,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52,95%CI:0.42~0.62,P<0.01)；GRADE 

pro 3.6 证据评价评分显示: PP 法 H.pylori 根除人数为高质量; ITT 法 H.pylori 根除人数、 腹胀人数、 

口苦人数为中等质量; 恶心及腹泻人数为低质量。对 ITT 法 HP 根除人数的发表偏倚进行计算，

Egger 法显示无发表偏倚。 

结论 双岐杆菌三联活菌联合铋剂四联方案治疗能够提高幽门螺杆菌的根除率,且降低不良反应发生

率。 

 
 

PU-1262 

结直肠小锯齿状腺瘤完整切除后 5 年内复查结肠镜的结果分析 

 
金多晨,曹海龙,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结直肠小锯齿状腺瘤（直径<10 mm）的患者由于过度担心复发或癌变以及听从内镜医师的建

议，通常在指南推荐时间之前复查结肠镜。本研究旨在调查在初次结肠镜中完整切除小锯齿状腺瘤

患者 5 年后复查结肠镜结直肠进展期肿瘤的检出情况。 

方法 本研究调查了 5 年内至少有一次复查肠镜的 638 例患者，其中包含 122 例初次肠镜中发现有

小锯齿状腺瘤，516 例初次肠镜中无腺瘤发现的对照者。分析复查肠镜发现进展期肿瘤患者的人口

统计学信息及初次肠镜发现结果，并确定了异时性腺瘤形成的风险预测因子。 

结果 在 50,033 例结肠镜中，共有 122 例初次肠镜发现小锯齿状腺瘤患者和 516 例基线无腺瘤的患

者被纳入分析。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男性更多 [75/122（61.5％）vs 237/516（45.9％），P = 

0.002]，年龄更大（55.3±11.9 vs 52.7±12.7，P = 0.017 ）。具有基线小锯齿状腺瘤的患者比基线

无腺瘤的患者更早接受首次复查肠镜（≤1 年 vs 1 至≤3 年）。纳入的 638 例受试者中有 71 例

（11.1％）初始结镜检查不充分，其中 30 例（42.3％）在 1 年内复查结肠镜。总体而言，两组间

1 - 5 年进展期腺瘤检出率并无显著差异（3.6％vs 2.6％，P = 0.455）。此外，两组患者在 1 - 5 年

内的进展期腺瘤检出率均较低（3.6％vs 1.0％，P = 0.145）。有肠癌家族史的患者（OR 4.69,95％

CI 1.48-14.71，P = 0.017）或基线肠癌检查不充分（OR 3.17,95％CI 1.202-8.409，P = 0.035）

的异时腺瘤形成风险在切除后 5 年内较高。 

结论 初次结肠镜发现小锯齿状腺瘤的患者在完整切除后 5 年内结直肠进展期肿瘤检出较少,可能不

必过早复查结肠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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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63 

Low detection rate of advanced neoplasia within five years 
after polypectomy of small serrated adenoma 

 
Duochen Jin,Hailong Cao,Bangmao Wang 

General Hospital，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atients with small serrated adenoma (SA) often underwent surveillance colonoscopy 
before the routine recommended time due to excessive worry about recurrence or carcinogenesis 
or endoscopists' recommendation.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subsequent advanced neoplasia (AN) within 5 years after complete polypectomy of small SA (< 
10 mm) at initial colonoscopy. 
Methods Six hundred and thirty-eight patients including 122 cases (patients with baseline SA < 
10 mm who underwent at least one surveillance colonoscopy during the following 5 years) and 
516 controls (patients without any adenoma at baseline who also underwent at least one 
surveillance colonoscopy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Data containing 
demographic and endoscopic parameters and surveillance outcome regarding AN were collected. 
Risk predictors for heterochronous adenoma formation were identified. 
Results Of 50,033 colonoscopies, 122 patients with small SA and 516 patients without adenoma 
at baseline were included for analysi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the case 
group had more males [75/122 (61.5%) vs 237/516 (45.9%), P = 0.002] and were older (55.3 ± 
11.9 vs 52.7 ± 12.7, P =0.017). Patients with baseline SA tend to undergo the first surveillance 
colonoscopy earlier than these without adenoma (≤ 1 year vs 1 to ≤ 3 years). Seventy-one 
(11.1%) of included subjects underwent inadequate initial colonoscopy, and 30 of them (42.3%) 
performed early surveillance of adenoma formation within 1 year. In all,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incidence of AN during 1-5 yea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3.6% vs 2.6%, P 
=0.455). Moreover, both groups also showed low prevalence of SA formation over 1-5 years (3.6% 
vs 1.0%, P =0.145). Patients with family history of colorectal cancer (OR 4.69, 95% CI 1.48-14.71, 
P = 0.017) or inadequate baseline colonoscopy (OR 3.17, 95% CI 1.202-8.409, P = 0.035) were 
in a higher risk of heterochronous adenoma formation during the surveillance period. 
Conclusions It might be unnecessary for patients with SA < 10 mm at baseline to undergo 
colonoscopy surveillance within 5 years after complete polypectomy. 
  
 

PU-1264 

奥曲肽联合标准三联方案治疗出血性消化性 

溃疡患者 Hp 感染的疗效观察 

 
程飞,陈幼祥,曾春艳,熊丹丹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奥曲肽是一人工合成的 8 肽生长抑素类似物，被广泛用于静脉曲张性和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

道出血的治疗，其不良反应性少和安全性高；除有效的止血作用外，国外研究也表明，奥曲肽对体

内外幽门螺杆菌亦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目前奥曲肽胶囊在美国已进入 III 期临床试验，随着其口服

剂型的上市，该方案或可作为 Hp 根除的理想方案。探讨奥曲肽联合标准三联方案对幽门螺杆菌

（Hp）感染的出血性消化性溃疡患者的 Hp 根除效果，以降低 Hp 感染率及溃疡的再出血率。 

方法 选取 2015 年 02 月～2017 年 3 月 164 例经胃镜证实且溃疡出血 Forrest 分型为Ⅲ的 Hp 阳性

消化性溃疡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治疗方案分为标准三联组、奥曲肽组及铋剂组，标准三

联组患者口服雷贝拉唑(10mg bid)、阿莫西林(1g bid)、克拉霉素(500mg bid)，奥曲肽组、铋剂组

分别在标准三联组方案基础上增加奥曲肽（25μg/h 静脉泵入 3d）、枸橼酸铋钾(220mg bid)，入院

后根据患者不同的临床病情予以适当的禁食、止血、输血、补液等治疗，14d 的疗程结束后，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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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口服雷贝拉唑(10mg qd)4 周，治疗结束后 4 周复查胃镜及 Hp 检测(14C 呼气试验和改良

Giemsa 染色联合检测)，比较各组患者的 Hp 根除率、溃疡愈合率和再出血率。 

结果 最后 157 例患者按方案完成治疗；标准三联组、铋剂组、奥曲肽组 ITT 根除率分别为 72.7%、

86.8%和 89.3%，PP 根除率分别为 75.5%、92%和 89.3%，铋剂组和奥曲肽组的 ITT 和 PP 根除

率显著高于标准三联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铋剂组和奥曲肽组的 ITT 和 PP 根除率均

无显著差异性（P>0.05）。铋剂组和奥曲肽组的溃疡愈合总有效率高于标准三联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铋剂组和奥曲肽组间的溃疡愈合率无差异性（P>0.05）。铋剂组和标准三联

组溃疡再出血率高于奥曲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标准三联组、铋剂组、奥曲肽组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15.1%、20%和 16.7%，铋剂组高于标准三联组和奥曲肽组，但无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奥曲肽联合标准三联方案能够提高消化性溃疡的 Hp 根除率，疗效与铋剂四联方案相当，且不

良反应少、溃疡再出血率低，尤其适合消化性溃疡并出血的住院患者。 

 
 

PU-1265 

新型树脂 ERM-0100 的制备及吸附实验 

 
饶瑶,陆伟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高吸附容量及快速达吸附平衡是评价血浆灌流吸附柱清除血浆中有毒物质效果的重要指标，

而吸附微球粒径大小和均匀性是影响吸附率重要指标之一。 

方法 我们利用均质机预分散体系改良传统的悬浮聚合法，成功制得均匀粒径的多孔聚合物吸附微

球（ERM-0100）。然后对微球比表面积和多孔结构进行表征，通过动态吸附试验评价该微球对血

浆中不同浓度胆红素的吸附效果，并与临床常用的 BRS350 吸附剂进行比较。 

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 ERM-0100 多孔微球对不同浓度胆红素均有所吸附，其最大吸附率为

59.72%±1.08%，约 4h 达吸附平衡，ERM-0100 多孔微球和 BRS350 对较高浓度胆红素具有相近

的吸附率。由于 ERM-0100 微球粒径大小和均匀性良好，获得率高于传统制备方法，有效降低成

本，而且制备方法简便，有可能服务更多需要血浆灌流治疗的患者。此外，该新型吸附微球对钾、

钠、氯电解质无明显影响，但对蛋白有所吸附，吸附率为 15.65%±0.36%，可通过对微球的包膜降

低其对蛋白的吸附。 

结论 ERM-0100 作为新型胆红素吸附树脂，有望作为生物医用血浆灌流材料。 

 
 

PU-1266 

微小 RNA 对食管癌患者的诊断及预后价值的 meta 分析 

 
刘海宁,姚灿,沈锡中,刘韬韬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与健康人群相比，多种微小 RNA 在食管癌患者的血液循环中的表达量不同。已有数十项研究

表明，微小 RNA 对食管癌具有良好的诊断及预后价值。本研究旨在系统评价微小 RNA 对食管癌的

诊断及预后价值。 

方法 检索 PubMed、Embase 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截止日期设为 2017 年 11 月

12 日。此外，对入选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手工检索。入选标准为探讨食管癌患者血液循环中微小

RNA 的诊断及预后研究的文献。排除标准为重复报道的研究，数据缺失导致无法定量合成且未能

通过邮件形式获得原始数据的文献，非人类样本、综述、会议摘要、信件。由两位研究者独立进行

文献的选择、质量评价及资料提取。采用 QUADAS-2 标准评价每一个入选文献。对于诊断试验，

通过汇总各纳入研究的数据，得到每一个微小 RNA 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其相应的 95%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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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CI），并计算出曲线下面积（AUC）。用 Deeks 检验评价发表偏倚。对于预后研究，通过

汇总危险比（HR），得到每一个微小 RNA 的预后价值。用 Egger's 检验和 Begg's 检验评价预后

研究的发表偏倚。本研究采用 Stata 12.0 及 Revman 5.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初步检索到 269 篇文献，经筛选后纳入 35 篇。其中，33 篇文献进行了诊断研究，7 篇文献进

行了预后研究。诊断研究共纳入 43 个微小 RNA，3156 例食管癌患者和 2304 例健康对照者，预后

研究纳入 10 个微小 RNA 和 984 例食管癌患者。根据 QUADAS-2 标准，高质量研究占大多数。对

于诊断研究，43 个微小 RNA 中有 5 个的 AUC 大于或等于 0.9。43 个微小 RNA 的总灵敏度为

0.794（95%CI 0.765-0.820），总特异度 0.779（95%CI 0.746-0.808），总 AUC 为 0.86

（95%CI 0.82 - 0.88）。Deeks 检验表明诊断研究不存在发表偏倚。对于预后研究，纳入的所有微

小 RNA 的 HR 的 P 值均大于 0.05。总体生存的总 HR 为 1.56（95% CI 0.96-2.51），肿瘤无进展

生存的总 HR 为 1.82（95% CI 0.56-5.96）。Egger's 检验和 Begg's 检验表明预后研究不存在发表

偏倚。 

结论 微小 RNA 作为食管癌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具有很高的诊断及预后价值，应尽快应用于临

床。 

 
 

PU-1267 

粪便钙卫蛋白和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对于炎症性

肠病患者疾病活动度监测作用的研究 

 
马颖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我国 IBD 的发病率有升高趋势，主要依赖内镜来判断疾病的活动性，目前多种粪便标志物在

IBD 的活动性评估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本研究选取了两种指标进行研究，粪便钙卫蛋白（Fecal 

Calprotectin，FC）的研究比较多，作用也比较确切，但不能反应所有肠道的炎症水平，本实验研

究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作

为粪便炎症标志物的作用是否更优越，以及与 FC 是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结合两者是否可以提高

评价疾病活动性的作用。 

方法 按照纳入标准选取 IBD 患者 54 例，包括 UC 患者 35 例和 CD 患者 19 例，健康对照组共 15

例。在肠镜检查前，嘱患者留粪便 5g，-80℃冰箱冻存，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 FC 和 NGAL 的浓度，

收集临床症状、内镜以及 CRP 及 ESR 等指标。首先研究 FC 及 NGAL 在疾病活动期、缓解期以及

健康对照组粪便中的浓度，其次评价 FC 及 NGAL 与临床评分、内镜评分的相关性，再者评价其与

CRP、ESR 之间的相关性，最后研究其作为评价疾病活动性指标的敏感性与特异性以及二者联合

检查的敏感性及特异性。 

结果 UC 患者中 FC 浓度活动期、缓解期及正常对照组为 305.43±50.55pg/ml、254.49±36.40pg/ml

及 222.74±32.25pg/ml，CD 患者 FC 浓度活动期、缓解期级正常对照组为 331.94±63.95pg/ml、

225.41±19.23pg/ml 及 222.74±32.25pg/ml。UC 患者中粪便 NGAL 浓度活动期、缓解期及正常对

照组为 8.36±1.37ug/l、7.05±0.96ug/l 及 5.95±0.48ug/l，CD 患者粪便 NGAL 浓度活动期、缓解期

及对照组为 8.86±1.16ug/l、7.40±1.22ug/l 及 5.95±0.48ug/l。 

结论 FC 和 NGAL 浓度检测有助于判断 IBD 患者的疾病活动性；FC 浓度与 IBD 患者的临床及内镜

评分呈正相关，可以作为内镜检查前初筛疾病活动性的指标；FC 在判断 UC 和 CD 疾病活动性的

敏感性及特异性方面优于粪便 NGAL；联合 FC 与 NGAL 两种指标可降低判断疾病活动的敏感性，

但增强其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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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68 

炎症性肠病患者主观幸福感与乐观、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尚星辰

1
,林征

1,2
,卞秋桂

3
,王美峰

3
,林琳

3
,张红杰

3
 

1.南京医科大学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 

3.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 

 

目的 探讨炎症性肠病患者主观幸福感与乐观、应对方式的关系。 

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总体幸福感量表、生活定向测验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调查 159 名

IBD 患者，采用 SPSS 20.0 及 AMOS 2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不同人口学和疾病特征患者的

主观幸福感差异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构成比的

比较采用 c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及路径分析对主观幸

福感与乐观、应对方式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路径关系模型。 

结果 IBD 患者的主观幸福感总分（75.04±14.32）分，相关分析显示，乐观及积极应对与主观幸福

感总分及各维度（除对健康的担心维度）呈正相关（P＜0.05），消极应对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及精

力、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三个维度呈负相关（P＜0.05）。乐观对主观幸福感

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路径系数为 0.22，应对方式是乐观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 

结论 IBD 患者的主观幸福感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与乐观、应对方式均相关，且应对方式在乐观与主

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PU-1269 

食管胃连接部混合性腺神经内分泌癌 1 例并文献复习 

 
袁晓艳,黄颖秋 

本溪市本钢总医院 

 

目的 现报道本溪钢铁(集团)总医院 1 例以恶性肿瘤椎体转移出现的局部疼痛为首发症状, 并依靠胃

镜下小活检病理确诊的食管胃连接部 MANEC, 并结合国内外文献进行讨论分析. 

方法 男, 52 岁, 以―腹痛伴腰背部疼痛半个月‖为主诉于 2015-08-27 入院.  

结果 组织学形态是诊断 MANEC 的基础,但当肿瘤分化较差时, 其确诊需要依靠免疫组织化学染

色; 绝大多数 MANEC 依靠术后大标本病理诊断. MANEC 的组织起源尚不明确, 其生物学行为及预

后分析存在争议. MANEC 目前无特异性治疗, 仍以手术治疗为主, 辅以综合治疗. 

结论 本文报道 1 例以恶性肿瘤椎体转移局部疼痛为首发症状, 胃镜下小活检病理确诊的食管胃连接

部 MANEC. 本病例提示: 组织学形态是诊断 MANEC 的基础, 但当肿瘤分化较差时, 其确诊需要依靠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PU-1270 

熊去氧胆酸胶囊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 

60 例肝功酶谱变化观察 

 
袁晓艳,黄颖秋 

本溪市本钢总医院 

 

目的 观察优思弗（熊去氧胆酸胶囊)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的早期肝功酶谱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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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辽宁省本溪市本钢总医院 2009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利用优思弗（熊去氧胆酸胶囊）治

疗的门诊患者，即优思弗 0.25 日三次口服。分别于治疗前及服药后 4 周抽血化验 ALT（血清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AST（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LP（血清碱性磷酸酶）、GGT（血清 r

谷氨酰基转移酶）及 TBA（血清总胆汁酸），比较治疗前后肝功酶谱变化。采用 SPSS13.0 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后 ALT、AST 、ALP、GGT 的下降均有统计学意义（t﹦3.34,3.80,4.48 和 4.91，p 值均

﹤0.01）；而治疗后 TBA 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t﹦0.57，p﹥0.05）。 

结论 优思弗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能够早期、快速改善肝功酶谱。 

  
 

PU-1271 

溃疡性结肠炎合并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一例 

 
袁晓艳,黄颖秋 

本溪市本钢总医院 

 

目的  该病例提示：回盲部溃疡可能累及回肠末端，引起末端回肠炎，导致维生素 B12 吸收障碍。 

方法 患者男，59 岁，反复发作走路不稳 4 个月。伴复视，手足麻木，精细动作困难入院。入院后

辅助检查：头 MR 示脑内多发缺血灶，梗死灶。颈椎及胸椎 MR 示 C5-7 椎间盘膨出，脊髓未见异

常信号。肌电图发现双侧胫神经、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减慢，感觉神经、受检神经均未引出。小肠

CT 示小肠未见明显异常改变。胃镜见浅表性胃炎（轻度）。结肠镜发现回盲部变形，重度 UC

（全结肠型、活动期）。病理提示盲肠溃疡,横结肠（近脾曲）慢性炎症（中）伴腺上皮增生，结

直肠炎（直乙交界，中度）伴充血、糜烂。血清维生素 B12 100 pmol/L,叶酸 8.21 nmol/L（正常值 

10.4-42.4 nm0l/L）。 

结果 髓亚急性联合变性( subacute combined degeneration of the spinal cord, SCD)是由于维生素

B12 缺乏引起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其病变主要累及脊髓后索、侧索周围神经,严重时大脑白质及视

神经也可受累。临床以双下肢深感觉减退、感觉性共济失调、痉挛性瘫痪和周围神经损害为特征。

目前国内外报道引起 SCD 的病因主要有：长期酗酒、慢性胃病（胃炎、胃溃疡）、CD、胆源性胰

腺炎、胃切除术后、小肠功能紊乱、长期素食、医源性 N2O的使用、慢性结肠炎等。 

结论 可认为该患者 SCD 发生可能与 UC 有关。 

  
 

PU-1272 

腺苷蛋氨酸预防结肠癌肝转移新辅助化疗肝损害的价值 

 
王志红,邓光锐,黄光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黄州医院-黄州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腺苷蛋氨酸在结肠癌肝转移新辅助化疗中的急性肝功能损害的保护作用 

方法 将我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120 例结肠癌肝转移的患者随机分为四组。A 组给

予腺苷蛋氨酸 500 mg 静滴，1 次/天，同时给予还原型谷胱甘肽 180 mg 静滴，1 次/天；B 组给予

腺苷蛋氨酸 500 mg 静滴，1 次/天；C 组给予还原型谷胱甘肽 180mg 静滴，1 次/天；D 组不使用

保肝药。比较四组新辅助化疗后患者肝功能的差异及接受手术的比例。 

结果 四组患者新辅助化疗前肝脏功能无明显差异（P＞0.05）；D 组患者在新辅助化疗后与其他三

组比较肝功能明显上升，可接受手术比例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腺苷蛋氨酸能够有效地改善结肠癌肝转移患者新辅助化疗时急性肝功能损害的状况，提高新

辅助化疗后的手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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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73 

硒结合蛋白 1 在肝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杨子荣,刘 城,张孟,于庆功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讨硒结合蛋白 1（selenium binding protein 1，SBP1）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可能的临

床意义。 

方法 采用组织芯片技术以及免疫组化 SP 法检测 67 例肝癌组织和 5 例非癌肝组织中 SBP1 的表达，

并分析其与肝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结果 SBP1 在肝癌中的阳性表达率为 59.70%，而在 5 例非癌肝组织中 4 例的表达为阳性。SBP1

的表达与肝癌的肿瘤大小和 TNM 分期相关（P＜0.05），而与性别、年龄、分化程度、淋巴结转

移及浸润深度无关（P＞0.05）。 

结论 SBP1 在肝癌组织中的低表达与肿瘤大小和 TNM 分期有关，可能作为一种新的肿瘤分期和判

断预后的标志物，有望成为肝癌治疗新的靶点。 

SBP1 的表达，并分析其与肝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PU-1274 

胆管癌患者凝血功能的变化及其临床预后意义分析 

 
王慧珊

1
,葛贤秀

2
,王飞

2
,李全朋

2
,聂俊杰

2
,繆林

1,2
 

1.南京医科大学 

2.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据报道，约 94％的癌症患者存在一种或多种凝血功能异常。但胆管癌患者凝血功能的变化及

其预后研究相对较少。有研究称，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可以预测包括肺癌等恶

性肿瘤的生存情况。本研究旨在探讨术前 PT 在胆管癌（Cholangiocarcinoma，CCA）患者术后生

存期的预测价值，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8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接受胆管癌根治性切除术的 86 例患者的临床资

料。内容包括患者术前凝血功能相关指标，血浆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 PT）、纤维蛋

白原（Fibrinogen, Fib）、国际标准化比率（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活化部分凝血

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D 二聚体（D-dimer, DD）、血小板计

数（Platelet count, PLT），及性别、年龄、肿瘤病理分型、分化程度、TNM 分期、淋巴结及神经

侵袭状态等。采用 Stata 1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通过 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分析各项凝血指标与生存时间之间的关系。采用 Kaplan-Meier 曲线和 Log-rank 检验评估各项凝血

指标对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 OS）和无复发生存期（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的影响。 

结果 除了年龄，肿瘤分化程度和 TNM 分期，PT 延长仍然是胆管癌患者总生存期（P = 0.021; 

HR=1.799）和无复发生存期（P = 0.016; HR=1.871）的独立预测因素。低 PT 组患者（PT <12.3 

s）的平均总体生存期长于 PT 延长组（PT>=12.3 s）患者（P = 0.0250）；低 PT 组患者平均肿瘤

无复发生存期相较于 PT 延长组有延长的趋势（P = 0.0511）。PT 的延长与胆管癌患者缩短的总体

生存期和肿瘤无复发生存期相关(P 分别为 0.0373 和 0.0151)。而其他凝血指标（APTT，TT，FIB，

PLT，DD）未发现这种关联现象（P＞0.05）。 

结论 胆管癌患者可发生凝血功能的异常，术前凝血酶原时间延长是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可

作为简单但有效的胆管癌患者根治性术后生存期长短的预测指标之一。 

 
 
 

PU-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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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kkopf-3 在结肠癌间质微血管和肿瘤细胞中的 

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杨子荣,刘城,丁丽敏,张孟,于庆功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讨 Dickkopf-3（DKK-3）在结肠癌间质微血管内皮细胞和肿瘤细胞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人体组织芯片技术和免疫组织化学 SP 法检测 133 例人结肠癌组织和 10 例人非癌结肠黏

膜组织中 DKK-3 的表达，并分析其与结肠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结果 DKK-3 在结肠癌间质微血管内皮细胞和肿瘤细胞中表达阳性率分别为 72.93%（97/133）和

41.35%（55/133）。DKK-3 在 10 例非癌结肠粘膜组织间质微血管内皮细胞中均不表达，而在正

常组织细胞中 8 例表达为阳性。结肠癌间质微血管内皮细胞中 DKK-3 的表达与其分化程度相关（P

＜0.05），而与性别、年龄、TNM 分期、浸润深度及淋巴结转移无关（P＞0.05）。结肠癌肿瘤细

胞中 DKK-3 的表达与其 TNM 分期、浸润深度及淋巴结转移相关（P＜0.05），而与性别、年龄及

分化程度无关（P＞0.05）。 

结论 DKK-3 在结肠癌肿瘤细胞中的低表达与结肠癌的 TNM 分期、浸润深度及淋巴结转移相关，可

能作为一种新的肿瘤分期和判断预后的标志物，有望成为结肠癌治疗的新靶点。DKK-3 在结肠癌间

质微血管内皮细胞和肿瘤细胞中不同的表达模式提示 DKK-3 可能在两者中具有不同的功能，这有

待进一步的研究。 

  
 

PU-1276 

Dieulafoy 病破裂出血 10 例临床诊治分析 

 
孟庆媛,黄颖秋 

本溪市本钢总医院 

 

目的 就患者的临床资料对 Dieulafoy 病的临床特点、诊断、治疗进行分析与总结,旨在加深临床医

师对 Dieulafoy 病的认知. 

方法 对怀疑 Dieulafoy 病(Dieulafoy disease)引起消化道出血的病人进行血常规、生化离子、内镜

检查、超声内镜和组织病理学检查，对病人进行镜下止血治疗，对资料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Dieulafoy 病(Dieulafoy disease)是引起消化道出血的少见原因之一,可导致大量出血而危及患

者生命.该病发病急,出血量大,病灶隐匿,极易漏诊、误诊,若处理不及时,病死率高. 

结论 Dieulafoy 病(Dieulafoy disease)是引起消化道出血的少见原因之一，可导致大量出血而危及

患者生命.临床医生需提高警惕，尽早完善内镜检查，内镜下止血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死率。 

 
 

PU-1277 

肝病患者血清自身抗体检测及临床意义 

 
孟庆媛,黄颖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目的 探讨自身抗体检测在自身免疫性肝病（ALD）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的实验室特征及临

床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和免疫印迹法检测出自身抗体阳性的 218 例住院患者，将其分为单纯自

身抗体阳性组（抗体阳性组），单纯慢性乙型肝炎组（乙型肝炎组）和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自身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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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组（合并组），对 3 组患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酸氨基转移酶（AST ）和总胆

红素（TBIL）等主要实验室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3 组患者肝功能指标比较中，抗体阳性组患者的 ALT 显著低于乙型肝炎组及合并组（P＜

0．05）；16 例 ALD 患者中，14 例（87．50％）抗核抗体（ANA）滴度大于或等于 1∶320；25

例病毒性肝炎患者中，23 例（92．00％）为 1∶100。 

结论 检测自身抗体对 ALD 和慢性乙型肝炎的鉴别诊断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PU-1278 

Risk of colorectal polyps in patients with sporadic gastric 
polyps: A case-control study 

 
xiaoyong wang,Jin Huang 

changzhou No.2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Epidemiological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upper digestive polyps as a risk factor 
for colorectal polyps development remains inconsistent and inconclusive. Therefore, we 
performed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 order to evaluate risk of colorectal polyps in patients with 
polyps, adenomas or cancers in upper gastrointestinal tract comparing with control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7, patients performed upper and lower digestive 
endoscopy within one year were enrolled. A case-control study was carried out, calling patients 
with upper digestive polyps as ―cases‖ and patients without upper digestive polyps as ―controls‖. 
The risk of colorectal polyps was assessed [odds ratio (OR) and its corresponding 95%CI] 
Results 4378 patients were analyzed: 812 with upper digestive polyps (cases) and 3566 without 
upper digestive polyps(controls). Colorectal polyps were identified in 333 (41.0%)of cases and in 
932(26.4%) of 3566 controls (OR=1.637, CI:1.386-1.933). The upper digestive polyps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gastric polyp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colorectal 
polyps risk (OR=1.746, CI:1.467-2.077)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But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in the esophageal polyps (OR=1.932,CI：0.583-6.400) and duodenal polyps (OR=0.845，CI：
0.514-1.389)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The gastric polyps were divided by pathological type, 

gastric hyperplastic polyps had an OR of 1.924 (CI：1.402-2.641) for colorectal polyps. Gastric 

adenomas had an OR of 2.205 (CI：CI：1.265-3.842) for colorectal polyp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in the inflammatory polyps (OR=1.710,CI:1.358-2.153) and fundic gland polyps 

(OR=1.172，CI：0.745-1.844)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gastric polyps, especially hyperplastic polyps and 
adenomas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igh risk of colorectal polyps. Therefore, screening 
colonoscopy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polyps. 
 
 

PU-1279 

原发性胃肠道淋巴瘤 68 例临床及误诊分析 

 
杨偲,陈安海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PGIL 的临床特征及误诊情况及影响因素。 

方法 归纳 68 例 2010 年 02 月至 2017 年 12 月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 PGIL 患者临床病历资料，

并回顾性分析上述资料。 

结果 （1）68 名 PGIL 患者其中男患 44 名，女患 24 名，男: 女≈1.83: 1，发病年龄平均在 57.03

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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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例 PGIL 患者中 PGL 共 18 例，PIL 共 50 例，其中以腹痛为主要临床表现占 58 例

（85%），PIL 腹部包块次之共 14 例（28%），PGL 黑便次之共 8 例（44.4%），也可表现为腹

胀、贫血、呕吐、消瘦、发热等； 

（3）本组所有患者中行腹部 CT 检查的 36 例，初诊为淋巴瘤 7 例；消化内镜检查的 41 例中，初

诊为淋巴瘤 14 例。最终确诊结合病理活检及免疫组化为 68 例（其中镜下 28 例，术后 40 例）； 

（4）68 例患者均为 PGIL。 病理类型以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DLBCL），粘膜相关淋巴组织的结外边缘区淋巴瘤（extranodal marginalzone lymphoma of 

mucosa- 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s，MALT 淋巴瘤）为主，B 细胞未分型、套细胞淋巴瘤

（MCL）、肠病相关 T 细胞淋巴瘤（EATL）、 

小肠外周 T 细胞淋巴瘤散发，Burkitt淋巴瘤少见； 

（5）68 例 PGIL，在没有行相关检查前，误诊率可高达 90%以上[2]。基于临床医生对 PGIL 的重视，

在通过胃肠镜多次取材送检、手术及影像学等检查，加强病理及免疫组化检查后确诊率提高至 88%

以上。 

结论 （1）PGIL 发病多见于中年男患。病变部位主要在胃，小肠次之，结肠以回盲部多见。 腹痛

为主要临床表现，同时伴有常见消化系统症状：反酸、呕吐、腹胀、腹部包块、大便性状改变等，

偶有发热、消瘦、贫血等全身症状，误诊原因之一就是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 

（2）PGIL 临床诊断中内镜检查、影像学起重要的协助作用，也是目前临床上主要诊断方法，病理

活检、免疫组化及基因重排检查是临床确诊的金指标。 

（3）PGIL 因临床表现、影像学、内镜等缺乏临床特异性，故常与消化系统癌症、其他消化系统疾

病难以鉴别，临床误诊率高。胃淋巴瘤常误诊为：胃癌、胃溃疡等。肠淋巴瘤常误诊为：结肠癌、

肠梗阻、肠结核、溃疡性结肠炎等。 

 
 

PU-1280 

普鲁士蓝纳米药物（MPBs）治疗 DSS 诱导的急性 

IBD 小鼠模型效果及机制研究 

 
赵九龙

1
,蔡晓军

2
,李兆申

1
,邹多武

1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2.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目的 炎症性肠病（IBD）的发病率逐年升高，目前治疗方法有限，开发治疗 IBD 全新、高效、经济

的药物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构建了一种新型、高效、经济的 MPBs，该纳米粒子具有较低的氧化还

原电位，可及时清除 ROS，具有人工纳米酶活性，本实验将对 MPBs 治疗 DSS 诱导的急性 IBD

小鼠模型效果及机制进行研究。 

方法 利用 DSS 诱导建立小鼠 IBD 模型，通过 DAI评分、结肠 HE 染色、结肠组织 MPO、ROS、

IL-1β、IL-6、IFN-γ 和 TNF-α 等指标检测对各组结肠炎症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价。最后，利用高通量

测序 PCR ARRAY 技术对 MPBs 作用下可能发生改变的炎症相关基因及抗氧化相关基因进行筛选，

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选出 MPBs 参与抑制炎症反应的最相关的基因，利用 Western-blotting 技术进

行蛋白水平的验证。 

结果 MPBs 可以利用自身尺寸的优势及结肠炎症部位粘膜的缺陷靶向到达炎症部位，相同剂量口服

给药，MPBs 含量在 DSS 诱导的 IBD 小鼠结肠内及结肠粘膜内含量相对于正常小鼠更高。

3%DSS+MPBs 组小鼠结肠 ROS 水平较炎症组明显降低，表明 MPBs 在炎症部位的累积可以更好

的发挥其人工纳米酶效应，这种高效、及时、快速的清除炎症部位产生的 ROS，可有效抑制 ROS

相关的炎症反应进程。进一步的动物实验结果表明，通过 MPBs 治疗后的 IBD 小鼠 DAI 评分显著

降低，HE 染色结果证实 MPBs 的治疗后 IBD 小鼠结肠病理炎症情况可明显改善，同时，结肠组织

MPO、IL-1β、IL-6、IFN-γ 和 TNF-α 水平的改变进一步证实了 MPBs 可有效降低炎症部位结肠组

织炎症因子表达及 MPO的活性。PCR ARRAY 高通量测序分析结果显示 MPBs 对炎症相关信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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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氧化相关信号通路中的多种信号分子产生影响，生物信息学分析和 Western-blotting 结果进一

步证实 MPBs 发挥人工纳米酶作用清除 ROS 的同时，参与了 IBD 相关信号通路中的 NFKB-50、

NFKB-105、Rela 和 Tlr4 信号分子和氧化应激生物过程中 Ptgs1、Ptgs2 的调控，进一步达到抑制

炎症的效果。 

结论 MPBs 可借助其自身理化优势，靶向聚集在结肠炎症部位，通过清除 IBD 小鼠结肠炎症部位

过量的 ROS，进一步影响 NFKB-50、NFKB-105、Rela、Tlr4、Ptgs1、Ptgs2 等关键信号分子的

表达，达到抑制结肠炎症的效果。 

 
 

PU-1281 

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在慢性肝病中的应用价值 

 
王妍,吕宜光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SWE）测量肝脏弹性值与肝功能、血小板、凝血酶原时间、APRI、

FBI-4 及肝纤维化病理的相关性，以及应用 SWE 评估慢性肝病纤维化程度的诊断效能。  

方法 选择 30 例慢性肝病患者进行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检查及肝穿刺病理检查，另选择健康志愿者

40 名作为正常组，分别比较 SWE 与肝纤维化分期、APRI、FIB-4 以及各项化验指标的相关性，肝

纤维化分期与 APRI、FIB-4 及各项化验指标的相关性。并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价

肝纤维化 S2 期和肝纤维化 S4 期 SWE 对慢性肝病的诊断价值。 

结果 慢性肝病组 SWE 与 APRI、FIB-4、肝纤维化分期呈正相关（r=0.423、0.495、0.609，P 均

＜0.05），与 PLT 呈负相关（r=-0.438,P＜0.05）。与年龄、AST、ALT、GGT、TBIL、白蛋白、

PT、肝细胞脂肪变、肝脏炎症分级均无相关性（P＞0.05）；慢性肝病组肝纤维化分期与 GGT、

APRI、SWE 呈正相关（r=0.395、0.401、0.600，P 均＜0.05），与 PLT 呈负相关（r=-0.436，P

＜0.05），与年龄、AST、ALT、TBIL、白蛋白、PT、FIB-4 均无相关性（P＞0.05）；绘制 ROC

曲线发现，SWE 诊断肝纤维化 S2 期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ROC）为 0.801，临界值为 6.4kPa,

敏感性为 83.1%，特异性为 85.6%；诊断肝纤维化 S4 期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ROC）为 0.952，

临界值为 10.35kPa，敏感性为 100%，特异性为 93%。 

结论 SWE 与 APRI、FIB-4 呈正相关。SWE 与肝纤维化分期密切相关，与肝脏炎症活动度分级、

肝细胞脂肪变无相关性。SWE 诊断肝纤维化 S2 期、肝纤维化 S4 期的临界值分别为 6.4kPa、

10.35kPa。 

 
 

PU-1282 

Serum levels of SIRT1 associate with Predicting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Jie Chen,Jianhua Wan,Wenqing Shu,Xiaoyu Yang,Liang Xia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Early assessment is a key factor for adequate an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acute 
pancreatitis (AP). 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1 (SIRT1)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amma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stimate value of the serum SIRT1 in patients with AP. 
Methods 15 health volunteers (HV) and 60 patients with AP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ll the 
60 patients, including 12 mild acute pancreatitis (MAP), 24 moderate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MSAP), and 24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were onset of AP within 3 days. Serum SRIT1 
concentrations were determined by SIRT1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kit.The 
experimental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SPSS19.0 software. The serum SI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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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ion we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All P values presented are two-tailed, and P<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ages and gender among HV, MAP, MSAP, and 
SAP group (P>0.05). The serum SRIT1 concentration were 235.60±54.78, 1344.10±188.14, 
1589.33±156.52, and 2459.96±231.26pg/ml in HV, MAP, MSAP, and SAP group, respectively. 
Obvious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HV and patients with AP (P<0.05). Regarding MAP 
and MSAP as a whole, significant decline was revealed in plasma SRIT1 concentration compared 
with SAP (P<0.05). When the cutoff value for serum SIRT1 concentration in predicting severe AP 
was determined to be 1792.4pg/mL, its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were 66.7%, 80.6%, 
and 75.0%,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re is remarkable discrepancy in plasma SIRT1 
concentration between good prognosis and poor prognosis (P<0.05). when the cutoff value was 
2062.1pg/mL, we found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predicting poor prognosis, 
respectively, to be 72.7%, 73.5%, and 73.3%. 
Conclusions Increased severity was accompanied by increased serum SRIT1 concentration in 
patients with AP. High serum levels of SIRT1 should be early predictive marker for SAP and 
potential contribution to prognosis. 
 
 

PU-1283 

TN 治疗 FC 对粪便胆汁酸 与肠道菌群的影响 

 
杨航

1
,刘博佳

1
,陈建德

1
,段志军

1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霍普金斯大学 

 

目的 功能性便秘（Functional Constipation，FC）的主要临床症状为排便次数减少、排便费力、

便不尽感等，其患病率逐年升高，而现有治疗效果并不显著，极大程度上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增

加经济负担，降低个人生产力。所以新药物或新治疗手段亟待研发，故而其机制研究不可或缺。众

多研究表明胆汁酸和肠道菌群可能参与功能性便秘的发生。便携式经皮神经电刺激治疗仪是一种新

的非药物治疗手段，已经在我们之前的研究中证实具有改善便秘症状的功效。本研究意在验证并深

入探讨该治疗中的可能存在的机制，与次级胆汁酸及肠道菌群的变化有无相关性。 

方法 我们应用 LC-MS/MS 测定粪便胆汁酸，用 16SrDNA 分析测定粪便菌群，包括 OTU、α-多样

性及相对丰富度等。我们比较 FC 患者和健康对照及 FC 患者在接受 TN 治疗前后的粪便胆汁酸和

肠道菌群之间的差异，并分析其中的相关性。 

结果 功能性便秘患者在接受 TN 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BSS 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AC-SYM 较治

疗前明显下降。粪便胆汁酸及肠道菌群均不同于治疗前，TN 治疗可以改变粪便胆汁酸的量及肠道

菌群的构成，二者之间存在相关性。次级胆汁酸（DCA 和 LCA）较治疗前有增加趋势；粪便菌群

中拟杆菌减少，厚壁菌增加，拟杆菌门与厚壁菌门的比率改变，菌群构成趋向正常和比率改善；相

关性在门水平主要集中在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与次级 BAs 之间，前者呈正相关，后者呈负相关；

相关性在纲水平，主要集中在梭杆菌科和拟杆菌科与次级 BAs 之间；TN 治疗后表现出更明显的相

关性。 

结论 TN 可以治疗功能性便秘，改善患者症状，其中机制或通过增加次级胆汁酸含量（DCA 和

LCA）及改善肠道菌群实现。故本试验验证经皮神经电刺激对于功能性便秘治疗的有效性，同时也

建议将经皮神经电刺激治疗作为新的非药物治疗用于临床中功能性便秘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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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84 

五联七天疗法对幽门螺杆菌感染初治患者的根除效果的研究 

 
叶剑芳,洪军波,祝荫,谢勇,舒徐,罗凌玉,谢川,朱振华,吕农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幽门螺杆菌与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等消化道疾病以及缺铁性贫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等胃肠外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关。WHO 已明确将其列为 I 类致癌因子。由于抗生素的耐药率

逐渐增加，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治疗面临着挑战。我们之前开展的研究发现不含铋剂的 10 天伴同方

案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其 PP 分析下的根除率达到 90%，这表明了 10 天的伴同疗法也许是

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的一个可行方案。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在伴同疗法的基础上增加铋剂，并将疗

程缩短至七天以组成五联七天疗法。本项单中心前瞻性临床试验旨在研究五联七天疗法对幽门螺杆

菌感染初治患者的根除效果以及安全性。 

方法 1.研究对象：自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8 日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门诊

就诊，经尿素呼气试验或病理确诊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初治患者。 

2.试验方法：共纳入 70 例幽门螺杆菌感染初治患者，给予艾司奥美拉唑 20mg、枸橼酸铋钾

220mg、克拉霉素 500mg、阿莫西林 1000mg 以及甲硝唑 500mg，均每日 2 次，疗程为 7 天。 

3.幽门螺杆菌感染根治的判断方法：停药 4 周后复查 13C 尿素呼气试验，阴性结果表示根除成功，

阳性结果表示根除失败。 

4.患者服药期间及停药期间若出现不适，可随时联系医生以便及时记录并处理。此外，所有患者均

在根除治疗开始后的第 7 天后随访，记录患者服药情况、剩余药量以及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70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36 例，女性患者 34 例，平均年龄 43.5±11.5 岁。五联七天疗法的根

除率分别为 75.4%（ITT 分析）和 86.7%（PP 分析）。患者的依从性为 99.6%。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 31.9%，不良反应分别为口苦（23.2%）、恶心（4.3%）、头晕（2.9%）、腹泻（2.9%）、四

肢无力（2.9%）、皮疹（1.4%）、舌头麻木（1.4%）和失眠（1.4%）。大部分患者出现的不良反

应均为轻度到中度程度，不良反应症状可在停药后自行缓解而无需特殊治疗，仅 1 例患者因难以忍

受的恶心而退出试验。 

结论 五联七天疗法的根除率并不优于传统的根除方案，需要大样本量的临床试验进一步证实。 

 
 

PU-1285 

两种剂量泮托拉唑治疗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疗效观察 

 
俞峻 

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大剂量泮托拉唑治疗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68 例经内镜证实的消化性溃疡或糜烂性胃炎伴出血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35 例、对照组 33

例，治疗组先予泮托拉唑 80mg 快速静滴，再以 8mg/h 速度持续滴注 72h；对照组给予泮托拉唑

40mg 快速静滴，每 12h 一次，持续 72h。监测出血征象，记录输血量及再出血者。 

结果 ①治疗组显效率为 71.4%，总有效率为 94.3%；对照组分别为 45﹒5%和 87.9%。治疗组显

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总有效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P>0﹒05）。②治疗组和对照

组平均止血天数分别为（1.24±0.53）d 和（2.58±0.56）d, 治疗组止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

﹒05）。③治疗组平均输血量(1.28±1.32）u, 对照组为（2.39±2.13）u, 治疗组输血量显著低于对

照组（P<0﹒05）。④治疗组再出血率为 5.71%；对照组为 18.2%，治疗组再出血率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大剂量者不良反应较常规剂量者也未见增加（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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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常规剂量泮托拉唑能有效地控制 ANVUGIB，大剂量泮托拉唑的疗效虽无进一步改善，但止

血更为迅速，可缩短出血期，减少输血量，降低再出血率。 

 
 

PU-1286 

原发性肝癌早期诊断方法的研究进展 

 
张华伟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原发性肝癌是全球常见的人类恶性肿瘤之一，亦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率在

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居第三位，并且其发病率仍有上升趋势。早期诊断原发性肝癌不仅能明显提高

患者的生存率，而且能明显减少医疗资源的消耗，对肝癌患者，对社会都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针对原发性肝癌的危险因素和高危人群，综合近年来无创影像学检测技术和常见的肿瘤标志物

检验技术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以期为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早期治疗争取时间，增加肿瘤的治

愈率，并且改善预后。 

方法 原发性肝癌是全球常见的人类恶性肿瘤之一，亦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率在

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居第三位，并且其发病率仍有上升趋势。早期诊断原发性肝癌不仅能明显提高

患者的生存率，而且能明显减少医疗资源的消耗，对肝癌患者，对社会都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针对原发性肝癌的危险因素和高危人群，综合近年来无创影像学检测技术和常见的肿瘤标志物

检验技术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以期为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早期治疗争取时间，增加肿瘤的治

愈率，并且改善预后。 

结果 原发性肝癌是全球常见的人类恶性肿瘤之一，亦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率在

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居第三位，并且其发病率仍有上升趋势。早期诊断原发性肝癌不仅能明显提高

患者的生存率，而且能明显减少医疗资源的消耗，对肝癌患者，对社会都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针对原发性肝癌的危险因素和高危人群，综合近年来无创影像学检测技术和常见的肿瘤标志物

检验技术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以期为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早期治疗争取时间，增加肿瘤的治

愈率，并且改善预后。 

结论 原发性肝癌是全球常见的人类恶性肿瘤之一，亦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率在

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居第三位，并且其发病率仍有上升趋势。早期诊断原发性肝癌不仅能明显提高

患者的生存率，而且能明显减少医疗资源的消耗，对肝癌患者，对社会都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针对原发性肝癌的危险因素和高危人群，综合近年来无创影像学检测技术和常见的肿瘤标志物

检验技术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以期为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早期治疗争取时间，增加肿瘤的治

愈率，并且改善预后。 

 
 

PU-1287 

中草药致药物性肝损害死亡 1 例报道 

 
张华伟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的日益重视，药物特别是中草药导致的药物性肝损害（DILI）发

病率呈逐渐增加趋势。本文通过对 1 例中药导致的药物性肝损害致死亡患者进行报道与分析，希望

引起医务人员乃至公众对中草药预防保健及治疗安全意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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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88 

食管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健康教育 

 
张华伟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门脉高压症的严重并发症，肝硬化、肝癌、门静脉闭塞、脾静脉

血栓及肿瘤压迫等都可引起门脉高压，其中 95%是因肝硬化所致。食管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是

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它通过使用静脉套扎器或组织胶硬化剂治疗食管胃曲张的静脉，使其缺血坏死，

达到止血和治疗食管胃静脉曲张的目的。该技术安全性高、疗效好、费用低廉、并发症少、住院周

期短、大大降低了患者出血的风险，提高了患者存活率。 

方法 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门脉高压症的严重并发症，肝硬化、肝癌、门静脉闭塞、脾静脉

血栓及肿瘤压迫等都可引起门脉高压，其中 95%是因肝硬化所致。食管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是

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它通过使用静脉套扎器或组织胶硬化剂治疗食管胃曲张的静脉，使其缺血坏死，

达到止血和治疗食管胃静脉曲张的目的。该技术安全性高、疗效好、费用低廉、并发症少、住院周

期短、大大降低了患者出血的风险，提高了患者存活率。 

结果 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门脉高压症的严重并发症，肝硬化、肝癌、门静脉闭塞、脾静脉

血栓及肿瘤压迫等都可引起门脉高压，其中 95%是因肝硬化所致。食管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是

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它通过使用静脉套扎器或组织胶硬化剂治疗食管胃曲张的静脉，使其缺血坏死，

达到止血和治疗食管胃静脉曲张的目的。该技术安全性高、疗效好、费用低廉、并发症少、住院周

期短、大大降低了患者出血的风险，提高了患者存活率。 

结论 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门脉高压症的严重并发症，肝硬化、肝癌、门静脉闭塞、脾静脉

血栓及肿瘤压迫等都可引起门脉高压，其中 95%是因肝硬化所致。食管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是

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它通过使用静脉套扎器或组织胶硬化剂治疗食管胃曲张的静脉，使其缺血坏死，

达到止血和治疗食管胃静脉曲张的目的。该技术安全性高、疗效好、费用低廉、并发症少、住院周

期短、大大降低了患者出血的风险，提高了患者存活率。 

 
 

PU-1289 

PAK2 对肝癌细胞细胞周期的影响 

 
朴莲淑,于庆功,杨子荣,王飞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研究细胞周期相关因子 PAK2 在原发性肝癌细胞周期中的作用及其相关机制。 

方法 用基因转染技术将人 PAK2 的 shRNA 片段克隆至慢病毒载体 pHBLV-U6-ZsGreen-Puro，包

装成病毒后利用脂质体将载体病毒转染至 HUH-7 细胞，利用 G418 筛选稳定表达 shRNA 的细胞，

建立稳定抑制 PAK2 的细胞系。利用 PCR 测定 RNA 水平，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Western 

Blot 测定目的基因蛋白水平。 

结果 转染 shRNA-PAK2 的 HUH-7 细胞系较转染 shRNA-NK 的 HUH-7 细胞系相比，PAK2 的

RNA 表达明显下降，下降约 90%，PKA2 蛋白表达明显下调于 sh-PAK2 HUH-7，证明成功建立稳

定抑制 PAK2 的细胞系 HUH-7 -shPAK2。进一步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结果，相对于 HUH-7-

shNK 正常对照组，HUH-7- shPAK2 细胞系 S 期增加（9.7%：30.7%），G2/M 期减少（22.1%：

14.5%）。Western Blot 实验结果显示，HUH-7 -shPAK2 细胞中 P-ERK，P-AKT(Ser473)的蛋白

表达较 HUH-7-shNK 明显下调。 

结论  PAK2 在原发性肝癌细胞中可能通过抑制 P-ERK，P-AKT 等阻滞周期中的 S 期向 G2/M 期的

过度，从而进一步影响细胞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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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90 

熊去氧胆酸联合布地奈德治疗 PBC-AIH 重叠综合征-Meta 分析 

 
张华伟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熊去氧胆酸联合布地奈德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自身免疫性肝炎（PBC-AIH）重叠综

合征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根据纳入文献的标准，电子检索中外文数据库 Pubmed，Embase，Ovid，Cochrane 图书馆，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并结合手工检索专业杂志，会议论

文集，学位论文汇编等。数据库检索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06 月。查找相关的随机对照试验，总结

纳入文献的特点并提取资料，应用 Revman5.2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有关熊去氧胆酸联合布地奈德治疗 PBC-AIH 重叠综合征的文献，共有 8 篇符合纳入标准，全

部为英文文献，共纳入 214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与 UDC 单药治疗组血清生

化指标 OR 值为 0.25，95%CI（0.13-0.48），P＜0.0001，肝脏组织学改善 OR 值为 2.57，

95%CI（1.19-5.52），P=0.02，死亡率和/或肝移植率 OR 值为 0.26，95%CI（0.08-0.83），

P=0.02，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联合治疗组与 UDC 单药治疗组瘙痒及黄疸症状改善 OR 值为

2.12，95%CI（0.72-6.18），P=0.17，不良反应发生率 OR 值为 1.03，95%CI（0.21-5.01），

P=0.97，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熊去氧胆酸联合布地奈德治疗 PBC-AIH 重叠综合可以改善患者的生化指标，特别是碱性磷酸

酶，γ-谷氨酰转移酶，在疾病早期可延缓肝脏组织学进展，甚至可能延长肝移植时间及降低死亡率，

但是不能改善患者瘙痒及黄疸症状；且联合治疗的不良反应少，安全性比较可靠。 

  
 

PU-1291 

牛磺胆酸对肝细胞、肝星状细胞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刘志敏,段志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胆汁淤积是肝硬化终末期普遍的病理状态，以往研究表明胆汁酸与肝硬化的进展有关。我们

的前期研究也发现一些特定胆汁酸在肝硬化患者中的组成发生改变。本课题组通过超高相液相色谱

质谱连用仪检测了 32 名肝硬化患者以及 27 名健康志愿者的 12 种血清胆汁酸的浓度，发现牛磺胆

酸 （ Taurocholic acid ， TCA ）、 甘 氨胆 酸（ Glycocholic acid,GCA ） 、 牛磺 脱氧 胆 酸

（Taurochenodeoxycholic acid，TCDCA）的血清水平发生显著改变，这三种差异胆汁酸在肝硬化

患者中明显增加，其中 TCA 升高最显著，而且，肝硬化伴胆汁淤积患者相比肝硬化不伴胆汁淤积

组患者组相比，我们得出相同的结论。此外，肝硬化患者血清 TCA 水平与肝硬化严重程度评价指

标------Child-Pugh 正相关。然而这些特定胆汁酸在促进肝硬化的可能机制并不清楚，因此，我们本

研究通过细胞及分子学研究模拟肝硬化状态下的微环境，旨在探究 TCA 对肝细胞、肝星状细胞的

影响及可能机制。 

方法 肝星状细胞系 LX-2 以及肝细胞系 HepG2 的细胞实验用来探究胆汁酸在肝硬化进展中的机制。

分别对 LX-2 细胞、HepG2 细胞以及两种细胞共培养时给予不同浓度的 TCA 干预，细胞毒性及增

殖实验、Western blotting 实验以及 ELISA 实验用来研究 TCA 对肝细胞以及肝星状细胞的影响及

可能机制。 

结果 结果显示病理浓度的 TCA 并没有产生对 HepG2 细胞的直接毒性，反而增加了炎性基因血红

素氧合酶 1（，Heme oxygenase 1，HO-1）、Toll 样受体 4（Toll-like receptor 4，TLR4）的表达；

TCA 能促进 LX-2 细胞增殖，并上调 LX-2 细胞 α-平滑肌肌动蛋白（alpha-smooth muscle act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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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SMA), 一型胶原（type I collagen，CoI1A1), and TLR4 以及 HO-1 的表达，此外，TCA 对 LX-2

的以上促增殖作用通过与 HepG2 细胞共培养后增强。 

结论 总而言之，TCA 通过可能上调 TLR4/HO-1 信号通路促进肝细胞、肝星状细胞炎症反应以及促

进肝星状细胞增殖，进而加剧肝硬化的进展，TCA 不仅仅是肝硬化进展的活性促进因子。TCA 可

能成为胆汁淤积性肝病的预防和治疗的潜在靶点。 

 
 

PU-1292 

胆总管结石内镜治疗后结石复发的危险因素 

 
邓峰,周小江,陈幼祥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内镜下取石后胆总管结石复发的危险风险因素，为今后内镜下取石后防止结石复发的干

预措施提供理论证据。 

方法 对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7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首次因胆总管结石行 ERCP 取石并造影

明确胆总管结石完全取尽的 9221 例患者进行随访，其中 477 例患者胆总管结石复发。在胆总管结

石未复发的患者中随机选取 477 例作为对照组。回顾性分析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行单因素、多因

素回归分析及 km 相关性分析。 

结果 病例总数 9221 例，其中 477 例患者复发，复发率为 5.17%， 在这些患者中, 93 人(19.5%)再

次复发，有 41 人(44.07%)的复发次数大于 2 次. 平均随访时间为 77.28±27.16 个月。在完全随访

的无复发的患者中随机选取 477 例为非复发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5 岁

（OR=1.556, P=0.018）、合并胆总管切开史（OR=2.458, P<0.01）、内镜下乳头球囊扩张术

（ OR=5.679, P=0.000 ）、内镜下乳头切开术（ OR=3.463, P=0.000 ）、胆管支架置入

（OR=5.780, P=0.000）、多次行内镜下取石（OR=2.75, P=0.000）、合并肝内胆管结石

（OR=2.308, P=0.000）、合并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OR=1.627, P<0.01）、结石直径≥10mm

（OR=1.599, P<0.01）、合并胆管十二指肠瘘（OR=2.69, P<0.05）、合并胆道感染 (OR=1.057, 

P<0.01)、术前未使用抗生素 (OR=0.528, P<0.01)是 ERCP 术后胆总管结石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年龄＞65 岁、合并胆总管切开史、内镜下乳头球囊扩张术、内镜下乳头切开术、胆管支架置

入、多次行内镜下取石、合并肝内胆管结石、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结石直径≥10mm、合并胆管

十二指肠瘘、合并胆道感染、术前未使用抗生素是 ERCP 术后胆总管结石复发独立危险因素。 

  
 

PU-1293 

以肝功能异常为首诊表现的 Shwachman–Bodian–Diamond 综

合征 1 例并国内流行病学分析 

 
赵秋菊

1
,徐樨巍

2
 

1.沧州市中心医院 

2.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总结 1 例 Shwachman- Bodian-Diamond综合征(SDS)的临床表现、影像学、基因

分析资料并文献复习了解我国患儿的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3 月（以发现肝功能异常首诊）于北京儿童医院消化科确诊的 1 例 SDS

患儿，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同时对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以 ―Shwachman–Bodian–

Diamond 综合征―、‖Shwachman-Diamond 综合征‖ ―Shwachman 综合征‖为主题词或关键词进行检

索（１９５１ 至２０１8 年），建立 EXCEL 表总结我国文献报道的 SDS 患儿的流行病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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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患儿男，13 月，河北人，因―发现肝酶增高６月余―入院．临床特征为肝酶增高、生长发育迟

缓（目前不能爬、独站、独走及说话）、轻度营养不良、有脂肪吸收不良表现（大便苏丹Ⅲ染色阳

性），腹部彩超：胰腺弥漫性病变；全外显子基因检测：SBDS 基因存在突变，其中ｃ．183＿

184delTＡinsCT （p.K１62X）杂合突变和 ｃ．258+2Ｔ ＞Ｃ 杂合突变，前者遗传自母亲，后者

遗传自父亲。给予保肝及对症治疗，效果不佳。 检索符合条件的中文文献１7 篇，除去重复、疑似

病例、综述等，有 11 篇文献纳入，报道 SDS 儿童 18 例。其中男女各 9 例（50%），小于 1 岁患

儿 8 例（44%），主要由各省级医院报道（重庆儿童医院 5 例，上海复旦 4 例，安徽省儿童医院 3

例等）。分析有详细资料的 18 例患儿，父母均非近亲结婚，以血检异常、反复感染就诊的有 16 例，

以黄疸或肝酶增高首诊的 2 例，增长缓慢或营养不良者占 100%，伴腹泻症状 16 例（占 89%），

15 例行骨穿，其中合并纯红再障 3 例；肝脏肿大或肝功能异常 10 例（占 56%），其中有 1 例合

并肝硬化及门脉高压；合并骨骼或牙齿异常者占 67%（12/18），6 例检测胰酶者，明显下降者 5

例。全外显子基因检测资料完整共 15 例，其中 C．183—184TA>CT，C．258+2T>C 以及

C．[183—184TA>CT；258+2T>C]占基因突变的 100％，其中杂合突变占 3/15(33%)。 

结论 本病罕见，大多儿童期发病；临床表现多样性，累及多个脏器，临床易漏诊及误

诊。对于营养不良、持续大便带油滴、反复感染、持续血常规异常（尤其中性粒细胞

减低）对症治疗无改善、肝功能损害或肝脏增大、骨骼或牙齿发育异常等患儿，需高

度警惕此病，及早行全外显子基因检测，以早诊断，早干预。 

 
 

PU-1294 

Long non-coding RNA FIRRE predicts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 prognosis 

 
zhengyang Li,Xiaoming Fa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to perform lncRNAs profile of CRC and  identify lncRNAs that might 
help to better diagnosis and treat CRC. 
Methods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genes (DEGs) were investigated in CRC using RNA-sequencing. 
qRT-PCR was used to quantify the RNA-sequencing data. 
Results A total of 479 lncRNAs and 3090 mRNAs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the 
paired tumor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IncRNA FIRRE was one of the top upregulated 
lncRNAs in CRC. We found that FIRRE expression was higher in CRC tissues than adjacent 
normal tissues(p < 0.001). High FIRRE expression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NM stage, 
distant metastasis, and lymphatic metastasi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lonic epithelial cell l ine 
(FHC), lncRNA FIRRE level was upregulated in colon cancer cell lines (HCT-116 and SW480). 
The Gene Ontology (GO) enrichment and pathway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FIRRE was associated 
with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 signal pathway and caspase 9, apoptosis-related cysteine 
peptidase.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lncRNA FIRRE may be a tumor promotor and novel prognostic 
biomarker of CR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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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95 

Increased artemin contributes to abdominal pain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zhengyang Li,Xiaoming Fa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Jin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Objective Artemin (ARTN), a member of the glial cell line-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GDNF) 
family, may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many chronic pain conditions. The possible involvement of 
ARTN in the altered gut sensation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was investiga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Methods Rectosigmoid biopsies were collected from 42 patients with IBS fulfilling the Rome Ⅲ 

criteria and 22 healthy controls. Abdominal pain was quantified by a validated questionnaire. The 
presence of ARTN in the mucosa was assess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correlated with 
abdominal pain scores. The IBS-like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was inducted by neonatal acetic 
acid (AA) treatment. Alterations of visceral sensitivity, GFRα3 and TRPV1 expression were 
examined following ARTN or anti-ARTN neutralizing antibody administration. Changes in visceral 
sensitivity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TRPV1 antagonist were recorded. 
Results We here observed higher expression of artemin in colonic mucosa of patients with IBS 
relative to that in controls, which was correlated with abdominal pain/discomfort scores. Acetic 
acid treatment of neonatal rats induced obvious chronic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Exogenous 
artemin administration increased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which was alleviated by successive 
administration of TRPV1 antagonist. Compared to rats treated with vehicle, those receiving 
neutralizing anti-ARTN antibody displayed complete inhibition of visceral hyperalgesia. Moreover, 
the number of GFRα3-positive and TRPV1-positive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in neonatal acetic acid-
treated rat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successive administration of neutralizing anti-artemin 
antibody. 
Conclusions We here observed higher expression of artemin in colonic mucosa of patients with 
IBS relative to that in controls, which was correlated with abdominal pain/discomfort scores. 
Acetic acid treatment of neonatal rats induced obvious chronic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Exogenous artemin administration increased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which was alleviated by 
successive administration of TRPV1 antagonist. Compared to rats treated with vehicle, those 
receiving neutralizing anti-ARTN antibody displayed complete inhibition of visceral hyperalgesia. 
Moreover, the number of GFRα3-positive and TRPV1-positive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in neonatal 
acetic acid-treated rat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successive administration of neutralizing 
anti-artemin antibody. 
 
 

PU-1296 

新型钙离子通道 TRPV6 对结肠癌发生、发展的影响 

 
谢臣武,刘模荣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 TRPV6 对 SD 大鼠结肠肿瘤发生、发展的影响，希望能够探索 TRPV6 在结肠癌发生、

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机制作用，为结肠癌的预防及治疗寻找新的机制及治疗靶点。 

方法 选 SD 大鼠 55 只，分为 5 组，干预组每组 10 只（DMH+1,25(OH)2D3组、DMH+CaCl2组、

DMH+CuCl2组)，DMH 组 15 只，对照组 10 只。DMH+1,25(OH)2D3组每周予以 DMH（20mg/kg）

腹腔注射，并予 1,25（OH）2D3 37.5nmol/kg 灌胃，隔日一次；DMH+CaCl2 组每周予 DMH

（20mg/kg）腹腔注射，并予 CaCl2 37.5mmol/kg 灌胃，隔日一次；DMH+CuCl2 组予以 DMH

（20mg/kg）每周一次腹腔注射，同时予 CuCl2 375umol/kg 灌胃，隔日一次；DMH 组每周仅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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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H（20mg/kg）腹腔注射，并予相同剂量的生理盐水灌胃；对照组腹腔注射相同剂量的生理盐水，

每周一次，同时予同等剂量的生理盐水灌胃，分别在第 18 周、20 周及 22 周处死一批老鼠。HE 染

色了解模型构建情况，WB 实验检测各组大肠中 TRPV6 蛋白的表达。 

结果 对照组大鼠大肠均未见肿瘤发生，实验组及干预组成瘤率为 67.6%，其中 DMH+1,25（OH）

2D3组 100%，DMH 组 84.62%，DMH+CaCl2组 50%，DMH+CuCl2组 33.33%。通过 WB 实验检

测 TRPV6 蛋白在各组中均有表达，DMH 组、DMH+1,25（OH）2D3 组、DMH+CaCl2 组、

DMH+CuCl2 组 TRPV6 蛋白的表达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MH 组

TRPV6 蛋白的表达高于 DMH+CaCl2 组、DMH+CuCl2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DMH+CaCl2组与 DMH+CuCl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MH 组+1,25（OH）2D3

组 TRPV6 蛋白的表达高于 DMH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①1,25（OH）2D3可以使实验鼠结肠组织 TRPV6 蛋白表达增加，并促进结肠肿瘤的形成；②

CaCl2、CuCl2可以使实验鼠结肠组织 TRPV6 蛋白表达降低，并抑制结肠肿瘤的形成 

 
 

PU-1297 

生命早期母体西式饮食诱导子代肠道菌群失调增加 

子代成年期结肠炎易感性 

 
谢润祥,曹海龙*,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观察生命早期（孕期及哺乳期）母体西式饮食（Maternal Western-style diet, MWSD）对子代

小鼠肠道菌群及成年期结肠炎易感性的影响。 

方法 C57BL/6 孕鼠随机分为母体西式饮食（MWSD）组和母体正常饮食 (MND) 组，孕期（3 周）

及哺乳期（3 周）分别给予西式饮食和正常饮食，均正常分娩。待两组子代小鼠断奶后（3 周龄

时），采用 FITC-D 灌胃法评价肠道通透性；HE 染色评价肠道绒毛的发育情况；免疫组化检测肠

道组织中 Ki-67 及 MUC2 的表达；PAS 染色评价杯状细胞；免疫荧光评价肠道组织中 ZO-1 及

sIgA 的表达；Realtime-PCR 检测肠道组织中 ZO-1、Occludin、Claudin 1、IL-1β、IL-6、TNF-α

的相对表达量，16S 测序法检测两组子代小鼠肠道菌群。随后两组子代小鼠均正常饮食喂养直至成

年（8 周龄时），2%DSS 造模 5 天后评价两组小鼠结肠炎严重程度。 

结果 与 3 周龄 MND 组子代小鼠相比，MWSD 组小鼠肠绒毛长度/隐窝深度明显缩短；肠道通透性

明显增加(血清中 FITC-D 的含量增高)；两组子代小鼠肠道均未发现显著镜下炎症，而 MWSD 组子

代小鼠 IL-1β、IL-6、TNF-α 等炎症因子的相对表达水平显著上升。MWSD 组子代小鼠肠道菌群的

α 多样性及 β 多样性与 MND 组小鼠相比均明显降低；拟杆菌门的丰度减低，厚壁菌门/拟杆菌门的

比例增高；与肠道炎症相关的菌属如链球菌属、消化链球菌属的相对丰度明显升高。8 周龄子代小

鼠 DSS 造模后，MWSD 组小鼠结肠炎严重程度较 MND 组小鼠明显加重。 

结论 生命早期母体西式饮食可能抑制子代小鼠肠道发育，导致子代小鼠肠道菌群失调，诱导肠道

低度炎症，破坏肠粘膜屏障，进而增加子代小鼠成年期对结肠炎的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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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98 

生命早期母体高脂饮食抑制子代小鼠肠道发育 

 
谢润祥,曹海龙*,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生命早期（母体孕期和哺乳期）是子代生长发育中至关重要的时期。婴幼儿的肠道发育容易

受到多种母体不良因素影响，导致消化吸收能力弱、免疫功能不成熟，是成年期易患包括过敏性疾

病、肥胖及炎症性肠病等多种疾病的基础。已有研究证实母亲孕早期肥胖能够导致子代发育推迟，

但对肠道发育的影响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生命早期母体高脂饮食（Maternal  high fat diet, 

MHFD）对子代小鼠肠道发育的影响。 

方法 C57BL/6 孕鼠随机分为母体高脂饮食（MHFD）组和母体正常饮食(MND)组，孕期（3 周）及

哺乳期（3 周）两组孕鼠分别给予高脂饮食和正常饮食。随后两组孕鼠均正常分娩，出生时及每周

监测子代小鼠体重；HE 染色评价小肠绒毛和结肠隐窝；免疫组化法评价肠道细胞增值（Ki-67）及

黏蛋白（MUC2）的表达；PAS 染色法评价杯状细胞的数目；Realtime-PCR 检测肠道组织中

MUC2、Occludin 和 Claudin 1 mRNA 的相对表达量。 

结果 MHFD 组子代小鼠在 2 周及 3 周龄时体重显著高于 MND 组，其余时间体重与 MND 组相比无

显著差异。3 周时两组小鼠肠道均未发现显著镜下炎症。与 MND 组小鼠相比，MHFD 组子代小鼠

小肠绒毛长度及结肠隐窝深度明显缩短；每个小肠绒毛中 Ki-67 阳性细胞数明显减少；每个结肠隐

窝中杯状细胞的数目和 MUC2 阳性细胞数均明显减少；MUC2、Occludin 和 Claudin 1 mRNA 的相

对表达量明显降低。 

结论 生命早期母体高脂饮食可抑制子代小鼠肠道发育，可能是子代多种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PU-1299 

内镜下超声小探头诊治上消化道黏膜下肿物的临床价值分析 

 
王宏 

本溪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内镜下超声小探头诊治上消化道黏膜下肿物（SMT）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本院于 2016 年 11 月-2018 年 2 月间收治的 80 例 SMT 患者为研究主体。给予其内镜下

超声小探头检查，并根据病变体积、类型与起源层次给予相应的治疗方法。结果：经检查，肿物主

要分布于食管、胃与十二指肠黏膜下，包括恶性间质瘤 6 例（7.5%），良性间质瘤 52 例

（65.0%），异位胰腺 8 例（10.0%），脂肪瘤 4 例（5.0%），静脉瘤 3 例（3.8%），静脉曲张 2

例（2.5%），囊肿 5 例（6.3%）。根据病变情况给予内镜下治疗术、常规手术或随访治疗，其中，

内镜下治疗术的治愈率为 100%，手术治疗的病理符合率为 89.3%。 

结果 肿物类型为：恶性间质瘤 6 例，良性间质瘤 52 例，异位胰腺 8 例，脂肪瘤 4 例，静脉瘤 3 例，

静脉曲张 2 例，囊肿 5 例。其中，内镜下治疗术的治愈率为 100%，手术治疗的病理符合率为

89.3%。 

结论 内镜下超声小探头可有效诊断出 SMT 的疾病类型、体积与起源，并能指导其治疗方案的合理

选择，具有较佳的临床价值。手术治疗的病理符合率为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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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00 

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心电图改变与 MELD 评分及预后的关系 

 
赵一品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心电图改变与 MELD 评分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2 月于本院诊治的 135 例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检测所

有患者肌酐、国际标准化比值（INR）等指标，计算 MLED 评分，按照 MELD 评分将其分为高

MELD 评分组（n=82）和低 MELD 评分（n=53），同时采集所有患者体表心电图，测量计算 QTc，

详细记录各种心电图异常表现。对所有患者 1 年生存情况进行随访和分析。 

结果 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心电图存在多种异常，高 MELD 评分组和低 MELD 评分组比较，QTc 明

显延长（P<0.05）。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QTc 和 MELD 评分呈正相关关系（r=0.417，

P=0.003）。COX 回归分析显示，QTc 是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1 年生存率的预测因素之一

（OR=1.862，P<0.0001）。 

结论 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心电图 QTc 与 MELD 评分正相关，且对预后具有预测作用。 

 
 

PU-1301 

内镜诊疗患者护理安全风险关键因素分析与对策 

 
刘艳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对内镜诊疗患者常见的护理安全隐患进行原因分析和流程改进，减少护理安全风险事件发生，

保障患者诊疗安全。 

方法 根据质量管理讨论会的记录，采用鱼骨图分析法，归纳并总结存在的安全隐患，分析关键因

素和根本原因，并制定可行的护理防范措施。 

结果  分析出了内镜诊疗发生护理安全隐患的原因，落实了护理评估，采取了有效的护理防范措施，

优化改进了信息系统自动识别功能，强化了安全核查。 

结论 紧抓安全风险防范关键环节，强化安全防范意识，优化流程并制定有效措施，有效地杜绝了

护理安全风险的发生，保障了患者检查期间的安全。 

 
 

PU-1302 

托伐普坦治疗肝硬化顽固性腹水合并低钠血症疗效 

 
王砚砚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观察血管升压素受体拮抗剂托伐普坦对肝硬化顽固性腹水合并低钠血症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将 42 例肝硬化顽固性腹水合并低钠血症患者分为托伐普坦组 22 例和常规利尿剂组 20 例，托

伐普坦组给予常规治疗和托伐普坦 15mg/d 治疗；常规利尿剂组给予常规治疗、螺内酯 40～120 

mg/d 和呋塞米 20～60mg/d，治疗至少 1 周。比较观察治疗前 1 天(基线)、治疗后第 4 天及治疗后

第 7 天变化，主要观察项目包括血钠、氯、钾浓度、肝功、肾功、腹围下降及下肢水肿改善，并记

录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 治疗后第 4、7 天，托伐普坦组血 Na+浓度显著高于常规利尿剂组(P＜0.05)。托伐普坦组 22

例患者治疗后第 4 天血 Na+浓度达到正常 14 例，占 63.6％；常规利尿剂组 20 例患者治疗后第 4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167 

天血 Na+浓度达到正常 4 例，占 2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6.46，P<0.05)。托伐

普坦组治疗后第 7 天血 Na+浓度达到正常 15 例，占 68.2％；常规利尿剂组达到正常 5 例，占

25.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6.20，P<0.05)。托伐普坦组 24h 尿量均高于常规利尿剂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托伐普坦组治疗后 7 天腹围下降 16 例(72.7％)，与常规利尿剂组

腹围下降 7 例(35.0％)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59，P=0.032)；下肢水肿改善托伐普坦组 5

例(22.7％)与常规利尿剂组 3 例(15.0％)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06，P=0.808)。两组患者

治疗前后 ALT、TBIL、BUN 和 Cr 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托伐普坦对肝硬化顽固性腹水患者有较强排水利尿作用，并纠正低钠血症。对肝肾功能无不

良影响。 

 
 

PU-1303 

上消化道粘膜下隆起病变超声内镜的诊断价值 

 
蒋汉梅,马臻棋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内镜(EUS)对上消化道黏膜下隆起性病变（SMT）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 2016～2017 年我院经内镜检查发现的上消化道黏膜下隆起性病变(SMT)患者 196 例，其

中食管 59 例，贲门 14 例，胃底 47 例，胃体 25 例，胃窦 33 例，球部 18 例，平均年龄年龄 24～

76 岁平均(54.6±3.4)岁，男性 87 例，女性 109 例。所有患者经超声内镜检查。仪器  主机：

Olympus，超声内镜：GIF-J260，探头频率：7.0～20 MHz，探头型号 ：Olympus-UM-2000，用

注水法进行扫查。选择其中经手术病理确诊 60 例纳入分析，ESD(33 例)、EFR（9 例）、外科腔

镜手术（18 例），并与手术病理结果进行比较，探讨超声内镜的诊断价值。 

结果 53 例患者超声检出上消化道 SMT 病变，其中平滑肌瘤 11 例（食管 8 例，胃体 3 例）、囊肿

12 例（食管 5 例，胃体 2 例、球部 5 例）、异位胰腺 8 例（胃窦 5 例，球部 3 例）、间质瘤 19 例

（均在胃）、神经内分泌瘤 3 例（球部）。EUS 诊断共有 7 例与病理诊断不符，其中有 2 例间质

瘤误诊为异位胰腺;1 例副脾误诊为间质瘤，3 例异位胰腺误诊为间质瘤，1 例神经内分泌瘤误诊为

间质瘤。超声内镜诊断出上消化道 SMT 53 例，诊断准确率为 88.3%(53/60)。SMT 发病部位 196

例上消化道 SMT 有 119 例发生于胃，且以间质瘤最多，异位胰腺多位于胃窦部及球部; 59 例生长

于食管,以平滑肌瘤及囊肿最多见，十二指肠 SMT 较少，以囊肿多见。 

结论 上消化道黏膜下隆起病变是一种常见的上消化道病变,普通胃镜检查无法明确病变的性质和起

源，且对壁内或壁外异常以及正常器官或组织压迫区分不清楚，无法提供病灶的详细、准确诊断。

超声内镜是临床诊断上消化道隆起性病变的常用手段，根据内镜图像和工作原理，上消化道的管壁

图像分 5 层，检查过程中，超声内镜的高频率探头可以清晰显示消化道壁的结构和层次，通过结合

病变的回声特点和层次，对病变的性质进行明确。随着超声内镜应用更加熟练，超声内镜辅助切除

肿瘤或者剥离术在临床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也为临床治疗 提供重要的依据。本研究结果提示,超

声内镜诊断出上消化道黏膜下隆起病变 53 例，诊断准确率为 88.3%(53/60)，超声内镜是诊断消化

道黏膜下隆起性病变的有效方法，超声内镜的定位诊断价值高，可以确定病变是位于管腔内还是外

压性，有助于帮助临床确定是否治疗及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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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04 

内镜下黏膜切除术治疗≥3cm 的胃肌层肿瘤的临床评价 

 
向圆圆,李国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在治疗≥3cm 的胃肌层肿瘤

的临床疗效以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 ESD 术并且术前超声胃

镜确定胃肌层病变的 56 例患者。分析出血、穿孔、狭窄等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定期内镜随访。

ESD 操作步骤；黏膜下注射液体以抬高病灶,接着预切开病灶周围黏膜,之后使用 Hook 刀或 IT 刀沿

病灶黏膜下层完整剥离病灶。 

结果 56 例患者中，胃体 25 例（44.6%)，胃底 25 例（44.6%），胃窦 2 例（3.6%），贲门 3 例

(5.4%)，胃角 1 例(1.8%)。病灶最大直径 3-6cm（平均 4cm）。ESD 操作时间 24min-205min(平

均 72min)。56 例患者均完整切除，有 2 例(3.6%)患者因瘤体太大，无法完整取出，行圈套器分次

切开后均成功完全取出，术后病理均提示基底及切缘未见累及，无 1 例患者转至外科手术治疗。术

中 15 例(26.8%)患者无出血穿孔。17 例(30.3%)患者术中穿孔，其中 15 例(26.8%)小穿孔予钛夹夹

闭，2 例(3.6%)大穿孔予尼龙绳荷包缝合，均保守治疗成功。术中明显出血 28 例(50%)，予止血钳

均成功止血,未出现需再次内镜下治疗的出血。术后住院天数 2-10 天（平均 4 天），术后常规抗炎，

抑酸，留置胃管等处理。56 例患者住院期间术后发热 17 例(30.3%)，其中由穿孔导致的发热有 8

例（14.3%），因肺部感染、呼吸道感染等引起发热有 9 例（16.1%），经物理降温及抗感染治疗

后，3 天后体温均恢复正常。1 例(1.8%)患者术后出血，经血凝酶及去甲肾上腺素药物治疗后出血

停止。术后病理提示胃平滑肌瘤有 22 例，神经鞘瘤有 1 例，胃间质瘤有 33 例，其中 33 例胃间质

瘤中有 30 例低度危险性，1 例中度危险性，2 例高度危险性。30 例术后病理证实低度危险性间质

瘤的肿瘤最大直径均小于 5cm,而 2 例术后病理证实高度危险性间质瘤的肿瘤最大直径均大于 5cm。

术后随访 3 月至 4 年（平均随访 1 年），有 5 例患者失访，其余患者伤口处均瘢痕愈合良好，见钛

夹在位，未见肿瘤复发及残留。 

结论 ESD 治疗 3-5cm 的胃肌层肿瘤内镜下治疗安全、有效，创伤小，整体切除率高，而治疗大于

5.0 cm 的胃巨大间质瘤,危险性多较高，建议最好转外科手术治疗。 

 
 

PU-1305 

胃癌患者血清 CA724、CA50、CA242、 

CRP 联合检测的临床意义 

 
张君,芦永福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联合测定胃癌患者血清中 CA724、CA50、CA242、CRP 水平并分析其对胃癌的临床诊断价

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于 XX 大学附属医院经胃镜检查并病理确诊的胃癌患者 105

例作为观察组，同期收集体检中心 147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正常对照组，均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检测血清 CA724、CA50、CA242 水平，散射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清 CRP 水平并收集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其对胃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 1.观察组血清中 CA724、CA50、CA242、CRP 水平均较对照组高（P<0.05），且观察组

III+IV 期患者血清中 CA50、CA724、CA242、CRP 水平均高于观察组 I+II 期及对照组（P<0.05），

观察组 I+II期患者 CA50、CA242、CRP 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2.胃癌有淋巴结转移患者该

四项指标水平均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患者（P<0.05）；3.血清中 CA724、CA50、CA242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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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 单独检测诊断胃癌的敏感性分别为 47.62%、40.95%、45.71%、30.48%；特异性分别为

78.24%、95.92%、94.56%、95.92%；准确性分别为 65.48%、73.02%、74.21%、68.65%；阳

性似然比为 2.19、10.04、8.40、7.47；联合检测敏感性 CA50+CA242+CRP+ CA724 最高，达

73.33%。阳性似然比最高为 CA50+CRP（6.77）；4.通过 ROC 曲线分析得出 CA50、CA724、

CA242、CRP 四项指标单独检测用于诊断胃癌的 AUC 分别为 0.706、0.610、0.827、0.683，

CA242 诊断胃癌价值高于 CA50、CA724、CRP（P<0.05）。联合检测 AUC 增大，其中

CA242+CRP 最大（0.867）。 

结论 血清 CA724、CA50、CA242、CRP 水平异常升高对诊断胃癌具有一定意义。血清 CA724、

CA50、CA242、CRP 四项指标水平均与胃癌的分期、有无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联合检测可以提

高诊断胃癌的敏感性，其中 CA242、CRP 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最高。 

 
 

PU-1306 

系统护理干预对晚期胃癌化疗患者癌因性疲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晓玲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重庆市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晚期胃癌化疗患者应用系统护理干预对癌因性疲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7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120 例晚期胃癌化疗患者，将 2016 年 8 月-2017

年 8 月为设观察组（系统护理干预），2015 年 1 月-2016 年 7 月设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各 60

例。比较两组癌因性疲乏、生活质量状况。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癌因性疲乏程度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

组躯体疼痛（72.35±8.41）分、生理职能（73.06±9.21）分、情感职能（75.40±8.63）分、社会功

能（74.23±7.06）分，均高于对照组（65.42±6.97）分、（67.03±8.22）分、（69.53±7.21）分、

（63.48±6.39）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针对晚期胃癌化疗患者，应用系统护理干预可有效缓解癌因性疲乏，提高其生活质量，利于

改善预后。 

 
 

PU-1307 

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在肠易激综合征中的患病率和预测因素： 

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陈彬睿

1
,杜丽君

1
,张雅雯

1
,John J. Kim

1,2
,戴宁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消化科 

 

目的 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在肠易激综合征(IBS)中十分常见，用抗生素治疗 SIBO 后 IBS 患者

胃肠道症状可以得到缓解。既往报道的 IBS 患者中 SIBO 患病率差异较大，从 4％到 84％不等，可

能与 SIBO 的不同诊断方法相关。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评估 IBS 患者中 SIBO 总体的患病率，以及

基于不同诊断方式或标准的 SIBO 的患病率。次要目标是明确 IBS 患者与健康对照者相比，发生

SIBO 的合并优势比（OR），以及 IBS 患者中 SIBO 发生的预测因素。 

方法 检索 PubMed，Cochrane图书馆和 EMBASE 等数据库中截至到 2017 年 7 月的相关论著和综

述，用于评估 SIBO 在 IBS 中的发病率。计算 IBS 患者中 SIBO 的总体患病率，IBS 患者与健康对

照者相比 SIBO 的合并优势比（OR），并进一步评估 IBS 患者中 SIBO 发生的预测因子。 

结果 共 50 项临床研究符合纳入标准，其中 IBS 患者 8398 例，健康对照者 1432 例。IBS 组中

SIBO 的总体患病率为 38％（95％CI 32-44％），与健康对照组相比，IBS 患者的 SIBO 总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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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OR = 4.7,95％CI 3.1-7.2）。 IBS 患者中 SIBO 的总体患病率，通过呼气试验诊断为 40％

（95％CI 33-46％），高于空肠细菌培养诊断的 19％（95％CI 8-30％）。其中呼气试验中，乳果

糖呼气试验诊断的 IBS 患者中 SIBO 的总体患病率（47％，95％CI 39-56％）高于葡萄糖呼气试验

（31％，95％CI 24-38％）。亚组分析结果表明，IBS 腹泻型 SIBO 患病率较其他 IBS 亚型患者高

（OR = 1.7,95％CI 1.3-2.3），女性 IBS 患者 SIBO 患病率较男性 IBS 患者高（OR = 1.5,95％CI 

1.0-2.1），质子泵抑制剂（PPI）的使用不影响 SIBO 在 IBS 中发生（OR = 1.1,95％CI 0.7-1.7）， 

以及 IBS 中 SIBO 阳性患者较 SIBO 阴性患者年龄更大（标准平均差(SMD)= 3.1 岁，95％CI 0.9-

5.4）。 

结论 大约 1/3 的 IBS 会发生 SIBO，且 IBS 患者较健康对照者患 SIBO 的风险约高 5 倍。IBS 患者

中 SIBO 的患病率随诊断方式的变化而不同，腹泻型 IBS，女性，老年等因素增加了 SIBO 在 IBS

中发生的风险，但是 PPI的使用不影响。 

 
 

PU-1308 

Systematic review with meta-analysis: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Binrui Chen

1
,Lijun Du

1
,Yawen Zhang

1
,J. Kim John

1,2
,Ning Dai

1
 

1.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2.Loma Lind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Objective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SIBO) is common among patients with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and symptoms of IBS are relieved after treatment of SIBO with 
antibiotics.The reported prevalence of SIBO among individuals with IBS is highly variable,ranging 
4% to 84%,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testing methods performed to diagnose SIBO. The 
primary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evaluate overall and test-specific pooled prevalence of SIBO 
among individuals with IBS. The secondary aims were to determine the pooled odds ratio (OR) of 
SIBO among individuals with IBS compared to controls, and also to examine predictors 
associated with SIBO among patients with IBS. 
Methods PubMed, Cochrane Library, and EMBASE through July 2017 were searched to identify 
studies evaluating the prevalence of SIBO in IBS. The pooled prevalence of SIBO among 
individuals with IBS and the pooled odds ratio (OR) of SIBO among those with IB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was calculated. Predictors of SIBO among IBS patients were also evaluated. 
Results Fifty studies (8,398 IBS, 1,432 controls)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Overall pooled 
prevalence of SIBO in IBS was 38% (95%CI 32-44%) and was higher among individuals with IBS 
(OR=4.7, 95%CI 3.1-7.2) compared to controls. The pooled prevalence of SIBO in IBS was 
higher in studies diagnosed by breath tests (40%, 95%CI 33-46%) compared to cultures (19%, 
95%CI 8-30%). Furthermore the prevalence of SIBO was higher in studies diagnosed by LBT 
(47%, 95%CI 39-56%) compared to GBT (31%, 95%CI 24-38%). Among those with IBS, female 
gender (OR=1.5, 95%CI 1.0–2.1), older age (standard mean difference=3.1 years, 95%CI 0.9–
5.4), and IBS-diarrhea (OR=1.7, 95%CI 1.3-2.3) compared to other IBS subtypes increased the 
odds of SIBO; proton pump inhibitor (PPI) use (OR=1.1, 95%CI 0.7-1.7)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SIBO. 
Conclusions  More than one-third of IBS patients tested positive for SIBO, and the odds of SIBO 
in IBS were increased nearly five-fold. The prevalence of SIBO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tic 
modality performed. Female gender, older age, and IBS-diarrhea, but not PPI use, were 
associated with SIBO among individuals with 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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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09 

冷圈套切除技术治疗结直肠息肉的疗效分析 

 
朱晓佳,杨力,方军,向阳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冷圈套切除技术治疗结直肠息肉的疗效。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我院 36 例大小为 10mm 以内的结直肠无蒂息肉患者，均

接受冷圈套切除术。 

结果 所有患者均完整切除息肉，息肉大小 3-10mm，术后病理证实炎性息肉 11 例，腺瘤 14 例，

管状腺瘤 9 例，锯齿状腺瘤 2 例，术中出血均可自行止血，无需内镜电凝止血，创面金属夹封闭

19 例，创面未封闭 17 例，无术后出血发生；其中 20 例患者术后 6 个月随访无肿瘤残留或复发。 

结论 冷圈套切除技术可安全有效地治疗结直肠息肉。 

 
 

PU-1310 

Ser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IgG and IgE antibodies against 
food antigens in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haiyang wang

1
,Hongjie Zhang

2
 

1.The Affiliated Sir Run Run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IBD)，the involvement of food antigens in immune 

responses remains unclear.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food specific immunoglobulin G (IgG) and E (IgE) antibodies in patients with IBD. 
Methods We enrolled a total of 101 IBD patients, including 32 ulcerative colitis (UC), 69 Crohn’s 
disease (CD) and 50 healthy controls(HC). Serum IgG antibodies against 14 unique food 
allergens were measured by semi-quantitative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Serum IgE antibodies against 10 food allergen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blotting(WB). 
Results Food sIgG antibodies were detected in 53.1% of UC patients, 91.3% of CD patients and 
42% of HC. CD patients showed the significantly higher IgG antibodies prevalence than UC 
groups and healthy controls (CD vs. HC, P=0.000; CD vs. UC, P=0.000).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UC and HC groups (P = 0.324). The number of IgG-positive foods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in CD patients than in UC or HC patients (CD vs. HC, P=0.000; CD vs. UC, 
P=0.008). The top five prevalent food allergens which caused positive sIgG antibodies in IBD 
patients were tomato (77.5%), corn (68.8%), egg (61.3%), rice (57.5%), soybean (38.7%). IBD 
patients treated with anti-TNF were especially found with significant higher total IgG levels 
compared with steroids and immunosuppressants patients (anti-TNF vs. steriods, P=0.007; anti-
TNF vs. immunosuppressants, P=0.000). UC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the occurrence of 
sIgG antibodies (UC: OR=0.057, P = 0.001), whereas IBD-related surgery was suggested as a 
risk factor (IBD-related surgery: OR=10.910, P=0.014). Anti-food IgE antibodies prevalence were 
not different among CD (57.1%),  
UC (65.2%)patients and controls (60%) (CD vs. HC, P=0.868; UC vs. HC, P=0.686). 
Conclusions High prevalence of serum food sIgG may be related to incidence of CD. sIgG 
antibodies may potentially be utilized to guide diets for C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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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11 

脓毒症休克患者血清 C 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及 D-二聚体的变化 

 
郜茜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D-二聚体在脓毒症休克与脓毒症患者中的差异。  

方法 选择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5 月收治的脓毒症患者 96 例，根

据脓毒症 3.0 的诊断标准分为脓毒症组 54 例及脓毒症休克组 42 例,根据患者预后分为死亡组 29 例、

存活组 67 例，比较不同分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24 h 血清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和 D-二聚体的差

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各指标诊断脓毒症休克的敏感度、特异度以及 Youden 指数。 

结果 治疗前和治疗 24 h 脓毒症休克组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D-二聚体均高于脓毒症组，治疗

24 h 与治疗前比较，2 组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D-二聚体均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脓毒症休克组病死率高于脓毒症组[45.2%（19/42）比 18.5%（10/54）],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X2=8.00，P<0.05），脓毒症患者出现休克可以使死亡风险提高 3.63 倍（P<0.05）。治疗

前和治疗 24 h 死亡组(n=29)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D-二聚体均高于存活组(n=67),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 P<0.05）。血清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和 D-二聚体诊断脓毒症休克的曲线下面积分别

为 0.69、0.71、0.80，敏感度分别为 0.54、0.71、0.69，特异度分别为 0.86、0.67、0.86，

Youden 指数分别为 22.02、7.35、28.08。 

结论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和 D-二聚体与脓毒症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有关，病程中持续高数值的

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和 D-二聚体提示着疾病预后较差。 

 
 

PU-1312 

人胃黏膜巨噬细胞表型鉴定分子的文献研究 

 
高淑靖,潘静琳,刘凤斌 

广州中医药大学 

 

目的 梳理并规范人类胃黏膜巨噬细胞不同活化表型的鉴定分子。 

方法 以涉及人胃黏膜巨噬细胞表型鉴定的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主题词与关键词相结合共同构建

检索式，英文检索词包括：macrophages、Bone Marrow-Derived Macrophages、Monocyte-

Derived Macrophages、 Monocyte Derived Macrophages、 Macrophage、 gastric mucosa、

Gastric Mucosas、Gastric tissues、Gastric biopsies、Endoscopic biopsies，中文检索词包括：

巨噬细胞、胃组织、胃部组织、胃活检、胃部活检、胃活体检查、胃部活体检查、胃黏膜、胃部黏

膜、胃粘膜、胃部粘膜，检索国内外数据库：PubMed、EMbase、CNKI、VIP、WanFang Data，

检索时限为各数据库建库至 2018 年 1 月 22 日，使用各数据库内置的过滤器将物种限定为人类。

文献纳入标准为：①研究方法涉及人胃黏膜巨噬细胞（包括 M1 和/或 M2 表型）表型鉴定的文献；

②发表期刊 IF（Impact Factor）≥3.0 的英文文献；③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的中文文献。排除标准

为：①细胞试验；②动物试验；③综述类文献；④单病例研究；⑤发表期刊 IF<3 的英文文献；⑥

未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的中文文献；⑦未明确区分 M1、M2 型巨噬细胞的文献。由 2 名研究者分

别独立按前述标准筛选文献，阅读相关文献全文，提取资料后交叉核对。采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6 制作资料提取表，录入纳入文献的相关资料，包括文章第一作者、巨噬细胞表型、检测

方法、研究采用试剂、期刊影响力等，归纳并整理鉴定人胃黏膜 M1、M2 型巨噬细胞选用的白细

胞分化抗原标志物，即人胃黏膜 M1、M2 型巨噬细胞的鉴定分子。 

结果 初步检索共获得文献 627 篇，逐层筛选后最终纳入文献数量为 5 篇，采用免疫组化法的文献

共 5 篇，其中采用 CD163 鉴定 M2 型巨噬细胞的文献共 4 篇，采用 CD206 的文献共 1 篇，提及

M1 型巨噬细胞鉴定分子的文献共 0 篇。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173 

结论 利用特异识别巨噬细胞膜上分化抗原的单抗可以鉴定区分不同种类的巨噬细胞。推荐使用

CD163 作为鉴定 M2 型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的分子。M1 型巨噬

细胞的鉴定分子有待未来更多的实验研究探索与挖掘。 

 
 

PU-1313 

内镜下鼻胆引流管与生长抑素单用或联用预防胆管多发结石患者

ERCP 术后急性胰腺炎及高淀粉酶血症效果分析 

 
王桂良 

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鼻胆引流管(Endoscopic nasal biliary drainage, ENBD)与生长抑素单用或联用预防

胆管多发结石患者行内镜逆行胆胰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术后急性胰腺炎(post-ERCP hyperamylasemia and pancreatitis, PEP)及高淀粉酶血症效果 

方法 收集我院 250 例胆总管结石患者分成 3 组：生长抑素组、ENBD、生长抑素+ENBD 组。比较

3 组患者 ERCP 术后高淀粉酶血症和胰腺炎的发生率、胆总管结石复发率、胆管感染率出血发生率，

术后视觉模拟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分、术后住院时间、腹痛消失时间、白细胞恢

复正常时间、术后费用、术后 3 h 和术后 24 h 血淀粉酶和 C 反应蛋白的浓度。 

结果 与生长抑素组比较、ENBD 组或生长抑素+ENBD 组高淀粉酶血症、PEP 发生率、胆总管结石

复发率和胆管感染发生率显著性降低，ENBD 组与生长抑素+ENBD 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三组出

血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3 组术后 3hVAS 疼痛评分无统计学差异，术后 24 小时及术后 48 小

时 VAS 疼痛评分比较 ENBD 组或生长抑素+ENBD 组较与生长抑素组显著性降低，ENBD 组与生

长抑素+ENBD 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比较 3 组术后住院时间、腹痛消失时间, 白细胞恢复正常时间, 

生长抑素+ENBD 组<ENBD 组<生长抑素组；术后费用比较，生长抑素+ENBD 组或 ENBD 组较生

长抑素组显著性增多，生长抑素+ENBD 组或 ENBD 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术后 3 h 和术后 24h 的

血淀粉酶和 C 反应蛋白比较，生长抑素+ENBD 组或 ENBD 组较生长抑素组显著性降低，有统计学

差异，生长抑素+ENBD 组或 ENBD 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生长抑素和 ENBD 能预防胆管多发结石患者 ERCP 术后急性胰腺炎及高淀粉酶，ENBD 的效

果优于生长抑素，联用 ENBD 和生长抑素效果能进一步提高效果。 

 
 

PU-1314 

早期应用 LCBDE+LC 与 ERCP/EST+LC 治疗胆囊结石并胆总管

结石的胆源性轻症急性胰腺炎的疗效分析 

 
王桂良 

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应用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LCBDE）+胆囊切除术（LC）与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

（ERCP）/内镜下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术（EST）+LC 治疗胆囊结石并胆总管结石的胆源性轻

症急性胰腺炎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138 例胆囊结石并胆总管结石的胆源性轻症急性胰腺炎的患者按治疗方案随机分为 2 组：

LCBDE+LC 组及 ERCP/EST＋LC 组。比较 2 组二次手术时间总和、做完第一次手术后住院时间、

2 组二次术中出血量总和、住院费、术后下床时间、取石成功率、并发症发生率、开腹手术中转率、

腹痛消失时间、体温恢复正常时间、白细胞计数（WBC）恢复正常时间、血淀粉酶恢复正常时间、

丙氨酰氨基转移酶（ALT）恢复正常时间、总胆红素（TBIL）恢复正常时间、碱性磷酸酶（ALP）

恢复正常时间、WBC、TBIL、ALT、C 反应蛋白（CRP）、血淀粉酶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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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 LCBDE+LC 组相比，ERCP/EST+LC 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胆漏发生率显著性减

少，住院时间、取石成功率、术后下床时间、开腹手术中转率无统计学差异，住院费、胆道残石率、

胆道感染发生率、胰腺炎加重发生率增多，腹痛消失时间显著性减少，体温恢复正常时间、血淀粉

酶恢复正常时间、ALT 恢复正常时间、TBIL 恢复正常时间、ALP 恢复正常时间无统计学差异。2

组术后第 3 天 WBC、TBIL、ALT、CRP、血淀粉酶水平较术前均显著性下降，而术后同一时间点

比较各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早期应用 LCBDE+LC 组与 ERCP/EST+LC 组均能有效治疗胆囊结石并胆总管结石的胆源性

轻症急性胰腺炎，具体实施应根据患者实际病情及医院条件，选择最合适的微创治疗方式 

 
 

PU-1315 

术前应用结肠支架对高位结肠癌梗阻手术及预后的影响 

 
王桂良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高位结肠癌所致的急性结肠梗阻术前应用结肠支架对手术及预后的影响，探讨其临床应

用价值 

方法 选取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我院治应用结肠支架治疗的高位结肠癌患者 60 例作为结肠

支架组，直接行肠切除或者行一期肠造瘘，二期手术切除的高位结肠癌患者 59 例作为对照组。比

较两组的手术行肠切除成功率、并发症发生率与存活时间 

结果 结肠支架组平均手术时间、平均住院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生存分析显

示 结肠支架 组比对照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生存分析证实淋巴结的转移、

Dukes 分期以及术前是否应用结肠支架均是影响高位结肠癌梗阻患者预后的因素 

结论 高位结肠癌所致的急性结肠梗阻术前结肠支架置入经济有效、并发症少，可以显著降低患者

的创伤和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是一个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316 

应用蛋白芯片技术检测幽门螺杆菌分型及对其根除率影响的研究 

 
朱明飞,王立军 

盘锦市中心医院（原：盘锦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应用蛋白芯片技术检测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血清学分型，同时对 Hp 感

染者采用四联方案进行根除治疗，比较各型 Hp 菌株的根除率，并探讨 Hp 血清学分型与根除率的

关系，旨在为临床 Hp 感染的处理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因上消化道症状就诊于盘锦市中心医院，并采用蛋白芯片

技术进行血清学检测诊断 Hp 感染，且接受四联疗法根除治疗的 321 例患者，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分

组：I 型、II 型及中间型组，对所有入选患者进行随访，比较各组 Hp 根除率，分析 Hp 血清学分型

与根除率的关系。 

结果 321 例患者中，失访 15 例，失访率为 4.7%，最终共计患者 306 例。I型、II型、中间型三组

患者根除率分别为 95.0%（134/141）、81.9%（59/72）、83.9%（78/9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三组 Hp 根除率两两比较中，I 型组 Hp 根除率高于 II 型及中间型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17），而 II型及中间型组 Hp 根除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7）。阿莫

西林、克拉霉素、雷贝拉唑及铋剂四联方案在该地区中的 Hp 根除率为 88.6%。 

结论 Hp 根除率与血清学分型有关，I型组 Hp 根除率高于 II型及中间型组，可指导临床医生作出是

否对 Hp 进行根除治疗的决策。上述根除治疗方案在本地区的 Hp 根除率为 88.6%，有待进一步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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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17 

生长抑素预防 ERCP 术后胰腺炎及高淀粉 

酶血症有效性的 Meta 分析 

 
黄妹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对应用生长抑素预防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术后胰腺炎（PEP）和 ERCP 术后高淀

粉酶血症（PEHA）的研究进行 meta 分析。 

方法 搜索电子数据库，包括 PubMed，EMBASE，Cochrane图书馆和科学引文索引以检索相关试

验。纳入比较生长抑素和安慰剂预防 PEP 的对照试验。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 分析以评估 PEP，PEHA 和 ERCP 术后腹痛的比率。 

结果 生长抑素组 PEP 总比率明显低于安慰剂组。对于短时间注射亚组，生长抑素组与安慰剂组之

间的 PEP 和 PEHA 比率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对于长时间注射亚组，生长抑素组的 PEP 和 PEHA

比率明显低于安慰剂组。对低危 PEP 亚组，生长抑素组与安慰剂组 PEP 比率无差异，对于高危

PEP 亚组，生长抑素组 PEP 比率显著低于安慰剂组。对于长时间注射高风险 PEP 亚组，生长抑素

组的 PEP 比率明显低于安慰剂组。生长抑素组的 ERCP 术后腹痛总比率明显低于安慰剂组。 PEP

发病率的漏斗图显示没有不对称性和负斜率。 

结论 长时间注射生长抑素可以显著降低高风险患者 PEP，PEHA 和 ERCP 后腹痛的发生率，而对

于低风险患者则无需使用。 

 
 

PU-1318 

MUC2 和 Villin 在人结肠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牟丹,赵逵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人类结肠腺癌组织、结肠腺瘤组织、正常结肠组织中黏蛋白 2（MUC2）、绒毛蛋白

（Villin）的表达水平及变化趋势，并探讨其在结肠腺癌发生、发展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本实验经过严格筛选并最终选择 10 例正常结肠组织、16 例结肠腺瘤以及 40 例结肠腺癌。使

用 Real-time PCR(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分别检测这 3 种类型

结肠组织 MUC2、Villin 的表达水平，同时结合临床病理资料，比较 MUC2、Villin 的表达与临床病

理特征的关系。  

结果 1.MUC2 在正常结肠组织、结肠腺瘤组织、结肠腺癌组织中的 mRNA 及蛋白水平的表达均呈

逐渐下降趋势，结肠腺癌组与结肠腺瘤组相比以及结肠腺癌与正常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MUC2 在结肠腺癌中的表达分别与性别、年龄、肿瘤发生部位无关(P＞0.05）；与肿瘤

的浸润深度、淋巴、器官转移有关(P＜0.05）；肿瘤浸润深度越大、伴有淋巴、器官转移，表达越

弱(P＜0.05）；   

2.Villin 在正常结肠组织、结肠腺瘤组织、结肠腺癌组织中的 mRNA 及蛋白水平均呈逐渐下降趋势，

结肠腺癌组与结肠腺瘤组相比以及结肠腺癌与正常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Villin

在结肠癌中的表达分别与性别、年龄、肿瘤发生部位无关(P＞0.05）；与肿瘤的浸润深度、淋巴、

器官转移有关(P＜0.05）；肿瘤浸润深度越大、伴有淋巴、器官转移，表达越弱(P＜0.05）； 

3.MUC2、Villin 在正常结肠组织、结肠腺瘤组织、结肠腺癌组织的 mRNA 及蛋白表达均无明显相

关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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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在―正常结肠-结肠腺瘤-结肠腺癌‖的演变过程中，MUC2 和 Villin 的表达呈逐渐下调趋势，

说明可能二者参与结肠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2、MUC2 的表达与 TMN 分期、淋巴结、远处转移呈负相关，表明其可能抑制了结肠癌的进展与

淋巴结及远处转移，并且有可能间接反映肿瘤的进展情况； 

3、Villin 的表达与 TMN 分期、淋巴结、远处转移呈负相关，表明其可能抑制了结肠癌的进展与淋

巴结及远处转移，检测其表达可能间接反映肿瘤的进展情况； 

  
  

PU-1319 

微生态制剂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王芳,王学红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微生态制剂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在我院消化内科确诊重症急性胰腺炎的 24 例患者, 随机分为

试验组和治疗组。试验组给予传统治疗方法，而治疗组在给予传统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加用复合乳酸

菌口服。 

结果 两组患者在临床疗效上（生化指标血淀粉酶、脂肪酶、血钙恢复正常时间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但治疗组在加用复合乳酸菌后白细胞恢复正常的时间较试验组缩短，胰腺感染例数较

试验组减少。 

结论 微生态制剂能改善肠道屏障功能，减少重症急性胰腺炎感染并发症的发生，调节肠道菌群失

调。 

 
 

PU-132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and colorectal 
polyp-adenomatous neoplasm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Xue Feng

1
,Xin Yong

2
,Hui Xu

2
 

1.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2.Chengdu Military General Hospita 

 
Objective The relationship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and colorectal polyp-adenomatous neoplasms 
has not been interpreted clearly,and Cytotoxin-associated gene A(Cag-A) either.Although there 
are a few meta-analyses investigating the association of H.pylori and colorectal neoplasm,many 
problems in data collection,extraction and combination make the result not so forceful even 
doubtful.Hyperplastic polyps,differ from adenomatous polyps in 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canceration rate,shouldn’t be combined as polyps as previous meta-analyses did.At the same 
time,articles in this field are constantly updated in recent years,therefore,a meta-analyses is 
carried out to summarize the current state of evidence, estim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with colorectal polyps,adenomas and cancer,and Cag-A status too. 
Methods An comprehensive published literature research including full original articles,meta-
analyses or systematic reviews is carried out in Pubmed,Cochrane Library,EBSCO,Embase,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until January 2018.The Key words include H.pylori,and (colorectal 
polyp or colorectal adenoma or colorectal neoplasm or colorectal cancer or colorectal 
tumor).Newcastle-Ottawa Scale(NOS) was utilized to value the quality of the articles.A random-
effects model (DerSimonian and Laird) was used to pool the data, a χ2-based Q statistic test and 
I2 statistics test to estimate the heterogeneity,a funnel plot to assess the possible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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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s,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subgroup of geographical position,study design,definite symptom 
with participants and asymptomatic participants to find out the origin of heterogeneity. 
Results 37 trials showed there was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of H.pylori infection and 
CRC(OR,1.36[95%CI,1.22-1.51],I2=31%),and stronger in Asian and obvious symptom 
participants. 27 studies evalu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pylori infection and 
CRA(OR,1.58[95%CI,1.44-1.72],I2=70%),11 studies about colorectal polyp(OR,1.43[95%CI,1.23-
1.67],I2=54%)showed a similar result as CRC.But the Cag-A status in CRC,the association was 
unstable,the result changed meaningless through sensitivity analysis.The funnel plot indicating 
publication bias appeared asymmetrical and high heterogeneity decreasing the reliability,though 
sensitivity analysis didn’t change the outcome. 
Conclusion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CRC,CRA and colorectal 
polyp might be significant,but the relationship of Cag-A status is unconspicuous..More high-
quality rigorous designed prospective clinical trails are needed to validate this association. 
  
 

PU-1321 

HSF1 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黄妹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HSF1 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探讨其与胰腺癌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05 年 1 月至 2013 年 5 月在我院行手术治疗的 100 例胰腺癌患者的组织标本及相应癌

旁组织标本，采用免疫组化法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 HSF1 蛋白在胰腺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

Real-time PCR 法检测 HSF1mRNA 在胰腺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分析 HSF1 蛋白表达与患者临

床病理指标之间的关系，Kaplan-Meier 法计算患者的 5 年生存率，Log-rank 法比较患者的生存差

别，Cox 回归多因素分析判定独立的预后因素。 

结果 与癌旁组织相比，胰腺癌组织中 HSF1 mRNA 及蛋白的表达显著增高(P<0.01)；HSF1 蛋白的

表达与患者年龄 (P=0.467)、性别 (P=0.932)均无显著相关性，与吸烟史 (P=0.001)、饮酒史

(P=0.002)、淋巴结转移(P=0.012)、分化程度(P=0.003)及 TNM 分期(P=0.0002)显著相关。单因素

及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HSF1 高表达与患者不良预后有关。 

结论 HSF1 在胰腺癌组织中呈现高表达，与胰腺癌的恶性进展及不良预后密切相关。 

 
 

PU-1322 

Progress and prospect in the pathogenesis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Guipeng Zhu,Chunyan Li,Hua Meng ,Feifei Do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with high international prevalence is a commonly 
encountered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symptoms and impairments in personal and 
social functioning. 
The purpose of this editorial is to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pathogenesis and pathophysiology of 
IBS, and to prospect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Methods Although the exact cause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IBS are unclear,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pathophysiology of IBS. Multiple factors, 
like gastrointestinal dysmotility,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intestinal infection,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SIBO), psychological factors, genetic factors, the enteric nervous system 
(ENS), as well as the brain-gut axis are thought to contribute to the symptom complex of 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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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ince the pathogenesis and pathophysiology of IBS are still poorly understood, the 
treatment of IBS is challenging, and there is a need for further studies to allow development of 
therapeutic approaches targeting at the pathophysiological causes of IBS. 
Conclusions IBS is a multifactorial disorder  with complicated pathogenesis and pathophysiology, 
involving significant biological defects, psychological disturbances and social impacts. That is, 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 is the most currently theory accepted for IBS. These defects ma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further exacerbates the development and symptoms of IBS.  
  
 

PU-1323 

继发于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感染性胰腺坏死的新危险因素： 

早期增强 CT 的作用 

 
丁玲,余晨,邓峰,何文华,夏亮,黄鑫,雷宇鹏,周小江,祝荫,吕农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胰腺坏死被认为是急性胰腺炎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但是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患者发病早期的胰腺的影像学表现和感染性胰腺坏死（infected pancreatitis 

necrosis, IPN）的关系尚不清楚。本文的目的是研究 SAP 患者发病早期的增强 CT 表现与继发 IPN

的关系。 

方法 本文是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诊于南昌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SAP 患者，并将患者分为感染组和非感染组。影像科医生重新阅片获取患者的影像学信息。单因

素和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发生 IPN 的独立危险因素，对有意义的指标构建 ROC 曲线评估其预

测的准确性。 

结果 纳入 142 例 SAP 患者，分为感染组（42 例）和非感染组（100 例）。所有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55.87±15.47 岁，其中男性 74 例，女性 68 例。患者从发病到入院的平均时间为 2.42±1.45 天，从

发病到行增强 CT 的平均时间为 6.23±2.43 天。多因素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发病早期增强 CT

上出现胰周液体积聚的数目(OR: 1.328, 95% CI: 1.083-1.628, P=0.006)、胰周及胰腺实质坏死

（OR: 4.001, 95% CI: 1.716-9.327, P=0.001）、胃肠道炎症(OR: 3.353, 95% CI: 1.420-7.919, 

P=0.006)是 SAP 患者继发 IPN 的独立危险因素。胰周液体积聚预测 IPN 的最佳临界值为 4.5 个，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14，敏感度为 78.60%，特异度为 57.30%。 

结论 发病早期增强 CT 上出现胰周液体积聚、胰周及胰腺实质坏死及胃肠道炎症是 IPN 发生的独

立危险因素。发病早期增强 CT 在预测 IPN 方面起重要作用，值得临床医师关注。 

 
 

PU-1324 

ESD 术前疑诊为胃间质瘤的静止期胃杜氏病临床特征分析 

 
马嘉珩,曹海龙,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胃杜氏病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疾病，但却能引起严重的消化道出血。然而，胃镜检查时可发现

个别没有出血的病变，镜下表现为类似胃间质瘤的隆起性病变，我们称之为静止期胃杜氏病。对这

一类病变的处理目前尚无经验可循。本文旨在探讨内镜黏膜下切除（ESD）治疗静止期胃杜氏病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从 2008 年 9 月到 2018 年 3 月共 10 名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内镜中心接受 ESD 切除胃隆起

性病变的患者纳入本研究，筛选出 10 名患者内镜下均未见消化道出血且术后病理证实为胃杜氏病。 

结果 10 名患者（4 名男性，6 名女性）的平均年龄为 60.22±6.22 岁。有 5 例患者的病变位于胃窦

部，2 例在胃底部，3 例在胃体部。超声内镜下病变大小的平均值为 0.8±0.35cm。6 例患者的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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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声内镜下表现为回声不均匀，3 例为强回声，1 例为低回声。10 例病变中有 8 例起源于黏膜下

层，2 例起源于固有层。所有病变均利用 ESD 技术完整切除，平均手术时长为 76.00±16.86 分钟，

未发生术中及术后出血。术后病理均提示检材中可见粗大血管结构，考虑胃杜氏病。所有患者术后

经过 1-53 个月不等的随访及复查胃镜，均未出现复发及远期并发症。 

结论 ESD 切除静止期胃杜氏病可能是一种安全且有效的治疗手段，仍需要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研究

进一步验证其疗效。 

  
 

PU-1325 

Chemopreventive Effects of Silibinin on Colitis-associated 
Tumorigenesis via Inhibiting IL-6/STAT3 Signaling Pathway 

 
Jiaheng Ma,Rongjuan Zheng,Dan Wang,Wenxiao Dong,Sinan Wang,Tianyu Liu,Xue Chen,Bangmao 

Wang,Hailong Cao 
General Hospital，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BD, characterized by chronic inflammation, is a latent risk factor of colon 
tumorigenesis. Silibinin is known to be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neoplastic, but its efficacy on 
colitis-associated cancer (CAC) hasn’t been reported.Interlukin-6/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IL-6/STAT3) is the key signaling pathway involving in CAC. We evaluated the 
chemopreventive effect of silibinin on a CAC mice model and intestinal tumor cells and 
determined its impact on IL-6/STAT3. 
Methods In vitro, Intestinal tumor cells (IMCE and HCT-116 cell lines) were treated by graded 
concentration of silibinin and cellular viability was determined. In vivo, Silibinin (750mg/kg/day) 
was continuously administered to an azoxymethane/dextran sulfate sodium (AOM/DSS) C57BL/6 

mice model for 10 weeks. Body weight、colon length and number and diameter of the tumors 

were documented, respectively. Tissue sections were subjected to H&E staining for colitis and 
tumor scoring,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for proliferation evaluation,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dUTP nick-end labeling for apoptosis assessment, and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for intestinal mucosa barrier quantification. Produc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was determined by Real-time PCR. IL-6/STAT3 pathway activation was 
evaluated through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tudy, silibini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produc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vitro. STAT3 phosphorylation and the viability of intestinal tumor cells were both 
inhibited. In vivo, silibinin also reduced the amount and size of tumors in AOM/DSS mice. Colitis 
and tumor score were moderated accompanying with the inhibition of colonic tumo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cell apoptosis. In addition, Silibinin could inhibit the produc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attenuate the impairment to colonic mucosal barrier. Furthermore, 
STAT3 phosphory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by silibinin.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we demonstrated that silibinin could protect against colitis-
associated tumorigenesis in mice via inhibiting IL-6/STAT3, which showed promising 
chemopreventive potential of CAC. 
 
 
 

PU-1326 

超声内镜、腹腔镜和开腹手术治疗胰腺假性囊肿疗效分析 

 
林秋满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超声内镜、腹腔镜和开腹手术治疗胰腺假性囊肿有效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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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在 2010 年 1 月～2018 年 5 月收治胰腺假性囊肿患者 90 例为研究对象,依照

治疗方法不同分为超声内镜组 32 例、腹腔镜组 28 例和开腹组 30 例,其中超声内镜组由 EUS 引导

下经胃囊肿引流术。腹腔镜组采取囊肿胃吻合引流术或囊肿空肠 Roux-en-Y 吻合术。开腹组采取

囊肿-胃吻合术或囊肿-空肠 Roux-en-Y 吻合术治疗。比较 3 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治愈率、

住院时间、术后下床时间、住院费用、并发症发生率、复发率。 

结果 (1)与开腹组相比，超声内镜组和腹腔镜组治疗时间、术后住院时间、下床时间、术中出血量

显著减少、术后疼痛、恶心、呕吐评分、术后排气时间显著降低；(2)三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无统计学差异。(3)三组治愈率和术后复发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超声内镜是治疗胰腺假性囊肿的首选方法，在无条件做超声内镜的情况下，选用腹腔镜，次

之选开腹手术。 

 
 

PU-1327 

内镜下套扎术分别联用生长抑素、特里加压素及奥曲肽治疗食管

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成本-效果分析 

 
林秋满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内镜下套扎术联用生长抑素、特里加压素及奥曲肽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经济效果。  

方法 150 例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随机分成 4 组：单用套扎组；套扎+生长抑素组；套扎+特

里加压素组；套扎+奥曲肽组；分析治疗 24 小时止血率、治疗 1 周后止血率、成本、成本-效果比、

敏感度及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单用套扎组、套扎+生长抑素组、套扎+特里加压素组和套扎+奥曲肽组治疗 24h 止血率分别为

70%、85.3%、85%和 86.1%，无统计学差异，治疗 1 周后止血率分别为 77.5%、94.1%、95%和

94.4%，有统计学差异，成本及增量成本比较，套扎+特利加压素组最高、套扎+奥曲肽组次之、套

扎+生长抑素组最低，4 组并发症和副反应发生率均较低，且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内镜下套扎术能有效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套扎术联用生长抑素、特利加压素或奥曲

肽能提高疗效，三种联用方案疗效相同，在获得同等疗效的基础上，特利加压素最高、奥曲肽次之、

套扎联用生长抑素的费用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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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28 

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结合 TNF-α 在判断急性胰腺炎 

严重程度及预后中的意义 

 
舒宏春 

上饶市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结合 TNF-α 对急性胰腺炎严重程度判断价值及其在预后作用。 

方法 2018 年 3 月—2018 年 8 月我院消化内科收治急性胰腺炎患者 60 例，同时选取健康对照组 40

例，两组均空腹抽取外周静脉血，且使用使用免疫速率比浊法、化学发光法、ELISA 法分别测定 C

反应蛋白、血清降钙素原 PCT、TNF-α，比较两组不同结果 

结果 观察组第 1d、第 7d、第 14d 血清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及 TNF-α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 实时观察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TNF-α，为急性胰腺炎早期诊断及病情评估提供指导依据，

可在实践当中推广使用。 

 
 

PU-1329 

Blatchford、Rockall 和 AIMS65 评分系统预测老年急性非静脉

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预后的研究 

 
季成菊,马臻棋,王学红 

青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收集青海西宁地区老年急性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 (acute nonvariceal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ANVUGIB)患者的临床资料，用 Rockall、Blatchford 和 AIMS65 评分系

统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危险度评估，分析影响老年 ANVUGIB 患者住院期间再出血、手术、输血、入

住 ICU 和死亡的危险因素，比较和探讨三种评分系统的临床预测价值。 

方法 收集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2015 年-2017 年间确诊为老年 ANVUGIB 患者的临床资料，对老年

ANVUGIB 患者进行危险度分级，用曲线下面积(AUC)比较以上评分系统的预测价值。 

结果 (1)258 例老年 ANVUGIB 患者中男性 195 人，平均年龄 71.17±7.69 岁。患者主要表现为黑便

(38.8%)。病因前三位为胃溃疡 (32.17%)，胃癌 (25.58%)和急性胃黏膜病变 (17.05%)。 (2)经

Logistic 回归，BUN 是再出血的危险因素(OR=1.043)；Hb、ALB、收缩压和住院时患者伴基础疾

病是输血的危险因素( OR=0.962，0.877，0.981，0.556)；ALB、呕血或者呕血并黑便是入住 ICU

的危险因素(OR=0.830，0.474)；ALB 是死亡的危险因素(OR=0.915)，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3)对手术的预测 Rockall 评分系统 AUC 最大，为 0.886，评分为 4.5 时，预测准确性最高，约登指

数为 0.707；对输血和入住 ICU 的预测 Blatchfordl 评分系统 AUC 最大，为 0.841 和 0.695，评分

为 6.5 和 9.5 时，预测的准确性最高，约登指数分别为 0.468 和 0.301。 

结论 (1)青海西宁地区老年 ANVUGIB 患者中，男性较多，入院时以黑便多见，主要病因是胃溃疡。 

(2)血 BUN 水平是住院期间是否再出血的危险因素；入院有基础疾病和患者的 Hb、血 ALB、收缩

压水平是住院期间是否输血的危险因素；入院时有呕血或呕血并黑便以及血 ALB 水平是住院期间

是否入住 ICU 的危险因素；血 ALB 水平是住院期间是否死亡的危险因素。 (3)老年 ANVUGIB 患者

入院治疗时，建议使用 Rockall 和 Blatchford 评分系统进行预后评估，且分值 4.5 可作为 Rockall

评分系统对手术预测的临界参考值；分值 9.5 可作为 Blatchford 评分系统对输血和入住 ICU 预测的

临界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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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30 

女性更年期糖尿病合并消化性溃疡患者采用抑酸 

维持治疗的获益分析 

 
盖守娟 

朝阳市第二医院 

 

目的 对采用抑酸维持治疗女性更年期糖尿病合并消化性溃疡患者的获益进行分析。 

方法 收集更年期女性糖尿病合并消化性溃疡 100 例，随机分为观察 1 组 50 例，对照一组 50 例；

选择同期治疗更年期女性单纯糖尿病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观察 2 组 40 例，对照 2 组 40 例。观察

四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结果 四组间幽门螺杆菌根除与溃疡愈合例数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糖尿病合并溃

疡两组与单纯糖尿病两组间在使用常规治疗与抑酸治疗的 1 年内分别复发 7 例、33 例、19 例和 3

例，复发率为 14.0%、66.0%、47.5%和 7.5%，与对照 1 组比，观察 1 组、对照 2 组和观察 2 组

的复发率比较低（P＜0.05）；与对照 2 组比，观察 1、2 组复发率较低（P＜0.05），四组治疗前

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更年期糖尿病合并消化性溃疡与单纯糖尿病之间的症状存在差异，可以用抑酸治疗。 

 
 

PU-1331 

血清胆碱酯酶和前白蛋白检测在肝脏疾病患者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田春生 

朝阳市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对肝脏疾病患者进行血清胆碱酯酶（CHE）和前白蛋白检测（PA）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149 例肝病患者为观察组，另选同期的 100 例健康人为对照组。对两组研究对象采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CHE、PA、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白蛋白（ALB）和总胆汁酸（TBILL）

等指标进行检测，并比较两组研究对象的检测结果。 

结果 观察组患者血清 CHE 和 PA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HE 和

PA 在观察组患者中的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 ALT、AST 和 TBIL 的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对肝病患者进行 CHE 和 PA 检测，有助于准确评估患者肝细胞功能损伤程度。 

 
 

PU-1332 

内镜下治疗结直肠大息肉的临床研究 

 
马升高 

铁岭市中心医院 

 

目的 评价经内镜下切除大肠大息肉的内镜治疗效果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间对 238 例肠镜发现的腺瘤性大息肉（>2cm）患者，根据息肉的

形状、大小等采用圈套器电灼切除、使用金属夹、黏膜切除术（EMR）、黏膜剥离术（ESD）等

不同的方法切除，对内镜操作要点、成功率及并发症等方面进行总结和分析。 

结果 238 例患者大肠大息肉均在电子肠镜下成功切除。238 例中有 35 例并发明显出血，术中止血

成功。2 例术后出现迟发出血。2 例术中发生小穿孔予金属夹夹闭，2 例直肠病变剥离治疗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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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下气肿，保守治疗后气肿减退，1 例发生迟发性穿孔予急症手术,术后随访 231 例，随访期 3-12

个月(平均 9 个月)，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巨大人工溃疡创面 6 个月基本愈合。 

结论 只要严格掌握指征，技术熟练，选择适当的电切除方法，肠镜下切除大肠大息肉是可行、有

效及相对安全的方法，可提供准确的病理诊断资料，并可免予外科开腹手术。 

 
 

PU-1333 

血清甘油三酯与低密度脂蛋白升高促进结肠息肉发生 

 
谢晨曦,巩锦华,许鸿志,任建林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厦门中山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比较结肠息肉患者与健康人群之间血脂及脂蛋白水平的差异，评估血脂及脂蛋白

升高与结肠息肉发生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121 名结肠息肉患者和 48 名志愿者。根据息肉病理类型的不同，患者可分为四

组：增生性息肉组，管状腺瘤组，绒毛状管状腺瘤组及重度不典型增生组。根据息肉直径是否大于

10mm，可将患者分为两组。根据息肉直径、数目及病理类型，可将患者分为进展性腺瘤组与非进

展性腺瘤组。 

结果 不同病理类型的结肠息肉患者，血清低密度脂蛋白均明显升高（p = 0.014），不论息肉直径

是否大于 10mm，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均高于对照组（p<0.05），与对照组相比，不论是否具备进

展性腺瘤，患者的甘油三酯水平均有上升趋势（p<0.05）。进展性腺瘤组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于对照

组（p=0.002）。以 0.96mmol/L 作为鉴别息肉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的甘油三酯阈值，其敏感度为

79.3%，特异度为 50%（AUC =0.604，p =0.035）。以 3.02mmol/L 作为鉴别息肉患者与志愿者的

低密度脂蛋白阈值，其敏感度为 60.3%，特异度为 72.9%（AUC =0.666，p =0.001）。Logistic 回

归表明，肥胖、高龄、血清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升高是结肠息肉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血清低密度脂蛋白与甘油三酯升高与结肠息肉发生有关。低密度脂蛋白可能是进展性腺瘤发

展的危险因素。检测血脂水平可能有利于发现适合采用内镜进行结肠息肉及早癌筛查的人群。 

 
 

PU-1334 

塞来昔布对结肠癌干细胞中 β-catenin 及干性和分化程度的影响 

 
朱生琳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非甾体抗炎药塞来昔布作用于结肠癌干细胞，通过调控 Wnt 信号通路中 β-catenin 从而对

其―干性‖、分化程度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机制。 

方法 1.流式分选 HT-29 和 SW480 得到 CD133+/CD44+双标的的结肠癌干细胞后进行悬浮培养；

2.CKK8 法检测塞来昔布对结肠癌干细胞增殖的影响，并且选取合适的药物浓度梯度。3.TUNEL 检

测塞来昔布干预后对结肠癌干细胞晚期凋亡的影响；4.塞来昔布干预结肠癌干细胞后，观察其对细

胞成球能力的影响。5.塞来昔布干预结肠癌干细胞后，观察其对克隆形成能力的影响。6.用塞来昔

布处理结肠癌干细胞后，用 PCR 法检测重要干性标志物 Lgr5、Sox2 和分化标志物 Vilin、Muc2 以

及 β-catenin、磷酸化的 β-catenin 在 mRNA 水平的表达 7.进一步用 Western-Blot 检测蛋白水平的

表达。 

结果 （1）CCK-8 结果显示不同浓度的塞来昔布（5、10、20、40μmol/L）作用于一定时间（24h、

48h、72h）后，与对照组相比，塞来昔布呈剂量和时间依赖性地抑制结肠癌干细胞增殖(p<0.05)。

（2）TUNEL 实验中显示不同浓度塞来昔布作用于结肠癌干细胞可显著的诱导其晚期凋亡。（3）

成球实验显示，20μmol/L 塞来昔布作用结肠癌干细胞 10 天后，结肠癌干细胞成球数量和体积明显

地降低(p<0.05)。（4）克隆形成实验显示，用 20μmol/L 塞来昔布处理后 14 天后，结肠癌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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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形成能力明显地降低(p<0.05)。（5）PCR 法检测干性指标 Lgr5、Sox2 在 mRNA 水平的表达

下调，分化指标 Muc2、Villin 在 mRNA 水平的表达上调，以及 β-catenin 在 mRNA 水平的表达下

调、磷酸化的 β-catenin 在 mRNA 水平的表达上调（p＜0.05）。（6）Western-Blot 发现干性指标

Lgr5 蛋白水平的表达下调，分化指标 Muc2 在蛋白水平的表达上调，以及 β-catenin 在蛋白水平的

表达下调、磷酸化的 β-catenin 在蛋白水平的表达上调（p＜0.05） 

结论 塞来昔布能够有效地抑制结肠癌干细胞增殖和诱导其凋亡并且降低其克隆形成和成球能力及

―干性‖和促进结肠癌干细胞向成熟分化的能力。 

 
 

PU-1335 

Overexpression of UGT2B15 regulate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Defeng Li

1
,Yao Jun

1
,Wang Li-sheng

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2nd Clinical medicine College(Shenzhen People's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2.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Jinan University 

 
Objective Gastric cancer (GC)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cies which threaten human 
health. As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GC is not completely understood, identification genes 
related to GC could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gene function as well as potential treatment targets.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retrieved three mRNA profile from (GSE54129, GSE79973, GSE56807) 
from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GEO, http://www.ncbi.nlm.nih.gov/geo/). Subsequently, DEGs 
were identified comparing GC with noncancerous gastric tissues by R. Then, the overlapped 
DEGs of three mRNA expression profile were identified. Next, we performed the same DEGs 
enrichment analyses by gene ontology (GO) and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pathway (KEGG). The subnetwork extraction algorithms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gene co-
expression and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by STRING and Cytoscape. By analyzing 
subnetworks, we found five key candidate genes, ALDH3A1, COL11A1, BGN, PGA4 and 
UGT2B15. It was observed UGT2B15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correlated with prognostic in GC 
by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We further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UGT2B15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in GC tissues by qRT-PCT and ICH. 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GT2B15 express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ed 
molecular mechanisms in GC cells. 
Results UGT2B15 mRNA was significantly overexpressed in gastric cancer tissues and higher 
UGT2B15 had poorer prognostic for patients using TCGA data.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UGT2B15 were determined using CCK8, flow cytometry, Transwell assays, and cell cycl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knockdown of UGT2B15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promoted cell apoptosis, and induced G1 phase cell cycle arrest in vitro. In addition, 
potential molecular mechanisms were identified that UGT2B15 may upregulate Foxa1 and JAP1 
protein and activate the Hippo-YAP 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UGT2B15 may be an oncogene in 
GC and is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target for cancer treatment. 
 
 

PU-1336 

老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危险因素分析 

 
刘国旺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影响老年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危险因素。 

http://www.ncbi.nlm.nih.gov/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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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老年人 236 例。以年龄、性别、糖尿病史、BMI、ALT、AST、尿酸、甘油三酯、胆固醇

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预测变量。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危险因素。 

结果 本组患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生率 30.1％。单因素分析显示：糖尿病、ALT、AST、尿酸、

BMI、CHO 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预测变量。经过多因素分析，尿酸、糖尿病是老年人非酒精

性脂肪性肝病的危险因素。 

结论 对于老年人，高尿酸、糖尿病应警惕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生。 

 
 

PU-1337 

熊去氧胆酸治疗脂肪性肝病疗效的 Mate 分析 

 
刘林,王朝晖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评估熊去氧胆酸治疗脂肪性肝病的疗效。 

方法 本研究为文献的二次研究设计。采用 Cochrane 系统综述方法,按预先制定的检索策略,在

PubMed、Embase、High Wire Press、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

国知网数据库及万方数据库等电子文献数据库中检索 2008 年至 2018 年发表的相关文献。制定纳

入标准对文献进行筛选以保证纳入研究的同质性,由 2 名评价者独立评价所纳入研究的质量,提取资

料并交叉核对。对纳入的文献按照 Cochrane 所制定的 Meta 评价方法，符合标准的研究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对异质性研究先行描述性分析,以比值比(OR)表示效应指标。 

结果 共检索到符合纳入标准的相关文献 23 篇,纳入分析的患者共 1778 例,其中熊去氧胆酸治疗组

908 例,对照组 870 例,随访时间 1～6 个月。Meta 分析结果提示熊去氧胆酸能有效治疗脂肪性肝病

(OR＝3.57，95％CI为［2.77,4.60］；Z=9.8，P<0.00001)。 

结论 熊去氧胆酸治疗脂肪性肝病有效率较高。 

 
 

PU-1338 

Effect of probiotics or synbiotics supplementation on 
metabolic syndrome in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Liang Liu 
1.Tianji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2.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probiotics or synbiotics supplementation provides a promising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 due to the relatively easy availability, low 
cost, and absence of serious side effects. However, the results on metabolic syndrome of 
previous studies were controversial. Therefor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iotics or synbiotics supplementation on 
metabolic syndrome in NAFLD. 
Methods We retrieved studies published in any language by systematically searching PubMed,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Embase databases and by manually examining 
the references of the original articles. Studies’ quality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Cochrane Risk of 
Bias Tool. Sensitivity analysis was used to find possible sources of heterogeneity. 
Results This study analyzed 16 RCTs (9 assessing probiotics use and 7 assessing synbiotics 
use) involving 803 patients with NAFLD for a duration of 2 to 7 months. Probiotics or Synbiotics 
supplementation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ody mass index(BMI)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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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5%CI:-0.22,0.22,P = 0.99) and waist circumference(WC) (MD=- 0.01,95%CI:-0.03,0.02,P = 
0.57). Probiotics or Synbiotics supplementation did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riglycerides(TG) 
(SMD=- 0.33,95%CI:-0.51,-0.15,P = 0.0002), total cholesterol(TC) (SMD=- 0.46,95%CI:-0.67,-
0.24,P <0.0001), 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 (SMD=- 0.52,95%CI:-0.79,-0.26,P = 0.0001),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insulin resistance(HOMA-IR) (MD=- 0.31,95%CI:-0.46,-
0.17,P<0.0001).But the supplementation could not ameliorate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 
(SMD=0.01,95%CI:- 0.22,0.24,P=0.95) and fasting blood sugar(FBS) (SMD=- 0.18,95%CI:-
0.42,0.06,P=0.14). 
Conclusions The probiotics or synbiotics supplementation can improve most components of 
metabolic syndrome. Whether these effects will be beneficial to metabolic disease requires 
further study. 
  
 

PU-1339 

消化系统疾病老年住院患者抑郁状态调查研究 

 
王爽爽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用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对消化系统疾病老年住院患者的抑郁

状态进行调查，了解老年住院患者发生抑郁状态与多种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并探讨其特点，提升消

化科医生对老年患者抑郁的认知水平。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11 月于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的>=60 岁的患有消化系统疾病的

住院患者 305 例，用 GDS 分别于入院第二天及出院前一天进行调查（评分>=11 分），同时收集

患者临床资料（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受教育年限、职业、居住地、年收入、养老模式、合并其

他慢性病情况、消化系统疾病及病程等），对其进行分析研究。 

结果 1.入院时有抑郁状态的患者 111 例（36.4%），无抑郁状态的患者 194 例（63.6%），出院时

有抑郁状态的患者 70 例（23.0%），无抑郁状态的患者 235 例（77%），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P<0.05)，但抑郁程度在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2.患者入院时是否发生抑郁状态在

性别、受教育年限、年收入、职业、居住地、合并其他慢性病种类之间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出院时是否发生抑郁状态在年收入和居住地之间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老年消化系统疾病住院患者抑郁状态发生比例较高，与老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有关。随着诊

疗过程和病情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住院患者抑郁状态，其发生比例随之下降。2.老年住

院患者中女性、农民、居住地在农村、受教育年限低、年收入低、合并其他慢性病种类多的人群，

抑郁状态发生的比例高，应对此类人群及早进行心理干预治疗。3.老年住院患者中，年龄、民族、

宗教信仰、养老模式、婚姻状况、付费方式、住院时间、病程和是否为肿瘤性疾病对抑郁状态的发

生影响不大。 

 
 

PU-1340 

酪酸梭菌二联活菌联合四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疗效观察 

 
宋丹丹

1
,李静

2,1
 

1.锦州医科大学 

2.锦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目的 观察酪酸梭菌二联活菌联合四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治疗疗效，以及探讨加用酪酸梭菌二

联活菌的最佳时间。 

方法 选取 355 例幽门螺杆菌检测阳性的门诊患者，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最终入选患者 200 例，随

机将上述患者分成三组：A 组 67 例给予奥美拉唑肠溶片、胶体果胶铋胶囊、克拉霉素分散片、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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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西林胶囊，疗程为 2 周；B 组 66 例给予 A 组相同的药物+酪酸梭菌二联活菌胶囊，疗程为 2 周；

C 组 67 例给予 A 组相同的药物，疗程为 2 周，之后服用酪酸梭菌二联活菌胶囊疗程为 2 周。三组

停药 4 周后用 14-C 呼气试验检测 Hp 的感染情况，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对比三组患者的临

床症状缓解情况、Hp 根除率、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治疗结束后，三种治疗方案的根除率分别为 82.09%、95.45%、97.01%，B、C 两组的 Hp 根

除率明显高于 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C 两组 Hp 根除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整个治疗过程中，三种治疗方案的临床缓解率分别为 82.10%、93.94%、94.03%，

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其中 B、C 两组腹胀的缓解率明显高于 A 组的腹胀缓解率，存在统计

学差异（P<0.05）；B、C 两组的临床缓解率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良反应包括上腹饱

胀不适、味觉异常（口苦、口腔异味）、皮疹、便秘、厌食，三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分别为

56.72%、27.27%、17.91%，B、C 两组明显少于 A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B、C

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酪酸梭菌二联活菌联合四联疗法与单纯四联疗法相比，根除 Hp 成功率更高、临床症状缓解率

更高。四联疗法同时服用酪酸梭菌二联活菌与四联疗法结束后服用酪酸梭菌二联活菌相比，Hp 根

除率及临床症状缓解率无差异，但同时服用可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PU-1341 

超声内镜在消化道隆起病变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王义,崔旭 

抚顺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内镜在消化道隆起病变诊治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先应用普通内镜发现的消化道隆起病变病变。再应用超声内镜对上述检查后发现的病变进行

扫描，判断浸润深度。最后对病变进行内镜下切除或择期手术切除病变做病理检查。以病理结果作

为诊断的金标准，将上述结果与之作比较。 

结果 107 例消化道隆起性病变患者行超声内镜检查。结果息肉 17 例，癌 39 例，囊肿 3 例，异位

胰腺 3 例，类癌 5 例，脂肪瘤 5 例，腔外压迫 12 例均明确了病变起源层次。对部分病例进行内镜

下或外科手术治疗，术后病理诊断与超声内镜诊断符合率 98.6％。 

结论 应用超声内镜检查可以明确消化道隆起性病变的起源(定位)和初步诊断，对隆起性病变治疗方

案的选择具有指导意义。 

  
 

PU-1342 

探讨 21 例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意义 

 
黄杰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身体健康越来越显得重要，很多人长期应用保健药物及中草药自

我保健，另外一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解热镇痛药、降脂药及一些抗生

素等药物。当临床出现食欲不振、黄疸、肝功能不全等消化道症状时就诊，肝酶检查均有不同程度

升高，甚至出现肝衰竭。现总结我科在 2015 年间收治的肝功能异常患者中选出 21 名诊断可疑药

物性肝损伤患者。 

方法 详细询问用药史，排除病毒性肝炎、酒精性及非酒精性脂肪肝、胆汁淤积性、循环障碍、免

疫疾病、寄生虫感染、遗传和代谢性疾病及营养障碍等肝损伤。 对于可疑药物性肝损伤患者，清

晨空腹抽取外周静脉血 3ml，分离血清进行检测出 ALT 和 ALP 的数值，以 ALT/ALP 得出 R 值，分

为 3 型：1、肝细胞损伤型：ALT 大于正常值上限 2 倍以上，或 ALT/ALP 比值大于等于 5； 2、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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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淤积型：ALP 大于 2 倍正常值上限，ALT/ALP 比值小于等于 2；3、混合型：ALT 和 ALP 均大于

2 倍正常值上限，ALT/ALP 比值介于 2-5 之间。 

结果 年龄最小的 19 岁，最大的 94 岁，女性患者 11 名，男性患者 10 名。根据 ALT/ALP 比值，其

中肝细胞损害型 4 例，胆汁淤积型 13 例，混合型 4 例。中药 6 例，占 28.57%，大环内酯类抗生

素 3 例，占 14.28%，非甾体类抗炎药、皮肤科类用药、他汀类、质子泵类药各 2 例，各占 9.52%，

激素类、保健品类、精神类、钙离子拮抗剂类各 1 例，各占 4.76%。 

结论   药物性肝损伤（DILI）是指由各类处方或非处方的化学药物、生物制剂、传统中药、天然药、

保健品、膳食补充剂及其代谢产物乃至辅料等所诱发的肝损伤。迄今仍缺乏简便、客观、特异的诊

断指标和特效治疗手段。我国于 2015 年 10 月发布我国第一部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药物性肝

损伤的诊断主要依据病理检查确诊，因肝穿刺为有创检查很难被患者接受，而 ATL 和 ALP 为诊断

药物性肝损伤的重要两种酶，在对 ALT/ALP 比值的研究，结合患者用药史及停药后的反应及肝酶

下降趋势可对药物性肝损害做出初步诊断。我们总结了 21 例患者，所用药物大致与指南相同，但

由于病例数少，所占比例有所不同，今后需要大样本的数据进行调查。在肝酶检查的 R 值进行分型，

对临床治疗有指导意义。在治疗过程中认真询问既往用药史至关重要。加强宣教，使患者了解哪些

药物能导致药物性肝伤，尽量避免使用。 

  
 

PU-1343 

中国消化科门诊成年患者肠易激综合征的 

患病率和诊断率：LINGO 研究 

 
白涛

1
,商红岩

2
,栾琼

2
,侯晓华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2.阿斯利康中国医学部 

 

目的 肠易激惹综合征（IBS）是世界范围内的常见疾病，其在美国和欧洲的患病率在 10%-15%间。

中国 IBS 患病率低于西方国家，各省的研究显示患病率在 5.7%至 10.7%之间。但是，目前并没有

关于中国消化科门诊成年患者的 IBS 患病情况的相关数据。因此，我们设计的 LINGO 研究

（NCT02955316）旨在评估关于中国消化科门诊成年患者的 IBS 患病率和诊断率，并阐明 IBS 亚

型的分布情况。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针对连续纳入的中国二级和三级医院消化科门诊成年患者（年龄≥18 岁）非干预

性的全国多中心横断面观察性研究。采用多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六个地理区域（北部、

东北部、东部、中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医院的全国代表性样本。IBS 诊断是基于罗马 III 和 IV

诊断标准为每位患者在门诊就诊期间完成的患者问卷后做出的。收集 IBS 患者的人口统计学资料、

生活方式、胃肠病史和症状等信息。描述性分析 IBS 整体患病率和亚型分布的主要和次要终点。 

结果 总体而言，本研究共纳入 3,000 例患者。 IBS 在中国消化科门诊中成年患者的患病率为

16.6%。总体亚型分布结果为 IBS-C 占 16%、IBS-D 占 54%、IBS-M 占 15%、IBS-U 占 15%。

IBS 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48 岁，其中 55.3%（276/499）的患者为女性; IBS 和非 IBS 患者的年龄和

性别分布无明显差异。华东地区 IBS 患病率低于其他地区，而中南和西南地区的患病率较高。在

499 例 IBS 患者中，498 例患者符合罗马 III 标准，187 例符合罗马 IV 标准，186 例同时符合罗马

III和 IV 标准，但只有 5.8%的 IBS 患者（n = 29）曾被诊断过 IBS。 

结论 消化科门诊中成年 IBS 患病率为 16.6%（95%CI：15.3%-18.0%），采用罗马 IV 诊断标准的

患病率远低于罗马 III 标准。尽管抽样的患者群体是在二级和三级医院抽样寻求治疗，但实际上只

有 5.8%的自我报告 IBS 的患者之前接受了 IBS 诊断，结果表明在中国需要增强 IBS 的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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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44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儿童肝硬化一例 

 
穆锴,王红美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目的 探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儿童肝硬化伴难治性过敏性紫癜及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 

方法 患儿男 12 岁，1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足背肿胀、疼痛，随之足背出现数个红色皮疹，略高

出皮面，压之无褪色，查血常规示血小板计数为 58 1́09/L，尿胆原 3+，尿蛋白+，予以对症治疗后，

双足肿痛及皮疹渐消失，尿蛋白转阴，血小板无明显上升，最低值 26 1́09/L。骨穿示巨核细胞成熟

障碍。至外院就诊，先后给予多种药物口服，血小板升至正常。半月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双足拇

趾疼痛，随后发现双下肢散在红色皮疹，略高起皮面，伴阵发性腹痛，入我院。查体见患儿双下肢

及双上肢可见散在红色皮疹，略高起皮面，无触痛，压之不褪色。心肺查体无异常。肝肋下 5cm，

质韧，脾肋下 1cm，质韧。入院后诊断―过敏性紫癜、肝脾肿大原因待查‖，给予保肝、改善血管通

透性以及抑制炎症介质分泌等治疗，患儿病情无改善。为明确病情，给予患儿肝穿刺活检+病理检

查，结果回报：符合结节性肝硬化。北京 302 医院病理会诊意见：（肝脏穿刺）考虑慢性药物性肝

损伤，病变程度相当于 G2S4。停用可疑肝损害药物，给予保肝治疗，并给予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输

注。共为患儿输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8 次，平均每次输注细胞数量为 5.64 1́07/次（范围：5.48-

5.98 1́07/次）。 

结果 干细胞输注后，患儿皮疹消退，未再反复，血小板逐渐回升至 150 1́09/L 以上，肝脏转氨酶逐

渐下降至正常，肝胆脾 B 超示肝脏内结节较前减少、缩小，脾脏较前缩小。嘱患儿慎用药物，定期

门诊复查。 

结论 肝脏发生病变后，对各种抗原的清除能力下降，机体的免疫系统发生紊乱，这可能是该肝硬

化患儿并发过敏性紫癜、血小板减少症的原因。药物性肝损害致病药物种类较多，临床表现缺乏特

异性，应引起临床医生重视。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儿童肝硬化伴难治性过敏性紫癜及血小板减少症

疗效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临床安全性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PU-1345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herapy for liver 
cirrhosis in child 

 
Kai MU,Hongmei WANG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Qianfoshan Hospital of Shandong Province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ucMSC)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complicated with immune thrombopenia and 
refractory henoch-schonlein purpura. 
Methods A 12-year-old boy with purpura in bilateral lower limb skin accompanied by 
thrombopenia for eleven months presented in our hospital. The patient had a history of repeated 
swelling and painful dorsum pedis, followed by little red skin with thrombopenia. Bone marrow 
slides showed megakaryocyte maturation disorder. Combining with pathology and drug abuse 
history, the child was diagnosed with nodular cirrhosis, secondary allergic purpura, 
thrombocytopenia, etiology related to drug and immune. UcMSC transplantation was given and 
disabled the liver damage drugs, with given liver protective treatment. UcMSC had been injected 
for eight times (peer weeks in two month, with median cell count of 5.65×107/L, ranged from 5.48 
to 5.98×107/L). 
Results With skin rash almostly vanished, platelets gradually rose to above 150×109 / L and liver 
transaminase gradually decreased to normal level. Ultrasonography of abdomen show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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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nodules in liver were decreased and smaller than before and the spleen thickness became 
thinning. 
Conclusions This is a unique case of significant HSP with thrombocytopenia in patient with liver 
cirrhosis. The reduced ability of liver to clear removal of various antigens and the disorder of 
immune system from hepatic lesion may be the reason for this liver cirrhosis child accompanied 
with HSP and ITP. We believe ucMSC provides a novel approach for the treatment of liver 
cirrhosis. 
 
 

PU-1346 

乙肝肝硬化与乙肝肝硬化合并糖尿病患者的肠道菌群研究 

 
刘保文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乙肝肝硬化与乙肝肝硬化合并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结构是否存在差异性及探讨二者中与

Child-Pugh 评分相关的肠道菌群，以及与乙肝肝硬化合并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相关的肠道菌群。 

方法 收集例乙肝肝硬化和 6 例乙肝肝硬化合并糖尿病患者新鲜粪便，提取粪便 DNA，进行 PCR

扩增及纯化，利用 Roche454 高通量测序平台对两组患者的粪便菌群 16SrDNA 的 V3-V6 区域进行

测序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结果 乙肝肝硬化及乙肝肝硬化合并糖尿病两组间的多样性参数（OTU 数、chao1 指数、simpson

指数、shannon 指数）均无统计学差异。乙肝肝硬化合并糖尿病组的患者肠道中的变形菌门明显多

于乙肝肝硬化组（P＜0.05），拟杆菌门与厚壁菌门的比例无明显差异；在纲的水平上，γ-变形菌

纲在乙肝肝硬化合并糖尿病组较多（P＜0.05），其余纲水平未见差异；在目的水平上，乙肝肝硬

化合并糖尿病组的伯克氏菌目较乙肝肝硬化组增多（P＜0.05），而脱硫弧菌目减少（P＜0.05），

其余无统计学差异；在科的水平上，韦荣球菌科、产碱菌科在在乙肝肝硬化合并糖尿病患者的肠道

菌群的比例明显较多（P＜0.05），而链球菌科、梭菌科在乙肝肝硬化患者肠道中占优势（P＜

0.05），其余的在科水平中无统计学差异；在属的水平上，Parabacteroides、Roseburia、韦荣氏

球菌属、萨特氏菌属在乙肝肝硬化合并糖尿病患者的肠道菌群的比例较多（P＜0.05），而

Faecalibacterium、链球菌属在乙肝肝硬化患者肠道中占优势（P＜0.05），其余未见明显差异。

相关性分析发现，在乙肝肝硬化组，紫单胞菌科与 Child-Pugh 评分呈负相关（R=-0.702，

P=0.035），在乙肝肝硬化合并糖尿病组，γ-变形菌纲、肠杆菌目、肠杆菌科与患者空腹血糖呈正

相关（R=0.829，P=0.042，R=0.829，P=0.042， R=0.829，P=0.042），克雷伯氏菌属与空腹血

糖呈近似正相关（R=0.759，P=0.068）。 

结论 乙肝肝硬化与乙肝肝硬化合并糖尿病患者的肠道菌群结构具有相似性但又存在各自的特异性，

肠道菌群中存在某些与乙肝肝硬化合并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相关的细菌以及与乙肝肝硬化患者病情

相关的细菌为临床通过调节菌群结构治疗乙肝肝硬化和乙肝肝硬化合并糖尿病提供理论依据。 

 
 

PU-1347 

Long non-coding RNA ANRIL promot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by epigenetically repressing ERRFI1 

expression in cholangiocarcinoma 

 
Yang Yu,Lin Miao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were to determine if the lncRNA ANRIL, whose expression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cholangiocarcinoma could act as the oncogenetic molecula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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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langiocarcinoma and to explore the biological mechanism by which lncRNA ANRIL promoted 
cell proliferation, cell angiogenesisand reduced apoptotic process.  
Methods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q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ANRIL 
expression in 17 human CCA tissues and paired normal tissues. In vitro and in vivo studies 
showed the biological function of ANRIL in tumour progression. RNA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technology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downstream suppressor ERRFI1 which was further 
examined by qRT-PCR, western bolt and rescue experiments. RNA immunoprecipitation (RIP) 
and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 assays were carried out to revea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NRIL, EZH2 and ERRFI1.  
Results Our data shows that ANRIL knockdown greatly inhibited the CCA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RNA-seq analysis, ANRIL knockdown 
dramatically influenced target genes associated withcell cycle, cell proliferation as well 
as apoptotic process. By binding to component of the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complexes EZH2, 
ANRIL could maintain the H3K27me3 level in the promoter of ERRFI1, which was verified to act 
as the tumor suppressor gene in CCA, thus repressing its expression in CCA cells. 
Conclusions These data verified a key role of the epigenetic regulation of ANRIL in 
cholangiocarcinoma oncogenesis and might work as a target forcholangiocarcinoma(CCA) 
intervention. 
  
 

PU-1348 

Estrogen regulates duodenal calcium absorption through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estrogen receptor alpha and beta on 

calcium transport proteins 

 
Xubiao Nie

1,2,3
,Guorong Wen

1,3,4
,Jingyu Xu

1,3,4
,Hai Jin

1,3,4
,Jiaxing An

1,3,4
,Biguang Tuo

1,3,4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Zunyi Medical College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Xinqiao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3.Digestive Disease Institute of Guizhou Province， Zunyi， China 

4.Research Center of Medicine and Biology， Zunyi Medical College， Zunyi， China 

 
Objective Intestinal calcium absorption from the diet is an essential process maintaining calcium 
balance and bone health. Estrogen has an important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human body. The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ed that estrogen is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intestinal calcium absorption. However, the mechanisms of estrogen ac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intestinal calcium absorption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understood. In this study, we aimed at 
determining effect of estrogen on duodenal calcium absorption and further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estrogen regulates duodenal calcium absorption. 
Methods The studies were performed in six-week-old C57BL / 6J female mice and human 
duodenal epithelial cells, SCBN cells. The mice were ovariectomized (OVX) or sham-operated 
and then assigned to OVX, OVX + 17beta-estradiol, and sham operation group (control). 17beta-
estradiol (10.5 µg/100g body weight) was administrated in OVX + 17beta -estradiol group. Murine 
duodenal calcium absorption was measured by using single pass perfusion of the duodenum in 
vivo. The calcium absorption of SCBN cells was evaluated by PTI (Photon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calcium imaging system. The expressions of calcium transport proteins, 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vanilloid 6 (TRPV6) and plasma membrane calcium pump ATPase (PMCA1b), 
in murine duodenum and human SCBN cells wer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uodenal calcium absorption in OVX mic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hich returned to control level after 17beta-estradiol treatment. The 
expressions of calcium transport proteins, TRPV6 and PMCA1b, in the duodenal mucosae of 
OVX mice was markedly decreased, and 17beta -estradiol treatment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s of TRPV6 and PMCA1b in OVX mice. The results from SCBN cells showed that 17 
beta -estradiol treatment increased the calcium influx and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s of TR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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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MCA1b in SCBN cells. TRPV6 and PMCA1b inhibitor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calcium 
influx in SCBN cells. Estrogen receptor alpha (ERalpha) inhibitor or ERalpha shRNA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TRPV6 in SCBN cells, but did not change the expression of PMCA1b. Estrogen 
receptor beta (ERbeta) inhibitor or ERbeta shRNA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PMCA1b in SCBN 
cells, but did not change the expression of TRPV6. Selective ERalpha agonist PPT increased 
calcium influx in SCBN cells through TRPV6, whereas selective ERbeta agonist DPN increased 
calcium influx in SCBN cells through PMCA1b. 
Conclusions Estrogen regulates duodenal calcium absorption through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ERalpha and ERbeta on TRPV6 and PMCA1b in duodenal epithelial cells, which contributes to 
elucidate further the mechanism of estrogen action in the intestine.  
 
 

PU-1349 

脉动与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不同频次肠道准备的比较研究 

 
石蓉,孙军 

锦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比较不同频次的脉动与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PEG）行肠道准备的效果，以期提高肠

道准备的质量，同时减少肠道准备中的不良反应，改善肠道准备中患者的依从性。 

方法 依据纳入及排除标准，选取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锦州市中心医院行结肠镜检查的

患者 714 例，238 例以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溶液（对照组）进行肠道准备，476 例以脉动与复方

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脉动组）进行肠道准备。将脉动组进一步分为单次组与分次组，最终脉动分次

组 238 例、脉动单次组 238 例、对照组 238 例。脉动分次组：半量(1500ml)前一天晚饭后服用，

半量(1500ml)结肠镜检查前 6 小时服用；脉动单次组、对照组：均以全量(3000ml)结肠镜检查前 6

小时服用；分别进行肠道准备。结肠镜检查前，由结肠镜医师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并填写《患者调

查表》；结肠镜检查结束后，由结肠镜检查医师完成《内镜医师评价表》。整理《患者调查表》、

《内镜医师评价表》，提取数据后采用 SPSS19.0 软件处理，分析三组患者肠道准备质量、息肉检

出率、不良反应及依从性的差异，将 P＜0.05 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BBPS 总体评分：脉动单次组高于对照单次组，脉动分次组高于脉动单次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肠道准备质量：脉动分次组比脉动单次组效果好，脉动单次组比对照单次

组效果好。 

2、息肉检出率：脉动单次组高于对照单次组，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脉动分次组高于脉动

单次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不良反应发生率，脉动单次组低于对照单次组，脉动分次组低于脉动单次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脉动单次组能减少不良反应发生，脉动分次组能进一步减少不良反应发生。 

4、患者完全服药率、愿重复同种方案准备的患者数，脉动单次组均高于对照单次组，脉动分次组

均高于脉动单次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脉动单次组的依从性比对照单次组高，脉

动分次组的依从性比脉动单次组高。 

5、脉动分次组、脉动单次组、对照单次组中 BBPS＜6 分组比 BBPS≥6 分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高，

三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脉动分次组、脉动单次组、对照单次组中 BBPS＜6 分组

比 BBPS≥6 分组的息肉检出率低，三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脉动与复方聚义二醇电解质能提高肠道准备质量、提高息肉检出率、减少不良反应、增加患

者依从性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193 

PU-1350 

LIPOIC ACID INHIBITS THE ACTIVATION OF PANCREATIC 
STELLATE CELLS BY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Ran Xue,Hao Jianyu 

Beijing Chao ya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ancreatic stellate cells (PSCs) have a vital role in pancreatic fibrosis accompanied by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DAC) and chronic pancreatitis (CP). Any agents which can 
affect the activation of PSCs could become potential candidates for treatment strategies in PDAC 
and CP. Our aim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ipoic acid (LA) in the processes of PSCs activation. 
Methods Isolated PSCs from C57BL/6 mouse were treated with various dosages of LA (0.5, 1, 
and 2mM) for 72 h. Effect of LA on autophagy, apoptosis, senescence and oxidative stress, as 
well as the activation of PSCs were analyzed by immunocytofluorescent staining, quantitative real 
time RT-PCR, western blotting, SA-β-galactosidase staining, malondialdehyde an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assay. Chronic pancreatitis animal model was also established to identify 
the anti-fibrotic effect of LA by HE, Masson and Red sinus staining. 
Results Expression of α-smooth muscle actin, LC3II, Beclin1, Cleaved caspases-3 and Bax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LA treatment groups. Meanwhil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xpression of desmin, P62, Bcl, p-PI3K, p-AKT and p-mTOR 
levels in LA treatment groups were found. Moreover, LA affected the secret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components for PSCs. Few SA-β-gal positive cells were found in LA treated group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ROS positive cells and malondialdehyde levels were observed after 72 h 
exposure to LA. The HE, Masson and Red sinus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re was less ECM 
production in LA group. 
Conclusions Our finding suggests that LA inhibits the activation of PSCs by suppressing 
autophagy through activating the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LA may act as a 
therapeutic agent in PSC-relating pathologies and/or anti-fibrotic approaches. 
 
 

PU-1351 

Mitofusin2 induces cell autophagy of pancreatic cancer 
through inhibiting the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Ran Xue,Hao Jianyu 

Beijing Chao ya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ancreatic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quickly fatal cancers around the world. 
Burgeoning researches have begun to prove that mitochondria play a crucial role in cancer 
treatment. Mitofusin2 (Mfn2)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mitochondrial fusion and adjusting 
function. However, the role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Mfn2 on cell autophagy of pancreatic 
cancer is still unclear. Our aim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fn2 on multiple biological functions 
involving cell autophagy in pancreatic cancer. 
Methods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 Aspc-1, was treated with Ad-Mfn2, and rapamycin. Western 
blotting, caspase-3 activity measurement, CCK-8 an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assay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Mfn2 on pancreatic cancer autophagy, apoptosis, cell proliferation, 
oxidative stress and PI3K/Akt/mTOR signaling. The expression of tissue Mfn2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Survival analysis of the Mfn2 was evaluated by OncoLnc. 
Results Mfn2 improved the expression of LC3-II and Bax, and down-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P62 and Bcl-2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Like rapamycin, Mfn2 also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p-PI3K, p-Akt and mTOR proteins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In addition, Mf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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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ed pancreatic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the ROS production. Assessment of Kaplan-
Meier curves showed that Mfn2- pancreatic cancer has a worse prognosis than Mfn2+ pancreatic 
cancer. 
Conclusions Our finding suggests that Mfn2 influences multipl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through inhibiting the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Mfn2 may act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in pancreatic cancer treatment. 
  
 

PU-1352 

Metabolites of Bifidobacterium longum prevent IFNgamma/ 
TNFα induced disruption of mucosal tight junction in 

human colonoid 

 
Xu han

1,2
,Chung Owyang

2
,Sha Huang

3
,Jiyao Li

2
,Zhaoshen Li

1
,Duowu Zou

1
 

1.Shanghai Changhai Hospital 
2.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ealth System 

3.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bjective Leaky gut secondary to increased permeability of the intestinal epitheliu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a broad spectrum of GI disorders. Bifidobacterium 
longum has  been shown to improve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in experimental animals and 
reduce symptoms in IBS patients. However, the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these beneficial 
actions are not well understood. Using a reductionist approach in this study, we employed human 
colonoid, a 3D structure grown from human colonic biopsies, to investigate what components of 
Bifidobacterium longum is responsible for normalizing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and improving gut 
barrier function. 
Methods 1.Human colon crypts were gently isolated from biopsies by EDTA chelation, and the 
crypt pellets were resuspended in basement membrane matrix and maintained in culture for 2 
wks. INFgamma / TNFα or IBS patients supernatant were used to induce epithelial barrier 
damage.  
2.Human colonoids were treated with either PBS, cell-free B.longum supernatant, B.longum 
extracted DNA or B.longum cell wall. 
3.qPCR and measurement of fluorescence dye FD4 injected into the lumen of colonoid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what components of Bifidobacterium longum is responsible for improving 
mucosal permeability. 
Results We employed INFgamma/ TNFα to induce epithelial barrier damage by causing 
disruption of tight junction. Human colonoids were incubated for 24 hr with INFgamma/ TNFα with 
or without cell-free B.longum supernatant, B.longum extracted DNA or B.longum cell wall. 
Incubation with INFgamma/ TNFα caused a 40% down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of occludin 
and ZO1 (P<0.05). These changes were accompanied by disruption of barrier function. Addition 
of B.longum supernatant prevented these changes and normalized occludin to control levels. 
Boiling of the supernatant or treatment with typsin abolished the protective actions of the B. 
longum supernatant. In contrast to the supernatant, additions of extracted B.longum DNA or 
B.longum cell wall were without effects. We used in-outside human colonoid structure to test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epithelium. Human colonoids were injected with the fluorescence dye FD4 and 
images were obtaine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up to 24 hr. Under control conditions, the colonoids 
retained 50% of FD4 over 24 hr, while treatment of the colonoids with INFgamma / TNFα 
impaired permeability resulting in 94% leakage of dye after 24 hr. Administration of B.longum 
supernatant prevented leakage of dye evoked by INFgamma/ TNFα. In contrast, additions of 
extracted B.longum DNA or B.longum cell wall or boiled supernatant and supernatant treated with 
trypsin were without effects. 
Conclusions These observations indicate that protein metabolites secreted by B.longum but not 
the bacterial DNA or cell wall are responsible to prevent INFgamma/ TNFa induced epithel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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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ier damage. This effect occurs independent of immune modulating effects of B. longum and is 
mediated by enhanced expression of the scaffold proteins occludin and ZO-1. 
  
 

PU-1353 

肝硬化腹水感染组和非感染组临床资料的比较及易感因素的研究 

 
钟燕 

天津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1.比较入院后接受腹腔穿刺术肝硬化腹水合并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BP）和无 SBP 患者的

临床特点。 

2.检测两组患者的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降钙素原

（PCT）、内毒素（LPS）及腹水细菌培养，比较各指标单独以及联合诊断肝硬化腹水患者合并

SBP 的早期诊断效能。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60 例肝硬化患者（肝硬化腹水 SBP 组 80 例和无 SBP 组 80 例）的 NLR、HS-

CRP、PCT 及 LPS 的水平有无差异性，绘制各指标单独以及联合诊断肝硬化腹水患者合并 SBP 的

ROC 曲线并计算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评价其诊断效能。 

结果 1、有 SBP 感染史的患者再次发生 SBP 的风险是无 SBP 感染史患者的 2.574 倍 (OR=2.574) ;

年龄>60 岁的肝硬化腹水患者发生 SBP 的风险是年龄≤60 岁的肝硬化腹水患者的 1.019 倍 

(OR=1.019) ;有消化道出血患者发生 SBP 的风险是无消化道出血患者的 1.795 倍 (OR=1.795)。 

2、(1)单因素分析示,两组患者总胆红素、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LPS、NLR、Hs-CRP 及 PCT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2)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血清总胆红素、LPS、NLR、Hs-

CRP 及 PCT 水平升高是肝硬化腹水患者并发 SBP 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3)各指标 ROC 曲线显示：Hs-CRP，NLR，PCT，LPS 的 AU-ROC、cut-off、敏感度、特

异度分别为：0.824，2.86 mg/L，0.868，0.764；0.810，1.02 ng/ml，0.832，0.748；0.923，

2.38 mg/L，0.936，0.784；0.810，1.02 ng/ml，0.832，0.748。 

3、在单独及联合检测中 , PCT+CRP+LPS+NLR 联合诊断肝硬化腹水患者合并 SBP 的敏感度

（0.946）、特异度（0.951）及准确度 (0.925)均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肝硬化患者发生 SBP 的易感因素有 SBP 感染史、年龄>60 岁、消化道出血、胆红素及 LPS、

NLR、CRP、PCT 升高。 

2.PCT、CRP、LPS 和 NLR 联合检测可明显提高对肝硬化腹水合并 SBP 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对 SBP 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PU-1354 

PER3、Notch1 在人结直肠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何沂洋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正常结直肠黏膜、结直肠腺瘤及结直肠腺癌组织中 PER3、Notch1 的蛋白表达情况，探

讨两者与结直肠腺癌发生发展以及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方法 收集 10 例正常结直肠黏膜、25 例结直肠腺瘤及 50 例结直肠腺癌组织，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

检测上述三种组织中 PER3、Notch1 的蛋白表达水平，计数细胞着色强度及阳性细胞所占同类型

细胞的百分比相加所得总和来判定 PER3、Notch1 的蛋白表达水平，探讨上述两个指标的表达情

况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两者在结直肠腺癌中的相关性。 

结果 PER3 及 Notch1 在结直肠腺癌中均有表达。PER3 在正常结直肠黏膜、结直肠腺瘤及结直肠

腺癌组织中的阳性率分别为 100%（10/10）、80%（20/25）、56%（28/50），三组相比其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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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P<0.05）；Notch1 在上述组织中阳性率分别为 10%（1/10）、52%（13/25）、

74%（37/50）,三组相比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ER3、Notch1 在结直肠腺癌组织中的

表达均与有无淋巴结转移、肿瘤临床分期、分化程度及肿瘤浸润深度有关（P<0.05），而与年龄、

性别、肿瘤部位、肿瘤大小无关（P>0.05）。与有淋巴结转移组对比，PER3 的阳性表达率明显低

于无淋巴结转移组（P<0.05），且 PER3 的阳性表达与肿瘤的分期以及分化程度有关，肿瘤分期

越高，分化程度越低，PER3 的阳性表达率越低（P<0.05），而 Notch1 则相反。运用 Spearman

检测法分析两者相关性，我们发现 PER3 和 Notch1 之间呈负相关关系（r=-0.438，P<0.01）。 

结论 1.与正常组织及腺瘤组织相比，PER3 在腺癌中的阳性表达率下降，Notch1 则表现为上调，

说明 PER3、Notch1 的异常表达均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存在联系。 

2.在结直肠腺癌组织中，PER3、Notch1 均与有无淋巴结转移、肿瘤临床分期、分化程度及肿瘤浸

润深度有关。腺癌的恶性程度越高，PER3 下调越明显，Notch1 则表现为明显上调，说明高表达

的 Notch1 可能起着促进癌症发生的作用，而高表达的 PER3 则起着抑制作用，这提示未来可以将

PRE3 及 Notch1 作为预测结直肠癌预后的新指标。 

3.PER3 的表达与 Notch1 存在负相关关系。 

 
 

PU-1355 

CD34、D2-40、GAS 等在胃神经内分泌肿瘤中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成绍敏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检测 CD34、D2-40、GAS、SS、Glu、5-HT 在胃神经内分泌肿瘤及正常胃组织中的表达情

况，探讨上述指标在胃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与临床病例特征之间的关系。 

方法 本实验通过严格筛选最终收集 10 例正常胃组织，40 例胃神经内分泌肿瘤组织。应用免疫组

织化学染色 SP 法检测在这两种不同类型胃组织中 CD34、D2-40、GAS、SS、Glu、5-HT 的表达

水平，并讨论上述指标与临床病例特征的关系。 

结果 1.在正常胃组织、胃神经内分泌肿瘤组织中 CD34 表达的 MVD 与 D2-40 表达的 LVD 明显高

于正常胃组织（P＜0.05）。CD34、D2-40 在胃神经内分泌肿瘤组织中的表达与肿瘤的大小、浸润

深度、淋巴结转移、分级及分期有关（P＜0.05）。 

2.GAS、SS、5-HT 在正常胃组织中表达的阳性率与胃神经内分泌肿瘤中表达的阳性率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GAS、5-HT 在胃神经内分泌肿瘤中的表达阳性率明显高于正

常胃组织，而 SS 的表达阳性率则明显低于正常胃组织。Glu 在两类组织中的表达阳性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GAS 的表达与浸润深度、分级、分期呈正相关。SS 的表达与肿瘤

的分级、分期呈负相关；5-HT 的表达与肿瘤分级相关, 随分化程度降低表达率降低。 

3.胃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在腹痛患者中 GAS、5-HT 的表达阳性率较高，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4.在胃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表达中，CD34 与 D2-40 的表达不具有相关关系（P＞0.05）。 GAS、SS

在胃神经内分泌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呈负相关关系（P＜0.05）。GAS 与 5-HT、SS 与 5-HT 均不具

有相关关系。 

结论 1.CD34、D2-40 可免疫标记新生血管及新生淋巴管，且参与了肿瘤的发生、发展。 

2.GAS 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肿瘤的生长，SS 抑制肿瘤的生长。SS 的表达与 GAS 的表达呈负相关，

表明 SS 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胃泌素的表达。5-HT 在胃神经内分泌肿瘤组织中的表达与肿瘤分化

程度呈负相关，说明 5-HT 可能主要参与了高分化肿瘤的发生、发展。GAS 与 5-HT 的表达可能为

引起临床症状的重要因素。 

  

PU-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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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oxycholic acid activates EGFR and promotes intestinal 
carcinogenesis by ADAM17-dependent ligand release 

 
Wenxiao Dong,Hailong Cao,Li Liu,Bangmao Wang 

General Hospital，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High fat diet is implicated in the elevated deoxycholic acid (DCA) in the intestine and 
correlated with increased colon cancer risk. However,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of intestinal 
carcinogenesis by DCA remain unclarified.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carcinogenic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DCA using the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and Apcmin/+ mice model. 
Methods Immorto-Min colonic epithelial cell line (IMCE) and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 
(HCT-116) were treated with DCA along arrangement. ELISA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EGFR 
ligands in the cell culture medium after DCA-treatment. Real-time PCR was used to measure 
gene expression of EGFR ligand treated with DCA.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DCA on EGFR/protein kinase (Akt) signaling pathway, apoptosis protein expression in YAMC 
after treating with the EGFR receptor kinase inhibitor and apoptosis protein expression in 
ADAM17-/-YAMC cells transduced with vector or wt ADAM-17. Then Apcmin/+ mice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DCA group.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normal drinking water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drinking water containing 0.2% DCA. All were sacrificed after 12 
weeks. The number,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polyps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under a 
dissecting microscope. HE staining was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pathological type of intestinal 
tumors. Ki-67 staining and in situ terminal transferase markers (TUNEL) assay were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intestinal tumor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of signaling proteins in EGFR/Akt signaling pathway. 
Results We found that DCA could activate EGFR, and promote the release of EGFR ligand 
amphiregulin (AREG), but not HB-EGF or TGF-α in intestinal tumor cells. Moreover, ADAM-17 
was required in DCA-induced promotion of shedding of AREG and activation of EGFR/Akt 
signaling pathway. DC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multiplicity of intestinal tumors and 
accelerated adenoma-carcinoma sequence in Apcmin/+ mice. ADAM-17/EGFR signaling axis was 
also activated in intestinal tumors of DCA-treated Apcmin/+ mice, where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occurred in tumor adjacent tissues after DCA exposure. 
Conclusions Conclusively, DCA activated EGFR and promoted intestinal carcinogenesis by 
ADAM17-dependent ligand release. 
  
 

PU-1357 

3D 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经阴道取标本的应用体会 

 
李兴旺,李柄辉,王晨宇,张军杰,陈河金,胡军红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目的 探讨 3D 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经阴道取标本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间在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接受经阴道取标本的 3D 腹腔

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的 13 例女性患者的临床资料。中间入路，按全结肠系膜切除原则处理血管、

清扫淋巴结，游离右半结肠、结肠肝区和部分回肠系膜后，在横结肠和回肠末端预切断吻合处打开

肠腔，腔内直线切割闭合器行回肠-横结肠侧侧吻合，更换枪钉后闭合切断回肠和横结肠完成标本

切除和吻合。切开阴道后穹窿，经阴道置入保护套，将标本通过保护套经阴道后穹窿切口拖出体外，

腔镜下缝合阴道后穹窿切口。所有患者于术前和术后 3 个月分别填写盆底功能障碍问卷（pelvic 

floor distress inventory-short form20, PFDI-20），对盆底功能障碍中盆腔、直肠和膀胱功能进行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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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3 例女性患者中，年龄 58~76（中位 62）岁，体质指数 20.8~34.5（中位 31）kg/m2，肿瘤

位于结肠肝曲 4 例，回盲部 7 例，升结肠 2 例，全组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无一例中转开腹。手术

时间 164~232（中位 176）min，术中出血 50~200（中位 100）ml，清扫淋巴结 13~18（中位 14）

枚，术后排气时间 1.8~5.2（中位 2.8）d，术后住院时间 6.3~9.2（中位 6.8）d，术后无吻合口出

血、吻合口瘘、腹腔内感染病例。随访 4-30 个月未见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病例。术前与术后 3 个

月患者的盆底功能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阴道取标本的 3D 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具有一定优势且不影响患者的盆底功能，是安全

可行性的。 

 
 

PU-1358 

3D 和 2D 腹腔镜治疗结直肠癌效果的 Meta 分析 

 
李兴旺,李柄辉,王晨宇,张军杰,王朝阳,任学群,胡军红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目的 应用 Meta 分析的方法评价 3D 腹腔镜与 2D 腹腔镜治疗结直肠癌临床效果和安全性。 

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期刊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

Embase 和 Cochrane Library 中关于 3D 和 2D 腹腔镜治疗结直肠癌的临床研究，检索时限均为建

库至 2018 年 4 月 18 日，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后，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本次 Meta 分析纳入 26 项研究，其中 4 项随机对照试验、5 项队列研究和 17 项病例-对照研

究。Meta 分析的结果显示：3D 腹腔镜与 2D 腹腔镜相比，手术时间缩短（MD=-16.32，95%CI=-

22.61~ -10.03，p<0.00001），术中出血量减少（MD=-10.80，95%CI=-19.93~ -1.66，p=0.02），

清扫淋巴结数目增加（MD=0.88，95%CI=0.30~ 1.45，p=0.003），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缩短

（ MD=-0.18 ， 95%CI=-0.31~ -0.04 ， p=0.01 ） ，术后 并发症 发生率降 低（ OR=0.63 ，

95%CI=0.44~0.89，p=0.009），住院天数缩短（MD=-0.84，95%CI=-1.40~ -0.28，p=0.003），

住院费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D=-0.01，95%CI=-0.23~ 0.21，p=0.94）。 

结论 与传统 2D 腹腔镜辅助结直肠癌手术相比，3D 腹腔镜辅助结直肠癌手术具有术中出血少，手

术时间短，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住院时间短，不增加住院费用等优势。 

 
 

PU-1359 

一例结肠恶性肿瘤患者口服替吉奥导致粒细胞缺乏 的护理体会 

 
刘珊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个案整体责任制护理对口服化疗药物的口腔观察及护理，减轻患者的口腔溃疡程度及疼

痛程度，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1 保护性隔离 

1.1 患者住单间 将患者安置在消毒好了的单人房间，限制探视，独立卫生间。 

1.2 病房每天紫外线消毒两次，每次 30 分钟，并定时开窗通风。地面用含氯制剂消毒水湿拖地面

每天两次。餐具每天煮沸消毒，床单位每天更换一次，桌椅每天擦拭。 

1.3 每天三次用生理盐水常规口腔护理，每 1 小时康复新 10ml 含漱，及时观察口腔粘膜情况。 

1.4 每天清洗会阴两次，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嘱患者穿棉质衣裤，每天更换。 

 1.5 每 4 小时监测生命体征，并及时记录，及时汇报给主治医师。 

 2 疼痛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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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应 用 数 字 评 定 量 表 (NumericalRating Scale ， NRS) 、 词 语 描 述 量 表 (Verbal 

DescriptorScale．VDS)和修订版面部表情疼痛量表(Faces Pain ScaleRevised。FPS．R)。 

2.2 夜间根据患者入睡情况，评估患者口腔疼痛情况，患者能安静入睡，疼痛为轻度，患者出现痛

苦表情，为中或重度疼痛，再根据医嘱使用止痛药物治疗。 

2.3 责任护士每天对患者疼痛评估进行质量标准检查，对疼痛过程监管是否按疼痛质量标准进行疼

痛护理，疼痛评估根据用药情况按标准进行评估。 

结果 通过对该患者的疼痛护理，我们总结了护理经验，对于消化科疼痛患者的护理，我们做出了

改进，运用疼痛护理质量评价标准，来检验消化科腹痛患者，并将疼痛护理评估对每位腹痛患者进

行科学评估，可以减轻患者的疼痛，提高患者对疼痛的认知，并在疼痛的第一时间科学的应用止痛

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保障了患者的安全。并在临床进行推广。 

结论 3.1 通过应用疼痛护理质量标准进行患者疼痛护理，患者住院期间，没有因为口腔溃疡疼痛而

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也没有因为疼痛而使得患者病情加重。 

3.2 住院期间，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很满意，并送来锦旗，表示对护理人员精心照顾衷心感谢。 

3.3 四天后患者可以进食，患者不再因疼痛而不敢进食。 

 
 

PU-1360 

含荆花胃康胶丸根除幽门螺杆菌方案的疗效分析 

 
孟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含荆花胃康胶丸的四联方案和含铋剂的四联治疗方案幽门螺杆菌的根除率、胃部疾病临

床不适症状缓解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为临床不能接受铋剂或多种抗生素抗 Hp 治疗的患者寻找有

效可行的替代方案。 

方法  1．研究对象：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我院住院的通过电子胃镜快速尿素酶试验（RUT）

或 14 碳尿素呼气试验（14C-UBT）检测幽门螺杆菌为阳性患者 120 例。 随机分为俩组：A 组

（n=60）接受 14d 含荆花胃康胶丸四联疗法（20mg 雷贝拉唑日二次、400mg 甲硝唑日二次、

200m 左氧氟沙星日二次、2 粒 荆花胃康胶丸日三次）；B 组（n=60）接受 14d 含铋剂四联疗法

（20mg 雷贝拉唑日二次、400mg 甲硝唑日二次、200mg 左氧氟沙星日二次、200mg 胶体果胶铋

日二次）；治疗结束 4-6 周后，行 RUT 或 14C-UBT 检测 Hp。 

2.检查方法：经 14C-UBT 或经 RUT 检查发现 Hp 阳性者，符合根除 Hp 适应症。分别予二种不同

方案治疗，停药 4-6 周后行 14C-UBT 或 RUT 复查，了解 Hp 根除情况。 

3.统计学方法：采取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20 例病人接受根除 Hp 治疗，全部完成治疗。 

幽门螺杆菌根除率：所有患者 Hp 根除率为 92.5.0%（111/120）。其中 A 组根除率为 91.7%

（55/60）；B 组根除率为 93.3%（56/60），A 组与 B 组俩组比较，Hp 根除率无差异（P＞0.05）。 

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A 组总有效率为 90.0%（54/60），B 组总有效率为 91.6%（55/60）。A 组

与 B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不良反应发生率： A、B 俩组之间进行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1.含有荆花胃康胶丸和含有铋剂的四联疗法 Hp 根除率均超过 90%，临床总有效率较高，可

考虑作为本地区 HP 感染的根除治疗方案。甲硝唑和左氧氟沙星均可用于本地区根除 HP 感染的四

联方案中。   

2. 含有荆花胃康胶丸的四联疗法对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率和含有铋剂的四联疗法无差别。 虽然俩

组根除方案药物的不良反应无差别，但对于肝肾功能不全不能应用铋剂的病人或者抗生素选择困难

的病人，荆花胃康胶丸无疑是很好的替代药物。 

  
 

PU-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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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多糖改善美沙拉嗪对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效果的研究 

 
葛君,刘爱琴,黄文宇,杨峰,马玲,翟惠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溃疡性结肠炎病情迁延不愈，目前治疗药物仍存在疗效欠佳、价格昂贵等问题，植物或中药

提取物的应用疗效亟待研究。本研究拟观察枸杞多糖(lyciumbarbarumpolysaccharide, LBP)和美沙

拉嗪单独应用或联合应用对 DSS (dextran sulphate sodium salt)诱导的小鼠溃疡性结肠炎

(ulcerative colitis, UC)的治疗效果。 

方法 DSS 诱导慢性 UC 小鼠模型，小鼠随机分 5 组，野生组、DSS 组、枸杞多糖组、美沙拉嗪组

和联合组，56 天后处死全部小鼠。观察记录体重、DAI（Disease activity index, DAI）评分，处死

后测量结肠长度、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 MPO)活性并进行组织学观察。 

结果   DSS 组小鼠体重明显低于野生组小鼠，且 DSS 组与野生组相比，DAI 评分明显升高

(6.90±0.43 VS.0)，结肠长度明显缩短(6.044±0.691)cm VS. (8.356±0.816)cm，MPO 活性增加

(3.50±0.535)U/g VS. (22.63±2.326)U/g，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 DSS 组小鼠的肠

黏膜结构破坏明显，同时肠黏膜变薄，肠壁各层均可见不同程度炎症细胞浸润。给予低

(100mg/kg/d)、中(200mg/kg/d)、高(300mg/kg/d)剂量枸杞多糖、美沙拉嗪以及枸杞多糖和美沙拉

嗪联合治疗后，与 DSS 组相比，低剂量枸杞多糖无明显效果；中、高剂量枸杞多糖治疗的小鼠体

重下降趋势、DAI 评分、结肠长度和 MPO 活性变化有所缓解，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但中、高剂量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美沙拉嗪治疗的小鼠体重下降趋势、DAI 评分和结肠长度

变化有所缓解，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MPO 活性无明显改变；联合治疗的小鼠体重

未见下降，DAI 评分较低，结肠长度未见缩短，MPO 活性无增加，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且联合治疗组与枸杞多糖组、美沙拉嗪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枸杞多糖单独应用改善 DSS 诱导的小鼠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但疗效有限；与美沙拉嗪联合应

用时，疗效明显,且优于美沙拉嗪单独应用；枸杞多糖能够改善美沙拉嗪对 DSS 诱导的小鼠溃疡性

结肠炎的治疗效果。 

 
 

PU-1362 

Trek1 expression decreased in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of 
DSS-induced ulcerative colitis mice 

 
Jun Ge,Wenyan Li,Aiqin Liu,Wenyu Huang,Ling Ma,Feng Yang,Huihong Zha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Trek1 (TWIK-Related K+ Channel 1) is an essential K+ channel on the cell membrane, 
and it is located on the blood-brain barrier and nasal mucosa barrier and is related to their 
function, but it has not been confirmed if Trek1 is related to the dysfunction of the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in ulcerative colitis (UC). Our aim was to determine if Trek1 is related to the 
function of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in UC. 
Methods Trek1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in UC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the dextran sulfate sodium (DSS)-induced chronic UC mouse model, 
the permeability change of the mucous membrane was assessed by Evan’s blue; and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fluorescence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Trek1 in colonic 
tissue of mice. 
Results  Trek1 expression was reduced in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of patients with UC,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permeability was increased in the UC mouse model, and results of 
western blot and immunofluorescence showed that Trek1 was lessened in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of this model. All of abov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rek1 may be involved in the function of 
the mucosal barrier in 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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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We concluded that Trek1 is associated with damage to the mucosal barrier in UC. 
 
 

PU-1363 

益生菌治疗 NAFLD 的荟萃分析 

 
苏淑婷 

1.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目的 目前有许多关于肠道菌群和肝脏疾病相互作用的研究报道，益生菌是治疗 NAFLD 的一种很有

前景的治疗方案，为了进一步明确益生菌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患者中的作

用，收集了相关的 RCT，在对不同的 RCT 进行荟萃分析。 

方法 通过计算机检索 Pub 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

网(VIP),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关于益生菌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治疗的 RCTs，采

用 JADAD 量表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并用 RevMan5.0 软件进行分析。效应参数是体重指数

（BMI）、天门冬氨酸转氨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胰岛素抵抗的稳态模型

（HOMA-IR）、血清甘油三酯（TGS）和脂肪肝的超声分级。使用卡方检验和 I2 评价结果的异质

性。根据 P 值＜0.05 和相应的 I2接近 0%确定结果的显著异质性。 

结果 七项研究纳入荟萃分析。益生菌显著降低 BMI（P＜0.0001）、ALT（P＜0.0001）、AST

（＜0.0001）、HOMA-IR（P＝0.006）和脂肪肝的超声分级（P＝0.0051）。 

结论 Meta 分析表明，不同的 RCT 中患者接受益生菌治疗后，各项参数均有显著改善。然而，由

于不同的应变、剂量模式和治疗持续时间，各种效应指标改变幅度并不一致。在未来，益生菌将会

是是治疗 NAFLD 的一种很有前景的选择。 

  
 

PU-1364 

PDGFR、NF-κB 在人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的研究 

 
张益,刘勇钢 

天津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探究人胃癌组织中 PDGFR、NF-κB 的表达水平,分析其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并讨论

PDGFR 和 NF-κB 在胃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可能的机制。 

方法 收集 130 例手术切除的胃癌组织及其相应癌旁组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胃癌组织中 PDGFR

和 NF-κB 的表达水平,以癌旁组织和正常胃粘膜组织作为对照,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二者的表达与临

床病理特征间的关系。 

结果 免疫组化显示,PDGFR 主要表达于胃癌细胞胞浆。130 例胃癌组织中 70 例 PDGFR 呈阳性表

达,阳性表达率约为 53.8%(70/130)；癌旁组织中 PDGFR 阳性表达率为 6.2%(8/130)(P<0.05)。经

统计学分析,与癌旁组织相比，胃癌组织中 PDGER 高表达与分化程度、浸润深度、有无淋巴结转

移以及 pTNM 分期密切相关；低分化胃癌组织中 PDGFR 表达率高于高、中分化，浸润至浆肌或浆

膜下层者表达率高于未浸润至浆膜者，有淋巴结转移者表达率高于无转移者，III-IV 期者 PDGFR

表达率高于 I-II 期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NF-κB 主要表达于癌细胞胞浆。130 例胃癌

组织中 62 例 NF-κB 呈阳性表达,阳性表达率约为 47.7%(62/130)，癌旁组织中 NF-κB 阳性表达率

为 3.8%(5/130)(P<0.05)。经统计学分析,与癌旁组织相比，胃癌组织中 PDGER 高表达与分化程度、

浸润深度、有无淋巴结转移以及 pTNM 分期密切相关；低分化胃癌组织中 PDGFR 表达率高于高、

中分化，浸润至浆肌或浆膜下层者表达率高于未浸润至浆膜者，有淋巴结转移者表达率高于无转移

者，III-IV 期者 PDGFR 表达率高于 I-II 期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 相关分析

结果得出,胃癌组织中,PDGFR 的表达与 NF-κB 的表达呈正相关(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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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胃癌组织中 PDGFR 与 NF-κB 均高表达,PDGFR 与 NF-κB 的高表达与分化程度、浸润深度、

有无淋巴结转移以及 pTNM 分期相关；二者可能在胃癌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协同作用,提示二者可作

为评价胃癌患者预后的辅助指标和临床干预胃癌的潜在靶点。 

 
 

PU-1365 

大肠癌中端粒酶组分基因表达及与 bcl-2 蛋白表达的关系 

 
方向明,张英,郑永芳 

武汉市普仁医院 

 

目的 探讨大肠癌组织端粒酶各组分（hTR、TP1、hTERT）基因表达及其与 bcl-2 蛋白的关系。 

方法  分别采用原位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和免疫组化法检测 46 例大肠癌及其相应正常组织中的端粒

酶各组分基因表达与 bcl-2 蛋白表达。 

结果 hTR 或 TP1mRNA 在大肠癌与其相应正常组织中表达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而

hTERTmRNA 在大肠癌组织中表达显著高于其相应正常组织中 hTERTmRNA 表达（P<0.05）。

bcl-2 蛋白大肠癌中的表达阳性率显著高于正常大肠粘膜（P<0.05）。在大肠癌组织中， bcl-2 蛋

白表达与 hTERT mRNA 表达呈显著正相关（r=0.730，P<0.01）。bcl-2 阳性细胞在大肠癌组织中

的分布区域与 hTERT mRNA阳性细胞分布基本一致。 

结论 hTERTmRNA 在大肠癌端粒酶活性调节中可能起关键性作用，检测 hTERTmRNA 表达水平

可作为诊断大肠癌诊断指标之一。bcl-2 蛋白过度表达与大肠癌端粒酶激活密切相关，提示 bcl-2 异

常表达是大肠癌细胞端粒酶激活的重要途径，并在大肠癌发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PU-1366 

钙信号介导的肠黏膜离子转运的调节机制 

 
何佳霖,庹必光,董辉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1）本课题通过研究小肠上皮细胞，单独依赖于钙信号调控的氯离子及碳酸氢盐分泌及其机制，

以开创胞内钙信号调控肠黏膜上皮细胞离子转运研究的新领域；2）通过针对钙信号介导的肠黏膜

上皮细胞离子转运的调节机制研究，既能揭示新颖的肠道内水平衡调节和肠黏膜屏障的保护作用，

又能为治疗溃疡、炎症性肠病（IBD）、腹泻、便秘等疾病的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Ussing Chamber（多通道电流电压钳）是研究跨上皮细胞离子转运的重要技术，可用于包括

离子转运、营养物质转运及药物转运等的研究。我们取小鼠十二指肠上皮，用 Ussing Chamber 仪

器检测加入上皮顶端膜侧和基底膜侧改变胞内钙信号的不同工具药物后，由于氯离子和碳酸氢根离

子分泌产生的短路电流（Isc）变化，反应十二指肠上皮细胞不同极性相关通道蛋白的生物学功能

情况以及钙信号对肠黏膜离子转运的调节机制。 

结果 咖啡因激活小鼠十二指肠黏膜上皮细胞内质网上的 RyR 受体，通过钙信号导致短路电流的增

加。而增加的短路电流强度可以被上皮细胞基底膜侧，而非顶侧端的无钙环境和选择性钙库操作性

钙离子通道(store-operated calcium channel, SOC)抑制剂所明显抑制。我们进一步发现在十二指

肠基底膜侧，CRAC/Orai 通道在介导细胞外钙内流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咖啡因激活 RyR 受

体后导致的细胞内钙释放的增加，和介导上述通道导致细胞外钙内流后形成的钙信号，共同作用导

致十二指肠上皮细胞顶端膜侧的 CaCCs（钙激活的氯离子通道）和 AE（阴离子交换蛋白）激活，

其产生的短路电流强度均可被 CaCCs 和 AE 的抑制剂所抑制；另外，我们发现用 cAMP 通路的激

动剂 Forskolin 和咖啡因共同添加可以增强短路电流，而两者前后分别添加产生的增强电流作用有

所区别。先添加 Forskolin 可以增强咖啡因产生的短路电流，但先添加咖啡因却不能增强 Forskolin

产生的短路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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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咖啡因作用于细胞内质网 RyR 受体使内钙释放及 CRAC/Orai 通道介导的钙库操作性钙离子内

流，共同导致细胞质中的钙离子浓度增加，产生的钙信号在十二指肠上皮细胞离子分泌过程中发挥

重要的调节作用。顶端膜侧的 CaCCs（钙激活的氯离子通道）和 AE（阴离子交换蛋白），达到单

独调节氯离子和碳酸氢根分泌的作用。经典的 cAMP 通路可以与上述钙信号产生协同作用，促进上

皮细胞的分泌。 

 
 

PU-1367 

a-甘草酸调节肠道菌群保护肠屏障防治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研究 

 
李云,刘天宇,闫晨,曹海龙,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显著增加，

然而其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研究发现―肝肠轴‖中的两大关键因素（肠道微生态和肠屏障）与 NAFLD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a-甘草酸是甘草中提取的主要活性物质，具有抗炎降酶保肝的作用，广泛用

于 NAFLD 的防治。本研究旨在探索 a-甘草酸调节肝肠轴治疗 NAFLD 的新机制。 

方法 4 周龄 C57BL/6 小鼠分为 NAFLD 组（60%脂肪含量的高脂饮食造模），NAFLD+a-甘草酸组

（隔日腹腔静脉给药 a-甘草酸，150 mg/kg）和对照组（常规饮食）。饲养 14 周后收集粪便，

Illumina 测序技术分析肠道菌群变化，气相色谱法检测小鼠回盲部粪便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变化。HE 染色评价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及肠道炎性程度，生化分析仪检测血

清谷丙转氨酶（ALT）及谷草转氨酶（AST）水平，实时荧光定量 PCR、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免疫

荧光染色技术评价肠粘膜屏障功能。 

结果 a-甘草酸组不仅降低了高脂饮食诱导的 NAFLD 小鼠的体重、血清 ALT、AST 水平，同时也减

轻了 NAFLD 小鼠肝脏脂肪变性程度以及肝脏炎症。Illumina 测序发现 a-甘草酸可显著改变 NAFLD

小鼠中肠道微生态的组成。在经 a-甘草酸处理后的 NAFLD 小鼠，肠道菌群的群落丰富度显著增加，

其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和脱硫弧菌等产内毒素的细菌丰度明显降低，益生菌变形杆菌和乳酸杆菌的

丰度明显升高。a-甘草酸还可以增加 NAFLD 小鼠产 SCFAs 细菌（疣微菌科和毛螺菌科）的丰度

并促进 SCFAs（乙酸、丙酸、丁酸、异丁酸、戊酸、异戊酸）的产生。此外，a-甘草酸可显著降

低 NAFLD 小鼠肠道低度炎症水平（肠道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b 和肿瘤坏死因子的 mRNA

相对表达量下降），并通过提高紧密连接蛋白（ZO-1、Occludin、Claudlin-1）的表达以及增加杯

状细胞数量和黏蛋白（MUC2）的产生，进而增强 NAFLD 小鼠肠屏障功能。 

结论 a-甘草酸可调节 NAFLD 小鼠肠道菌群保护肠屏障从而进而减轻肠道慢性低度炎症反应，最终

延缓 NAFLD 的发生发展。本研究将为 a-甘草酸防治 NAFLD 奠定实验基础。 

 
 

PU-1368 

PTCD+LCBDE 与 ERCP 对胆源性重症急性胰腺炎 

合并梗阻性黄疸的疗效比较 

 
林秋满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梗阻性黄疸相关胆源性重症急性胰腺炎是一种重症疾病，治疗难度大。本研究旨在比较经皮

肝穿刺胆道引流（PTCD）+腹腔镜胆总管探查（LCBDE）与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治疗

胆源性重症急性胰腺炎合并梗阻性黄疸疗效。 

方法  280 例胆总管结石导致的胆源性重症急性胰腺炎合并梗阻性黄疸患者分为 2 组：

PTCD+LCBDE；ERCP。评估 2 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并发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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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治愈率、病死率、腹痛消失时间、总胆红素（TBIL）恢复正常时间、腹胀缓解时间和腹痛缓

解时间，及血浆 C 反应蛋白（CRP）、内毒素、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

6）、白细胞介素-8（IL-8）浓度。 

结果 ERCP 组手术时间和出血量明显少于 PTCD+LCBDE 组。两组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并发症

发生率、痊愈率、恢复体温正常时间、腹痛恢复正常时间、白细胞恢复正常时间、白细胞计数及血

浆 TBIL、ALT、CRP、TNF-α、IL-6、IL-8 浓度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PTCD+LCBDE 和 ERCP 均是治疗阻塞性黄疸相关 BSAP 的有效方法。老年患者和胆总管结

石较小的年轻患者应首选 ERCP，而有较大或多个胆总管结石的年轻患者、伴消化道梗阻者、或

Billroth II Roux-en-Y 吻合术后患者应首选 PTCD+LCBDE。 

 
 

PU-1369 

肠道微生态失调与婴幼儿湿疹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狄佳,张军,程妍,常丹燕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寄居在人体胃肠道的菌群种类繁多，共同构成了复杂的肠道微生态系统。维持肠道微生态的

平衡，即肠道正常微生物群落与机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对保障人体的健康至关重要。针

对婴幼儿，人体肠道微生态受环境因素影响发生两次大的改变：初步构建与初步演替。初步构建：

孕期母体肠道菌株通过胎盘定植于胎儿结肠；初步演替：添加辅食后婴幼儿肠道微生态组成变化。

除此之外，婴幼儿肠道微生态平衡还受到分娩与喂养方式、年龄、地域和运动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方法 当婴幼儿肠道正常菌群与机体及其他菌群间的平衡由生理组合转变为病理性组合时，即发生

肠道微生物失调。临床发现，婴幼儿肠道微生物失调与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尤其是湿疹，

我国新生儿湿疹发病率高达 13.5%。国内外大量文献证实，婴幼儿肠道微生态紊乱能够破坏机体

Th1/Th2 免疫平衡, 表现为 Th1 免疫应答减弱、Th2 免疫应答增强，从而诱发湿疹。同时，湿疹患

儿肠道内也存在显著的菌群紊乱——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等益生菌的数目显著降低 ,大肠杆菌的数

目明显增加。 

结果 研究显示，肠道中定植的益生菌不仅能够维持肠内微生态平衡、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还能

够维持机体的免疫平衡，抑制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因此补充益生菌能够恢复婴幼儿肠道微生态平衡，

发挥治疗及有效预防湿疹的作用。目前临床应用的肠道益生菌主要有：长型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

粪肠球菌。在对婴幼儿湿疹的治疗过程中，外源性补充肠道益生菌能够增强其肠道功能并形成生物

屏障，增强胃肠道防御能力；同时益生菌还能够刺激婴幼儿肠道相关淋巴样组织的发育,抑制机体

过敏性 Th2 反应、IgE 抗体及白介素的产生。 

结论 本文就肠道微生态紊乱与婴幼儿湿疹之间的相关性做一综述。 

  
 

PU-1370 

不同剂量曲美布汀联合雷贝拉唑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疗效观察 

 
白晓云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不同剂量马来酸曲美布汀联合雷贝拉唑对反流性食管炎的疗效以及不同剂量马来酸曲美

布汀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管下括约肌压力及食管远端蠕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 月到 10 月期间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大连市中心医院门诊，经胃镜确诊为反流

性食管炎的 82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然后将其随机分配为三组，分别为对照组、100mg 组、

200mg 组。三组均接受雷贝拉唑（20mg BID）治疗，100mg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马来酸曲美布

汀（100mg TID）治疗；200mg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马来酸曲美布汀（200mg TID）治疗。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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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程均为 8 周。评估患者治疗前后 GerdQ 量表评分、反流性食管炎内镜下洛杉矶分级、食管下括

约肌压力（LESP）及食管远端收缩积分（DCI），研究不同剂量马来酸曲美布汀对反流性食管炎

患者食管下括约肌压力及食管远端蠕动功能的影响。 

结果 1.对照组、100mg 组、200mg 组症状总有效率分别为 70.0%、77.8%、96.0%。100mg 组与

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0mg 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对照组、

100mg 组、200mg 组内镜下总有效率分别为 73.3%、81.5%、96.0%。100mg 组与对照组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0mg 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对照组及 100mg 组治

疗后 LESP 较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0mg 组治疗后 LESP 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100mg 组治疗后 LESP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0mg 组治疗后 LESP 与对

照组相比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对照组及 100mg 组治疗后 DCI 较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200mg 组治疗后 DCI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0mg 组治疗后 DCI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0mg 组治疗后 DCI与对照组相比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不同剂量马来酸曲美布汀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管下括约肌压力及食管远端蠕动功能影响不

同。2.不同剂量马来酸曲美布汀联合雷贝拉唑对反流性食管炎疗效不同。 

 
 

PU-1371 

慢性肝病患者肠屏障损伤的治疗及其进展 

 
郭启阳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对近几年有关慢性肝病患者肠屏障损伤的治疗进行综述，以总结探讨研究进展。 

方法 以―肝损伤‖―肠黏膜屏障‖等关键词在万方、知网、Pubmed 等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将文章进行

通读加以综述。 

结果 共选取了近 5 年 80 余篇文章进行了综述。 

结论 完善的肠屏障功能对于慢性肝病的治疗至关重要，我们应重视慢性肝病患者肠屏障的保护，

通过有效的治疗方法重建肠屏障稳态，打破肠屏障损伤与肝病之间的恶性循环。 

  
 

PU-1372 

圈套器在 ESD 手术中的运用 

 
李兴,唐琳,韩明 

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圈套器头端（1.5-2.0mm）作为切割器械在 ESD 手术中的效果。 

方法 将 21 例 ESD 手术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圈套器头端作为切割器械 9 例），对照组（DUAL

刀、钩刀、IT 刀作为切割器械 12 例）。其中治疗组食管病变 5 例、胃病变 4 例，对照组食管病变

5 例，胃病变 7 例。治疗组选用圈套器露出头端 1.5-2.0mm 作为切割器械，完成标记、预切开、剥

离、血管处理、止血等 ESD 步骤，与对照组比较，观察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手术费用等指标，

评价圈套器在 ESD 手术的效果。 

结果 治疗组中运用圈套器头端作为手术器械，在 ESD 手术中能顺利完成标记、切开、剥离、血管

处理、止血等步骤。治疗组平均手术时间为 41.15 分钟 ，术中出血 7 例（止血成功 4 例，成功率

57.1%），平均手术耗材费用 4150 元。对照组平均手术时间 38.20 分钟，术中出血 11 例（止血成

功 6 例，成功率 54.54%），平均手术耗材费用 8250 元。两组对照，平均手术时间无明显差异

（P>0.05)，但治疗组手术时间略长于对照组；术中出血止血成功率无明显差异（P>0.05)，可能是

圈套器头端较粗，接触面积稍大，止血成功率大于对照组；平均手术耗材上治疗组明显低于治疗组，

有明显差异（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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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圈套器露出长度为 1.5-2.0mm 作为手术切割器械，能完成各种手术步骤，可以替代电刀运用

于 ESD 手术，且能明显降低患者手术费用。 

 
 

PU-1373 

肠外营养在胰腺炎治疗中的应用 

 
夏欢欢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对胰腺炎采取肠外营养治疗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判定。 

方法 选取本院收治的 60 例胰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2016.02-2017.01 期间为收治时间，依据治

疗方案分为对照组（30 例）、研究组（30 例），对照组行常规治疗，研究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行肠外营养干预，并对比临床指标情况、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研究组胰腺炎患者经肠外营养干预的体温恢复时间为（6.38±1.64）d，腹痛恢复时间为

（4.94±1.50）d，尿淀粉酶内恢复时间为（8.85±2.19）d，住院时间为（23.55±7.13）d，均少于

对照组，P＜0.05，并发症发生率为 6.67％，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胰腺炎采取肠外营养治疗的应用效果显著，可缩体温恢复时间、腹痛恢复时间、尿淀粉酶

内恢复时间、腹痛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以此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可推广、

实施。 

  
 

PU-1374 

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经内镜下套扎术后生长抑素不同使用疗程

预防再次出血的效果分析 

 
文萍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套扎术联用不同使用疗程生长抑素预防食管静脉曲张再次出血的效果。 

方法 180 例食管静脉曲张患者经内镜下套扎术后根据生长抑素使用天数分成 3 组：3 天组；5 天组；

分析 7 天内、7-42 天内再出血率、成本、成本-效果比、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对于 3 天组患者，7 天内、7-42 天内再出血率分别为（4.4％，7.8％），对于 5 天组患者，7

天内、7-42 天内再出血率分别为（3.5％，5.8％），对于 7 天组患者，7 天内、7-42 天内再出血率

分别为（2.7％，5.1％），3 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3 天组成本最低。单因素分析显示血清胆红素

水平，Child-Pugh 评分和肝性脑病的存在是再出血的预测因素。 多因素分析显示，没有一个因素

是再出血的预测因素。 3 组的副作用都很小，并且不需要终止治疗。 

结论 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经内镜下套扎术后生长抑素 3 天疗程与 5 天疗程及 7 天疗程效果相同，

且成本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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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5 

超声介入在原发性肝癌治疗中的应用 

 
赵江洋 

天津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原发性肝癌发病率逐年升高，死亡率高居所有肿瘤的第三位。经过近百年的不懈努力，肝癌

治疗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治疗方法，使得肝癌治愈率显著上升，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然

而，肝癌 5 年生存率较之前并无显著提高，真正能够满足患者需要的理想治疗尚未诞生。另外，不

少陈旧观念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创新和挑战步履维艰，因此，重新认识和整合现有治疗模式迫在

眉睫。 

方法 一、原发性肝癌现有治疗方法总汇 

（一）全身治疗： 

迄今为止，原发性肝癌的全身治疗几乎一片空白。国内外已广泛开展原发性肝癌的生物治疗，涉及

免疫治疗（细胞因子、过继性细胞免疫、单克隆抗体、肿瘤疫苗）、基因治疗、内分泌治疗、干细

胞治疗等多个方面。 

1、生物治疗 

2、抗病毒治疗：有助于降低肿瘤新生或复发。 

3、中医中药 

4、 全身系统化疗：总体疗效有限，尚无临床数据支持。 

（二）局部治疗： 

目前，原发性肝癌治疗仍然以局部治疗为主，在可预见的未来，局部治疗方法的单独和综合应用仍

然占据主导地位，为原发性肝癌的主流治疗方式 

1、肝部分切除术 

2、肝移植术 

3、血管介入治疗： 

（1）TAE（2）TACE 等 

4、放射治疗： 

（1）外照射：伽马刀、X 刀、质子刀等等 

（2）内照射：粒子植入、利卡丁、放射免疫靶向治疗（如碘（131I）-美妥昔单抗注射液等） 

5、局部消融治疗： 

（1） 物理消融：冷冻（氩氦刀）、热消融（射频消融、微波消融、激光消融、超声聚焦刀）、纳

米刀 

（2） 化学消融：无水乙醇注射、醋酸注射等 

结果 二、对肝癌现代治疗方法的几点认识 

局部消融治疗不是雕虫小技，有望成为肝癌治疗的主角： 

（1）无论行业界是否愿意承认，消融治疗成为肝癌患者首选治疗方式只是时间问题。随着科学技

术的不断发展，肿瘤治疗微创化已是大势所趋； 

（2）外科切除和消融治疗并不是简单的谁取代谁、谁不如谁的竞争关系，应是互相弥补、有机结

合的协同关系。但消融治疗开始抢占外科切除的部分阵地已是不争的事实； 

（3）对于部位良好的小肝癌，局部消融不应存在难度；但对于大肝癌、复杂部位肝癌、多发性肝

癌等较复杂肝癌，局部消融技术含量并不亚于外科切除，因为局部消融不仅要力争达到外科切除的

有效性，还要高度体现外科切除无可比拟的安全性。 

结论 现有治疗标准的很多方面均已落后于现代医学的发展，应与时俱进、大规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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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6 

2014-2016 年天津地区新发 HIV 感染者的流行病学特点及

HIV/HCV 基因亚型分布特点 

 
王子瑜 

天津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了解天津地区 2014 年至 2016 年新发艾滋病（HIV）患者的流行病学特点，以及 HIV 合并丙

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者 HCV 基因型的分布特征 

方法 收集 2014 年至 2016 年新发 HIV 患者的性别、年龄、传播途径以及 CD4+T 淋巴细胞水平，

并行 HCV 抗体检测。共筛选出 63 例 HIV/HCV 合并感染者，并随机入组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同期

确诊的 65 例单纯 HCV 感染患者，对两组患者行 HCV 基因型的测定，统计基因亚型分布的差异。 

结果 2014 年至 2016 年，天津地区新发 HIV 患者 2063 例，以男性为主（95.54%），年龄多集中

18 至 40 岁（70.12%），传播途径以性传播途径（84.05%）为主，其中同性传播占 66.21%，

CD4+T 淋巴细胞中位水平为 273（1~1059）。天津地区 HIV/HCV 合并感染者，HCV-RNA 阳性率

为 68.25%（43/63），基因型 Ib 型最多，占 39.53%（17/43），其次为 3a 型，占 30.23%

（13/43），6a、3b 型分别占 18.6%（8/43）和 4.65（2/43），未发现 2a 型，传播途径以吸毒为

主，占 93.65%（59/63）。单纯 HCV 感染者 1b 型最常见，比例为 69.54%（45/65），其次为 2a

型，占 21.54%（14/65），3a 及 6a 亚型分别占 6.15%（4/65）、3.08%（2/65），传播途径主要

为输血，占 90.77%（59/65）。HIV/HCV 合并感染组 1b、3a 亚型为主，而单纯 HCV 患者以 1b、

2a 亚型为主。 

结论 天津地区 HIV 新发感染以同性青年男性为主，HIV/HCV 合并感染者的 HCV 基因型分布以 1b

为主，3a 次之，与单纯 HCV 感染者 HCV 基因型的分布有所差异。 

 
 

PU-1377 

探讨血清标志物 PGⅠ/Ⅱ、G17、HPAb-IgG 作为杭州地区胃癌

高危人群筛查指标的临床价值 

 
王志勇,唐森森 

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 

 

目的 初步探讨血清标志物 PGⅠ/Ⅱ、G17、HPAb-IgG 作为杭州地区胃癌高危人群筛查临床价值。 

方法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104 例慢性浅表性胃炎、82 例萎缩性胃炎、85 例肠化生、57 例异

型增生、42 例胃癌患者的血清胃蛋白酶原 I（PGI）、胃蛋白酶原 II（PGII）、PGI/PGII、胃泌素-

17（G-17）水平，比较组间差异，绘制萎缩性胃炎及胃癌的 ROC 曲线，得出诊断萎缩性胃炎及胃

癌的最佳临界值。 

结果 相较于浅表性胃炎组，肠上皮化生组、萎缩性胃炎组、异型增生组、胃癌组 4 组 PGI、PGI/II

水平明显下降，特别是胃癌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GI、PGR 诊断胃癌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100.97ng/ml（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8.8%和 47.6%）、7.96（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69.0%

和 52.4%）；诊断萎缩性胃炎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134.61ng/ml（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73.4%

和 54.2%）、10.93（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3.0%和 54.5%）。本研究未能计算出 G-17 诊断

胃癌的最佳临界值；诊断萎缩性胃炎的最佳临界值为 13.11pmol/L（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55.3%

和 70.5%）。HPAb-IgG 阳性在胃癌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清学 PGI、PGR、G-17 筛查胃癌及癌前病变具有一定临床价值，其诊断胃癌最佳临界值为

PGI<100.97ng/ml、PGR<7.94，诊断胃癌前病变的最佳临界值为 PGI<134.61ng/ml、PGR<10.93、

G-17<13p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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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78 

内镜下注射 A 型肉毒毒素预防较大面积食管早癌 

ESD 术后狭窄的效果分析 

 
文萍 

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内镜下注射 A 型肉毒毒素预防较大面积食管早癌 ESD 术后狭窄的效果。 

方法 收集我院将 2012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我院食管早癌或癌前病变行食管 ESD 术，且粘膜剥

离范围达食管管周 50%以上行 ESD 术的患者 80 例，随机 2 组：A 型肉毒毒素组（n=40）；空白

对照组（n=40）。术后 6 周、12 周行内镜检查、食管钡餐造影检查并对病人吞咽困难分级评估。

比较两组病人食管狭窄的发生率及需要探条扩张的次数。 

结果 1. A 型肉毒毒素患者术后 6 周、12 周的食管狭窄发生率为 10%和 15%，空白对照组患者术

后 6 周、12 周的食管狭窄发生率为 50%和 60%。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内镜下注射 A 型肉毒毒素能预防较大面积食管早癌 ESD 术后狭窄 

  
 

PU-1379 

替普瑞酮联合雷贝拉唑三联疗法在治疗幽门螺杆菌 

阳性消化性溃疡的疗效观察 

 
刘道江,方念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科 

 

目的 探讨替普瑞酮联合雷贝拉唑的标准三联疗法在治疗幽门螺杆菌阳性消化性溃疡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南昌大学三附院就诊诊断为幽门螺杆菌阳性的消化性溃疡

患者为研究对象，制定严格的排除与纳入标准，共入组 150 例患者，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为 A、B、

C 三组，前 2 周，A 组予以雷贝拉唑（10mg bid）+阿莫西林胶囊（1g bid）+左氧氟沙星片（0.5g 

qd）+替普瑞酮胶囊（50mg tid），B 组予以 A 组予以雷贝拉唑（10mg bid）+阿莫西林胶囊（1g 

bid）+左氧氟沙星片（0.5g qd）+枸橼酸铋钾胶囊（0.6g bid），C 组予以雷贝拉唑（10mg bid）+

阿莫西林胶囊（1g bid）+左氧氟沙星片（0.5g qd）。后 4 周，三组继续口服单一雷贝拉唑 10mg 

qd，服药期间记录患者腹痛、腹胀症状缓解率以及呕吐、失眠、皮疹等不良反应发生率，停服雷贝

拉唑 1 月后嘱患者行胃镜检查及 C14 呼气试验以观察溃疡愈合率、幽门螺杆菌根除率。 

结果  A 组腹痛、腹胀症状缓解 46 例，缓解率 92%；B 组腹痛、腹胀症状缓解 45 例，缓解率 90%；

C 组腹痛、腹胀症状缓解 38 例，缓解率 76%。A 组出现不良反应者 4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8%；B

组出现不良反应 4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8%；C 组出现不良反应 3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6%；A 组

溃疡愈合 47 例，愈合率 94%；B 组溃疡愈合 48 例，愈合率 96%；C 组溃疡愈合 40 例，愈合率

80%；A 组幽门螺杆菌根除 44 例，根除率 88%;B 组幽门螺杆菌根除 45 例，根除率 90%；C 组幽

门螺杆菌根除 36 例，根除率 72%。与 C 组相比，A、B 组在溃疡愈合率、幽门螺杆菌根除率、症

状缓解率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 组与 B 组相比，溃疡愈合率、幽门螺杆

菌根除率、症状缓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 C 组相比，A、B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稍高，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替普瑞酮联合雷贝拉唑三联疗法与含铋剂的的四联疗法在治疗幽门螺杆菌阳性消化性溃疡的

疗效相当，当铋剂的运用受到限制时，该方案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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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0 

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的疗效观察 

 
刘道江,方念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科 

 

目的 探讨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就诊诊断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且肝功能轻度异常的患者 64 例，所有患者治疗前均行肝功能、消化系彩超检查，观察并记录患者

ALT、AST、GGT、消化系彩超提示脂肪肝严重程度，将入选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均

予以常规内科保肝治疗（谷胱甘肽片 0.4g tid,双环醇片 50mg tid 疗程 2 周），观察组在此基础上

加用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0.42g tid 疗程 4 周），服药过程中观察患者头晕、恶心、皮疹等不良

反应发生率以及乏力、腹胀、纳差等症状的缓解率。4 周后嘱患者复查肝功能、消化系彩超，并与

治疗前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的 ALT、AST、GGT 指标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观察组指标的下降值明显大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复查消化系彩超有

6 例中度脂肪肝转归为轻度度脂肪肝，而对照组仅有 1 例中度脂肪肝转归为轻度脂肪肝，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症状缓解 29 例，缓解率 90.6%，对照组缓解 28 例，缓解率

87.5%，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 3 例，发生率 9.4%,对照组

发生不良反应 2 例，发生率为 6.3%，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双歧杆菌联合常规内科保肝治疗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的疗效确切，可显著改善肝功能，

长期治疗有助于肝脏组织学的转归，且治疗过程中不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PU-1381 

中西医结合治疗对幽门螺杆菌根除补救治疗的疗效评价 

 
李春艳,孟华,姜丽萍,褚胜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中药荆花胃康联合含铋剂四联疗法在补救治疗常规根除 Hp 失败病例的慢性胃炎的疗效和

安全性，并与含铋剂四联疗法比较，观察其 Hp 根除率及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于我院消化科门诊就诊、经根除 Hp 三联或四联方案治疗失

败的慢性胃炎患者 64 例，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2 例，治疗组：雷贝拉唑 20mg+阿

莫西林 1000mg（左氧氟沙星 200mg，阿莫西林过敏者选用）+克拉霉素 500mg+胶体果胶铋

200mg+荆花胃康 240mg，每日二次，疗程 14 天；对照组：不服用荆花胃康，其余用药方案及疗

程相同。期间观察患者的症状改善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并于疗程结束，停药 1 个月以后查 14C 尿

素呼气试验检测 Hp，观察 Hp 的根除率、症状缓解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 Hp 根除率分别为 84.3%（27/32）和 75%（24/32），治疗组高于对照组，P

＜0.05。腹痛、腹胀、嗳气、反酸等症状缓解率，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93.7%（30/32）和 81.2%

（26/32），治疗组高于对照组，P＜0.05。不良反应主要有皮疹、腹泻、眩晕等，治疗组对照组各

有 2 例发生轻微上述反应，均坚持服药至疗程结束，没有严重不良反应发生，没有失访病例。 

结论 中药荆花胃康辅助四联疗法能够提高 Hp 根除率，促进临床症状改善，提高临床治疗效果，不

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可以作为 Hp 根除治疗失败的慢性胃炎的补救方案，值得临床推广。 

  
 
 
 

PU-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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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洛酮治疗重症手足口病神经免疫学指标变化及意义 

 
肖力 

广东省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目的 观察纳络酮治疗重症手足口病（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HFMD）前后血清、脑脊液中

β-内啡肽（β-Endorphin,β-EP）、免疫球蛋白、白细胞亚群的变化，探讨重症手足口病的神经免疫

学指标变化、意义以及治疗对策。 

方法 按照临床诊断标准，将 60 名 HFMD 重症患儿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30 人，分别予以常规治疗

和常规加纳络酮治疗，治疗前后均采集血清进行 β-EP、免疫球蛋白、白细胞亚群检测，同时采集

脑脊液进行 β-EP 检测。 

结果 纳络酮治疗前后重症患儿血清、脑脊液 β-EP 呈显著下降；IgG、IgA、IgM、CD4/CD8 显著

升高，CD8 显著下降，纳洛酮治疗临床效果明显。 

结论 β-EP 是重症 HFMD 发病中的重要介质；神经免疫调节网络的紊乱参与重症 HFMD 进展；纳

洛酮可作为重症患儿有效治疗对策之一。 

 
 

PU-1383 

不同年龄健康儿童粪便中 SIgA、VIP 和 5-HT 水平的检析 

 
黄永坤

1
,袁嘉丽

1,2
,刘莉

1
,韩丽萍

1,2
,刘梅

1
,熊晶晶

1
,赵亚玲

1
,丁臻博

1
,李檬

1
,曾洁

1
,曹佳

1
,胡红卫

1
 

1.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云南中医学院 

 

目的 检测不同年龄健康儿童粪便中 sIgA、VIP、5-HT 含量，以便帮助认识不同年龄健康儿童肠神

经内分泌免疫功能及肠屏障功能的变化。 

方法 选取 2016 年-2017 年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出生的健康新生儿，收集新生儿粪便，

且未服用过抗生素、铋剂以及微生态制剂。选择在官渡区妇幼保健院儿保门诊做检查的健康小儿，

收集 6 个月、1 岁、2 岁的小儿粪便，且 4 周内均无胃肠道病史，无抗生素及微生态制剂使用史，

大便性状无异常。选择某幼儿园正常儿童，收集 3 岁、4 岁、5 岁、6 岁的小儿粪便，且近 4 周内

均无胃肠道病史，无抗生素及微生态制剂使用史，大便性状无异常。将小儿粪便按年龄组划分为新

生儿期、婴儿期、幼儿期、学龄前期 4 个组，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各组儿童粪便中 sIgA 含量、

VIP、5-HT 的含量，所有研究数据经统计学方法处理。 

结果  1.学龄前期、婴儿期、幼儿期、新生儿期健康儿童的粪便 sIgA 含量存在显著差异

（X2=14.987，P=0.002）。学龄前期儿童的粪便 sIgA 与新生儿期、婴儿期、幼儿期的均存在显著

差异（P<0.05），其他年龄段间的 sIgA 两两比较未见显著差异（P>0.05）。 

2. 学龄前期、婴儿期、幼儿期、新生儿期健康儿童的粪便 VIP 含量存在显著差异

（X2=18.285,P=0.000<0.01）。新生儿期儿童的粪便 VIP 与婴儿期、幼儿期、学龄前期的存在显

著差异（P<0.05），其他年龄段的 VIP 两两比较未见显著差异（P>0.05）。 

3.学龄前期、婴儿期、幼儿期、新生儿期健康儿童的粪便 5-HT 含量无显著差异（X2=5.814，

P=0.121>0.05）。各年龄段间的两两比较未见显著差异（P>0.05）。 

结论 粪便 sIgA 水平在新生期较低，在婴儿期呈上升趋势；1 岁以后呈下降趋势，并在学龄前期趋

于平稳。VIP 在新生儿期最高，此期以后 VIP 水平显著降低。5-HT 水平在新生期较低，在婴儿期

呈上升趋势，1 岁以后逐渐下降并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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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4 

大剂量甲氨蝶呤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胰腺功能的影响 

 
熊朝霞,刘梅,熊晶晶,赵亚玲,丁臻博,李檬,曾洁,曹佳,胡红卫,黄永坤（通讯作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大剂量甲氨蝶呤（HD-MTX）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儿胰腺功能的影响。旨在

了解 ALL 患儿经 HD-MTX 化疗后，胰腺功能是否存在损伤，对甲氨蝶呤诱导性药物性胰腺炎患儿

进行早期识别，及时处理，并比较不同剂量下胰腺损伤发生的时间，指导后续临床用药的安全性。 

方法 将 29 例次接受 3-5g/m2 的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的 20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列为研究对

象。严密监测 HD-MTX 后患儿临床表现，并测定和记录甲氨蝶呤化疗前和开始后 68h 血清淀粉酶

和脂肪酶，并收集资料。采用 SPSS19.0 软件处理数据，p 值＜0.05 为统计学有差异。 

结果 20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行 29 例次 HD-MTX 化疗，1 例于化疗后 24 小时内出现腹痛，

所占百分比为 3.45%，腹痛 24 小时后血清脂肪酶（HD-MTX 开始后 68 小时血清脂肪酶）较化疗

前下降，在正常范围内。9 例患儿出现呕吐，所占百分比为 31.03%，其中 6 例出现在 HD-MTX 化

疗开始后 24 小时内，呕吐 24 小时后血清脂肪酶（HD-MTX 开始后 68 小时血清脂肪酶）1 例较化

疗前升高，5 例较化疗前下降，均在正常范围内；另 3 例呕吐发生在 HD-MTX 化疗开始后 24～48

小时内，其所对应 68 小时血清脂肪酶均较化疗前下降，在正常范围，68 小时淀粉酶均在正常范围。

结合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特点及血清淀粉酶和脂肪酶达峰时间，上述症状与急性胰腺炎无相关；所有

患儿 HD-MTX 化疗开始后 68 小时血清淀粉酶与化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有患儿 HD-

MTX 化疗开始后 68 小时血清脂肪酶与化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89，P <0.05)；

3g/m2 组患儿化疗开始后 68 小时血清淀粉酶及脂肪酶与化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4-5g/m2 组患儿化疗开始后 68 小时血清淀粉酶及脂肪酶与化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0.05)。 

结论 经 HD-MTX 化疗后，少数患儿出现腹痛、呕吐，不考虑急性胰腺炎相关性消化系统症状，所

有患儿 HD-MTX 开始后 68 小时血清淀粉酶、脂肪酶均在正常范围，HD-MTX 对 ALL 患儿胰腺功

能在本次观察时间内无影响。 

 
 

PU-1385 

过敏性紫癜患儿粪便和全血中 EB 病毒的检测和分析 

 
黄永坤,王小云,曹佳,宋杰琴,唐睿珠,赵亚玲,胡红卫,刘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 EB 病毒在过敏性紫癜患儿粪便和全血中的载量水平，提高对过敏性紫癜患儿 EBV 感染

的重视。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选取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的 34 例过敏性紫癜患儿和

学校无用药史及无疾病史的 44 名健康儿童。 用 Real-Time PCR 方法检测 30 例急性期过敏性紫癜

患儿、28 例恢复期过敏性紫癜患儿和 27 名正常儿童的粪便 EBV-DNA 载量。检测 34 例急性期过

敏性紫癜患儿和 44 名正常儿童的全血 EBV-DNA 载量。运用卡方检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 

结果 ①粪便 EBV-DNA 载量检测结果：正常儿童,急性期和恢复期患儿 EBV-DNA 载量检测阳性率

分别为 14.81%、53.33%和 39.29%。三组之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HSP 急性期患儿与正常儿童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恢复期患儿与正常儿童比较有统计学意义；但 HSP 急性期患儿与恢复期患儿比

较无统计学意义。② 全血 EBV-DNA 载量检测结果：正常儿童和急性期患儿 EBV-DNA 载量检测阳

性率分别为 22.7%和 64.7%，两组间进行比较有统计学意义。③急性期同一个过敏性紫癜患儿，在

全血中的检测到的 EBV-DNA 载量明显高于粪便中的。④急性期过敏性紫癜患儿在全血中检测到的

EBV-DNA 载量均大于 1×103copies/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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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过敏性紫癜患儿的血液和粪便中 EB 病毒载量均明显高于正常组儿童，提示 EB 病毒感染可能

与过敏性紫癜发病有关，与患儿的反复发生及难治性过敏性紫癜的关系值得关注。过敏性紫癜患儿

的血液中的 EB 病毒载量高于粪便中的，提示测定血液的 EB 病毒载量比粪便更有临床价值。 

 
 

PU-1386 

早期肠内营养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营养状况及 

肠粘膜屏障的影响 

 
朱国福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经鼻空肠管进行早期肠内营养(EEN) 对重症急性胰腺炎(SAP) 患者营养状况及肠粘膜屏

障的影响。 

方法  将 50 例 SAP 患者随机分 2 组,每组 25 例,即完全静脉肠外营养组(TPN 组)和 EEN 组。在治

疗前及治疗后第 5、10d 三个时间点上分别检测两组患者营养状况（前白蛋白及白蛋白）、肠粘膜

屏障通透性（血浆 D-乳酸含量及内毒素水平）。 

结果 两组患者入院时营养状况无差异，治疗后第 5 天，EEN 组前白蛋白水平高于 TPN 组（P＜

0.05)，第 10 天明显高于 TPN 组，有显著性差异（P＜0.01)。治疗后第 10 天，EEN 组白蛋白水平

与 TPN 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第 5d 时 EEN 组 D-乳酸含量与 TPN 组比较,有明显统

计学差异(P<0.01)；入院后第 10dEEN 组 D-乳酸含量及内毒素水平均低于 TPN 组, 有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早期肠内营养可以降低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肠粘膜屏障通透性，改善患者营养状况。 

 
 

PU-1387 

GLS1 在胃癌组织表达水平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朱国福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GLS1 在胃癌组织的表达水平及其对临床预后的预测价值 

方法 收集 90 例已行外科手术治疗的胃癌患者组织标本，包括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采用免疫组化

法检测标本的谷氨酰胺酶-1 型（GLS1）、Rictor、 Raptor 蛋白表达，实时荧光定量 PCR（RT-

PCR）检测组织 GLS1、Rictor、 Raptor mRNA 表达；收集患者病理资料，研究 GLS1 表达水平

与胃癌病理资料的关系，并对胃癌患者进行电话随访，研究 GLS1 表达与患者生存率的关系。 

结果 胃癌组织 GLS1 蛋白阳性表达率为 80.0%（72/90），Rictor 阳性表达率为 86.7%（78/90），

Raptor 阳性表达率为 73.3%（65/90），癌旁组织分别为 37.8%（34/90）、23.3%（21/90）、

45.6%（41/88），胃癌组织 GLS1、Rictor、Raptor 蛋白表达阳性率显著高于癌旁组织（P＜

0.05）。胃癌组织  GLS1、Rictor、Raptor mRNA 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1 .03±0.20）、

（ 1.74±0.31 ） 、 （ 1.32±0.15 ） ， 均 高 于 癌 旁 组 织 （ 0.66±0.09 ） 、 （ 0.82±0.12 ） 、

（0.74±0.11），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肿瘤直径＞5cm、低分化肿瘤、Ⅲ～Ⅳ

期、合并淋巴结转移、浸润深度为 T3～T4 者 GLS1 阳性率明显升高（P＜0.05）。GLS1 阴性患

者 5 年累积生存率（78.2%）高于阳性患者的 5 年累积生存率（4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多因素分析显示，GLS1 表达、分化程度、TNM 分期是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

素（P＜0.05）。 

结论 GLS1 在胃癌患者组织表达显著升高，GLS1 表达越高，预后越差，GLS1 可作为胃癌患者临

床预后评估的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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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8 

血清内毒素联合降钙素原在肝硬化患者腹水感染中的诊断价值 

 
朱国福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内毒素联合降钙素原在肝硬化腹水感染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研究我院 2016 年 8 月-2017 年 12 月的 80 例肝硬化腹水感染住院患者和 85 例肝硬化

腹水无感染患者的血清内毒素和降钙素原的浓度并进行分析 

结果 腹水培养阳性的病原菌最常见的依次为大肠埃希菌、屎肠球菌、溶血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

菌等。与非腹水感染组相比，腹水感染组的血清内毒素、降钙素原含量均显著升高，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1) ; 内毒素和降钙素原ＲOC 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85 和 0.917;在诊断腹水感染时，内

毒素的特异度为 97.2%，敏感度为 83.5%。降钙素原的特异度为 88.2%，敏感度为 93.3% 

结论 血清内毒素和降钙素原含量在肝硬化腹水感染患者中均升高，且具有很高的特异度和敏感度，

可作为临床诊断腹水感染的指标。 

  
 

PU-1389 

112 例颈段食管胃粘膜异位患者的临床观察 

 
张野 

大连市友谊医院 

 

目的 颈段食管胃黏膜异位症是指食管上段的鳞状上皮被带有腺体的胃柱状上皮代替，伴有或不伴

临床症状。随着胃镜检查的普及和胃镜医师的重视，颈段食管胃粘膜异位病例越来越常见。目前本

病在临床上的重要意义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关于其诊断及治疗扔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在总结

112 例患者的基础上，期望对本病进一步研究有所帮助。 

方法 本组 4870 例患者均为我院胃镜检查患者。其中发现颈段食管胃粘膜异位 112 例。临床表现多

以上腹疼痛、不适为主，部分患者有明确胸骨后不适、咽部不适、咽部异物感等表现，但均无明显

吞咽困难。发现有颈段胃黏膜异位者进行系统检查、评估，并行组织活检，并注意是否有 Barrett

食管、食管癌等疾病存在。 

结果 共发现有 112 例颈段胃黏膜异位患者，阳性率为 2.3%。男女发病率无差别，各组年龄无差别，

颈段食管胃黏膜异位的发病与临床表现无关联。发生部位均位于距门齿 17-21cm。多为圆形、椭圆

形，少量为不规则形，如星形、火焰性，8 例病人为多发病灶。表现为在颈段食管粉红色的粘膜中

出现橘红色粘膜，两者分界清楚，异位粘膜表面平坦光滑或者有轻度的不平感。横径多在 0.3-

1.0cm 之间。1 例病人伴有食管癌。6 例患者有 Barrett 食管存在。病理提示：胃食管交界粘膜改变、

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粘膜改变，有柱状上皮覆盖，可见壁细胞和主细胞、颈粘液细胞，均

见有少量炎性细胞浸润。 

结论 胃镜发现颈段食管胃粘膜异位存在，伴有及不伴有局部临床症状的病例均应诊断为颈段食管

胃粘膜异位症。颈段食管异位的胃粘膜持续泌酸功能，损伤周围食管粘膜，有可能出现某些并发症，

甚至导致严重并发症，主要有穿孔 、食管瘘、及溃疡等，极少数癌变。Korkut E 等人研究表明部

分病例有食管动力障碍和近端食管酸反常表现，这可能是导致病人出现临床症状的原因。本研究发

现 1 例病人合并有食管中段癌，病理证实为鳞癌，两者关系不确切。但病理发现部分病变粘膜有肠

化发生，应引起足够注意。针对颈段食管胃粘膜异位的治疗，没有确切有效的方法有得到大家的公

认。可针对并发症进行治疗，也可对症治疗。主要采取抑酸、病变粘膜切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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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0 

信息化系统在评价肠镜检查肠道准备效果中的应用研究 

 
卞秋桂,王荣,丁文琴,黄蕊,郭建军,索海燕,丁静,张道权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评价肠镜检查肠道准备效果的信息化系统模块，探索此信息化系统在评价肠镜检查肠道

准备效果中的应用价值，为监测并不断提高肠镜检查或治疗病人的肠道准备情况、提高肠镜下病变

的检出率、降低肠镜治疗病人因肠道准备不好导致的感染的发生率提供依据。 

方法 与信息中心合作，建立肠道准备的渥太华肠道清洁度评分图表及文字的信息化模块，并将此

模块嵌入内镜检查系统。要求行肠镜检查或治疗的医生每做完一个病人均需根据病人的肠道准备情

况、对照渥太华评分标准相应肠段的图及文字说明，将患者每个肠段的得分情况填写入该系统，如

果行肠镜检查或治疗的医生没有按要求填写相应肠段的得分将无法发布肠镜检查或治疗报告。医生

评价完患者的肠道准备情况后由系统自动汇总该患者的总得分，并由系统随时将总分＞4 分的病人

的所有信息推送至病人所在科室护士长的工作平台，便于相关护士长及时查阅并分析患者肠道准备

不好的原因，及时采取改进措施，不断提高患者的肠道准备清洁率。 

结果 通过此信息系统可以及时查看、收集、分析全院所有行肠镜检查或治疗患者的肠道准备情况，

为不断提高患者的肠道准备清洁率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促使全院行肠镜检查或治疗的患者的肠

道准备清洁率不断提高。 

结论 信息化系统在评价肠镜检查肠道准备效果中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值得推广使用。 

 
 

PU-1391 

Fusobacterium nuclcetum may promote glycolysis via 
modulating lncRNA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Fangfang Guo,Dan Ma,Chaoqin Shen,Haoyan Chen,Jie Hong,Jingyuan Fang 

Renj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tumorigenesis of colorectal epithelial cells is the results of both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Studies on the intestinal homeostasis and develop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have become hot spots recently. Intestinal bacteria play important roles on maintaining 
the health of the host, and increasing studies confirm that pathogenic intestinal flora (especially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F. nucleatum)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Our previous study has also shown that F. nucleatum was 
able to modulate chemoresistance in colorectal cancer, which means that the bacteria may 
influenc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greatly. The process of colorectal tumorigenesis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metabolic reprogramming, such as the well-known Warburg effect. Therefore, 
we aimed to explore whether F. nucleatum could affect cell proliferation by modulating glycolysis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Methods Firstly, we performed RNA sequencing in HT29 cells after F. nucleatum stimulation and 
did GSEA analysis. Then we treated HCT116 and HT29 cell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 
nucleatum, and detected the key enzymes of the glycolysis pathway (HK1, HK2, PFKP, PKM1, 
PKM2, ENO1, LDHA, HIF-1a, etc.) by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 In addition, the lactate 
level was also detected. We screened out the potential long non-coding RNAs after F. nucleatum 
stimulation and verified by Real-time PCR. Afterward,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lncRNAs were 
explored. The length and sequences of the LncRNAs were determined by RACE and Northern 
blot, respectively; then the potential targets of lncRNAs were further explored by RNA pull down 
and ChIP. 
Results RNA sequence showed that several metabolic-related pathways were significantly 
changed after F. nucleatum intervention, among which the glycolysis pathway was upreg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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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Several key enzymes (HIF-1a, HK2, ENO1, etc.) were also upregulated. In vitro,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ENO1, HK2, LDHA, and HIF-1a were increased after F. nucleatum 
intervention.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lactate level in the cell medium was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ubsequently, the lncRNAs were screened and verified by PCR. PhyloCSF 
calculations confirmed that the potential target lncRNAs did not have the coding function; 
lncRNAs knockdown by siRN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RNA pull-
down and ChIP results showed that lncRNA might affect the transcript levels of glycolysis key 
enzymes by regulating histone acetylation in the gene promoter regions. 
Conclusions Our curr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F. nucleatum may affect the level of glucose 
metabolism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by modulating the transcription levels of key enzymes 
through lncRNAs. Although its detailed mechanisms need to be further verified, the results have 
shed light on the profound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PU-1392 

急慢性布氏菌病住院患者营养风险筛查及营养状态评估 

 
刘亚敏

1,2
,李颖

1
,任倩倩

2
 

1.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 

 

目的通过营养风险筛查 2002(NRS2002)和机体组成营养评价方法（Body composition assessment， 

BCA）对急慢性成人布鲁菌病住院患者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和营养状况评价，了解患者营养不良风险

及发生情况，为提出合理改善营养的方法提供依据。 

方法 整群选取 2012 年 3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首次住该院治疗的布鲁

菌病患者共计 199 例，进行营养风险筛查 2002 及 BCA 营养评价、体格测量和实验室检查。 

结果 199 例布氏菌病患者，营养风险筛查评分>3 分的 21 例，仅占 10.55%，但 BCA 营养评价显

示，总营养不良发生率 46.73%，远高于预计。急性布鲁菌病患者 181 例，共 81 例营养不良，发

生率为 44.75%，其中轻度营养不良 40 例，中度 35 例，重度 6 例；慢性患者 18 例，共 12 例营养

不良发生率为 66.67%，其中轻度营养不良 8 例，中度 2 例，重度 2 例；慢性营养不良发生率明显

高于急性患者。慢性布鲁菌病患者轻度及重度营养不良发生率较急性患者明显升高，而中度营养不

良发生率较急性患者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患者营养不良主要以清蛋白、前

清蛋白、淋巴细胞计数异常为主。 

结论 布鲁菌病住院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高于风险筛查预计，慢性布鲁菌病患者的营养不良发生率

高。早期给予营养治疗，可提高布鲁菌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PU-1393 

Berberine-based quadruple therapy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a meta-analysis 

 
Xiaobei Si,Yu Lan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berberine-based quadruple 
therapy and proton pump inhibitor (PPI)-based triple therapy. 
Methods Electronic databases, including Medline, Embase, Web of Scienc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 Wanfang Database, and VIP Database, were searched using the 
keywords ―berberine and Helicobacter pylori and eradication.‖ A funnel plot was adop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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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e the publication bias. The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fixed effect model for low 
heterogeneity and randomized effect model for high heterogeneity. 
Results  A total of 10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ith 1,795 participants were included. The 
eradication rate of the berberine group (85.89%, 632/881) was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1.74%, 785/914) [odds ratio (OR)=2.4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91, 3.09), 
P=0.00001]. The rate of ulcer healing after Helicobacter pylori (Hp) eradication therapy in the 
berberine group (52.16%, 157/301) was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39.52%, 
115/291) [OR=1.63, 95% CI (1.17, 2.27), P=0.004]. In addition, the total incidence of side effects 
in the berberine group (26.26%, 240/914) was statistical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OR=0.44，95% CI (0.30, 0.66), P<0.0001]. The results of the subgroup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berberine group had a statistically lower incidence of nausea (6.3%), abdominal distention 
(5.26%), and diarrhea (4.07%). The results of the subgroup analysis of vomiting were not 
considered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PPI-based triple therapy, berberine-based quadruple therapy might 
improve the Hp eradication rate and promote gastric ulcer healing in patients with Hp infection. In 
addition, berberine-based quadruple therapy might reduce the side effects during the therapy. 
 
 

PU-1394 

鼠李糖乳杆菌上调五羟色胺 4 受体改善排便功能的研究 

 
周国琼,曹海龙,姜葵,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五羟色胺 4 受体（5-HTR4）与肠道动力密切相关，5-HTR4 激动剂已用于便秘的治疗，但效

果并不满意，且存在潜在的心血管副作用。鼠李糖乳杆菌（LGG）是一种常见的益生菌，已有证据

表明 LGG 上清液可调节肠道平滑肌的收缩。本研究以人结肠上皮细胞系（Caco-2）、小鼠肠上皮

细胞系（YAMC）及 C57BL/6 小鼠为研究对象，初步探讨 LGG 上清对肠道 5HTR4 及小鼠排便功

能的影响，旨在为 LGG 改善排便功能提供依据。 

方法 Caco-2 及 YAMC 均分为 LGG-s 组和对照组（由 MRS 肉汤/LGG 上清液刺激，肉汤/LGG 上

清和细胞培养基比例为 1:10,1:20 和 1:100），运用 Realtime-PCR 及 Western-blot 观察各细胞系-

5HTR4 基因及蛋白表达水平变化。SPF 级 5-8 周龄雄性 C57BL/6 小鼠 40 只，随机分为肉汤阴性

对照组（MRS 组）、阳性对照替加色罗组（Tegaserod 组）、鼠李糖乳酸杆菌上清组（LGG-s

组）。MRS 组 10 只，Tegaserod 组及 LGG-s 组每组 15 只，MRS 组每日肉汤 1ml 灌胃，

Tegaserod 组每日马来酸替加色罗蒸馏水溶液 1ml 灌胃，LGG-s 组每日 LGG 上清 1ml 灌胃，7 天

后记录小鼠首粒黑便时间，2 小时排便颗粒数，粪便湿重及干重，计算粪便含水率，采用

Realtime-PCR 及 Western-blot检测三组小鼠结肠 5-HT4R 表达情况。 

结果 LGG 上清液刺激 Caco-2 和 YAMC 细胞，发现 5-HTR4 基因表达及蛋白水平较对照组升高。

三组小鼠首粒黑便时间无统计学差别，2 小时排便粒数三组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

Tegaserod 组排便粒数增多，而 LGG-s 组排便粒数无明显变化，粪便湿重及干重三组间差别有统

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Tegaserod 组与 LGG-s 组粪便湿重及干重明显增加。与 MRS 组相比，

Tegaserod 组与 LGG-s 组粪便含水率明显增加，且 Tegaserod 组较 LGG-s 组含水率增加更为明显。

另外，发现 LGG-s 组及 Tegaserod 组 5-HTR4 基因表达及蛋白水平较 MRS 组升高。 

结论 LGG可上调 5-HTR4 受体增加小鼠排便重量及含水率，相关分子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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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95 

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生活方式干预治疗非酒精性 

脂肪肝 100 例临床疗效分析 

 
金玉书,王朝晖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多烯磷脂酰胆碱(易善复)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来大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住院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 100

例，随机分成 2 组。治疗组 50 例，在低脂饮食和适量运动的基础上，给予多烯磷脂酰胆碱 456mg 

3 次/d 口服治疗，对照组 50 例，给予单纯生活方式干预治疗，疗程均为 3 个月,观察治疗前后两组

患者临床症状、肝功能（ALT、AST、GGT）、血脂（TC、TG、LDL-C）及肝脏超声影像图的变

化。 

结果 使用多烯磷脂酰胆碱治疗 3 个月后，治疗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90%；治疗组患者治疗总有

效率为 6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患者治疗后肝功能及血脂指标 ALT、AST、

GGT、TG、TC 及 LDL-C 水平与治疗前比较均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脏彩

超影像图及临床症状（腹胀、乏力、肝区疼痛）均较治疗前减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在进行饮食、运动治疗同时给予多烯磷脂酰胆碱治疗，改善临床症

状、肝酶学指标、血脂指标和肝脏超声影像学等方面明显优于单纯的生活方式干预治疗。 

 
 

PU-1396 

无痛胃镜在内镜下黏膜切除术中的应用及护理配合 

 
汪艳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无痛胃镜在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中应用效果及护 理配合方法。 

方法 将 102 例 EMR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57 例和对照组 45 例.对照组应用常规胃镜检查法完成

EMR,观察组在无痛胃镜下完成 EMR.比较 两组患者完成操作所用时间;患者对医生、护士及治疗过

程的满意率;医生护士对无痛胃镜下 EMR 操作效果的满意率。 

结果 观察组 EMR 治疗时间少于对照组 (P＜0.01),观察组患者对医生、护士和治疗过程的满意率、

医生护士对 EMR 治疗效果的满意率都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无痛胃镜下进行 EMR,有助于提高患者满意率。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219 

PU-1397 

Early life intestinal colonization with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 contributes to the intestinal development 
via inhibition of low grade inflammation in the offspring 

mice 

 
Xiang Liu,Ge Jin,Hailong Cao,Kui Jiang,Bangmao Wa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General Hospital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 (LGG) could be 
successfully colonized only in early life, and demonstrated the effect of promoting neonatal 
intestin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pathogenesis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elucidated. 
Meanwhile, probiotics have possessed a certain therapeutic effect in various intestinal 
inflammatory diseases which express intestinal dysplasia via inhibition of inflammation. Based on 
preliminary data, we hypothesize that the long-term health effects of intestinal colonization with 
LGG in early life can alleviate low grade intestinal mucosa inflammation to promote the intestinal 
development. 
Methods Pregnant mice were divided into live LGG (Live-LGG) group and glutaraldehyde fixed-
LGG (Fix-LGG as control) group randomly. Pregnant mice were gavaged with 108 cfu Live-
LGG or Fix-LGG in gestational 18th day until delivery. Pups were fed with 107 cfu Live-LGG or 
Fix-LGG at postnatal day 1 to day 5. Bodyweight of offspring mice was recorded at birth and 
weekly. Furthermore, we used DNA fingerprint analysis to detect LGG colonization in 2nd and 3rd 
week. Total RNA was isolated from small intestinal and colonic tissues for Real-time PCR 
analysis of IL-1β, TNF-α, IL-6, IFN-γ, Muc-2 and ZO-1 gene expression. To evaluate the intestinal 
development, we used methods of hematoxylin and eosin (H&E) stain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immunofluorescence in 3rd week. 
Results All the offspring mice in Live-LGG group at 2 and 3-week old had LGG in feces, while not 
found in Fix-LGG group. No differences in bodyweight were found at birth and 1st week, while at 
the age of 2nd and 3rd weeks, the offspring in Live-LGG group were heavier. HE staining showed 
no macroscopic inflammation in both groups in 3 week-old pups. However,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cluding IFN-γ, IL-6 and TNF-α mRNA were 
decreased in the Live-LGG group. Meanwhile, in the Live-LGG group, the villus length and crypt 
depth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urthermore, the level of MUC-2 cell mRNA was increased in 
the Live-LGG. The numbers of MUC-2 positive cells and goblet cells significantly expressed in 
Live-LGG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Finally, the expression of ZO-1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exposure of LGG in early life could inhibit the low 
grade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and promote intestinal development in neonatal mice, which might 
have a lasting positive impact of adult intestinal health. 
 
 

PU-1398 

PTEN 沉默通过下调 PI3K/AKT 信号通路参与 Noscapine 介导

的人结肠癌 5-Fu 细胞耐药性的实验研究 

 
刘蒙,韩峥,朱庆曦,谭洁,刘维洁,陈巍,邹艳丽,蔡一珊,田霞 

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从体内体外探讨 PTEN 是否参与 PI3K/AKT 信号通路在 Noscapine 抑制结肠癌细胞和结肠癌

耐药细胞中增殖，诱导凋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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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构建耐药细胞株，PTEN 沉默耐药细胞株以及 PTEN 沉默耐药移植瘤裸鼠模型，采用

CCK-8 以及克隆形成检测各组细胞增殖，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细胞凋亡以及周期。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PTEN/PI3K/AKT 信号通路相关 mRNA 和蛋白的表达。Hoechst 染色和 TUNEL

染色观察细胞和组织凋亡情况。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的变化。ELISA 检测裸鼠血清相关指标的水平。 

结果 成功构建人结肠癌 5-Fu 耐药细胞株（HT-29/5-FU、LoVo/5-FU、SW480/5-FU）。成功构建

人 PTEN 基因干扰慢病毒并转染人结肠癌细胞（HT-29、LoVo、SW480）模型以及裸鼠移植瘤模

型。沉默 PTEN 能有效促进 Noscapine 抑制人结肠癌 5-Fu 耐药细胞增殖，促凋亡的作用。RT-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到沉默 PTEN 通过下调 PI3K/AKT 通路相关 mRNA和蛋白，下调增殖相

关蛋白 Ki-67、细胞周期蛋白 CyclinD1、P21、P27 以及凋亡相关蛋白 Bcl-2，上调 Bax 参与

PI3K/AKT 信号通路在 Noscapine 抑制结肠癌细胞和结肠癌耐药细胞中增殖，诱导凋亡的作用。 

结论 沉默 PTEN 能通过下调 PI3K/AKT 通路及其相关蛋白参与 Noscapine 对人结肠癌 5-Fu 耐药细

胞的治疗作用，为临床上应用 Noscapine治疗结肠癌提供理论依据。 

 
 

PU-1399 

ERCC6L promotes cell growth and invasion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Yang Xie,Jian Qi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role of ERCC6L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Methods 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western 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ERCC6L in 30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The function of ERCC6L in cell proliferation, cycle, apoptosis, invasion and colony-
forming ability was examined in CRC cell lines. 
Results ERCC6L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CRC tissues and CRC cell lines. The expression of 
ERCC6L was related to tumor size, but not to other clinical features such as age, gender, 
differentiation and clinical stage. we found that silencing of ERCC6L by 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 remarkably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rate and colony-forming ability of CRC cell lines.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shown that knockdown of ERCC6L in CRC cells blocked the cell cycle 
progression and more cells were delayed in G0/G1 phase without affecting apoptosis. Moreover, 
knockdown of ERCC6L remarkably decreased the invaded number of CRC cells compared with 
the cells treated with negative control.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ERCC6L can stimulate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by 
promoting cell cycle progression, and it may be a potential target for cancer therapy. 
 
 

PU-1400 

MBD2 and EZH2 regulate SFRP1 Expression without 
affecting its hypermethylat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 

 
Yang Xie,Jian Qi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Secreted frizzled related proteins 1 (SFRP1) as extracellular inhibitors of Wnt 
signaling is down-regulate by high frequency of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colorectal tumorigenesis. PCG proteins and MBD proteins important for gene epigenetic 
regulation have the ability to regulate gene expression. We aim to figure out the role of the 
specified PCG and MBD proteins in the regulation of SFRP1 gen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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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methylation status and mRNA expression of SFRP1 in CRC cell lines and human 
embryo intestinal mucosa cell CCC-HIE-2 are analyzed by Methylation-specific PCR (MSP) and 
real-time qPCR, respectively. The combination of PCG proteins, MBD proteins with SFRP1 gene 
is studied and the related proteins are screened by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ChIP). We 
knock down related genes by RNA interference to clear its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SFRP1 gene 
expression and the effect on proliferation of colorectal tumor cells. 
Results The promoter of SFRP1 was completely methylated in CRC cell lines, and partly 
methylated in normal cell line CCC-HIE-2. The mRNA expression level of SFRP1 was down-
regulated significantly in CRC cell lines compared to CCC-HIE-2 (P<0.05). ChIP analysis shown 
that SFRP1 promoter region was enriched with EZH2 in CCC-HIE-2 (P<0.05) and it was enriched 
with EZH2 and MBD2 in SW480 (P<0.05), but none of proteins bound to it in HCT116 (P>0.05). 
The expression of SFRP1 was reactivated after interference with MBD2 gene (P<0.05), but not 
changed after EZH2 gene interference in SW480(P>0.05). However, knockdown the MBD2 and 
EZH2 together can more effectively restore SFRP1 gene expression and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SW480, but neither of them can alter the state of SFRP1 promoter methylation. 
Conclusions MBD2 and EZH2 regulate SFRP1 expression without affecting the 
hypermethylation of SFRP1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 they may regulate the SFRP1 
expression through other mechanisms system which need further research. 
 
 

PU-1401 

Associations of SFRPs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Yang Xie,Jian Qi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Abnormal methylation of the secreted frizzled-related proteins (SFRPs) has been 
observed in various human cancers. We systematically conducted a meta-analysis to assess the 
contribut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SFRPs methylation in cancer risks. 
Methods PubMed, Cochrane Library,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were comprehensive 
searched and 83 articles with a total of 21612 samples were finally selected for the meta-analysis. 
Results The pooled odds ratio (OR) and corresponding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ere 
calculated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associations. Subgroup analysis, meta regression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sources of heterogeneity. SFRP1, SFRP2, 
SFRP4 and SFRP5 hypermethyl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cancers, with 
the ORs of 8.48 (95% CI: 6.26~11.49), 8.21 (95% CI: 6.20~10.88) ,11.41 (95% CI: 6.42~20.30) 
and 6.34 (95% CI: 3.86~10.42), respectively. The SFRP2 methy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iat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OR = 2.16, 95% CI: 1.02 ~ 4.56).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s that SFRP1, SFRP2, SFRP4 and SFRP5 methylation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carcinogenesis, especially for certain cancer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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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2 

Effects of Entecavir, Partial Splenic Artery Embolization, 
and Salvia miltiorrhiza on Patients with Hypersplenism due 

to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Cirrhosis 

 
Ping Qiu 

Gannan Medical University Pingxiang Hospital，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partial splenic artery embolization (PSE), entecavir (ETV) and 
salvia miltiorrhiza (SM) in patients with hypersplenism due to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cirrhosis. 
Methods Two-hundred patients with hypersplenism due to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cirrhosis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4 groups: Basic treatment; ETV; PSE+ETV; PSE+ETV+SM. Size of the 
spleen, white blood cell (WBC), platelet(PLT), total bilirubin (TBil), hyaluronic acid, type III 
procollagen, type IV collagen, laminin, T lymphocyte subsets CD4 and CD8, interleukin 2 (IL-2), 
IFN-γ, interleukin 10,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TGF-β1),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s-1(TIMP-1), metalloproteinase-1(MMP-1) were measured. 
RESULTS: WBC, PLT, T lymphocyte subsets CD4, CD4/CD8, IL-2, IFN-γ, MMP-1 after treatment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 in the ETV, ETV+ PSE and ETV+ PSE+SM subgroups compared to 
the basic treatment subgroup. TBil, hyaluronic acid, type III procollagen, type IV collagen, laminin, 
T lymphocyte subset CD8,  interleukin 10, TGF-β1, TIMP-1 significantly decrease in the ETV, 
ETV+ PSE and ETV+ PSE+SM subgroups compared to the basic treatment subgroup. 
Results Entecavir is effective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splenism due to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cirrhosis. PSE and salvia miltiorrhiza demonstrate improvement in therapeutic benefits. 
Conclusions Entecavir is effective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splenism due to hepatitis B virus-
related cirrhosis. PSE and salvia miltiorrhiza demonstrate improvement in therapeutic benefits. 
  
 

PU-1403 

胃康胶囊联合为力苏治疗慢性胃炎合并消化不良症状的疗效观察 

 
王福成 

大连市友谊医院 

 

目的 探讨胃康胶囊联合为力苏治疗慢性胃炎合并消化不良症状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我院消化内科收治的慢性胃炎合并消化不良症状且符合气滞血瘀证的患者 96 例（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进行临床研究观察，随机分为 2 组，其中观察组 48 例（胃康胶囊联合为力

苏口服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 24 例，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24 例），对照组 48 例（为力苏口服治疗，

慢性萎缩性胃炎 24 例，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24 例），疗程 4 周。 

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89.7%、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 70.1%，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前，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慢性萎缩性胃炎与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患者的纳差、上腹痛、

腹胀表现于组间及组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对照组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患者

纳差、上腹痛、腹胀改善程度与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纳

差、上腹痛、腹胀改善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胃康胶囊联合为力苏治疗慢性胃炎合并消化不良症状效果好，尤其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患者

能显著改善纳差、上腹痛、腹胀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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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4 

益生菌 VSL#3 对实验性结肠炎和肠易激综合征 

大鼠的疗效及相关机制的研究 

 
戴聪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益生菌 VSL#3 对腹泻型 IBS 大鼠和实验性结肠炎大鼠的疗效及肠黏膜紧密连接蛋白和

MAPK 信号通路蛋白（p38MAPK、ERK 和 JNK）的影响。 

方法 Wistar 大鼠 80 只，雌雄各半，体重（200±5）g，随机分成 9 组，每组 8 只，饲养于标准条

件下，喂食普通大鼠饲料。分组情况如下：（1）IBS 模型组：乙酸灌肠+束缚应激造模；（2）生

理盐水组 1：IBS 模型+NS 灌胃；（3）益生菌 VSL#3 组 1：IBS 模型+益生菌 VSL#3 灌胃；（4）

思密达组：IBS 模型+思密达灌胃；（5）UC 模型组：自由饮用 5%DSS 造模；（6）生理盐水组：

UC 模型+NS 灌胃；（7）益生菌 VSL#3 组 2：UC 模型+益生菌 VSL#3 灌胃；（8）美沙拉嗪组：

UC 模型+美沙拉嗪灌胃；（9）正常对照组：正常饮食。实验期间每日观察大鼠进食、饮水、活动

等一般情况，称量体重，观察粪便性状，对粪便类型进行计数。实验第 7 天，计算 AWR 评分，

DAI 积分。于结肠距肛门 8cm 处剪取 0.5cm 长的结肠组织数块，一部分于中性福尔马林中固定，

石蜡包埋切片做 HE 染色和免疫组化检测肠黏膜紧密连接蛋白（occludin 和 ZO-1），其余结肠组

织液氮保存用作 Western blot 检测肠黏膜紧密连接蛋白（occludin 和 ZO-1）和 MAPK 信号通路蛋

白（p38MAPK、ERK、JNK 和 P-p38MAPK、P-ERK、P-JNK）的表达水平。 

结果 益生菌 VSL#3 组大鼠明显改善腹泻症状，降低 AWR 评分和 DAI评分。免疫组化和 Western 

blot 检测发现益生菌 VSL#3 能增加大鼠肠黏膜紧密连接蛋白（occludin 和 ZO-1）表达水平，增加

肠黏膜 P-p38MAPK 和 P-ERK 蛋白表达水平。 

结论 益生菌 VSL#3 能有效缓解腹泻型 IBS 大鼠和实验性结肠炎大鼠的症状，降低其内脏敏感性，

修复损伤的肠黏膜组织。益生菌还能增加肠黏膜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可能是通过激活 p38MAPK

和 ERK 信号通路进行调控的。 

  
 

PU-1405 

RNAi 抑制胰腺癌细胞 HSF1 基因表达增强细胞 

辐射敏感性的实验研究 

 
黄妹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 RNA(Ribonucleic acid)干扰技术下调胰腺癌细胞中热休克转录因子 HSF1(Heat shock 

tran- scription factor1,HSF1)基因的表达,探讨沉默 HSF1 基因后,对胰腺癌细胞辐射敏感性的影响 

方法 将表达 siRNA 的 HSF1-pSilencer2.1-U6 neo 质粒表达载体,采用脂质体转染法转入胰腺癌细

胞,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检测 HSF1mRNA 表达水

平,流式细胞仪检测蛋白质量,克隆法检测细胞的辐射敏感性。 

结果 与空白组细胞及阴性对照组细胞相比转染 HSF1A-pSilencer2.1-U6neo 质粒表达载体的细胞

HSF1mRNA 表达明显下降,同时 Hela 细胞的辐射敏感性也随着 HSF1 基因表达的下调而增高。 

结论 siRNA 质粒表达载体 HSF1A-pSilencer2.1-U6neo 转染细胞后可以降低 HSF1 的表达,可以增

强胰腺癌细胞的辐射敏感性,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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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6 

Comparative Effects of PTCD+LCBDE versus ERCP on 
Patients with Biliary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Associated 

with Obstructive Jaundice: 

 
Mei Huang 

pingxiang municip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al drainage (PTCD) 
+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LCBDE) versus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 on patients with BSAP with obstructive jaundice. 
Methods 280 patients with BSAP with obstructive jaundice caused by common bile duct stones 
were assigned into 2 groups: PTCD+LCBDE; ERCP. The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hospitalization time, hospitalization fee, complication rates, cure rates, mortality rates, 
abdominal pain disappearing time, total bilirubin (TBIL) recovered to normal time, the abdominal 
distention relief time and abdominal pain relief time, complications, and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C-reactive protein (CRP), endotoxin,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interleukin-6 (IL-6) and IL-8 
of the 2 group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operation time and bleeding volume of ERCP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ose of 
the PTCD+LCBDE group. Compared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hospitalization fee, ratio of 
complication, recover ratio, the time of recovery to normality of temperature, time of recovery to 
normality of abdominal pain disappearing, time of recovery to normality of WBC, the count of 
WBC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TBIL, ALT and CRP, concentration of TNF-α, IL-6 and IL-8,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TCD+LCBDE group and the ERCP group. 
Conclusions PTCD+LCBDE and ERCP are both effective on treatment BSAP with obstructive 
jaundice. Young patients with small choledocholithiasis and elder patients should priorly select 
ERCP, while young patients with large or multiple choledocholithiasis and the patients with 
digestive tract obstruction or Billroth II Roux-en-Y anastomosis should priorly select 
PTCD+LCBDE. 
  
 

PU-1407 

乌索酸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治疗作用的研究 

 
李妍霞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文采用胰岛素与油酸诱导 HepG2 细胞建立胰岛素抵抗 NAFLD 细胞模型，旨在研究乌索酸

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影响。 

方法 以人的 HepG2 细胞为研究对象，在加入胰岛素的油酸高糖培养基中培养，建立胰岛素抵抗

NAFLD 体外细胞模型。在模型组中给与不同浓度的乌索酸干预，通过 CCK-8 法测定细胞增殖率，

筛选药物的最佳作用浓度。实验随机分为空白+胰岛素对照组、油酸+胰岛素模型组、油酸+胰岛素

+乌索酸实验组、油酸+胰岛素+二甲双胍对照组。用 CCK-8 法检测 UA 对脂肪肝细胞存活的影响，

采用油红 O染色法观察不同组别细胞形态和细胞内脂滴形成情况，同时采用 TG 试剂盒检测肝细胞

内 TG含量的改变。 

结果 （1）使用加入 20mg/ml 油酸及 50μIU/ml 胰岛素的 DMEM 高糖培养基培养 HepG2 细胞 48h，

可成功建立胰岛素抵抗 NAFLD 细胞模型。油红 O 染色后，倒置显微镜下观察可见细胞内核周有大

量橘红色圆形脂滴形成，细胞形态正常，细胞核清晰，细胞活性良好。正常对照组细胞内 TG 含量

为 1.05mmol/g，模型组细胞内 TG 含量为 3.62mmol/g，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升高（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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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别向模型组中加入 5、10、20μmol/L 的乌索酸，培养 48h 后通过 CCK-8 测量细胞增殖率

来筛选药物最佳浓度。最终选择 5μmol/L 的乌索酸为药物最佳作用浓度，该浓度下细胞增殖率约为

100%，随着乌索酸浓度升高，细胞增殖率逐渐下降。 

（3）模型组细胞内 TG 含量为 3.41mmol/g，加入 5μmol/L 的乌索酸处理 48h 后的细胞内 TG含量

为 1.19mmol/g，与模型组相比显著降低（P<0.05）。 

结论 使用加入 50μIU/ml 胰岛素和 20mg/ml 油酸的 DMEM 高糖培养基培养人 HepG2 细胞 48h，可

以成功建立胰岛素抵抗 NAFLD 模型。5μmol/L 是乌索酸对于脂肪肝细胞模型的最佳作用浓度。乌

索酸具有减少脂肪肝细胞中 TG 含量的作用，因此乌索酸具有治疗 NAFLD 的作用。 

 
 

PU-1408 

敲减 Rrp15 基因通过破坏糖代谢平衡诱导 p53 突变型肝细胞肝

癌凋亡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张斌,邹晓平,诸葛宇征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核糖体 RNA加工蛋白 15（Rrp15）基因在肝细胞肝癌中的功能及分子机制，为改善肝细

胞肝癌患者预后寻找新型治疗靶点。 

方法 利用 Real-Time PCR 以及 Western Blot 检测相关基因 mRNA 及蛋白的改变；利用免疫组化

法分析 Rrp15 等蛋白在肝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利用基因拷贝数检测试剂盒检测 Rrp15 基因在

的拷贝数变化；应用慢病毒感染实现对 Rrp15 基因的沉默或过表达；应用台盼蓝排斥法及平板集落、

软琼脂克隆形成法分析人肝癌细胞及正常肝上皮细胞 MIHA 的短期及长期增殖情况；利用流式细胞

技术检测细胞周期分布及凋亡情况，利用 Senescence-β-Galactosidase 染色法检测细胞衰老情况；

利用细胞划痕、Transwell 实验分析肝癌细胞的迁移与侵袭能力；应用商品化试剂盒检测葡萄糖摄

入、乳酸水平、NADPH/NADP+和 GSH/GSSG 的变化情况；利用 BD Oxygen Biosensor System 

检测细胞氧消耗情况；采用商品化试剂盒检测磷酸戊糖途径及线粒体呼吸链相关代谢产物；采用双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转录因子芯片、凝胶电泳迁移、染色质免疫共沉淀及生物信息学技术研究

Rrp15 调控 TIGAR 及 HK2 等下游靶基因表达的机制。 

结果 核糖体 RNA 加工蛋白 15（Rrp15）基因在肝癌中高表达，并与 p53 突变型患者生存期显著负

相关；通过分析 TCGA 肝癌数据库，及结合我们实验室肝癌样本验证，提示 Rrp15 基因在肝癌中

高表达的机制可能与 DNA 拷贝数增加有关。敲减 Rrp15 基因激活 p53 野生型肝癌细胞（HepG2）

中 p53-p21 信号通路，诱导衰老；相反，敲减 Rrp15 基因削弱 p53 突变 /缺失型肝癌细胞

（HCCLM3 和 Hep3B）的糖酵解及磷酸戊糖代谢活性，增加 ROS，诱导细胞凋亡，糖代谢相关基

因如 PKM2、HK2、G6PD 及 TIGAR 的表达水平也显著下调。生物信息学提示肝细胞肝癌组织中

Rrp15 基因分别和 HK2 及 TIGAR 的 mRNA 水平正相关，提示 Rrp15 基因可能通过转录机制调控

HK2 和 TIGAR 等下游靶基因的表达水平。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提示 Rrp15 基因可能调控

TIGAR 等下游靶基因的启动子活性。 

结论 本项目的实施可完善对肝癌糖代谢机制的认识，同时也为 Rrp15 作为肝癌治疗靶点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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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09 

DNMT1 在胃癌和肠癌发生发展动态改变过程中的表达特点 

 
马天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近年来，由于胃癌及肠癌的发病风险与死亡率逐年升高，人们开始重视胃肠癌的早期筛查与

防治。DNMT1 是参与 DNA 复制修复的重要基因，其编码蛋白是 DNA 复制过程中维持正常甲基化

的关键酶，通过检测 DNMT1 蛋白在不同胃肠疾病中的表达特点，探讨其用于胃癌和肠癌早期诊断

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2 年 8 月-2017 年 12 月接受胃肠镜检查、ESD 手术或外科手术的胃肠疾病患者胃肠

粘膜组织标本共计 677 例。病理诊断标准遵循 WHO 分型和维也纳分类，包括正常胃黏膜 90 例、

胃肠上皮化生 72 例、胃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67 例、胃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66 例、胃癌 71 例；正常

肠粘膜 90 例、肠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65 例、肠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74 例、结直肠癌 82 例。采用免

疫组化法检测不同程度胃肠疾病粘膜组织中 DNMT1 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在不同程度胃疾病组中，DNMT1 表达阳性率分别 0%（NGM 组），44.4%（GIM 组）、40.3%

（GLIN 组）、98.5%（GHIN 组）和 98.6%（GC 组）；GIM 组与 GLIN 组、GHIN 组与 GC 组之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21，p=1.000）。在不同程度肠道疾病组中，DNMT1 表达阳性率分别

为 8.9%（NIM 组）、36.9%（ILIN 组）、83.8%（IHIN 组）和 95.1%（CRC 组），相邻两组间

P<0.05。 

结论 DNMT1 高表达与胃肠癌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在胃肠癌组织及胃肠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组织中的

表达显著高于正常胃肠粘膜及胃肠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组织，可应用于胃肠癌及其癌前病变的早期诊

断。 

 
 

PU-1410 

经内镜黏膜下隧道肿瘤切除术治疗上消化道黏膜下肿瘤的有效性

及安全性的系统评价及影响因素探究 

 
宋顺喆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系统评价经内镜黏膜下隧道肿瘤切除术（STER）治疗上消化道黏膜下肿瘤（SMTs）的安全

性和有效应，并探究影响手术结果的因素。 

方法 全面检索多个国外数据库，其中包括 MEDLINE, EMBASE 和 Cochrane 数据库，检索年份是

在 2010 年至 2016 年，检索关键词是―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or STER,‖ 

―upper gastrointestinal‖ 和 ―submucosal tumors‖，收集相关文献，提取结局指标，其中包括首要结

局指标和次要结局指标，首要结局指标包括完整切除率和整块切除率，次要指标为并发症发生率，

其中包括气体相关性并发症发生率（气胸，气腹，皮下气肿等），炎症相关性并发症发生率（腹膜

炎，胸膜炎等）和术后出血。筛选出符合标准的文献并进行分析。 

结果 最终纳入 12 个临床研究，总计 397 位患者，430 例黏膜下肿瘤。STER 完整切除率高达 98.1%

（95%CI：95.9%-99.2%），整块切除率高达 94.9%（95%CI：91.1%-97.1%），气体相关性并发

症发生率为 21.5%(95%CI：13.2%-33.1%)，炎症相关性并发症（包括腹膜炎和胸膜炎）发生率为

8.4%（95%CI：5.6%-12.3%），术后出血为 2.2%（95%CI：1.0%-4.7%） 

结论 STER 对于治疗上消化道 SMTs，有着切除率高，并发症小的优点。亚组分析显示肿瘤大小，

侵袭深度，肿物的位置都会影响 STER 的切除率和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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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11 

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系统评价 

 
杨慧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系统评价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治疗溃疡性结

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伴焦虑抑郁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根据文献的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检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维普等中文

数据库以及 PubMed、谷歌学术英文数据库，并通过文献追溯、手工检索等方法，收集各数据库起

始日期至 2018 年 1 月 22 日的公开发表的关于溃疡性结肠炎及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的随

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s)。根据―Cochrane 评论家手册‖推荐的质量评价标

准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评价，应用 Stata.11.0 对纳入文献进行系统分析。 

结果 共 14 个文献符合纳入标准，疗效分析纳入 12 个研究， 荟萃分析结果显示：选择性五羟色胺

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组疗效优于安慰剂组，其相对危

险度(relative risk，RR)为 1.23，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 1．14～1.33，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焦虑分析分别纳入 10 篇及 6 篇文献，显示 SSRIs 也可以改善患者

抑郁焦虑的情况 ,其加权均数差（weighted mean difference，WMD）分别为 -6.81（95%CI:-

10.55～-3.08）及-3.78（95%CI:-5.30～-2.2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良反应分析纳

入 8 个研究，提示加用 SSRIs 治疗 UC 的不良反应率相较于常规治疗的不良反应率 RR=1.52

（95%CI:0.97～2.37），P>0.05，故无统计学意义，即加用 SSRIs 治疗 UC 不会增加患者不良反

应发生率。 

结论 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可以明显提高溃疡性结肠炎治疗的有效率,改善患者抑郁焦虑情

况，并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PU-1412 

TM6SF2-rs58542926 与 NAFLD 及血脂的关系 

 
张淑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TM6SF2-rs58542926 与 NAFLD 及血脂的关系； 

方法 对 PUBMED、EMBASE、万方等数据库中与 TM6SF2-rs58542926 相关的文献进行检索，总

结 TM6SF2-rs58542926 与 NAFLD 及血脂的关系； 

结果 TM6SF2-rs58542926 可能与 NAFLD 及血脂具有相关性； 

结论 TM6SF2-rs58542926 在 NAFLD 中的作用应引起重视。 

 
 

PU-1413 

炎症性肠病早期治疗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周文鹏,白爱平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组慢性反复发作、难治性疾病，克罗

恩病及溃疡性结肠炎是其两种主要类型。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及生活方式改变，IBD 在我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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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的发病率逐年上升。由于其难治性，IBD 早期治疗效果并不一致，因此我们拟分析影响其早期

治疗效果的因素，为更合理的制定治疗方案及纠正危险因素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住院的初次诊断为 IBD

且尚未接受相关治疗的患者 124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溃疡性结肠炎（UC）48 例，克罗恩病

（CD）76 例。入院后取得患者知情同意，收集患者一般资料（性别、年龄）、实验室指标（血红

蛋白、白蛋白、总胆固醇、血沉、C 反应蛋白）、是否合并其他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血液系统

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并在治疗三个月时评估治疗效果。随后对可能影响 IBD 早期治疗效果的

各项临床特征及临床指标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 UC 组治疗有效率为 58.4%，CD 组为 70.5%。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显示，高龄（＞55 岁，

OR=1.71，95% CI：1.54-2.18）、低白蛋白血症（OR=1.23；95% CI,1.07-1.67)）、高胆固醇

（OR=1.74，95% CI：1.38-2.63）、合并心脑血管疾病（OR=1.17，95% CI：1.02-1.45）是 UC

早期治疗效果不佳的独立危险因素；高龄（＞55 岁，OR=1.87，95% CI：1.71-2.73）、低白蛋白

血症（OR=1.44，95% CI：1.19-1.94）、C 反应蛋白高（OR =1.93，95% CI：1.67-2.17）、合

并其他免疫系统疾病（OR =1.37，95% CI：1.12-2.18）是 CD 治疗效果不佳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通过分析影响 IBD 早期治疗效果的影响因素为更合理地制定 IBD 患者的治疗方案，纠正不良

因素，加强疾病教育及以增加患者治疗依从性，从而提高 IBD 的整体治疗效果。 

 
 

PU-1414 

125I 粒子支架和普通胆道支架在无法切除的胆管癌患者中姑息治

疗的疗效比较: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黄妹,文剑波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 125I粒子支架和普通胆道支架在无法切除的胆管癌患者中姑息治疗的疗效。 

方法 采用 PubMed、MEDLINE、EMBASE 和 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进行随机对照试验(rct)，比

较 125I 粒子支架组和普通胆管支架组在无法切除的胆管癌患者中姑息治疗的效果。对总胆红素、

支架通畅率、存活时间和并发症发生率进行了统计评估。 

结果 对比介入后的总胆红素水平和并发症，125I 粒子支架组与普通胆道支架组之间无统计学意义，

但 125I 粒子支架延长患者存活时间(加权平均差异[WMD] 130.25 天;95%置信区间[CI]， 102.73, 

157.77;I2=93%) 和支 架通 畅 时间 ( 加 权平 均差 [WMD] 129. 72 天 ;95% 置 信区 间 [CI] ， 

189.94,169.50;I2=95%) 

结论 125I 粒子支架在不可切除的胆管癌患者中优于普通胆道支架,因为它可以延长支架通畅的持续

时间和患者生存时间,同时不增加并发症发生率。 

 
 

PU-1415 

无痛胃镜检查中应用芬太尼与酮咯酸氨丁三醇注射液比较体会 

 
吴细明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无痛胃镜检查，静脉麻醉中异丙酚与麻醉辅助用药芬太尼和酮咯酸氨丁三醇应用比较。 

方法 随机选取应用异丙酚分别与芬太尼和酮咯酸氨丁三醇联用，行无痛胃镜检查的患者 120 例，

比较检受检者的术中麻醉效果、并发症等有关指标。 

结果 在无痛胃镜检查应用麻醉辅助药芬太尼和酮咯酸氨丁三醇两组受检者术中麻醉效果、并发症

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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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无痛胃镜检查静脉麻醉中，麻醉辅助用药酮咯酸氨丁三醇完以以替代芬太。 

 
 

PU-1416 

国产与进口套扎器在肝硬化食道胃底静脉曲张出血 

套扎应用临床对照研究 

 
吴细明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国产套扎器在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出血内镜下套扎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进行内镜下套扎治疗的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出血患者 38 例，根据入组编号随机分为单号

及双号两组：一组为单号组，用国产 7 联环套扎器套扎治疗 19 例；二组为双号组，用进口玻科 7

联环套扎器套扎治疗 19 例。 

结果 国产套扎器组止血率 100.00%（19/19），术中脱环率 9.09%（18/198），两周内再出血率

0.00%（0/19）；玻科套扎器组止血率 100.00%（19/19），术中脱环率 6.06%（12/198），两周

内再出血率 0.00%（0/19）。 

结论 国产套扎器在内镜下食管曲张静脉套扎止血与进口套扎器在止血率、术中脱环率及术后现出

血率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完全可替代进口套扎器。 

 
 

PU-1417 

非梗阻性 食管源性吞咽困难食管动力的价值 

 
邵蔚 

 

目的 分析 NOD 患者的食管动力学特点，进一步分析三种食团在检测食管动力异常中的作用。 

方法 分别对使用 10 次 5ml 液体、10 次 5ml 黏胶以及 10 次固体吞咽进行高分辨食管测压，将三种

方法在检测食管动力异常的价值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动力异常组、食管动力正常组与健康对照组的 DCI 值，分别在液体、黏胶以及固体吞咽法中

两两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食管动力异常组中，液体吞咽法与固体吞咽法所测的 DCI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液体吞咽法与黏胶吞咽法、黏胶吞咽法与固体吞咽法所测的 DCI 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在食管动力正常组中，液体吞咽法与固体吞咽法所测的 DC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液体吞咽法与黏胶吞咽法、黏胶吞咽法与固体吞咽法所测的 DCI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健康对照组中，液体、黏胶以及固体吞咽法三者之间的 DCI两两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食管动力异常组、食管动力正常组与健康对照组的 DL 值，在固体吞咽中两两相比，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三组分别在液体吞咽法、黏胶吞咽法中进行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食管动力

异常组中，液体、黏胶以及固体吞咽法所测的 DL 两两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食管动力完

全正常组中，液体吞咽法与固体吞咽法所测的 DL 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液体吞咽法与黏胶吞

咽法、黏胶吞咽法与固体吞咽法所测的 DL 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健康对照组中，液体

吞咽法与固体吞咽法所测的 DL 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液体吞咽法与黏胶吞咽法、黏胶吞咽法

与固体吞咽法所测的 DL 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动力异常组、食管动力正常组、健康对照组的 Breaks 值，分别在液体、黏胶以及固体吞咽法

中两两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食管动力异常组中，液体吞咽法与固体吞咽法、黏胶吞咽法

与固体吞咽法所测的 Breaks 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液体吞咽法与黏胶吞咽法所测的

Breaks 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食管动力正常组中，液体吞咽法与黏胶吞咽法、液体吞咽

法与固体吞咽法、黏胶吞咽法与固体吞咽法所测的 Breaks 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健康

对照组中，液体、黏胶、固体吞咽法所测的 Breaks 值进行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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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正常健康人吞咽三种食团时的食管蠕动收缩情况基本一致，而 NOD 患者吞咽黏胶、固体时，

尤其是吞咽固体时，需要更大的食管蠕动收缩力度、更长的收缩时间以及更完整的食管蠕动收缩波。 

  
 

PU-1418 

Effects of Enteral Nutrition on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and Cytokine Production in Ra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Qiuman Lin 

Pingxiang People hospital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arly enteral nutrition on the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of ra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Methods 150 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4 groups: sham, SAP, 
parenteral nutrition group (PN) and enteral nutrition group (EN). The ultrastructure of pancreas 
and intestinal mucosal, fecal bacteria in the cecum, serum levels of amylase (AMS), endotoxin 
and diamine oxidase (DAO),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endotoxin,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interleukin-6 (IL-6) and IL-10 were evaluated.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SAP group, the histological scores of injured pancre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PN group, and further decreased in the EN group. The thickness of mucosa 
and height of villi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EN group and PN group. The amount of 
probiotics of the E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at of the PN group. The plasma 
endotoxin, DAO and AMS level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PN group, and further decreased 
in the EN group. Expressions of TNF-α, IL-6 increased in the SAP group, while decreased in the 
PN group, and further decreased in the EN group. Expression of IL-10 increase in the SAP group, 
and further increased in the PN group and EN group, with the furthest in the EN group. 
Conclusions Compared to effects of PN on rats with SAP, EN could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by correcting the intestinal flora disturbance,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gut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improving the gut barrier function, ameliorating the intestinal endotoxemia and 
decreasing the levels of TNF-α and IL-6 and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IL-10. 
  
 

PU-1419 

胃食管反流病与心理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孙园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目前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的发病率逐渐上升，本研究旨在

探讨胃食管反流病亚型（反流性食管炎 reflux esophagitis RE、非糜烂性反流病 nonerosive reflux 

disease NERD）与心理因素（焦虑和抑郁）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的胃食管反

流病患者 234 例和健康体检患者 100 例，根据胃镜结果分为反流性食管炎组 112 例,非糜烂性反流

病组 122 例和正常对照组 100 例，分别采用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

和反流性疾病问卷（RDQ）对三组患者进行焦虑程度、抑郁程度及症状的严重程度的评估，通过

对三组患者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患者焦虑程度、抑郁程度与症状的严重程度的相关性，进而

比较 GERD 亚型与焦虑和抑郁的相关性。  

结果 1. 三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无明显差异（P＞0.005）。在心理因素评分方面，RE 组和 NERD

组患者焦虑和抑郁评分均数均高于正常组（P<0.005），且 RE 组肯定有焦虑的患者有 5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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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而 NERD 组只有 1 人（占 0.82%），RE 组可能有焦虑的患者有 82 人（占 73.21%），

而 NERD 组有 58 人（占 47.54%），正常组有 22 人（占 22%）；RE 组可能有抑郁的患者有 77

人（占 68.75%），而 NERD 组有 64 人（占 52.46%），正常组有 36 人（占 36%）（P<0.005）。

2. 在 GERD 症状评分方面，RE 组和 NERD 组反酸和烧心的 GERD 症状积分均数高于正常组，且

RE 组高于 NERD 组；RDQ 均数（17.46±1.735,15.42±3.085）均高于正常组（14.68±3.306）

（P<0.005）。3.RDQ 与 NERD 组和 RE 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评分呈正相关。 

结论 1.NERD 组和 RE 组患者焦虑、抑郁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健康人群，且 RE 组的发生率高于

NERD 组；2.焦虑或抑郁状态与 GERD 的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PU-1420 

胃食管反流病的两种分型和代谢综合征组分之间的相关性 

 
许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研究胃食管反流病的两种分型和代谢综合征组分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消化内科 2010 年 1 月～2018 年 2 月住 

院接诊的 85 例反流性食管炎（RE）、64 例非糜烂性反流病（NERD）、对照组 92 例 

共 241 例患者资料为研究对象，对患者的基本资料情况如（BMI（体质量指数）- 体重/身高 2 、

age-年龄、gende-性别）以及代谢综合征主要组分如（Blood glucose- 血糖 , BP-血压、

cholesterol-胆固醇、triglycerides-甘油三酯、HDL-C-高密度脂蛋白） 等指标进行检测及收集，对

检测数据进行记录，对相同对应指标进行统计，分析非糜烂性反流病和反流性食管炎同上述一般及 

MS 相关指标的之间相关性。将统计的所有数据输入―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第 18 版本‖进行处理，

计数资料以例数 

表示，单因素差异性进行卡方检验分析，卡方值大于 3.84 的因素再进行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别计算相关系数 P 值及 OR 值，统计学上，所有分析结果均以 

P 值小于 0.05 有意义。 

结果 （1）NERD 组/对照组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分析因素分析，在体质量指数和血脂紊乱上，两组

间是有统计学差别的（P<0.05）,再将上述两个有意义的指标进行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显示 BMI 和血脂紊乱是 NERD 的危险因素 

（P<0.05,OR＞1）。（2）RE 组/对照组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在体质量指数、血脂紊乱、

年龄上，两组间是有统计学差别的（P<0.05）。再将上述三个有意义的指标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

归分析时，数据提示中老年、体质量指数和血脂紊乱是 

RE 的危险因素（P<0.05,OR＞1）。（3）NERD 组、RE 组在糖尿病、高血压、向心性肥胖这三

个因素采用单因素 Χ2 检验时，Χ2＞3.84，结果是没有统计学差别的。（4） 在超重、高脂血症两

个方面，RE 组 OR 值＞NERD 组 OR 值，说明超重、高脂血症对 RE 的影响更显著。 

结论 1、中老年、BMI、高脂血症是反流性食管炎的独立危险因素；2、BMI、高脂血症是非糜烂性

反流病的独立危险因素；3、RE 与 NERD 相比，超重、高脂血症对 RE 的影响更显著；4、在性别

上，NERD 中女性占多数，RE 中男性占多数；5、在年龄上，NERD 中青年占多数，RE 中中老年

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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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1 

RNAi of hsf1 increased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pancreatic 
cancer 

 
Mei Huang 

pingxiang municip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suppress HSF1 gene expression using RNA interference technique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the radiation sensitivity of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Methods Construct p Silencer HSF1si RNA plasmid expression vector,  plasmid expression 
vector  which  could express siRNA was transfected into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by lipofectamine. 
HSF1m RNA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by Real time p o l y m e r a s e c h a i n r e a c t i o n . F l o 
w c y t o m e t r y w a s e m p l o y e d t o e v a l u a t e H S F 1 p r o t e i n e x p r e s s i o n . In 
addiction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was assessed by clone forming assay 
Results After evaluation and sequencing, the plasmid expression vector was set up successfully. 
pSilencer HSF1 si RNA plasmid expression vector can suppress HSF1 gene 
expression  specifically, and inhibition rate of HSF1 expression was 80%-90%. The result of flow 
cytometry showed that, HSF1 protein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could be knocked down 
specifically by HSF1-p Silencer2.1-U6 vector. The condition of HSF1 gene silence, the survival 
rate of cells which was in RNAi was much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by cloning 
Conclusions RNAi of hsf1 can increase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pancreatic cancer 
 
 

PU-1422 

溃疡性结肠炎组织中 TF 及 TFPI 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何灏澜,李倩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TF 及 TFPI在 UC 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0 年 2 月至 2012 年 1 月沈医附属中心医院病理室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活动期的肠镜

下取的溃疡性结肠炎病理组织标本 30 例作为实验组和肠镜下取的非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正常结肠组

织标本 30 例作为对照组。实验组男性 12 例，女性 18 例，对照组男性 16 例，女性 14 例，年龄

35 岁-52 岁，平均 49 岁。实验组全结肠病变 3 例， 左半结肠病变 8 例， 直乙状结肠病变 15 例， 

直肠病变 4 例。采用 S-P 免疫组化法检测肠粘膜组织中 TF 和 TFPI的表达。 

结果  UC 组织中 TF 阳性率为 63%（19/30）；正常结肠组织中 TF 阳性率为 33%(10/30)。两组间

比较存在显著差异（χ2=5.41,P＜0.05）。UC 组织中 TFPI阳性率为 43%(13/30)；正常结肠组织中

TFPI阳性率为 17%(5/30)。两组间比较存在显著差异（χ2=5.08，P＜0.05）。 

结论 溃疡性结肠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很复杂，目前仍不十分明确。检测分子生物学标志物 TF、

TFPI 在 UC 组织中的表达，旨在为 UC 的发病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目前有研究表明在人类

的多种有血栓形成的疾病中都发现了 TF 及 TFPI 的存在。新近的研究发现 TF 和 TFPI 与炎症反应

也存在相关性。本次研究证明 UC 组织中 TF 及 TFPI 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正常结肠组织，TF 及

TFPI可能在 UC 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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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3 

Heat Shock Factor 1 Inhibits the Expression of stromal cell-
derived factor 1 in Cerulein-Induced Acute Pancreatitis 

 
ping qiu 

pingxiang people hospitle 

 
Objective  This study evaluated HSF1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suppressor of SDF-1 in 
cerulein-induced acute pancreatitis. 
Methods After HSF1+/+ mice, HSF1-/- mice and AR42J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cerulein, 
histopathological score, expression of  SDF-1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were analyzed by uing 
RT-PCR, quantitative real-time 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pectively. DNA binding and 
transcription activity of HSF1 to the  SDF-1 promoter were detected by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Results The histopathological scores of the pancre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cerulein-
induced HSF1 mice compared to the cerulein-induced HSF1 mice.  SDF-1 mRNA and protein 
level expressed low in the pancreas of the un-stimulated HSF1 mice and HSF1 mice, while 
increased in the pancreas of the cerulein-induced HSF1mice and HSF1 mice, with higher in the 
pancreas of cerulein-induced HSF1mice. In the pcDNA3.1 transfected AR42J cells,  SDF-1 
protein expressed low, and was upregulated after the cerulein stimulation, while HSF1 over-
expression inhibited the upregulation. In the scramble transfected AR42J cells,  SDF-1 protein 
expressed low, and was upregulated after the cerulein stimulation, while HSF1-RNAi further 
promoted the upregulation. EMSA and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ion showed that HSF1 can 
directly bind to  SDF-1 promoter region. Reporter assays showed that HSF1 can inhibit the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n  SDF-1 promoter. 
Conclusions HSF1 can protect AR42J cells from cerulein-induced pancreatitis through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SDF-1. 
  
 

PU-1424 

泮托拉唑联合克拉霉素、阿莫西林治疗消化性溃疡的疗效观察 

 
陆明,王晓 

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 

 

目的 对泮托拉唑联合克拉霉素、阿莫西林治疗消化性溃疡疗效分析。 

方法 将我院在 2014 年 6 月—2015 年 7 月收治的 60 例消化性溃疡患者为治疗对象，采用随机法

确定患者各 30 例,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所有的患者均进行为期四周的治疗，在治疗期间必须要将其

他的药物全部停用，在完成四周的治疗之后，通过胃镜复查的方式对患者的幽门螺杆菌根除情况进

行检测，同时对溃疡愈合情况进行观察。 

结果 对照组和治疗组，两组患者在经过精心治疗之后，通过检验证实，对照组患者中有 12 例痊愈，

9 例有效，9 例无效，对照组患者中达到 70.0%的有效率；对于治疗组患者，检验证实有 15 例患

者治愈，13 例患者有效，2 例患者无效，这些患者达到 93.3%的有效率。从数据可以看到，两组

患者在有效率方面差异显著，他们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消化性溃疡主要的致病原因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以在对消化性溃疡进行治疗的时候，

除了要积极的修复患者的受损消化道黏膜之外，同时还要有效的控制和清除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现

象。本次研究结果充分的证明了在消化性溃疡的临床治疗中采用泮托拉唑联合克拉霉素、阿莫西林

治疗的方式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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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5 

西罗莫司对蓝色橡皮疱痣综合征的治疗作用 

 
潘燕,李汉华,李良平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西罗莫司治疗蓝色橡皮泡痣综合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为临床应用提供数据参考。 

方法 以―sirolimus‖、―rapamycin‖ 、―Blue rubber bleb nevus syndrome‖、―Bean syndrome‖检索

pubmed 上所有关于西罗莫司治疗蓝色橡皮疱痣综合征的中英文文献(1961-2018.4)，总结和分析西

罗莫司用药情况、临床应答及不良反应等资料。 

结果 共检索出文献 13 篇，包括 19 例病人，其中男性 9 例，女性 10 例。全部病人均口服给药，用

药年龄中位数 10 岁（R：17 月龄-25 岁），目标血药浓度 1-15ng/ml。平均随访时间 20 月（R:2-

54），有效比为 18/19，其中 16/17 例改善贫血，6/7 例减轻疼痛，15/19 例缩小血管瘤病变，1/2

例改善凝血。共 7/19 例发生不良反应，分别为黏膜炎 5 例，严重软组织感染 1 例，血象改变 2 例

（血小板减少 1 例，中性粒细胞减少 2 例）。严重软组织感染因此停药，其余不良反应轻微，药物

减量后可改善，不影响治疗。 

结论 西罗莫司治疗蓝色橡皮泡痣综合征的作用确切，但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在使用时必须给予

密切的监测，合适的剂量调整，当发生不良反应时及时干预，以保证病人安全并得到最大获益。 

 
 

PU-1426 

身心疾病在胃肠道表现的门诊识别与处置 

 
王 东,文剑波,文萍,龚 敏 

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随着工作方式和生活目标发生的改变，人们面临较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因情绪、精神、认

知等因素导致以消化系统症状为主的心身疾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该类患者在消化专科门诊以胃肠

道表现尤为突出，与单纯胃肠道器质性疾病和传统意义上的―功能性疾病‖（如 FD、IBS）在诊断和

处理上易混淆。提高对此类疾病的认识和了解，在消化专科门诊运用整合诊治思维，做出正确判断

和处置很有必要。 

方法 我们收集 2017 年 2-10 月本院消化专科门诊以胃肠道症状为主要表现、而常规体格检查、胃-

肠道内镜、影像学和生化检查无异常改变、或发现的病变不能解释现有症状的 126 例患者进行回顾

性分析，了解其发病过程、主要临床表现、伴随症状、精神状态、情绪特征、应缴因素和对治疗的

反应，为该类门诊病人在沟通、检查、判断和处置（包括认知、行为、疏导和药物）提供思路和经

验，提高该类患者门诊诊断和处置正确率。 

结果 26 例患者一般情况：年龄 32-73 岁，平均 52 岁，女性多于男性（48：78），病程最短 6 个

月、最长 24 年；常规检查均无相关性病理改变，随病程延续其病情明显无进行性加重表现。该组

患者主要症状表现为： 

1. 腹痛、腹胀、嗳气、反酸、烧心 125 例； 

2. 食欲差，早饱、吞咽不畅，异物感 120 例； 

3. 腹鸣、便秘，便不成形、有便不尽感 89 例； 

4. 自认消瘦并疑有消化系统重病而焦虑不安 87 例.； 

5. 睡眠差、精力不集中、易疲劳 72 例； 

6．认知有偏差、伴有抑制性或激惹性情绪 68 例； 

7. 凭想象力描述症状、主诉近乎杂乱 2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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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患者开始按器质性胃肠道疾病常规给药，包括 PPI、消化道动力药、益生菌、根除 HP 等治疗，

3 周后症状改善不明显 123 例；而后结合精神和心理因素分析的整合诊治思维，包括配合专科咨询、

心理疏导、联合抗抑郁和抗焦虑用药等，治疗 3 周后症状缓解 119 例，有效率 94%（P<0.05）。 

结论 消化专科门诊患者以胃肠道症状为主、而胃肠道无相应病理表现的就诊患者比例日趋升高。

与单纯功能性胃肠道疾病不同，该组患者均不同程度存在有心理障碍，包括焦虑、抑制性情绪、激

惹性情绪等心身疾病因素。消化科医生在门诊须实施整合诊治思维，提高对该类患者识别力,注重

心理因素并进行联合处置，可以明显提高该类患者门诊治疗的有效率。 

 
 

PU-1427 

The expression of gastrin and CCK-BR in progression of 
gastric cancer 

 
tao chen 

xuzhou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Gastric cancer is one of leading cause of death worldwide.The pathogenesis of gastric 
cancer needs further discussion.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is a major cause of gastric cancer, 
have been shown to induce serum hypergastrinemia.Aside from the function of regulating the 
secretion of gastric acid, Gastri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arcinogenesis. Under the action 
of gastrin,proliferation of cells i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then goes into a disorderly state, the 
balance lost betwee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We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and role of 
gastrin and CCK-BR in the progression of gastric cancer.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gastrin and CCK-B receptor mRNAs and protein in gastric tissue 
were measured by RT-PCR and Immunocytochemistry.The expression of CCK-B receptor in 
7901 cell was measur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oncentrations 
of gastrin in culture medium.Cck8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cell proliferation.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cell cycle and apoptotic cells.Western blotting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of CCK-B receptor, PDCD11, and CDK1 in cells. The gastrin–CCK-B receptor axis 
was blocked by using a specific inhibitor of CCK-B receptors. All experiments were repeated 
three times, and every sample was in triplicate. The results we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etween groups using χ2 test by SPSS 13.0 
version. P values <0.05 were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gastrin and CCKBR is seen in tissue with greater 
malignant.Gastrin and CCKBR mRNAs were co-expressed in SGC-7901 cells as determined by 
RT-PCR ,After HP coculture,the expression of CCKBR increased.Immunofluorescence indicated 
that SGC-7901 cells expressed CCKBR mostly located in the cytomembrane. After HP 
coculture,the expression of CCKBR increased.The concentration of gastrin in the culture medium 
was deteced by ELISA ,gradually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 prolonging culture time as well as 
increasing cell numbers.Inhibitor of CCKBR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cell growth, decreased the 
percentage of cells in S-phase of the cell cycle.Inhibitor of CCKBR promoted the cell 
apoptosis,PDCD11 protein expression ,while decreased CDK1 expression in SGC-7901 cells. 
Conclusions Gastrin–CCK-B receptor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P 
relative gastric carcinomas. gastrin–CCK-B receptor may serve as a potential molecular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this malignan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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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28 

Colorectal cancer surgery brings quick decline in fecal 
abundance of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test and 

validation studies 

 
Siyi Yu,Yuanhong Xie,Yiwen Qiu,Jingyuan Fang 

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Institute of Digestive Disease，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Oncogenes and Related Genes， 

Key Laboratory of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Ministry of Health 

 
Objective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colorectal cancer radical surgery on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F. nucleatum), aiming to pave the way for noninvasive microbial 
marker for prognosis prediction and recurrence monitoring of colorectal cancer. 
Methods The feca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335 preoperative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119 postoperative patients and 270 healthy controls, and paired preoperative and early 
postoperative (within 3 months)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33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at 
Renji Hospital. The fecal abundance of F. nucleatum was measured by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meanwhile the fecal abundance of Clostridium symbiosum (C. symbiosum) 
and serum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level were taken as contrast. Those postoperative 
alterations were tested and validated in the two cohorts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enrichment of fecal F. nucleatum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showed a rapid decline in 
the early postoperative period (decrease by 88.4% for the test cohort and 93.0% for the validation 
cohort, both P<0.001), and remained low in the late postoperative period, which was similar to the 
performance of CEA level (decrease by 39.3% for the test cohort and 47.4% for the validation 
cohort, both P<0.001). Unlike the former two markers, the elevated fecal C. symbiosum only 
decrease in the late postoperative status (decrease by 75.0%, P=0.001) but not in the early one. 
Conclusions The rapid decline of fecal F. nucleatum abundance after radical surgery,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at of CEA level, paves the way for its application as a noninvasive marker for 
prognosis prediction and recurrence monitoring of colorectal cancer. Besides, the impact of 
colorectal neoplasm resection on the intestinal flora is of great importance on the causality 
between them. 
  
 

PU-1429 

P 16、CyclinD1 和 CDK4 在大肠癌组织中表达及意义 

 
姜晗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目的 大肠癌的发生、发展过程涉及到多种基因的调控，细胞周期过程中癌基因的激活与抑癌基因

的失活等是造成细胞恶性增殖、转化的重要因素。细胞周期调控异常是肿瘤发生的一个重要机制，

其中以细胞周期 G1/S 期各调节因子的异常改变与细胞癌变关系尤为密切。P16、CyclinD1 和

CDK4 均为重要的细胞周期蛋白的调控基因，任何原因导致这些基因异常表达时，将引起细胞周期

调节失控，导致肿瘤的发生和恶性演进。 

方法 本实验通过免疫组化方法进行检测大肠癌组织中 P16、Cyclin D1 和 CDK4 三者的表达及其与

大肠癌临床指标的关系，为揭示 Cyclin D1 和 CDK4 在大肠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一定的实验依

据。标本： 取用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病理教研室的术后大肠癌和相应的癌旁组织标本 60 例。

实验方法：免疫组织化学 S-P 染色方法，检测大肠癌和癌旁组织中 P16、CyclinD1 和 CDK4 的表

达。结果判定  ：（1）P16 阳性表达结果判断标准：主要表达在细胞浆及细胞核，其阳性着色呈棕

黄色颗粒，选择 10 个典型高倍视野（200×）观察切片，阳性细胞数 0-5%，为（-），5-25%，为

（+），>25%，为（++）。 （2）CyclinD1 阳性结果判断：主要表达在细胞核，根据染色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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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及阳性细胞的数量分别记分为 0-3 分。；② 阳性细胞率：<10％为 0 分，10％-45％为 1 分，

46％-70％为 2 分，>70％为 3 分；两项指标结合：阴性(-)为 0 分，弱阳性(+)为 2 分，阳性(++)为

3-4 分，强阳性(+++)为 5-6 分[3]。（3）CDK4 阳性结果判断：主要表达在细胞核，根据染色反应

的深度及阳性细胞率分别记分。 

结果  1.大肠癌癌组织中 P16 阳性表达率明显低于癌旁组织，并与 Duke
，
s 分期分化程度，有无淋

巴结转移有明显关系。2．大肠癌组织中 CyclinD1 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大肠癌组织中

CyclinD1 高表达与随 Duke’s 分期，组织分化程度和有无淋巴结转移有明显关系。3.大肠癌旁组织

中 CDK4 表达明显低于大肠癌组织，并与大肠癌的 Duke’s 分期组织分化程度及有无淋巴结转移有

明显的关系。 

结论  大肠癌组织中 P16 表达下调及 CyclinD1 和 CDK4 表达上调在大肠癌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并可作为判定大肠癌恶性程度的指标。 

 
 

PU-1430 

过量服用对乙酰氨基酚致肝衰竭 11 例护理体会 

 
王铁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急性肝功能衰竭是原来无肝病者肝脏受损后短时间内发生的严重临床综合征,死亡率高，病程

往往较短且病情极为凶险，预后差。探讨过量服用对乙酰氨基酚致急性肝衰竭患者的护理方法，浅

谈护理体会。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收治的过量服用对乙酰氨基酚致急性肝衰竭患者 11

例，其中有 3 例死亡，其余 8 例经促代谢、保肝等支持治疗后均痊愈出院。根据文献建议，收集患

者各项临床资料，对发病机制及患者心理因素进行分析，重点加强症状观察、营养支持、健康教育

及心理护理干预。 

结果 11 例患者均为情绪失控下自行过量服用药物，及时给予支持性心理护理，加强知识宣教成为

护理此类患者的重点。 

结论 过量服用对乙酰氨基酚有导致出现急性肝衰竭的风险，严重者可引起死亡。加强人群对药物

性肝损伤疾病的了解，加强人群健康教育，尤其是心理教育，避免采取极端方式解决问题尤为重要。

一旦出现过量服药，应尽早行正规治疗及护理。 

  
 

PU-1431 

尿 KIM-1、NGAL 联合血清 Cys C 在预测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

继发急性肾损伤中的价值 

 
雷蕾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尿 KIM-1、NGAL 联合血清 Cys C 在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继发 AKI 中的早期诊断价值，

评估这三项指标联合检测的诊断效能、以及与病情进展和预后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四川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住院的 150 例肝硬化失代偿期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肌酐水平的动态变化，分为 AKI 组(n=68)，未继发 AKI 组(n=82)，同时选取

健康体检者(n=70)对照，采用 ELISA 法检测尿 KIM-1、NGAL 浓度，颗粒增强散射免疫比浊法检测

血清 Cys C，并且与血肌酐(SCr) 浓度和肾小球滤过率( GFR) 进行组间比较；同时将纳入的 150 例

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按照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比较不同 Child-Pugh 分级患者的尿液 KIM-1、

尿 NGAL 、血清 Cys C、SCr、 GFR。数据录入采用 Epidata3.1 软件，数据分析采用 SPSS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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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正态定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 检验。

双变量正态资料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指标预测采用 ROC 曲线，检验水准取

α=0.05。 

结果 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继发 AKI组的尿液 KIM-1、NGAL 浓度及血清 Cys C 水平同肝硬化失代

偿期未继发 AKI 和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继发 AKI 分期高者尿液 

KIM-1、NGAL 浓度及血清 Cys C 水平显著高于分期低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继发 AKI 组患者尿液 KIM-1、NGAL 及血清 Cys C 浓度与 GFR 呈负相关( r 值分别为-0.713、-

0.744、-0.860，均 P＜0.01)；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随着 Child-Pugh 分级的上升，尿液 KIM-1、

NGAL 及血清 Cys C 浓度明显上升，GFR 逐渐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尿 KIM-1，

尿 NGAL 和血清 Cys C 及联合预测因子作为肝硬化失代偿期继发 AKI 筛查指标的灵敏度分别为 

77.2％、78.2%、76.1%、87.1%；特异度分别为 79.8％、80.7%、78.6%、95.8%。 

结论 尿液 KIM-1、NGAL 联合血清 Cys C 检测可以作为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继发 AKI的早期诊断

指标，联合检测有更高的预测价值，更能够起到早期预警作用，同时联合检测也可作为评价 AKI 严

重程度及预后的指标。 

 
 

PU-1432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P infection rate and 
types of gastric polyps. 

 
CHAO CHEN,Hongyi Li 

Huludao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P infection rate and types of gastric polyps.  
Methods 300 cases of gastric polyps were diagnosed by endoscopy, including 150 cases of 
hyperplastic polyps, 40 cases of gastric fundus polyps, 30 cases of adenomatous polyps and 80 
cases of inflammatory polyps. All the urea breath tests were perform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hological types of gastric polyps and the rate of HP infection was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In 150 cases of hyperplastic polyps, HP infection rate was 58.7%, 80 cases of 
inflammatory polyps, HP infection rate was 61.25%, 40 cases of gastric fundus polyps, HP 
infection rate was 10%, 30 cases of adenomatous polyps, HP infection rate was 6.7%, HP 
infection rate of inflammatory and proliferative poly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astric fundus gland 
and adenomatous polyp. 
Conclusions HP infection may be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hyperplastic polyps and 
inflammatory polyps. 
 
 

PU-1433 

Efficacy of two treatments for esophageal and gastric 
varices bleeding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Chao Chen,Hongyi Li 

Huludao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wo ways of endoscopic accurate 
drainage and drug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n cirrhosis of the esophagus and stomach varicose 
bleeding,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liver cirrhosis caused by 
bleeding.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made of 60 patients with hemorrhage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diagnosed as cirrhosis of the esophagus and gastric varices in 
December -2016, January 2015. After the initial hemostasi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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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according to the endoscopic accurate dissection and drug treatment. The rebleeding rate 
and death rate of the two meth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to 1 months, 6 
months and 1 year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rate is high and low. 
Results The rebleeding rate and mortality in 1 months, 6 months and 1 year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drug treatment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The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of re bleeding under endoscopy a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drug treatment group, providing guidance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cirrhosis of the 
esophageal and gastric varices bleeding. 
 
 

PU-1434 

Curative effect analysis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Chao Chen,Hongyi Li 

Huludao Central Hospital 

 
Objective Analysis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Chinese medicine adjuvant treatment of disease intervention effect  
Methods 50 cases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were diagnosed in June 2016 ~2017 year and 
December.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Chinese and western group, 
25 cases in each group, and compared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two treatment methods to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ll the clinical indexes (APACHE-II, CRP, antibiotic use time, 
hospitalization time, abdominal pain relief time)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plications during the treatment 
course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has a prominent effect on relieving the disease and ensures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PU-1435 

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应用中医护理干预集束化护理的探析 

 
宫欣茹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探讨中西医结合集束化护理在治疗消化道出血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祖国医学认为，上消

化道出血属于―吐血‖和―流血‖的范畴，主要是因为火热犯胃。 由于血液循环受损，或由于疲劳导致

的慢性病，造成脾虚亏损[1]。随着中西医结合内镜技术的不断发展，胃镜下止血已成为消化道出血

临床治疗的首选[2]。 但消化道出血常发生休克等严重并发症危及生命，已经发生出血若缺少相应

的预防措施其 1 年再出血率约为 60%［3］。集束化护理是临床实践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护理模式。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患者尽可能完美的消除临床症状，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 

方法 将 84 例，消化道出血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集束化组，各 42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

集束化组除常规的治疗及护理外，通过监测的护理干预、外周静脉治疗的护理干预、留置胃管护理

干预、心理护理干预、中医干预治疗、饮食护理干预配合集束化的护理应用，通过两组患者治疗的

效果、两组患者护理的满意度、两组住院病人跌倒发生情况与意外拔管、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及出院

１年内再出血发生率方面对比，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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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集束化组总有效率为 90.48%，高于对照组总的 73.81%（P<0.05）；集束化组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集束化中医护理干预后，

皮肤压疮及跌倒,意外脱管的不良事件明显减低。 

结论 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消化道出血，配合中医护理干预集束化护理，将有效的护理医疗手段回

馈给患者，增进护患的关系和谐。得到患者家属理解，能积极主动的配合患者的治疗，使胃管意外

脱出及跌倒发生频率减少。大大的杜绝了临床医疗纠纷的发生。中医护理干预集束化护理可以有效

提高消化道出血治疗临床疗效，提高患者满意度，提升患者的抢救成功率。中医护理干预集束化护

理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控制出血的临床症状，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综上所述，中医护理干

预集束化护理对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身体康复效果明显，促进临床护理进一步应用。 

 
 

PU-1436 

小建中汤治疗胃肠疾病的研究进展 

 
赵娜 

营口市中心医院 

 

目的 在现代医学中，小建中汤已被用于临床中，可以对很多疾病进行治疗或辅助治疗，包括消化

系统一些疾病，如消化性溃疡等。 

方法 生姜性辛温，具有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显示，生姜可加快对破损的胃

粘膜修复作用，减少盐酸、胃蛋白酶对粘膜的作用[3]。甘草味甘甜，性平和，中不满而用甘为之补，

中满者用甘为之泄，可泻火解毒，善于调和药性，用于脾胃虚弱，可健脾和胃，现代医学对其研究

表明有抗溃疡，可以调节胃酸分泌，解除胃痉挛及镇痛[4]。大枣性甘温，归脾胃经，有缓和药性，

补脾胃湿寒等功能，现代医学证明大枣可以修补胃肠道黏膜病变以及止痛等作用。 

结果 小建中汤处方源自汉代医圣张仲景《伤寒论》，由饴糖、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组

成。每一味药材都具有相应的功效。饴糖主要是用糯米等磨粉加入麦芽熬制，性甘温，具有主补虚

乏、甘温补中等功效。桂枝性辛温，具有补中益气、温阳气之功效，特别适合脾胃虚弱、腹中虚痛

的患者[1]。白芍性凉，味苦酸，微寒，具有补血柔肝、平肝止痛、敛阴收汗等功效，现代医学表明

白芍有解除胃肠道平滑肌痉挛的作用[2]。生姜性辛温，具有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的功效，现代医学

研究显示，生姜可加快对破损的胃粘膜修复作用，减少盐酸、胃蛋白酶对粘膜的作用[3]。 

结论 小建中汤中的每一味药都可以对胃肠道疾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而中医认为小建中汤具有温

中散寒的功效，本文就小建中汤治疗胃肠道疾病做一阐述。 

 
 

PU-1437 

专科护理质量指标在结肠镜肠道准备患者中的应用 

 
朱秀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探讨专科护理质量指标在提高结肠镜诊疗患者肠道准备合格率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7 年 3 月至 6 月行结肠镜检查的 341 例患者为对照组，实施常规肠道准备，2017 年

7 月至 10 月行结肠镜检查的 401 例患者为观察组，运用专科护理质量指标进行管理，落实包括建

立标准饮食单、规范的泻药服用及方法、分时段健康教育及图片式粪便观察等护理措施及相应质控

查检表等指标相关内容，比较两组患者肠道准备合格率及耐受度。 

结果 观察组较对照组患者的肠道准备合格率及耐受度均有明显提高，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1) 

结论 专科护理质量指标的应用，显著提高了患者肠道准备的合格率及患者的耐受度，体现了标准

化肠道准备过程中人性化关怀，同时提升了专科护理质量及护士的专科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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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38 

精神心理因素与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相关性 

 
宋艺伟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功能性消化不良是一组排除了代谢性、全身性以及器质性疾病的临床综合性疾病,临床症状为

呕吐、恶心、食欲不振、嗳气、早饱、上腹胀以及上腹疼痛, 症状可持续或反复发作。传统观点认

为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发病与胃排空延迟、餐后胃底容受性舒张受限、内脏高敏感性相关；罗马Ⅳ中

为了解决罗马分类系统的这些局限性，罗马基金会提出了用多维度临床资料剖析(MDCP)的方法，

即通过对患者症状体验的多方位(包括临床症状、社会心理、生理、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层面)梳理和

整合。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发病与精神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就精神心理因素在功能性消化不良发病中

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方法 选取 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大连市中心医院就诊的 200 名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其中

50 名器质性消化不良患者(对照组),150 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FD 组)。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量表（PSQI），焦虑自评量表 (SAS)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分别评估 300 例功能消化不良患者焦

虑、抑郁状况。 

结果 FD 组 SAS 评分、抑郁指数、焦虑和抑郁患病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FD 组 PSQI 评分总分、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方面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精神心理异常是功能性消化不良的高危因素,两者间关系密切.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极易产生抑

郁、焦虑情绪。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发生与焦虑、抑郁等精神因素密切相关,支持功能性消化不良是

一种心身疾病的观点。提示在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治疗上 ,应从精神、心理和环境因素多方面作综合

性治疗。 

  
 

PU-1439 

左、右半大肠腺瘤性息肉特点比较及其临床意义 

 
杨雪,刘培曦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比较左、右半大肠腺瘤性息肉的特点，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以脾曲为界分析比较左、右半大肠腺瘤性息肉的病理亚型分布及与年龄、性别、大小、异型

程度的关系。 

结果  2021 例大肠腺瘤性息肉被纳入分析。左半大肠检出腺瘤性息肉的比例（63.33%）较右半大

肠的比例（36.67%）高。腺瘤性息肉的病理亚型包括管状腺瘤、管状-绒毛状腺瘤、绒毛状腺瘤、

锯齿状腺瘤也是在左半大肠的比例（48.39%、8.96%、2.27%和 3.71%）较右半大肠的比例

（31.81%、2.08%、0.60%和 2.18%）高。左、右半大肠的腺瘤性息肉的病理亚型分布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40 岁以后左、右半大肠的腺瘤性息肉均随年龄增大而显著增多，在左半大

肠这一趋势更为明显。锯齿状腺瘤多见于左半大肠的男性患者（P＜0.05）。左半大肠的腺瘤性息

肉较右半大肠的腺瘤性息肉大（P＜0.05）。腺瘤性息肉的重度异型及早癌更多见于左半大肠（P

＜0.05）。右半大肠的中度异型腺瘤性息肉较左半大肠的小（P＜0.05），但发展到重度异型和早

癌时其大小与左半大肠的已无差异（P＞0.05）。 

结论 左、右半大肠腺瘤性息肉的病理亚型分布、年龄、性别、大小、异型程度等特点有差异。腺

瘤性息肉在左半大肠更常见，更多发生癌变，而右半大肠中度异型的腺瘤性息肉向重度异型及早癌

发展时其直径增长速度更快。这些临床特点可能有助于指导内镜下腺瘤性息肉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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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0 

乳果糖预防食管胃底曲张静脉道破裂出血后肝性脑病的作用 

 
祝志太,祝华斌,朱国福,郑要初,吴细明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乳果糖在预防食管胃底曲张静脉道破裂出血后肝性脑病的作用。 

方法 将本院消化内科住院的 46 例经胃镜证实的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血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25，在治疗食管胃底曲张静脉道破裂出血的各种措施下（内镜治疗及药物治

疗），加乳果糖口服，禁食者灌肠；对照 21 例组不加用乳果糖，3d 为一观察过程，统计肝性脑病

发生例数。 

结果 治疗组肝性脑病发生例数 4 例，发生率 16.0%，对照组肝性脑病发生例数 12 例发生率

57.1.0%，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乳果糖在预防食管胃底曲张静脉道破裂出血后肝性脑病有明显作用,且无明显不良反应,是一种

较好的治疗方法。 

 
 

PU-1441 

特利加压素治疗肝硬化顽固性腹水合并Ⅱ型 

肝肾综合征患者的疗效观察 

 
朱国福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特利加压素治疗肝硬化顽固性腹水合并Ⅱ型肝肾综合征( HＲS) 患者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院住院的 60 例肝硬化顽固性腹水合并Ⅱ型 HＲS 的患

者，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33 例)和对照组(27 例) ,对照组给予护肝、利尿、抗感染、营养支持等内

科综合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特利加压素治疗,观察两组治疗前后体重、腹围、24 h 尿

量及尿钠、肝肾功能等。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结果 治疗结束后，治疗组 24 h 尿量和尿钠由治疗前(275.0±122.0) ml 和(20.7±10.6) mmol 增加到

治疗后(1204.0±490.4) ml 和(62.1±16.6) mmol; 体重和腹围由治疗前(58.6±5.3) kg 和(97.7±7.5) cm

减少到治疗后(53.8±4.0) kg 和(90.7±6.9) cm; ALT、TBil、尿素氮( BUN) 、血肌酐( Cr) 较治疗前明

显下降，白蛋白( Alb) 较治疗前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值均＜0.05) 。两组治疗后比较，

治疗组上述指标也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 。治疗组总有效率 83.6%，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52.8%(χ2= 4.12，P＜0.05) 。 

结论 在内科综合治疗的基础上，特利加压素治疗肝硬化顽固性腹水合并Ⅱ型 HＲS 患者有良好疗效，

且不良反应少。 

 
 

PU-1442 

ERCP 失败的原因分析 

 
祝志太,郑要初,吴细明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回顾近两年 ERCP 操作失败的病例，查找失败原因，总结经验，以提高以后 ERCP 成功率。 

方法 回顾本院消化内科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进行了 ERCP 术的 231 例病例，其中 33

例 ERCP 术未成功的，逐例分析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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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十二肠乳头插管不成功 24 例：其中憩室内乳头及憩室旁乳头 8 例，因十二指肠乳头恶性肿瘤

无法找到乳头开口 6 例，十二指肠乳头炎性狭窄无法插入 3 例，小乳头插管不成功 5 例，预切开后

无法找到胆管开口 2 例；十二指肠球部狭窄十二指肠镜无法通过 4 例；患者因心肺疾病不能耐受而

中断操作 5 例。 

结论 ERCP 术中十二指肠乳头插管术是手术成功的关键，这与操作的熟练程度有关，初学者失败

率高，其次对患者的术前的综合评估也很重要，如术前心肺功能检测，胃镜检查等。 

 
 

PU-1443 

上消化道出血的急诊胃镜检查的时机 

 
祝志太,熊艳艳,余盈娟,江筱荷,吴细明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上消化道出血急诊胃镜检查的最佳时机。 

方法 收集 2017 年 8 月至 12 月间消化内科收治住院的 37 例行急诊胃镜检查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

胃镜检查报告,统计出血停止至行胃镜的时间，按出血停止 6 小时及以内、6—12 小时，12－24 小

时三个时间段统计诊断的准确率，入组患者均在出血停止后 24 小时内行急诊胃镜检查。 

结果 6 小时及以内检查了 12 例，明确诊断 7 例（58.3%），另外 5 例因胃腔内大量血液及血块无

法观察；6—12 小时检查了 18 例，明确诊断 15 例（83.3%），3 例未发现出血灶；12－24 小时检

查了 7 例，6 例明确诊断（85.7%），1 例未发现病灶。 

结论 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只要生命体征平稳，均可行急诊胃镜检查，能明确大部分出血病因。6 小时

及以内胃镜检查虽然有一部分患者胃内有血液致视野不清，但仍能明确大部分诊断，对一些生命体

征波动需紧急内镜下止血的患者有效大获益；6—12 小时与 12－24 小时检查诊断率无明显差异，

但越早诊断，尽早内镜下干预，患者风险越小，因此 6—12 小时内急诊胃镜检查有优势。 

 
 

PU-1444 

米曲菌胰酶片联合莫沙比利治疗老年人功能性 

消化不良的疗效观察 

 
黄海,王一倩,陈洁,贾明磊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目的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FD)是临床常见疾病，老年人上消化道结构和功能存

在生理性退化，是 FD 高发人群。目前认为导致 FD 的主要病理生理基础是胃肠动力障碍、内脏敏

感性增高、胃酸分泌异常和消化酶缺乏等。临床治疗 FD 的常用药物包括促动力剂、抑酸剂和消化

酶，其中消化酶是最接近生理途径的消化不良治疗方法，本研究旨在观察应用米曲菌胰酶片（商品

名：慷彼申，Combizym，Sankyo Pharma, Germany）联合莫沙比利治疗老年人 FD 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17 年 6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间华东医院门诊及住院的老年患者 50 例，符合 FD 的罗

马Ⅳ诊断标准，其中男性 36 例，女性 14 例，年龄 60～87 岁，平均 77.4±15.2）岁。患者在此前

服用莫沙比利分散片 5mg tid≥7 天的基础上，加用米曲菌胰酶片每日 3 次，每次 2 片，餐中口服，

连续治疗 12 周。观察指标包括：1. 消化不良症状：设定腹胀、早饱、食欲减退、恶心、上腹痛为

消化不良的常见症状。在治疗前和治疗 12 周后采用胃肠道症状评分对消化不良症状的严重程度进

行评分。2. 疗效评估：计算治疗前后各症状积分和总症状积分以及症状积分改善的百分率。症状积

分改善率＝（治疗前症状积分-治疗后症状积分）/治疗前症状积分×100%。根据症状积分改善率分

为显效（下降≥75%）、有效（下降 50%～75%）、改善（下降 25%～50%）、无效（下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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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恶化（积分上升）。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病例数×100%。3. 安全性评价：记

录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任何不良反应。 

结果 50 例患者在加用米曲菌胰酶片治疗 12 周后，消化不良症状积分（21.78±7.61）与治疗前

（11.04±3.93）相比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腹胀、早饱、食欲减退的症

状积分与治疗前积分相比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恶心、上腹痛的症状积分与

治疗前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加用米曲菌胰酶片治疗 12 周后，患者的消化不良症

状积分的总有效率为 74%。50 例患者在 12 周的治疗期间，有 3 例发生轻度腹泻，所有患者完成疗

程，未观察到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米曲菌胰酶片联合莫沙比利治疗可显著改善老年人 FD 的症状，尤其可显著缓解腹胀、早饱和

食欲减退症状，且安全性良好。 

 
 

PU-1445 

中西医结合治疗反流性食管炎 45 例 

 
车宇光 

大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目的 反流性食管炎是消化科常见病，且近年来发病率逐年上升。在治疗方面，除一般治疗，还予

抑酸剂、粘膜保护剂和促动力剂，但疗效欠佳。究其原因，饮食，烟酒和生活习惯还算容易改变，

而情绪实难控制，中医在条畅气机，疏解郁闷方面有独特疗效。本人自 2014 年以来采用中西医结

合治疗该病，收到较好疗效。 

方法 两组患者均予一般治疗：避免精神刺激，少食多餐，清淡饮食；每餐不宜过饱；戒烟戒酒少

喝咖啡；睡眠时应将床头抬高 30°，以减少胃酸的反流机会。药物治疗：予兰索拉唑 15mg 日二次 

口服。多潘立酮 10mg 日三次 餐前口服。康复新液 10ml 日三次 两餐之间口服。治疗组应用中西

医结合治疗，另外加服中汤剂（蒲公英 30g、败酱草 30g、薏苡仁 30g、黄芩 10g、夜交藤 30g、

柴胡 15g、香附 10g、枳壳 10g、大黄 9g、瓜蒌 20g、甘草 10g)。恶心呃逆明显者加竹茹 10g、

山豆根 10g；胸骨后灼痛明显者加天花粉 15g、生石膏 20g；嗳气频作者加紫苏叶、黄连各 10g；

胃脘痞满者加陈皮、青皮、厚朴各 10g；每日 1 剂 温服。对照组为西医药物治疗。两组疗程均为 8

周。 

结果 治疗组 45 例，痊愈 31 例，（68.89%），有效 12 例（26.67%），无效 2 例（4.44%），总

有效率 95.56%；对照组 25 例，痊愈 13 例（52%），有效 6 例（24%），无效 6 例（24%），总

有效率 76%。两组比较，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西医对于情绪致病的解释［2］：内脏调节的最高中枢与情绪调控区域存在重叠，这一解剖结

构的特征为精神心理因素在反流性食管炎的发病机制所起的作用提供了证据。 

本方选用黄芩、蒲公英清热解毒，又无伤胃之虞，有减轻食管粘膜充血糜烂的作用；薏苡仁配败酱

草，取薏苡附子败酱草汤之义以清热祛湿，解毒化瘀；柴胡、枳壳、香附疏肝解郁行气，促进胃排

空和小肠蠕动。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以取长补短，标本兼顾，达到病人收益的最大化。 

 
 

PU-1446 

优质护理在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内镜术术后护理的应用效果分析 

 
万敏 

南昌市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优质护理在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内镜术术后护理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自 201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收治的行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内镜术患者 104 例，采

取数字随机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52 例患者，其中男 30 例，女 22 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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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7.8）岁，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 52 例患者，其中男 31 例，女 21 例，平均年龄

（50.2±8.0）岁，在加强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优质护理，包括心理护理、健康教育、术后并发症

预防护理、饮食指导等，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再出血率、首次止血成功率、并发

症发生率等。 

结果 观察组手术时间（6.79±1.12）min，住院时间（5.11±1.19）d，对照组手术时间（7.57±1.83）

min，住院时间（7.57±1.95）d，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观察组再出血率 1.92%，对照组再出血率 26.92%，观察组患者再出血率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首次止血成功率 98.08%，对照组首次止血成功率

76.92%，观察组患者首次止血成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 1.92%，对照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13.46%，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优质护理在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内镜术术后护理的应用效果显著，可提高减少患者手术时间以

及住院时间，降低再出血率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首次止血成功率，较常规护理更有优势。 

  
 

PU-1447 

戊二醛致化学性肠炎 2 例并文献复习 

 
邵丽春,关斌,袁硕,张洁,黄鹤 

沈阳解放军 463 医院 

 

目的 结肠镜检查是临床的常规检查。该种侵入性的检查，要求有较高的消毒灭菌方法。随着肠镜

制造的精密性逐渐加强，部分零部件不耐高温且易腐蚀。目前多采用戊二醛浸泡消毒。戊二醛为对

微生物具有较强的杀灭作用，对眼睛皮肤黏膜具有刺激性，可以诱发肠道粘膜炎症。近期发生两例

戊二醛诱导的化学性结肠炎。现报道如下，以增强对该疾病的认识和了解。 

方法 1.临床资料：两例病人均为女性，年龄分别为 49 岁， 

57 岁，既往无基础疾病。否认近期旅行史，不洁饮食史以及腹泻史。均口服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进

行肠道准备。使用内镜清洗设备为奥林帕斯 260 结肠镜，按照 2004 版内镜清洗消毒技术操作规范

清洗消毒肠镜。2 例患者均为同一位内镜医师操作，且为操作经验丰富的消化内镜专业副主任医师。

两例患者均正常进行肠镜检查，无特殊处置。检查结果 1 例未见异常，1 例在 25cm 处见 1 枚

0.3cm 息肉样隆起，未进行活检及其他处置。 

2.发病及治疗经过：2 例患者进行完肠镜检查后无不适主诉离院。分别于检查结束当日下午 5 点、6

点左右出现腹痛，呈逐渐加重趋势，腹泻，先为稀便，后为少量血便，之后便血量逐渐加重，伴有

里急后重，畏寒，发热，测体温 37.9-38.2℃，24 小时便血 7-10 次，有腹痛，痛有便意，便后腹

痛减轻的规律。2 例患者发病后立即给予留院治疗，入院后测血压正常，腹部查体左下腹轻压痛，

无明显反跳痛及肌紧张，肠鸣音活跃。2 例患者均进行了急诊结肠镜检查，检查所见粘膜充血水肿，

见血性分泌物，1 例病人粘膜改变在左半结肠以乙状结肠明显，另 1 例病人粘膜改变较广泛，一直

到横结肠中段，由于粘膜水肿严重未达回盲部退镜。腹部 CT 提示结肠粘膜水肿，无肠梗阻表现，

腹部 CTA 检查未见异常。血常规提示白细胞总数升高，便常规未见白细胞，潜血阳性，便培养未

见异常。肝肾功，离子正常，凝血象正常。依据临床资料诊断为化学性肠炎。入院后给予流食，抗

感染止血支持营养对症治疗，3 天后症状消失出院。 

结果 戊二醛导致化学性肠炎经积极治疗后，症状消失出院。 

结论  1.戊二醛残留可以导致肠道化学性损伤。 

2.内镜检查后要仔细清洗内镜外表面, 对内镜内管道及各附件活检入口阀门、吸引器按钮和送气送

水按钮, 均用清水彻底冲洗和吹干 

3.其次定期检测水压，维修老化设备，更换消毒剂均是避免发生化学性肠炎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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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48 

乳果糖口服液在肝性脑病治疗中的作用 

 
郑要初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乳果糖口服液在肝性脑病治疗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在我院住院的 68 例肝性脑病患者,根据用药分为对照组(34 例)、实验组(34 例)。对照组采

用常规治疗（包括低流量吸氧、低蛋白饮食、维持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护肝及白醋灌肠等综合治

疗），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乳果糖 10ml 口服 3 次/日。分析两组病人 24 小时后 West 

Haven 分级下降程度和住院时间。 

结果 实验组患者 24 小时后 West Haven 分级明显低于对照组，总住院时间亦明显缩短，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乳果糖口服液治疗肝性脑病疗效确切，并能显著缩短住院时间，降低治

疗费用。 

 
 

PU-1449 

复方阿嗪米特肠溶片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疗效观察 

 
郑要初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复方阿嗪米特肠溶片在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我院消化内科门诊收治的 98 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49 例。对照组采用莫沙必利联合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溶胶囊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复

方阿嗪米特肠溶片治疗。连续治疗两周，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  

结果 实验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87.4％，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6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复方阿嗪米特肠溶片联合莫沙必利，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溶胶囊是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主

要药物，临床效果显著，副作用少。 

  
 

PU-1450 

CSA 在重度溃疡性结肠炎中的应用 

 
郝志明,王立军 

盘锦市中心医院（原：盘锦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大多数轻、中度的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患者经氨基水杨酸制剂和(或)糖皮

质激素治疗疗效良好, 但重度 UC 的治疗仍是目前临床面临的一种挑战,尤其对一些糖皮质激素治疗

效果不良的 UC 患者, 如何提高疗效,减少或延缓对手术治疗的需求更值得深入研究。 

方法 近年来，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其中约有 20％患者初始表现为重度溃疡性性结肠

炎(Severe ulcerative colitis，SUC)，目前国际上应用多种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指数(Ulcerative colitis 

active index，UCAI)衡量疾病的活动度与严重度，包括结合临床症状和内镜下表现的改良 Mayo 量

表及 Truelove 标准。SUC 患者首选治疗方案是静脉使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然而该措施只能使约

60％的患者获得疾病的完全或部分缓解，40％的患者为激素抵抗型重度溃疡性结肠炎，他们可能

需要进行补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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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预测激素治疗失效指标主要包括临床（如血便次数、体温）、生物化学（如ＥSR、CRP、钙

卫蛋白升高、低蛋白血症和血ｐH 值升高等）、腹部影像学和内镜等表现。各种判断标准综合了以

上各项指标，其中最主要使用的指标是排便次数和 CRP 水平，如临床上最常用的牛津指数。目前

补救治疗主要为环孢素及英夫利昔。CsA 属于调钙素抑制剂，可用于对激素治疗无效的重症 UC 患

者,可能使部分患者避免手术治疗。倾向于使用较小剂量(如 2mg・kg-1d-1)。对于激素耐药的重度溃

疡性结肠炎住院患者进行补救治疗时，应用环孢素或英夫利昔单抗进行补救治疗不会增加患者结肠

切除术后发生并发症的风险。 

结论 激素疗效早期预测因素有利于指导临床糖皮质激素使用和及时转换治疗方案的制定，评估为

SUC 的患者如果对激素治疗反应差，应用糖皮质激素无效后需及时进行补救治疗，目前免疫抑制

剂 CsA 是公认有效的治疗手段，但还需多中心大样本研究。 

  
 

PU-1451 

FibroTouch、APRI 及 FIB-4 单独及联合应用对慢性乙型肝炎肝

纤维化的诊断价值比较 

 
张馨元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肝脏弹性检测和血清学模型单独及联合应用在肝纤维化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符合要求的乙型肝炎患者 103 例，分别进行 FibroTouch、常规血液生化检测。所有患者

均行肝穿刺活组织检查，经病理诊断确诊，按照肝活检的病理结果将 103 例乙型肝炎患者分为 3 组，

A 组：无及轻度肝纤维化期组，B 组，中度肝纤维化期组；C 组，重度肝纤维化及肝硬化组，通过

统计学方法计算并分析 FibroTouch、APRI、FIB-4、FibroTouch 联合 APRI、FibroTouch 联合

FIB-4 及 FibroTouch、APRI及 FIB-4 三者共同联合诊断不同程度肝纤维化的诊断性能。 

结果  3 组患者中 LSM、APRI 指数及 FIB-4 指数之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其中 B、C 组均大于 A 组（P 均<0.05）；C 组均大于 B 组（P 均<0.05）。在 S0-S1 及 S4 期中，

LSM 与 APRI及 FIB–4 的 P 值均大于 0.05。而在 S2-S3 期，LSM 与 APRI及 FIB–4 的 r 值分别为

0.552 及 0.532，而在所有程度的纤维化中，APRI 指数与 FIB–4 指数均有显著的相关性。LSM、

APRI 及 FIB-4 单独诊断肝纤维化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85.6%、89.2%, 79.3%、80.6%，

78.5%、72.4%。LSM 联合 APRI指数与 LSM 联合 FIB-4 指数诊断肝纤维化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

为 89.1%、92.1%，90.1%、92.0%。三者方法联合应用诊断肝纤维化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92.2%、94.3%。三者联合分析轻、中、重度肝纤维化的 AUC 分别为 0.734，0.744 和 0.935，特

异度和敏感度分别为 94.5%、92.3%，76.7%、72.0%，94.1%、93.1%。 

结论  FibroTouch 联合 APRI 和 FIB-4 应用可显著提高对肝纤维化的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其中

三者联合应用的诊断效能最高，对早期发现肝纤维化并准确判定纤维化程度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

值。 

 
 

PU-1452 

异甘草酸镁联合前列地尔注射液治疗药物性肝炎疗效分析 

 
熊艳艳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异甘草酸镁联合前列地尔治疗治疗药物性肝炎的疗效。 

方法 将我院 108 例药物性肝炎患者按随机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54 例，两组有无消化

道症状、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总胆红素、碱性磷酸酶、r-谷氨酰转肽酶差异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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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甘草酸镁组予以常规治疗加用异甘草酸镁护肝，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异甘草酸镁及前列

地尔联合治疗，疗程 14 天。比较前后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恢复时间、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总

胆红素、碱性磷酸酶、r-谷氨酰转肽酶的变化及不良反应。 

结果 联合组在总有效率高于异甘草酸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异甘草酸镁有 1 例患者出现恶心

症状，联合组有 2 例患者出现恶心症状，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异甘草酸镁联合前列地尔相对单用异甘草酸镁护肝治疗效果更好，不良反应少，值得推广应

用。 

 
 

PU-1453 

胃黄斑瘤病理特征及与幽门螺杆菌相关性分析 

 
熊艳艳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黄斑瘤的病理特点，及与幽门螺杆菌相关性。 

方法 实验组选取我院内镜中心胃镜考虑黄斑瘤，并病理确诊的 32 例患者，排除近 1 月口服抗生素

或质子泵抑制剂 4 例，分析黏膜活检的病理特征；对照组随机选取近 1 月未服用抑酸剂及抗生素

30 例胃镜检查者。两组均行胃镜检查，实验组黄斑瘤处活检 1 块，胃窦处活检 4 块，对照组于内

镜下胃窦活检 4 块。两组患者均行 13C 呼气试验检测幽门螺杆菌。 

结果 实验组胃窦病理均有慢性炎症，其中萎缩性胃炎 3 例（12.5%），伴有肠化生者 4 例（14.3），

13C 呼气试验阳性患者 22 例（79%）。对照组 13C 呼气试验阳性患者 14 例（47%）。 

结论 胃黄斑瘤与胃黏膜炎症性病变密切相关，与胃幽门螺杆菌感染呈正相关。如出现胃黄斑瘤，

幽门螺杆菌阴性需排查假阴性，并积极根除。 

 
 

PU-1454 

CEA、CA724、CA153 联合检测对结直肠癌的诊断价值 

 
佟美慧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本文将 101 例结直肠癌患者及 197 例结直肠息肉，275 例结直肠炎患者血清中 CEA、CA724、

CA153 数值进行对比研究，并分析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结直肠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本研究将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 2013-2017 年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未

接受放疗和化疗等医疗措施的结直肠癌患者 101 例，结直肠息肉 197 例，结直肠炎 275 例。上述

患者已经肠镜、病理活检确诊，消化系统良性疾病病例已排除其他部位肿瘤。 

结果 结直肠息肉、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间三种肿瘤标志物血中升高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直肠息肉、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间三种肿瘤标志物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直肠息肉、

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间三种肿瘤标志物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直肠癌组与良性肠病组三

种肿瘤标志物阳性率比较：结直肠癌组 CEA、 CA724 阳性率显著高于良性肠病组，经统计学分析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敏感度明显高于单项检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EA

阳性率随分期递增而增高。结直肠癌组血清中三种肿瘤标志物不同分化程度阳性率比较：CEA、

CA724， CA153 各分化程度间无明显差异。结直肠癌组不同分型血清三种肿瘤标志物水平及阳性

率比较无明显差异。结直肠癌不同部位肿瘤标志物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异。结直肠癌不同年龄、性

别肿瘤标志物比较无明显差异。 

结论 三种肿瘤标志物对良性肠病筛查无明显意义。在结直肠癌的诊断中，此三种肿瘤标志物具有

一定价值。在结直肠癌不同分化程度中，三种肿瘤标志物数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EA 在结直肠

癌不同临床分期中有明显差异，晚期结直肠癌三种肿瘤标志物血中升高水平明显高于早期结直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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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肿瘤进展明显。结直肠癌组与良性肠病组中三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较单项检测敏感度及特异

度高，但 CA153 敏感度较低，临床上对于结直肠癌检出价值不大。结直肠癌不同分型、不同部位、

不同年龄、性别间肿瘤标志物升高水平无明显差异。 

 
 

PU-1455 

胃癌癌前疾病的 D-二聚体、血小板检测水平分析 

 
郝雨晴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胃癌癌前疾病患者的 D-二聚体、血小板情况，增加对胃癌癌前疾病的认识。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在大连医科大学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息肉、

胃溃疡、残胃疾病、初诊胃癌（首次诊断且未经治疗）的住院患者，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 116 例，

胃溃疡患者 116 例，胃息肉患者 109 例，残胃疾病患者 124 例，胃癌患者 112 例为研究组。采用

系统抽样抽取的方法从同期住院确诊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患者 110 例为对照组。所选患者均要求无

血液疾病，无吸烟史，近期无手术史，入院前 1 个月未服用抗血小板、抗凝药物，也未输血及血浆

制品。应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各研究组与对照组 D-二聚体、血小板变化情

况，然后分别根据各癌前疾病组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胃镜下表现、病理情况等进行分组，比较

D-二聚体、血小板情况，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胃癌组患者的 D-二聚体、血小板均数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残胃

疾病组、慢性萎缩性胃炎组患者 D-二聚体、血小板高于对照组，但 D-二聚体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胃癌组的 D-二聚体、血小板均高于四个癌前疾病组。慢性萎缩性胃炎组患者的不同临床因素分析

中，患者一般情况胃镜下表现、病理对 D-二聚体影响不大；因上消化道出血症状入院的患者，其

D-二聚体均数值高于腹痛、反酸、腹胀等其他症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胃溃疡组患者的一般情况、

胃镜下表现、病理对 D-二聚体及血小板影响不大；因出血及穿孔症状入院患者的血小板均数值高

于其他症状，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残胃疾病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处理原发病术士、胃镜下情况对

D-二聚体、血小板影响不大；原发病为恶性疾病的患者，其 D-二聚体高于原发病为良性疾病的患

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胃癌患者有 D-二聚体及血小板的升高；残胃疾病及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有 D-二聚体的升高；

胃溃疡患者有 D-二聚体及血小板的升高。患者有出血、穿孔症状会影响 D-二聚体及血小板的变化。 

  
 

PU-1456 

胃肠道神经内分泌瘤 60 例病例分析 

 
吴丽娇 

大医二院 

 

目的 胃肠道神经内分泌瘤临床少见且症状不典型，发现时多为中晚期，故探讨 GI-NET 的临床特点，

加强对此疾病认识，减少误诊率及漏诊率，提高疾病的诊治水平。 

方法 回顾性统计 2004 年至 2017 年这 13 年间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 60 例胃肠道神经

内分泌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对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发生部位，主要临床表现，内镜下表现，

肿瘤直径大小，病理分级情况，免疫组化指标 Syn 和 CgA 的阳性率，治疗情况及肿瘤淋巴结转移

和远处转移与肿瘤的部位、直径大小及术后病理分类的关系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肿瘤位于直肠部位最多 42 例(占 70%），其次位于胃部 5 例(占 10%），结肠和十二指肠各有

4 例(6.7%)，空肠和回盲部分别有 3 例(5%)和 2 例(3.3%)。肿瘤直径≦1cm 的有 40 例占 66.7%

（40/60），肿瘤直径在 1-2cm 之间有 5 例占 8.3%（5/60），肿瘤直径≧2cm 共有 15 例占 25%

（15/60）。其中胃与直肠部位肿瘤直径≦1cm 者居多，而回盲部、空肠及结肠部位肿瘤≧2cm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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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多。GI-NET 病理分级以 G1 级别居多且病理分级与肿瘤发病部位相关。淋巴结转移与患者肿瘤

直径及病理分级差异有统计学意。发生在直肠的 42 例均未发生远处转移。肿瘤的远处转移与肿瘤

的大小、发生部位及病理分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GI-NET 好发于直肠，其次为胃部且好发于胃体部；GI-NET 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以非功能

性症状者居多；GI-NET 大小以直径<1cm 者居多，主要位于胃与直肠部位。回盲部、空肠及结肠

部位肿瘤≧2cm 者居多；NET 主要位于粘膜下，以灰白色、表面光滑、质地硬为主要表现；病理

分级 G1 级占比较多且与肿瘤发病部位相关。胃、十二指肠及直肠 NET 以 G1 级居多，回盲部及结

肠部位肿瘤以 G3 级居多；检测 Syn 的敏感性高于 CgA，CgA 在不同的部位表达差异有意义，直

肠部位 CgA 表达阴性率较高占 61.1%（22/36）；GI-NET 仍以内镜下治疗及外科手术治疗为主且

与肿瘤大小及发生部位相关；GI-NET 淋巴结转移与直径大小及病理分级有关（P<0.05） 而与肿瘤

的发生部位无关（P>0.05）。肿瘤的远处转移与肿瘤的大小、发生部位及病理分级均有相关性。 

  
 

PU-1457 

CEA、CA724、CA125 联合检测对胃癌的临床意义 

 
史欢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目的 本文通过对 143 例胃癌病人及 149 例良性胃病病人血清 CEA、CA724、CA125 检测的结果

进行分析，讨论血清肿瘤标记物的水平及表达情况与早期胃癌的筛查及胃癌诊断的关系，并进一步

探讨不同分化的胃癌、不同分期的胃癌、不同分型的胃癌患者血清中以上三项肿瘤标志物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4-2016 年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收治的未经放化疗的胃癌患者 143 例，同时期来院

就诊的消化道良性病变病人 149 例，以上患者都已经胃镜下活检，病理检查确诊，消化道良性病变

病人均已除外其他部位肿瘤。选取我院健康的体检者 51 例作为对照组。 

结果 各良性胃病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三种肿瘤标记物水平比较：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

肉患者血清 CEA、CA72-4、CA12-5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高。各良性胃病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三种

肿瘤标记物阳性率比较：胃溃疡、胃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组患者血清 CEA、CA724、CA125 阳

性率高于健康对照组。胃癌组与良性胃病组患者血清三种肿瘤标记物水平比较：胃癌组 CEA、

CA724、 CA125 水平明显高于良性胃病组。胃癌组与良性胃病组患者血清三种肿瘤标记物阳性检

出率比较：胃癌组患者血清 CEA、 CA724、 CA125 阳性率明显高于良性胃病组，经统计学分析

具有明显差异。胃癌不同分化、分期患者血清三种肿瘤标记物水平比较：低分化组患者血清

CA724 水平明显高于中、高分化组，血清 CEA、CA125 水平两组比较无差异胃癌不同分化、分期

三种肿瘤标记物阳性率比较：胃癌高分化组与低分化组三种肿瘤标志物的阳性检出率无差异。胃癌

不同分型患者血清三种肿瘤标记物水平比较血清 CEA、CA724、CA125 水平无差异。胃癌组患者

血清三种肿瘤标志物 CEA、CA724、CA125 单项检测敏感度分别为 40.6%，44.1%，37.1%，联

合检测敏感度为 49.7%，联合检测的敏感度明显高于单项检测。 

结论 血清中 CEA、CA724、CA125 水平的升高与胃癌的发生及演变密切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肿瘤的进展。以上三种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较单一检测更有助于胃癌的早期诊断、治疗监测

和预后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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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58 

不同部位胃肠间质瘤的临床分析 

 
梁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目的 探讨不同部位胃肠间质瘤（GIST）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该病的临床特征，提高对胃肠间质

瘤（GIST）的认识及诊治水平，指导临床应用。 

方法 收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013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期间依据中国胃肠间质瘤诊断治

疗专家共识确诊的 94 例胃肠间质瘤患者。回顾性分析胃肠间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对胃肠间质瘤

不同性别、年龄、肿瘤直径、病理表现、位置分布以及免疫组化表现进行分析，分析不同部位胃肠

间质瘤超声内镜下表现。单独取其中 7 例多发胃肠间质瘤，对不同性别、年龄、肿瘤直径、部位、

临床表现等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不同部位胃肠间质瘤患者性别构成进行对比：男性和女性间质瘤患者中，都以胃 GIST 好发，

且女性胃 GIST 在胃体部多发，而男性则无明显差异。不同部位胃肠间质瘤的临床表现进行对比：

胃 GIST 中主要以无症状或腹部不适为主要表现，而十二指肠 GIST 和小肠 GIST 则无明确特异性

临床症状。不同位置胃肠道间质瘤瘤体直径进行对比：胃 GIST 的瘤体直径多在≦2cm 及 5.1-

10cm 区间。而十二指肠 GIST 和小肠 GIST 在瘤体大小分布上无特异性。不同部位胃肠间质瘤的

瘤体形态进行对比：不同部位胃肠间质瘤的发生与部位无明显相关性。不同部位胃肠间质瘤免疫组

化进行对比：不同部位胃肠道间质瘤患者绝大多数 CD117 阳性、COD-1 呈阳性双阳性，其次为

CD117 或 COD-1 阳性，几乎无患者 CD117、COD-1 呈双阴性；与发生部位无明显相关性。不同

部位胃肠道间质瘤预后风险行进对比：不同部位胃肠间质瘤的预后存在差异，小肠 GIST 在预后方

面较胃 GIST 和十二指肠 GIST 高危。取 7 例不同部位多发胃肠间质瘤患者进行数据统计后发现：

不同部位多发间质瘤瘤体大小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主要集中在 2.1-5.0cm 区间，

尤以小肠 GIST。余不同部位胃肠间质瘤的性别、肿瘤表面、预后危险评估及临床表现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结论 胃肠间质瘤以胃间质瘤最多见，其中又以胃体多见，且女性发病率较高。胃肠间质瘤中以小

肠 GIST 侵袭危险度最高。 

  
 

PU-1459 

细胞连接蛋白在肝星状细胞活化中的作用 

 
刘爽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将静止的肝星状细胞与活化的肝星状细胞进行接触培养与非接触共培养进行对照，观察

细胞间连接蛋白 CX-43 表达及阻断后对肝星状细胞活化的影响，揭示其对 HSC 活化的作用。 

方法 通过蛋白酶，胶原酶，后分散液序贯灌注的方法灌注雄性 S-D 大鼠的肝脏，分散肝脏细胞并

使之消化，再通过密度梯度离心，和细胞的贴壁时间的差异性，得到分离的肝星状细胞，并且量子

点标记。将分离得到的大鼠的的原代 HSC（静止表型），与 HSC-T6 细胞株（活化表型）依照一

定的比值接种在提前用 Matrigel 胶包被的 transwell 体系内。分组：非阻滞剂组分为：A 组：上室

接种 1.3×105个/ml，接种 2ml 的 HSC-T6 细胞，下室接种 1.3×105个/ml，接种 2ml 的原代 HSC。

B 组：将原代 HSC 1.3×105个/ml 与 HSC-T6 细胞株 1.3×105个/ml 按照 1:1 混悬，上室和下室各接

种 2ml 混悬液。C 组：上室和下室均加入 1.3×105个/ml，接种 2ml。阻滞剂组：记为 Bi 组，将原

代 HSC 1.3×105个/ml 与 HSC-T6 细胞株 1.3×105个/ml 按照 1:1 混悬，上室和下室各接种 2ml 混

悬液，并且加入 CX-43 阻滞剂 ga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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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A 组：原代 HSC 24h，48h 均未活化，不表达 α-SMA。B 组：原代 HSC 24h 已经开始活化， 

48h 明显活化，从 24h 的表达少量的 α-SMA，到 48h 表达大量的 α-SMA，细胞体积增大，胞突延

伸展开，伪足伸出。C 组：原代 HSC 细胞 24h 和 48h 全都没有发生活化，不表达 α-SMA。阻滞剂

组：Bi 组，原代 HSC 24h 尚未活化，不表达 α-SMA。非阻滞剂组 CX-43：A 组：原代 HSC 24h，

48h 均未活化，不表达 CX-43，B 组：原代 HSC 24h 已经开始活化，表达少量的 CX-43，48h 明

显活化，细胞体积增大，胞突延伸展开，伸出伪足，表达大量的 CX-43。C 组：原代 HSC 24h 和

48h 均未活化，不表达 CX-43。阻滞剂组：Bi 组，原代 HSC 24h 尚未活化，不表达 CX-43。 

结论 1.通过与活化的 HSC 接触共培养后，静止的原代 HSC 活化速度加快，说明影响 HSC 活化的

因素之一是细胞间连接。 

2.活化的 HSC 表达细胞连接蛋白 CX-43，阻断 CX-43 可以抑制 HSC 活化进程，说明 CX-43 与原

代 HSC 的活化有促进作用 

  
 

PU-1460 

血清中的过氧化物酶-1（Peroxiredoxin-1）作为一种新的

DAMP 通过促炎作用加重急性肝损伤 

 
何影,阳惠湘,彭张哲,陶立坚,李胜蓝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无菌性炎症反应是急性肝损伤(acute liver injury, ALI)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损伤相关的分子

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是无菌性炎症反应的关键启动因素。细胞

内的 Peroxiredoxin1（Prdx1）是一种抗氧化蛋白，然而最新研究表明，细胞外的 Prdx1 是一种新

的重要的 DAMP。Prdx1 可激活 TLR2/4 影响 NF-κB 信号通路，促进炎症反应。然而，Prdx1 在

ALI的作用仍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 Prdx1 在 ALI的表达及作用。 

方法 （1）通过 Prdx1 敲除小鼠，构建四氯化碳(CCl4)及对乙酰氨基酚(APAP)诱导的 ALI小鼠模型，

探讨 Prdx1 对肝脏病理损伤、肝功能及炎症因子表达的影响； 

（2）采用外源性重组的 Prdx1（rPrdx1）刺激腹腔原代巨噬细胞，检测炎症因子的表达。 

结果 （1）血清中的 Prdx1 在 CCl4 及 APAP 诱导的 ALI 小鼠模型中显著升高。在 CCl4 及 APAP

诱导的 ALI小鼠模型中，敲除 Prdx1 可显著改善肝脏病理损伤及肝功能，对肝脏具有保护作用。我

们进一步发现：在 CCl4 及 APAP 诱导的小鼠 ALI模型中，敲除 Prdx1 能显著减轻炎症因子的表达。 

（2）在体外细胞实验中，我门发现：外源性重组的 Prdx1（rPrdx1）通过激活 NF-κB 信号通路和

NLRP3 炎性体，刺激腹腔原代巨噬细胞产生大量的炎症因子(IL-1、IL-6、TNF-α)。 

结论 （1）血清中的 Prdx1 作为一种 DAMP,通过促炎作用加重 ALI； 

（2）血清中的 Prdx1 可能是一种潜在的 ALI诊断标志物和治疗靶点。 

 
 

PU-1461 

奥曲肽在预防 ERCP 术后急性胰腺炎的预防作用研究 

 
郭松林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目的  降低 ERCP 术后急性胰腺炎的发生风险。 

方法 用药组应用奥曲肽 0.1mg 皮下注射、Q8H（首次用药于术前 1 小时）。两组患者术后均禁食

水 24h 并予常规治疗。 

结果 术后 12h 及术后 24h，用药组患者高淀粉酶血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均 P<0.05）；术后

24h 内，用药组患者急性胰腺炎（均为轻症）发生率亦低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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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奥曲肽能明显降低 ERCP 术后患者血清淀粉酶水平及急性胰腺炎的发生，并具有较好的安全

性。 

 
 

PU-1462 

直肠吲哚美辛栓联合应用生长抑素对 ERCP 胆总管取石术后胰

腺炎预防作用差异分析 

 
蔡军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目的  探讨直肠吲哚美辛栓剂联合应用生长抑素对 ERCP 术后胰腺炎的预防作用。 

方法 选取 2017 年 8 月-2018 年 7 月于抚顺矿务局总医院消化内科病房行 ERCP 取石术患者 512

例，完全随机分为用药组（260 例）和对照组（252 例），分别给予术前吲哚美辛栓剂+静脉应用

生长抑素及安慰剂，比较 2 组术后 2、6、24 小时血清淀粉酶、术后胰腺炎及高淀粉酶血症发生率。 

结果 用药组组术后 6 和 24 h 血清淀粉酶水平均低于对照组[(202±45)U／L 比(409±75)U／L，(11 

5±19)U／L 比(264±56)U／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 2 h 2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126±21)U／L 比(191±28)U／L，P>0．05]。对照组 252 例患者中 38 例(16．0％)出现

PEP，用药组无一例出现 PEP，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 118 例(48．0％)、用

药组 68 例(26．9％)出现术后高淀粉酶血症，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直肠应用吲哚美辛栓联合应用生长抑素可以预防 ERCP 术后胰腺炎和高淀粉酶血症。 

  
 

PU-1463 

芒硝联合大黄治疗急性胰腺炎疗效观察 

 
王超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目的 评估芒硝对急性胰腺炎的治疗价值。 

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禁食、胃肠减压、抑制胰腺分泌、抑制胰酶活性、充分液体复苏等对症处理，

胆源性胰腺炎给予抗生素抗感染治疗。治疗组在上述处理的基础上加用芒硝外敷，同时予大黄水胃

管内注入。 

结果 治疗组在腹痛等临床症状缓解时间、排气排便时间及平均住院日方面等均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淀粉酶恢复时间上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两组病例均治愈出院，无死亡病例。 

结论 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尽早运用大黄和芒硝对于改善患者症状，降低平均住院日等方面证实

有效，且大黄和芒硝价格低廉，患者接受程度高，值得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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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4 

乌司他丁联合奥曲肽用于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的效果 

 
贾晨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目的 分析乌司他丁联合奥曲肽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效果。 

方法 针对我院收治的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 67 例进行观察（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0 月），随机

分成两组后，分别实施单纯奥曲肽治疗及奥曲肽联合乌司他丁治疗，比较两组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

的治疗效果。 

结果 治疗组 34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症状缓解时间、治疗时间、尿淀粉酶阳性率及优良率均明显

优于常规组 33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P＜0.05），统计学有意义；两组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对

比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统计学无意义。 

结论 针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实施乌司他丁联合奥曲肽治疗的疗效显著，安全性高。 

 
 

PU-1465 

胃间质瘤内镜下治疗疗效分析 

 
蔡博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目的 分析内镜下黏膜下层剥离术( endoscopic submucosaldissection，ESD) 、内镜下全层切除术 

( endoscopicfull-thickness resection，EFR) 治疗胃间质瘤的疗效。 

方法 选取 2017 年 6 月-2018 年 12 月于抚顺矿务局总医院消化内科病房以及内镜中心胃间质瘤患

者行内镜下黏膜下层剥离术 ( endoscopic submucosaldissection，ESD) 或内镜下全层切除术 

( endoscopicfull-thickness resection，EFR)，并分析其术后疗效。 

结果 行 ESD 44 例，EFR 45 例，其中行 EFR 治疗的一例患者因病变较大（3.5X3.5cm），病变

无法完整切除，术中转腹腔镜治疗。其余病例均完整切除。术中出血均于术中内镜下止血成功，

ESD 治疗组中有 2 例出现迟发出血，EFR 治疗组中有 3 例出现迟发出血，均在住院期间再次内镜

下止血成功。其中 12 例出现术后发热，给予静脉抗生素治疗后均好转。术后出院患者已有 50 例随

访超过 18 个月，胃镜复查提示创面愈合良好，均未见复发。 

结论 行内镜下黏膜下层剥离术( endoscopic submucosaldissection，ESD) 、内镜下全层切除术 

( endoscopicfull-thickness resection，EFR)治疗胃间质瘤是可行可靠且安全的方法。 

  
 

PU-1466 

探讨检测血清癌胚抗原(CEA)对胃肠息肉 

初步诊断鉴别的临床应用价值。 

 
刘鹏 

南昌市第一医院/江西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检测血清癌胚抗原(CEA)对胃肠息肉初步诊断鉴别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本院接受常规胃肠镜检查的 248 例患者进行分析，其中 113 例患者（男 59 例，女 54）在

胃肠镜视野下见胃肠息肉，并取组织进行病理分析确诊胃肠息肉。有 135 例患者（男 60 例，女 75

例）常规胃肠镜视野下未发现息肉或发现炎症并取活检未诊断息肉。将 113 例诊断为胃肠息肉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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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 135 例无胃肠息肉患者分为息肉组和对照组两组。对这 248 例患者进行抽血，分别利用电化

学发光法检测 CEA 在正常对照组和结肠息肉组中的表达量。 

结果 收集检测结果，对检测结果进行卡方检验，分析结果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 结肠息肉组

CEA 值显著升高且有参考意义。结肠息肉组 CEA 值主要分布在 2-3 之间，而正常组 CEA 值主要

分布在 1-2 之间，在男女组之间比较无特殊差异，表明性别因素可以忽略。分析显示表明 CEA 值

在结肠息肉患者与正常非结肠息肉患者间有差异性，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清 CEA 与胃肠息肉的发生相关，有望成为临床预测和筛查胃肠息肉的一种方法。 

 
 

PU-1467 

LncRNA XLOC_010588 及 LncRNA NAV2-AS5 

调节结直肠癌侵袭和迁移机制的研究 

 
李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LncRNA 的异常表达在结直肠癌细胞的一些功能上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增殖、

侵袭、凋亡、转移、耐药性等。由此可见，深入了解异常表达的 lncRNA 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机制

有助于早期诊断，进而改善结直肠癌患者的预后。 

方法 本研究首先采用原位杂交法检测结肠癌组织与癌旁组织中 XLOC_010588 和 NAV2-AS5 的表

达，并分析 XLOC_010588 和 NAV2-AS5 与临床病理参数及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然后通过常规培

养正常肠上皮细胞系和结直肠癌细胞系：HIEC、Caco-2、HT29、HCT116、SW480 和 SW620 细

胞株，通过 qRT-PCR 筛查上述细胞中 XLOC_010588 和 NAV2-AS5 的表达情况。分别选取结直

肠癌中 XLOC_010588 和 NAV2-AS5 低表达的细胞 HCT116，通过转染过表达质粒，构建过表达

细胞模型；选取结直肠癌中 XLOC_010588 和 NAV2-AS5 高表达的细胞 SW620，通过转染 siRNA

构建低表达细胞模型。通过 qRT-PCR 确认结直肠癌细胞株 HCT116 的过表达效率和 SW620 的沉

默效率，待构建成功 NAV2-AS5 过表达细胞模型和沉默细胞模型后，对细胞模型进行划痕及

Transwell 实验，明确干扰 XLOC_010588 和 NAV2-AS5 前后对结肠癌细胞株 HCT116 和 SW620

侵袭迁移能力的影响。为进一步明确 XLOC_010588 和 NAV2-AS5 通过何种途径影响结直肠癌细

胞侵袭迁移，首先通过 qRT-PCR、Western blot 方法和免疫荧光方法检测 EMT 相关的指标的

mRNA 水平和蛋白水平的变化，了解 XLOC_010588 和 NAV2-AS5 是通过 EMT 途径促进了结直肠

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 

结果 1、LncRNA XLOC_010588 调节结直肠癌侵袭和迁移。 

2、LncRNA NAV2-AS5 调节结直肠癌侵袭和迁移。 

结论  1、XLOC_010588 在结肠癌组织中高表达与患者不良预后相关，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2、XLOC_010588 可通过促进结直肠癌细胞 EMT 促进结直肠癌的侵袭和迁移。3、NAV2-AS5 在

结肠癌组织中高表达与患者不良预后相关，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4、NAV2-AS5 可通过促

进结直肠癌细胞 EMT 促进结直肠癌的侵袭和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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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68 

老年患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骨代谢指标、骨密度相关性研究 

 
薛倩,王楠,王晶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显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可导致骨密度（BMD）减低，增加骨质疏松症发

生的风险，但结论仍存在争议，老年患者为骨质疏松症高发人群，本研究拟探讨老年 NAFLD 患者

与骨代谢指标及骨密度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住院的年龄＞60 岁的患者，根据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诊断标准分为 NAFLD 组和正常对照组。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包括性别、年龄、BMI，合并疾病及用药情况，血生化指标包括肝肾功、25 羟维生素 D 水平、骨

代谢指标等，以及肝脏 B 超及双光能 X 线骨密度进行分析。 

结果 结果：1）本研究共纳入老年 NAFLD 患者 98 例患者，同时性别和年龄匹配非 NAFLD 患者

98 例，NAFLD 患者体脂指数（BMI）、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胰岛素抵抗指数及肝纤维化评

分显著高于非 NAFLD 患者（P 均＜0.05），NAFLD 患者高密度脂蛋白低于非 NAFLD 患者（P＜

0.05）。2）老年 NAFLD 患者及非 NAFLD 患者血清 25 羟维生素 D（37.4±18.4 ng/ml vs 

35.8±24.5ng/ml）、骨特碱性磷酸酶（7.98±3.31U/L vs 7.22±3.19U/L）、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

（3.53±0.92U/L vs 3.57±1.11U/L）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3）老年 NAFLD 患者

腰 1-腰 4 椎体、髋部 ward 三角 BMD 均低于对照组，但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均＞0.05）。 

结论 老年 NAFLD 患者与非 NAFLD 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水平及骨代谢指标、骨密度无显著性差异，

NAFLD 与骨质疏松相关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PU-1469 

乙型肝炎肝硬化在阿德福韦酯结合恩替卡韦治疗中的疗效分析 

 
吴垒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肝硬化在阿德福韦酯结合恩替卡韦治疗中的疗效分析。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12 月～ 2015 年 12 月收治 60 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两组均予以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观察组给予阿德福韦酯结合恩替卡韦治疗，对照组给

予恩替卡韦治疗，比较分析两组的肝纤维化四项数值、肝功能情况。同时比较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两组治疗后的肝纤维化四项指标、肝功能指标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5）。观察组治疗

后的 PcⅢ、IV-C、HA、LN、ALB、ALT、TB 分别为（129.4±20.8）mg/L、（106.3±26.8）mg/L、

（80.3±14.2）mg/L、（106.5±20.2）mg/L、（38.4±4.10）g/L、（21.3±4.2）IU/L、（18.6±3.6）

µMl/L，均显著好于对照组（t=7.826、6.875、8.263、6.144、3.726、4.835、4.892，P<0.05）。

两组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P>0.05）。 

结论 相比于单独使用恩替卡韦治疗，阿德福韦酯结合恩替卡韦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临床效果明显，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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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70 

ERCP 胆管引流技术在治疗胆管梗阻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荣维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目的 探讨 ERCP 胆管引流技术在治疗胆管梗阻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80 例行 ERCP 患者术后胆汁引流及并发症情况。 

结果 急性化脓性胆管炎 10 例均一次性引流成功，术后症状，化验指标明显好转。胆总管多发巨大

结石 20 例合并年老体弱行 ERBD 作为临时引流，均一次性成功，术后症状，化验指标明显好转保

证了胆汁的生理流向，其中 15 例择期取石成功，5 例更换支架治疗。恶性胆管梗阻 150 例，其中

胆总管中远段肿瘤 130 例（包括壶腹癌 18 例，胰头癌 40 例，胆管下段癌 46 例，十二指肠乳头癌

2 例，胃癌术后淋巴转移侵袭胆管 4 例），首选行胆总管金属支架引流，均取得良好效果，术后两

周血清总胆红素从术前的(341．3±97．1)m mol／L 下降到(137．4 士 85．5)／mmol／L。其中 20

例因再狭窄再次置入支架。肝门部肿瘤 20 例，18 例行 ERBD 治疗，2 例行 BNBD 治疗。 

结论 内镜下微创手术可较快解除梗阻性黄疸患者的黄疸，改善其营养状况，提高其生活质量，延

长生存时间，且对于患者体质要求较低，安全，患者易于接受，是治疗梗阻性黄疸的有效方法。 

 
 

PU-1471 

南昌市西湖区结直肠癌筛查和结直肠腺瘤发生因素分析 

 
邹夏慧 

南昌市第三医院 

 

目的 结直肠癌为我国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也呈持续上升趋势,结直肠癌的转归和

预后与病变分期密切相关，Fealon 和 Vogelstein 提出的大肠腺瘤到癌顺序演变的分子遗传学模式，

说明大多数结直肠癌经由腺瘤——腺癌途径形成，历时约 5-10 年，切除息肉是阻断结直肠癌的有

效途径。本研究拟在南昌西湖区进行结直肠癌序贯筛查，对社区人群给予危险因素数量化评估问卷

并采用免疫法检测 FOBT,符合高危的人群行结肠镜检查，发现病变并行病理检查，以期发现南昌西

湖区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及结直肠腺瘤的发生率，对结直肠腺瘤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方法 针对 40-75 岁，至南昌市西湖区社区医院及我院体检的患者，结合危险因素数量化评估问卷

及采用免疫法检测 FOBT，问卷主要内容包括性别、年龄、体重、行为饮食习惯、病史、家族史等

（吸烟为每天吸烟 5 支并持续一年以上；饮酒定义为平均每天饮酒量至少 25g 并持续一年以上；饮

茶定义为每天至少 1 杯），初筛后具有下列之一的列为高危人群：（1）FOBT 阳性；（2）一级亲

属有结直肠癌史；（3）有癌症史或息肉史；（4）同时具有以下 2 项及 2 项以上者，如慢性便秘、

慢性腹泻、黏液血便、不良生活事件（如离婚、近亲属死亡等）、慢性阑尾炎或阑尾切除史、慢性

胆囊炎或胆结石史。高危人群在签署全结肠镜检查知情同意书后，完成肠道准备，再由高年资内镜

医师进行操作。所有发现病变的患者进行活检并将标本送病理学检查，根据结果建议患者行内镜下

治疗或外科手术治疗。所有结直肠癌和腺瘤的诊断均得到术前或术后病理诊断证实。结直肠癌及结

直肠腺瘤患者进行临床特点分析。统计学处理：应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两组间比较若符合正态分布采用配对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配对的非参数检验。应用多因素

非条件 logidtic 回归分析结直肠腺瘤发生影响因素。 

结果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共有 731 人接受问卷调查，462 人接受结肠镜检查，其中发现结直

肠癌 39 例，发生率为 8.44%，结直肠腺瘤 182 例，发生率为 39.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示：

年龄、癌症家族史、高脂血症、喜食红肉为独立危险因素，喜食果蔬为保护性因素。 

结论 对于年龄》60 岁的男性，有癌症家族史、高脂血症、喜食红肉的人群，改善生活方式，多食

新鲜蔬菜水果，定期行电子结肠镜检查，可早期发现结肠腺瘤，减少结肠癌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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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1472 

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合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病例分析 

 
陆东红 

抚顺矿务局总医院 

 

目的 了解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合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疾病特点，以提高临床对该病的认识及

诊治水平。 

方法 本研究将 12 例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合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正确的

病情评估、合理的液体复苏、迅速有效的降糖降脂、个体化的营养支持以及抑酸、抑制胰酶、器官

功能支持、预防感染等治疗，观察腹痛缓解情况，血糖、甘油三酯、酮体、pH、淀粉酶、脂肪酶、

变化趋势和疾病转归。 

结果 通过上述治疗，腹痛明显缓解，12 小时内血糖降至 13.9mmol/L 以下，pH 恢复正常，甘油三

酯水平在 48 小时之内降至 5． 65mmol/L 以下，淀粉酶、脂肪酶在治疗第 6 天趋近正常，12 例患

者均痊愈出院。 

结论 正确的病情评估、合理的液体复苏、迅速有效的降糖降脂、个体化的营养支持以及抑酸、抑

制胰酶、脏器功能支持、预防感 

染等集束化治疗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PU-1473 

标准化健康教育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肠道准备中的应用效果 

 
潘小红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标准化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和爽)进行肠道准备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住院行肠镜检查的 240 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患者

120 例。对照组采取传统的健康教育方式对结肠镜检查前行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肠道准备进行指

导，试验组采用标准化健康教育方式对结肠镜检查前行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肠道准备进行指导，

比较两组健康教育效果。 

结果  对照组服药的准确率为 90%,而试验组的服药准确率为 100%。对照组对护士的健康教育形式

满意率 83%,而试验组对护士的健康教育形式满意率 100%。 

结论  采用标准化健康教育方式后，规范了护士的健康教育方式和流程，也规范了行结肠镜检查患

者服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肠道准备的方法，保证了肠道的清洁效果，提高了患者满意度,保证

满意的肠道清洁。 

  
 

PU-1474 

静默 lncRNA ZFAS1 抑制胃癌细胞的机制的研究 

 
张帆,徐为然,李蓥,徐红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目的 胃癌是世界范围第五大常见恶性肿瘤，其致死性排名第三。在我国，胃癌也是最常见的恶性

肿瘤之一。其预后取决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目前临床常用肿瘤标志物包括

CEA,CA199 及 C50 等，但其敏感性和特异性相对较差，发现新型标志物亟待解决。长链非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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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lncRNA）是超过 200 核苷酸的非编码蛋白质的 RNA 分子，其中 ZFAS1 在胃癌组织及细胞

株中发现其增多，在肿瘤的生长和转移发挥作用。所以本研究尝试揭示其作用机制。 

方法 对于内镜诊断的胃癌患者，获取癌旁和癌组织标本，从中提取总 RNA，之后利用超级 M-MLV

逆转录 cDNA，通过实时 PCR 获取 ZFAS1 及 β-连环蛋白 mRNA。转染 ZFAS1 shRNA 序列后静

默胃癌细胞 SGC7901，蛋白印迹法观察细胞周期蛋白 D1,E 和 B1 表达情况。通过实时 PCR，免

疫荧光和蛋白印迹方法测量 ZFAS2 静默后细胞内 β-连环蛋白转录和表达情况。 

结果 lncRNA ZFAS1 在胃癌组织中较癌旁组织增长了 1.55 倍。静默 ZFAS1 后，SGC7901 胃癌细

胞增殖降低了 72%。细胞周期蛋白 D1，E 和 B1、E-钙粘着蛋白、N-钙粘着蛋白、波形

蛋白、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 和 MMP-14 的表达显著下降。 

结论 静默的长非编码 RNA-ZFAS1 会对 SGC7901 胃癌细胞的生长、增殖、细胞周期进展、转移浸

润和上皮间质转化（EMT）起到抑制作用，并且增强顺铂和紫杉醇药效敏感度。其作用机制包括了

ZFAS1 通过 β-连环蛋白过表达，从而活化 Wnt/β 连环蛋白信号通路。 

 
 

PU-1475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道微生物组与饮食结构的变化分析 

 
筱荷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人类的肠道里有上万亿的共生微生物，它们与宿主的免疫系统共存。肠道微生物群落组成和

复杂性的变化见于肠易激综合征，表明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的破坏。包括饮食和炎症条件在内的

多种因素改变了微生物的复杂性。本研究的目的是开发一种优化的粪便样本处理方法，并检测肠易

激综合征患者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 

方法 在试验饮食交叉试验中，从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粪便样本中，比较了特定的碳水化合物饮食

(SCD)和低残留饮食(LRD)对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复杂性以及 IBS 症状的解决的影响。利用高密度

DNA 微阵列芯片对肠道菌群的组成进行了评价。 

结果 用基于柱的方法提取粪便样本的 DNA，提供了一致的结果。与健康对照相比，IBS 患者肠道

菌群的复杂性更低。从 IBS 阳性患者的粪便样本中观察到其丰富的拟杆菌(B. fragilis)。肠道菌群对

SCD 的时间反应导致微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而 LRD 饮食与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减少有关。 

结论 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和复杂性的变化是根据专门的碳水化合物饮食而确定的。SCD 与肠道微

生物群落的重组有关。 

 
 

PU-1476 

异甘草酸镁治疗药物性肝损害 60 例疗效观察 

 
刘敦菊 

南昌市第三医院 

 

目的 本文旨在观察异甘草酸镁治疗药物性肝损害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我院乳腺癌女性患者 120 例，平均年龄 48 岁，术后经 CEF 化疗方案造成药物性肝损害，

随机分成观察组 60 例，对照组 60 例，观察组给予异甘草酸镁注射液 150mg，加入 5%葡萄糖注射

液 250ml，ivgtt  qd；对照组给予还原型谷胱苷肽注射液 1.8g，加入 5%葡萄糖注射液 250ml，

ivgtt  qd，两组用药时间均 15 天，治疗结束后观察其症状体征及肝功能变化。 

结果 观察组患者乏力恶心呕吐纳差厌油腹胀等症状均得到改善，有效率为 95.54%（57/60），肝

功能的改变治疗一周后 TBil、ALT、AST 开始下降，两周后下降明显（56/60），总有效率 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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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症状体征改善有效率为 70.45%（45/60），肝功能变化治疗一周后 TBil、ALT、AST 下降，

两周后下降明显（44/60），总有效率为 70.1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抗肿瘤药物是引起药物性肝损害的主要原因，异甘草酸镁具有保肝抗炎、免疫抑制、利胆退

黄、解毒、抗生物氧化等多种功能，能稳定细胞膜，改善细胞代谢，清楚体内氧自由基，减轻肝细

胞炎症和坏死，促进肝细胞再生和修复，更有效地防止各类肝损伤。异甘草酸镁对急性药物肝损害

疗效确切，降酶速度快，副作用小，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1477 

舒适化护理在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尚拾玉 

南昌市第三医院 

 

目的 研究舒适化护理在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行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患者 88 例，采取数字随机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

对照组 44 例患者，其中男 24 例，女 20 例，平均年龄（55.4±9.6）岁，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 44

例患者，其中男 23 例，女 21 例，平均年龄（55.8±9.4）岁，在强化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舒适化

护理，包括健康教育、环境护理、病房护理、饮食指导、术后注意事项、疼痛护理、预防并发症护

理等，比较两组舒适度、依从度、不舒适事件发生率、满意度等。 

结果 观察组病房环境舒适度 95.45%，基础护理舒适度 95.45%，操作技术舒适度 100.00%，对照

组病房环境舒适度 84.09%，基础护理舒适度 81.82%，操作技术舒适度 88.64%，观察组患者病房

环境、基础护理、操作技术舒适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患沟

通依从度 95.45%，健康教育依从度 93.18%，对照组护患沟通依从度 56.82%，健康教育依从度

54.55%，观察组患者护患沟通、健康教育依从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自行拔管率 0.00%，排尿困难率 6.82%，腹部疼痛率 43.18%，对照组自行拔管率 18.18%，

排尿困难率 54.55%，腹部疼痛率 68.18%，观察组患者自行拔管率、排尿困难率、腹部疼痛率均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满意度 97.73%，对照组满意度 79.55%，观

察组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舒适化护理在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中的应用效果，发现舒适化护理科提高病房环境舒适度、

基础护理舒适度、操作技术舒适度、护患沟通依从度、健康教育依从度、满意度，降低不舒适事件

发生率，比常规护理效果更好。 

 
 

PU-1478 

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后生存质量研究分析 

 
王春燕,黄中兰,叶丹,王曦薇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虽然国内外已经应用内镜下黏膜剥离技术治疗了大量早期食管癌患者，但微创手术同样存在

一定的难度和风险，本研究通过调查早期食管癌患者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后生存质量现状，研究医院

－社区－家庭三级管理模式干预对患者的心理健康、生活质量影响，通过对比医院－社区－家庭三

级管理模式与自我管理模式两种不同管理模式对食管早癌 ESD 术患者心理健康、生活质量的影响，

研究干预效果的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 年 8 月到 2018 年 3 月在本院确诊食管早癌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的住院治

疗患者 52 例作为观察组，采取医院-社区-家庭三级管理模式干预；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7 月确

诊的食管早癌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的住院治疗患者 52 例作为对照组，采取自我管理模式干预。选

用 Derogatis 编制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调查对比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3 个月的心理健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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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分析心理特征。欧洲癌症研究治疗组织开发的核心量表（EORTC QLQ -C30）及食管癌专门

量表（OES-18），问卷调查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3 个月的生活质量状况，分析其对影响生活质量

的影响因素。 

结果 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术前、术后两组患者 SCL-90 各因子评分显著降低，心理健康状

况不断改善，观察组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生活质量状况调查结果

显示：EORTC QLQ -C30 评分：观察组患者生存质量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患者( P<0.05)，对照

组的患者各项指标比较均低于观察组( P<0.05)；OES-18 评分：干预后两组患者症状评分均降低，

观察组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实施医院-社区-家庭三级管理模式能有效提高早期食管癌患者 ESD 术后的生活质量，缓解患

者心理和生理上的各种不适，促进患者术后康复。 

 
 

PU-1479 

胃癌组织中 FKBP51 的表达及其与巨噬细胞极化 

之间关系的初步研究 

 
范亚雯,李国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我们推测 GR-FKBP51 可能是参与糖皮质激素促进胃癌患者巨噬细胞 M2 极化的关键环节。为

此，我们设计了此实验，研究胃癌组织内 FKBP51 与巨噬细胞极化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自 2014 年 08 月至 2014 年 10 月期间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予胃癌切除术的患者

手术切除的肿瘤、癌旁正常组织样本及临床病例资料，所选病例在手术前均未接受手术或放化疗治

疗。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方法分别检测各目的基因蛋白（FKBP51、GR、CD68、CD80、

CD163）的表达情况，比较癌和癌旁组织中各目的基因的表达是否存在差异，比较 FKBP51 分别

与 GR、CD68、CD80 及 CD163 之间蛋白表达强度的相关性，分析 FKBP51、GR 分别与患者临

床及病理资料的关系。 

结果 1.FKBP51 在胃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比正常组织高，两组比较无明显差别（P>0.05），而表

达强度显著高于正常组织（P<0.05）。在有淋巴结转移、TNM 分期为 III-IV 期的患者，FKBP51 的

表达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TNM 分期为 I-II期的患者（P<0.05）。 

2.GR 在胃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比正常组织低，两组比较无明显差别（P>0.05），而表达强度显著

低于正常组织（P<0.05）。同时胃癌组织内 GR 的表达在不同临床及病理特征组之间均无明显差别

（P>0.05）。 

3.CD68 在胃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及表达强度均显著高于正常组织（P<0.01）。 

4.CD163 在胃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正常组织（P<0.05），表达强度显著高于正常组织

（P<0.01）。 

5.CD80 在胃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及表达强度均显著低于正常组织（P<0.01）。 

6.胃癌组织中 FKBP51 蛋白表达与 GR 蛋白的表达呈负相关，与巨噬细胞内 CD68、CD163 蛋白的

表达呈正相关，与巨噬细胞内 CD80 蛋白的表达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胃癌组织中巨噬细胞发生 M2 型极化，并且与 FKBP51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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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80 

胃癌细胞系 EMT 标志物表达与其 侵袭、  

VM 形成及化疗的体外研究 

 
张芝华 

1.鹰潭市人民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 Western-bolt、 体外三维培养实验探 讨验证 EMT、 VM 与胃癌侵袭力的关系及二者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性；后探讨验证 EMT、 VM 与胃癌的抗化疗关联性。 

方法 1、 Western-bolt 检测 MGC803、 BGC823、 SGC7901 的 EMT 标志物（ E-cadherin、 

Vimenin） 表达差异，据此评估三株胃癌细胞 EMT 差异性。 

2、将浓度 5×105/ml 各细胞悬液 1ml 接种于 300ul Matrigel 胶行三维培养， 12h 观察有无 VM 管

道形成， 后随机选取 5 个显微镜视野计算 VM 个数， 了解三株 胃癌细胞 VM 形成有无差异性， 

综合本实验结果及上述划痕、 Transwell、 Western-bolt 实验结果， 探讨验证 EMT、 VM 与胃癌

侵袭力关系及二者之间有无 关联性。 

3、将 1000 个各胃癌细胞个数，用 1ug/ml、 5ug/ml、 10ug/ml 多西他赛化疗 24h, 通过 CCK-8 实

验后测定 OD，了解各胃癌细胞系化疗差异性，以期探讨 EMT、 VM 与胃癌抗化疗关联性。 

结果  1、 MGC803： E-cadherin 无表达， Vimentin 表达最高； SGC7901： E-cadherin 表 达最

高， Vimentin 表达最低。 MCG803、 BGC823、 SGC7901 的 EMT 程度依次 降低。 

 2、 MGC803、 BGC823、 SGC7901 均能形成 VM 管道，且 MGC803(114.20±8.67)、 

 BGC823(102.40±8.41)、  SGC7901（  91.00±6.82），  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P<0.05），即 MGC803、 BGC823、 SGC7901 的 VM 形成力依次下降。 

 3、多西他赛化疗  24hOD 值示  MGC803:1ug/ml(0.714±0.005)、  5ug/ml(0.464± 0.008)、 

10ug/ml(0.352±0.009) ；  BGC823:1ug/ml(0.652±0.009) 、  5ug/ml(0.432± 0.007) 、 

10ug/ml(0.326±0.003) ；  SGC7901:1ug/ml(0.503±0.010) 、  5ug/ml(0.312± 0.005) 、 

10ug/ml(0.226±0.003)。各胃癌细胞组内 OD 值与多西他赛量呈量-效关 

结论 1、EMT、 VM 与胃瘤的 侵袭成正相关性，且 EMT 程度高的胃癌细胞易于形成 VM。 

2、 EMT 的发生、 VM 的形成弱化了胃癌的化疗敏感性。 

 
 

PU-1481 

糖皮质激素对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及其与 FKBP51 的关系 

 
范亚雯,李国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报道糖皮质激素（GC）结合糖皮质激素受体（GR）后可诱导 FKBP51 的表达，而

FKBP51 表达增加时反过来能够调控 GR 入核效率，所以 FKBP51 是 GC 作用途径中的关键性分子。

而 GC 可以诱导 M2 型巨噬细胞的产生，抑制淋巴细胞的免疫应答，进而促进肿瘤的免疫逃逸。我

们推测 GR-FKBP51 可能是参与糖皮质激素促进巨噬细胞 M2 极化的关键环节。为此，我们设计了

此实验，初步研究 GR-FKBP51 是否参与了糖皮质激素促进巨噬细胞极化的过程。 

方法 1. 体外培养人外周血单核细胞（THP-1），在细胞对数生长期以 1×106个/ml 密度接种于六孔

板，佛波酯（PMA）刺激以建立分化的巨噬细胞模型。细胞建模后，RT-qPCR 检测泛巨噬细胞标

志物 CD68 的表达情况以确定 PMA 的最适宜刺激浓度及时间。 

2. 将分化的巨噬细胞随机分为对照组、糖皮质激素组、糖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组和糖皮质激素加拮

抗剂组，分别及联合孵育地塞米松（10-6mol/L）及 Ru486（10-5mol/L）24 小时。检测 GR、

Hsp90、FKBP51、 IL-10、 IL-12p35、TNF-α、TGF-β、CD163、CD80 的表达情况，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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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GR、Hsp90、FKBP51 的表达，RT-qPCR 方法检测 IL-10、IL-12p35、

TNF-α、TGF-β、CCR7、CD163 的表达。 

结果 当 PMA 终浓度为 100ng/ml 诱导 48h 时，CD68 mRNA 表达量较对照组明显上升 （p<0.01）。

与对照组相比，经地塞米松刺激后，1FKBP51 蛋白及 mRNA、IL-10、TGF-β、CD163 mRNA 的

表达均上调，加入 Ru486 后，在蛋白及 mRNA 水平上述指标的表达均下调（P<0.05）。2GR 蛋

白及 mRNA、IL-12p35、TNF-α、CCR7 mRNA 的表达均下调，加入 Ru486 后，在蛋白及 mRNA

水平上述指标的表达均上调（P<0.05）。3Hsp90 蛋白表达水平无明显差别（P>0.05），但

mRNA 表达呈下调趋势（P<0.05） 。 

结论 糖皮质激素可以促进巨噬细胞的 M2 型极化，促进 FKBP51 的表达，糖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

可降低 FKBP51 的表达水平，使巨噬细胞极化方向向 M1 型偏移。糖皮质激素可能通过

GR/Hsp90/FKBP51 复合物促进巨噬细胞的 M2 极化，促进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 

 
 

PU-1482 

四种含铋剂四联方案根除幽门螺杆菌的临床观察 

 
张芝华

1
,张志广

2
 

1.鹰潭市人民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和比较四种含铋剂四联方案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疗效，以期为临床寻找一种根除率高，

适合我国国情的根除方案，从而为临床医生选择根治方案提供参考。 

方法 441 例患者随机给予四种根除方案：研究分为雷贝拉唑组（A 组）和泮托拉唑组（B 组），其

中 A 组又分为阿莫西林组（A1 组）(雷贝拉唑 20mg bid+枸橼酸铋钾颗粒 2000mg bid+呋喃唑酮

100mg bid+阿莫西林 1000mg bid，疗程 14d)和替硝唑组（A2 组）(雷贝拉唑 20mg bid+枸橼酸铋

钾颗粒 2000mg bid+呋喃唑酮 100mg bid+替硝唑 500mg bid，疗程 14d),同样 B 组也分为阿莫西林

组（B1 组）(泮托拉唑 40mg bid+枸橼酸铋钾颗粒 2000mg bid+呋喃唑酮 100mg bid+阿莫西林

1000mg bid，疗程 14d)和替硝唑组（B2 组）(泮托拉唑 40mg bid+枸橼酸铋钾 2000mg bid+呋喃

唑酮 100mg bid+替硝唑 500mg bid，疗程 14d)，随访记录患者停药一月后 13C-呼气试验复查结果。 

结果 A1、A2、B1、B2 四组 Hp 根治率依次为 85.3%，55.6%，86.3%，58.6%，A1 组与 A2 组、

B1 组与 B2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A1 组与 B1 组、A2 组与 B2 组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含阿莫西林、呋喃唑酮及雷贝拉唑的铋剂四联方案根治率高，值得我地区推广。 

  
 

PU-1483 

Effects of Monothepary or Combinative Therapy of 
Somatostatin and Endoscopic Nasal Biliary Drainage on 
the Prevention of Post-ERCP Pancreatitis for the Patients 

with Multiple Choledocholithiasis 

 
ping qiu 

pingxiang people hospitl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NBD and Monothepary or Conbinative Thepary of 
Somatostatin and Endoscopic Nasal Biliary Drainage in the Prevention of Post-ERCP Pancreatitis 
and Hyperamylasemia for the Patients with Multiple Choledocholithiasis. 
Methods  250 patients with multicholedocholithiasis were collected and divided into 3 groups: 
somatostatin group, ENBD, somatostatin+ENBD group. The incidence of high amyla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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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creatitis, the recurrence rate of common bile duct stones, the incidence of bile duct infection, 
the postoperative visual analogue (VAS) score,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abdominal pain 
disappearing time, white blood cell recovery time, postoperative cost, serum amylase and C - 
reactive protein concentration of the postoperative 3 h and postoperative 24 h were analys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somatostatin group, the incidence of high amylase, PEP, recurrence 
rates of choledocholithiasis and bile duct infection in ENBD group or somatostatin+ENB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somatostatin group,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NBD and somatostatin+ENBD group.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cidences of bleeding between the 3 group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3h VAS pain score between the 3 groups. The VAS pain score of the ENBD 
group or somatostatin+ENB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omatostatin group at 
24 hours and 48 hours postoperatively, while n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e ENBD group and 
somatostatin+ENBD group. Compared the time of hospitalization, the time of disappearance of 
abdominal pain, the normal time of white blood cells recovery to normality, the 
somatostatin+ENBD group<ENBD group<somatostatin group; The postoperative costs of 
somatostatin+ENBD group or ENB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of somatostatin group, 
while no differences between somatostatin+ENBD group and ENBD group; Serum amylase and 
C-reactive protein at 3 h or 24h post-operation of somatostatin+ENBD group or ENB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of somatostatin group, while no differences between 
somatostatin+ENBD group and ENBD group. 
Conclusions Effect of somatostatin and ENBD are both effective on prevention of post-ERCP 
pancreatitis and hyperamylasemia for the patients with multiple choledocholithiasis. ENBD is 
more effective than somatostatin, and somatostatin+ENBD and ENBD are equally effective on 
the prevention of PEP, but somatostatin+ENBD can promote the patients to recover. 
 
 

PU-1484 

肠道粘膜相关菌群在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中的研究 

 
陈俊杰,杨长青,柯少雄,盛淑婷,魏子白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目的 探讨肠易激综合征（IBS）与健康者肠道粘膜相关菌群的差异。 

方法 根据罗马 III 诊断标准以 IBS 患者 26 名为研究对象，其中腹泻型（IBS-D）14 名，混合型

(IBS-U) 12 名，对照组 12 名（健康体检者）。通过结肠镜用活检钳在距肛门口 20cm 处钳取结肠

组织 1 块，提取肠道粘膜菌群 DNA，采用 Illumina 高通量测序平台对肠道粘膜中所有细菌的 16S 

rDNAV3-V4 区进行 DNA 测序,分析肠道菌群物种的丰度和分布,并进行聚类分析。 采用实时定量聚

合酶链反应（PCR） 对肠道菌群进行定量分析。 

结果 1.38 个样品共产生 3545 个操作分类单元(OUT)，其中 IBS-D 组共有 2376 个 OTU，IBD-U 组

共有 1566 个 OTU，对照组共有 2170 个 OTU；2.IBS 患者和对照肠道粘膜相关菌群主要以变形菌

门、厚壁菌门、拟杆菌门为主；3.通过实验组和对照组各亚型之间的 OUT 数进行计算 Alpha 多样

性（shannon 指数），结果发现肠道菌群多样性在统计学上无明显差异（P>0.05）；4.使用秩和检

验的方法对不同分组之间菌属各分类水平上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 IBS-D 组及 IBS-U 组中泰式菌属

丰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对照组中颗粒链菌属丰度明显高于 IBS-D 及 IBS-U 组，在 IBS-D 组中互营

菌科、卟啉单胞菌属、大理石雕菌属心杆菌目、心杆菌属、心杆菌科丰度明显高于其他两组。5.进

一步通过 LEfSe 分析发现中村氏菌科在对照组中具有特殊贡献作用；明串珠菌科在 IBS-U 组中具

特殊贡献作用；纤线杆菌科、纤线杆菌纲粘细菌科、互营菌科、互营杆菌目在 IBS-D 中有特殊贡献

作用。 

结论 IBS 各亚型与健康对照组之间肠道粘膜相关菌群多样性无明显差异；与 IBS 相比，健康对照

组中村氏菌科相对丰度明显升高；与 IBS-D 相比，IBS-U 中明串珠菌科相对丰度明显升高，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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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S-U 的发病机制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与 IBS-U 相比 IBS-D 中纤线杆菌科、纤线杆菌纲、粘细菌科、

互营菌科、互营杆菌目相对丰度明显升高, 其在 IBS-D 的发病机制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PU-1485 

高龄患者上消化道出血的病因及临床分析 

 
王飞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目的 探讨高龄老年患者上消化道出血的病因及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老年患者上消化出血的病历，分为高龄老年组

和非高龄老年组，比较两组患者出血原因及相关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出血原因分布、入院时基本情况大致相同，无统计学差异；吸烟、饮酒、患高血压

病导致上消化道出血高龄老年组与非高龄老年组有差异，P<0.05。 

结论 高龄患者上消化道出血常见病因以消化性溃疡为主；多有服药史；会伴随基础疾病，在收治

过程中应更加注意。 

 
 

PU-1486 

慢性胰腺炎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精神状况分析 

 
龚敏,赖丽霞,唐琳,付云辉 

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我市慢性胰腺炎（CP）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精神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患者生

存质量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 对就诊于我市萍乡市人民医院、萍乡市第二人民医院、萍矿湘雅合作医院等医院 6 家中心的

326 例患者进行门诊和社区随访，采用 SF-36 量表评估其生活质量，采用 SAS 和 SDS 量表评定其

精神状况，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 

结果 CP 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所有因子均低于常模（P 均<0.05）；CP 患者 SDS 评分轻度异常率

39.0%、中度异常率 15.3%、重度异常率 2.1%，SAS 评分轻度异常率 31.6%、中度异常率 23.3%、

重度异常率 7.1%；生活方式是 SDS 评分的影响因素（t=-3.78, P=0.03），经济状况是 SAS 评分

的影响因素（t=-3.62, P=0.04），健康教育是 SF-36（t=5.23, P=0.01）、SDS（t=4.98, P=0.02）

和 SAS 评分（t=4.53, P=0.02）的影响因素。 

结论 CP 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精神状况欠佳生活方式、经济状况和健康教育是影响其评分的主要因素，

社区应加强对 CP 患者的宣传教育，提高其生活质量和精神状况。 

  
 

PU-1487 

胃黏膜自发性撕裂出血病例一例 

 
李强 

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胃黏膜自发性撕裂出血机制。 

方法 刘某某，男性，54 岁，公务员，籍贯：江西·萍乡，因上腹持续性胀痛伴呕血历时 2 天于

2018-03-20 入院，既往 2018 年 2 月 9 日因冠心病于外院行 PCI 术，平素规律口服阿司匹林、厄

贝沙坦、瑞舒伐他汀钙片、酒石酸美托洛尔片、辛伐他汀胶囊等药物治疗，有 2 型糖尿病 5 年，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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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甘精胰岛素 10u 皮下注射 qn，二甲双胍 500mg Tid，血糖控制不详。平素偶有饮酒，无酗酒史，

无吸烟史，无食物及药物过敏史。无相关肿瘤家族史。 

患者 2 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上腹部持续性胀痛，未向他处放射，无恶心、呕吐、无畏寒、发热、大

汗淋漓，无咳嗽、咳痰等症状，当时未子以重视，未行特殊治疗，自行在家休息，第 2 天清晨感疼

痛较前有所加重，性质同前，遂于我院急诊就诊，就诊期间出现非喷射性呕吐 6 次，呕吐物为暗红

色血性液体，总量约 200ml，件全身冷汗，无明显头晕、胸闷、气促等不适，急查血常规：血常规：

红细胞数 (RBC)5.09*10^12/L;血红蛋白 (HGB)152g/L; 血小板数 (PLT)281.0*10^9/L; 白细胞数

(WBC)12.6*10^9/L.，胃液常规及隐血试验：阳性，肝肾功能、电解质、心肌标志物、血功能、输

血全套无明显异常，上膜部 CT 提示胃内占位性病变，考虑为血块影，2 脂肪肝，急诊拟上消化道

出血收入我科。 

入院查体：T36.5℃，P79 次/分，R20 次/分，Bp127/81mmHg，神志清楚，无贫血貌，心肺无异

常，腹平软，剑突下压痛阳性，轻微反跳痛，肠鸣音 6 次/分。四肢末梢温。神经系统（-）。 

结果 入院后治疗：入院后第 1d 行急诊胃镜见胃腔内大量血性液体及巨大血肿，胃黏膜似有撕裂，

内镜下难以止血，予以耐信抑酸、生长抑素、血凝酶止血、补液、心电监护、吸氧等治疗，效果欠

佳，患者仍间断呕血，第 2 天复查血常规：红细胞数(RBC)3.78*10^12/L; 血红蛋白(HGB)123g/L; 

血小板数(PLT)260.0*10^9/L; 白细胞数(WBC)13.2*10^9/L。再次尝试内镜下止血，内镜下见胃黏

膜撕裂，并有翻转。建议急诊外科手术治疗，于当天行急诊胃大部切除术。 

结论 胃黏膜自发性撕裂出血危险因素主要有男性、饮酒、滑动性食管裂孔疝、腹内压剧烈升高、

凝血功能障碍、胃部相关疾病等。 

 
 

PU-1488 

贲门失迟缓的内镜治疗分析 

 
宋丽媛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收集并分析我内镜中心 268 例贲门失弛缓患者的一般资料及治疗前后数据，比较内镜下

单球囊扩张、双球囊扩张及经内镜下环形肌切开术（POEM）治疗贲门失弛缓患者在疗效、并发症、

复发情况等方面的差异。 

方法 选择 2007 年至 2017 年沈大连市中心医院胃镜室诊治的 268 例贲门失弛缓患者。按治疗方式

不同分为单球囊扩张组、双球囊扩张组、POEM 组，每组内按吞咽困难分级分为 I、II、III、IV 级。

记录不同治疗分组的贲门失弛缓患者在不同性别及年龄段的例数，分析其有无统计学差异。比较 I、

II、III、IV 级患者单球囊扩张及双球囊扩张治疗后的疗效、复发时间及治疗前后食管中下段直径变

化，I II、IV 级患者经过双球囊扩张及 POEM 治疗后的并发症、疗效及食管中下段直径变化。 

结果 1、单球囊扩张治疗与双球囊扩张治疗比较： 疗效上：对于 I 级患者两个治疗组均表现为 100%

有效，而对于 II-IV 级患者 二者在疗效上存在明显差异性。 并发症：二组患者均有少量出血现象，

但无穿孔并发症，统计结果显示两种 方法在并发症上无差异。 

随访情况：双球囊扩张在术后 1 个月、3 个月及 1 年随访时仍较单球囊扩张有 疗效优势；二者治

疗前后食管中下段扩张直径变化在 1 个月内无差异，但 3 个月 以后二者差异性明显，双球囊扩张

直径小于单球囊扩张；而单球囊扩张的复发时 上明显短于双球囊扩张，且统计结果存在明显差异

性。 

2、双球囊扩张与 POEM 治疗比较：疗效上：对于 III 级患者二者在疗效上无差异，但显效率双球

囊扩张组低于 POEM 组患者，而 IV 级患者二者出现统计学差异，同样显效率 POEM 组高于双球 

囊扩张组患者。并发症：在并发症方面双球囊扩张优于 POEM 组，出血情况的数据显示二者 存在

统计学差异。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267 

随访情况：术后 1 月二者在疗效上出现差异性，但食管中下段直径变化上无差异性，而 3 月-1 年

不关是疗效还是食管中下段直径均出现差异性。因 POEM 技术开展时间短，复发情况无法统计差

异，但就从目前所治患者来看，均无复发情况。 

结论 1：单球囊扩张及双球囊扩张对贲门失弛缓患者均有明显疗效，二者在术中并 发症上无明显差

异。但双球囊扩张的疗效对于吞咽困难 II-IV 级贲门失迟缓患者明 显优于单球囊扩张，术后疗效持

续时间也较单球囊扩张长。 2： POEM 治疗的短期疗效优于双球囊扩张，吞咽困难等级越高的患

者疗效 越 显著，但因开展时间短，其远期疗效还有待观察。 

 
 

PU-1489 

活化白细胞黏附分子对肝癌 HepG2 细胞体内外生物特性的影响 

 
王南萍,王逸云,钟立,唐也,余师师,张秉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过表达活化白细胞黏附分子（ALCAM）对人肝癌细胞 HepG2 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方法 将重组腺病毒 PSES-Ad-ALCAM 和空载体分别感染人肝癌细胞株 HepG2；采用蛋白质印迹法

检测细胞中 ALCAM 蛋白表达；Transwell 检测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CCK-8 法、FCM 分别检测细

胞活力和凋亡变化；建立 HepG2 小鼠移植瘤模型，在瘤内注射重组腺病毒 ALCAM-siRNA 以及

Ad-ALCAM，观察 ALCAM 基因沉默或过表达对移植瘤生长影响，绘制瘤体生长曲线并测其质量；

使用 IHC 检测瘤体 ALCAM 蛋白及 CD34 表达情况。 

结果 Wenstern blot 结果显示 Ad ALCAM 组与其余两组比 ALCAM 表达增加（P<0.05），表明腺

病毒载体 pSES-Ad-ALCAM 能对 HepG2 细胞中 ALCAM 蛋白有效过表达。采用 CCK-8 检测转染

病毒载体后的细胞活力，分别从转染后 24 h、48 h、72 h 测得细胞活力，Ad ALCAM 组与其余两

组比，细胞活力从转染后第 48 h 后明显增强（P<0.05），ALCAM 能增加细胞活力。通过 FCM 测

定细胞感染病毒后凋亡情况，Ad-ACLAM 组中细胞的凋亡率较其余两组下降（P<0.05），过表达

ALCAM 后 HepG2 细胞的抗凋亡能力增加。Transwell 实验检测 ALCAM 对细胞侵袭性的影响，过

表达组迁移及侵袭实验中穿过小室膜的细胞数分较其余两组降低（P<0.05），表明 ALCAM 可抑制

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体内实验表明，ALCAM siRNA 组与对照组比瘤体体积减小、重量减轻

（P<0.05），Ad-ALCAM 组与对照组比瘤体体积增大、瘤体重量增加（ P<0.05），表明 ALCAM

过表达可促进肿瘤生长。IHC 表明，干扰组中 ALCAM 蛋白表达为浅黄色或无染色，呈-/+，对照组

中为棕黄色或浅黄色，呈+/++，过表达组中为棕褐色，呈+++；CD34 主要为内皮细胞细胞表达，

根据血管密度计数 MVD，在干扰组、对照组、过表达组中发现，Ad-ALCAM 组与对照组比瘤体表

达 ALCAM 蛋白和 CD34 数量均增加（P＜0.05)，ALCAM-siRNA 组与对照组比肿瘤移植瘤组织中

表达 ALCAM 蛋白的表达水平和 CD34 数量均减少（P＜0.05）。 

结论 ALCAM 可能调控了肝癌细胞的增殖能力以及侵袭能力，且 ALCAM 有促进肿瘤生长的作用，

有望成为诊断肝癌和评估其预后的标志以及治疗肝癌的潜在生物靶点。 

 
 

PU-1490 

经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治疗食管固有肌层肿瘤的疗效分析 

 
朱晓佳,杨力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经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STER)治疗食管固有肌层肿瘤的疗效。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我院 28 例经超声内镜及胸部 CT 证实为食管固有肌层肿

瘤的患者，均接受经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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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所有患者均在隧道内完整切除肿瘤，瘤体大小 1.5-3.0cm，平均 1.9cm，术后病理证实为平滑

肌瘤 16 例，间质瘤 12 例，无 1 例需中转外科手术；其中 4 例出现皮下气肿，1 例出现气胸，无术

后出血发生；随访 2-10 月，无肿瘤残留或复发。 

结论 经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可安全有效地治疗食管固有肌层肿瘤。 

 
 

PU-1491 

水下内镜黏膜切除术治疗结直肠息肉的疗效分析 

 
朱晓佳,杨力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水下内镜黏膜切除术治疗结直肠息肉的疗效。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我院 26 例结直肠息肉患者，均接受水下内镜切除技术

（UEMR）。 

结果 所有患者均完整切除息肉，息肉大小 10-40mm，平均直径在 28mm，其中大于 20mm 的结肠

侧向发育型肿瘤 10 例，采用分片切除术，16 例整块切除。术后病理证实腺瘤 15 例，管状腺瘤 9

例，锯齿状腺瘤 2 例，所有病灶均完整切除，无一例穿孔发生，有 1 例患者术后第三天出现迟发性

出血，病灶位于乙状结肠，再次内镜下进行止血术，术后恢复良好；所有患者术后 6 个月随访无肿

瘤残留或复发。 

结论 水下内镜黏膜切除术可安全有效地治疗结直肠息肉。 

  
 

PU-1492 

内镜超声检查在胃异位胰腺诊断及内镜下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冷芳,杨力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超声检查在胃异位胰腺诊断及指导内镜下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总结我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 28 例内镜切除术后病理证实为异位胰腺的患

者，记录病变的部位、大小，EUS 下病灶来源层次、回声特征，以及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

治疗情况。 

结果 28 例胃异位胰腺中，21 例发生于胃窦，5 例发生于胃体，2 例发生于胃底，内镜下多表现为

黏膜隆起，中央见脐样凹陷；EUS 下呈现低回声 23 例，等回声 3 例，偏高回声 2 例，内部以不均

匀混杂回声为主，部分见特征性管状结构样回声。28 例均行 ESD 治疗，术后无出血穿孔等并发症。 

结论 EUS 可有效地用于诊断异位胰腺，并在术前为操作者提供可靠的信息，提高内镜治疗的有效

性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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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3 

炎症性肠病患者肠道菌群变化与发病关系研究 

 
杨姝,刘晓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目的 正常情况下, 肠道微生物与宿主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动态平衡, 微生物从宿主那里吸取养分

为己所用, 宿主借助微生物来降解一些自身不能分解利用的物质。随着长期的进化, 二者形成了对自

己最有力的菌种[1,2]。 

肠道微生物与黏膜免疫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肠道内对免疫反应的引导和调节起重要的作用。炎症性肠

病患者黏膜发生病变是由于共生微生物过度和免疫的失调引起的。异常菌群降低了肠道微生物生态

系统的复杂性，是克罗恩病和肠道功能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共同特点[3]。 

方法 收集患者与健康受试者的血小板、血沉、血白细胞和Ｃ－反应蛋白４项炎性指标的相关数据。

于无菌条件下取得患者与健康受试者的新鲜粪便约１０ｇ于厌氧罐送至采样室。采用琼脂培养基准

备各菌型相应的选择性培养基。参考日本冈知足法，细菌鉴定到属的水平，检测的下限为２×１０
２
 

ＣＦＵ／ｇ湿便，菌落数据均取其对数ＬｇＮ（ＣＦＵ／ｇ）。 

结果 1、肠道菌群数量 与对照组相比，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内的酵母菌属、双歧杆菌属、乳杆菌

属、肠球菌属、拟杆菌属、消化球菌属、小梭菌的数量明显增加，而真杆菌属的数量则显著下降，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克罗恩患者肠内的酵母菌属、乳杆菌属、双歧杆菌属、肠

球菌属、拟杆菌属、消化球菌属的数量有明显增加，而小梭菌、真杆菌属的数量显著下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2、３组受试者肠道菌群阳性检出率 与健康对照组比，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内的双歧杆菌属、乳

杆菌属、拟杆菌属、消化球菌属培养阳性率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克罗

恩病患者肠内的酵母菌属、双歧杆菌属、乳杆菌属、消化球菌属培养阳性检出率显著增高，真杆菌

属培养阳性检出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Ｐ＜０．０５）。 

结论 肠道内菌群比例和数量的变化引起了肠黏膜原有的微生态平衡被破坏，肠上皮细胞对菌群信

号的反应功能发生紊乱，导致免疫应答失调；且由于菌群平衡破坏，造成微量营养物质和氧化还原

电势缺乏，导致患者肠黏膜屏障功能减退，免疫功能下降，从而引起肠黏膜损害，肠道通透性增加，

发生肠道炎症反应［4］。 

 
 

PU-1494 

内镜套扎后剥离治疗小于 1.3cm 起源胃固有肌层的 

平滑肌瘤疗效分析 

 
方军,杨力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套扎后剥离治疗小于 1.3cm 起源胃固有肌层的平滑肌瘤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 2015 年 1 月-2017 年 5 月我院内镜中心收治的 28 例患者，所有患者均在胃镜检查后行

超声内镜检查，明确瘤体大小及起源于胃壁的层面，在丙泊酚辅助麻醉下，胃镜头端安装 Cook 公

司 6 连环套扎器，先行吸引套扎病灶，之后使用 Hook 刀剥离瘤体。 

结果 28 例均为小于 1.3cm 起源胃固有肌层的平滑肌瘤，均使用 Hook 刀成功剥离瘤体，手术时间

（自开始套扎至完整剥离瘤体）17-35min, 平均 23 min，术后无出血及穿孔发生，随访时间 1-12

月不等，内镜见局部瘢痕形成，无瘤体残留或复发。 

结论 内镜套扎后剥离治疗小于 1.3cm 起源胃固有肌层的平滑肌瘤操作简便，安全有效，也为消化

道小的黏膜下肿瘤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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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495 

内镜直视下食管癌恶性狭窄扩张及金属支架置入术疗效分析 

 
朱晓佳,杨力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无 X 线监视内镜直视下食管癌恶性狭窄扩张及金属支架置入术的可行性，安全性及疗效。 

方法 回顾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 28 例食管贲门部恶性狭窄患者，在内镜直视下行扩张

及金属支架置入治疗。 

结果 本组所有患者均扩张至 11-13mm 左右，一次性置入金属支架成功，支架开放良好；探条扩张

后患者均有部分出血，置入支架后多可停止，术后患者有程度不一的胸骨后疼痛，一般 3-7 天后多

可缓解。 

结论 内镜直视下行食管癌恶性狭窄扩张及金属支架置入术安全可行，有助于改善患者的营养，提高

生存质量，改善患者近期症状。 

 
 

PU-1496 

内镜下尼龙绳圈联合高频电切治疗大肠巨大带蒂息肉 32 例分析 

 
方军,胡娜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尼龙绳圈联合高频电切治疗大肠巨大带蒂息肉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内镜中心采用尼龙绳圈联合高频电切治疗的 32

例大肠巨大带蒂息肉临床资料。 

结果  32 例巨大带蒂息肉中，位于升结肠 6 例，横结肠 9 例，乙状结肠 12 例，直肠 5 例，息肉直

径 3.0-5.5cm，平均 4.3cm。 所有息肉均在内镜下成功切除，术中、术后均无出血及穿孔。术后病

理绒毛状腺瘤 12 例，管状腺瘤 8 例，管状绒毛状腺瘤 12 例，其中 4 例已有恶变。 

结论 内镜下尼龙绳圈联合高频电切治疗大肠巨大带蒂息肉操作方便、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497 

自噬蛋白 Parkin 和 p62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王晓林,熊枝繁,曹仕琼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目的 观察自噬蛋白Parkin和p62在人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组织中的表达及与临床病理

特征之间的关系。 

方法 集 50 例结直肠癌标本及 50 例癌旁正常结肠组织,用免疫组化 SP 法检测标本中 Parkin 和 p62

的表达,分析其表达差异及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结果 免疫组化法检测 Parkin 主要表达于细胞浆,在结直肠癌中 Parkin 的表达阳性率为 36%(18/50)，

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阳性率为 72%(36/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62 主要表达于细胞浆,

在结肠癌中 p62 的表达阳性率为 66%(33/50)，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阳性率为 12%(6/50)，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Parkin 表达与细胞分化正相关(P<0.05)，p62 表达与肿瘤临床分期正相关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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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肿瘤细胞自噬活性的提高可能参与了人CRC 的发展，Parkin 和 p62 表达可能是肿瘤细胞发生、

进展的潜在标志物。临床病理检测 Parkin 和 p62 的表达，对判断患者预后,及结直肠癌分子靶向治

疗有潜在的临床意义。 

 
 

PU-1498 

结肠镜下结直肠息肉的临床特征研究 

 
方军,朱晓佳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结肠镜下结直肠息肉患者临床特征、好发年龄及部位，并分析其中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0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本院行结肠镜检查的 1762 名患者，并计算息肉经结肠镜

的检出率，搜集息肉患者的临床特征、多发年龄及好发部位进行分析总结，探寻其中相关性。 

结果  1762 例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经结肠镜发现大肠息肉者为 366 例，检出率达 20.77%，经病理

活检证实其中息肉患者为 292例，故检出率为 16.57%，且结肠镜诊断结肠息肉的准确率高达 79.78%。

其中，男 196 例，女 96 例，男女比例约 2：1，且好发年龄为 51-65 岁(69.96%)，经随访统计发现：

结直肠息肉患者临床表现主要为腹痛腹胀、腹泻、大便习惯及性状改变、便秘、便血、贫血等，其

中便血和腹痛腹胀发生几率最高。部分患者无任何临床表现。此外，结肠镜显示：结直肠息肉分布

常见于结肠全曲，其中乙状结肠和直肠的发病率最高（乙状结肠发生率 19.95%，直肠发病率为

19.72%）。结直肠息肉患者与健康者在发病年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临床表现患者

与无临床表现患者在息肉发生部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便血、贫血症状的患者与无此

症状患者的息肉直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结直肠息肉患者多发年龄为 51-65 岁(69.96%)，且男女比例为 2:1，男性多发。临床表现以便

血（20.89%）和腹痛腹胀（29.77%）为主，息肉的分布以乙状结肠（19.95%）和直肠（19.72%）

为主。且有便血或贫血症状的患者其息肉直径>1.0cm 的几率显著高于无此症状的患者。结肠镜检出

率为 16.57%，且准确率高达 79.78%，由于其检出率高且较为安全可靠，无明显禁忌人群和不良反

应，多在临床上推广。 

  
 

PU-1499 

内镜粘膜下剥离术治疗消化道良性肿瘤 30 例临床分析 

 
朱晓佳,杨力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在治疗消化道良性肿瘤中

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近 2 年电子胃肠镜发现的 30 例胃与大肠黏膜及黏膜下良性肿瘤，内镜超声检查和/或病理

活检进一步明确病灶大小、位置及性质。ESD 操作步骤：黏膜下注射液体以抬高病灶，接着预切开

病灶周围黏膜，之后使用 hook 刀或 IT 刀沿病灶黏膜下层完整剥离病灶。 

结果 30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 ESD 治疗，病变直径 1.0-3.5cm，平均 2.3cm，ESD 手术时间 30-175min , 

平均 73 min， ESD 治疗过程中创面均有少量出血，均经电凝或金属钛夹止血，无术后延迟出血发

生，穿孔发生率为 6.7%(1/15)，术后随访 1-8 个月，未见肿瘤残留或复发。 

结论 ESD 作为一种内镜微创治疗，能实现较大病灶的完全剥离，为临床提供完整的病理学资料，

也为消化道黏膜及黏膜下良性肿瘤的治疗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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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0 

Analysis of Therapeutic Effect of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Laparoscopy and Laparotomy on 

Pancreatic Pseudocysts 

 
Qiuman Lin 

Pingxiang Municipal people hospital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endoscopic ultrasound laparoscopy, and laparotomy 
pancreatic pseudocysts through.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pseudocyst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0 to May 2018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s the subject of the stud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the patients were assigned into 3 groups: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n=32) , 
laparoscopy treatment(n=28), laparotomy treatment(n=30). For the ultrasound endoscopy group, 
the patients accepted gastric cysts drainage according the guidance of EUS. For the laparoscopy 
group, the patients accepted cystogastrostomy drainage or cyst-jejunostomy with Roux-en-Y. For 
the laparotomy group, the patients accepted cystogastrostomy or cyst-jejunostomy with 
Roux-en-Y. The operative tim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cure rate, hospitalization time, 
postoperative activity time, hospitalization cost, complication rate and recurrence rate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3 groups.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laparotomy group, the operation time,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time, activity tim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the postoperative pain, nausea, vomiting score, 
postoperative exhaust tim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group and 
laparoscopy group. (2) Compared with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3) Compare with the cure rate and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rate,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Conclusions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y is the preferred plan for pancreatic pseudocysts. 
Laparoscopy is alternative plan under the condition without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and 
laparotomy is the last plan. 
 
 

PU-1501 

内镜金属钛夹治疗上消化道 Dieulafoy 病的疗效分析 

 
叶长根,方军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经内镜金属止血夹治疗 Dieulafoy 病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20 例 Dieulafoy 病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本组患者再出血率为 5%,早期止血率为 100%。平均住院天数(4±0.75)d,无 1 例需转外科手术

治疗,无穿孔及其他并发症发生。 

结论 经内镜下金属止血夹治疗 Dieu-lafoy 病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方法,方法简单、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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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2 

超声内镜在上消化道粘膜下肿瘤诊断与微创治疗中的价值 

 
冷芳,杨力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内镜（EUS）在上消化道粘膜下肿瘤（SMT）中的诊断及治疗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8 例上消化道 SMT 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 EUS 诊断上消化道 SMT 的符合率，

内镜下治疗上消化道 SMT 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结果 EUS 诊断上消化道 SMT 符合率为 90.81%；EMR 手术病变一次性完整切除率为 88.461%， 

ESD 病变一次性完整切除率为 95.65%。 

结论 EUS 对上消化道 SMT 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出上消化道 SMT 的性质；

为安全、有效治疗上消化道 SMT 提供重要依据。 

 
 

PU-1503 

急诊内镜治疗消化性溃疡并出血的临床疗效观察 

 
朱晓佳,杨力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急诊内镜治疗消化性溃疡并出血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近 2 年来我院消化内科收治的 87 例消化性溃疡并出血患者，所有患者均行急诊内镜下治

疗,发现喷血或渗血病灶先行 FD-410LR 高频治疗钳热凝，之后再使用 APC 处理创面，对于覆着血

凝块则先行冲洗，并对其下出血病灶使用上述方法治疗，术后静脉使用 PPI。 

结果 87 例患者即刻止血率达 94.2%（82/87）,5 例止血失败者喷血者 2 例，巨大溃疡渗血 2 例，病

变位于球降交界处内镜下难以止血 1 例，均转外科手术治疗。81 例止血成功者住院期间 4 例再发出

血，3 经再次内镜下止血成功，另 1 例转外科手术。 

结论 急诊内镜下联合 FD-410LR 高频治疗钳热凝加 APC 治疗消化性溃疡并出血起效迅速，疗效明

确，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1504 

注水肠镜对于普通肠镜检查患者舒适度改善分析 

 
朱晓佳,杨力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注水肠镜对于普通肠镜检查患者舒适度有无改善 

方法 选取 100 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均由经验丰富的医师进行肠镜检查。实验组肠镜

检查过程中关闭注气，全程由护士不断注水进行，对照组则普通肠镜检查。检查结束后调查患者舒

适度反馈，分四度：无明显痛感，轻微痛感，痛感可以忍受，痛感明显难以忍受。 

结果 实验组 50 例患者中，17 例无明显痛感，18 例轻微痛感，12 例痛感可以忍受，3 例痛感明显

难以忍受。对照组 50 例患者中，5 例无明显痛感，12 例轻微痛感，18 例痛感可以忍受，15 例痛感

明显难以忍受。 

结论 注水肠镜能提高普通肠镜患者检查的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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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05 

根除 Hp 治疗对 2 型糖尿病合并胃轻瘫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甘丽虹,幺玲,方念,邓峰,郑丽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根除 Hp 治疗对 2 型糖尿病合并胃轻瘫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筛选2016年5月～2017年12月在我院就诊的2型糖尿病合并胃轻瘫伴Hp感染患者120例，

按随机数字表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实验前比对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空腹、餐后 2h 血糖水

平及胃排空时间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降糖治疗, 两周为一疗程,共四周. 对照组患

者在此基础上给予多潘立酮片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抗 Hp 感染治疗。 

结果 治疗后,（1）观察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及餐后 2h 血糖分别为(7.78±1.51)mmol/L、(12.18±3.25) 

mmol/L 低于对照组(P＜0.05)；（2）观察组患者的胃排空时间(5.56±1.13)h 少于对照组患者(P＜0.05)；

（3）观察组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为(7.05±1.26)％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4）观察组

患者上腹部饱胀、恶心、呕吐症状缓解率（58%）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根除 Hp 治疗能减少 2 型糖尿病合并胃轻瘫患者的血糖波动及帮助更好的控制血糖水平，能加

快胃排空时间从而改善胃轻瘫导致的许多消化道症状。故根除 Hp 感染对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胃轻

瘫症状有较好的疗效。 

 
 

PU-1506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 281 例临床与病理学分析 

 
方军,胡娜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的临床与病理特点。 

方法  以―自身免疫性胰腺炎‖为关键词，通过中国医院知识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检索

2000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公开发表的文献，进行汇总统计分析。 

结果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多见中 老年男性，临床表现以腹痛及腹部不适（74.7%）、黄疸（63%）、

消瘦（32.7%）多见；临床合并症较多，多为自身免疫性疾病，以 2 型糖尿病多见(51.6%)；实验室

检查多为黄疸（64.1%）、球蛋白升高（70.1）及 IgG4 升高(52%)为主，可出现自身抗体阳性；影

像学检查提示胰腺弥漫性（62.6%）、节段性（27.6%）、局灶性增大（7.4%），胰腺呈―腊肠样‖

改变，可见胰腺周围淋巴结肿大、胰管不规则狭窄、胆管不规则狭窄与扩张，极易误诊误胰腺癌；

EUS 联合 EUS-FAN 确诊率最高；激素治疗效果显著 。 

结论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慢性复发性胰腺炎已经逐步被大家认识，但是仍然容易

误诊、漏诊甚至误治，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疗水平显得尤其重要。 

 
 

PU-1507 

伊托必利在便秘患者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的效果分析 

 
朱晓佳,杨力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伊托必利在便秘患者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中是否有附加清洁效果。 

方法 157 例需行肠镜检查的便秘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74 例）与对照组（73 例），治疗组行肠

镜检查前 6h 同时口服伊托必利 100mg 和 20％甘露醇 250ml，之后 1h 服用 5％GNS1000ml。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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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行肠镜检查前 6h 单纯口服 20％甘露醇 250ml，之后 1h 服用 5％GNS1000ml。嘱患者服药后适

量运动。避免躺卧。直至解出清亮粪水。 

结果 治疗组的肠道清洁度明显优于对照组（91.5%比 73%）．两者有显著性差异(P<0.01)。 

结论 便秘患者肠镜检查前肠道准备中加服伊托必利可明显提高肠道清洁效果，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U-1508 

强化营养疗法在内镜治疗肝硬化伴食管 

静脉曲张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向阳,方军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强化营养疗法在内镜治疗肝硬化伴食管静脉曲张患者中的效果。 

方法 将 2015 年 2 月-2017 年 12 月来我院内镜治疗肝硬化伴食管静脉曲张的 7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各 35 例。对照组每 2 周对患者进行 1 次内镜下硬化剂注射治疗，治疗组患者在对照

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患者强化营养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其食管静脉曲张的转归状况。 

结果 在治疗期间,治疗组中注射点溃疡的发生率(62.86%)显著低于对照组(91.43%)。在内镜检查中

对照组患者溃疡渗血的发生率(28.57%)显著高于治疗组(5.71%)。对照组患者其静脉曲张平均的消失

时间显著长于治疗组,两组间差异在统计学上有意义(P<0.05)。在观察期间,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之后，治疗组患者的 Child-Pugh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其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肝硬化伴食管静脉曲张患者在接受内镜下硬化治疗期间辅助给予强化营养疗法有助于改善患

者的临床转归。 

 
 

PU-1509 

联合血液净化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疗效探讨 

 
方军,杨力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联合血液净化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40 例 SAP 患者按入院早晚随机分 2 组，常规治疗组和 CBP（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组。观察各组治疗前后以及两组间 APACHEII 评分、血清淀粉酶、SCr 、CRP、WBC、BE、SaO2

的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后，两组的血清淀粉酶、SCr、CRP、WBC、BE、SaO2 值均低于治疗前，但 CBP 组

SCr、CRP、AMS、WBC、BE、SaO2 组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 APACHEII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后两组间 APACHEII 评分并无

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血液净化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效果明显，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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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0 

心得安联合内镜套扎治疗预防食管静脉曲张再出血的疗效分析 

 
杨力,朱晓佳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心得安联合内镜套扎治疗与单独内镜套扎治疗预防食管静脉曲张再出血的疗效。 

方法 65 例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患者随机分为心得安联合内镜套扎治疗组（33 例），单独内镜

套扎治疗组（32 例），平均随访 12 个月，比较两组间再出血率，门脉高压性胃病，食管静脉曲张

复发和胃底静脉曲张的发生率。 

结果 两组治疗后随访第 6，12 个月显示，与单独内镜套扎治疗比较，心得安联合内镜套扎治疗显著

降低再出血率(15.2% vs 37.5%，21.2% vs 46.9%，P＜0.05)，门脉高压性胃病(18.2% vs 43.8%，

30.3% vs 56.3%，P＜0.05) , 食管静脉曲张复发 (15.2% vs 37.5%，24.2% vs 50.0%，P＜0.05)

和胃底静脉曲张的发生率(12.1% vs 34.4%，21.2% vs 46.9%，P＜0.05)。 

结论 心得安联合内镜套扎治疗是二级预防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的首选治疗方法。 

 
 

PU-1511 

护理干预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留置鼻空肠管中的应用 

 
徐玲燕,吴白慧 

景德镇同济医院（原: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留置鼻空肠管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收治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 31 例，均采用鼻空肠管行早期肠内营养治疗，给予患者护理干预，

观察治疗效果。 

结果 置管成功率 100%。全组治愈 29 例，死亡 2 例 

结论 加强对放置鼻空肠管的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的护理，保证管道效能，确保正常的肠内营养疗效，

在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PU-1512 

胃结肠息肉患者应用内镜切除的术后护理体会 

 
徐玲燕,吴白慧 

景德镇同济医院（原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对胃结肠息肉患者提供内镜切除术治疗的术后护理要点。 

方法 将我我院于 2013 年 5 月～2015 年 3 月间收治的 92 例胃结肠息肉患者，按照数字表法将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 46 例与研究组 46 例，为对照组患者提供常规围手术期护理服务，为研究组患者提

供术后护理干预，总结两组患者术后穿孔及出血发生率，评估患者对护理质量评分及心理焦虑评分。 

结果 对照组术后出血、1 年后息肉复发率均高于研究组（P＜0．05），但穿孔发生率结果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者对于临床提供的术后并发症预防、健康教育、饮食指

导及用药监督等服务质量评分均低于研究组（P＜0．05）。干预前两组患者心理焦虑评分结果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研究组心里焦虑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护士为胃结肠息肉患者提供常规护理基础上，重点做好术后护理干预措施，可有效降低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改善患者心理焦虑情绪，提高科室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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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3 

化性溃疡患者中特发性溃疡的比例 

 
刘敏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为了明确 PUD 的各种危险因素所占比例并分析特发性 PUD 的发病率及其临床特点 

方法 通过胃粘膜活检组织学检查和/或血清抗体测定和/或C13-尿素呼气试验明确H.pylori的感染情

况并在胃镜检查当天了解患者的服药史（NSAID/阿司匹林）及合并症等相关病史等情况，受试者共

分为四组：H.pylori 感染组，NSAID/阿司匹林药物组，H.pylori 感染+药物组，非 H.pylori 感染非药

物组（特发性溃疡组）。 

结果 特发性溃疡组的患者与 H.pylori 感染组和 NSAID/阿司匹林药物组差异较大，然而多元分析结

果显示 PUD 的三个独立预测因子包括年龄，地域及合并症的情况。 

结论 特发性溃疡组的患者与 H.pylori 感染组和 NSAID/阿司匹林药物组差异较大，然而多元分析结

果显示 PUD 的三个独立预测因子包括年龄，地域及合并症的情况。 

 
 

PU-1514 

胃石及溃疡的治疗 

 
刘晓波,孟凡军 

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目的 胃石症是指进食某种食物、物品或异物，即不能被消化，又不能通过幽门而在胃内潴留并聚集

而结成的团块。根据其成分分为：植物性胃石、动物性胃石、药物性胃石、混合性胃石。在本地以

植物性胃石为主。胃石常常会合并胃溃疡。本研究为探索治疗胃石及溃疡的最佳方法。 

方法 本研究对象为近十年我们科室收治的 120 例患者。男 42 例，女 78 例。年龄从 24-77 岁。120

例患者中有 102 例进食山楂，8 例进食柿子。10 例为其它原因。发病时间大多在 1-15 天内，有 2

例为 5 个月。临床表现：每一例病人都有腹痛症状。部分病人有反酸、烧心、呕吐症状。26 例镜下

有出血。所有的患者均经胃镜检查证实。胃石为黑褐色或棕色。大多为类圆形, 表面光滑。96 例为

单发结石，24 例为多发结石。最多 1 例为 5 个结石。多数结石为 3-6 厘米大小。最大 1 例长径 12

厘米。有 72 例胃镜下可见溃疡,并以胃角溃疡为主，其中 32 例为多发溃疡。16 例为糜烂性胃炎。 

方法 所有病人均经胃镜检查诊断明确,大于 6 厘米的结石先给予内镜下处理,用圈套器、异物钳、碎

石器抓咬、套切,入院后给予软食，症状明显并出血的患者给予禁食，并给予静滴质子泵抑制剂， 同

时口服 5%碳酸氢钠 50 毫升/次，每日三次。 

结果 治疗后患者腹痛症状消失，一周后复查胃镜有 110 例胃石溶解排出(91.67%)，胃溃疡明显好

转，出血停止。还有 10 例半月复查均全部溶解排除。所有患者都无梗阻等并发症出现。适时再次复

查胃镜，溃疡全部愈合。治疗效果显著。 

结论 胃石的治疗方法有体外按摩腹部碎石、内镜下机械碎石、药物碎石，合并并发症如梗阻、穿孔

可手术治疗。60%的患者合并有胃溃疡。且溃疡一般较深大。本组研究以药物碎石为主，个别患者

辅以内镜下碎石，治疗效果显著，本组内所有患者半月内均碎石治疗成功,无并发症，患者痛苦小，

药物治疗的同时治疗并发的胃溃疡, 疗效确切。是治疗结石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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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5 

40 例肝硬化合并肝性脑病临床分析 

 
王宇 

大连市友谊医院 

 

目的 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常见并发症和死亡原因。本文对大连市友谊医院 2013 年 1 月-2017 年 1 月

收治的 40 例肝硬化合并肝性脑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重点分析了影响患者预后的相关

因素，指导治疗。 

方法 1、研究方法：对 40 例病例资料作回顾性分析研究。 

2、观察项目：（1）流行病学资料：发病年龄、性别、病因构成和病死率。（2）诱因：常见诱因及

发病、死亡情况； （3）临床表现：常见症状、体征发病；血常规、肝功能、凝血象、肾功能、血

离子的临床特征。（4）预后：性别和年龄、诱因和治疗、症状和体征、child-pugh 分级、实验室检

查、并发症与预后的关系。 

3、统计学方法：实验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配对的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进行分析，多组间均

数比较用方差分析。率的比较、定性资料分析采用 χ
2检验。P<0.05 示差异有显著性，P<0.01 示差

异十分显著。 

结果 1、肝硬化肝性脑病患者以男性多见，中、老年为发病高峰。肝硬化的病因以乙型肝炎为主。

肝硬化肝性脑病的病死率为 22.97%。2、肝硬化肝性脑病发病常有诱因。最常见诱因为：上消化道

出血、各种感染、电解质紊乱。死亡患者最常见诱因为上消化道出血、肾功能不全、感染。诱因数

量越多，预后越差。3、肝硬化肝性脑病突出的临床表现有黄疸、腹水和睡眠异常。死亡患者多出现

黄疸、腹水和昏迷。脑病分期越高，预后越差。4、诱因、黄疸、腹水、肝性脑病分期、肝功能检查、

血常规、凝血象、肾功能、血离子、child-pugh 分级、并发症与预后相关性显著。 

结论 诱因的多少、肝功能损害程度与肝性脑病的预后密切相关。积极去除诱因和防治并发症是治疗

肝性脑病的关键。 

 
 

PU-1516 

抗幽门螺旋杆菌四联方案与三联方案 HP 根治率效果比较 

 
李晨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抗幽门螺旋杆菌四联方案与三联方案根治 HP 疗效比较 

方法 纳入我院 2017年 1-6月份 50例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阳性的胃溃疡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A、

B 两组各 25 例，A 组使用 4 联方案（雷贝拉唑+阿莫西林+呋喃唑酮+枸橼酸铋钾），B 组采用 3 联

方案（雷贝拉唑+阿莫西林+呋喃唑酮），疗程为 10 天，比较两组方案停药 1 个月后 HP 阴性率。

另纳入2017年2-10月份50例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阳性的十二指肠溃疡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C、

D 两组，C 组采用 4 联方案（果胶铋+四环素+呋喃唑酮+雷贝拉唑），D 组采用 3 联方案（果胶铋+

四环素+呋喃唑酮），疗程 10 天，比较两组方案停药 1 个月后 HP 阴性率 

结果 A 组幽门螺旋杆菌根治率 95.20%，明显高于 B 组幽门螺旋杆菌根治率 78.00%，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C 组幽门螺旋杆菌根治率 97.65%，明显高于 D 组幽门螺旋杆菌根治率

82.83%，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临床常见的抗幽门螺旋杆菌三联疗法与四联疗法根治 HP 均有良好效果，其中四联疗法 HP 根

治率明显优于三联疗法，值得临床推广，成为一线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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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17 

不同剂量生长抑素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疗效对比观察 

 
刘飞 

普兰店区中心医院 

 

目的 常规剂量及双倍剂量生长抑素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疗效对比观察 

方法 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85 例病人随机分两组，治疗组 43 例和对照组 42 例。采用常规

剂量 250ug/h 微量泵泵入，连续 5-7 天，治疗组 500ug/h 微量泵泵入，连续 3 天，出血停止后改为

常规剂量 2-4 天。 

结果 双倍剂量组在止血有效率优于常规剂量治疗组（p<0.05) 

结论 双倍剂量组在止血效果优于常规剂量治疗组 

 
 

PU-1518 

High dose dual therapy vs. bismuth quadruple therapy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treat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xue yang

1
,Jin-xia Wang

1
,Liang-Ping Li

1
,Sheng-Xi Han

1
,Cai-Ping Gao

1,2
 

1.Sichuan Academy of Science &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2.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high-dose dual 
therapy (HDDT) in the treatmen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infection. 
Methods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RCTs) comparing HDDT to bismuth quadruple therapy (BQT) 
were identified from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and CNKI and Wanfang databases in 
Chinese up to March 2018. A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and side 
effects of these two regimens for H. pylori infection by using Review Manager 5.3. Dichotomous 
data were pooled to score the relative risk (RR)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Results Four RCTs that included 829 patients with a diagnosis of H. pylori infection were 
assessed. Overall the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both HDDT and BQT achieved similar efficacy of 
intention-to-treat (ITT) eradication rate 85.5% vs. 87.2%, RR 1.01 (95%CI: 0.96 to 1.06), P = 0.63, 
and of per-protocol (PP) eradication rate, 88.4% vs. 91.5%, RR 1.00 (95%CI: 0.96 to 1.04), P = 
0.99, and adherence 97.8% vs. 95.0%, RR 1.01 (95%CI:0.99 to 1.04), P = 0.32, but side effects 
were more likely in BQT [14.4% vs. 40.4%, RR 0.42 (95%CI: 0.32 to 0.54), P < 0.00001]. 
Conclusions Both HDDT and BQT can achieve similar eradication rates for H. pylori infection and 
adherence and generally HDDT cause fewer side effects. 
 
 

PU-1519 

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早期置入空肠营养管对 

病情进展及预后的影响 

 
蔡宇,邱新平 

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 

 

目的 急性重症胰腺炎是消化内科常见的一种急腹症，既造成胰腺局部严重损害，而且随着病情发展，

又会造成机体多个系统、脏器官发生病理变化，具有并发症多、病情进展快、致死率高等特点[1]。

因此在治疗 SAP 时，无论是人体自身的免疫机制或者是治疗性干预，目标都在于下调过度的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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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遏制可能发生的广泛性的组织自身破坏。急性重症胰腺炎病情凶险，目前主要以综合保守治

疗为主，辅以手术及其他治疗，其中营养支持治疗是重要环节。恰当的营养支持在机体高代谢及负

氮平衡状态下可降低感染率及病死率，是我们一直关注的热点。过去，我们主张通过禁食让胰腺获

得休息，从而改善疾病结局。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试验研究表明，相比禁食早期肠内营养让胰腺

炎患者获益显著。临床相关研究显示[2]，有效的营养支持治疗可以显著改善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全

身状况及预后，降低致死率。本研究分析了不同营养治疗方式对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病情进展及预

后影响，旨在为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探讨对急性重症胰腺炎患

者早期置入空肠营养管，采用肠内营养支持，对病情进展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将 100 例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早

期肠外营养治疗，观察组给予早期肠内营养治疗，治疗 7d 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计总

住院时间及费用的情况。 

结果 观察组住院时间、住院费用为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APACHE-Ⅱ评分、肠功能

恢复时间、SIRS 改善时间、MODS 发生率和胰腺及胰周感染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早期置入空肠营养管，采用肠内营养支持治疗有效减少了重症胰腺炎患者体内炎症细胞因子的

分泌，减少了全身炎性反应及继发感染，改善了患者全身状况，值得临床重视。 

 
 

PU-1520 

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早期置入空肠营养管对 

病情进展及预后的影响 

 
蔡宇,邱新平 

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 

 

目的 急性重症胰腺炎是消化内科常见的一种急腹症，既造成胰腺局部严重损害，而且随着病情发展，

又会造成机体多个系统、脏器官发生病理变化，具有并发症多、病情进展快、致死率高等特点[1]。

因此在治疗 SAP 时，无论是人体自身的免疫机制或者是治疗性干预，目标都在于下调过度的炎性

反应，遏制可能发生的广泛性的组织自身破坏。急性重症胰腺炎病情凶险，目前主要以综合保守治

疗为主，辅以手术及其他治疗，其中营养支持治疗是重要环节。恰当的营养支持在机体高代谢及负

氮平衡状态下可降低感染率及病死率，是我们一直关注的热点。过去，我们主张通过禁食让胰腺获

得休息，从而改善疾病结局。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试验研究表明，相比禁食早期肠内营养让胰腺

炎患者获益显著。临床相关研究显示[2]，有效的营养支持治疗可以显著改善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全

身状况及预后，降低致死率。本研究分析了不同营养治疗方式对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病情进展及预

后影响，旨在为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探讨对急性重症胰腺炎患

者早期置入空肠营养管，采用肠内营养支持，对病情进展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将 100 例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给予早

期肠外营养治疗，观察组给予早期肠内营养治疗，治疗 7d 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计总

住院时间及费用的情况。 

结果 观察组住院时间、住院费用为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APACHE-Ⅱ评分、肠功能

恢复时间、SIRS 改善时间、MODS 发生率和胰腺及胰周感染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早期置入空肠营养管，采用肠内营养支持治疗有效减少了重症胰腺炎患者体内炎症细胞因子的

分泌，减少了全身炎性反应及继发感染，改善了患者全身状况，值得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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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21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大肠息肉发生及恶变的相关性分析 

 
张婉婷 

大连市友谊医院 

 

目的 观察幽门螺杆菌与结直肠息肉发生及恶变的关系，以及探讨幽门螺杆菌与其发生及恶变的相关

性，同时分析 HP 感染与结直肠息肉临床特征的关系。 

方法 选择在大连市友谊医院行结肠镜检查发现结直肠息肉的患者 200 例，结直肠肿瘤患者 50 例，

另 50 例结直肠无异常者作为对照，所有入选的人群均行 C14 呼气试验检查以查看有无 HP 感染。 

结果 结直肠息肉组及肿瘤组 HP 阳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P 感染在大肠癌、

绒毛管状腺瘤、炎性息肉间亦存在统计学差异。 

结论 HP 感染与大肠息肉发生及恶变存在相关性，幽门螺杆菌在大肠息肉及肿瘤的发生过程中起到

了积极作用。 

 
 

PU-1522 

Rab23 promote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migration 
via Rac1/TGF-β signaling 

 
Li Zhang,Bingqiang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Rab23 is a member of Ras-related small GTPase family，which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progression of wide range of tumors. However, its biological func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till remains unclear.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Rab23 on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and its potential mechanisms.  
Methods After transfection,The activities of Rac1 were measured by using an Active Rac1 
Pull-Down and Detection Kit. Specific polyclonal antibodies against Rab23, TGF-β, snail, vimentin, 
N-cadherin and E-cadherin were used to detect indicated proteins. Then,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 
and cell migration assay were performed. 
Results We found over-expression of Rab23 promoted the Hep3B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migration,which could be reversed by Rab23 silencing. Rab23 induced Rac1 activation and 
followed progression of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along with upregulation of 
N-cadherin,snail as well as vimentin and downregulation of E-cadherin via upregulating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Silencing Rac1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Rab23-induced 
HepG2 migration and TGF-β. Moreover, knockdown of TGF-β effectively attenuated 
Rab23-induced EMT.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we demonstrated a mechanistic cascade of Rab23 enhangcing 
Rac1 activation and subsequent TGF-β expression, leading to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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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23 

以黑便为首发症状的晚期肺鳞状细胞癌 1 例 

 
杨真真,周晓东,刘志坚,陈幼祥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本例患者首发症状是黑便，胃镜检查考虑为恶性肿瘤并出血，行胸腹部 CT 检查，提示左肺上

门区团块状占位，肝脏多发转移、脾转移瘤可能，进而行支气管镜检查，经病理证实为左肺上叶中

分化鳞状细胞癌。胃镜活检病理诊断胃鳞状细胞癌，鉴于胃癌绝大多数是腺癌，为明确原发还是继

发，遂行免疫组化，CK7(-);CK20(-);P63(3+);P40(3+)进一步证实为肺鳞状细胞癌转移至胃，而非原

发性胃癌。 

 
 

PU-1524 

TIPS 联合弹簧圈栓塞治疗十二指肠静脉曲张出血 

 
李伟之,薛挥,刘梦莹,马富权,李培杰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十二指肠曲张静脉（DV）在 1931 年由 Alberit 首先提出，1973 年由 Kunisaki 等人在内窥镜

下发现。十二指肠静脉曲张代表一种异位的门体分流，通常起源于胰十二指肠静脉，以球部最多见，

其次是降部，横部和升部少见，个别病例可累及整个十二指肠。这类病人约 40%同时有食管、胃底

曲张静脉存在。其门脉高压类型，半数以上为肝外型，1/3 为肝内型，可见，肝外门静脉系统阻塞是

十二指肠曲张静脉形成的重要原因。尽管十二指肠静脉曲张是消化道出血的罕见原因，约占所有静

脉曲张出血的 2.0%~2.5%，然而一旦出血，则很难控制，在最初的出血事件之后已经报道了超过

40％的死亡率。现今对于十二指肠曲张静脉的治疗方法包括内镜治疗、介入治疗、外科手术治疗，

尚无明确标准。本文报道我们采用该技术成功治疗 1 例肝硬化合并十二指肠降部曲张静脉破裂出血。 

方法 TIPS 穿刺成功后，测定门静脉压力 18mmHg，下腔静脉压力 4mmHg，高压注射器造影示肠

系膜上静脉汇入门静脉主干处发出一条粗大迂曲的异位曲张静脉与右肾静脉相交通，脾静脉近端发

出胃左静脉迂曲扩张致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术中经微导管超选择至胃左静脉，用组织胶栓塞之。经

微导管超选择至十二指肠曲张静脉，因存在明显十二指肠静脉-右肾静脉-下腔静脉分流，故用 Boston 

Scientific 的 Interlock-18 可解脱弹簧圈栓塞之，测门静脉压力 23mmHg，下腔静脉压力 4mmHg。

最后在肝静脉与门静脉之间建立 TIPS 通道，采用覆膜支架+裸支架构型。术后脾静脉造影示支架内

血流通畅，十二指肠曲张静脉、胃左静脉曲张均消失，食管胃底曲张静脉未再显影。术后门静脉压

力 15mmHg，下腔静脉压 8mmHg，HVPG 下降超过 50%。 

结果 术后患者未再出血，而且未发生肝性脑病。术后 1 月余来我院复查超声示 TIPS 支架内血流通

畅；脾静脉稍增宽。复查胃镜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糜烂 食管静脉显露。 

结论 尽管十二指肠曲张静脉出血的病例报告不多并且缺少随机对照研究评价各种治疗方法的优劣

性，但对于这种异位曲张静脉，只要条件许可，还是应该积极采用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

联合曲张静脉弹簧圈栓塞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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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25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胆碱酯酶、前白蛋白水平与 

乙型肝炎后肝硬化相关性研究 

 
黄静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检测不同肝功能状况的乙型肝炎后肝硬化(liver cirrhosis，LC)患者的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homocysteine，HCY）、胆碱酯酶（cholinesterase，CHE）、前白蛋白（prealbumin，PAB）

及其他生化指标水平，比较它们与肝脏功能的关系，探讨三项指标在 LC 诊断及病情评估中的应用

价值。 

方法 选取 2015.4 至 2017.12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的 136 例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作为

病例组，并以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标准分为 A、B、C 三组（分别 53 例、43 例、40 例），另

选取 46 例健康体检人群作为对照组。检测各对象晨空腹血清 HCY、CHE、PAB、ALB、TBil、PT

水平，应用 spss22.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均数比

较采用 t 检验或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n）表示，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相关性

采用 pearson 分析或 spearman 分析。以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病例组男女比为 3.25:1，多分布于 50 -59 岁。 

2.各组ALB、TBil、PT水平差异：病例组ALB水平较对照组降低，TBil、PT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1）。 

3.各组 HCY、CHE、PAB 水平及阳性率差异：（1）各指标水平：病例组 HCY 水平较对照组升高

（P<0.01），但 A、B、C 组两两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 CHE、PAB 水平较

对照组明显降低（P<0.01），A、B、C 组两两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2）各指标

阳性率：A、B、C 组 HCY 阳性率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B、C 组 CHE

及 PAB 阳性率两两比较，A 组与 B 组、A 组与 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分别<0.01、0.05），B

组与 C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4.各生化指标之间以及与病情严重程度之间的相关性：HCY 水平与 TBil 水平呈正相关（P<0.05），

与 ALB、PT 水平及病情严重程度均无相关性（P>0.05）；CHE 及 PAB 水平均与 ALB 水平呈正相

关（P<0.01），与 TBil、PT 水平及病情严重程度均呈负相关（P<0.01）。 

结论 1.LC 好发于 50 岁-59 岁，男性居多。 

2.血清 HCY、CHE 与 PAB 水平可作为诊断 LC 的参考指标，CHE 与 PAB 还可作为病情严重程度

的参考指标。 

 
 

PU-1526 

消化性溃疡内镜形态与出血情况的相关性研究 

 
白一玄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本研究即针对溃疡本身及其周边粘膜糜烂的内镜表现进行统计，分析其出血情况，及与不同危

险分级系统的相关性，帮助更好地判断患者出血情况及预后 

方法 收集 2011.1.1-2015.12.31 就诊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经胃镜检查诊断为消化性溃疡的上

消化道出血患者资料，进行统计，并按以下 4 种因素进行分组比较：1.溃疡直径大小：①≤1cm、②

1cm＜且≤2cm、③＞2cm；.Forrest 分级：Ⅰa、Ⅰb、Ⅱa、Ⅱb、Ⅱc、Ⅲ级；3.溃疡外周糜烂周径：

A.累及溃疡全周、B.小于溃疡全周且大于 1/2 周、C.小于等于溃疡 1/2 周；4.溃疡周围糜烂面内镜下

特征：甲级为红色表面、乙级为黑色表面、丙级为表面洁净。将收集的住院时间、性别、年龄、心

率、血压、血尿素氮、血红蛋白、出血量、贫血程度、伴发病、Rockall 及 Blatchford 评分分组作为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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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内镜提示伴周边糜烂的病例分别占胃溃疡及十二指肠溃疡的 84.9%和 92.4%，其中糜烂累及范

围少于溃疡周径1/2者占56%，糜烂面新鲜红色提示近期出血者占38.7%。患者出血量以500-1000ml

为主（67.1%），贫血程度以中度贫血为主（46.5%）。各 Forrest 分级患者在血红蛋白量、贫血程

度、输血量、危险分级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性；大小不同的溃疡在输血量及住院天数上存在显著差

异；溃疡外周不同糜烂周径和糜烂面严重度均与血红蛋白量存在统计学差异。Forrest Ⅱc 和Ⅲ级患

者，血红蛋白量与溃疡周边糜烂面严重度存在更明显的统计学差异。中度贫血与不同 Forrest 分级、

糜烂周径与糜烂面严重度存在统计学差异，发现 Forrest Ⅱa 级患者达到中度贫血的危险性约为Ⅲ

级患者的 2.6 倍，糜烂面基底红色和黑色的患者达到中度贫血的危险性是无糜烂患者的 3 倍。在此

类患者中糜烂面基底红色和黑色的患者达到中度贫血的危险性是无糜烂患者的 3-4 倍，不同糜烂面

严重度在 Blatchford 分级和住院天数上存在统计学差异。 

结论 在 ForrestⅡc 和Ⅲ级患者中，贫血程度仅与糜烂面严重度相关，糜烂面严重度还可影响

Blatchford 分级和住院天数。所以，溃疡周边糜烂程度是 Forrest 分级之外的出血相关因素，应该作

为 Forrest 分级的完善和补充内容。 

 
 

PU-1527 

不同水平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对 FibroTouch 测量慢性 

乙型肝炎患者肝脏纤维化结果的影响 

 
王文玲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水平的 ALT 对 FibroTouch（FT）测量 CHB 患者不同时期肝纤维化结果的影响，并

明确 FibroTouch 诊断 CHB 患者肝脏纤维化的 LSM 范围区间。 

方法 回顾分析 2016.06-2018.03 之间就诊于 58 例 CHB 患者，所有患者符合 2015 年制定的《慢性

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慢性乙型肝炎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应用 FibroTouch 技术检测 LSM 值，同时接

受血清学检查，明确 ALT 具体数值，根据 ALT 水平分为正常值上限、1×ULN≤ALT＜2×ULN、

ALT≥×2ULN 3 组，以超声引导下肝穿刺活检病理结果为金标准，按照组织学纤维化程度分为 F1-F4

五期。应用受试者工作曲线或其曲线下面积分析 FT 对不同纤维化分期的诊断效能，并确定最佳诊

断阈值及其灵敏度和特异度。 

结果 肝脏硬度值与肝组织病理纤维化分期呈现良好的相关性，Spearman 相关系数为 0.742。不同

肝纤维化分期患者 LSM 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肝脏组织纤维化程度越高，所测得的 LSM 值越高。

FT 对肝硬化的诊断效能高于对显著肝纤维化的诊断效能。.FT 对于 3 组患者诊断显著肝纤维化的最

佳阈值为 7.30KPa、7.35KPa 和 10.40KPa，特异度分别为 86．0％、100.0％和 75.0％。相关性分

析示 LSM 值与 ALT、AST、GGT、ALP、TBL 浓度呈正相），与 PLT 计数呈负相关，与 ALB 浓度

未见明显相关。 

结论 肝脏硬度值与肝组织病理纤维化分期呈现良好的相关性。纤维化程度越高，FT 对其诊断效能

越好。对于 ALT＜2×ULN 的 CHB 患者，LSM 对肝纤维化的诊断效能可能不受 ALT 水平的影响；

对于 ALT≥2×ULN 的 CHB 患者，LSM 对显著肝纤维化的诊断效能降低，而 ALT 水平的升高可能对

FT 诊断肝硬化的准确性不会产生影响。肝脏硬度测定值受 ALT、AST、GGT、ALP、TBL、PLT 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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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28 

改良抵钉座体外置入法在经肛门外翻切除标本的腹腔镜 

低位直肠癌根治术中的应用 

 
李兴旺,陈河金,张军杰,王晨宇,李柄辉,胡军红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目的 探讨改良的抵钉座体外置入法在经肛门外翻切除标本的腹部无辅助切口腹腔镜低位直肠癌根

治术中的可行性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0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河南大学淮河医院肛肠外科收治的 31 例低位直肠

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行改良的抵钉座体外置入法经肛门外翻切除标本的腹部无辅助切口腹腔

镜低位直肠癌根治术。按照全直肠系膜切除（TME）原则游离直肠及其系膜，同时充分游离降结肠，

在肿瘤上缘 10cm 处离断肠管，经肛门置入卵圆钳夹取直肠残端经肛门将直肠外翻于体外，直视下

在肿瘤下缘 1~2cm 处切断直肠，将乙状结肠远端经肛门拉出体外，置入抵钉座后荷包缝合，送回腹

腔，荷包缝合直肠残端后行乙状结肠直肠端-端吻合。 

结果 1 例患者中，男性 19 例，女性 12 例，年龄 42~73（中位 58）岁，体质指数 20.6~34.5（中位

31）kg/m
2，肿瘤距离肛缘 4~6cm；术前临床分期Ⅰ期 9 例，Ⅱ期 22 例；标本最大直径 2.7~4.8（中

位 3.8）cm。全组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无一例中转开腹，手术时间 124~182（中位 136）min。术

中出血量 10~100（中位 30）ml。术后病理分期Ⅰ期 6 例，Ⅱ期 25 例，术后病理：低分化腺癌 3

例，中分化腺癌 17 例，高分化腺癌 11 例。术中 1 例行末端回肠保护性造口，无吻合口瘘，无腹腔

内感染病例。 

结论 改良的抵钉座体外置入法可以有效的避免腹腔内切开肠管置入抵钉座过程中的腹腔污染、肠腔

肿瘤细胞脱落种植的风险，同时降低了吻合口瘘的发生率，减少了患者的住院费用。 

 
 

PU-1529 

奥美拉唑和泮托拉唑治疗 HP 阳性胃溃疡疗效对比研究 

 
杨姣姣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对比分析奥美拉唑和泮托拉唑治疗胃溃疡及清除幽门螺杆菌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12月在大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住院经胃镜确诊为活动性胃溃疡

并且 14C 呼气试验阳性的患者 16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奥美拉唑组和泮托拉唑组。其中奥美

拉唑组：每日早晨餐前或者空腹口服奥美拉唑 20mg，甲硝唑 500 ㎎ 口服，2 次/日，克拉霉素 500

㎎ 口服，2 次/日。泮托拉唑组：泮托拉唑 40mg 口服，2 次/日， 甲硝唑 500 ㎎ 口服，2 次/日，

克拉霉素 500 毫克 口服，2 次/日；服用 4 周并且停药，4 周后再次复查胃镜及 14C 呼气试验。观

察治疗前和治疗后两组患者溃疡愈合情况以及幽门螺杆菌的清除率，并记录嗳气、腹痛等临床症状

消失的时间。 

结果 奥美拉唑组治疗后溃疡愈合及幽门螺杆菌清除的总有效率为 78.1%，明显低于泮托拉唑组的有

效率 88.4%，两组有效率存在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嗳气、

腹痛等临床症状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在治疗胃溃疡及有效清除幽门螺杆菌方面，泮托拉唑组明显优于奥美拉唑组，在缓解临床症状

方面二者相当。泮托拉唑不影响患者肝细胞色素 P450 酶的活性，不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

肝肾功能不全以及高龄的患者无须调整用量。所以应该首选泮托拉唑，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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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30 

对 TIPS 与腹腔穿刺联合白蛋白治疗难治性腹水的 Meta 分析 

 
刘梦莹,李伟之,李培杰,马富权,郑君仪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 TIPS 与腹腔穿刺联合白蛋白治疗难治性腹水的疗效。 

方法 在 PubMed, EMBASE 和 Cochrane Central databases 中检索截止到 2018 年 1 月 31 日关于

使用 TIPS 和腹腔穿刺联合白蛋白治疗难治性腹水的研究，并对其进行质量评价，然后用 Review 

Manager 5.3 对生存率，穿刺率及肝性脑病的发病率等进行 Meta 分析，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并对其中的异质性，敏感性作出基本判断。 

结果 共 442 例符合标准的难治性腹水患者纳入研究，包括 TIPS 的研究对象 251 例和腹腔穿刺联合

白蛋白的研究对象 191 例。结果显示：（1）与腹腔穿刺联合白蛋白治疗相比，使用 TIPS 治疗难治

性腹水的生存率明显升高（RR=1.37,95% CI=1.04-1.82,P=0.03<0.05）；（2）TIPS 治疗后再次因

腹水每人每年穿刺的频率也较腹腔穿刺联合白蛋白治疗明显减少（ WMD=-4.05,95% 

CI=-4.41—-3.69,P=0.00001<0.05）；（3）肝性脑病的发病风险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1.57,95% 

CI=0.94-2.63, P=0.08>0.05）；(4)同时亚组分析中，使用覆膜支架的 TIPS 与腹腔穿刺联合白蛋白

治疗的肝性脑病发病风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1.11,95%CI=0.77-1.59, P=0.58>0.05)，而使用

裸 支 架 的 TIPS 组 肝 性 脑 病 的 发 病 风 险 明 显 高 于 腹 腔 穿 刺 联 合 白 蛋 白 治 疗

(RR=2.56,95%CI=1.19-5.50, P=0.02<0.05）。 

结论 这项研究调查了 TIPS 与腹腔穿刺联合白蛋白输注对于难治性腹水的疗效差异，通过结果，我

们验证了覆膜支架 TIPS 在控制腹水方面的有效性并提高 1 年生存率，同时不增加肝性脑病的患病

风险。接受 TIPS 治疗的患者需要定期穿刺的患者人数和所需穿刺的频率明显低于反复腹腔穿刺治

疗的患者，减少了患者住院时间，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既往研究提示 TIPS 增加肝性脑病的发病风

险，但结果主要来源于裸支架的使用，和我们此次研究结果提示一致，同时此次研究也发现覆膜支

架的使用，即可改善难治性腹水患者的生存率，还不增加肝脑的风险，同时因 TIPS 治疗降低门脉

压力，增加肝脏灌注，从而减少难治性腹水患者因门脉高压导致的消化道出血，延缓肝功能衰竭。 

 
 

PU-1531 

The Different Course of Alcoholic and Idiopathic Chronic 
Pancreatitis: A Long-Term Study of 2,037 Patients 

 
Yu Liu,Lu Hao,Lianghao Hu,Zhaoshen L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anghai Hospital，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hronic pancreatitis (CP) is a chronic inflammatory disease of the pancreas. This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natural course of alcoholic chronic pancreatitis (ACP) and idiopathic chronic 
pancreatitis (ICP). 
Methods CP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center from January 2000 to December 2013 were enrolled.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ared between ACP and ICP patients. Cumulative rates of diabetes 
mellitus (DM), steatorrhea, pancreatic stone, pancreatic pseudocyst, biliary stricture, and 
pancreatic cancer after the onset and the diagnosis of CP were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The 
cumulative rates of DM and steatorrhea after diagnosis of pancreatic stone were also calculated. 
Results A total of 2,037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mong them, 19.8% (404/2,037) were ACP and 
80.2% (1,633/2,037) were ICP patients. ACP and ICP differs in many aspects, especially in 
gender, age, smoking, complications, morphology of pancreatic duct, and type of pain. The 
development of DM, steatorrhea, PPC, pancreatic stone, and biliary stricture were significantly 
earlier and more common in ACP patien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for pancreatic 
cancer development. There was a rather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exocrine/endoc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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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fficiency and pancreatic stone in ACP patients, which was much less correlated in ICP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long-term profile of ACP and ICP differs in some important aspects. ACP 

patients usually have a more severe course of CP. These differences should be recognized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P. 
 
 

PU-1532 

慢性胰腺炎胰管结石的空间分布 

 
刘雨,王腾,郝璐,胡良皞,李兆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目的 胰管结石是慢性胰腺炎重要的病理生理特征，胰管结石会导致胰管高压，引发复发性急性胰腺

炎及反复胰性腹痛。本研究旨在明确胰管结石在胰腺中的空间分布，以期探索胰管结石形成的原因。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2 年六月至 12 月我中心收治的慢性胰腺炎胰腺结石患者二百四十七例。获得

了胰腺结石三维 CT 图像冠状面投影的二维图像。利用石头重建和识别编程系统计算了所有结石的

数量（n）和所有结石的质心距离和表示空间分布不均匀性的每一个结石的质心之间的几何标准偏差

（σ）。 

结果 最后结果发现 n 的平均值是 13.6，σ 的平均值是 22.5。n 大于 13.6 定义为多发结石，σ 大于

22.5 定义为不均匀结石。与酒精性慢性胰腺炎相比，特发性慢性胰腺炎胰管结石多发结石较少（OR

值 0.310），而不均匀结石更多（OR 值 3.247）。胰腺假性囊肿是慢性胰腺炎病程中发生多发结石

的危险因素（OR 值 2.211），而一级/二级/三级亲属有糖尿病是其保护因素（OR 值 0.382），胰管

结石确诊年龄是不均匀结石形成的危险因素（OR 值 1.022）。 

结论 与特发性慢性胰腺炎患者相比，酒精性慢性胰腺炎患者的胰管结石更倾向于不均匀分布。 

 
 

PU-1533 

从护理角度谈消化内镜质量保证的具体要求 

 
张丽梅,董营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消化内镜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诊疗工作，内镜护理有着更高的要求，质量保证已成为医

疗和护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方法 本文从护理角度谈消化内镜质量保证的具体要求。将通过质量保证的目的、消化内镜质量保证

必备的条件、从消化内镜护士每日工作中体现消化内镜质量保证等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结果 希望内镜检查和治疗中的病人护理会有更高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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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34 

胃痛消痞方对肝郁脾虚型 FD 大鼠 CGRP 及 

CGRP-mRNA 表达影响的实验研究 

 
何马可

1
,陈苏宁

1
,何马可

1
,陈苏宁

1
,何马可,陈苏宁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在功能性消化不良治疗方面胃痛消痞方的作用机理，为临床应用提供科学客观的实验数据

及理论依据。 

方法 按照空白对照组、模型对照组、胃痛消痞方组、莫沙必利组将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4 组，共

48 只，每组各 12 只。空白对照组不施加干预，剩余 3 组分别建立肝郁脾虚型 FD 大鼠模型。造模

的大鼠分别给予不同治疗后取材，计算各组大鼠一般状态，胃肠动力，胃窦组织、下丘脑中 CGRP

及 CGRP-mRNA 表达的变化。 

结果 胃痛消痞方组大鼠一般状态改善，小肠推进率升高，胃内残留率下降，胃窦及下丘脑中 CGRP

蛋白、CGRP mRNA 表达下降，且胃痛消痞方组效果较莫沙必利组更明显。 

结论 胃痛消痞方对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治疗有明显作用，且其效果可能优于莫沙必利。 

 
 

PU-1535 

Efficacy Of Oral Mixture Of Hydrocortisone Sodium 
Succinate And Aluminum Phosphate Gel For The 

Prevention Of Esophageal Stricture And Restenosis 

 
Dan Nie,Yonghui Huang,Xiue Yan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Objective ESD has been performed on many patients with early stage esophageal cancer. 
However, postoperative stricture after ³3/4 circumferential ESD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for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hich is drastically decreased and repeat, periodic EBD is usually 
required over long periods. At the same time, many patients suffering esophagus stenosis caused 
by other reasons are also faced with such a problem. We explore an innovative strategy with oral 
mixture of hydrocortisone sodium succinate and aluminum phosphate gel for prevention of the 
stricture or restenosis and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this mixture. 
Methods In the first part, 27 patients who underwent ³ 3/4 circular or complete circular ESD for 
esophageal superfici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y all received 
preventative strategy for stricture an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hronologically. Thirteen 
patients received endoscopic intralesional steroid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80mg) injection 
accompanied with systemic steroid treatment (IT+ST group), fourteen patients received oral 
mixture of hydrocortisone sodium succinate and aluminum phosphate gel (OHA group). The 
primary end point in this part was the stricture rate after ESD. The secondary end point was the 
number of EBD sessions required to resolve the stricture. In the second part, 32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benign esophageal strictur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hronologically: Twelv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BD with no preventative treatment 
for restenosis (EBD alone group) were in control group and Twenty patients who received oral 
mixture of hydrocortisone sodium succinate and aluminum phosphate gel for restenosis(OHA 
group)were in treatment group. The primary end point in this part was the restenosis rate after 
EBD. The secondary end point was the number of EBD sessions required to resolve the str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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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icture was defined as a difficulty in swallowing solids and an inability to pass an EGD (9.0mm 
diameter endoscope). 
Results 1. In the first par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see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demographic parameters 
including age, sex, tumor location, pathological type, resection size and complication of procedure. 
The stricture rates of IT+ST, OHA group after ESD were 53.8%(7 of 13 patients), 7.1%(1 of 14 
patients), respectively(P=0.013). OHA group needed less EBD sessions than IT+ST 
group(median 0, interquartile ranged from 0 to 0 vs. median 0.5, interquartile ranged from 0 to 1; 
P=0.018). 
2. In the second par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see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demographic parameters 
including age, sex, etiology, symptom level, stricture location, diameter of the narrowest segment. 
The restenosis rates of OHA group, EBD alone group were 25.0%(5 of 20 patients), 66.7%(8 of 12 
patients), respectively(P=0.025). The EBD sessions were less in the OHA group than EBD alone 
group(median 1, interquartile ranged from 1 to 1.8 vs. median 2, interquartile ranged from 1 to 2.5; 
P>0.05). 
3. In our study, hypokalemia appeared in 22 patients in total, and the serum potassium level is 
restored to normal after potassium supplements. Mental disorder appeared in 1 patient, and the 
patient came back to normal after drug withdrawal. There was no intractable or life-threatening 
side effect in this study. 
Conclusions Short period, oral mixture of hydrocortisone sodium succinate and aluminum 
phosphate gel showed promising results for the prevention of stricture after ESD for early stage 
esophageal cancer as well as restenosis after EBD for benign esophageal stricture. 
 
 

PU-1536 

药物性肝损伤对宿主糖脂代谢的影响 

 
李银玲,王炳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药物性肝损伤（DILI）时对宿主糖脂代谢的影响。 

方法 收集本院消化内科 2010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符合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制定的 2015 年版

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RUCAM 评分>6 分的 DILI 住院患者 155 例，其中男性 57 例（36.8%），

女性 98 例（63.2%），年龄 12-76 岁（45.8±11.6 岁）；同时纳入年龄性别相匹配的本院体检中心

健康体检者 210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性 84 例（40%），女性 126 例（60%），年龄 19-77 岁（46.7±13.4

岁）。临床资料收集性别、年龄、体重，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饮酒史和药物毒物接触史；血

生化指标包括肝脏生化和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脂蛋白（HDL）甘油三

酯（TG）和血糖（Glu）。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DILI 组肝功能酶学及胆红素和血糖明显升高（p<0.05），TG 均高于正常上限值(p<0.05)，而

TC、HDL、LDL 均低于对照组(p<0.05)；男性 DILI 患者的 GLU 略高于对照组(p=0.162)，女性则明

显高于对照组(p<0.05)；TG 在 DILI 的各年龄段均高于对照组（p<0.05），HDL 和 LDL 均低于对照

组（p<0.05）；TC 除 60～74 岁的年龄段外两组间无差异；DILI 患者的 Glu 在 45～74 岁间高于对

照组。 

结论 DILI 患者出现明显的 TG 和 Glu 升高，胆固醇降低，其临床意义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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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37 

药物性肝损伤时肾功能指标的改变及其临床意义 

 
李银玲,王炳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发生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DILI)时肾功能指标的改变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收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1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主诊断或副诊

断中包含 DILI 的住院患者，DILI 的入排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制定的 2015 年版药物性肝

损伤诊治指南，RUCAM 评分>6 分者共计 430 例为试验组，同时期于本院体检中心体检报告为―未

见异常‖的人群 410 例为健康对照组。收集的资料包括一般临床资料如性别、年龄、现病史、既往史

（传染病史，疾病史）、用药史等；血生化指标如肝功能、肾功能、肾小球滤过率（eGFR）等。符

合正态分布数据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非正态分布数据两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DILI 组的血肌酐（creatinine Cr）和尿素氮（urea nitrogen Urea）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51μmol/L 

对 59μmol/L，3.89mmol/L 对 4.96mmol/L），胱抑素 C（cystatin-C Cys-C）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

（0.97mg/L 对 0.80mg/L），p 值均<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无论性别，DILI 患者的 Cr 和

Urea 均低于对照组(p<0.05)，Cys-C 均高于对照组(p<0.05)；在<75 岁的 DILI 患者中 Cr、Urea 均

低于对照组(p<0.05)，≥75 岁者则无明显差异；Cys-C 在所有年龄段的 DILI 患者均高于对照组

(p<0.05)；<60 岁的 DILI 患者 eGFR 高于对照组(p<0.05)，超过 60 岁后则无明显差异。未发现肾功

能指标与服药时间有关的证据。Cr 在抗甲状腺药中降低最明显，其次为抗结核药；Urea 在中（草）

药类中降低最明显；Cys-C在非甾体类药中升高最明显。Cys-C 在胆汁淤积型组中明显增高(p<0.05)。 

结论 DILI 早期的肾功能改变为 Cr 和 Urea 水平明显降低，Cys-C 明显升高。eGFR 不能作为早期

预测 DILI 的指标。 

 
 

PU-1538 

2 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临床特征 

 
吴思思,王炳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T2DM）是否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的临床特征。 

方法 收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2016 年 1 月-7 月住院诊断为 2 型糖尿病的患者 542

例，根据患者是否合并NAFLD 分为两组，合并NAFLD（NAFLD组）297例，其中男性168例(56.57％)，

女性 129 例（43.43%)，年龄 13-89 岁，平均年龄(54.9±13.3)岁；未合并 NAFLD（N-NAFLD 组）

245 例，其中男性 135 例(55.10％)，女性 110 例(44.90%)，年龄 15-86 岁，平均年龄(58.6±12.2)

岁。记录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糖尿病病程、身高、体重并计算 BMI、既往病史，

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代谢性疾病的患病情况，以及口

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糖化血红蛋白、血脂、血尿酸、肝脏生化学指标、肾脏生化学指标，并计算胰

岛素抵抗指数。应用 t 检验、X
２
检验、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取 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与 N-NAFLD 组相比，NAFLD 组 BMI 偏高，年龄及糖尿病病程偏低，空腹 C 肽、空腹血糖、

空腹胰岛素、餐后胰岛素、餐后 C 肽、胰岛素抵抗指数、UA、TG、ALB、ALT、AST、GGT 偏高；

HDL、Cr、Urea、Cys-C 偏低，肥胖症、血脂异常、高尿酸血症发生率显著升高，糖尿病微血管病

变和周围神经病变的患病率下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在性别、ALP、HbA1C、餐后 2 小

时血糖、TC、LDL-C、高血压及骨代谢发病率方面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校正年龄、性

别后，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ALT(OR: 1.027,95%CI：1.004-1.050)、BMI（OR：1.211,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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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1.304）、空腹血糖(OR: 1.122,95%CI：1.544-1.254)、空腹胰岛素（OR: 1.099,95%CI: 

1.004-1.204）为 T2DM 并发 NAFLD 发生的主要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与不合并 NAFLD 的 T2DM 患者比较，合并 NAFLD 组存在较严重的糖脂代谢紊乱、肥胖、尿

酸代谢紊乱和肝功能损伤也较重，而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及周围神经病变发生率较低。 

 
 

PU-1539 

伪膜性肠炎的诊疗分析 

 
张文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目的 通过对伪膜性肠炎病例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方案的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诊疗水平。 

方法 分析 7 例伪膜性肠炎患者的年龄、发病原因及诱因、抗生素应用情况、起病经过、临床表现、

肠镜及实验室检查、治疗方法及预后的分析，总结临床经验。据统计，患者年龄分布在 42-80 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 67.5 岁。其中 4 例为肿瘤术后（分别为胃癌术后、直肠癌术后、子宫内膜透明细胞

癌 IB 期术后）及化疗后（侵蚀性葡萄胎化疗后），5 例在起病前有抗生素应用史。起病过程中均有

程度不等的腹胀、腹泻，4 人有明显腹痛。其中 2 人粪便培养有难辨梭状芽孢杆菌生长，3 例完善肠

镜检查，见肠粘膜充血、水肿，有伪膜样斑块存在。均予停用抗菌药，5 人予甲硝唑口服液治疗，

剩余 2 人予甲硝唑联合万古霉素口服液治疗，经治疗后患者腹痛、腹泻等症状逐渐好转。 

结果 伪膜性肠炎多见于肿瘤术后或放化疗后、体质虚弱及老年患者。常于应用广谱抗生素后肠道菌

群失调，难辨梭状芽孢杆菌大量繁殖生长并产生毒素所致。大多数急性起病，病程中有轻重不等的

腹泻、腹痛、腹胀等表现，少数患者可伴恶心、呕吐、发热。化验外周血白细胞升高，以中性粒细

胞升高为主，粪便难辨梭状芽孢杆菌培养阳性，肠镜检查可见肠粘膜充血水肿，严重者可见伪膜呈

斑片状存在。治疗上应立即停用所有抗生素，予营养支持，并及早应用甲硝唑及万古霉素口服液，

建议联合应用益生菌，恢复肠道正常菌群。 

结论 对体质差的老年患者，在长期应用广谱抗生素时要警惕该病的发生。若明确诊断，应停用一切

抗菌药，并尽早足剂量应用甲硝唑及万古霉素。 

 
 

PU-1540 

外周血 Th17Treg 细胞和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对 

原发性肝癌预后的影响 

 
李雨涵

1
,向晓星

2
 

1.大连医科大学组 

2.苏北人民医院 

 

   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其中以肝细胞癌最为常见。据 WHO 所公布的数

据显示，全球由于肝癌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了 75 万。在我国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近年呈不断

升高的趋势，在恶性肿瘤致死率中，肝细胞癌为第二位，占全球死亡发生率的 52% 左右。由此可

见，原发性肝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对人类的健康及生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手术治疗、介入治疗

等方式都可以有效治疗原发性肝癌患者，也取得了一定的临床治疗效果，但是，大多数患者由于疾

病处于晚期，肿瘤的恶化程度较高，所以从总体上而言，其患者的治疗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由于

原发性肝癌的治疗已经进入瓶颈期，许多研究者开始着重对一些原发性肝癌的预后指标进行研究。

一方面寻找有力的预后指标，一方面验证这些指标能否成为干预因素，进而改善原发性肝癌患者的

预后，从而突破当前的治疗瓶颈。经过近些年大量研究证实，肿瘤浸润的淋巴细胞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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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ltratinglymphocyte，TIL)的数量及种类可以作为指导肿瘤患者预后的确定因素。本文对外周血

Th17/Treg 细胞和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对预后的影响做一综述。 

 
 

PU-1541 

不同年龄层次老年缺血性结肠炎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贾明磊,胡晓娜,庄艳,张赣生 

华东医院 

 

目的 对不同年龄层次老年缺血性结肠炎患者(ischemic colitis，IC)的相关因素进行对比分析，进一

步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消化科 2013 年至 2017 年住院老年患者，筛选出明确诊断

为 IC 的患者共 124 例，按照年龄分为低龄老年组（60-79 岁）102 例和高龄老年组（≥80 岁）22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表现、合并疾病、病变部位、肠镜病理、化验检查、以及诊治

经过、疾病转归等。 

结果 通过两组比较显示，高龄老年组患者多同时合并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房颤、脑血管疾病

及便秘，腹痛症状可不典型，病变以累及多部位为主，住院时间更长。 

结论 高龄 IC 患者合并症更多，症状不典型，病变范围更广，更需要仔细鉴别，尽早诊断，保证足

够治疗时间。 

 
 

PU-1542 

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 

 
荀光 

营中心口市医院 

 

目的 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指胃十二指肠内容物反后者至食

管、口咽或呼吸道引起咳嗽，哮喘。 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所以鉴别咳嗽、哮喘是否由 GERD 

导致对于针对性的治疗尤为重要。 

方法 1. 咳嗽 美国胸科医师协会指南将慢性咳嗽定义为：持续咳嗽 8 周以上。在排除吸烟和使用 

ACEI 类药物后，ACCP 建议评估患者是否有鼻后滴流综合征、哮喘、非哮喘性嗜酸细胞性支气管

炎和 GERD。 对于同时存在慢性咳嗽和 GERD 的典型症状的患者。初始治疗 1~3 周后评估治疗

反应。对于抑酸治疗后不缓解的患者应该行食管 pH 监测。 最大剂量药物治疗包括：抗反流饮食

（每日脂肪摄入量 <45 g，忌咖啡、茶、碳酸饮料、巧克力、薄荷糖、柑橘类水果和含酒精的饮料），

戒烟，限制增加腹内压的活动，最大剂量的 PPI 类药物和促动力药。 抗反流手术适应证：食管 pH 

监测阳性，最大剂量药物治疗超过 3 个月后咳嗽无缓解，最大剂量药物治疗时反流仍存在。最后，

对于排除其他原因的咳嗽患者以及在最大剂量抑酸治疗时 MII-pH 监测显示酸性或非酸性反流的患

者，可以考虑行抗反流手术。2、哮喘 美国 NIH 国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在 2009 年发表了一个

关于哮喘诊治的共识指南。最新的研究为 GERD 导致不可控制的哮喘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鉴于哮

喘的高并发症率和高死亡率，即使没有反流的病理证据时，也应该考虑对不可控制的哮喘进行经验

性的抑酸治疗。 抑酸治疗无效时，可以进行 MII-pH 监测。 抗反流手术应该应用于有客观证据支

持 GERD 诊断的患者，因为这些患者手术治疗缓解率更高。 

结果 治疗后哮喘症状评分的下降在外科组中更为显著；此外，外科治疗的缓解率显著高于内科组。 

结论 在我国，GERD 已成为常见消化道慢性疾病， 只有对 GERD 的食管外表现有足够的认识，

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才能进一步获得最佳的疗效，缓解疾病带来的心理、生理及社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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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43 

Meta-analysis of Effect of somatostatin on prevention of 
post-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pancreatitis and hyperamylasemia 

 
Mei Huang,Jianbo Wen 

pingxiang municip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perform a meta-analysis of all available 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prophylactic 
somatostatin administration on prevention of post-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 pancreatitis (PEP) and post-ERCP hyperamylasemia (PEHA). 
Methods Electronic databases, including 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and th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were searched to retrieve relevant trials.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s in adult patients that compared somatostatin versus placebo in prevention of PEP were 
included.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a random-effects model to assess the ratios of PEP, 
PEHA and post-ERCP abdominal pain. 
Results Total ratio of PEP of somatostati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lacebo group. 
For the short-term injection or bolus injection there were no heterogeneity and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ratio of PEP of somatostatin group and placebo group. For the long-term injection 
subgroup there was heterogeneity, and the ratio of PEP of somatostati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lacebo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ratio of PEP of 
somatostatin group and placebo group for the low-risk PEP subgroup, while the ratio of PEP of 
somatostati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lacebo group for the high-risk PEP 
subgroup. The ratio of PEP of somatostati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lacebo group 
for the long-term injection high-risk PEP sub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ratio of 
PEHA of somatostatin group and placebo group for the short-term injection subgroup or bolus 
injection subgroup. The ratio of PEHA of somatostati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lacebo group for the long-term injection subgroup. The total ratio of post-ERCP abdominal pain of 
somatostati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lacebo group. The funnel plot of incidence 
of PEP and PEHA showed no asymmetry with a negative slope. 
Conclusions Prophylactic use of long-term injection of somatostati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EP, PEHA and post-ERCP abdominal pain for the high-risk PEP patients, whil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be used for the low-risk PEP patients. 
 
 

PU-1544 

Upregulation of HSF1 Contributes to Tumor Angiogenesis 
and Poor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ncer 

 
Mei Huang,Jianbo Wen 

pingxiang municip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HSF1 in pancreatic cancer and its correlation to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is of pancreatic cancer. 
Methods Specimens of cancer tissue and corresponding paracancer tissue from 100 patients with 
pancreatic cancer who were treated surgicall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5 to May 2013 
were selected.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detect HSF1 protein in 
pancreatic cancer and paracancer tissue. Real-time PCR was used to detected the expression of 
HSF1 mRNA in pancreatic cancer tissues and paracancerous tissu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SF1 protein express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was analyzed. Kaplan-Meier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5-year survival rate. Log-rank method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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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of survival. Cox regressi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HSF1 mRNA and protein in pancreatic cancer tissu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aracancer tissue (P<0.01). HSF1 protein expression is uncorrelated to the age 
(P=0.467) and gender (P=0.932) of the patients, while is correlated to smoking history (P=0.001), 
drinking history (P=0.002), lymph node metastasis (P=0.012), differentiation level (P=0.003), and 
TNM stage (P=0.0002).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expression of HSF1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s. 
Conclusions HSF1 is highly expressed in pancreatic cancer tissues and is closely correlated to 
the malignant progression and poor prognosis of pancreatic cancer. 
 
 

PU-1545 

P53、MSH-2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 

 
刘秋香,白春侠,卫广辉 

营口市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 P53、MSH-2 基因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探讨两者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意义 

方法 选取结直肠癌组织标本 54 例，腺瘤组织 36 例，癌旁正常粘膜 14 例运用免疫组化法检测 P53、

MSH-2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情况及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之间的关系。 

结果 P53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与组织分化程度、淋巴转移 Dukes 分期有关，与性别、年龄无关，

P53 在三者中的阳性表达率逐渐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P53、MSH-2 在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检测二者有助于评价和判断预后。 

 
 

PU-1546 

L-阿拉伯糖用于急诊肠镜的肠道准备 

 
周长江,张桂华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研究急诊肠镜检查的肠道准备方法 

方法 80 例需要急诊检查肠镜的患者随机分成甘露醇组 40 例，500 毫升甘露醇加水 1000 毫升间断

口服 1 小时，阿拉伯糖组 40 例，100 毫升 L-阿拉伯糖加水 1000 毫升间断口服 1 小时。两组患者均

在排便为清水后肠镜检查。 

结果 甘露醇组未达到肠道准备条件 18 例，完成肠镜检查的肠道准备中位时间 4.2+-0.8h，阿拉伯糖

组未达到肠道准备条件 15 例，完成肠镜检查的肠道准备中位时间 3.29+-0.6h。 

结论 L-阿拉伯糖用于急诊肠镜检查的效果与甘露醇相当，且可用于急诊肠镜的高频电凝切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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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47 

瞬时弹性成像（FibroScan）用于上海学龄前体检儿童肝脏硬度

及脂肪定量检测研究 

 
曾静,黄丽素,潘勤,范建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探讨瞬时弹性成像技术（FibroScan）用于检测学龄前（4-6 岁）体检儿童肝脏硬度与脂肪含

量的应用价值，分析学龄前健康体检儿童的检测正常范围，为未来儿童肝纤维化及脂肪肝的诊治提

供参考。探讨瞬时弹性成像技术（FibroScan）用于检测学龄前（4-6 岁）体检儿童肝脏硬度与脂肪

含量的应用价值，分析学龄前健康体检儿童的检测正常范围，为未来儿童肝纤维化及脂肪肝的诊治

提供参考。 

方法 使用 FibroScan 的 M 探头对学龄前健康体检儿童进行瞬时弹性检测，测量肝脏硬度（LS）及

受控衰减参数（CAP），比较不同性别间 LS 及 CAP 差异，分析 LS 及 CAP 检测值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计 410 例学龄前健康体检儿童入选，FibroScan 的 M 探头的有效检测率为 96.5％，LS 均值

为（3.22 ± 0.86）kPa；CAP 均值为（176.74 ± 20.84）dB/m；男童 LS 及 CAP 较女童稍高，但差

异均无统计意义；CAP 检测值与受检儿童身高、体重、BMI、腰围及臀围呈正相关。 

结论 瞬时弹性成像（FibroScan）的 M 探头可用于 4-6 岁学龄前儿童的肝脏硬度及脂肪定量检测。 

 
 

PU-1548 

Analysis of Effect of Endoscopic Ligation Combined with 
Somatostatin of Different Duration for Esophageal Varicose 

Bleeding 

 
Qiuman Lin 

Pingxiang Municipal people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ndoscopic ligation combined with somatostatin of different 
duration for esophageal varicose bleeding.  
Methods 180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variceal hemorrhage patients were assigned into 3 groups 
according to usage days of somatostatin after endoscopic ligation: somatostatin 3 days group; 
somatostatin 5 days group and somatostatin 7 days group; Rebleeding ratio, total hemostasis ratio, 
cost,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incidences of complications and side effects within 7 days, 7-14 
days, and 7-42 day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bleeding ratios of the 3-day group, 5-day group, and 7-day group within 7 days were 
6.4%, 5.2% and 3.3%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3 groups. 
The rebleeding ratio of the 3 groups within 7-14d was 4.8%, 5.2% and 5.0%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3 groups. The rebleeding ratio of the 3 groups 
within 7-42 days was 6.4%, 6.8% and 5.0%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3 groups; the total hemostasis ratio of the 3 groups was 82.2%, 82.7% and 86.7%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3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costs and cost effectiveness of the 3 groups, the cost and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of the 3-day 
group somatostatin was the lowes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cidences of 
complications and adverse effects of the 3 groups. 
Conclusions Endoscopic ligation combined with somatostatin for 3 days can reach effective 
duration, with the same effect to 5 days duration and 7 day duration, and so it not necessary to 
prolong the usag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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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49 

直肠神经内分泌瘤超声内镜特点分析 

 
周长江,张倩倩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研究直肠神经内分泌瘤超声内镜特点. 

方法 15 例白光肠镜下疑似神经内分泌瘤的患者通过超声内镜观察记录观察结果，经手术病理证实

后分析记录的特点。 

结果 直径小于 1 厘米的占 60%，1-2 厘米的占 20%，大于 2 厘米的占 20%，病理检查免疫组化发

现 Syn 和 CagA 均高表达，病理分级以 G1 最多，占 9 例。超声内镜观察直径小于 1 厘米的均起源

于第三层的混合回声，无一例浸润，1-2 厘米的肿物可发现向第三层深部和第四层浸润表现，大于 2

厘米的肿物基本浸润至浆膜，淋巴结转移较少但可发现肝肺转移。 

结论 超声内镜可以准确分析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浸润特点，指导临床治疗。 

 
 

PU-1550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Somatostatin, Ulinastatin, 
Octreotide and Gabexate for the Prophylaxis of post-ERCP 

hyperamylasemia and pancreatitis 

 
Qiuman Lin 

Pingxiang Municipal people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somatostatin, ulinastatin, octreotide and gabexate 
for the prophylaxis of post-ERCP hyperamylasemia and pancreatitis. 
Methods 366 patients underwent ERCP were assigned into 5 groups: control group; somatostatin 
group; ulinastatin group; octreotide group and the gabexate group.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hyperamylasemia and pancreatitis, Visual Analogue Score of postoperative 3, 6, 12 h, cost,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and side effects were analysised. 
Results After ERC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while 
hospitalization tim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hyperamylasemia and pancreatiti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Visual Analogue Score of postoperative 3, 6, 12 h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somatostatin group, ulinastatin group, octreotide group and the gabexate group.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hyperamylasemia and pancreatitis, Visual Analogue Score of postoperative 3, 6, 12 h between the 
somatostatin group, ulinastatin group, octreotide group and the gabexate group. Cost, 
cost-effectiveness,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sequence 
of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was:ulinastatin group>octreotide group >gabexate group >somatostatin 
group. In reference to the somatostatin,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of ulinastatin group is the 
highest, cost of octreotide and gaxbate group increase but the effects decreased. Ratios of 
adverse effects of the 4 group were low and of no significance. 
Conclusions Somatostatin, ulinastatin, octreotide and gabexate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occurrence of post-ERCP hyperamylasemia and pancreatitis. Ratio of cost-effectivness of the 
ulinastatin group was the highest, octreotide group and gabexate group the second, somatostatin 
group the lowest. Somatostatin is the best plan.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261 
 

PU-1551 

13 例药物性肝炎的临床分析 

 
今晨 

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 

 

目的 探讨引起药物性肝炎的常见药物，分析 13 例药物性肝炎病例的临床特点、治疗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5 月 31 日于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消化内一科住院的 13

例药物性肝炎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13 例病例均有明确的服药史，且发病时间多在服药后 1-2 个月。以中药或中成药、抗风湿药、

降脂药、止痛药常见。临床症状以黄疸、厌油、食欲不振、乏力、腹部不适、恶心、呕吐为主，肝

功能检查有不同程度的转氨酶、胆红素、碱性磷酸酶等治疗升高。经停药并给与护肝治疗，肝损害

大多可恢复。 

结论 在临床工作中应重视药物的不良反应，避免肝损害的发生，做好健康宣教。一旦发现肝损害，

尽早给与积极有效的治疗。 

 
 

PU-1552 

13 例药物性肝炎的临床分析 

 
金晨 

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 

 

目的 探讨引起药物性肝炎的常见药物，分析 13 例药物性肝炎病例的临床特点、治疗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5 月 31 日于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消化内一科住院的 13

例药物性肝炎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13 例病例均有明确的服药史，且发病时间多在服药后 1-2 个月。以中药或中成药、抗风湿药、

降脂药、止痛药常见。临床症状以黄疸、厌油、食欲不振、乏力、腹部不适、恶心、呕吐为主，肝

功能检查有不同程度的转氨酶、胆红素、碱性磷酸酶等治疗升高。经停药并给与护肝治疗，肝损害

大多可恢复。 

结论 在临床工作中应重视药物的不良反应，避免肝损害的发生，做好健康宣教。一旦发现肝损害，

尽早给与积极有效的治疗。 

 
 

PU-1553 

小肠血管畸形出血应用沙利度胺治疗的效果 

 
周长江,张静静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研究小肠血管畸形的治疗方法 

方法 既往经胶囊内镜诊断为小肠血管畸形的患者 4 例，又出现便血症状，在应用生长抑素做为基础

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沙利度胺治疗。 

结果 4 例患者既往止血时间为 7+-1.5 天，加用沙利度胺治疗后止血时间为 5+-1.2 天，时间缩短统

计学差异显著。 

结论 小肠血管畸形再出血应用沙利度胺治疗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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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54 

经鼻肠梗阻导管治疗肠梗阻临床效果分析 

 
周长江,张倩倩,徐岩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研究经鼻肠梗阻导管治疗肠梗阻的效果 

方法 肠梗阻患者 22 例，均经胃镜导入经鼻肠梗阻导管至小肠，观察临床疗效。 

结果 2 例观察 2 周后无效果退出，20 例均出现临床症状迅速减轻表现，最短肠梗阻缓解 6 小时，

最晚 500 小时缓解。仅 3 例转手术治疗。 

结论 肠梗阻导管治疗肠梗阻效果明显，临床缓解率高。 

 
 

PU-1555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biological roles of cyclins in 
gastric cancer 

 
Haiping Zhang

2
,Shuyu Li

1
,Jianping Wang

2
,Jun Lin

2
 

1.Zhongshan Hospital of Hubei Provience 
2.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Cyclins have been reported to be overexpress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several human 
cancers. However, limited numbers of studies evaluated the expressions and prognostic roles of 
cyclins in gastric cancer (GC). We aim to evaluated the expressions and prognostic roles of 
cyclins. And Further efforts were made to explore bi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yclins. 
Methods Cyclins expression were analyzed by Oncomine and TCGA datasets, and the prognostic 
roles of cyclins in GC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Kaplan-Meier Plotter (KM plotter) database. 
Then, a comprehensive Pubmed literature search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expression and 
prognosis of cyclins in gastric cancer.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cyclins 
were explored through Enrich R platform, and KEGG and Transcription Factor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CNA2 (cyclin A2), CCNB1 (cyclin B1), CCNB2 (cyclin B2), and 
CCNE1 (cyclin E1) mRNAs were identifie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C tissues than in normal 
tissues in both Oncomine and TCGA datasets. High expressions of CCNA2, CCNB1 and CCNB2 
mRNAs were identified to be related with poor overall survival (OS) in KM plotter dataset. Cyclins 
were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biological pathways, including Cell cycle, p53 signaling pathway, 
FoxO signaling pathway, Viral carcinogenesis and AMPK signalin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cyclins interacted with some certain TFs, such as FOXM1, SIN3A, NFYA and 
E2F4. 
Conclusions Based on our results, high expressions of cyclins were rel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GC patients. The above information might be useful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linical and 
biological roles of cyclins mRNA and guiding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s for GC patients. 
 
 

PU-1556 

高龄老年人电子肠镜检查诊断价值及安全性评估 

 
于子涵,陈凌,肖静,王龄松 

辽宁省金秋医院 

 

目的 探讨高龄老人电子肠镜检查的诊断价值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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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辽宁省金秋医院 2008 年-2017 年整在我院进行肠镜检查年龄 80 岁及 80 岁以上的

高龄老年患者 407 例的临床表现及内镜资料。 

结果 共检查 407 例高龄患者，其中电子结肠镜完成率为 92%， 20.39%的检查者因早饱、腹胀就

诊，33.91%为便秘就诊，11.06%因血便就诊，5.65 %为腹泻、10.32%腹痛就诊，9.82%肠梗阻就

诊，8.84 %无症状患者体检，我院高龄患者患病主要病变为结肠息肉 39.56%，结直肠恶性肿瘤为 

14%，结肠黑变病 8.6%，缺血性肠病 1.47%，溃疡性结肠炎 1.23%。检查及治疗过程中无并发症

发生。 

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高龄男性和女性的电子肠镜结果，高龄老年人行肠镜检查主要原因为早饱腹胀、

血便、便秘、腹痛，高龄老年人结肠息肉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疾病，其次常见疾病为结直肠恶性肿

瘤、结肠黑变病。一般认为对于高龄老年人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应定期检查并及时镜下息肉切除治

疗，有利于早期结肠癌的防治。 

 

 
PU-1557 

NICE 分型对结直肠肿瘤性病变的诊断价值的研究 

 
陈涛,樊小勇 

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NICE(narrow-band imaging international colorectal endoscopic classification)是一种基于NBI

技术观察的新的国际结直肠分类系统，该分型是采用高清晰非放大分光染色内镜下分别对黏膜颜色、

血管结构及表面结构进行判断, 最后判定非肿瘤性、肿瘤性息肉或腺癌的方法。本文旨在评价 NICE

分型诊断结直肠病变的准确性及可行性，从而评估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纳入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镜室接受结肠镜检查的 200 例发现

结直肠新生物或息肉样病变的患者，先后用白光内镜及 NBI 内镜观察并记录粘膜病变的部位、大小、

形态、腺管开口特征及毛细血管特征,根据 NICE 分型评价是否为肿瘤性病变。分别计算 NICE 分型

评价诊断结直肠肿瘤性病变性质的准确性、敏感性及特异性。 

结果 NICE 分型诊断结直肠肿瘤性病变性质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分别为 95.7%、95.2%及
95.6% 

结论 NICE 分类系统在鉴别结直肠肿瘤性及非肿瘤性息肉方面具有较高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

能有效鉴别肿瘤性与非肿瘤性病变，并能在标本的病理诊断前，对病变的恶性程度浸润深度进行一

个初步的评价，这对内镜下病情的诊断预后判断以及治疗方案的选择等均有重要意义 

 
 

PU-1558 

miR-124 mediates the impairment of intestinal epithelial 
integrity by targeting AHR in Crohn’s Disease 

 
Xiaojing Zhao,Jiajia Li,Hongjie Zhang 

First Aff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 is a ligand-dependent transcription factor that 
regulates the immune response and AHR activation can ameliorate epithelial barrier dysfunction. 
The AHR expression decreased and miR-124 level increased in Crohn’s Disease (CD). How AHR 
expression is regulated during CD development remains to be carefully elucidated.  
Methods miRNA and AHR protein levels were assayed in inflamed colon of active CD patients by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Combining miRNA target prediction software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assay, we verify microRNAs that targeted AHR.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Caco-2 monolayer 
was assessed by trans-epithelial electrical resistance (TER) and 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 
(FITC)-dextran. miR-124 was measured by qRT-PCR. The wild-type and Mir124a-1Nju mic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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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ed colitis with TNBS. The anti-miR-124 was used to inhibit miR-124 expression in TNBS 
induced colitis mice. The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AHR and TJ proteins levels and miR-124 levels 
in mice were measured. 
Results CD samples showed distinct miRNA profile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We found 
an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miR-124 and AHR protein levels in colon tissues of active CD 
patients. In vitro Caco2 monolayer studies showed that: TNF-α-induced down-regulated AHR and 
TJ proteins in the Caco2 monolayer. Meanwhile, TNF-α-induced overexpression of the miR-124 
and Caco2 monolayer hyperpermeability were prevented by miR-124 inhibitor. In vivo colitis mice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in Mir124a-1Nju mice induced by TNBS 
were more severe than wild type (WT) mice. AHR and TJ proteins levels decreased in the colon 
tissues in colitis mice. Compared with WT colitis mice, Mir124a-1Nju colitis mice had lower levels 
of AHR and TJ proteins, which increased after given anti-miR-124.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miR-124 can target AHR to promote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which mediated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We will further elucid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D. 
 
 

PU-1559 

腹水超滤浓缩回输联合腹腔内注射抗生素治疗 

肝硬化顽固性腹水的临床研究 

 
王立军,李华伟,刘巍,刘丹,赵冰,周磊,郝志明,程天英,刘昕 

盘锦市中心医院（原：盘锦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腹水超滤浓缩回输联合腹腔内注射抗生素治疗肝硬化顽固性腹水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 124 例肝硬化顽固性腹水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两组病例均给予护肝、

利尿、对症和支持等相关治疗，对照组给予常规放腹水同时腹腔内注射头孢哌酮/舒巴坦 3.0 治疗，

治疗组给予腹水超滤浓缩回输同时腹腔内注射头孢哌酮/舒巴坦 3.0 治疗，疗程 12 天。两组均 3 天

放液 1 次，每次放液 3000ml。观察两组病人治疗前后临床症状、体征、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

尿量、体重与腹围的变化。 

结果 治疗组患者乏力、纳差、腹胀等临床症状较对照组缓解明显，肝肾功能均有所恢复好转，但治

疗组效果更显著。相较于治疗组，对照组经常规放腹水联合腹腔内注射抗生素治疗后发生电解质紊

乱（低钠、低钾）的比例升高，低蛋白血症程度加重。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患者尿量均增多，

体重与腹围均下降，但治疗组效果更加显著。治疗组 64 例患者住院期间无 1 例出现肝性脑病、自发

性腹膜炎、肝肾综合征等并发症，仅有 1 人次出现发热、1 人次出现一过性血压下降、1 人次出现轻

微离子紊乱等不良反应，经相关对症治疗后恢复正常，而对照组 60 例顽固性腹水患者经常规放腹水

联合腹腔内抗生素注射后 3 人次出现发热，3 人次出现离子紊乱，2 人次出现自发性腹膜炎，1 人次

出现肝性脑病，1 人次出现肝肾综合征死亡。 

结论 肝硬化顽固性腹水患者应用腹水超滤浓缩回输联合腹腔内注射抗生素疗效确切，可以有效降低

腹腔感染、自发性腹膜炎、肝肾综合征、肝性脑病等并发症的发生，不良反应少，值得在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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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60 

联合应用雷贝拉唑肠溶胶囊和瑞巴派特片 

治疗活动期胃溃疡的疗效分析 

 
李青 

大连市友谊医院 

 

目的 联合应用雷贝拉唑肠溶胶囊和瑞巴派特片治疗活动期胃溃疡的疗效分析 

方法 选取在大连市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住院及门诊就诊的 120 例活动期胃溃疡的患者，就诊时间为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12 月，按照治疗方法的不同，分为试验组 60 例，采用联合雷贝拉唑肠溶胶

囊和瑞巴派特片治疗，对照组为雷贝拉唑肠溶胶囊口服，疗程均为 4 周，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以及镜下溃疡面的变化。 

结果 4 周后，试验组各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采用雷贝拉唑肠溶胶囊和瑞巴派特片治疗活动期胃溃疡可有效改善患者胃黏膜、缩小溃疡面、

改善临床症状，可以是胃溃疡患者尽早康复，值得在临床中广泛推广。 

 
 

PU-1561 

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溶胶囊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观察 

 
吴细明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溶胶囊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FD）临床效果。 

方法 消化门诊符合罗马Ⅳ标准 60 例 FD 患者随机分两组：治疗组用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溶胶囊每

次三粒，每天三次，谷维素 0.2 毫克，每天三次；对照组：谷维素 0.2 毫克，每天三次。疗程均为 4

周。临床症状评分：治疗前后记录餐后饱胀、早饱、上腹痛、上腹烧灼感等 4 个核心症状。评分校

准：0 分，无症状；1 分，症状轻微，经提醒有症状；2 分，症状明显，但不影响工作；3 分，症状

严重，影响工作，但可以坚持工作；4 分，症状十分严重，不能坚持工作。 

结果 治疗组治疗前症状积分为 11.92±1.15，治疗后降至 4.17±1.96，两者有显著成绩性差异

（P<0.05）；对照组治疗前症状积分为 12.28±1.24，治疗后降至 6.85±3.21，两者无显著成绩性差

异（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症状积分无显著差异（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症

状积分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溶胶囊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PD）临床效果显著。 

 
 

PU-1562 

酪酸梭菌活菌胶囊治疗儿童功能性消化不良临床观察 

 
吴细明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酪酸梭菌活菌胶囊治疗儿童功能性消化不良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2 例 10-14 周岁儿童功能性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31 例，用针刺加

酪酸梭菌活菌胶囊治疗；对照组 31 例，单用针刺治疗。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92.3％，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78.2％，经统计学处理，治疗组组与

对照组比较显著差异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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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酪酸梭菌活菌胶囊治疗儿童功能性消化不良，可以补充大量的生理性细菌，纠正酪酸梭菌活菌

胶囊时的菌群改变，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同时抑制腐败菌生长。治疗儿童功能性消化不

良疗效好，副作用小，可效长时间服用。 

 
 

PU-1563 

胃镜下应用可旋转重复开闭软组织夹联合 

圈套器治疗巨大胃石 17 例 

 
李玉,吕宜光,姜瑾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可旋转重复开闭软组织夹联合圈套器治疗巨大胃石的方法、疗效 

方法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间行胃镜检查患者中，发现巨大胃石患者 17 人，予胃镜下应用可

旋转重复开闭软组织夹联合圈套器治疗并观察疗效 

结果 17 例患者中 15 例经 1 次镜下治疗胃石消失，2 例 3 次镜下治疗胃石消失，所有患者均无并发

症出现，临床症状缓解 

结论 胃镜下应用可旋转重复开闭软组织夹联合圈套器治疗巨大胃石是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法，器械简

单，操作简便，安全有效，患者痛苦少，花费低，便于临床广泛推广 

 
 

PU-1564 

芒硝外敷治疗急性腹膜炎所致腹胀的疗效观察 

 
童玉梅 

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芒硝外敷腹部治疗急性腹膜炎所致腹胀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期间，将我科 48 例符合标准的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急性弥漫性

腹膜炎患者按入院顺序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24 例，其中试验组入院后即开始运用芒硝外敷腹

部治疗；对照组不用芒硝外敷治疗，两组西医方面均采用胃肠减压、禁食水、给予抗生素抗感染、

纠正酸碱水电解质紊乱等治疗。两组病例常规每日行血液生化检验，如有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即予

纠正。观察两组肠鸣音恢复时间、肛门排气和排便时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多脏

器功能衰竭（MOF）等情况。 

结果 试验组肠鸣音恢复时间、肛门排气和排便时间均较对照组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试验组肺部感染、症状性肠粘连、MODS 及 MOF 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均＜0.05）。 

结论 本研究芒硝外敷腹部，可促进胃肠蠕动、减轻腹腔内渗出，从而使胃肠功能提前恢复。在急性

弥慢性腹膜炎芒硝外敷腹部则不受禁食的影响，在促进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方面有较好疗效，可以预

防肠粘连等并发症以及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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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65 

芒硝外敷治疗急性胆囊炎 22 例 

 
夏锐 

沈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芒硝外敷辅助治疗急性胆囊炎的方法 

方法 选取我科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急性胆囊炎患者 45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22 例及对照组

23 例，两组均用即禁食水，胃肠减压，抑胃肠道分泌，根据患者个人状况酌情补液维持水电解质平

衡，应用抗生素等涅克综合治疗，同时治疗组另外给予芒硝胆囊区外敷于右上腹，每 12 小时更换一

次，连续应用 3-5 天。严密观察患者症状及临床体征变化。每 1-2 天复查血常规中白细胞计数、肝

功、超敏 CRP 等。每 2-3 日复查腹部彩超或腹部 CT（病情变化时随时复查）。 

结果 治疗组较对照组多种观察指标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芒硝外敷辅助治疗胆囊炎可有效减轻炎症反应，支持促进炎症吸收，增强肠道蠕动，增强机体

免疫力，使病程缩短，提高疗效，增强治愈率。是一种简单易行疗效可靠且毒副作用的辅助治疗急

性胆囊炎的治疗方法，易于临床推广。 

 
 

PU-1566 

ERCP 术后胰腺炎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李媛媛,叶玲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次主要对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后并发胰腺炎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进行观察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7年1-3月400例于我院行ERCP患者的有关临床资料，

排除标准：1.乳头部及胰腺肿瘤患者；2.ERCP 未成功患者；3.既往胰腺炎病史者；4.妊娠及年龄大

于 90 岁和小于 18 岁患者。5.不是首次行 ERCP 术患者。胰腺炎诊断标准：患者在行 ERCP 操作术

后，出现最新发生的持续性腹痛，同时伴有血清淀粉酶大于正常值 3 倍的升高。统计 ERCP 术后并

发胰腺炎的发生率，并探讨术中胰管显影，胰管支架置入、黄疸、内镜下括约肌切开术（EST）、

发病年龄、性别、胆管扩张、高血压、糖尿病 十二指肠憩室等因素对 ERCP 术后并发胰腺炎的影

响。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 采用卡方检验、、Fisher 确切概率法对单个因素进

行分析，以 P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400 例患者中，按以上排除方法排除乳头部肿瘤者 9 例，ERCP 未成功者 6 例，既往胰腺炎病

史者 6 例，不是首次行 ERCP 者 37 例。入选例数 342 例，其中术后并发胰腺炎者 29 例。男性患

者 160 例，女性患者 183 例，胰管显影者 15 例，行胰管支架置入术者 36 例，有十二指肠乳头憩室

者 134 例，胆管扩张者 271 例，高血压者 60 例，糖尿病者 18 例，内镜下括约肌切开者 260 例。

有黄疸者 121 例。此次统计首次行 ERCP 者术后胰腺炎的发生率为 8.48%（29/342）。胰管显影、

无黄疸、年轻患者均使 ERCP 术后胰腺炎发生率升高(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高血压、

糖尿病、十二指肠憩室、内镜下括约肌切开术使术后胰腺炎发生率增高(P>0.05)，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胆管扩张、胰管支架置入使术后胰腺炎发生率降低（P>0.0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是胆胰疾病的一项重要诊断与治疗技术，有很多优点，但作

为有创操作，存在各种并发症，其中术后胰腺炎为其较为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此次研究中，其术

后胰腺炎的发生率为 8.48%。胰腺显影、术前无黄疸，年轻患者为其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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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67 

microRNA-7 在炎症性肠病动物模型中对肠黏膜 

保护因子 TFF3 的调控作用研究 

 
杨丽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本研究试图探索 IBD 幼鼠模型中 miR-7、TFF3 基因及蛋白的表达情况及相关性，且试图通过

抑制 miR-7 的表达观测 TFF3 的表达情况，阐明 miR-7 在 IBD 动物模型中对肠黏膜保护因子 TFF3

的调控作用。 

方法 本研究选用 60 只生后 3-4 周的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对照组及正常对照组，应用

TNBS 建立炎症性肠病动物模型，观测各组幼鼠临床表现，进行疾病活动指数评分，通过 HE 染色

观测肠道炎症改变并进行结肠组织损伤评分，证实结肠炎存在，采用 Real-time RT-PCR 方法检测

miR-7 与 TFF3 基因的表达情况，探索 miR-7 和 TFF3 在 IBD 幼鼠模型结肠组织中表达的差异性和

相关性；选用 40 只生后 21 天的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模型组、对照组、miR 抑制组及 rTFF3 干

预组，应用 TNBS 建立 IBD 模型，以 miRNA-antagomir 抑制 miR-7 的表达，并以 rTFF3 作为阳性

对照，通过比较各组幼鼠结肠组织损伤程度、miR-7 和 TFF3 基因的表达情况及肠组织中 TFF3 蛋白

的表达情况，明确 miR-7 对 TFF3 的调控作用。 

结果 TNBS 诱导的 IBD 幼鼠在造模后出现体重明显下降，疾病活动指数及病理损伤评分显著升高，

并且随着时间的改变体重先降后升，DAI 和病理评分呈先高后降的趋势，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Real-time RT-PCR 结果表明 IBD 幼鼠结肠组织中 miR-7 高表达，TFF3 低表达，且随

着时间的改变 miR-7 的表达逐渐降低，TFF3 的表达逐渐增强，二者之间负相关，抑制 miR-7 的表

达后可以上调 TFF3 表达水平。免疫组化及 Western Blot 结果提示 IBD 幼鼠肠组织中 TFF3 蛋白的

表达量显著降低，抑制 miR-7 的表达后 TFF3 蛋白的表达量显著升高，与对照组和 rTFF3 干预组相

比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1、IBD 动物模型中 miR-7 高表达，TFF3 低表达，且随着时间的进展 miR-7 的表达逐渐降低，

TFF3 的表达逐渐增强，二者呈负相关。 

2、抑制 miR-7 的表达后，肠组织 TFF3 基因及蛋白表达增加，证实 miR-7 对 TFF3 的转录后调控作

用。 

 
 

PU-1568 

辽宁省辽阳地区幽门螺杆菌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赵文娟,侯新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了解辽宁省辽阳地区 2017 年幽门螺杆菌（Hp）感染现状及 Hp 感染与常见上消化道疾病的关

系，评价 Hp 感染的危险因素。 

方法 统计调查 2017 年就诊于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病房的 329（14-84 岁）例患者，男性 161

例，女性 168 例，完善胃镜检查，胃镜结果包括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十二指

肠球炎、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浅表性胃炎伴糜烂或胆汁反流、反流性食管炎、Barrett 食管 9 种疾

病，并完善 14
C 或 13

C 呼气试验检测 Hp。主要从年龄、性别、居住环境、吸烟、饮酒等多种因素进

行统计，旨在研究 Hp 感染相关危险因素以及 Hp 与上消化道常见疾病关系。 

结果 辽阳地区的 Hp 总感染率为 41.03%，其中男性感染率为 50.31%，女性感染率 32.14%，男性

明显高于女性；居住农村的 Hp 感染率为 50%，居住城市的 Hp 感染率 39.19%，二者有显著差异；

吸烟的 Hp 感染率为 52.75%，吸烟与 Hp 总感染率有显著差异；饮酒 Hp 感染率为 50.94%，明显高

于总感染率，其中少量饮酒感染率为 52.17%，大量饮酒的感染率为 48.65%，少量饮酒及大量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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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之间无明显差异；年龄组（≤20 岁）Hp 感染率 25%，年龄组（20-60 岁）Hp 感染率 41.38%，

年龄组（≥60 岁）Hp 感染率 41.06%，≤20 岁年龄组 Hp 感染率最低，其他两年龄组与总感染率相

比无显著差异。慢性萎缩性胃炎的 Hp 感染率为 90%，十二指肠溃疡的 Hp 感染率为 84%，胃溃疡

的 Hp 感染率为 83.33%，十二指肠球炎的 Hp 感染率为 62.5%，四者均明显高于总感染率。 

结论 辽宁省辽阳地区的 Hp 总感染率为 41.03%，Hp 感染与性别、饮酒、吸烟、居住环境有关，男

性、饮酒、吸烟及居住环境属于 Hp 感染的危险因素；十二指肠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慢

性萎缩性胃炎与 Hp 感染呈正相关。 

 
 

PU-1569 

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与凝血酶原时间相关性研究 

 
杨奇,邱新平 

阜新矿业(集团)总医院 

 

目的 探讨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与凝血酶原时间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就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在我院消化内科住院治疗的138例肝硬化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

按照有无上消化道出血分为出血组和未出血组，其中出血组 63 例，未出血组 75 例，并参考肝功能

的 Child-pugh 分级标准按凝血酶原时间延长长短分为正常、0~3、3~6、>6 四层，其中凝血酶原时

间正常的 64 例，凝血酶原时间延长 3 秒以内的 44 例，凝血酶原时间延长 3 秒~6 秒的 15 例，凝血

酶原时间延长超过 6 秒的 15 例。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检验方法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肝硬化患者上消化道出血的发生与该患者的凝血酶原时间之间存在相关性，凝血酶原时间延长，

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的危险性增加，且凝血酶原时间延长程度与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的危险性呈正相关。 

结论 凝血酶原时间延长是肝硬化患者出现上消化道出血的危险因素。 

 
 

PU-1570 

FibroTouch 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于金莲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 FibroTouch(FT)检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纤维化程度的准确性和影响因素，并且评估 FT

测量值是否可成为预测肝功能及门脉压的新指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2 月就诊并行 FT 检查共 298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诊断标

准参照 2015 年更新版《亚太肝病学会乙型肝炎管理的临床实践指南》。根据患者最终确诊的疾病

结果分为对照组、慢性乙型肝炎组和乙肝肝硬化组共三组，比较三组患者间临床基础资料的不同，

并且探究 FT 测量准确性、测量影响因素以及与 FT 测量结果相关指标。 

结果 1、与肝活检相比，FT 检查的灵敏度、特异度、假阴性率、假阳性率及符合率分别为 100.0%、

72.7%、0.0%、27.3%、86.4%。2、对照组、慢性乙型肝炎组和乙肝肝硬化组三组之间两两比较

FT 测量值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3、FT 测量值与血小板、凝血酶原时间、胆固醇、白蛋白及总

胆红素均有相关性，但 FT 测量准确性受到病程、性别、BMI（<30Kg/m
2）、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红素和脂肪衰减的影响。4、PT+ALB+TB+FT 预测乙肝肝硬化患者肝

功能的能力优于 PT+ALB+TB。平卧位脾脏长度、脾静脉内径与 FT 测量值具有正相关性，门静脉最

大血流速度与 FT 测量值呈负相关，而门静脉内径、门静脉每分钟血流量、平卧位脾脏厚度、脾静

脉最大血流速度、脾静脉每分钟血流量与 FT 测量值无相关性。 

结论 1、FT 检查与肝活检一致性达 86.4%，且漏诊率为 0，能较准确反映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脏纤

维化程度。2、FT 测量值受到病程、性别、肥胖、转氨酶和总胆红素的影响。3、ALT 对 FT 测量值

有影响，确定相应的影响，按 ALT 数值水平分层判读 FT 值更有意义。4、将 FT 测量值与 PT+ALB+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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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后新模型预测肝功能的能力强于 PT+ALB+TB（对应的 AUROC 分别为 0.938 VS 1.000），且

FT 评估肝功能失代偿与否的最佳界值是 17.6kPa，相应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是 0.500、0.800。5、

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血小板、平卧位脾脏长度、脾静脉内径等门脉压力相关指标均与 FT 测量值

具有相关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研究的深入，FT 检查有可能成为预测门脉压的新途径。 

 
 

PU-1571 

VEGF 与 Survivin 在胃癌中的表达特征及相关性研究 

 
孟凡军 

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目的 探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凋亡抑制蛋白——生存素(Survivin)在胃癌中的表达情况及两

者的相关性，并探讨与分化程度、分期和淋巴结转移等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评价 VEGF 及 Survivin

在胃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意义，为胃癌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随机收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零二医院手术切除的 93 例胃癌患者的癌组织及相应癌旁正常

组织，应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测 VEGF 及 Survivin 的表达特征，在不知道任何临床资料和病理

资料的情况下，由 2 名高年资病理医师对免疫组化结果进行评分，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SPSS，

Chicago，lllinois)分析两者与胃癌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样本间的比较采用 x
2检验，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方法对 VEGF 与 Survivin 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胃癌组织中 VEGF 的阳性表达率为 63.5%，同时，Survivin 的阳性表达率为 71.2%，均显著

升高正常胃组织（P＜0.05）；结合胃癌的临床病理学特征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VEGF 与 Survivin

的高表达均与 TNM 分期、胃癌的分化程度以及有无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 TNMⅢ期和

Ⅳ期患者的胃癌组织中的染色显著高于在Ⅰ期和Ⅱ期组织中的表达(p<0.05)；低分化胃癌中的表达

显著高于高分化胃癌 (p<0.01)；存在淋巴结转移的胃癌组织中的表达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胃癌组

织中的表达(p<0.01)；对 VEGF 与 Survivin 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的表达呈显著正

相关。 

结论 胃癌中 VEGF 与 Survivin 的共同作用可能是胃癌的异常增殖和癌细胞的转移，其过度表达均

是癌恶性度增高和预后不良的重要指标，同时检测 VEGF 与 Survivin 的表达水平将有助于判断胃癌

的恶性程度及其预后。 

 
 

PU-1572 

新生血管靶向肽 GX1 二聚体抑制胃癌血管生成 

 
罗莹莹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抗血管生成是治疗肿瘤的重要策略。GX1（国家专利号 ZL200410026137.0）是我们利用噬菌

体体内筛选技术获得的能够与胃癌血管内皮特异性结合并抑制其血管生成的小肽，其与受体的亲和

力尚有待进一步提高。本研究利用化学聚合方法合成 GX1 二聚体，并进一步探讨 GX1 二聚体抑制

胃癌新生血管生成的能力，拟为将来治疗胃癌提供一种高效、特异的分子靶向药物。 

方法 化学合成 GX1 二聚体、单体及对照肽二聚体， CCK-8 法探讨 GX1 二聚体、单体及对照肽二

聚体对胃癌血管内皮细胞增殖的影响；内皮细胞管状形成实验；细胞凋亡和周期实验。 

结果 （1）GX1 二聚体可抑制胃癌血管内皮细胞的体外增殖，并呈剂量依赖性。且其抑制效应强于

单体及对照肽二聚体，以 175umol/L 处最明显（P<0.05）；（2）GX1 二聚体及 GX1，均可抑制胃

癌血管内皮细胞的管状结构形成，且二聚体抑制作用强于单体。对照肽二聚体有轻微的抑制作用；

（3）对照组 PBS、对照肽二聚体、GX1 及 GX1 二聚体，作用细胞后凋亡率显著升高。考虑 GX1

二聚体及 GX1 可能是通过诱导凋亡来发挥抑制作用的，且 GX1 二聚体的诱导作用强于 GX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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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1 二聚体、GX1 作用细胞后，各期细胞所占比例，在彼此之间及与对照肽二聚体、对照组 PBS

比较后均无显著差异，考虑 GX1 二聚体及 GX1 对内皮细胞的抑制作用，并非通过，或并非主要通

过诱导细胞周期阻滞而发挥抑制作用的。 

结论 GX1 二聚体较单体具有更强的抑制胃癌血管内皮细胞的体外增殖的能力。GX1 二聚体及单体

在血管生成中均表现出抑制作用，且 GX1 二聚体的抑制血管生成的作用明显强于单体。而 GX1 二

聚体及单体对细胞周期无明显影响，却能诱导细胞凋亡的增加，提示我们 GX1 二聚体及单体可能是

通过影响凋亡通路的相关分子及信号传导实现其抑制作用的。这为我们下一步探讨 GX1 二聚体及单

体具体的作用模式提供了实验基础。且 GX1 二聚体有望替代单体成为胃癌新生血管靶向治疗小肽类

药物。 

 
 

PU-1573 

BILT 肝病治疗仪辅助治疗乙肝肝硬化的临床观察 

 
蒋义贵 

三明市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 BILT 肝病治疗仪辅助治疗乙肝肝硬化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收集就诊我院乙肝肝硬化患者 100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治疗组及

对照组，对照组予常规保肝、降酶、改善凝血功能等治疗，治疗组除了常规治疗并加用 BILT 肝病治

疗仪照射肝区，每天照射 2 次，每次约半小时，总疗程 2 周。通过观察两组腹胀、乏力、局部皮肤

情况、肝纤三项（PCⅢ、HA、LN、CV-Ⅳ）、Child-pugh 评分来评价肝病治疗仪的治疗效果及治

疗过程可能的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组在改善乏力、腹胀、PCⅢ、HA、LN、CV-Ⅳ、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方面均优于对照

组(P＜0.05），治疗过程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BILT 肝病治疗仪辅助治疗乙肝肝硬化患者可以改善腹胀、乏力症状，降低 PCⅢ、HA、LN、

CV-Ⅳ水平，改善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表明 BILT 肝病治疗仪可以作为乙肝肝硬化患者辅助治疗

措施。治疗组在治疗过程未见明显严重不良反应，提示安全性较好。 

 
 

PU-1574 

焦虑抑郁状态、幽门螺杆菌感染与慢性萎缩性胃炎关系的研究 

 
周秀彦,姚晨旭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焦虑和抑郁状态、Hp 感染分别对胃粘膜萎缩程度的影响。 

方法 收集初次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并进行Hp检测的患者118例，采用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计算 SAS、SDS 标准分。并收集患者一般情况、胃

镜及病理诊断结果、Hp 感染情况。 

结果 纳入本次研究的 118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中，SDS 平均水平为 46.25 分，SAS 平均水平为

47.5 分，Hp 为 55.1%，均高于国内正常人群水平。未发现 Hp 感染与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存在相

关性（P>0.05）。将 118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按照有无焦虑/抑郁状态、Hp 感染，分为四组（双

阳组、单纯 Hp（+）组、单纯焦虑/抑郁（+）组、双阴组），发现四组之间胃黏膜萎缩程度不全相

等（P<0.008）；双阳组、单纯 Hp 阳性组、单纯焦虑/抑郁阳性组患者的胃黏膜萎缩程度显著高于

双阴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08）；双阳组和单纯 Hp 阳性组、双阳组和单纯焦虑/抑郁阳性

组、单纯 Hp 阳性组和单纯焦虑/抑郁阳性组的胃黏膜萎缩程度均无显著差异（P>0.008）。焦虑程

度及 Hp 感染为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胃粘膜萎缩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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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焦虑/抑郁水平及 Hp 感染率均高于正常人群。存在焦虑/抑郁状态和（或）

Hp 感染患者较双阴组患者的胃粘膜萎缩程度更重。双阳组患者胃粘膜萎缩程度最重，虽结果尚无统

计学意义，但若继续扩大样本量，很可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焦虑程度及 Hp 感染均为胃粘膜萎缩

的危险因素，但尚未得到焦虑抑郁水平与 Hp 感染之间的关系。 

 
 

PU-1575 

三维高分辨肛门直肠测压在高龄老年人功能性排便障碍中的应用 

 
邓罡

1,2
,徐丽姝

1,2
,张晓南

1,2
 

1.广东省人民医院 

2.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 

 

目的 探讨高龄老年功能性排便障碍患者三维高分辨肛门直肠测压特点及生物反馈治疗对其临床症

状改善情况。 

方法 回顾分析 68 例功能性排便障碍患者，其中高龄老年组 36 例，老年组 32 例，在生物反馈治疗

前后行三维高分辨肛门直肠测压，比较参数并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症状评分。 

结果 高龄老年组患者三维高分辨肛门直肠测压特点：模拟排便以肛门松弛率下降为主、直肠初始感

阈值、排便感阈值均增高；老年功能性排便障碍患者多存在肛管推进力不足，盆底肌不协调收缩。

高龄老年患者生物反馈治疗前后模拟排便肛门松弛率改善有明显差异。临床症状评分高龄老年组治

疗后有效率为 68.75%，老年组有效率为 71.88%；两组差异无显著性。 

结论 老年功能性排便障碍患者多存在肛管推进力不足，盆底肌不协调收缩，高龄老年患者排版障碍

原因以模拟排便时肛门松弛率下降为主造成。通过生物反馈治疗，可以促进老年及高龄老年患者耻

骨直肠肌协调运动，改善盆底肌不协调收缩，降低排便反射初始感阈值、排便感阈值，从而改善高

龄老年患者的排便困难症状。 

 
 

PU-1576 

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腹水的 Meta 分析 

 
涂园园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目的 通过 Meta 分析已发表的文献，系统评价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腹水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应用计算机检索数据库，如生物医学文献、中国期刊全文、维普、万方等数据库，以及 MEDLINE、

PubMed 数据库，检索 1997.11 至 2016.11 发表的有关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腹水的临床随机对照

研究。按已定标准，选出符合标准的研究。应用系统评价软件 Revman 5.3 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比值比和 95%可信区间表示，计量资料用加权均数差表示，各效应量以 95%CI 表示干预结

果，Meta 分析的结果用森林图表示。 

结果 最终纳入分析的研究文献有 18 篇，共 1889 例患者，其中研究组病例数 960 例，对照组病例

数 929 例。分析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腹水对比单纯西药，前者在提高治疗总有效率

[OR=4.13，95%CI（3.20—5.33），OR 合并假设检验 z=10.92，P<0.00001]、提高血清白蛋白水

平[WMD=3.13，95%CI（0.91—5.36），WMD 合并假设检验 z=2.76，P =0.006]、降低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 WMD=-10.32，95%CI（-14.22—-6.42），WMD 合并假设检验 z=5.19，P<0.00001]、降低

总胆红素减轻体重缩小腹围增加尿量等方面有优势，但在降低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方面两组无显

著性差异。 

结论 中西医结合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腹水较西医常规疗法在提高总有效率及改善 ALT、TBIL、ALB 

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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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7 

老年人急性胰腺炎 106 例临床特点分析 

 
王娜娜 

菏泽市立医院 

 

目的 探讨老年人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住院治疗的 106 例老年人急性胰腺炎患者临床

资料，并与同期住院的 103 例非老年人 AP 患者相对照。 

结果 老年组男女发病率相近（男：女=1:1.07），非老年组男性多于女性（男：女=2.8:1）。病因：

老年组 AP 患者以胆源性者 70 例，占 66.0%，非老年组胆源性者 23 例，占 22.3%，老年组明显高

于非老年组（P＜0.01）；非老年组以酒精性、高脂血症、暴饮暴食为主。老年组患者症状不典型，

老年组有 7 例无明显腹痛，以腹胀、恶心/呕吐、发热、腰背酸痛为首发症状。老年组血淀粉酶的异

常率（达诊断标准）（90 例，84.9%）低于非老年组（99 例，9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老年组重症急性胰腺炎有 10 例（9.4%），非老年组 2 例（1.9%），老年组明显高于非老

年组（P＜0.01）。老年组并发症发生率高，感染者占 66%，非老年组占 29.1%（P＜0.01）。老年

组多器官功能障碍占 6.6%，非老年组占 1%（P＜0.05）。老年组死亡 7 例，其中 80 岁以上者 5 例，

非老年组死亡 1 例，老年组明显高于非老年组（P＜0.05）。 

结论 老年人 AP 病因以胆源性为主，老年人急性胰腺炎症状不典型，部分老年患者缺乏典型腹痛，

而以恶心、呕吐、腹胀不适起病，应予重视。老年急性胰腺炎并发症发生率高，病情进展快，死亡

风险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尤其高龄老人。老年人急性胰腺炎的诊治应高度重视。 

 
 

PU-1578 

胃息肉合并大肠息肉相关因素的初步分析 

 
段佳,姜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既往研究发现：胃息肉患者的结直肠息肉患病率高于没有胃息肉的患者。我们希望通过研究胃

息肉合并大肠息肉的相关因素，可初步筛查胃息肉患者中易患结直肠息肉的高危 人群，提醒患者尤

其是无其他临床症状的患者有必 要行结肠镜检查，从而提高结肠息肉的检出率、减少 结肠息肉的

漏诊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科 2017-2018 年住院期间行胃肠镜检查的病例共

359 例，检查出胃息肉 202 例，其中单纯胃息肉 126 例，胃息肉合并大肠息肉 76 例。单纯胃息肉

作为对照组，胃息肉合并大肠息肉作为病例组。收集研究对象的病例资料，包括性别、年龄、HP 感

染、高血压、糖尿病、吸烟、饮酒、 胆固醇、甘油三酯列为观察的相关因素，进行统计相关分析 

结果 1. 一般资料统计：对照组共 126 例，其中女性 94 例，占 74.6%，男性 32 例 25.4%，年龄

28 岁～83 岁，平均岁数 58.12±10.77 岁，病例组中女性 50 例，占 65.8%，男性 26 例，占 34.2%，

年龄 30 岁～93 岁，平均岁数 64.76±9.711 岁。 

2.按年龄将全体人员分为 6 个组，病例组中 61～70 岁人群所占比例最大(44.7％)，其次为 51～ 60

站 25%，60 岁以上年龄占 71%；对照组中 51～60 岁人群所占比例最大(39．7％)，小于 60 岁占

60.1%。病例组中大于 60 岁患者 54 人（71%），对照组中大于 60 岁 62 人（49.2%），大于 60

岁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02. 

3．单因素分析,病例组中年龄大于 60 以上患者、HP 感染率、吸烟率、高胆固醇率、高血压率、高

同型半胱氨酸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02，0.001，0.01，0.009，0.027，0.008），

性别、饮酒、糖尿病、甘油三酯、胆囊切除史或胆结石无统计学差异（P=0.18、0.064、0.793、0.892、

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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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胃息肉合并大肠息肉的危险因素为年龄、HP 感染、吸烟、高胆固醇、同

型半胱氨酸，各危险因素优势比从大到小依次为 HP 感染（OR=3.872，95%CI：1.622-9.251）、

吸烟（OR=3.312，95%CI：1.152-9.528）、同型半胱氨酸（OR=2.229，95%CI：1.04-4.447）、

高胆固醇（OR=2.143，95%CI：1.082-4.244）、年龄（OR=1.828，95%CI：1.282-2.608）。 

结论 1. HP 感染、吸烟、同型半胱氨酸、高脂血症、年龄大于 60 均为胃息肉合并大肠息肉的危险

因素，危险性从大到小依次为：HP 感染、吸烟、同型半胱氨酸、高胆固醇、年龄大于 60。  

2.对于胃息肉患者，合并一项或几项患大肠息肉高危因素的应该尽早进行肠镜筛查。 

3.对于胃息肉患者根除 HP、戒烟、通过适当运动减肥等生活方式值得推荐，可减少大肠息肉发病。 

 
 

PU-1579 

胃息肉合并大肠息肉相关因素的初步分析 

 
段佳,姜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我们希望通过研究胃息肉合并大肠息肉的相关因素，可初步筛查胃息肉患者中易患结直肠息肉

的高危 人群，提醒患者尤其是无其他临床症状的患者有必 要行结肠镜检查，从而提高结肠息肉的

检出率、减少 结肠息肉的漏诊率。 

方法 1.回顾性分析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科 2017-2018 年住院期间行胃肠镜检查的病例

共 359 例，检查出胃息肉 202 例，其中单纯胃息肉 126 例，胃息肉合并大肠息肉 76 例。单纯胃息

肉作为对照组，胃息肉合并大肠息肉作为病例组。收集研究对象的病例资料，包括性别、年龄、HP

感染、甘油三酯列等为观察的相关因素，进行统计相关分析 

结果 1.一般资料统计,对照组共 126 例，其中女性 94 例，占 74.6%.年龄 28 岁～83 岁，平均岁数

58.12±10.77 岁，病例组中女性 50 例，占 65.8%年龄 30 岁～93 岁，平均岁数 64.76±9.711 岁。 

2.按年龄将全体人员分为 6 个组，病例组中 61～70 岁人群所占比例最大(44.7％)，其次为 51～ 60

站 25%，60 岁以上年龄占 71%；对照组中 51～60 岁人群所占比例最大(39．7％)，小于 60 岁占

60.1%。 

3．单因素分析,病例组中年龄大于 60 以上患者、HP 感染率、吸烟率、高胆固醇率、高血压率、高

同型半胱氨酸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02，0.001，0.01，0.009，0.027，0.008），

性别、饮酒、糖尿病、甘油三酯、胆囊切除史或胆结石无统计学差异 

4.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胃息肉合并大肠息肉的各危险因素优势比从大到小依次为 HP 感染

（OR=3.872，95%CI：1.622-9.251）、吸烟（OR=3.312，95%CI：1.152-9.528）、同型半胱氨

酸（OR=2.229，95%CI：1.04-4.447）、高胆固醇（OR=2.143，95%CI：1.082-4.244）、年龄（OR=1.828，

95%CI：1.282-2.608）。 

结论 1. HP 感染、吸烟、同型半胱氨酸、高脂血症、年龄大于 60 危险性从大到小依次为：HP 感染、

吸烟、同型半胱氨酸、高胆固醇、年龄大于 60。  

2.对于胃息肉患者，合并一项或几项患大肠息肉高危因素的应该尽早进行肠镜筛查。 

3.对于胃息肉患者根除 HP、戒烟、通过适当运动减肥等生活方式值得推荐，可减少大肠息肉发病。 

 
 

PU-1580 

聚乙二醇分次和单次口服在肠道准备中的效果观察 

 
孙丽彬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肠道准备的好坏，直接影响肠镜操作时间、疾病检出率及诊治效果。本文观察复方聚乙二醇电

解质散分次口服和单次口服在肠道准备中的临床效果，即有效性、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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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本院从 2017.01-2017.12 因腹痛、腹胀、腹泻、便秘、便血、常规体检等

原因就诊，行电子肠镜检查的病例 1000 例。随机分成 A 组（分次口服组）和 B 组（单次口服组），

每组各 500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和体重方面比较，无统计学差异。1.2 肠道准备方法：所有

患者检查前 3 天低纤维少渣饮食，禁食含种子水果，检查当天禁食，A 组患者检查前 1 天晚上 20

时开始口服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江西恒康药业）2 盒+温水 1500-2000ml；检查当天早晨 4 时（检

查前 4-6 小时）再口服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2 盒+温水 1500-2000ml。B 组患者检查当天早晨 4

时开始口服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3 盒+温水 2500-3000ml。2 小时内匀速喝完，肠道准备后 4-6 小

时患者左侧卧位，行电子肠镜检查。操作者为同一内镜医师。1.3 评价指标,采用 Boston 肠道准备

评分标准：分别对左侧（直肠、乙状结肠、 降结肠），中间（横结肠），右侧（升结肠、盲肠、回

肠末端）进行评分； 0 分,大量固体粪便残存，需重新准备肠道；1 分：部分肠段存在液体及半固态

粪便，影响观察；2 分,少量粪便残存，不影响观察；3 分,微量或无固液态粪便残存，观察效果优。

总分为三段结肠评分之和, 总分对应的肠道清洁等级为:8-9 分 极好， 6-7 分 好的, 4-5 分 一般, 2-3

分 差的，0-1 分 极差。2.不良反应,恶心、呕吐， 腹胀、腹痛、头晕、乏力、心悸、出汗、睡眠影

响等, 由受检者或家属完成相关调查问卷。1.4 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19.0 进行数据分析，应用 t

检验和卡方检验处理，P<0.05 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A 组患者肠道准备情况达到 6 分以上的比例（尤其 8 分以上）、疾病检出率（息肉、肿瘤、炎

症、缺血性肠病等）42.3%，均优于 B 组肠道准备评分及疾病检出率 35.7%（P<0.0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患者分次口服聚乙二醇恶心、呕吐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单次口服者，腹胀、 腹痛、睡眠影

响等症状发生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分次口服的肠道准备效果较佳, 患者耐受性较好、安全性强,适于在临床

推广普及应用。 

 
 

PU-1581 

应用钛夹形成假蒂切除广基平坦息肉替代 

EMR 及小型 ESD 的临床研究 

 
李伟华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应用钛夹形成假蒂切除结肠广基平坦息肉（息肉≤2 厘米）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108 例结肠广基平坦息肉患者，应用钛夹形成假蒂后切除，

回顾性研究分析其病变完全切除率、并发症发生率、术后恢复情况、住院费用、复发率、死亡率。 

结果 全部 108 例均成功完成手术，平均手术时间 20 分钟，术后平均住院时间 3-5 天，无中转开腹，

无手术并发症，随访期内复发 7 例，无死亡病例。 

结论 钛夹形成假蒂技术切除广基平坦息肉，具有方法简便、快捷、安全、有效的优点，可取得与

EMR 和小型 ESD 相似的治疗效果，且住院时间缩短，住院费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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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82 

10 例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临床特点分析 

 
孙帅,孙梅,腾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总结 6 岁以内起病的炎症性肠病（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VEO-IBD）的临床特点、基因诊断结

果、治疗及预后；对儿科医师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长期腹泻、血便、发热、体重不增等患儿的诊断

提供诊治思路。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儿消化内科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10 例

VEO-IBD 患儿的临床资料（如性别、发病年龄、腹泻、便血、发热、营养状态等）及相关治疗、预

后，归纳每个临床特点发生频度。通过计算平均发病年龄得出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的发病年龄特点。

通过均数±标准差反应实验室数据范围。 

结果 10 例被纳入研究的患儿平均发病年龄为 8.13 月。其中 8 例首发症状为不同程度腹泻（所占总

数百分比为 80%），5 例（50%）存在血便 (3 例为粘液脓血便，1 例为便中带血丝)。6 例（60%）

存在不同程度发热，7 例（70%）存在营养不良（4 例中度营养不良，3 例轻度营养不良），2 例（20%）

存在阴道直肠瘘，1 例（10%）存在肛周脓肿。2 例以干呕为首发病症，1 例以腹痛为首发病症。8

例（80%）存在白细胞的升高，10 例（100%）均有 C-反应蛋白的升高，8 例（80%）存在血红蛋

白不同程度的下降，8 例（80%）存在血小板不同程度升高及 8 例（80%）存在白蛋白下降。8 例患

儿行结肠镜检查提示广泛结肠受累，另外 2 例因肠梗阻行手术治疗完善病理检查确诊。根据改良波

尔图标准，7 例被诊断为克罗恩病，3 例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其中 8 例完善基因检查，检测结果中

4 例存在基因缺陷，且均为 IL-10RA 突变，其中 3 例为复合杂合突变，1 例为杂合突变。在随访中，

2 例基因缺陷患儿最终死亡，另 1 例患儿现长期口服艾迪莎及沙利度胺治疗中，但仍有腹泻、间断

发热及营养不良症状，其余 6 例患儿在积极药物控制下随访中生长发育均可。 

结论 1、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发病年龄早，存在严重的临床表现如长期腹泻、血便、发热、体重不

增等，同时常伴有肛周病变。2、影像学检查对于 VEO-IBD 的诊断有一定的指导意义。3、内镜检

查常表现为广泛的结肠受累同时病理存在相应改变。4、对于基因缺陷患儿常规治疗效果不佳，病死

率较高。 

 
 

PU-1583 

小剂量阿司匹林致老年人消化道出血的临床分析 

 
甘颖,李虹怡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小剂量阿司匹林致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临床特征以及影响因素，总结小剂量阿司匹林防治经

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8 年 1 月葫芦岛市中心医院龙湾院区收治的 72 例老年消化

性溃疡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发生消化性溃疡时是否正在服用阿司匹林分为对照组（未服用）

和研究组（服用），每组 36 例，对照组中男 20 例，女 16 例，年龄平均 50-80 岁，平均（62.34±5.8）

岁，病程 2-12 天，平均（7.12±1.35）天，十二指肠溃疡 15 例，胃溃疡 9 例，复合性溃疡 12 例，

研究组中男 19例，女 17例，年龄平均 52-82岁，平均（64.26±6.53）岁，病程 1-9天，平均（6.12±1.24）

天，十二指肠溃疡 14 例，胃溃疡 11 例，复合性溃疡 11 例，对照分析两组并发上消化道出血的量、

止血时间、住院时间、发生率及可能影响出血危险性的相关因素。 

结果 研究组患者出现上消化道出现 16 例（占 44.4%），对照组出现上消化道出血 4 例（占 11.1%），

两组比较差异性显著（P＜0.05）。出血组患者 64 岁以上患者比率、出血病史及 Hp 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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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多于非出血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上消化道出血量、止血时间、

止血时间、住院时间低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小剂量阿司匹林是心脑血管疾病治疗的有效方法，不仅可有效降低其死亡率，且能降低脑卒中

及心肌梗死的发生率。但同时阿司匹林也是具有胃肠道不良反应，可能会导致发生消化道出血，在

一定情况下影响疾病的恢复。本研究结果表明，小剂量阿司匹林致上消化道出血相较于对照组，病

情更轻，预后更好，对消化道溃疡服用阿司匹林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消化道出血的发生率，

以免对患者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PU-1584 

腺苷 A3 受体调节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结肠粘膜 5-羟色胺系统发挥

抗炎作用 

 
任天华,肖鹏,林燕生,吕敏敏,安晓萌,孙洋洋,司徒伟基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目的 已有动物实验发现腺苷 A3 受体在结肠炎中发挥作用。但是，腺苷 A3 受体在人体溃疡性结肠

炎中的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清楚。已知结肠粘膜 5-羟色胺信号通路异常参与溃疡性结肠炎发病机制。

因此，本研究探索腺苷 A3 受体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结肠粘膜的作用及其机理。 

方法 结肠镜获取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结肠粘膜组织，用免疫荧光和免疫印迹方法检测腺苷 A3 受体表

达水平。建立体外培养体系，用腺苷 A3 受体激动剂 2-Cl-IB-MECA 作用于结肠粘膜组织，用实时定

量 RT-PCR 方法检测促炎症因子 TNF-α 和 IL-1β 的表达水平，并检测结肠粘膜 5-羟色胺细胞数目、

5-羟色胺含量、5-羟色胺合成关键酶色氨酸羟化酶和 5-羟色胺转运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结肠粘膜中，腺苷 A3 受体表达水平显著减低。腺苷 A3 受体激动剂

2-Cl-IB-MECA 减少结肠粘膜组织促炎症因子 TNF-α 和 IL-1β 的表达水平，并减少 5-羟色胺细胞数

目、5-羟色胺含量、色氨酸羟化酶表达水平，不改变 5-羟色胺转运蛋白表达水平。 

结论 本研究证明：腺苷 A3 受体激活，可通过减少 5-羟色胺细胞数目、5-羟色胺合成与含量，对溃

疡性结肠炎结肠粘膜组织发挥抗炎作用。腺苷 A3 受体可能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靶标分子。 

 
 

PU-1585 

肾移植术后药物性肠炎与肠道微生态变化临床实践初探 

 
王芬,唐丹,岳纯,蔡婷,姚瑶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1、了解肾移植术后腹泻患者肠镜表现、肠道菌群的变化；2、了解 FMT 在肾移植后腹泻患者

中的有效性、安全性；3、探究 FMT 治疗肾移植术后腹泻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1、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均行肠镜检查、活检，了解肾移植术后腹泻患者肠道病理情况，留取

粪便行 16s rRNA 测序了解其菌群构成特点。2、将经检查合格的供者新鲜粪便制成新鲜菌液，在胃

十二指肠镜下注入患者十二指肠降段，观察患者 FMT 后的临床疗效及有无并发症的发生。3、收集

供者移植当天粪便及患者移植前、移植后 1 月、移植后 3 月粪便标本，利用 16s rRNA 测序分析菌

群变化。 

结果 1、本组患者平均肾移植术后时间为 2~9 年（5.33±3.51 年），肠镜下均未见明确溃疡病变；

病理均提示肠粘膜上皮凋亡小体形成，FMT 术后三月肠粘膜上皮凋亡小体消失。2、肾移植术后患

者 FMT 后排便次数及粪便性状均有明显的改善，且无术后并发症。所有患者均接受一次 FMT，术

后随访 20 月~29 月（23.33±4.93 月），均未见症状复发。3、聚类分析显示患者 FMT 术前菌群结

构与供者菌群存在差异，以厚壁菌门、变形菌门差异较明显，患者接受 FMT 以后第 1 个月菌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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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供者菌群最接近，移植后 3 月菌群接近移植前水平。4、FMT 后患者肠道内的菌群丰度存在相类

似的变化，在门水平上呈现拟杆菌门丰度增加，变形菌门丰度下降；在属水平上呈现拟杆菌属和考

拉杆菌属丰度增加。 

结论 1、肾移植术后药物性肠炎早期可能仅表现为腹泻，而肠镜下表现不典型，病理提示肠粘膜上

皮凋亡小体形成（药物性肠炎）；2、肾移植术后腹泻患者肠道菌群较正常人有明显变化；3、FMT

在肾移植后腹泻患者中的应用安全、有效，是一种可行的辅助治疗手段；4、FMT 后肠道菌群结构

得到恢复，但是其引起的改变具有时效性。 

 
 

PU-1586 

Gastrojejunocolic fistula as a complication of Billroth II 
gastrectomy, description of two cases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Haili Peng,WangDi Lia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Objective Gastrojejunocolic fistula is a rare complication after partial gastrectomy, most of them 
due to recurrent ulcerations penetrate through the transverse colon.Our aim is to explore its 
etiology,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diagnostic methods. 
Methods We present two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Billroth II gastrectomy. Both of them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because of diarrhea, edema of the lower limbs and weigh loss. The diagnosis was 
made by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and Barium enema. 
Results The symptoms of gastrojejunocolic fistula are diverse, usually the patient presents with 
weight loss, feculent vomiting and diarrhea. Compared with endoscopy, Barium enema is the 
more helpful ways for the diagnosis of gastrojejunocolic fistula. 
Conclusions Gastrojejunocolic fistula are rare in clinic,and clinicians should be highly sensitive so 
as to avoid misdiagnosis or missed diagnosis. 
 
 

PU-1587 

TRAF1 对胃上皮细胞生物学特性及 NF-κB 通路的影响 

 
唐丹,袁玲芝,王芬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目的 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 TRAF1 的表达量在伴 Hp 感染的胃炎、萎缩、肠化伴不典型增生及胃癌

临床标本中逐渐增多，且与组织中 Hp 毒力基因型 vacAs1m1 密切相关。随后我们构建 vacA 质粒转

染 GES-1 细胞模型，验证 IL-8 蛋白表达明显上调；并证实了沉默 TRAF1 可以抑制 IL-8 的表达，

同时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促进凋亡。本实验通过构建稳定过表达及沉默表达细胞株，从细胞水平

进一步探究 TRAF1 对胃上皮细胞生物学特性及 NF-κB 通路活化的影响，进一步为验证

―vacA→TRAF1→炎症 NF-κB通路相关基因→IL-8‖基因轴的存在及其在Hp介导胃炎-癌过程中发挥

的作用提供支持，进而为临床找到 Hp 干预显效的分子标记物提供依据。 

方法 1.通过 qPCR、Western blot 筛选 TRAF1 低表达或高表达胃癌细胞株；2.利用慢病毒转染并经

嘌呤霉素筛选获得 TRAF1 稳定过表达或沉默表达细胞株，并经 qPCR 及 Western blot 验证；3.通

过 CCK-8 细胞增殖实验及迁移实验检测 TRAF1 对细胞增殖、迁移的影响；4.分别通过 Western blot、

ELISA 检测 TRAF1 对 NF-κB 活化相关分子（4-1BB，p65）、IL-8 表达的影响；进一步使用细胞免

疫荧光实验检测 TRAF1 对 NF-κB 通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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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筛检出 TRAF1 低表达及高表达胃癌细胞株，分别为 SGC-7901、BGC-823 细胞株。2.成功

构建 TRAF1 稳定过表达及沉默表达细胞系。3.TRAF1 过表达促进细胞的增殖及迁移；TRAF1 干扰

抑制细胞增殖及迁移；4.过表达 TRAF1，磷酸化 p65 及 4-1BB 表达上调，激活 NF-κB 通路，上调

下游趋化因子 IL-8 的表达；干扰 TRAF1，磷酸化 p65 及 4-1BB 表达下调，NF-κB 通路活化受到抑

制，下调下游趋化因子 IL-8 的表达。 

结论 1.TRAF1 促进胃上皮细胞的增殖及迁移； 2.TRAF1 促进 4-1BB 介导的 NF-κB 通路的活化，

上调下游趋化因子 IL-8 的表达。 

  
 

PU-1588 

益生菌在功能性肠病中的应用 

 
刘姝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功能性肠病包括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胀，非特异性功能性肠病、

功能性腹痛及非特异性功能性腹痛，是一类排除器质性疾病后以慢性或反复性的胃肠道症状作为诊

断标准的疾病。功能性肠病的发病率呈增高趋势，临床表现复杂化，早期干预往往不被重视，国内

外对于功能性肠病的治疗均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其发病率逐年增高的趋势，及其各项发病机制的作

用，使得患者的治疗及生活质量有明显影响。正常情况下，肠道菌群在体内与外部环境保持着动态

平衡，并对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这种平衡在某些情况下被打破，便形成肠道菌群失调，其表

现为肠道菌群的种类，数量，比例，定位和生物学特征上的改变，临床上引起肠道菌群失调的原因

和疾病很多，主要表现是腹泻，便秘，腹胀，腹痛，消化不良等。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证实功

能性肠病患者存在菌群失调，其比正常人具有更多的兼性细胞。益生菌是通过改善宿主肠道菌群生

态平衡而发挥有益作用，达到提高宿主健康水平和健康状况的活菌制剂及其代谢产物。这是在功能

性肠病常规治疗基础上加以干预，使其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方法 1、一般药物治疗及检查：促动力药物➕抑酸剂➕粘膜保护剂，便常规，便查球杆比。 

2、力求发现诱发因素，如饮食因素，某些应急事件等并设法予以去除。 

3、提供膳食和生活方式调整的指导建议。规律饮食，少食多餐，避免过饱，限制生冷硬辣烫，浓茶，

咖啡等酸性食品摄入，增加纤维素，水分的摄入，增加水果，蔬菜，粗粮的摄入等。戒烟戒酒，按

时休息，保证睡眠时间及质量，过度肥胖者建议积极减轻体重，注意避免剧烈运动。 

4、心里干预。让患者了解功能性肠病的性质，解除患者的顾虑，提高对治疗的信心。 

5、加强排便生理教育，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及姿势。规律排便，有便意即尽可能及时排便，尽量保

持蹲位排便，鼓励多运动，培养合理的膳食习惯。 

结果 益生菌制剂对于干预患者无明显并发症。 

结论 益生菌制剂较高的安全性及较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于干预患者无明显并发症。益生菌的种类、

数量、剂型、使用方法以及疗效评价标准各不相同，目前大标本量，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少，还需

进一步循证医学的支持。益生菌制剂较高的安全性和较低不良反应发生率，仍然有必要设计高质量，

大样本的临床随机对照实验评价益生菌制剂的疗效，进而指导临床用药。全面的研究需对益生菌的

不同菌株，剂型作用于功能性肠病的各临床表现进行针对性设计，为临床使用益生菌治疗提供更多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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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89 

荷包缝合技术在内镜粘膜下剥离术所致医源性穿孔中的应用 

 
吴姹妍,陈幼祥,熊丹丹,陈硕,程飞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内镜下荷包缝合治疗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所

致医源性穿孔的治疗特点、治疗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我院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SD 治疗中穿孔并采用荷包缝合闭合的创

面的案例共 47 例，收集患者年龄、性别、术前检查、术中手术治疗资料及术后临床资料，分析病例

的病灶特点，统计手术时间、手术方式、术中器械使用情况及闭合成功率等 

结果 收集病例共 47 例，其中男性 20 例、女性 27 例，年龄 21-83 岁，平均 49.9 岁。ESD 手术完

整切除病灶 41 例（87.23%），部分切除 6 例（12.77%），手术总操作时间为 22-180min，平均手

术时间 64.6min；所有病例中行全层切除者 19 例（40.43%），操作时间 30-149min，平均手术时

间 79.6min。荷包缝合使用钛夹数 3-10 个，平均使用 5.71 个。荷包缝合闭合总成功率为 93.62%，

单次手术闭合成功率为 91.49%，全层切除术（EFR）闭合的成功率为 84.21%（16/19）。经术后

病理证实者共 45 例，其中间质瘤 23 例（51.11%），间质瘤危险程度分期均为低危，平滑肌瘤 7

例（15.56%），异位胰腺 5 例（11.11%），神经鞘瘤 3 例（6.67%），其他 7 例。术后常规胃肠

减压 2-3d，40 例术后使用抗生素治疗，使用时间 1-10d，平均 4.55d。术后诉局部不适者 20 例，

术后发热者 10 例。1 例经第二次内镜下治疗；3 例因术后急性腹膜炎转外科治疗；1 例术后病理证

实病变侵及粘膜下层转外科行进一步治疗。患者住院天数 3-19d（含外科治疗时间），平均 6.96d。

术后行超声内镜随访者 21 例，首次随访时间在 1-9 个月，其中 15 例复查超声未见明显异常，6 例

仅见结构紊乱。 

结论 荷包缝合闭合 ESD 所致医源性穿孔临床疗效可，若出现术后再次穿孔可尝试二次内镜下闭合，

内科治疗无效仍需联合外科治疗。此外，对于过大（＞3.0cm）病灶及早癌患者，除腹部 CT 检查外，

术前有必要可使用多种频率探头超声内镜对病灶的大小、深度、和周围组织器官的关系进行全面评

估，以减少术后并发症及住院费用。 

 
 

PU-1590 

舒肝解郁胶囊治疗伴焦虑抑郁状态的消化性溃疡的临床观察 

 
李丽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舒肝解郁胶囊辅助治疗伴有焦虑抑郁状态的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运用 Hamilton 焦虑量表（HAMA）和 Hamilton 抑郁量表（HAMD）评分筛选出合并焦虑抑郁

状态的胃镜已经证实的消化性溃疡患者 80 例，将符合入选条件的受试者采取随机、对照、双盲的研

究方式分为两组 ：治疗组及对照组。两组均给予常规抑酸及保护胃黏膜治疗：（雷贝拉唑 10 毫克 

早餐前半小时日一次口服， 磷酸铝凝胶 1 袋 早晚餐前半小时 日 2 次 口服）共 6 周，治疗组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同时加用舒肝解郁胶囊 2 粒 早晚各一次 饭后半小时口服，疗程共 6 周，疗程结束后

再次行胃镜检查，并随访半年，观察有无复发。通过治疗前后的 HAMA、HAMD 评分、临床症状、

胃镜检查及复发率评价疗效。并通过化验治疗前后的血尿便常规及肝肾功能及观察其不良反应评价

其安全性。 

结果 治疗组（应用舒肝解郁胶囊组）与对照组的 HAMA、HAHD 评分均有下降，临床症状改善，

但与对照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内镜下消化性溃疡治愈率提高，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1.7%，

高于对照组 7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复发率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均不良反应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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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传统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舒肝解郁胶囊能显著改善伴有焦虑抑郁状态的消化性溃疡患者的精

神及躯体方面的症状，降低复发率，并且安全有效，值得应用推广。 

 
 

PU-1591 

上消化道粘膜下小肿块诊治体会 

 
付云辉,李兴,龚敏,韩明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总结分析近几年来我院对上消化道粘膜下小肿块内镜下诊治情况，探讨内镜下治疗粘膜下

小肿块的适应症及安全性 

方法 对于超声胃镜下证实为粘膜下肿物者，征得患者本人同意后对部分病灶予以内镜下切除。对术

后并发症、术后病理进行追踪、随访。对于因各种原因未进行内镜下切除患者则建议定期内镜随访。 

结果 2015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期间胃镜检查 29685 例，发现粘膜下隆起病变者 203 例，检出

率 0.68%，其中 54 例予内镜下切除，EMR 3 例，ESD 9，ESE 28 例、EFTR 9 例、STER 5 例，

出现 1 例术后腹膜炎、1 例术中出血经过输血治疗，2 例术后转外科手术；平滑肌瘤 22 例，间质瘤

17 例（胃体 9 例、胃底 8 例），均为极低危，异位胰腺 7 例，血管瘤样增生 6 例、神经鞘瘤 2 例，

炎性息肉 1 例；部分参与内镜随访 1 年的病例未发现肉眼可见的病灶的明显增大。 

结论 内镜下切除术是治疗上消化道粘膜下小肿块安全有效的措施，但对于非胃底、胃体的小病灶特

别是老年人建议内镜下随访，不推荐内镜下切除术。 

 
 

PU-1592 

胃镜透明帽法辅助食管异物取出术临床分析 

 
吴文朝,叶哲,赖运庆,曾欧阳 

萍矿总医院 

 

目的 观察胃镜透明帽法辅助食管异物取出术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0 例胃镜下食管异物取出术，均为嵌顿性食管异物，嵌顿部位为食管上段，异物

类型均为鱼刺，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15 例，实验组采用胃镜透明帽法辅助取异物，对

照组采用胃镜下直接取异物，对比两组取出异物成功率、取出时间、并发症。 

结果 实验组异物取出率 100%，对照组取出成功率 86.7%，未取出异物改为透明帽法成功取出；实

验组取出异物平均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两组均无穿孔并发症。 

结论 胃镜透明帽法辅助食管异物取出术临床疗效显著，值得临床运用推广。 

 
 

PU-1593 

Fibroscan 在不同病因慢性肝病中评估肝纤维化程度的应用 

 
绽永华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Fibroscan 在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ALD）、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中的临床应

用价值。 

方法 通过回顾性研究的方法，收集 2014 年 6 月-2016 年 6 月于我院明确诊断并住院治疗的慢性肝

病患者 186 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入院后均行 Fibroscan 检测，并对其肝脏硬度值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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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肝组织穿刺病理检查为金标准，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根据 ROC 曲线下面积（AUC）

评价 Fibroscan 对不同病因慢性肝病中肝纤维化程度的诊断价值。 

结果 （1）186 例慢性肝病患者中男性 120 例（64.5%），女性 66 例（35.5%），平均年龄为（48.76

土 7.43）。其中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78 例（41.9%），酒精性肝病患者 60 例（32.3%），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病患者 48 例（25.8%）。（2）Fibroscan 对不同病因慢性肝病中肝纤维化程度的评分，慢

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评估 AUC 为 0.956，此时约登指数为 0.605；对酒精性肝病患者的评估 AUC 为

0.906，此时约登指数为 0.585；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评估 AUC 为 0.698，约登指数 0.48。 

结论 Fibroscan 在评估不同病因慢性肝病患者肝纤维化水平方面，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纤维化程

度的评分＞酒精性肝病患者肝纤维化程度的评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肝纤维化程度的评分。 

 

 
PU-1594 

鼠李糖乳杆菌早期定植抑制肠道炎症促进子代肠道发育 

 
金歌,刘响,曹海龙,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鼠李糖乳杆菌（LGG）仅在生命早期阶段可以定植于肠道，并可促进新生仔鼠肠道发育，但具

体机制并未阐明，同时益生菌在肠道炎症的治疗中有一定疗效，故假设生命早期 LGG 肠道定植可通

过抑制肠道炎症促进肠道发育进而维持肠道稳态。 

方法 取受孕时间相同的C57BL/6孕鼠随机分为 LGG活菌组和 0.25%戊二醛灭活的 LGG灭活菌组。

孕鼠在怀孕第 18 天起，分别予 10
8
cfuLGG 活菌或 LGG 灭活菌灌胃，直至母鼠自然分娩。两组子代

小鼠分别于出生第 0-5 天予 10
7
cfuLGG 活菌或 LGG 灭活菌灌胃。记录 3 周子代小鼠体重变化；运

用免疫凝胶电泳的方法于第 2、3 周鉴定子代小鼠 LGG 菌定植情况；运用 Real-time PCR 评价炎症

因子（IL-1β、TNF-α、IL-6、IFN-r）及肠道紧密连接分子（Muc2、Claudin3、ZO-1）mRNA 变化；

运用免疫组化、酶联免疫吸附测定及免疫荧光染色法评价 3 周子鼠肠道发育情况。 

结果 两组的子代小鼠第 1 周时体重相比无明显差异；LGG 活菌组的子代小鼠第 2 周和第 3 周体重

高于 LGG 灭活菌组（P<0.05）；于 2 周龄和 3 周龄的 LGG 活菌组子代小鼠的粪便中均可检测出

LGG 定植，而 LGG 灭活菌组无定植；两组子代小鼠于 3 周龄时，HE 染色均未见明显炎症改变,而

LGG 活菌组的子代小鼠较 LGG 灭活菌组相比，IFN-γ、IL-10 和 TNF-α 等炎性细胞因子 mRNA 的

相对表达水平降低；LGG 活菌组的子代小鼠肠道组织中 Muc2、Claudin3 和 ZO-1 等肠道紧密连接

分子相对表达水平增加，同时镜下观察其小肠绒毛长度及结肠隐窝深度明显增长，PAS 染色示每个

结肠隐窝中杯状细胞的数量明显增加（35.24 ±1.37 个 vs11.62 ±0.78 个，P<0.001），免疫荧光示

肠道组织 ZO-1 表达含量显著增加。ELISA 测得 LGG 活菌组的子代小鼠粪便中 IgA 表达明显高于

LGG 灭活菌组。 

结论 LGG 早期定植可以抑制肠道低度炎症并促进新生小鼠的肠道发育，这可能对成年期肠道健康

有持久的积极影响。 

 
 

PU-1595 

胃巨大溃疡与非巨大溃疡临床比较分析 

 
洪景访,冯晓莹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胃巨大溃疡与非巨大溃疡在年龄、性别、临床表现、病因及并发症方面的异同点，

加强对该疾病的认识，以期为减少胃巨大溃疡发生，提高诊治疗效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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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1 月经我院确诊为胃溃疡的患者 323 例，依据内镜下溃疡的大

小，分为胃巨大溃疡组（>=2cm）76 例和非巨大溃疡组(<2cm)247 例，进一步对两组的年龄、性别、

临床表现、病因及并发症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1.一般情况：(1)年龄：巨大溃疡平均发病年龄高于非巨大溃疡，且随着年龄增长，前者的发生

率增加，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6，P<0.05）。（2）性别：巨大溃疡中与非巨大溃疡相比，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386，P>0.05）。 

2.NSAIDS 药物应用史：胃巨大溃患者 NSAIDS 药物应用多于非巨大溃疡患者，结果具有统计学差

异（P=0.020，P<0.05）。 

3.贫血及贫血程度：胃巨大溃疡和非巨大溃疡相比，前者更易出现贫血，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4，

P<0.05）；但贫血程度无统计学差异（P=0.301，P>0.05）。 

4.病变部位：胃巨大溃疡与非巨大溃疡均以胃窦及幽门管部位受累最多见，但前者较后者更易发生

在贲门、胃底、体及胃角，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P=0.020，P<0.05）。 

5.HP 感染：胃巨大溃疡与非巨大溃疡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268，P>0.05). 

6.并发症：（1）并发症发生率：两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95，P>0.05）；（2）并发

症种类：胃巨大溃疡组和非巨大溃疡组主要并发症均为消化道出血，但两组相比较，无明显统计学

差异（P=0.904，P>0.05）。 

7.多因素分析：胃巨大溃疡的发生与年龄、NSAIDs 应用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6，P=0.020），而与性别及 HP 感染无明显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368，P=0.269）。 

结论 1.胃巨大溃疡发病年龄高于非巨大溃疡，尤以 60-75 岁的老年人为多见；NSAIDs 药物的应用

是胃巨大溃疡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性别、有无 HP 感染对胃巨大溃疡大小形成无显著影响。 

2.胃巨大溃疡与非巨大溃疡相比较，更易累及胃角、胃底、胃体及贲门。3.胃巨大溃疡与非巨大溃疡

相比较，更易出现贫血。 

 
 

PU-1596 

磷酸铝凝胶在溃疡性结肠炎治疗中的应用 

 
甘丽虹,邓峰,方念,郑丽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结肠保留灌肠液添加磷酸铝凝胶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期间符合 2012 年修订的炎症性肠病诊治规范建议的 60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剔除两组间年龄影响及溃疡性结肠炎严重程度的差异后均匀分成

两组,各 30 例。所有患者均在口服美沙拉嗪缓释颗粒（3g/d）后进行结肠保留灌肠治疗,其中对照组

采用甲硝唑氯化钠溶液添加美沙拉（1g）来进行灌肠,而实验组在采用对照组的灌肠液的同时再添加

磷酸铝凝胶（1 包/次）来进行灌肠,随后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进行对比。 

结果 该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26 例(86.7%),明显高于对照组 21 例(70%),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实验组患者腹痛、腹泻、里急后重、粘液脓血便症状改善时间明显

优于对照组对应数据 (P<0.05)。 

结论 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进行结肠保留灌肠治疗时,采用添加磷酸铝凝胶的灌肠液,能够提高患者的

总体治疗效果,还能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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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97 

帕罗西汀联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治疗腹泻型肠 

易激综合征的效果观察 

 
甘丽虹,幺玲,郑丽,黄亚琴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帕罗西汀联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临床效果。 

方法 筛选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我院就诊的符合诊断标准的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对照组给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加用帕罗西汀联合治疗，1 个月为一治疗周期，共观察 2 个月。 

结果 治疗后, 两组治疗后总有效率分别为68.25％和 87.11％,观察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且观察组在腹痛、排便频率、大便性状的改善时间明显早于对照组(P＜0.05)；汉密尔顿焦虑、抑郁

量表评分下降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帕罗西汀联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可有效改善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症状及患者的不良情绪,且

不良反应少. 

 

 
PU-1598 

熊去氧胆酸+莫沙必利+铝碳酸镁片+泮托拉唑治疗 

胆汁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疗效 

 
慕奕彤 

营口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熊去氧胆酸+莫沙必利+铝碳酸镁片+泮托拉唑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40 例胆汁反流性胃炎患者分为两组， 每组 2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莫沙必利联合泮托拉

唑，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给予熊去氧胆酸+铝碳酸镁片治疗。观察和比较所有患者治疗前后

临床症状出现率以及临床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上腹部灼痛、 胀痛、 食欲不振、 恶心、 消瘦等症状的出现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P ＞ 0． 05) ; 经过治疗， 观察组患者的症状出现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 ＜ 0． 05) ; 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5%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0% ，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 ＜0.05) 。 

结论 熊去氧胆酸+莫沙必利+铝碳酸镁片+泮托拉唑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 症状缓解率高， 疗效显

著， 值得推广。 

 
 

PU-1599 

胃巨大溃疡与非巨大溃疡临床比较分析 

 
洪景访,冯晓莹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胃巨大溃疡与非巨大溃疡在年龄、性别、临床表现、病因及并发症方面的异同点，

加强对该疾病的认识，以期为减少胃巨大溃疡发生，提高诊治疗效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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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1 月经我院确诊为胃溃疡的患者 323 例，依据内镜下溃疡的大

小，分为胃巨大溃疡组（>=2cm）76 例和非巨大溃疡组(<2cm)247 例，进一步对两组的年龄、性别、

临床表现、病因及并发症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1.一般情况：(1)年龄：巨大溃疡平均发病年龄高于非巨大溃疡，且随着年龄增长，前者的发生

率增加，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6，P<0.05）。（2）性别：巨大溃疡中与非巨大溃疡相比，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386，P>0.05）。 

2.NSAIDS 药物应用史：胃巨大溃患者 NSAIDS 药物应用多于非巨大溃疡患者，结果具有统计学差

异（P=0.020，P<0.05）。 

3.贫血及贫血程度：胃巨大溃疡和非巨大溃疡相比，前者更易出现贫血，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4，

P<0.05）；但贫血程度无统计学差异（P=0.301，P>0.05）。 

4.病变部位：胃巨大溃疡与非巨大溃疡均以胃窦及幽门管部位受累最多见，但前者较后者更易发生

在贲门、胃底、体及胃角，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P=0.020，P<0.05）。 

5.HP 感染：胃巨大溃疡与非巨大溃疡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268，P>0.05). 

6.并发症：（1）并发症发生率：两组比较，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95，P>0.05）；（2）并发

症种类：胃巨大溃疡组和非巨大溃疡组主要并发症均为消化道出血，但两组相比较，无明显统计学

差异（P=0.904，P>0.05）。 

7.多因素分析：胃巨大溃疡的发生与年龄、NSAIDs 应用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6，P=0.020），而与性别及 HP 感染无明显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368，P=0.269）。 

 结论 1.胃巨大溃疡发病年龄高于非巨大溃疡，尤以 60-75 岁的老年人为多见；NSAIDs 药物的应用

是胃巨大溃疡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性别、有无 HP 感染对胃巨大溃疡大小形成无显著影响。2.

胃巨大溃疡与非巨大溃疡相比较，更易累及胃角、胃底、胃体及贲门。3.胃巨大溃疡与非巨大溃疡

相比较，更易出现贫血。 

 
 

PU-1600 

超敏 C 反应蛋白/白蛋白比值与炎症性肠病的 

疾病活动度具有相关性 

 
刘爱玲,吕红,钱家鸣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目的 研究超敏 C 反应蛋白/白蛋白比值（hsCRP/ALB,CAR）与炎症性肠病 (IBD)疾病活动的相关性 

方法 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住院诊治的 IBD 患者，排除标准：合

并感染、肝硬化、恶性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先天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等。共纳入 231 例 IBD，

其中 CD137 例，UC 94 例。收集患者入院时人口统计学资料（性别、年龄、吸烟状态、病程），

入院时体重指数（BMI）、疾病活动度（CDAI）、改良 Mayo 评分及实验室检查(PLT，HGB，ALB，

ESR，hsCRP，CAR)。对于 CD，缓解期定义为 CDAI＜150，活动期为 CDAI≥150；对于 UC，缓

解期定义为改良的 Mayo 评分≤2 分且无单个分项评分>1 分，否则为活动期。 

结果 1、231 例患者中，49 例患者处于缓解期，182 例患者处于活动期。处于缓解期和活动期患者

的年龄、男性患者所占比例、吸烟者所占比例、病程无统计学差异（P>0.05）。2、处于活动期的

患者 PLT、ESR、hsCRP、CAR 水平明显高于缓解期患者(P<0.001)，而 HGB、ALB、BMI 水平明

显低于缓解期患者(P<0.001)。3、对于 CD 患者， hsCRP(r=0.391)、CAR(r=0.453)与疾病活动度

呈显著正相关，而 ALB(r=-0.539)与疾病活动度呈显著负相关(P 均<0.001)。对于 UC 患者，

hsCRP(r=0.770)、CAR(r=0.767)与疾病活动度呈显著正相关，而 ALB(r=-0.577)与疾病活动度呈显

著负相关(P 均<0.001)。hsCRP、ALB、CAR 对于 UC 患者疾病活动的相关性大于 CD 患者。 4、

总体而言，CAR(0.829)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大于 hsCRP(0.808)、ALB(0.791)。UC 患者

CAR、hsCRP、ALB 的 AUC 均大于 CD 患者。CAR(0.06)、 hsCRP (2.14mg/l)、ALB(39.50g/l)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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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预测疾病活动度的敏感性分别为 83.05%、 82.32%、68.89%；特异性分别为 68.09%、68.75%、

75.00%；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90.74%、90.85%、91.18%。 

结论 CAR 可用于评估 IBD 的疾病活动度，CAR 越高，预测疾病活动度越高；CAR 对于 UC 疾病

活动度的预测价值可能大于 CD 患者。 

 

 
PU-1601 

一例焦虑共病贲门失迟缓症的案例报告 

 
李杨玲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报告一例焦虑共病贲门失迟缓症的个案，并对贲门失迟缓症的病因、临床表现、治疗等现状给

予回顾。 

方法 个案报道；文献回顾。 

结果 该患者喷门失迟缓症未发现明确的生物学相关标记，但其症状与情绪明显相关，可考虑加用精

神科相关治疗，特别是心理治疗以改善患者的症状及预后。 

结论 从大医学的角度，目前较多的消化道疾病都存在明显的社会心理因素，而不仅仅是生物学因素

所致，消化科工作人员除了关注患者的生物学因素以外，仍需从一个整体的人的角度来看待患者的

疾病症状，例如，肠易激综合症是焦虑的躯体症状，消化道溃疡是典型的心身疾病已得到业界的公

认，从而扩宽医务工作者的看待疾病的层次，更能解决患者的病痛，也更好的为临床服务。 

 
 

PU-1602 

化瘀通阳方对溃疡性结肠炎大鼠中凝血酶原片段 1+2 的影响 

 
赵双

1
,施丽婕

2
 

1.天津中医药大学 

2.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实验研究旨在通过化瘀通阳方对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ulphate Sodium，DSS）诱导的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大鼠凝血酶原片段（F1+2）的改变情况，进一步探讨化瘀通

阳方对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大鼠凝血状态影响。 

方法 1.造模期：选取体质量 170-190gSPF 级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 50 只，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大

鼠分为：空白组 13 只，不予处理；其余为模型复制组 37 只，使用 5%DSS 溶液建立 UC 模型。造

模第 7 日结束后确定大鼠 UC 模型是否建立。 

2.治疗期：确认造模成功后将模型组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模型对照组、美沙拉嗪组、化瘀通阳

组，模型对照组予以 0.9%生理盐水，化瘀通阳组予以化瘀通阳方汤剂，美沙拉嗪组予以美沙拉嗪灌

肠液各 2ml/日，保留灌肠治疗 10 日。 

3.取材：于造模期、治疗期结束后，禁食 24 小时，于次日清晨目内眦静脉取血用以 F1+2 指标检测，

同时对比各组大鼠结肠组织恢复情况。 

结果 1. 疾病活动指数（DAI）评分结果：模型复制组大鼠 DAI 评分升高，与空白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治疗后各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化瘀通阳组、美沙拉嗪组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化瘀通阳组与美沙拉嗪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组织学病变（TDI）评分结果：模型复制组大鼠 TDI 评分升高，与空白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治疗后各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化瘀通阳组、美沙拉嗪组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化瘀通阳组与美沙拉嗪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F1+2 结果：模型复制组浓度升高，与空白组比较（P=0.007<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

美沙拉嗪组与模型对照组相比（P=0.026<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化瘀通阳组与模型对照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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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P=0.011<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化瘀通阳与美沙拉嗪组相比（P=0.922>0.05），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结论 1.应用 DSS 诱导大鼠复制溃疡性结肠炎模型具有可重复性。2.化瘀通阳方灌肠治疗能有效的

改善溃疡性结肠炎大鼠结肠组织病理情况，且效果与美沙拉嗪组相当。3.化瘀通阳方可降低溃疡性

结肠炎大鼠 F1+2 的水平，其效果与美沙拉嗪组治疗相当。 

 
 

PU-1603 

普拉梭菌对白色念珠菌生长与致病力的影响及相关机制 

 
毛夏琼,张红杰,邱新运,赵小静,陆美娇,李佳佳,李雪廷 

First Af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 炎症性肠病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目前认为该病的发病机制为：遗传易感个体由

于肠道微生物群发生紊乱而导致异常免疫应答，进而引起慢性肠道炎症及黏膜损伤。其中肠道微生

物群紊乱在该病的发病机制中主导着关键性的作用。研究表明炎症性肠病患者肠道中厚壁菌门的主

导菌体普拉梭菌明显减少，而致病菌白色念珠菌明显减少，为此我们想探究这两种发生趋势截然相

反的菌体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其机制。 

探究普拉梭菌对白色念珠菌直接影响：体外共培养观察普拉梭菌对白色念珠菌生长繁殖能力、菌丝

形成、致病毒性因子的影响。 

方法 将普拉梭菌与白色念珠菌体外厌氧环境共培养，梯度稀释后，在含有抗生素的 YPD 培养基培

养 24-36h 对白色念珠菌进行计数；RT-PCR 检测白色念珠菌促菌丝相关基因表达量；特殊固体培养

基检测白色念珠菌相关的毒力因子的活性。 

结果 1. 普拉梭菌对白色念珠菌生长繁殖能力产生抑制作用，且随着时间的增长抑制作用更明显； 

2.普拉梭菌抑制白色念珠菌促菌丝相关基因（BCR1、CDC24b、EFG1、HGC1、HWP1 等）的表

达，减少菌丝相白色念珠菌的产生；3.普拉梭菌降低白色念珠菌的毒性，主要包括：溶血性、分泌

型酸性蛋白酶活性、细胞外磷脂酶活性。 

结论 普拉梭菌可以抑制白色念珠菌菌体生长及促菌丝生成相关基因的表达，同时可以降低白色念珠

菌毒力因子的产生降低其毒性。 

 
 

PU-1604 

早期结直肠癌活检与术后病理诊断差异性分析 

 
熊丹丹,陈幼祥,曾春艳,陈硕,陈飞,吴姹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结直肠癌活检钳活检与术后病理诊断是否有显著差异，如有显著差异探讨差异存在的

原因。 

方法 收集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行结直肠癌手术治疗，最终

病理结果确诊为早期结直肠癌且术前行肠镜检查并采用活检钳取病变活检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

配对样本比较的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分析早期结直肠癌肠镜活检与术后病理诊断差异性。如研究结

果为活检钳活检与术后整块切除具有显著差异，可从内镜形态学分型、肿瘤直径、活检数量等因素

探讨活检与术后整块切除病理差异的原因， 

采用 X
2检验行单因素分析，若出现有意义的指标可进一步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排除混杂因素

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两者具有显著差异的原因。 

结果 最终纳入 152 例研究对象，早期结直肠癌肠镜活检钳活检与术中整块切除病理结果有显著性差

异（Z=-7.762，P=0.000）。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病变情况及活检数目对 ECC 活检钳活检与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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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块切除病理符合度的影响。结果提示内镜形态学分型（P=0.056>0.05）、肿瘤直径（P=0.149>0.05）、

活检数目（P=0.322>0.05）3 个因素均不为导致活检钳活检与术后整块切除病理不相符的原因。 

结论 导致活检钳活检与术后整块切除病理差异显著的原因可能为活检钳开口深度浅，取材较难到达

黏膜肌层，而导致缺乏诊断癌性病变的证据，故临床上，当肠镜活检病理结果为疑似恶性病变时需

综合评估，确保给予患者最佳治疗方案。 

 
 

 
PU-1605 

FIB-4 在评价初治 HIV/HBV 共感染者 ART 后肝 

纤维化中的局限性 
 

王爽
1
,闻颖

2
 

1.朝阳市中心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肝脏纤维化指数-4（FIB-4）在初治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乙型肝炎病毒（HBV）共感染

者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ART)后肝纤维化评价的价值。 

方法 入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确诊的 HIV 感染者，

采用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拉米夫定、依非韦伦三药联合作为 ART 方案，基线（ART 前）、

ART 后 6 个月、12 个月、18 个月共 4 个时间点，以 FIB-4 作为评价肝纤维化的指标 

结果 入组 HIV/HBV 共感染者 65 例，另 HIV 单感染者 157 例作为对照组，ART 前两组的性别、年

龄、体重指数、WHO 临床分期均无统计学差异。共感染组 FIB-4 在 ART 前、ART 后 6 个月、12

个月、18 个月均高于单感染组（P<0.05）。ART 后两组的 FIB-4 均下降，尤其在 ART 6 个月内，

ART 12 个月后趋于稳定。两组 ALT、AST、ALB、TBIL 在各个治疗时间点均无统计学差异；两组

ALT、AST 治疗后各个时间点与 ART 前比较也无统计学差异；ART 后 ALB 较治疗前升高、TBIL 较

治疗前下降，尤其在 ART 6 个月内（P<0.05）。共感染组 PLT 在治疗各个时间点均低于单感染组

（P<0.05），两组 ART 后 PLT 均高于 ART 前（P<0.05），尤其在 ART 后 6 个月内，并在 ART 12

个月后趋于稳定。 

结论 HBV 与 HIV 感染均影响血小板计数，ART 后 6 个月内 FIB-4 下降主要与血小板升高相关，故

ART 后短期内用 FIB-4 评估肝脏纤维化缺乏准确性。共感染组 PLT 持续低于单感染组，其可能受

HBV 影响的临床意义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PU-1606 

电话信息干预对提高幽门螺杆菌根除率的应用价值： 

前瞻、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 

 
王新,赵艳,卢新兰,卢桂芳,任牡丹,和水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电话信息干预对 14 天四联幽门螺杆菌（H.pylori）根除治疗的影响。 

方法 本临床研究为研究电话信息干预对 H.pylori 根除治疗的影响的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根

据计算机生成的随机化列表，将纳入的受试者随机分配到接受电话信息干预的干预组和不接受信息

干预的对照组中。其中干预组电话或消息在疗程的第 4、7、10 天发送，对照组患者仅在获取处方

时得到服药指示。两组患者均接受了 14 天四联H. pylori 根除治疗。主要结局指标为治疗后的 H.pylori

根除率。次要指标包括症状缓解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在最终分析中使用意向性（ITT）和符合方案

集（PP）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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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入组后每组 81 名患者的基线特征均衡。电话信息干预组 75 名患者和对照组 74 名患者完成了

药物治疗和随访。通过 ITT 分析（p = 0.006），干预组和对照组的 H. Pylori 根除率分别为 72.8％和

50.6％（p = 0.006），PP 分析结果则为 78.7％和 55.4％（p = 0.003）。然而，干预组治疗后消化

道症状评分量表（GSRS）评分相对于治疗前的降低程度虽显著高于对照组（-2.5±1.4 vs -1.6±1.6, p < 

0.001），但两组症状缓解率无显着差异 (p = 0.449)。干预组的总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34.7％ vs 25.8％），但 ITT（p = 0.154）或 PP（p = 0.148）均无显着差异。同样，在所有单个

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中没有发现显著统计学差异。 

结论 电话信息干预可以潜在地用于临床实践中以提高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率并缓解症状，而不会引

起显著增高的不良反应。 

 
 
PU-1607 

餐后不适综合征（罗马 IV 标准）药物治疗前后的 

胃肌电活动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王丽雅,段志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 EGG 检测 FD-PDS 亚型患者胃肌电活动异常及其在药物治疗前后的变化，并比较两种治

疗方案对其影响的异同，评估其临床意义，为 FD 患者的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方法 本课题组已行前期临床研究发现 TM（0.1g/次，日 3 次口服）在伴焦虑、抑郁 FD-PDS 亚型

患者中的疗效欠佳。因此，本研究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招募符合上述条件的 FD-PDS 亚型患者共

40 例作为 FD-PDS 组，并为其提供以下两种较为有效的治疗方案。其一单独予 TM（0.2g/次，日 3

次口服）加量治疗，即 TM+TM 组；其二予 TM（0.1g/次，日 3 次口服）加用 FM（10.5mg/次，晨

1 次口服）联合治疗，即 TM+FM 组。根据患者服药意愿，将 FD-PDS 组分为 TM+TM 组（n=20）

和 TM+FM 组（n=20）。另选取 20 例健康成年人作为对照组。分别测量健康对照组及两组 FD-PDS

亚型患者治疗前后的 EGG 进行比较。并观察相关调查问卷变化。 

结果 1. 经 4 周药物治疗后，两组 FD-PDS 亚型患者的 NDI 症状指数均有 

所下降（P<0.05），生活质量指数均有所升高（P<0.05），且以 TM+FM 组为著（P<0.05）。2.

经 4 周药物治疗后，TM+TM 组患者的餐后正常慢波比例及 PR 值均较前升高（P<0.05）3.经 4 周

药物治疗后，TM+FM 组患者餐前、餐后的正常慢波比例及 PR 值均有所升高（P<0.05），且与健

康对照组相比无差异（P>0.05）。4.经 4 周药物治疗后，两组 FD-PDS 亚型患者的 HAMA（P<0.05）

及 HAMD（P<0.05）评分均有所改善，且以 TM+FM 组为著（P<0.05）。 

结论 1. FD-PDS 亚型患者存在胃肌电活动的异常。予 TM（0.1g/次，日 3 次口服）联合 FM（10.5mg/

次，晨 1 次口服）治疗可有效调节患者的胃肌电活动。2. 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降低可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其异常的胃肌电活动，而其胃肌电活动的恢复是其症状缓解、生活质量水平提高的可能机制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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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08 

水飞蓟宾联合酪酸梭菌肠球菌三联活菌片对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艳丽

1
,郭莲怡

2
 

1.朝阳市中心医院 

2.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水飞蓟宾联合酪酸梭菌肠球菌三联活菌片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120 例符合条件的 NAFLD 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n=60）和试验组（n=60），

两组均给予健康教育、低糖低脂饮食、控制体重、禁酒、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等基础治疗。在基础

治疗之上，对照组口服水飞蓟宾胶，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酪酸梭菌肠球菌三联活菌片 口

服，疗程为 12 周 

结果 比较 2 组治疗前后各项指标均较前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比较，试验组

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水飞蓟宾联合 Bio-Three Tablets 对改善 NAFLD 患者生化指标、影像结果以及临床症状方面

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 

 
 

PU-1609 

206 例青年胃癌临床回顾性分析 

 
宋璞,王芳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青年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组织学特点，加强对本病的认识， 提高诊断准确率。 

方法 收集 2002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期间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的 206 例年龄

小于或等于 44 岁的青年胃癌患者，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从同期住院的年龄大于 44 岁的非青年胃

癌患者（4192 例）中抽取 206 例作为对照组，所有病例均经术后病理证实为原发性胃癌。比较青

年组和非青年组的性别构成、临床症状、肿瘤发生部位、肿瘤大小等临床特点 

结果 青年胃癌患者女性多于非青年胃癌患者。青年胃癌患者恶心呕吐、消瘦乏力症状比非青年胃癌

患者少。青年胃癌患者与非青年胃癌患者肿瘤发生部位和肿瘤大小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青年

胃癌患者Ⅳ期的发生较非青年胃癌患者少。青年胃癌患者中、低分化腺癌的发生较非青年胃癌患者

少，印戒细胞癌的发生较非青年胃癌患者高。青年组和非青年组均为纤维蛋白原量正常者比例最高，

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贫血症状的青年胃癌患者中女性居多。青年组男女之间肿瘤大小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青年女性患者较青年男性患者发生远处转移的比例高。青年胃癌男性中分化腺癌

高于女性，女性印戒细胞癌多于男性。肿瘤发生在胃角的青年胃癌患者年龄在 36-44 岁的居多，在

27-35 年龄段的最少。 

结论 1.青年胃癌女性多于男性，好发年龄 36-44 岁。2.青年胃癌临床表现以上腹不适为主，恶心

呕吐、消瘦乏力少见，CA125、CA199 阳性率高，组织学分型以印戒细胞癌多见，恶性程度高。3.

青年胃癌女性贫血发生率高，组织学分型以印戒细胞癌多见，转移率高。4.青年胃癌越年轻，越易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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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0 

不同类型药物所致肝损伤的特点分析与机制探讨 

 
陆晓天,强晖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各类药物引起肝损伤的病因、临床特点和药物作用机制，提高各类药物的使用监护意识，

预防和早期诊断药物性肝损伤。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法，对 2011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 128 例药物

性肝损伤患者进行研究。对患者的性别、年龄、用药时间、临床症状、可疑药物、肝功能变化、凝

血功能变化、肝脏影像学检查结果、预后等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根据用药种类分型，中药引起的肝损伤最多，占 29.7%，其次是抗肿瘤药物，占 22.7%，联合

用药占 12.5%，抗甲状腺药和抗生素共占 11.7%。根据临床分型，肝细胞损伤型占 33.6%，胆汁淤

积型占 12.5%，混合型占 7.0%，肝脏生物化学指标异常型占 46.9%。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中 A

级占 65.6%，B 级占 29.7%，C 级占 4.7%。肝功损伤程度与年龄、过敏体质、合并基础疾病、饮酒

等因素具有相关性（P<0.05）。各分型间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γ—谷氨酰转肽酶、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腺苷脱氨酶、总胆汁酸、凝血酶原时间、白蛋白

等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药物性肝损伤各分型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经过回归分析得胆汁淤

积型与糖尿病存在联系（P<0.05），混合型与过敏体质间存在相互关系（P<0.05），肝功能 A 级与

饮酒史和过敏体质存在联系（P<0.05），肝功 B 级与过敏体质存在联系（P<0.05），肝功 C 级与

年龄、饮酒和糖尿病，这些因素有关（P<0.05）。各种类药物产生肝损伤的原因可能与其本身或其

代谢产物有直接的毒性有关，或与代谢酶的个体差异性有关。其中混合型相对引起的肝损伤较为严

重，可能与药物产生较强的肝细胞损伤有关。 

结论 不同种类药物引起肝损伤的原因尚不明确，可能与药物本身的性质、个体的差异性、用药时间

等有关。对于年轻并有过敏史的患者，应用肝损伤药物时应及时监测肝功能，必要时开展基因多态

性检测。老年人、长期饮酒、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使用易引起肝损伤的药物时，临床应及时做好药物

性肝损伤的预防、监测，尽早诊断和治疗。 

 
 

PU-1611 

220 例自身免疫性肝病临床分析 

 
张彤,严艳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自身免疫性肝病住院患者的分布特征、变化趋势及临床特点。 

方法 对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996 年至 2016 年被诊断为自身免疫性肝病住院患者的分布特

征、变化趋势、一般情况、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等指标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排除肝炎病毒标志物阳

性、有不良饮酒史、服用肝毒性药物史、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史及反复住院的重复病例。入选对象 220

例，其中 AIH81 例，PBC 76 例，PSC26 例，AIH-PBC 重叠综合征 35 例，PBC-PSC 重叠综合征

及 AIH-PSC 重叠综合征各 1 例。 

结果 自身免疫性肝病住院患者逐年增加，其中 AIH 及 PBC 为主要构成部分。AIH、PBC 及重叠综

合征均成明显上升趋势，上升最快的为 PBC，其次为重叠综合征，PSC 无明显变化。自身免疫性肝

病多通过生化免疫学、影像学、肝活检等可确诊。AIH 肝生化以 ALT、AST 升高为主，PBC 或 AIH-PBC

的 ALP、GGT 明显高于 AIH，PSC 的 TB 水平明显高于其余自身免疫性肝病，通过比较均有统计学

差异；AIH、PBC 及 AIH-PBC 患者 ANA 检出率明显高于 PSC；影像学检查 MRCP 对 PSC 的诊断

价值优于 ERCP、PTCD。AIH 以界面性肝炎为主（91.67%），PBC 以胆汁淤积或胆管异常为主

（72.73%），AIH-PBC 的病理特点除 AIH 病理学特点外，还有不同程度的胆管组织损伤。自身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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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性肝病患者常合并肝外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干燥综合征最常见，其次为甲状腺疾病。首次确诊自

身免疫性肝病同时并发肝硬化比例并未随着时间而明显减少。首次确诊自身免疫性肝病是否重叠与

是否并发肝硬化无关。 

结论 自身免疫性肝病逐年增加，既往认为 AIH 多见，近年来，AIH 及 PBC 同时占主导地位，AIH、

PBC 以及重叠综合征均成明显的上升趋势，以 PBC 上升最快。自身免疫性肝病常见于中老年女性，

临床表现均无特异性，生化免疫学、肝活检等辅助检查十分重要。自身免疫性肝病早期诊断率不高。

首次确诊自身免疫性肝病是否重叠与是否并发肝硬化无关。 

 
 

PU-1612 

缺血性结肠炎 30 例临床分析 

 
李明明,孙占埠,韩建阳 

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急诊以腹痛便血为主要症状的缺血性肠炎（IC）患者的临床特点、内镜特征和诊治要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10 月-2018 年 2 月， 30 例诊断为 IC 的患者。经临床、结肠镜和病

理确诊的 30 例 IC 患者的相关资料,所有病例均在腹痛等症状出现后 48 小时内行全结肠镜检查,全部

取病变黏膜活检,观察其病理组织学特点。 

结果 本病好发于老年人（年龄＞60 岁）,男女之比为 4:5，无明显性别差别。全部伴有基础疾病,包

括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心血管疾病或长期大量吸烟及饮酒史等。临床表 现绝大部分伴有腹

痛（92.5%％），以左侧多见（85％）。内镜检查发现病变部位主要在左半结肠，要表现为结肠黏

膜高度水肿、充血、出血、糜烂及纵行溃疡。病理多为非特异性表现，部分有含铁血黄素沉着（含

铁血黄素细胞）或小血管内有纤维素血栓改变。。全部病人经过内科积极保守治疗好转，无一例行

进一步手术或介入治疗乃至死亡。 

结论 对于老年患者出现急性便血伴有腹痛,且症状与体征不相符合，同时合并有基础疾病的应首先

考虑缺血性结肠炎的可能,应尽早（48 小时内）行肠镜检查。结肠镜及镜下活检是可靠的检查手段，

同时配合肠系膜动脉 CTA 或 DSA 检查，评估血管情况，决定治疗计划。明确诊断后积极治疗，绝

大多数，为一过型患者，预后良好。出院后建议长期口服阿司匹林治疗，是否给予抗凝治疗要根据

CTA 情况决定。 

 
 

PU-1613 

中西医结合治疗胃结石 40 例临床分析 

 
李明明,孙占埠,韩建阳 

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胃结石的病因、临床特点、内镜下治疗和中西医结合诊治要点。 

方法 回顾我院自 2013 年 9 月～2017 年 11 月收治的 40 例胃结石患者的病案资料。分析胃结石的

病因、诊断、治疗过程，对各种治疗方法的优缺点进行对比。 

结果 34 例患者经治疗后 3-5 天内即感觉腹痛腹胀，胃区不适等症状明显缓解，一周后复查胃镜，

结石消失。8 例患者第一周虽有缓解，但仍有腹痛不适感。复查胃镜仍有结石，但结石较前减小。

再次胃镜下给予碎石，注入碳酸氢钠等治疗，并再次口服排石汤治疗 1 周。1 周后再次复查胃镜，

结石均顺利排出。所有患者治疗过程中无肠梗阻、胃穿孔发生。 

结论 胃镜下部分碎石，结合碳酸氢钠注入，再配合口服中药排石汤治疗胃石，方法简单易行，患者

花费少，对技术设备要求不高，适宜推广。所以广大医务工作者尤其是消化内科医生在实际工作中

遇到胃石病人，可试用本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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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14 

Paneth 细胞 ERS-IRE1/JNK 通路对应激时 CRH 调控 IBD 肠道

黏膜屏障功能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王树玲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目的 明确 IBD 小鼠在应激后 CRH 是否可通过作用 Paneth 细胞 ERS-IRE1-JNK-自噬通路，影响肠

道黏膜屏障功能，对 IBD 炎症再激活起关键调节作用。 

方法 建立 DSS 结肠炎动物模型、外周腹腔注射 CRH 建立小鼠应激模型，观察 CRH 是否通过调控

Paneth 细胞 ERS-自噬通路引起肠道黏膜屏障功能障碍；从不同水平进行干预，明确其是否可减少

应激时 IBD 炎症的再激活；同时收集临床健康志愿者、IBD 以及 IBS 患者的临床症状及 CRP 水平

等信息，收集肠道标本，通过分子实验明确 Paneth 细胞及相关抗菌肽表达、ERS 及自噬相关蛋白

和 mRNA 表达与病情活动度的关系 

结果 1、稳定建立 DSS 结肠炎动物模型；体重、大便评分、HE 染色均可见肠道炎症明显增加，免

疫组化染色可见 Paneth 细胞数量、LYS 蛋白表达增多。2、应激后小鼠，结肠上皮细胞自噬明显增

加，小肠粘膜肠上皮细胞间紧密结合蛋白 Occludin 蛋白表达下降。 

结论 IBD 小鼠应激状态下通过 CRH，使结肠出现 Paneth 细胞化生，引起肠道上皮细胞黏膜通透性

明显增加，促进细菌易位，导致持续的慢性炎症。 

 

 
PU-1615 

223 例单人操作结肠镜下息肉切除治疗的护理配合 

 
张丽梅,董营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单人操作结肠镜下息肉切除治疗的护理配合。 

方法 对2017年1月至2017年7月于我科住院的大肠息肉行单人操作结肠镜下息肉切除治疗的223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所有患者都在单人操作结肠镜下完成息肉切除，所有手术患者无一例穿孔，无迟发性出血，全

部痊愈出院 

结论 单人操作结肠镜下息肉切除治疗是一种快速、安全的方法，并发症少，而术前患者评估、术前

准备、术中配合、术后护理及观察为手术成功及预防并发症提供的保障。 

 
 

PU-1616 

联合用药治疗肝硬化并上消化道出血的疗效分析 

 
邓文珺 

青海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奥曲肽与奥美拉唑联合治疗肝硬化并上消化出血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13 年 3

月-2015 年 3 月在我院治疗的 120 例肝硬化并上消化道出血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60 例）和对照

组（60 例），观察组采用奥曲肽和奥美拉唑联合治疗，对照组采用垂体后叶素常规治疗，对比分析

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 两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93.3%和 73.3%，观察组治疗效果明显

好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止血时间（19.2±8.3）h、输血量（205.8±20.1）ml，均显著少于对

照组的（32.9±7.4）h 、（490.4±18.3）ml；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 6 例，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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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奥曲肽与奥美拉唑联合治疗肝硬化并上消化道出血疗效显著，

止血时间短，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值得临床应用。 

方法 依据病情，患者均接受禁食、营养支持、护肝、输血及纠正水电解质平衡等常规治疗。在常规

治疗的基础上，观察组给予奥曲肽联合奥美拉唑进行治疗：静脉滴注 0.3mg 奥曲肽（溶于浓度为 0.9%

氯化钠溶液 500ml），每 8 小时注射 1 次，连续治疗 6 次。同时静脉滴注 40mg 奥美拉唑（溶于浓

度为 0.9%氯化钠溶液 100ml），每 12 小时滴注 1 次，连续 5 天。对照组给予奥美拉唑注射液和垂

体后叶素联合治疗：奥美拉唑具体方法与观察组相同，静脉推注 10U 垂体后叶素（溶于浓度为 0.9%

氯化钠溶液 20ml），持续治疗 3 天。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3.3%，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73.3%；观察组的治疗效果要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的比较[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χ
2值 P 值 

观察组（n=60） 42（70.0） 14（23.3） 4（6.7） 
8.64 0.003 

对照组（n=60） 24（40.0） 20（33.3） 16（26.7） 

2.2 两组患者的输血量与止血时间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止血时间明显要短，治疗过程中输血量也较少（P＜0.05）。 

表 2 两组患者输血量及止血时间的比较  

组别 输血量（ml） 止血时间（h） 

观察组（n=60） 205.8±20.1 19.2±8.3 

对照组（n=60） 490.4±18.3 32.9±7.4 

t 值 11.14 9.21 

P 值 ＜0.01 ＜0.01 

 
 

PU-1617 

小肠结外 NK/T 细胞淋巴瘤（鼻型）临床分析及鉴别诊断： 

1 例病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董营,冯晓莹,乔秀丽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提高对结外 NK/T 细胞淋巴瘤的认识。 

方法 报道一例小肠 NK/T 细胞淋巴瘤（鼻型）的诊疗经过并结合文献讨论。 

结果 患者经手术及病理学确诊，经门冬酰胺姑息化疗，但病情重最终死亡。 

结论 结外 NK/T 细胞淋巴瘤诊断困难，易误诊，预后差。 

 
 

PU-1618 

缺氧促进 BVES 甲基化调控肝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 

 
雷宇,韩平,林卓颖,晏维,田德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本实验旨在探究缺氧对 BVES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的影响，深入研究其在肝癌转移中的作用及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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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选取人肝癌细胞株 Huh7、SMMC-7721，分别设常氧对照组（氧浓度 20%）、低氧组（氧

浓度 1%）。培养 24h 后，分别提取 RNA、蛋白，并进行细胞固定，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测

定各组细胞 HIF-1α、BVES 以及 EMT 相关指标 E-cadherin、Vimentin 的表达变化; 免疫荧光观察

细胞骨架的改变。Transwell 检测低氧培养后肝癌细胞迁移、侵袭能力变化。（2）甲基化特异性 PCR

检测 Huh7、SMMC-7721 细胞中 BVES 基因启动子区的甲基化水平。将 Huh7、SMMC-7721 细胞

株分别设干预组（加入 DNA 甲基化抑制剂 5-aza-dC）及对照组（加入等体积的 DMSO），检测

BVES 和 EMT 相关指标的表达、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变化。（3）将 Huh7、SMMC-7721 细胞株分

别设常氧对照组、低氧组、干预低氧组（5-aza-dC 处理细胞后低氧培养 24h）。检测各组细胞 BVES

基因启动子区的甲基化水平以及 BVES 和 EMT 相关指标的表达、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变化，观察

细胞骨架的改变。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低氧组肝癌细胞 HIF-1α 表达增高，BVES 表达降低，E-cadherin 表达降

低，Vimentin 表达增高；细胞迁移实验结果显示,低氧组迁移细胞数较对照组明显增加;侵袭实验结

果显示,低氧组穿过基质胶的细胞数较对照组明显增加；鬼笔环肽标记显示 F-actin 纤维发生重排，

密集于周边的 F-actin 重新组合成粗的平行排列的中间丝，细胞胞体拉伸。（2）BVES 启动子区甲

基化测序显示，SMMC-7721 肝癌细胞 BVES 启动子区甲基化水平明显高于 Huh7。DNA 甲基化抑

制剂处理细胞后，BVES 表达增高，E-cadherin 表达增高，Vimentin 表达降低；细胞迁移和侵袭能

力均降低。（3）低氧组肝癌细胞 BVES 启动子区甲基化水平高于常氧对照组和干预低氧组。与低

氧组相比，干预低氧组细胞 BVES 表达增高，E-cadherin 表达增高，Vimentin 表达降低;细胞迁移和

侵袭能力均降低;缺氧促进肝癌细胞骨架重排受到抑制。  

结论 缺氧促进肝癌细胞 BVES 启动子区甲基化，进而抑制 BVES 表达，诱导 EMT，促进肝癌细胞

转移。 

 
 
PU-1619 

高脂饮食致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机制的研究 

 
乔秀丽,姜春萌,董营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建立小鼠非酒精性脂肪肝动物模型，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研究提供一个较好的动物模型，同时

研究高脂饮食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病机制。 

方法 40 只 C57BL/6J 小鼠随机分为两组，分别给予普通饲料和高脂乳剂连续喂养 5 周，比较两组

血脂和肝脏生化、肝组织病理学指标的差异 

结果 5 周后，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血清 TG、TC、血糖、转氨酶均明显升高（p<0.05）；肝匀浆

TG、TC、TNF-α 含量明显升高（p<0.05）；肝匀浆脂联素含量明显降低（p<0.05）；HE 和苏丹Ⅲ

染色：光镜下可见弥漫性肝细胞脂肪变性，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与对照组相比，

模型组 CYP 2E1、TGF-β1 阳性表达细胞均明显增多（p<0.05）；Catalase、Adiponectin 阳性表达

细胞明显减少（p<0.05） 

结论 用高脂乳剂喂养C57BL/6J小鼠 5周成功建立了与人类非酒精性脂肪肝自然发病过程相符的非

酒精性脂肪肝动物模型，同时表明肝 CYP2E1、TNF-Tα、TGF-β 表达的增多及 Adiponectin、Catalase

表达的减少在高脂所致的 NAFLD 中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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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0 

乳头括约肌小切开联合球囊扩张术治疗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合并

胆总管结石的临床疗效观察 

 
程平,詹晓文,刘敦菊 

南昌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乳头括约肌小切开(SEST)联合球囊扩张术(EPBD)治疗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JPDD)合并

胆总管结石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6年 01月～2018 年 01 月我院诊治的 40例 JPDD 合并胆总管结石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 SEST 联合 EPBD 组 20 例和 EST 组 20 例，分别行 SEST 联合 EPBD 或 EST 术，记录一次

取石成功率、机械碎石率、术前术后总胆红素水平、术后并发症（高淀粉酶血症、胰腺炎）发生率

等 

结果 SEST 联合 EPBD 组一次取石成功率(90％)和总取石成功率(95％)显著高于 EST 组(分别为 45％

和 60％)，而机械碎石率(10％)显著低于 EST 组(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两组 TBIl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两组 TBIl 水平均较术前降低，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05)；SEST 联合 EPBD 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40％)高于 EST 组(35％)，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联合采用乳头括约肌小切开和球囊扩张术治疗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合并胆总管结石效果显著,

可提高取石成功率，降低机械碎石率，也不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率，可以做为首选手术方式 

 
 

PU-1621 

Clinical analysis of three cases of internal hernia after 
Billroth II gastrectomy misdiagnosed as acute pancreatitis 

 
Ying Dong

1
,Bing Qi

1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ternal hernia after Billroth II gastrectomy is often under-diagnosed du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it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t is also known as postgastrectomy internal abdominal 
hernia (PIAH) and may require both surgical and medical therapies. 
Methods Herein, we report three cases of PIAH, all who had undergone Billroth II gastrectomy in 
the past, and presented with sudden, severe abdominal pain misdiagnosed as acute pancreatitis. 
Results In all three cases, emergency laparotomy revealed an obstructive and expansive afferent 
intestinal limb. Two patients were 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adhesiolysis while one patient died 24 
hours postoperatively due to intra-abdominal sepsis. 
Conclusions Emergency laparotomy should be considered an effective option for PIAH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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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2 

血清 IL-12、HGF、CDT 及内毒素在酒精性肝病 

各阶段的早期诊断价值 

 
陈洪锁,孟宪梅 

内蒙古电力中心医院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酒精性肝病（ALD）患者不同阶段血清 IL12、HGF、CDT 及内毒素的变化趋势，分析血

清 IL12、HGF、CDT 及内毒素在酒精性肝病各阶段中的早期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酒精性脂肪肝(AFL)、酒精性肝炎(AH)、酒精性肝硬化(AC)、亚临床组（达到 ALD 诊断

的饮酒阈值，但患者无临床及相关检查的阳性发现）共 40 例作为观察组，选择 10 例健康志愿者作

为对照组，采用鲎试验及 ELISA 方法检测六组研究对象的血清内毒素、血清 IL12、HGF 及 CDT 水

平，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分析各组之间的差异性。 

结果 （1）血清 IL-12 水平在五组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IL-12 水平在 AC 组与

AH 组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亚临床组及 AFL 组；AFL 组 IL-12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及亚临床

组；（2）IL-12≥57.67pg/ml 对诊断 ALD 具有较高的灵敏度（0.889）及特异度（0.969）；我们取

IL-12最佳临界值46.80 pg/ml对区分亚临床组与AFL组具有较高的灵敏度（1.000）及特异度（0.857）；

（3）AC 组 HGF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亚临床组、AFL 组及 AH 组（P<0.05）；（4）AH 组

CDT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亚临床组；AC 组、AH 组、AFL 组、及亚临床组 CDT 水平显著高

于正常对照组（P<0.05）；(5) 相对于 CDT 而言 IL-12 对于 ALD 的早期诊断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及

特异度；(6)AC 组与 AH 组血清内毒素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亚临床组及 AFL 组。 

结论 血清 IL-12、HGF、CDT 及内毒素在 ALD 不同阶段存在趋势性变化。IL-12、CDT 具有较高的

灵敏度和特异度，可作为 ALD 早期诊断的标志物，IL-12＞46.80 pg/ml 对于区别亚临床组及 AFL 组

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及特异度，有利于亚临床组早期筛查及早期干预。HGF 的水平与评估 ALD 严重

程度具有相关性。 

  

 
PU-1623 

188 例大肠息肉内镜下黏膜切除术的临床分析 

 
李龙飞 

朝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在治疗大肠息肉中的临床价值及安全

性。 

方法 188 例患者共 350 个病灶，以注射法行黏膜切除治疗，记录操作方法并按照性别年龄分布情况、

并发症、切除标本病理类型等进行分析。 

结果 188 例患者中 20-29 岁组，30-39 岁组，40-49 岁组，50-59 岁组，60-69 岁组，70-79 岁组，

80-89 岁组所占比例分别为：1.06%，4.26%，19.15%，40.43%，22.34%，10.64%，2.13%。350

个病灶均完整切除，治愈率 100%。并发症：术中渗血 10 例（5.32%），以氩离子凝固术（Argon Plasma 

Coagulation）成功止血。无一例发生延迟出血、穿孔、狭窄及败血症等严重并发症。术后病理诊断：

炎性息肉 6 个，增生性息肉 134 个，腺瘤性息肉 208 个，类癌 2 个 

结论 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在大肠息肉治疗中，是一种安全、有效、微创的内镜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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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4 

中药联合三联疗法治疗肝胃郁热型幽门螺杆菌相关性 

慢性胃炎的临床观察 

 
马文强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肝胃郁热型幽门螺杆菌相关性慢性胃炎治疗中药联合三联疗法治疗方案的效果。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 -2017 年 9 月入我科治疗的肝胃郁热型幽门螺杆菌相关性慢性胃炎患

者共计 83 例进行分析，将其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42 例选择中药联合三联疗法治疗方案，对照

组 41 例常规三联疗法，分析两组治疗效果及幽门螺杆菌清除率情况。结果：两组患者给予不同治

疗方案后，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3.17%，明显低于治疗组的 95.24%(P<0.05)；对照组幽门螺杆菌清

除率为 68.29%，低于治疗组 HP 的根除率 80.47%(P<0.05)； 

结果 两组患者的疗效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3.17%(30/41)，明显低于治疗组的有效率 

95.24%(40/42)，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两组肝胃郁热型幽门螺杆菌相关性慢性胃炎患者 Hp

清除率比较，治疗后，对照组幽门螺杆菌清除率为  68.29%(28/41)，明显低于治疗组的

80.47%(38/41）。两组肝胃郁热型幽门螺杆菌相关性慢性胃炎患者 Hp 清除率比较,治疗后,对照组幽

门螺杆菌清除率为 68.29%(28/41)，明显低于治疗组的 80.47%(38/41）。两组脾胃湿热型幽门螺杆

菌相关性慢性胃炎患者中医症候积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中医症候积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 疗后，两组中医症候积分均降低，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对于肝胃郁热型幽门螺杆菌相关性慢性胃炎症状的患者，选择中药联合三联疗法治疗方案疗效

显著，不仅可提升该病治疗有效率，且能使幽门螺杆菌清除率提升，效果显著，值得应用。   

 

 
PU-1625 

西宁地区氟哌噻吨美利曲辛联合胃苏颗粒治疗老年女性伴有  

焦虑抑郁状态的慢性胃炎患者的疗效观察 

 
刘慧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目的 在西宁地区观察氟哌噻吨美利曲辛联合胃苏颗粒治疗老年女性伴有焦虑抑郁状态的慢性

胃炎患者的疗效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前瞻性研究方法，选择西宁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和门诊伴有焦虑抑郁状

态的慢性胃炎老年女性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40 例)和观察组(40 例)。入组时测量患者消化道

症状评分、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一 3(Chi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of mental 

disorder 一 3，CCMD 一 3)诊断为焦虑或抑郁。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

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评分，于治疗第 1、2、4 周

随访，并记录不良反应。对照组采用口服胃苏颗粒，1 包，3 次／d，冲服；观察组在口服胃苏颗粒

的基础上加用抗抑郁药氟哌噻吨美利曲辛(黛力新)片 10．5 mg，1 次／d。两组治疗时间均为 4 周。

分别采用 t 检验和 x2 检验分析数据。 

结果 观察组患者消化道症状评分改善及 HAMA、HAMD 评分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西宁地区氟哌噻吨美利曲辛联合胃苏颗粒治疗伴有焦虑抑郁状态的老年女性慢性胃炎患者临

床疗效显著，无明显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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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26 

磁共振小肠成像技术在回盲部病变中鉴别肠结核和 

克罗恩病的作用：一项前瞻性研究 

 
林燕生

1
,司徒伟基

1,2
,赵允恒

2
,任天华

1
,沈新平

1
,郭嘉琪

1
,程琳

1
,梁伟强

2
 

1.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2.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目的 目前，我国的克罗恩病发病率正在逐渐升高。它和肠结核都是以回盲部病变为主要表现的疾病，

二者的鉴别相当困难，但又至关重要，因为误诊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是临床面临的一大难题。

磁共振小肠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enterography，MRE）是一种非侵入性、无电离辐射的检查

技术，可用于胃肠道疾病的评估。本研究旨在探讨 MRE 在回盲部病变中鉴别克罗恩病和肠结核的

作用。 

方法 连续收集我院肠镜检查发现的回盲部病变病人。所有研究对象都接受 MRE 检查，由 2 名影像

科高年资医师分别对 MRE 图像显示的病灶部位、性质等特点做出评价。我们记录了病人的症状、

体征、实验室检查（包括 ESR、CRP、γ-干扰素释放试验等）、影像学检查（包括胸部 CT 等）、

病理学等临床资料。对病人的影像学结果、临床特点、内镜结果和病理学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及给予

相应治疗，在随访 3 个月到 1 年之后确定诊断。从而评估 MRE 在回盲部病变中鉴别克罗恩病和肠

结核的作用。 

结果 本研究一共连续收集到 185 例回盲部病变病人，其中符合研究条件纳入研究组的病人共 138

例。纳入研究组的所有病人都接受 MRE 检查，最终有 62 例病人确诊为克罗恩病（44.9%），14 例

病人确诊为肠结核（10.1%），其余的 62 例病人（44.9%）为其它原因引起的回肠末端炎（包括非

特异性回肠末端炎、白塞病、嗜酸细胞性胃肠炎、NSAID 相关性肠炎）。肠结核的 MRE 特点是孤

立性的盲肠肠壁强化以及极小范围的回肠末端受累，而克罗恩病的 MRE 特点则是小肠和/或大肠的

多节段透壁性强化。与克罗恩病相比，肠结核的MRE图像中有明显的盲肠肠壁强化（50.0% vs 8.1%，

p=0.001）且极少表现为多节段改变（0% vs 37.1%，p=0.007）。当 MRE 提示回肠末端出现强化、

纤维脂肪性增生(50.0% versus 15.4%, p=0.047)和肠系膜血管增生(38.9% versus 0%, p=0.010)时，

诊断更加倾向于克罗恩病而非肠结核。所有肠结核病人都给予抗结核治疗，经复查肠镜及影像学检

查证实治疗有效。 

结论 回盲部病变病人的 MRE 图像未见多节段改变、未见肠系膜血管增生，将倾向于诊断为肠结核。

MRE 的图像特点对克罗恩病和肠结核有良好的鉴别诊断作用。 

 
 

PU-1627 

GerdQ 评分在胃食管反流病诊断和疗效评价的特征分析 

 
劳思,冯晓莹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分析 GerdQ 评分在胃食管反流病临床诊断和疗效评价中的应用特征，评价 GerdQ 在胃食

管反流病诊治中的价值。 

方法 对 2013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首次就诊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消化科并疑诊

GERD（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胃食管反流病）的 169 名受试者进行研究。首先由具有

GERD 诊治经验的消化内科医师进行判断，符合纳入标准者自行填写 GerdQ(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questionnaire, 胃食管反流病问卷) 及一般资料项目，由同一名消化内科研究生进行

GerdQ 评分记录。所有受试者均行电子胃镜检查并行 PPI（proton pump inhibitor ，质子泵抑制剂）

诊断性试验，将胃镜结果阳性和（或）PPI 诊断性试验阳性作为本研究的诊断―金标准‖。绘制 GerdQ

与胃镜检查的 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接收者工作特征）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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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临界值；根据 ROC 曲线计算 GerdQ 评分取最佳临界值时，作为 GERD 诊断工具评价的统计指

标，并分析 GerdQ 评分分值与胃镜检查结果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 根据 ROC 曲线，当 GerdQ 取 8 分为诊断临界值时，灵敏度和特异度相对较高，Youden 指数

最大，诊断综合能力最强。 

结论 GerdQ 评分作为 GERD 的诊断工具，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诊断的准确性优于胃镜，

适合作为 GERD 的筛查和辅助诊断工具；其作为筛查和诊断工具的最佳临界值是 8；用于判断 GERD

患者有无粘膜损伤及粘膜损伤程度的临床价值有限；GerdQ 是应用 PPI 进行药物治疗过程中评估治

疗反应的敏感工具，总分、阳性症状项目及阳性影响项目的评分变化可以协助调整合适的治疗方案。 

 
 

PU-1628 

High-Resolution Anorectal Manometry in the Diagnosis of 
Functional Defecation Disorder in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YAN ZHAO,Xiaoyang Ren,Wen Qiao,Shuixiang He,Yan Yin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High-resolution anorectal manometry (HARM) has been considered a first-line 
diagnostic tool for functional defecation disorder. However, population-based studies on HRAM 
used in constipation patients are very limited and few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orectal pressure in Chinese patient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tility data in a cohort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2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who underwent a 
standardized HRAM wer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functional defecation disorder 
was classified into Rao’s types. 
Results Of the 82 patients, the mean age was 51 (range 16-83 years). Indications for anorectal 
manometry were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for all patients. The mean resting pressure was 69.2 
mmHg (range 24.5-126.9 mmHg). The mean maximum squeezing pressure was 198.4 (range 
54.2-476.9 mmHg). The mean anal canal length was 3.4cm (range 0.6-4.9cm). 60 (73.2%)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functional defecation disorder. In attempted defecation, type Ⅰ was 

most common (n=24), followed by type Ⅱ (n=12), type Ⅲ (n=11) and type Ⅳ (n=13) that were 

present on HARM according to Rao’s classification. In all 60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efecation 
disorder 37 were women and 23 were men. Woman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han women to 
have functional defecation disorder (P=0.014). 
Conclusions HRAM could be used as a test for the diagnosis of functional defecation disorder 
and help the selection of optimal therapy. 
 
 

PU-1629 

Caspase-1-dependent cell death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Cheng-Bei Zhou,Jing-Yuan Fang 

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Renji Hospital， 

Key Laboratory of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Ministry of Health，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ncogene and 

Related Gene. Shanghai Institute of Digestive Disease. 

 
Objective Caspase-1-dependent cell death, also called pyroptosis, is mediated by multiple 
inflammasomes which can recognize danger signals and activate the secret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like IL-18[1] and IL-1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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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It can induce cancer cell death within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Pyroptosis is totally 
distinct from apoptosis because it arouses inflammation during programmed cell death. 
Results NLRs[1], AIM2[2], GSDM[3] famil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pyroptosis signaling pathways 
in intestinal cancer such as gastric cancer, colitis-associated colorectal cancer and esophageal 
cancer, etc.  
Conclusions Precise modulation of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potential 
diagnostic markers can contribute to the detec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testinal tumors in 
the near future. 
 
 

PU-1630 

胃癌患者循环肿瘤细胞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刘国梁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本实验通过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联合 CK19 细胞免疫荧光法对胃癌患者外周血中循环肿瘤细

胞进行检测及鉴定，探讨循环肿瘤细胞与胃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并且研究循环肿瘤

细胞与临床化验结果的相关性，以期为胃癌患者病情诊断、检测、预后评估提供无创性指标。 

方法 1：抽取我院 45 例胃癌患者外周血 10ml，利用人淋巴细胞分离液制备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悬液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2：将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进行免疫荧光抗体染

色，标记细胞角蛋白(cytokeratin，CK)19 单克隆抗体，以 CK19 作为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检测的标

记物；3：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表达 CK19 的循环肿瘤细胞细胞（CTCs）。 

结果 1.1.按淋巴结转移情况分为两组：有淋巴结转移组 24 例，其中 19 例检测到 CK19 阳性细胞

（79.17%）；无淋巴结转移组 21 例，其中 8 例检测到 CK19 阳性细胞（38.10%）。χ
2检验具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1.2.按有无远处转移情况分为两组：有远处转移组 19 例，其中 15 例检测

到 CK19 阳性细胞（78.95%）；无远处转移组 26 例，其中 12 例检测到 CK19 阳性细胞（46.15%）。

χ
2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1.3.按有无复发情况分为两组：有复发组 19 例，其中 15 例

检测到 CK19 阳性细胞（78.95%）；无复发组 26 例，其中 12 例检测到 CK19 阳性细胞（46.15%）。

χ
2 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1.4.按组织分化程度分为两组：低分化组的 23 例，其中 13

例检测到 CK19 阳性细胞（56.52%）；高分化组的 22 例，其中 14 例检测到 CK19 阳性细胞

（63.64%）。χ
2检验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1.应用密度梯度离心法联合细胞免疫荧光法可以检测到胃癌患者外周血中的循环肿瘤细胞

（CTCs）。2.胃癌患者外周血中循环肿瘤细胞（CTCs）与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复发情况等密

切相关，差异有统计学差异（ P< 0.05）。 

 
 

PU-1631 

非胰源性区域性门脉高压一例诊治分析及文献回顾 

 
赵连武 

南昌市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非胰源性门脉高压病因及诊治策略，以提高门脉高压诊疗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非胰腺性区域性门脉高压患者诊治经过，患者因呕血、解血便 2 小时入院，呕

血量较多，约 400-500ml，解暗红色血便 4-5 次。既往 2006 年脑梗病史，目前有言语模糊后遗症，

期间发现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并使用羟基脲、干扰素治疗，后逐渐停用 ，2008 年再次脑梗， 2013

年发现重度骨质疏松、痛风 ，2015 年 4 月，内痔出血我院住院，肠镜发现提示直肠静脉曲张，腹

部 CT 发现肝硬化(当时考虑隐原性)、脾大，入院查体：重度贫血，脾脏入髂窝，血液分析提示 W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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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l，N 86.4%,HGB 54g/L，PLT 253×10^9/l，床边彩超提示肝周液性暗区，考虑右侧胸腔积

液？肝周积液？巨脾，门静脉、脾静脉增宽，诊断考虑：肝硬化伴、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经内科对

症处理转省级医院性急诊内镜下治疗 Lemi D1.5 Rf2，第一次急诊套扎。回顾分析该患者门脉高压病

因与原发性真行红细胞增多症相关，如合并肝硬化称 Mosse 综合征，为罕见病。 

结果 内镜止血后数日再次大呕血死亡。 

结论 区域性门脉高压诊疗思维不能局限于胰源性，一切可引起脾静脉血液淤积及血栓的疾病如血液

系统疾病均可引起区域性门脉高压，区域性门脉高压内镜止血易短期再次大出血，切脾因注意原发

病控制。 

 
 

PU-1632 

Different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Metformin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Esophageal Cancer Cells and normal 

human esophageal epithelial cells In Vitro 

 
Jianwei Peng,Danmian Hong,Xi Hu,Qinjia Wang,Xubin Jin,Xianbin Ca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d shown that metformin, an antidiabetic drug, exhibits anti-cancer 
effects.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metformin on esophagus 
cancer cells and normal esophagus cells. 
Methods Human esophagus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C109s and normal human esophageal 
epithelial cells (HEECs) were used in the experiment. The cell viability was determined by cell 
counting Kit- 8. Cell apoptosis was analyzed by AnnexinV FITC/PI double staining flow cytometry. 
The mRNA levels and protein levels of Stat3 were identifi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Western Blot. IL-6 was added to active Stat3. 
Results Metformin had more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cell proliferation in EC109s than 
HEECs. Metformin induced apoptosis of EC109s in a dose dependent manner, but not in HEECs. 
The expression of Stat3 in both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were higher in EC109s than HEECs. 
Further study revealed that metformin could down regulate the phosphorylation of Stat3 and its 
direct downstream target Bcl-2 which would be partly reversed by IL-6. 
Conclusions The effect of metformin on EC109s and HEECs were different. Metformin induced 
apoptosis in EC109s partially by down-regulating the phosphorylation of Stat3 and its direct 
downstream target Bcl-2, but not in HEECs. 
 
 

PU-1633 

HMGB1 通过激活自噬促进肝星状细胞的增殖、迁移和活化。 

 
王梓,田德安,晏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研究高迁移率族蛋白 1(HMGB1)对肝星状细胞增殖、迁移和活化的作用及其是否与自噬有关。 

方法 1.不同浓度重组 HMGB1 处理人肝星状细胞株（LX-2）24 小时后，CCK8 法检测 LX-2 细胞增

殖能力，Transwell 细胞迁移小室检测 LX-2 的迁移能力，Western blot 法检测 LX-2 中的胶原合成。

2.不同浓度重组 HMGB1 处理人肝星状细胞株（LX-2）24 小时后，Western blot 法检测自噬相关蛋

白 LC3ⅡB、p62、Beclin 的表达，免疫荧光法检测 LC3 的表达；电镜检测自噬体。3.将 LX-2 加或

不加 HMGB1、自噬抑制剂（3-MA）处理 24 小时后，CCK8 法检测 LX-2 细胞增殖能力的改变，

Transwell 细胞迁移小室检测 LX-2 的迁移能力，Western blot 检测 LX-2 中的胶原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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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不同浓度重组 HMGB1（10ng/ml、100ng/ml）处理 LX-224 小时后，CCK8 结果显示细胞增

殖能力均明显升高，其中以 100ng/ml 更为显著（P=0.0011）；Transwell 小室显示细胞迁移能力均

明显增强，其中以 100ng/ml 更为显著（P=0.0006）；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Collagen-1、Collagen-3

均呈浓度依赖性增加。2.不同浓度重组 HMGB1（10ng/ml、100ng/ml）处理 LX-224 小时后，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LC3ⅡB、Beclin 合成均呈浓度依赖性增加，p62 合成呈浓度依赖性减少；免疫荧光结

果显示 LC3 增强，电镜结果示自噬体增多。3.自噬抑制剂（3-MA）可以抑制 HMGB1 的上述作用。 

结论 HMGB1 能促进肝星状细胞增殖、迁移和活化，可能通过增强自噬作用的途径。 

 

 
PU-1634 

溃疡性结肠炎复发相关因素临床分析 

 
李琴,乔秀丽,程慧,徐华,冯晓莹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慢性复发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措施及焦虑抑郁情况与复发的相关

性，探讨 UC 复发的可能危险因素，以期为提高 UC 的疗效，减少复发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012年8月-2017年12月确诊为慢性复发型UC患者80例，

随访 1 年以上，依据复发频率分为偶发组（<=1 次/年）55 例和频发组（>=2 次/年）25 例，比较两

组在性别、年龄、吸烟史、病程、病情程度、病变范围、肠外表现、治疗方案、是否维持治疗及焦

虑评分、抑郁评分方面的差异，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探讨 UC 复发危险因素。 

结果 80 例慢性复发型 UC 患者，偶发组和频发组比较显示：（1）男性较女性易复发，P=0.008。

（2）病情程度越重的 UC 患者越易复发，P=0.041。（3）有肠外表现的 UC 患者较无肠外表现者

易复发，P=0.01。（4）UC 患者的焦虑评分越高越容易复发，P=0.000。（5）UC 患者的抑郁评分

越高越容易复发，P=0.015。（6）病情程度为中度的 UC 患者中糖皮质激素+5-ASA 治疗组与 5-ASA

治疗组复发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重度 UC 患者中糖皮质激素+5-ASA 治疗组较英夫

利昔单抗+5-ASA 治疗组易复发，P=0.032。（7）未进行维持治疗的 UC 患者较维持治疗者易复发，

P=0.022。（8）偶发组与频发组在年龄、吸烟史、病程及病变范围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进一步行多因素分析显示：男性（OR=5.172；95%CI：1.291-20.716）、焦虑评分高（OR=1.221；

95%CI：1.085-1.375）、有肠外表现（OR=4.982；95%CI：1.129-21.980）、未维持治疗（OR=6.875；

95%CI：1.452-32.552）为 UC 患者频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男性、焦虑评分高、有肠外表现、未维持治疗是 UC 频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重度 UC

患者应用英夫利昔单抗治疗会减少复发。临床治疗中因重视上述因素，以减少复发，提高 UC 疗效。 

 
 

PU-1635 

中西合璧  内外兼修---快速外科康复理念在 

消化道早癌 ESD 术应用 

 
江秋霞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上消化道早癌 ESD 术的应用效果 。 

方法 入选行 ESD 术的上消化道早癌患者 80 例，对照组 45 例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组 35 例应

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采取优化护理措施进行护理，比较两组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术后 24 小时疼

痛、术后留置胃管时间、置管舒适度、术后下床时间、术后 5 天体重下降程度、并发症发生率等方

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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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在术后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及置管舒适度方面，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术后疼痛、

术后留置胃管时间、术后下床时间、术后 5 天体重下降程度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均改

善具有临床意义，对照组术后均未发生并发症，而观察组有 3 例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 

结论 上消化道肿瘤 ESD 术应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优化护理，可以促进患者康复，减低术后留置胃

管的不舒适感，降低住院时间及费用，减少并发症发生率。 

 
 

PU-1636 

莫笑东施，效颦也堪怜-----护理专病门诊个案管理对胃食管反流病

患者焦虑、抑郁及自我管理行为干预效果研究 

 
班春景,江秋霞 

中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护理专病门诊专职护士个案管理对胃食管反流患者焦虑、抑郁状态及自我管理行为的干预

与效果观察 

方法 对在护理专病门诊就诊 30 例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建立档案，评估患者日常一般情况，进行胃食

管反流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测试，发放自制消化道

早癌预防知识手册（彩色）、胃食管反流病宣教手册（彩色）并进行指导干预；一月后门诊复查时

或电话再次行行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徐艳红制胃食管反流病自我管理行

为量表评估，对比前后上述指标变化。 

结果 结果：30 例胃食管分流病中，干预后患者焦虑、抑郁状态好转率达 80%，胃食管反流病自我

管理行为评分提高 50%（说明：SPSS 软件数据统计分析正在整理中） 

结论 护理专病门诊专职护士个案管理能有效改善胃食管反流患者焦虑、抑郁状态，显著提高其自我

管理行为的依从性。 

 
 

PU-1637 

Expression of miR-299-3p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rvival time 

 
Shan Dang

1
,Shuixiang He

2
 

1.Shaanxi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miR-299-3p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rvival tim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Methods collecting 68 case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issue and corresponding beside tissue, using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detection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299-3p；using statistical methods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ge, gender, AFP level, size of tumor, Venous infiltration, Edmondson grading and TNM staging) 
to change the amount of the expression of miR-299-3p .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survival conditions. 
Results th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pression of miR-29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tissue adjacent to carcinoma (P < 0. 05);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299-3p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Venous infiltration, Edmondson grading, and TNM staging, and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028, P = 0.042, P = 0.012).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age, sex, AFP level and tumor size. The overall 3-year survival time of 
patients with low expression of miR-29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high 
expression of miR-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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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miR-299-3p is lowly expressed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299-3p is associated with Venous infiltration, Edmondson grading and TNM staging, which 
may affect the survival time of the patients. 
 
 

PU-1638 

悬灸神门、足三里配合针刺头穴治疗中青年不寐的临床研究             

————心脾两虚型 

 
于靖儒 

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悬灸神门、足三里配合针刺头穴治疗中青年心脾两虚型不寐的临床疗效，探讨其作用机制，

通过观察各项评分的变化判断此法治疗不寐的可行性，为临床治疗此类患者提供更为确切有效的治

疗方法。 

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60 例心脾两虚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30 例，男 12

例，女 18 例；对照组 30 例，男 11 例，女 19 例。治疗组采用悬灸神门、足三里配合针刺头穴（百

会、四神聪、安眠）的治疗方法。对照组采用传统针刺法，取穴为：印堂、四神聪、安眠、神门、

照海、申脉、心俞、脾俞。两组均每天治疗 1 次，6 天为 1 个疗程，疗程间休息 1 天,共治疗 2 个疗

程。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2 个疗程结束后对全部患者进行相关评定。 

结果 1.两组基线分组均衡,两组在年龄、年龄分段和病程比较中无明显差异(P>0. 05),具有可比性;两

组治疗前 VAS 比较具有可比性；PSQI 症状对比分析各症状及总体病情轻重具有可比性;两组治疗前

心脾两虚证中医症状体征比较,各症状及体征均具有可比性。 

2.治疗完成后行两组组间比较,VAS (P〈0.05),有统计学差异;PSQI 评分,其中睡眠质量、入睡时间、

睡眠效率、日间功能障碍四项(P〈0.05),有统计学差异;中医症状评分各项中心脾两虚症状比较,有统

计学意义(K0. 05)；并且两组中医症候总评分比较(P<0.05),有统计学差异；两组均具有疗效。 

3.两组治疗完成后与治疗前进行组内比较,VAS、PSQI 评分及中医症状评分(P〈0.05)有统计学差异。 

4.治疗后两组疗效总有效率 A 组 97%,大于 B 组 90%。 

结论 悬灸神门、足三里配合针刺头穴的治疗方法在治疗不寐(心脾两虚型)方面安全有效,能明显提高

患者睡眠质量。 

 
 

PU-1639 

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autophagy in acute liver injury 

 
Wei Ga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bersity 

 
  Autophagy,also known as cellular self-digestion,is a general term for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ion, survival and homeostasis. It has been emphasized for its roles in pathogenesis of 
hepatology during the past decad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autophagy 
has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micro-autophagy, macro-autophagy and chaperone-mediated 
autophagy. Researches revealed that autophagy was involved in many forms of liver disease 
including nonalcoholic and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liver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viral 
hepatitis,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ophagy and acute liver injury remains unclear. Studies showed that autophagy was 
enhanced in some acute liver injury rats model,but there was still lack of convincing evidence. 
Recently, researchers demonstrated that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activation avoid 
further progress in acute liver injury. AMPK is an energy-induced tumor suppressor which can be 
activated when the intracellular AMP/ATP ratio rises. AMPK pathwa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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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of cellular metabolism, proliferation and autophagy. In this review, we focus on the function 
of the autophagy in acute liver injury and the cellular pathway though which it exerts its beneficial 
effects.  
 
 

PU-1640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炎症性肠病患教活动参与患者心

理健康状况及健康教育需求调查分析 

 
江秋霞

1
,班春景

1
 

1.安徽省立医院 

2.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了解炎症性肠病患教活动参与患者的人口学特征，了解其心理健康状况、健康教育需求及其对

参加患教活动的认识，为改进患教模式、实施针对性健康教育、改善 IBD 患者健康结局提供依据。 

方法 自愿原则下选择参加患教会的炎症性肠病肠病患者 42 例为调查对象，使用自制炎症性肠病健

康教育需求调查表，包括一般资料、健康教育需求 2 部分内容，包括健康教育知识获取途径、方式、

内容、参加患教会的目的、患教会形式及举办频次、是否愿意成为志愿者等方面进行调查。 

结果 参加炎症性肠病患教会患者男 22 例，女 13 例，住院病人 2 例，出院（门诊）病人 32 例。其

中溃疡性结肠炎 18 例，克罗恩 16 例，未定型 1 例；病程：《1 年 7 例，1-5 年 16 例；6-10 年 12

例，平均病程 4.5 年。躯体化症状（SSS 量表）评分异常占 48.5%，焦虑（GAD7>4 分）发生率 34.5%,

抑郁（PHQ9>7 分）发生率 48.6%，且心理健康状况与病程明显相关，病程越长，评分越高，发病

2 年以下得分最低；获取健康教育知识途径以住院医护宣教和病友会为主（选择率分别为 58.3%、

51.4%），最希望了解的知识是疾因表现、饮食知识、用药知识（选择率分别为 74.2%、65.7%、

42.3%），希望患教会举办频次一年 2 次者占 57.1%，参会人数 20-50 人者占 54.3%，参加患者会

的目的主要为了解疾病知识和咨询病情（分别占 62.3%、57.1%），建议患教会采取座谈会形式最

多占 57.1%；51.4%患者愿意成为志愿者。 

结论 炎症性肠病患教活动参与者病程均较长，焦虑抑郁情绪普遍存在，且病程越长患者焦虑抑郁情

绪越明显；患者对疾病知识及饮食用药知识缺乏，知识来源主要依赖医护人员的的指导；患者普遍

希望患教会参加人数不宜过多，频次一年 2 次为宜。半数患者希望投身公益愿意成为 IBD 志愿者，

对医护人员信任度及忠诚度极高。 

 
 

PU-1641 

胃息肉和结肠息肉的相关性分析 

 
刘文新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胃息肉与大肠息肉的发生是否存在相关性，及不同病理类型的胃息肉与大肠息肉的发生是

否存在相关性。 

方法 选取大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 2017 年同时行胃肠镜检查并发现胃息肉的患者作为病例组（A

组），及同时行胃肠镜检查但胃镜检查未发现胃息肉的患者作为对照组（B 组），回顾性分析两组

人群的大肠息肉检出率；同时将病例组患者按照病理类型的不同，分为增生性息肉组（A1 组）、炎

性息肉组（A2 组）、胃底腺息肉组（A3 组）、腺瘤性息肉组（A4 组），分析不同病理类型的胃息

肉与大肠息肉发生的关系。 

结果 病例组患者的结肠息肉检出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不同病理类型的胃息肉患

者中，腺瘤性息肉组大肠息肉检查率较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增生性息肉组、

炎性息肉组、胃底腺息肉组大肠息肉检查率较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升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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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中，胃息肉与大肠息肉的发生在统计学上未发现存在相关性，但胃息肉的病理类型为腺

瘤性息肉者，大肠息肉发生率显著升高，两者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PU-1642 

HLA-E 在老年人群结肠癌前病变中的表达研究 

 
史冬梅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目的 分析人类白细胞抗原 E（human leukocyte antigen-E, HLA-E）在老年人群结肠癌癌前病变中

的表达现状。 

方法 随机选取 109 例内镜手术患者的病理标本，其中管状绒毛状腺瘤组织 59 例，高级别内瘤变/

癌变组织 50 例；肠镜活检获取 20 例健康体检者的正常黏膜组织。根据年龄分为＜60 岁、60~70

岁及＞70 岁，比较不同年龄受试者结肠组织的一般资料，应用免疫组化检测 HLA-E 表达。 

结果 不同年龄受试者在正常黏膜组、管状绒毛状腺瘤组及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癌变组中 HLA-E 表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LA-E 强阳性表达率在正常黏膜组、管状绒毛状腺瘤组和高级别

上皮内瘤变/癌变组中依次增多，随着年龄增加 HLA-E 强阳性表达率增高（P＜0.001）。 

结论 HLA-E 在老年人群结肠癌癌前病变中高表达，可能促使早期结肠癌细胞形成免疫逃逸。 

 

 
PU-1643 

口服小剂量阿司匹林预防结直肠腺瘤复发 

 
邱坚

1
,冯晓莹

2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比较服用阿司匹林对腺瘤的影响，为预防腺瘤复发和癌变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将结直肠腺瘤组中 109 例具有连续 3 年完整结肠镜随访资料患者，依据是否长期口服阿司匹

林又分为阿司匹林组 49 例，非阿司匹林组 60 例，比较两组患者腺瘤数量及腺瘤年负荷差异。所有

数据应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阿司匹林组与非阿司匹林组的腺瘤数量和腺瘤年负荷在 0 期无统计学差异（P >0.05）。阿司

匹林组腺瘤数量在 2 期为 1.57±0.67，3 期为 1.34±0.83，低于非阿司匹林组 2 期 1.87±1.37，3 期

1.77±1.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随访 3 期时阿司匹林组腺瘤年负荷 0.41±0.38 显著低

于非阿司匹林组 0.73±0.39（P <0.05）。阿司匹林组自 0 期至 3 期，腺瘤数量分别为 2.70±1.70、

2.48±1.72、1.57±0.67、1.34±0.83，腺瘤年负荷分别为 1.56±1.20、1.38±1.08、0.94±0.65、0.41±0.38，

腺瘤数量和腺瘤年负荷在 2 期、3 期分别与 0 期进行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 <0.05），且呈递

减趋势。 

结论 服用阿司匹林可以减少腺瘤的远期复发和进展，为未来结直肠腺癌化学预防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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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44 

胃癌细胞系 MGC803、 BGC823、 SGC7801， 

迁移、侵袭力的比较 

 
刘国梁 

鹰潭市人民医院 

 

目的 本实验通过划痕、 Transwell 两实验初步了解我国自主分离提取的三株胃癌细胞系 MGC803、 

BGC823、 SGC7901 的迁移侵袭力强弱，以备今后相关胃癌方面的研究，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1、通过体外划痕实验，划出指定区域， 12h 后观察三株胃癌细胞迁入指定区域 细胞数，了

解三株胃癌细胞的迁移力差异性。2、 通过取浓度 2×105/ml 各细胞悬液 30ul 加入 transwel 上

室孔， 40h 通过 DAPI 染色计数透膜细胞数，了解三组胃癌细胞的侵袭力差异性。 

结果 1、划痕实验示 MGC803、 BGC823、 SGC7901 迁移力依次下降。2、Transwell 结果示 

MGC803(72.25±2.7)， BGC823 （ 44.25±2.5）， SGC7901 （ 22.50 ±2.0），两两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即 MGC803、 BGC823、 SGC7901 侵袭力依次下降。 

结论 MGC803、 BGC823、 SGC7901 的迁移侵袭依次下降 

 
 

PU-1645 

老年胆总管结石患者行 ERCP 取石的效果及安全性分析 

 
邵丽春,关斌,徐宝满,孙英伟,王孟岩,于环宇,黄媛媛,黄鹤 

沈阳解放军 463 医院 

 

目的 探讨老年胆总管结石患者行逆行胰胆管造影取石的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3-2018 年之间 123 例胆总管结石患者行逆行胰胆管造影取石（ERCP）的

临床资料。123 例患者均经肝胆脾 CT 或 MRI 证实为胆总管结石，根据年龄分组，以 60 岁为分界， 

60 岁以上的为老年组， 30-59 岁为中年组。其中老年组 81 例，男 39 例，女 42 例，合并胆囊结石

的 47 例，伴有高血压者 57 例，心肺疾患 39 例，糖尿病 21 例。中年组共 42 例，男 27 例，女 15

例，合并胆囊结石的 26 例，伴有高血压者 17 例，心肺疾患 9 例，糖尿病 11 例。比较分析两组在

取石成功率，一次性取石成功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术后观察腹部体征，体温，脉搏，血压，呼吸。

分别于术后 3 小时、12 小时查血淀粉粉酶，血脂肪酶。 

结果 两组病人无死亡病例，无并发穿孔，出血的病例。老年组取石成功率 98.76%，中年组取石成

功率为 99%，两组比较 P>0.05，一次性取石成功率老年组为 98.76%，中年组为 97.61%，两组比

较 P>0.05。总并发症发生率：老年组 29.6%，中年组为 28.5%，两者比较 P>0.05，其中无症状性

高淀粉酶血症为老年组 20.9%，中年组 23.8%，两者比较 P>0.05，术后胰腺炎老年组 3.7%，中年

组 2.3%，两者比较 P>0.05，老年组感染发生率 4.9%其中 2 例肺内感染，2 例胆道感染，中年组 1

例胆道感染 2.3%，两者比较 P>0.05。 

结论 老年胆管结石患者行 ERCP 是有效的和安全的。 

 
 

PU-1646 

重度溃疡性结肠炎糖皮质激素治疗的疗效及其相关因素的分析 

 
赵霞 

Shengj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 分析重度溃疡性结肠炎(SUC)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疗效及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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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消化内科 2013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期间收治的 46 例

经糖皮质激素治疗的重度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包括一般资料、临床表现、血清学、

内镜下表现、治疗方法及转归等。根据患者对糖皮质激素（GCs）治疗反应的不同，分为有效组（n=34）

和无效组（n=12），分析可能影响 GCs 治疗疗效的相关因素。 

结果 本组病例病变部位以全结肠病变为主（93.47%）， GCS 控制重度溃疡性结肠炎急性发作有

效率为（73.91）％。在年龄、性别、病程、住院时间、既往使用激素治疗情况的比例、血红蛋白＜

90g/L的比例、ESR>75mm/h 的比例及CRP>45mg/L的比例上，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在既往有重症发作病史的比例、入院时腹泻次数≥10 次/天的比例、入院时体温＞38℃的比例、治疗

第 3 天仍有血便的比例、白蛋白＜30g/L 的比例、血小板>300X10^9/L 的比例上，两组间比较有统

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重度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发病年龄较大，多累及全结肠。重症溃疡性结肠炎

患者若既往有重症发作病史、入院时腹泻次数≥10 次/天、入院时体温＞38℃、治疗第 3 天仍有血便、

白蛋白＜30g/L 及血小板>300 X10^9/L,可能预示对 GCs 治疗反应较差。 

 
 

PU-1647 

水飞蓟宾下调 IL-6/STAT3 通路抑制小鼠结肠炎相关肠癌的研究 

 
郑荣娟

1,2
,曹海龙

2
,马嘉珩

2
,董文逍

2
,刘天宇

2
,谢润祥

2
,陈雪

2
,王邦茂（通信作者）

2
 

1.唐山工人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科在读博士） 

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科 

 

目的 评价植物类药物水飞蓟宾（silibinin，SB）对氧化偶氮甲烷（azoxymethane, AOM）/葡聚糖

硫酸钠(dextran sulfate sodium salt，DSS)诱导的结肠炎相关肠癌（Colitis-associated cancer，CAC）

小鼠模型的化学预防作用及其对 IL-6/STAT3（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 / 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

因子 3，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3) 通路的调节。 

方法 6 周龄的 C57BL/6 小鼠适应环境 1 周后于 7 周龄开始给药。随机分为三组：空白对照组，

AOM/DSS 组，水飞蓟宾治疗组 (AOM/DSS/SB 组)。AOM (10 mg/kg) 腹膜内注射，2% DSS 加入

无菌水饮用持续 5 天，随后 2 天饮无菌水，7 天一个循环，2 周后继续下一个循环，共三个循环。

水飞蓟宾持续灌胃 750mg/kg/d, 从第 1 天持续到 10 周实验结束后处死小鼠，记录肿瘤数目、直径、

结肠的长度和重量；HE 染色进行炎症和肿瘤评分。免疫组化染色测定细胞增殖情况，TUNEL 方法

判断细胞凋亡情况，Realtime-PCR 评价炎症因子 IL-6mRNA 的表达。免疫组化及 Western blot 方

法评价水飞蓟宾对 IL-6/STAT3 通路的抑制作用。 

结果 水飞蓟宾组小鼠肠道肿瘤数量为（6.9±3.1）个/只，较 AOM/DSS 组（13.1±5.9）个/只明显减

少，肿瘤直径≤2mm 及 2-4mm 均有差异性，尤其肿瘤直径≥4mm 差异显著(t=4.12，P < 0.001)；肿

瘤评分及炎症评分也显著低于 AOM/DSS 组（t=2.63，P＜0.05），（t=6.53，P＜0.001）；水飞蓟

宾明显抑制小鼠肠道上皮细胞的增殖，并可促进小鼠肠道上皮细胞的凋亡，水飞蓟宾组 TUNEL 阳

性细胞百分比较 AOM/DSS 组明显增加(t=2.41，P＜0.05）；水飞蓟宾组小鼠肠道组织中炎症因子

IL-6 mRNA 的相对表达量为明显低于 AOM/DSS 组（t=5.98，P＜0.01）；水飞蓟宾组小鼠肠道磷

酸化 STAT3 表达水平相对值明显低于 AOM/DSS 组（t=10.51，P＜0.001），而总 STAT3 蛋白表

达水平两组无明显差异。 

结论 水飞蓟宾可下调 IL-6/STAT3 信号通路抑制 CAC 的发生，提示水飞蓟宾是一种潜在的 CAC 化

学预防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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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48 

Fluorofenidone Reveals a Novel Function for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A3 in inhibiting Hepatic Stellate Cell 

Activation and Hepatic Fibrosis 

 
Yu Peng

1
,Haihua Chen

1
,Qixin Gan

1
,Ying He

1
,Huixiang Yang

1
,Lijian Tao

2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Hunan， China 

2.Department of Nephropathy，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Hunan， China 

 
Objective Liver fibrosis and its endstage, cirrhosis, represent a major public health problem 
worldwide. Activation of hepatic stellate cells (HSCs) is a central event in hepatic fibrosis. However, 
the proteins that control HSC activation are incompletely understood. The iTRAQ screening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protein alterations of the liver fibrosis rats.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A3(GSTA3) is known as an antioxidative protease belonging to GSTs α-class, recent study 
confirmed GSTA3 putative hydroperoxidase activity in vivo for the first time. however, the crucial 
role of GSTA3 in liver fibrosis remains unclear. As a recently we produced water-soluble pyridone 
agent with antifibrotic features, fluorofenidone [1-(3-fluorophenyl)-5-methyl-2-(1H)-pyridone; 
AKF-PD] can attenuate liver fibrosis, which has been adopted for phase I clinical trials, present 
studies were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GSTA3 in liver fibrosis and its modulation by AKF-PD 
in vivo and in vitro. 
Methods Rats treated with dimethylnitrosamine (DMN) or carbon tetrachloride (CCl4)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model and AKF-PD treatment groups. The two activated HSCs lines, 
rat CFSC-2G and human LX2 were treated with AKF-PD respectively. The lipid peroxidation 
malondialdehyde (MDA) in rat serum was determined by ELISA. The genera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was measured by dichlorodihydrofluorescein fluorescence analysis. The 
expression of α-smooth muscle actin (α-SMA), fibronectin (FN),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ERK1/2), 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p38 MAPK), c-Jun N-terminal kinase 
(JNK), GSK-3β and phosphorylation of ERK, p38 MAPK, JNK and GSK-3β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RT-PCR and/or Western blot. 
Results GSTA3 was substantially reduced in the experimental fibrotic livers and 
transdifferentiated HSCs. AKF-PD alleviated DMN- or CCl4- induced hepatic fibrosis and potently 
inhibited HSCs activation correlated with suppressing GSTA3. Moreover, GSTA3 overexpression 
prevented HSCs activation and fibrogenesis, while GSTA3 knockdown enhanced HSCs activation 
and fibrogenesis resulted from increasing expression of ROS and MDA and subsequent amplified 
MAPK signaling and GSK-3β phosphorylation. 
Conclusions In current study, we demonstrated firstly that GSTA3 plays an important antioxidant 
effect in CCl4- or DMN-induced liver fibrosis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MAPK and Wnt/GSK-3β 
signaling pathways.GSTA3 is implicated in hepatic fibrogenesis and may represent a promising 
target for potential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in liver fibrotic diseases. 
 
 

PU-1649 

中国天津结直肠癌发生部位的变化趋势分析 

 
吴静怡,曹海龙*,陈丹凤,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西方研究发现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的发生部位存在从左半结直肠向右半结肠

偏移的趋势，右半结肠癌比例显著增加。然而相关报道在亚洲人群研究中并不多见，且结果并不一

致。本研究旨在分析近年来中国天津结肠镜检查患者 CRC 发生部位的分布趋势及其临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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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结肠镜数据库进行回顾，收集 200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经病理活检被证实为 CRC 患者的临床资料。病灶位置在脾曲、降结肠、乙状结肠及直肠的

患者纳入左半结直肠癌（left-sided colorectal cancer, LSCRC）组，病灶位置在盲肠、升结肠、肝

曲及横结肠的患者纳入右半结肠癌（right-sided colon cancer, RSCC）组。分析两组临床特点，并

比较异同。 

结果 回顾分析 75183 例结肠镜检查的患者资料，经病理活检证实为 CRC 患者共 2319 例，CRC 总

检出率为 3.08%，CRC 的年检出率有所下降(P＜0.05)。其中，LSCRC 患者 1411 例（60.85%），

RSCC 患者 893 例（38.51%）。LSCRC 患者以便血、排便习惯改变和腹泻等为主要表现，而 RSCC

患者则以体重下降、贫血、腹部包块和黑便等为主要表现。LSCRC 组患者平均年龄 (64.7±12.4)岁，

RSCC 组患者平均年龄(65.1±12.3)岁(P＞0.05)。男性 LSCRC 和 RSCC 检出率均高于女性，女性

RSCC 检出比例高于男性(P<0.05)。与 50 岁以下患者相比，50 岁及以上患者 LSCRC 检出比例呈

下降趋势，RSCC 检出比例呈升高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比于 2000 年至 2008

年，2009 至 2017 年 RSCC 所占检出比例呈下降趋势，由 40.6%降至 37.7%，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中国天津结肠镜检查患者中女性 RSCC 的检出高于男性。LSCRC 与 RSCC 患者临床症状具

有显著差异。在 2000 年至 2017 年，CRC 的发生部位仍未出现明显左向右移位的特征，提示现阶

段本地区 CRC 的分布模式仍不同于西方患者。 

 
 

PU-1650 

The mechanism of TLR2/NF-KB pathway activation 
modulated by microbiota metabolite butyrate in gastric 

injury 

 
Yini Dang,Xuan Li,Jin Yan,Guoxin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Gastric injury is related to several digestive disease whil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has not been well studied. Studies conducted by our research team showed that 1 stomach 
microbiota varied dynamically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gastric injury induced by inflammation; 2 
the abundance of butyrate-producing bacteria increased after Hp infection; 3 excessive butyrate 
up-regulated TLR2 on gastric epithelial cell membrane, then activated NF-KB and downstream 
inflammatory cytokines, promoting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gastric epithelial cell.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verify 1 how the stomach microbiota transforms in persistent gastric injury 
induced by chronic inflammation; 2 the mechanism of gastric inflammatory injury induced by 
microbial metabolite butyrate. It would be helpful to achie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rosstalk 
between microbiota-metabolism-inflammationin gastric injury. 
Methods Clinical samples would be collected; the animal and cellular models would be used in 
this study. Several biomedical methods including Illumina Mise analysis, HPLCwould be adopted 
to verify the hypothesis at microbiota, metabolic, molecular and genetic level. 
Results Bacterial composition analysis in chronic gastritis, atrophic and IM gastritis, and early 
gastric cancer tissue by Illumina Mise microarray demonstrated that 1) Hp was detected in five 
samples, 2) the total amount of Neisseria in theatrophic and IM gastritis sample was nine times 
more than that in the chronic gastritis, 3) the total amount of Haemophilus parainfluenzae in 
theatrophic and IM gastritis sample was four times more than that in the chronic gastritis, 4) the 
worse the condition, the more the Pseudomonas, Sphingomonas, Chryseobacterium, 
Ruminococcus. In mice model, Hp infection can upregulate TLR2 expression, in turn 

TLR2-activated Rel/p65 can increase the levels of IL-1、IL-6、IL-8.To investigate how TLR2 affect 

stomach microbiota, we performed bacterial composition analysis in WT and TLR2/KO Hp 
infection mice model. The total amount of Hp, Clostridium, Clostridium leptum,Clostridium 
quasiball were increased and Lactobacillus, Enterobacteria, non-Helicobacteawere decreased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12 
 

after Hp infection in WT mice.Theamount ofclass Clostridia andclass Bacilli showed no significant 
change after Hp infection in TLR2/KO mice.In mice model,we can also observed increased 
butyrate can promot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AGS cells after Hp infection. 
Conclusions Therefore, we concluded that Hp infection may increase the abundance of 
butyrate-producing bacteria.Thereafter, TLR2/NF-KB pathway would be activated by excessive 
butyrate and the level of inflammatory factor at the downstream may be up-regulated. The 
continuous procedure may lead persistent gastric injury.This study is innovative and help to 
provide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treatment of gastric injury. 
 
 

PU-1651 

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在肝纤维化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刘心怡,王雪梅,范文婷,宋洋,张媛媛,刘玉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在慢性肝病中，特别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肝纤维化评估的

临床价值，为临床医师提供准确、无创、便捷的评估方法。 

方法 连续性纳入 2017年 3 月至 9 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科门诊就诊的慢性肝病患者 263例进

行研究，应用 FIB-4 指数评估研究对象纤维化程度，将研究对象分为无脂肪变无纤维化组 107 例，

无脂肪变有纤维化组 91 例，其中非进展性纤维化 61 例，进展性纤维化 30 例，有脂肪变无纤维化

组 51 例，有脂肪变有纤维化组 14 例。其中 NAFLD 患者共 42 例  ，根据 FIB-4 指数分为无纤维化

组 31 例，有纤维化组 11 例。收集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人体学参数、化验、B 型超声和 2D-SWE

结果，应用相关统计学方法探索 2D-SWE 在肝纤维化程度评估的意义。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慢性肝病患者 263 例，其中男性 145 例，女性 118 例，平均年龄 45.43±11.67

岁。组间比较显示无脂肪变有纤维化组 SWE 值高于无脂肪变无纤维化组（P＜0.001），进展性纤

维化组 SWE 值高于非进展性纤维化组（P＜0.001），SWE 值与 FIB-4 指数呈正相关（r=0.312，P

＜0.001）。研究共纳入 NAFLD 患者 42 例，其中男性 20 例，女性 22 例，平均年龄 48.60±11.66

岁。组间比较显示有纤维化组 SWE 值高于无纤维化组（P＜0.05）。同时，在 NAFLD 的评估中，

SWE 值与 BMI、腰围、臀围呈正相关（P＜0.05），根据纤维化程度分组后仍有上述相关性（P＜

0.05），而根据脂肪变程度分组后无上述相关性（P＞0.05），提示 2D-SWE 在评估 NAFLD 纤维

化程度时可能受 BMI、腰围、臀围影响。 

结论 在肝纤维化程度评估方面，2D-SWE 不仅可用于慢性肝病纤维化程度评估，在 NAFLD 的纤维

化评估中也有临床价值，但在肥胖人群中可能因脂肪变程度过重而高估其纤维化程度。 

 
 

PU-1652 

被误诊为急性胆囊炎的人粒细胞无形体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张春燕,于晓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总结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的临床特点，提高临床医师对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的认识。 

方法 回顾分析 2017 年在海军总医院确诊的 1 例 60 岁男性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及预后，并进行文献

复习。 

结果 患者以寒战、高热伴右上腹痛为临床表现，化验及辅助检查：白细胞 2.48×10^9/L、中性粒细

胞计数 1.6×10^9/L、血小板 43×10^9/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214.0U/L、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338.0U/L、LDH1720IU/L，降钙素原 2ng/ml、脂肪酶 670 U/L，血清钠 127.5mmol/L，C 反应蛋白

92.1mg/L；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42.3s、D-D 二聚体 1415.0ng/ml；尿蛋白 1+。超声提示胆囊体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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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多发结石。入院诊断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给予抗感染等治疗，但进一步检查腹部 CT 及 MRI

提示除胆囊结石、胆囊炎表现外，腹膜后多发渗出,肝、胆、脾周围见积液影，双肾周、肾前筋膜增

厚。详细追问病史患者 10 天前有蜱虫叮咬病史，结合发热、寒战、腹痛等临床症状，外周血白细胞、

血小板降低，肝功异常，凝血异常，血电解质紊乱，累及多脏器为特征。可疑蜱虫病，查全血细胞

嗜吞噬细胞无形体特异性核酸阳性，序列分析提示与嗜吞噬细胞无形体同源超过 99%。明确诊断与

蜱虫感染有关的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给予相关治疗后患者痊愈。 

结论 人粒细胞无形体病是以发热、血小板低、多器官损伤为表现的蜱虫病，此病早期识别、尽快治

疗，对于预防多脏器功能衰竭，提高治愈率尤为重要。 

 
 

PU-1653 

白蛋白治疗肝性脑病的疗效：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白朝辉,祁兴顺,李宏宇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肝性脑病（HE）是由肝功能不全和/或门静脉分流异常引起的脑部疾病，表现为广泛的神经或

精神异常。HE 在肝硬化患者中的发生率为 30-45％。HE 一年生存率低于 50％，三年生存率低于

25％.乳果糖和利福昔明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 HE 的一线药物。近年来，白蛋白在

HE 患者中的疗效已有相关研究，但结果仍存在争议。Simon 等人发现白蛋白对 HE 疗效不佳，但

Sharma 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示白蛋白可以改善肝硬化患者的 HE。迄今为止，指南并未明确推荐使

用白蛋白治疗 HE。为此，我们进行了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以阐明白蛋白治疗 HE 的疗效。 

方法 检索了 PubMed，EMBASE 和 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应答被定义为 HE 等级的降低（参

照 West-Haven 标准）。优势比（OR）和平均差（MD）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计算。 

结果 共纳入 4 篇文章。4 篇文章均探讨了肝性脑病患者对于静脉滴注白蛋白的应答率；3 篇文章探

讨了白蛋白对肝性脑病患者血氨水平的影响；2 篇文章探讨了白蛋白对白细胞介素（IL）-6 水平的

影响；2 篇文章探讨了白蛋白对肿瘤坏死因子（TNF）-α 水平的影响。在固定效应模型中，白蛋白

显著降低 HE 的等级（OR=2.05,95％CI：1.23-3.41，P=0.006），IL-6 水平（MD= -6.21,95％CI：

-8.66 至-3.75，P<0.00001）以及 TNF-α 水平（MD=-8.42,95％CI：-11.75 至-5.10，P <0.00001）。

在随机效应模型中，白蛋白显著降低 IL-6 水平（MD=-6.21,95％CI：-8.66 至-3.75，P<0.00001）。 

结论 白蛋白可能通过降低肝硬化患者 IL-6 和 TNF-α 水平来改善 HE，但白蛋白对肝性脑病患者的

血氨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 

 
 

PU-1654 

疼痛强化管理在原发性肝癌患者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 

肝区疼痛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潘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了解疼痛强化管理为核心的综合性护理措施，应用于肝癌患者接受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的护理

过程，分析该方法相比传统护理方法的临床优势 

方法 2012 年 2 月-2015 年 7 月期间，对我院收治的 90 名符合研究要求的原发性肝癌、接受肝动脉

化疗栓塞术患者进行研究，分析两组对象（对照组有效研究 38 例患者，实验组有效研究 42 例患者）

入院初、住院 1 周和 1 个月、出院 3 个月和 6 个月时疼痛程度（VAS 评分）、睡眠状况（PSQI 评

分）、心理状态（SAS 和 SDS 评分）、生活质量（EQ-5D 评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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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对象入院初基线资料、VAS 评分、PSQI 评分、SAS 和 SDS 评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有 P>0.05）；两组对象在护理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后分别比较，其 VAS 评分、PSQI 评分

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有 P<0.05），具体分析两组对象护理前后 VAS 评分和 PSQI 评分的差

异来源，均由组间因素、时间因素、组间和时间交互作用；护理 6 个月后两组对象比较，实验组患

者 SAS 和 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护理 6 个月后两组对象满意度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明显

（均有 P<0.05），且均有实验组高于对照组 

结论 疼痛强化管理为核心的综合护理措施有助于提高原发性肝癌、并接受肝动脉化疗栓塞患者术后

疼痛程度的缓解和相关情绪的平稳，同时，该护理模式有助于提升患者睡眠质量、生活质量和护理

满意程度 

 
 

PU-1655 

环状 RNA 在肝纤维化模型中的差异表达初步研究 

 
周玉平

1
,吕雪幼

1
,璩辉

1
,朱林文

2
,叶国良

1
,郭俊明

2
 

1.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宁波市第三医院） 

2.宁波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 

 

目的 研究肝纤维化模型小鼠肝组织中环状 RNA（circRNA）表达谱变化。 

方法 制备经典的 CCl4小鼠肝纤维化模型，设立正常对照组，采用高通量 circRNA 芯片技术比较两

组小鼠肝组织 circRNA 表达谱变化，根据表达差异倍数较高和样本间一致性较好的原则筛选出目标

circRNA，RT-qPCR 验证其在肝组织中的表达，借助生物信息学软件预测可能受其调控的 miRNA。 

结果 与正常组和模型组肝组织差异表达的 circRNA 共有 69 个（表达差异 2 倍以上，且 P＜0.05），

其中模型组上调 4 倍以上的有 1 个，下调 4 倍以上的有 5 个，RT-qPCR 实验证实 5 个 circRNA 变

化趋势与芯片结果一致，其中 4 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或 0.05），生物信息学分析结合文

献检索显示，mmu_circ_42398、mmu_circ_42397 可能通过结合 miR-338-3p，而 mmu_circ_34116

可能通过结合 miR-141-5p，参与肝纤维化发病机制。 

结论 circRNA 与肝纤维化发生发展有关，circRNA 可能参与了肝纤维化的发病机制 

 

 
PU-1656 

成人大便失禁应对体验的定性系统性评价 

 
赵媛媛

2
,顾洁

1
,张媛媛

2
,吴振云

2
,钮美娥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苏州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分析成人大便失禁的症状体验、应对策略及在寻求帮助过程中所存在的障碍。 

方法 检索时间从 1976 年至 2017 年 4 月的,数据库包括 Pubmed,EMbase,Ovid,EBSCO(CINAHL、

PsycINFO),CBM, CNKI,共检索出 2 367 篇文献,并对其进行筛选,采用 CASP 工具进行文献质量

评价,采用主题综合的方法对符 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进行整合。 

结果 共纳入 16 项研究,主题综合形成三大核心主题:体验、应对、寻求帮助。 

结论 大便失禁给患者带来各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症状负担,其中情感应对是主要应对方式,且大部分

患者回避寻求医 务人员帮助。因此,消除患者寻求帮助障碍以及指导患者如何应对是未来需要深入

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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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7 

炎症性肠病患者症状负担调查分析 

 
赵媛媛

1
,顾洁

1
,张媛媛

1
,吴振云

1
,杨小辉

1
,钮美娥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苏州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调查炎症性肠病(IBD)患者症状负担水平,比较不同一般资料、疾病类型、疾病 状态的 IBD 患

者症状负担情况。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 2017 年 4— 5 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炎症性肠病信息支持平台的 

IBD 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微信发放自制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和改编的  Memorial 症状评估量表

(MSAS)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秩和检验分析不同特征患者疾病负担情况。 

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 265 份。265 例患者自我报告的 1 周内症状有 32.0(26.0 ,37.0)种 ,发生率 最

高的症状为精力不足,其中在心理症状中,发生率最高的是焦虑。总症状负担得分 6 0.0(24.7,102.4)

分。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以精力不足和肠道问题常见,克罗恩病患者以疲乏、营养不良和心理问题常见。

不 同疾病活动情况、患病时间、是否因疾病旷课或请假、是否因疾病休学或辞职以及是否与家人同

住的 IBD 患者总症状负担得分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IBD 给患者带来严重身体和心理上的 症状负担,护理人员应加强对各症状全面的评估和管理,

特别是精力不足和心理症状,针对疾病不同类 型的症状特点,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帮助 IBD 患者减

轻症状负担,提高生活质量。 

 
 

PU-1658 

二氢杨梅素通过铁自噬途径抑制铁过载诱导的肝星状细胞活化 

 
曾斌 

湖南省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二氢杨梅素（Dihydromyrieetin, DMY）对柠檬酸铁胺（ferric ammonium citrate, FAC）

诱导鼠肝星状细胞系 HSC-T6 细胞活化的影响及机制，为肝纤维化的防治提供新的思路和线索。 

方法 培养鼠肝星状细胞系 HSC-T6 细胞，先用细胞自噬诱导剂雷帕霉素（100 nmol/L）预处理

HSC-T6 细胞 0.5 h，再用含 FAC（400 μmol/L）和不同浓度的 DMY（10、20、40、80、160 和

320 μg/mL）处理 HSC-T6 细胞 24 h。采用 MTT 法检测细胞活力，普鲁士蓝染色观察细胞内铁沉积，

采用 ELISA 法检测细胞培养液上清中透明质酸（Hyaluronic acid, HA）、层粘连蛋白（LN）、三型

前胶原（Procollagen Ⅲ, PCⅢ）和 IV 型胶原（IV-C）水平，采用比色法检测细胞内总铁和二价铁

的水平，采用透射电镜观察 HSC-T6 的超微结构。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 HSC-T6 细胞中自噬相关

基因微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LC-3）和 p62 的表达 

结果 1.与对照组比较，FAC 组细胞中 α-SMA 蛋白表达和细胞培养上清中 HA、LN、PcⅢ和 IV-C

的水平均显著性增加（P<0.05）；与 FAC 比较，DMY （20、40、80、160 和 320 μg/mL）+FAC

组细胞中 α-SMA 蛋白表达和细胞培养上清中 HA、LN、PcⅢ和 IV-C 的水平均显著性降低（P<0.05）。 

2.与对照组比较，FAC 组细胞内铁沉积和总铁的水平均明显增加（P<0.05）；与 FAC 比较，DMY （20、

40、80、160 和 320 μg/mL）+FAC 组比较细胞内铁的沉积和总铁水平显著性降低（均 P<0.05）。 

3. 与对照组比较，FAC 组 HSC-T6 细胞中自噬体的数量明显增加，NCOA4、FTH1 和 LC3-Ⅱ的表

达及 LC3-Ⅱ/LC3-Ⅰ的比值均显著性增加（均 P<0.05），p62 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性下调（P<0.05）；

与 FAC 比较，DMY （40 μg/mL）+FAC 组 HSC-T6 细胞中自噬体数量明显减少，NCOA4 和 LC3-

Ⅱ的表达及 LC3-Ⅱ/LC3-Ⅰ的比值均显著性降低（均 P<0.05），FTH1 和 p62 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

性上调（P<0.05）。 

结论 二氢杨梅素通过铁自噬途径抑制铁过载诱导的肝星状细胞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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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59 

儿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复制与肝脏脂肪变性的探索 

 
王璐,赵景民 

解放军第 302 医院 

 

目的 比较儿童群体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和 CHB 合并脂肪肝患者临床资

料的差异，探索儿童慢性乙肝病毒的感染、复制与肝脏脂肪变性的关系。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于解放军 302 医院住院并行肝穿刺活检的 1348 例 1~18 岁

儿童 CHB 患者的临床资料，分为单纯 CHB 组和 CHB 合并脂肪肝组。采用 SPSS21.0 比较两组肝

功能指标，血脂指标，血常规指标，乙肝血清学指标，肝纤维化程度，肝炎症程度，服从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比较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 χ
2检验，肝脏脂肪变对乙肝病毒的感染、复制的探讨采用主成分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131 例研究对象（CHB 组 595 例，CHB 合并脂肪肝组 61 例），年龄，性别，BMI，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γ-谷氨酰转移酶，碱性磷酸酶，白蛋白，前白蛋白，纤

维蛋白原，尿酸，胆碱酯酶，总胆固醇，甘油三酯，HBeAg，HBV DNA 载量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HBsAg，肝纤维化程度，炎症水平的差异等则没有统计学意义。将具有统计学意

义和生物学研究意义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将抽提的 9 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 63.233%）进行

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主成分 1，主成分 6，主成分 7 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主成分

1[(OR=2.044，p<0.05，包括肌酐（0.877），年龄（0.827），血红蛋白（0.732），尿酸（0.691），

BMI（0.657），主成分 6(OR=1.699, p<0.05)，包括 HBsAg（0，752），HBV DNA 载量（-0.648），

HBeAg（-0.579）]，主成分 7 [OR=1.699，p<0.05，包括白蛋白（0.728），纤维蛋白原（0.710）]。 

结论 在儿童 CHB 患者中，HBsAg 为脂肪肝发生的危险因素，HBeAg 和 HBV DNA 载量为脂肪肝

发生的保护因素。 

 
 

PU-1660 

LCAT 作为新型肝细胞癌诊断及预后标志物的研究 

 
赵立华,李曦,徐鹏飞,高雪,刘树红,赵景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 

 

目的 肝细胞癌（HCC）是一种高死亡率的恶性肿瘤，发病早期，手术可取得满意疗效，但早期筛查

标志物的缺乏和影像学的低效使大多数患者错过最佳手术时机，导致预后差，临床上迫切需要高效

的早期诊断标志物。我们利用基因表达芯片、生信分析和临床标本评估了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

（LCAT）作为 HCC 诊断及预后标志物，特别是作为血清标志物可能性。 

方法 利用芯片分析和 GO 分析筛选 HCC 组织较癌旁显著变化的分泌蛋白。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221 个 HCC 组织、30 个癌旁、35 个肝硬化及 30 个正常肝中的 LCAT。Dot-blot 检测 LCAT

在不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情况。利用 TCGA 数据库分析 LCAT 对 HCC 患者总生存率影响。 

结果 基因芯片及生信分析表明，与癌旁相比 LCAT 在 HCC 组织中大约降低 8 倍且在肝中富集并分

泌到血清中，提示它极可能成为新的 HCC 血清标志物。qRT-PCR 和 Western blot 在配对 HCC 及

癌旁组织中验证了这一结果，并且 LCAT 在 HCC 中的表达显著低于正常肝和肝硬化（正常肝

vs.HCC9.83 倍，肝硬化 vs.HCC，8.20 倍）并且 LCAT 的下调在 HBV（9.49 倍）、HCV（15.14

倍）和非病毒（酒精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因素（13.18 倍）导致的 HCC 中是相似的，并且 LCAT 在

甲胎蛋白不敏感的 HCC 组织中仍显著降低（9.96 倍）。ROC 曲线分析表明，LCAT 在区分 HCC

组织和正常肝时具有极好的预测作用，曲线下面积（AUC）为 0.98。研究表明 LCAT 在低分化、复

发性或进展期的HCC组织中表达会进一步降低。最为引人注意的是，LCAT对微小肝细胞癌（<2cm）

表现出优秀的区分与预测效力（正常肝 vs.HCC，7.36 倍，AUC=0.95）。生存曲线显示低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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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T 与较差的生存率相关（50 个月，45% vs. 66%，N=180）。Dot-blot 检测了相应患者血清中

LCAT 蛋白的表达情况，结果证明 LCAT 在血清与组织中的表达高度相关。 

结论 首次证明了 LCAT 可以作为 HCC 诊断、监测和预后的潜在标志物。鉴于 LCAT 肝内富集及分

泌特征，它极可能成为一种新的 HCC 血清标志物并且可作为 AFP 在 HCC 诊断中的有益补充，提

高 AFP 阴性 HCC 患者的确诊率。 

 
 

PU-1661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和 Hp 感染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韩川,张剑,时永全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 Hp 感染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 457 名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5 月西京消化病医院门诊患者的血清维生素 D3

结果。其中病例组为 Hp 阳性患者，共 200 例，对照组为 Hp 阴性患者，共 257 例。然后按照血清

维生素 D3结果分为正常（≥30ng/ml）、不足（20-30ng/ml）、缺乏（＜20ng/ml）。 

结果 统计分析显示，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亚组分析

显示，男女之间，Hp 感染与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无显著关系（P＞0.05）；按＜30 岁、30-39 岁、40-49

岁、50-59 岁、60-69 岁、≥70 岁对年龄进行分层，统计分析显示，各年龄层 Hp 感染与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无显著关系（P＞0.05）；将 12-2 月分为冬季、11 月和 3-5 月分为春秋季，统计分析显示，

Hp 感染与不同季节采集的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无显著关系（P＞0.05）；将农民、工人等 8 种职业分

为室外工作者，公务员、公司职员等 10 种职业分为室内工作者，统计分析显示，不同职业之间，

Hp 感染与血清维生素 D 水平无显著关系（P＞0.05）。 

结论 研究显示，Hp 感染与血清维生素 D 之间无显著关系。 

 
 

PU-1662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促进 Fas 介导的肝细胞凋亡及肝脏损伤 

 
刘伟,仝巧云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HBsAg 对 Fas 介导的肝细胞凋亡及肝脏损伤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 pcDNA3.1 克隆 HBsAg 基因，转染人肝癌细胞株 HepG2，潮霉素筛选获得 HBsAg 表达细胞

株。人源性 Fas 激动型抗体 anti-Fas CH11 或 Akt 激动剂 SC79 处理肝癌细胞株，以 CCK-8 检测细

胞活性，Annexin V 和 TUNEL 实验检测细胞凋亡，通过 western blot 蛋白水平检测 mFas、sFas、

Fas 聚体、DISC、FADD、FLIP、caspase8 蛋白含量，通过 caspase 活性实验检测 caspase8/9/3/7

活性，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 Fas 上游 Akt 信号通路 Akt、pAkt、pPDPK1、mTORC2 及内质网压

力通路 GRP94、p-eIF2a 等蛋白表达。经腹腔注射鼠源性 Fas 激动型抗体 anti-Fas Jo2 建立急性肝

衰竭模型。使用腺相关病毒 AAV8 作为载体鼠尾静脉注射 AAV8-HBsAg 肝脏表达 HBsAg，通过检

测血清中 ALT 和 AST 水平反应小鼠肝功能，通过 HE 染色病理切片观察肝脏组织病理变化，采用

TUNEL 检测肝细胞的凋亡情况，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 Akt 和内质网压力信号通路中相关分子蛋白

的表达 

结果 CH11 处理细胞后，表达 HBsAg 细胞株 48 小时以后的细胞活性低于对照组 hygro
+，细胞凋亡

率高于对照组，SC79 处理下，细胞活性升高，细胞凋亡减少，而 HBsAg 可抑制 SC79 的抗凋亡效

应。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HBsAg 不影响 mFas、sFas 表达，但可通过 ER stress 下调 Akt 磷酸

化；anti-Fas CH11 作用下，HBsAg 可促进 Fas 聚体、DISC 形成及 caspase 活化，动物实验显示：

AVV8-HBsAg 缩短 Fas 诱导的小鼠存活率并增加血清中 ALT 和 AST 活性。AVV8-HBsAg 加重 F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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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的小鼠肝脏病理损伤和凋亡。HE 显示，AVV8-HBsAg 扩大 Fas 诱导的小鼠肝脏坏死面积、组

织结构破坏及出血程度。TUNEL 染色结果表明，AVV8-HBsAg 增加 Fas 诱导的小鼠肝细胞凋亡。

与 DMSO 组相比较，SC79 干预组显著提高了 Fas 诱导 ALF 小鼠的生存率，改善了小鼠肝功能，

减轻了肝组织的病理损伤，减轻了肝脏炎症反应，减少了肝细胞凋亡 

结论 HBsAg 通过内质网压力下调 Akt 磷酸化促进 Fas 介导的肝细胞凋亡及肝脏损伤，SC79 可缓

解肝损伤 

 
 

PU-1663 

醋酸靛胭脂染色在根治 Hp 前后辅助诊断早期胃癌效果的比较 

 
李建琦

1,2
,程梦华

1
,陈文习

1
,任宏宇

2
,刘俊

2
 

1.鄂州市中心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根治 Hp 后发现的早期胃癌的表面常常会出现非肿瘤上皮或分化型肿瘤上皮的覆盖，从而对胃

镜及病理的诊断造成严重影响。本研究旨在探索根治 Hp 对传统白光胃镜及醋酸靛胭脂染色诊断早

期胃癌准确率的影响。 

方法 收集 80 例成功根治 Hp 的早期胃癌患者（Hp 根治组）以及 80 例感染 Hp 的早期胃癌患者（对

照组），分别行传统白光胃镜检查及醋酸靛胭脂染色检查，比较两组间不同检查方法诊断准确率的

差异。 

结果 传统白光胃镜在Hp根治组及对照组中诊断的准确率分别为66.25%（53/80）和81.25%（65/80），

两者之间有统计学差异（χ
2
=4.649, P =0.031）；醋酸靛胭脂染色在 Hp 根治组及对照组中诊断的准

确率分别为 57.50%（46/80）和 93.75%（75/80），两者之间有统计学差异（χ
2
=28.515, P <0.001）；

此外在对照组中，醋酸靛胭脂染色诊断早期胃癌的准确率（93.75%）要明显高于白光胃镜（81.25%）

（χ
2
=5.714， P =0.017），而在 Hp 根治组中，醋酸靛胭脂染色诊断早期胃癌的准确率（57.50%）

对比白光胃镜（66.25%）并没有明显优势（χ
2
=1.298,  P =0.255），且醋酸靛胭脂染色诊断早期胃

癌的不确定性与早期胃癌的表面出现非肿瘤上皮或分化型肿瘤上皮的覆盖密切相关（χ
2
=12.890，P 

<0.001）。 

结论 根治 Hp 可明显影响传统白光胃镜及醋酸靛胭脂染色诊断早期胃癌的准确率，且对醋酸靛胭脂

染色诊断早期胃癌的准确率影响更明显，可能与肿瘤表面出现非肿瘤上皮或分化型肿瘤上皮的覆盖

密切相关。 

 
 

PU-1664 

如何提高结肠腺瘤检出率的技术进展 

 
白成,侯晓佳 

大连市 210 医院 

 

目的 通过对内镜医师不断客观地评估和规范，从而实现持续提高结肠镜检查质量，提高腺瘤检出率，

减少结直肠癌的发病率。 

方法 一、新式内镜 二、内镜附加新技术 

结果 多项新颖的内镜器械和技术能有效提高结直肠腺瘤检出率。 

结论 新型结肠镜及其附加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结直肠癌筛查的效能发生深刻的变革。结直肠癌的防

控的水平不断提升，从而有效降低结直肠癌的总体发病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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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5 

慢性 HBV 携带者肝纤维化无创方法诊断的临床价值 

 
张孝盈,钱静,李萍,胡蕾华,宓余强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天津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比较肝脏瞬时弹性探测仪（FibroScan,FS）、FIB-4、APRI 和 AAR 诊断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携

带者(慢性 HBV 携带者)肝纤维化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临床诊断并经肝脏活体组织检查（肝活检）确诊的 213 例慢性 HBV 携带者（A 组）,

并按 HBeAg 状态又分为 149 例 HBeAg 阳性慢性 HBV 携带者（B 组）及 64 例 HBeAg 阴性慢性

HBV 携带者（C 组），使用肝脏瞬时弹性探测仪（FibroScan,FS）测得肝硬度测定值（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s，LSM），使用 FIB-4、APRI 及 AAR 公式计算出 FIB-4、APRI 及 AAR 数值,同期所

有患者均进行肝活检, 按Knodell肝组织纤维化程度设定显著纤维化（S≥2）为判定点，采用Spearman

相关分析法分析指标相关性并以肝活检病理学结果为金标准绘制出 LSM、FIB-4、APRI 和 AAR 的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面积（AUROC），回顾性分析 FS、FIB-4、APRI 及 AAR 对慢性 HBV 携带者

肝纤维化程度的诊断价值。 

结果 无论是否按 HBeAg 状态分层，三组中只有 LSM 具有中等度评价 S≥2 的效能，且阳性预测值

均达到 94%以上，但诊断准确率不高，最小值为 46.31%（B 组），最大值为 67.19%（C 组）；其

余 3 种血清无创肝纤维化诊断模型的指标及诊断效能均低。三组的 LSM 均与 S≥2 呈显著中等正相

关（P<0.001）。 

结论 FS 较 FIB-4、APRI 和 AAR 诊断慢性 HBV 携带者肝纤维化程度的准确性高，使用 FS 动态监

测 LSM 的变化较上述 3 种血清学无创诊断模型能更早期地了解肝纤维化的进展，有助于肝活检时机

的选择。 

 
 

PU-1666 

DDR1a 在小鼠实验性结肠炎中的作用及机制 

 
郭丽芳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究 DDR1a 在小鼠实验性结肠炎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慢病毒筛选：将厂家提供的 3 组下调 DDR1a 表达的慢病毒转染 IEC-6 细胞，行 Western-blot

检测 DDR1a 蛋白表达。 

动物实验：将 32 只雌性 Balb/c 小鼠分为 4 组：正常对照组、模型组、治疗组、阴性对照组。正常

对照组自由饮用蒸馏水，其余 3 组小鼠饮用 4%DSS7 天后改为蒸馏水；治疗组于第 4 天行尾静脉注

射 lenti-DDR1a-shRNA，阴性对照组经尾静脉注射 scramble lenti-DDR1a-shRNA。第 11 天处死小

鼠，测量结肠长度，计算脾脏指数、疾病活动指数（DAI），行病理组织学评分（TDI），行 WB 及

ELISA 完善相关指标。 

细胞实验：IEC-6 分为四组：正常对照组、激活组、干预组和阴性对照组；干预组和阴性对照组分

别转染 lenti-DDR1a-shRNA 和 scramble lenti-DDR1a-shRNA，除正常对照组外，其余三组细胞均

需与 I 型胶原蛋白孵育，行 WB 及 ELISA 完善相关指标。 

结果 1病毒筛选,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转染DDR1a-homo-1403 组慢病毒后，IEC-6细胞中DDR1a

表达下调（p<0.05）。 

2 动物实验,① DAI 评分及 TDI 评分：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组 DAI 评分及 TDI 分均显著升高，

而治疗组中 DAI 评分及 TDI 评分均降低（p<0.05）。 

② 免疫组化和 Western-blot 检测结果示,相对于正常组小鼠，模型组小鼠的 DDR1a、NF-κB p65 表

达均明显升高，治疗组中 DDR1a 表达下调，同时 NF-κB p65 表达降低（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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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LISA 结果示,相对于正常对照组，模型组肠组织中 TNF-α、IL-6、IL-8 均高于正常组；治疗组中

上述细胞因子表达均降低（p<0.05）。 

3 细胞实验 

（1）Western-blot 结果示,相对于正常对照组，激活组中 DDR1a 和 NF-κB p65，表达均明显升高，

干预组中 DDR1a 表达下调，NF-κB p65 表达相应降低（p<0.05）。 

（2）ELISA 检测结果示,相对于正常对照组，激活组中 TNF-α 和 IL-10 表达升高，而干预组中上述

细胞因子表达降低（p<0.05）。 

结论 1 DDR1a 参与小鼠实验性结肠炎的发病；2 DDR1a 可能通过活化 NF-κB p65，促进炎性因子

的过量释放。 

 
 

PU-1667 

拉呋替丁联合美沙拉嗪对小鼠葡聚糖硫酸钠结肠炎的疗效及机制 

 
张翠霞,张德奎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拉呋替丁联合美沙拉嗪治疗 DSS 小鼠结肠炎的疗效及其可能机制。 

方法 将 BALB/c 雌性小鼠 50 只（6-8 周，20g±2.0g），分为 5 组，即为：正常对照组（A）；模型

组（B）；拉呋替丁组（C，48mg/kg/d）；美沙拉嗪组（D，50mg/kg/d）；拉呋替丁联合美沙拉嗪

组（E，拉呋替丁 48mg/kg/d 和美沙拉嗪 50mg/kg/d ）。A 组小鼠自行饮用蒸馏水，余实验鼠自由

饮用 4%DSS 溶液连续 7 天诱导小鼠急性结肠炎模型，除 A、B 组外均同时给予规定剂量药物灌胃

干预，灌胃量为每次 0.2mL，每天 2 次，疗程为 7 天。每天记录各组小鼠的大便性状、体重、大便

隐血情况等指标计算 DAI，第 8 天乙醚麻醉后处死所有小鼠，记录肠组织大体损伤情况、收取肠组

织及脾脏，ELISA 法检测肠组织中 IL-8、IL-6 及 TNF-α 含量，免疫组化法及 Western blot 检测肠组

织中 NF-κB p65 及 iNOS 的表达。 

结果 （1）饮用 DSS 溶液小鼠出现不同程度的稀便、便血、体重下降等症状，与模型组相比，拉呋

替丁组显著减轻了稀便、便血及体重下降症状，其 DAI 评分降低（p＜0.05）； 

（2）与模型组比较，拉呋替丁组小鼠肠组织中炎性因子 IL-6（DSS 组  vs 拉呋替丁组：

2088.15±129.74 vs 1377.04±111.85）、 IL-8（DSS 组  vs 拉呋替丁组：1582.22±279.18 vs 

868.33±122.76）及 TNF-α（DSS 组 vs 拉呋替丁组：2418.15±423.15 vs 1699.63±87.19）表达降

低（p＜0.05），而拉呋替丁联合美沙拉嗪组下降更显著（p＜0.01）； 

（3）与模型组比较，拉呋替丁显著降低了 DSS 诱导的结肠炎模型中的 NF-κB p65 及 iNOS 的表达，

拉呋替丁联合美沙拉嗪组效果更显著（p＜0.01）。 

结论 （1）拉呋替丁可减轻 DSS 诱导的小鼠结肠炎，可能通过下调 NF-κB p65 表达，使 iNOS 活

化减少，抑制炎性细胞因子释放，达到抗炎作用，联合美沙拉嗪疗效更显著。 

（2）拉呋替丁联合美沙拉嗪有可能成为临床治疗 UC 的一个新选择。 

 
 

PU-1668 

脱氧胆酸破坏肠粘膜屏障促进肠腺瘤癌变的研究 

 
刘丽,曹海龙,董文逍,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研究表明，90%以上的结直肠癌（CRC）由癌前病变腺瘤恶变而来。高脂饮食可引起肠道脱氧

胆酸（DCA）水平升高，DCA 与肠道肿瘤的发生发展相关，然而分子机制不清。高脂饮食可以破坏

肠粘膜屏障，然而目前尚无胆汁酸、粘膜屏障和肠道肿瘤发生的研究。本实验初步探索肠粘膜屏障

损伤在 DCA 诱导 Apc
min/+小鼠肠腺瘤癌变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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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应用跨膜电阻（TEER）测定及 Realtime-PCR 检测 DCA 对肠上皮细胞系 Caco-2 及 IMCE 屏

障功能及炎症因子表达的影响。SPF 级 4 周龄雌性 Apc
min/+小鼠 20 只，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DCA 组，

每组 10 只，对照组常规饮水，DCA 组给予含 0.2% DCA 饮用水。12 周后，处死小鼠记录肠道腺瘤

数量、大小及分布情况。HE 染色评估肠道肿瘤病理类型，Ki-67 免疫组化评估肿瘤细胞增殖情况，

TUNEL 技术评估肿瘤细胞凋亡，FITC-D 评估肠道粘膜通透性。采用 Realtime-PCR、免疫组化及

免疫荧光等方法检测肠道粘膜屏障功能。 

结果 TEER 测定显示 DCA 可破坏 Caco-2 细胞单层结构完整性并上调 Caco-2 和 IMCE 细胞中炎性

细胞因子的表达。DCA 处理可增加小鼠肠腺瘤数目及大小，促进肠道腺瘤癌变。Ki-67 免疫组化及

TUNEL 结果显示，DCA 促进小鼠肠道息肉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DCA 可诱导 NLRP3 炎症小

体的激活，增加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并导致肠道低度炎症。与对照组相比，DCA 组小鼠血清中

FITC-D 浓度明显升高，表明 DCA 增加小鼠肠道通透性；破坏肠道黏膜屏障：（1）肠道机械屏障：

DCA 可明显减少肠道紧密连接蛋白 ZO-1 和肠道细胞（例如杯状细胞和潘氏细胞）及其代谢产物的

表达。（2）肠道化学屏障：DCA 组小鼠肠道粘蛋白 MUC2 水平明显下降。（3）肠道免疫屏障：

DCA 显着降低分泌性免疫球蛋白 A 的表达并促进 M2 巨噬细胞的极化。（4）肠道生物屏障：DCA

可降低肠道菌群多样性，并增加肠道菌群 F/B 比值。 

结论 DCA 通过破坏肠道黏膜屏障，诱导小鼠肠道慢性低度炎症，促进肠腺瘤癌变。 

 

 
PU-1669 

Deoxycholic Acid Disrupts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and 
Promotes Intestinal Carcinogenesis 

 
Li Liu,Hailong Cao,Wenxiao Dong,Bangmao Wa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High-fat diet, which leads to an increased level of intestinal deoxycholic acid (DCA), is a 
major environmental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CRC). High-fat diet can 
destroy the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However, evidence relating to bile acids, mucosal barrier 
and intestinal tumorigenesis is limited. 
Methods The barrier function and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of DCA in colorectal 
tumor cells (Caco-2 and IMCE cells) were examined by TEER values and Realtime-PCR. Apc

min/+
 

mice were distribut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and DCA group received 0.2% DCA in 
drinking water. After 12 weeks, mice were sacrificed for the pathological evaluation. FITC-D was 
used to detect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The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was identified by 
Realtime-PCR,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immunofluorescence. 
Results DCA disrupted cell monolayer integrity and promoted th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production in Caco-2 and IMCE cells. DCA administration increased the number and size of 
intestinal adenomas and promoted adenoma-adenocarcinoma sequence in Apc

min/+
 mice. DCA 

induced the activation of NLRP3 inflammasomes,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led to intestinal low grade inflammation. A reduction of tight junction protein zonula 
occludens 1 (ZO-1) and the number of intestinal cells including goblet and Paneth cells were also 
observed after DCA treatment. Moreover, DCA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level of secretory 
immunoglobulin A and promoted the polarization of M2 macrophages in the intestine of Apc

min/+
 

mice. 
Conclusions DCA induced intestinal low grade inflammation and disrupted the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aggravating the intestinal tumori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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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70 

生物反馈结合基于微信平台的心理支持治疗对 

慢性便秘患者疗效的临床观察 

 
刘婷婷 

珠江医院 

 

目的 观察临床上生物反馈联合借助于微信平台指导的心理支持疗法对慢性便秘患者的临床疗效观

察 

方法 选取在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门诊或住院部符合指南诊断标准的慢性功能性便秘的患者

50 例。所有患者治疗前应用焦虑自评量（Self-evaluation of anxiety scale, SAS）、抑郁自评量表

(Self-evaluation of depression scale, SDS)评估精神心理状态情况，应用便秘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量

表(Patients assessment of constipation quality of life scale, PAC-QOL)评估患者日常生活质量，同

时采用直肠肛管测压及球囊排出试验进行测量评估，基于精神心理状态评分结果是否异常以及是否

加入微信平台（WeChat platform）指导下的心理支持治疗，将患者随机分为 3 组：对照组、非心理

支持组和心理支持组，所有患者均进行至少 1 个疗程的生物反馈治疗，其中心理支持组同时接受借

助微信交流平台的心理支持治疗，比较治疗结束前后的临床疗效，同时比较各组间治疗效果差异。

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两样本间比较使用 t 检验，多个样本间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P＜0.05

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经治疗后，三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和 PAC-QOL 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同时，治疗

后的肛管测压参数（包括模拟排便时直肠压增加、模拟排便时最大直肠内压和模拟排便时肛管松弛

最小压力）均较治疗前改善。治疗后三组间球囊逼出试验时间均较治疗前缩短。治疗前以上的测量

指标三组间比较，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心理支持组以上测量指标结果均较非

心理支持组改善更明显 (P＜0.05)。 

结论 生物反馈治疗对慢性便秘患者的疗效是肯定的，由于长期的慢性便秘对生活造成的困扰，多数

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及抑郁的精神心理问题，关注功能性便秘患者的心理问题对指导临床治疗

相当重要，而借助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在微信平台上与患者密切沟通及有效的临床指导和监督，

进行有效的关于认知及行为的心理支持治疗，可辅助提高临床疗效，故临床上注重心理支持结合生

物反馈法可较单纯生物反馈法更能改善慢性功能性便秘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精神心理状态，同时提高

生物反馈治疗慢性便秘的效果，增加患者对治疗满意程度。 

 
 

PU-1671 

生物反馈结合基于微信平台的心理支持治疗对 

慢性便秘患者疗效的临床观察 

 
刘婷婷,谢玥,毛华 

珠江医院 

 

目的 生物反馈结合基于微信平台的心理支持治疗对慢性便秘患者疗效的临床观察。 

方法 选取在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门诊或住院部符合指南诊断标准的慢性功能性便秘的患者

50 例。所有患者治疗前应用焦虑自评量（Self-evaluation of anxiety scale, SAS）、抑郁自评量表

(Self-evaluation of depression scale, SDS)评估精神心理状态情况，应用便秘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量

表(Patients assessment of constipation quality of life scale, PAC-QOL)评估患者日常生活质量，同

时采用直肠肛管测压及球囊排出试验进行测量评估，基于精神心理状态评分结果是否异常以及是否

加入微信平台（WeChat platform）指导下的心理支持治疗，将患者随机分为 3 组：对照组、非心理

支持组和心理支持组，所有患者均进行至少 1 个疗程的生物反馈治疗，其中心理支持组同时接受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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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微信交流平台的心理支持治疗，比较治疗结束前后的临床疗效，同时比较各组间治疗效果差异。

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两样本间比较使用 t 检验，多个样本间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P＜0.05

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经治疗后，三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和 PAC-QOL 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同时，治疗

后的肛管测压参数（包括模拟排便时直肠压增加、模拟排便时最大直肠内压和模拟排便时肛管松弛

最小压力）均较治疗前改善。治疗后三组间球囊逼出试验时间均较治疗前缩短。治疗前以上的测量

指标三组间比较，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心理支持组以上测量指标结果均较非

心理支持组改善更明显 (P＜0.05)。 

结论 生物反馈治疗对慢性便秘患者的疗效是肯定的，由于长期的慢性便秘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多数

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及抑郁，临床上注重心理支持结合生物反馈法可较单纯生物反馈法更能改

善慢性功能性便秘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精神心理状态，同时提高生物反馈治疗慢性便秘的治疗效果，

增加患者对治疗满意度。 

 

 
PU-1672 

干细胞治疗肝病的研究现状 

 
张静 

营口市中心医院 

 

   肝脏疾病是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 在我国无论是相对发病率还是绝对病例数, 肝脏疾病患者均

居世界首位, 内科治疗各种终末期肝病并无有效药物, 主要有肝脏移植、肝细胞移植和干细胞移植等

方法, 但都面临着供体来源困难和免疫排斥等问题。 

近年来, 国内外有关干细胞治疗慢性肝病的研究成果令人鼓舞, 显示了勃勃生机. 间充质干细胞是

来源于发育早期中胚层的一类多能干细胞，在 1966 年首先由 Fridenshteĭn 等从骨髓中发现, 以后的

研究证明 MSCs 不仅存在于骨髓中, 也存在于其他一些组织与器官的间质中, 如脐带、外周血、脐

血、松质骨、脂肪组织和滑膜等.。 

 
 

PU-1673 

Acid bile salts-induced APE-1 inhibit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via activating NF-κB-mediated transcription of 

PRDX2 in Barrett’s esophagus and esophageal 
adenocarcinoma 

 
Jin Yan

1,2
,Heng Lu

2
,Guoxin Zhang

1
,Wael El-Rifai

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with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University of Miami 

 
Objective Chronic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 where gastric juice containing acid 
bile salts abnormally refluxates into the distal region of esophagus, is the main risk factor for 
Barrett's esophagus (BE) and esophageal adenocarcinoma (EAC).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acid 
bile salts could regulate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however, the specific role and underling 
molecular mechanism remain unknown. So we aim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acid bile salts 
induced BE and EAC. 
Methods Non-neoplastic Barrett’s and esophageal adenocarcinoma cells were exposed to acidic 
bile salt for 20min and then recover for 0h, 0.5h, 1h, 3h, 6h. We evaluate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APE-1, NF-κB, and NF-κB target gene PRDX2 by real time PCR and 
immunoblotting. NF-κB transcription activity was studied by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H2DC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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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osox Red, and GSH/GSSG assays were used to measure ROS level. Lentiviral transduction 
was used to generate APE-1 knockdown stable cells and adenoviral infection for the 
overexpression of APE-1. TNF-αand Bay were used to increase and inhibit NF-κB activity. 
Results We predicted PRDX2 to be the target of NF-kB for the first time. We observed higher 
APE1, NF-κB, and PRDX2 in EAC, compared with non-neoplastic Barrett’s cells. Exposure to 
acidic bile salts led to transient induction of protein expression of APE-1, NF-κB, and target gene 
PRDX2. In addition, the increase in APE-1 protein expression correlated with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and PRDX2. We also found TNF-α could increase PRDX2 expression level and Bay could 
down-regulate PRDX2. Moreover, ROS was increased in cells treated with acid bile salts, but 
inhibited in cells with high APE1 expression level.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APE-1 inhibit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cidic bile salt exposure. APE1 could increase PRDX2 via activated NF-κB-mediated 
transcription. 
 

 
PU-1674 

HOXC10 directly regulated by miR129-5p can modulate 
WNT signaling pathway in gastric cancer: CCND1 is a 

crucial target gene. 
 

Jiamin He
1,2

,Renbin Lin
1,2

,Luyi Chen
1,2

,Shujie Chen
1,2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2.Institute of Gastroenter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potential regulatory network of HOXC10 in 
gastric cancer. 
Methods As HOXC10 is an important transcription factor, CHIP-seq assay was performed firstly. 
Bioinformatic analyses, such as Gene Ontology(GO), 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affected by the target genes 
of HOXC10. Additionally, the potential miRNAs  targeting HOXC10 were investigated through 
miRanda, pita, RNAhybrid and targetSCAN.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were utilized measur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respectively. 
Results According to CHIP-seq assay, we found a variety of gene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gastric cancer. Through KEGG analyses, these target genes may be involved in many 
cancer-related signaling pathways. We focused on  the Wnt signaling related genes and found 
down-regulation of HOXC10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mRNA expression including CCND1, CD44, 
CCND2, MMP7, CREBBP, especially the downregulation of CCND1. Meanwhile, HOXC10 also 
modulated the phosphorylation of β-catenin but not its total  protein levels, which can also 
influence the expression of CCND1.Positive correlation were found between CCND1 and 
HOXC10 (r=0.13, p<0.001) based on TCGA database. Besides, combined with miRanda, 
pita, RNAhybrid and targetSCAN analyses, 130 miRNAs were predicted to target H0XC10. We 
verified that miR-129-5p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mRNA expression of HOXC10, thereby 
down-regulating CCND1 expression in two ways.  
Conclusions HOXC10 may be an important direct target of miR-129-5P and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gastric cancer by regulating various pathways, particularly the Wnt signaling pathway, CCND1 
is found to be crucial target of HOX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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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75 

Long noncoding RNA NEAT1 mediates gastric 
carcinogenesis by functioning as a competing endogenous 

RNA 

 
Jin Yan,Shiyu Liu,Guoxin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with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Long noncoding RNA NEAT1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pro-oncogene in multiple 
cancers. However, its role in gastric cancer (GC) and the precise mechanism remain largely 
elusive. We aim to study the role of NEAT1 in GC. 
Methods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NEAT1 in GC patients, GC cell 
models, and a xenograft mouse model. The regulatory network between miR-98-5p and NEAT1 
was elucidated by RNA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Moreover,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98-5p and its predicted target EZH2 was validated with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real 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NEAT1 was up-regulated in GC tissues and correlated with 
tumor stage. We also reported that NEAT1 promoted GC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in vitro. Besides, NEAT1 promoted GC in mouse model. Moreover, we found that negatively 
regulated miR-98-5p expression in GC was mediated through an NEAT1-Ago2-miR-98-5p way. 
Further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EZH2 was demonstrated to be a functional target of miR-98-5p. 
In addition, cyclin D1 and c-myc, downstream molecular of EZH2, were increased in 
NEAT1-upregulated tumorigenesis. In human GC specimens, NEAT1 and EZH2 were 
concordantly upregulated whereas miR-98-5p was downregulated in these tissue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NEAT1 activates EZH2 by sponging miR-98-5p, resulting in the 
tumorigenesis in GC. 
 
 

PU-1676 

糜蛋白酶在恶性胆管梗阻引流后再梗阻治疗中的作用 

 
白成 

大连市 210 医院 

 

目的 探讨胆道再梗阻的机制和治疗方法。 

方法 1 体外实验;2 临床实验。 

结果 1 体外实验糜蛋白酶可以有效将胆汁内脓性坏死物/渗出物液化;2 临床实验单纯庆大霉素冲洗

无效等胆道再梗阻经含糜蛋白酶庆大霉素冲洗治疗有效。 

结论 糜蛋白酶冲洗胆道可以有效解除胆道引流术后再梗阻。 

 
 

PU-1677 

伴肛周病变的克罗恩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及不良结局 

 
黄珊珊,李彤,张盛洪,冯瑞,邱云,陈白莉,何瑶,曾志荣,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肛周病变在中国克罗恩病(CD)患者中较常见，但其临床特征及不良结局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

探讨伴肛周病变克罗恩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及不良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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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回顾性研究，共纳入 319 例 2004 年至 2016 年间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连续随访至少 1 年的 CD 患者。不良结局包括手术，达到三次及以上住院治疗，激素依赖或抵抗，

转换治疗和新发不良事件如肠道穿透、肠道狭窄或肛周病变。本研究使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

验来比较组间的分类变量，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生存数据并估算肛周病变的累积发生率，使用

Log-rank test 分析肛周病变与临床结局的关系。 

结果 在初次就诊时，319 例 CD 患者中有 98 例（30.7%）诊断为肛周病变，其中单独肛瘘有 49

例（15.4%），单独肛周脓肿有 14 例（4.4%），肛瘘合并肛周脓肿有 29 例（9.1%），肛裂有 6

例（1.8%）。明确诊断后对 CD 患者进行随访（中位数随访时间 37.2 月，四分位数间距：22.7 -57.6

月），在随访第 1、3、5 年，肛周病变的累积发病率分别为 34.5%、38.6%、41.4%。根据初诊时

的基线资料进行分析，年龄小于 16 岁(A1)和病变部位累及结肠与初诊时肛周病变具有显著相关性

（p=0.006，p=0.048）。肛周病变患者使用抗 TNF 生物制剂的比例显著高于非肛周病变患者（36.7% 

vs. 25.8%,p = 0.047）。在随访第 100 个月时，肛周病变患者与非肛周病变患者的新发肛周病变累

积发病率分别为 53.0%及 22.2%（p = 0.020）；而手术率分别为 17.1%和 41.6%（p = 0.171），

无统计学差异，其他临床结局在组间亦无显著差异。 

结论 肛周病变在中国 CD 患者中常见，其特点为初诊时年龄小于 16 岁和累及结肠。此外，肛周病

变患者更多使用抗 TNF 生物制剂，虽仍更易发生新的肛周病变，但在手术、达三次以上住院、激素

依赖或抵抗等不良结局上与非肛周病变患者没有显著差异。 

 
 

PU-1678 

SNHG16 影响 miR-183 调控 PDCD4 在食管鳞癌 

发生发展中的机制研究 

 
renlihua,葛敏,叶慧,未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检测长链非编码 RNA-SNHG16 与 miR-183 是否存在相互调控关系影响 PDCD4 的表达，进而

对食管鳞癌细胞的增殖、凋亡能力产生影响。 

方法 分别利用 CCK-8、Edu、平板克隆形成实验、细胞周期实验检测 SNHG16 过表达或沉默表达

对 ESCC 细胞的体外细胞增殖、凋亡能力；miR-183 类似物与抑制物和 SNHG16 共转染，RIP、

pull-down 检测 ESCC 细胞中 SNHG16 的表达水平，定量 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 ESCC 细胞中

PDCD4 的水平；构建 SNHG16 过表达或沉默表达载体，检测 ESCC 细胞中 miR-183 的表达，定

量 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 ESCC 细胞中 PDCD4 的水平；利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检测

SNHG16 是否与 miR-183 存在靶向调控关系。 

结果 过表达SNHG16的ESCC细胞其细胞增殖能力减弱，凋亡能力增强；过表达SNHG16的ESCC

细胞中 miR-183 的水平降低，干扰 SNHG16 的水平后 miR-183 的水平升高；过表达 SNHG16 的

ESCC 细胞中 PDCD4 mRNA 及其蛋白的水平升高，干扰 SNHG16 的水平后 PDCD4 mRNA 及其

蛋白的水平降低；共转染 SNHG16 及 miR-183 类似物的 ESCC 细胞中 PDCD4 mRNA 及其蛋白的

水平较单独转染 SNHG16 的水平低；同时较单独转染 miR-183 类似物的水平高。生物信息学软件

预测 SNHG16 与 miR-183 存在种子序列结合，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证实两者存在靶向调控关系。 

结论 SNHG16 可能作为 miR-183 的上游调控因子调控 miR-813/PDCD4 轴，进而影响食管鳞癌细

胞的体外增殖、凋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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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79 

腹腔镜治疗食管裂孔疝的临床效果分析 

 
李卓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 0 医院 

 

目的 目的 探究腹腔镜手术治疗食管裂孔疝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收治于我院外科 96 例食管裂孔疝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时间为 2015 年 2 月-2017 年 2

月，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各 48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开腹手术，观察组患者给予腹腔镜手

术，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指标及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从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指标来看，对照组指标变化幅度与观察组相比差异明显，

两组数据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指标来看，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为

18.75%及 2.08%二者相比差异明显，两组数据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治疗食管裂孔疝患者的过程中，实行腹腔镜手术治疗效果显著，能有效缩短手术时间及住院

时间降低术中出血量，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因此值得在临床治疗中使用及推广。 

 

 
PU-1680 

急诊内科急性腹痛患者的临床诊疗观察 

 
李卓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 0 医院 

 

目的 探究急诊内科急性腹痛患者的临床诊疗情况。 

方法 将收治于我院急诊内科 200 例急性腹痛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时间为 2015 年 2 月-2017 年

2 月，回顾性分析 200 例患者临床症状及诊疗方法，分析 200 例患者的疾病类型及构成比例，统计

200 例患者的检查类型及检查结果。 

结果 经分析，200 例急性腹痛患者中内科疾病 109 例、外科疾病 72 例及妇科疾病 19 例，分别占

比例 54.50%、36.00%、9.50%，内科疾病中急性胃炎 42 例、急性胃肠炎 21 例、消化性溃疡 23

例及肠痉挛 23 例，外科疾病中急性心肌梗死 12 例、急性胰腺炎 10 例、消化道穿孔及腹膜炎 9 例、

肠梗阻 8 例、胆道结石及感染 12 例及急性阑尾炎 21 例，妇科疾病中泌尿系统结石 11 例、宫外妊

娠破裂 1 例、盆腔炎及附件炎 2 例及痛经 5 例；经统计，200 例急性腹痛患者分别接受血常规检查、

腹部 CT 检查、腹部 X 线检查、心电图检查、腹部 B 超检查、血淀粉酶检查、心酶谱检查及胃镜检

查，其阳性率分别为 87.10%、76.00%、74.19%、84.27%、72.41%、70.72%、61.70%及 88.10%。 

结论  急诊内科结合急性腹痛患者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检查手段对于提高临床诊断正确性保证治疗

效果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患者机体康复加快医疗资源流转速度。 

 
 

PU-1681 

泮托拉唑联合奥曲肽治疗上消化道出血的临床疗效分析 

 
李卓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 0 医院 

 

目的 探究泮托拉唑联合奥曲肽治疗上消化道出血的临床效果。 

方法 以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为研究时间段，将该时间段在我院治疗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各 45 例，对照组给予泮托拉唑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

奥曲肽，对比两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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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平均止血时间、退热时间以及输血量的数值均小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总有效率上，观察组为 97.7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0.00%，两

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泮托拉唑联合奥曲肽治疗上消化道出血，止血效果显著，值得采纳应用。 

 
 

PU-1682 

散发性内脏肌病一例 

 
徐柳,李胜保,金曙 

十堰市太和医院 

 

目的 探讨散发性内脏肌病的临床特点、内镜表现及病理特点。 

方法 对 1 例散发性内脏肌病的临床特点、内镜表现及粘膜病理和手术病理特点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 散发性内脏肌病主要表现为腹胀、腹痛，肠梗阻反复发作，本例患者尚出现活动性小肠出血。

小肠镜检查提示空回肠散在糜烂及小溃疡，部分肠管扩张、狭窄。粘膜活检提示空肠糜烂改变，可

见隐窝炎及早期隐窝脓肿形成，部分区间质内见小血管扩张伴有出血，未见肉芽肿结构，回肠粘膜

慢性炎，隐窝形态和密度大致正常。手术病理提示狭窄段肠壁内环形肌和外纵行肌明显萎缩并纤维

化；部分区粘膜肌可见胞浆空泡变化，肌纤维萎缩，可见胞核周围胞浆明显空泡化，肌纤维之间可

见大量收缩裂隙；肌间神经节未见明显减少，未见血管炎，固有肌层内未见炎性细胞浸润。 

结论 散发性内脏肌病发病少，以往报道病例主要表现为腹胀、腹痛、呕吐及反复发作的肠梗阻等表

现，可继发贫血及营养不良，本例患者尚表现出小肠活动性出血，内镜下小肠见散在糜烂及小溃疡，

粘膜活检无特异性，准确诊断依靠手术病理，手术病理主要特点是固有肌层肌细胞空泡变性、肌纤

维丧失和纤维化，主要累及固有肌层，以累及固有肌层外层为主，内环肌可代偿性增厚。 

 
 

PU-1683 

胰腺分裂症内镜诊治方法及临床价值 

 
黄平晓,范彦,狄书杰,王剑,龚晶,张姮,吴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中心医院消化内科暨武汉市消化内镜诊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目的 探讨胰腺分裂症内镜诊治的常规及补救方法、临床疗效、安全性。 

方法 总结分析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经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诊治胰腺分裂症患者共

17 例的临床病历资料，对其做回顾性分析研究，并电话回访患者症状改善及术后恢复情况。 

结果 17 例胰腺分裂症患者，仅 1 例进行了再次内镜下治疗，共进行内镜下治疗 18 例次。内镜下治

疗常规策略包括副乳头括约肌的切开术、副胰管支架置入术及副乳头括约肌的扩张术。术中 16 例次

手术过程顺利，2 例次经过困难，但最终采用补救方法：联合超声内镜对接技术使手术成功。术后

并发出血 1 例次，并发支架相关性胰腺炎 2 例次，无穿孔、发热等其他并发症发生。17 例患者无 1

例失访，随访时间 16.3±9.4 月，所有病例患者术后腹痛（VAS 评分 2±1.2）较前（VAS 评分 7±1.8）

明显改善（P＜0.05）。 

结论 内镜下诊治胰腺分裂症具有安全、有效、创伤及并发症少等特点，且可显著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值得临床推广。根据临床情况可选择常规方法诊治，对于插管困难患者，可联合超声内镜通过对接

技术进行补救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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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84 

CCL7 基因敲除可降低小鼠对 DSS 敏感性 

 
兰庆芝,董卫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趋化因子 CCL7（C-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7 ）在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

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探索 CCL7 对溃疡性结肠炎治疗是否有治疗意义 

方法 通过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的

方法检测 CCL7 在 UC 患者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利用 DSS 诱导的急性肠炎模型，通过观察野生型

（Wild Type, WT）和 CCL7 基因敲除(CCL7-/-)小鼠相关表型的变化（临床评价、组织学评价以及

炎症因子的改变），探索 CCL7 参与 UC 的潜在分子机制；利用 DSS 诱导的急性肠炎模型，并对实

验组小鼠腹腔注射 CCL7 多克隆抗体，对照组注射相应体积的 PBS，观察实验组较对照组的相关表

型变化（临床评价、组织学评价以及炎症因子的改变），判断 CCL7 多克隆抗体对 UC 可能的治疗

作用。 

结果 qRT-PCR 结果显示，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黏膜中 CCL7 表达较健康对照者显著升高。 

在 DSS 诱导的急性肠炎模型中我们观察到：与 WT 小鼠相比，CCL7-/-组小鼠的体重下降程度较轻，

便血和便型评分较低，肠道缩短的较少；HE 染色结果显示肠道炎症程度较轻，组织评分较低；

qRT-PCR 发现 CCL7-/-组小鼠肠组织中 IL-1β, IL-6, CCL2, CCL4, CXCL1 的表达均降低。与腹腔注

射 PBS 小鼠相比，注射 CCL7 多克隆抗体组小鼠也出现了与 CCL7-/-组小鼠相同的表型：体重下降

程度较轻，便血和便型评分较低，肠道缩短的较少；HE 染色结果显示肠道炎症程度较轻，组织评分

较低。 

结论 CCL7 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表达升高；CCL7 基因敲除和腹腔注射 CCL7 多克隆抗体均可降

低小鼠对 DSS 诱导的急性肠炎的敏感性；CCL7 有望成为溃疡性结肠炎临床治疗的潜在靶点。 

 
 

PU-1685 

幽门螺杆菌抗体分型检测在上消化道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栗华

1
,萧芳福

1,2
,陈清虹

1,2
 

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福建医科大学 

 

目的 探讨闽南地区幽门螺杆菌抗体(Hp)分型检测[细胞毒素相关蛋白抗体（CagA-Ab）、空泡毒素

抗体（VacA-Ab）、尿素酶亚单位 A 抗体（UreA-Ab）、尿素酶亚单位 B 抗体（UreB-Ab）]在上消

化道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免疫印迹法检测 1356 例上消化道疾病患者或体检者的 Hp 抗体分型分布情况；进一步将

65 例同时检测 13
C-UBT 及 Hp 尿素酶抗体（胶体金法）的患者进行 Hp 诊断效率评价；并将 110 例

同时行Hp抗体分型检测和 13
C-尿素呼气试验阳性的Hp现症感染患者分为消化性溃疡和非消化性溃

疡组，分析组间Ⅰ型高毒株和Ⅱ型低毒株分布是否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1356 例行 Hp 抗体分型检测的患者，Hp 感染率高达 72.3%，以抗体分型定义为Ⅰ型高毒株患

者占 Hp 总感染数比例为 48.3%，Ⅱ低毒株患者占 Hp 总感染数比例为 51.7%。在 328 例上消化道

疾病中，PU、GC、CAG 组分别与 CNAG 组比较，Hp 抗体分型分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通过对 65 例患者两种血清学 Hp 尿素酶抗体检测结果分析，Hp 抗体分型对 Hp 感染检出率较高

（P<0.05），其对于 Hp 现症感染诊断灵敏度为 97.6%、特异度为 54.2%。110 例 Hp 现症感染患

者，十二指肠溃疡组和慢性非萎缩性胃炎组Ⅰ型毒株阳性率均超过 50%，组间 HpⅠ型、Ⅱ型毒株

抗体分型分布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在―CagA-Ab+、（CagA-Ab+、VacA-Ab+）、（CagA-Ab-、

VacA-Ab-）‖三种不同亚类型分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后对非消化性溃疡组患者（胃

http://www.paperfree.cn/slave/full/2018032203/15220200368856037/htmls/sentence_detail/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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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患者除外）进行随访，随访时间 4～12 个月，34 例未行 Hp 根除治疗或根除失败患者，以暴露于

Ⅰ型抗体和Ⅱ型抗体进行分组，两组消化性溃疡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长期

服用质子泵抑制剂患者，在未行 Hp 根除治疗，其 3 个月后复查 Hp 抗体分型未见改变。 

结论 Hp 抗体分型采用免疫印迹法同时检测 UreB-Ab(66KD 区带）和 UreA-Ab(30KD 区带)，其对

Hp 感染检出率明显高于 Hp 尿素酶抗体（胶体金法）（P<0.05），故在流行病学筛查上具有一定意

义; PU、GC、CAG 组 HpⅠ型、Ⅱ型毒株抗体分型分布分别与 CNAG 组比较，结果无显著性差异

（P<0.05），因此，检测 Hp 抗体分型对预测 Hp 感染的后果临床实用价值有限。 

 

 
PU-1686 

胃癌患者血浆外泌体中 MicroRNA-29a、b、c 与 

MicroRNA-570 表达变化的临床研究 

 
王洁,张光波,陈卫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血浆外泌体 MicroRNA-29a、b、c 与 MicroRNA-570 在胃癌中的表达变化及其临床意

义。 

方法 应用实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检测系统（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Detecting System，qPCR），选取 65 例胃癌患者和 18 例无心、肝、肾等功能障碍且胃镜检查结

果为慢性浅表性胃炎的作为对照组，检测血浆外泌体中 MicroRNA-29a、b、c 及 MicroRNA-570 的

表达水平，初步分析其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并初步探讨其对胃癌的诊断效率。 

结果 血浆外泌体 MicroRNA-29a、b、c 与 MicroRNA-570 表达水平在胃癌组与对照组之间均有明显

差异，血浆外泌体 MicroRNA-29a、b、c 在胃癌组均显著下调（P=0.001，P=0.001，P=0.001），

而血浆外泌体 MicroRNA-570 在胃癌组中显著上调（P＜0.001）。血浆外泌体 MicroRNA-29a、b、

c 与 MicroRNA-570 对 I 期胃癌的诊断价值均高于总体胃癌。胃癌分化程度、有无远处转移、浸润深

度、有无淋巴结转移、TNM 分期与上述 4 个 MicroRNA 均有相关性（P＜0.05）。 

结论 血浆外泌体 MicroRNA-29a、b、c 与 MicroRNA-570 与胃癌的发生发展有关，且可作为胃癌诊

断的潜在标志物，尤其对于早期胃癌诊断价值较高 

 
 

PU-1687 

237 例原发性小肠肿瘤临床分析 

 
史玉雪,余祖红,冷霞,陈卫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初步分析原发性小肠肿瘤的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方法，探讨十二指肠腺癌及小肠间质瘤的预

后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06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经病理学明确诊断的原

发性小肠肿瘤 237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随访至 2017 年 6 月。分别从患者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

治疗方式及预后情况等方面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应

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十二指肠腺癌及小肠间质瘤的预后影响因素。 

结果（1）237 例原发性小肠肿瘤患者中，男性 138 例，女性 99 例，男女之比为 1.4:1，发病年龄

为 20 岁～81 岁，平均年龄 61.2 岁。良性肿瘤 37 例(15.61％)，依次为腺瘤、增生性息肉、脂肪瘤、

平滑肌瘤等。恶性肿瘤 140 例(59.07％)，其中腺癌最常见，其次为恶性淋巴瘤、神经内分泌癌和平

滑肌肉瘤，恶性黑色素瘤、腺鳞癌和印戒细胞癌较为少见。良：恶之比 1：3.8。小肠间质瘤（SIST）

60 例(25.32％)。小肠肿瘤最常见于十二指肠，占 61.18％（145/237），其余位于空回肠，占 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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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37）。（2）小肠肿瘤常见临床表现有腹痛及腹胀不适、贫血、消化道出血、黄疸、消化道梗

阻症状、腹部肿块等。术前诊断小肠肿瘤 128 例，诊断率 54％(128/237)。(3）237 例小肠肿瘤患者

中，105 例行小肠部分切除术，85 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11 例行内镜下肿瘤切除术，5 例行胃大

部切除术，23 例行姑息性减瘤术，8 例行剖腹探查而未行肿瘤切除，55 例行术后辅助治疗。中位时

间为 84 个月的随访中有 178 例随访完全。患者生存时间 1～121 个月，中位生存时间 86 个月，1、

3、5 年生存率分别为 76.4%、66.6%和 54.0%。（4）原发肿瘤浸润深度及淋巴结转移是影响十二

指肠腺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小肠间质瘤的预后与肿瘤直径、核分裂数目及甲磺酸伊马替尼（格

列卫）的使用有关。 

结论 原发性小肠肿瘤病理类型复杂，以腺癌最常见，其次是间质瘤、腺瘤、恶性淋巴瘤。早期起病

隐匿，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内镜检查是主要的检查手段，联合 CT、MRI、DSA 等影像学方法可

提高术前诊断率。手术是最主要的治疗手段。分子靶向治疗药物格列卫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小肠

间质瘤的预后 

 
 

PU-1688 

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2 分子探针应用于结直肠癌的检测研究 

 
余祖红,栾富娟,史玉雪,王洁,冷霞,陈卫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设计并构建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2 特异性荧光分子探针，初步开展分子影像技术在体外结直

肠癌组织的快速、准确性检测研究。 

方法 利用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2 特异性识别的多肽底物，制备 MMP-2 特异性识别的荧光分子探

针 Dab-GPLGVRGY-FITC；评估探针的特异性和检测灵敏度；MTT 法初步研究其细胞毒性；将人

源性结肠癌细胞 LoVo 与该分子探针进行孵育并利用荧光共聚焦显微镜进行成像观察。通过荧光光

谱仪检测及荧光共聚焦显微镜成像观察对 15 例结直肠癌和癌旁组织进行区分。 

结果 成功制备分子探针 Dab-PLGVRGY-FITC，经高分辨质谱确证。分子探针 Dab-PLGVRGY-FITC

与重组 MMP-2 作用后，荧光信号明显增强，荧光强度随着 MMP-2 用量的增加呈线性增强，且与

Furin、DNase、RNase、BSA、MMP-2 等生物酶作用后，仅 MMP-2 出现明显的荧光信号变化。

MTT 显示该分子探针对细胞具有较低的毒性。LoVo 细胞与分子探针孵育后，荧光共聚焦显微镜进

行成像观察，LoVo 细胞表现出较强的绿色荧光。临床结直肠癌、癌旁组织与分子探针作用后，荧光

光谱仪检测及荧光共聚焦显微镜成像观察，结直肠癌组织荧光信号均明显强于癌旁组织。 

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种新型的能被 MMP-2 特异性识别的荧光分子探针 Dab-PLGVRGY-FITC。该

分子探针对 MMP-2 的检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较强的特异性，其细胞毒性较小。该分子探针不仅

能对 MMP-2 过表达的人源性结肠癌细胞 LoVo 特异性成像，还能对临床结直肠癌及癌旁组织进行成

像区分。 

 
 

PU-1689 

外周血甲基化 SEPT9 基因检测在结直肠癌和 

腺瘤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冷霞,余祖红,史玉雪,陈卫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应用甲基化外周血 SEPT9 基因（mSEPT9）检测在结直肠癌（CRC）和腺瘤诊断中

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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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纳入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4 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患者，所有患者年龄 18-80

周岁，无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未接受手术治疗及放化疗，女性均为非妊娠期。符合入组条件的患者

共 189 例，平均年龄 57.81±12.35 岁，按照肠镜及病理结果分为 3 组，正常对照组（57 例）肠镜下

未见明显异常者；腺瘤组（61 例）包括低风险组 20 例和高风险组 41 例，其中高风险组腺瘤符合如

下条件之一：病变最大直径大于 10mm、具有绒毛结构或高级别上皮内瘤变；CRC 组 71 例。均抽

取 10ml 外周血，应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荧光探针法测定 mSEPT9，Ct≤41.0 判定为阳性，

分析该基因在各分组的表达情况及其阳性率与 CRC 不同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绘制 mSEPT9 诊断

结直肠癌的 ROC 曲线。 

结果 （1）mSEPT9 在正常对照组无阳性结果，腺瘤组阳性率为 6.56%（4/61），其中低风险组 10.00%

（2/20），高风险组为 4.88%（2/41），CRC 组阳性率为 52.11%（37/71）。CRC 组与正常对照

组、腺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皆<0.01）。腺瘤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低风险腺瘤组与高风险腺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CRC 组不同性

别、年龄、肿瘤部位、病灶大小及分化程度之间，mSEPT9 的阳性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在有无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不同临床分期中，其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3）

mSEPT9 诊断 CRC 的 AUC 值为 0.831。 

结论 外周血甲基化 SEPT9 基因检测在 CRC 诊断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其检出率与 CRC

病程进展相关。单独应用于腺瘤诊断时，其价值可能有限。 

 
 

PU-1690 

外周血 SEPT9 基因甲基化检测联合肿瘤标志物、 粪便免疫隐血

试验在结直肠癌和腺瘤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冷霞,史玉雪,余祖红,陈卫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外周血甲基化 SEPT9 基因（mSEPT9）检测联合肿瘤标志物、粪便免疫隐血试验（FIT）

在 CRC 和腺瘤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入组患者 CEA、CA125、CA199、CA724、CA211 五种肿瘤标志物数据，利用 F 检验或

秩和检验比较各组间肿瘤标志物水平，比较各肿瘤标志物诊断 CRC 的敏感性及特异性，筛选出诊断

效力较高的肿瘤标志物。进一步收集入组患者的 FIT 结果，联合应用 mSEPT9、肿瘤标志物、FIT

诊断 CRC 及腺瘤。利用 Logistic 回归建立回归方程，对 mSEPT9、肿瘤标志物、FIT 及新变量进

行 ROC 曲线分析，比较 mSEPT9、肿瘤标志物、FIT 单独及联合应用在 CRC 及腺瘤中的诊断价值。 

结果 (1）135 例入组患者具有五种肿瘤标志物数据，其中只有 CEA 水平在 CRC 组与正常对照组、

腺瘤组的比较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EA 在腺瘤组和 CRC 组敏感性分别为 16.28%、

42.86%，特异性均为 90%。(2）109 例入组患者具有完整 mSEPT9、CEA 及 FIT 数据，三者联合

诊 断 CRC 的 敏 感 性 为 97.67% ， 特 异 性 为 82.14%, 建 立 Logistic 回 归 方 程 为 ：

Y=1/[1+EXP(0.334*mSEPT9+0.269*CEA+4.694*FIT-0.027)]。联合诊断低风险组腺瘤、高风险组腺

瘤的敏感性分别为 25.00%、38.4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单独应用肿瘤标志物诊断腺瘤及 CRC 意义不大，联合应用五种标志物有助于提高 CRC 的检

出率。单独应用 FIT 诊断 CRC 敏感性及特异性较高，在区别高危腺瘤方面作用不大。联合应用

mSEPT9、CEA、FIT 有助于提高 CRC 及高风险腺瘤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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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91 

miR-17-92 基因簇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胃癌临床 

病理学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刘菲,钱夷婷,国风,陈卫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明确 miR-17-92 基因簇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关系。 

方法 收集 2015年 9月到 2016年 12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接受胃癌根治术的患者新鲜

组织标本，同时收集其临床病理资料。采用 qRT-PCR 方法检测 miR-17-92 基因簇各亚单位在胃癌

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初步分析 miR-17-92 基因簇各亚单位的表达与胃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结果 qRT-PCR检测结果显示miR-17-92基因簇的 6个亚单位miR-17、miR-18、miR-19a、miR-19b、

miR-20 和 miR-92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较其对应的癌旁正常组织均显著上调。其中，miR-17 的表达

水平与胃癌患者的分化程度（P=0.0031）、TNM 分期（P=0.0020）相关；miR-18 的表达水平与胃

癌患者的 TNM 分期（P=0.0020）相关；miR-19a 的表达水平与胃癌患者的肿瘤大小（P=0.0002）、

TNM 分期（P=0.0012）相关；miR-19b 的表达水平与胃癌患者的肿瘤大小（P=0.0072）、TNM 分

期（P=0.0002）相关；miR-20 的表达水平与胃癌患者的分化程度（P=0.0143）、TNM分期（P=0.0023）

相关；miR-92 的表达水平与胃癌患者的肿瘤大小（P=0.0374）、TNM 分期（P=0.0035）相关。 

结论  miR-17-92 基因簇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中可能扮演着癌基因样的角色。miR-17-92 基因簇各个亚

单位的表达水平均与胃癌患者的 TNM 分期呈正相关，而 miR-17、miR-20 的表达水平还与胃癌患者

的肿瘤分化程度呈正相关，miR-19a、miR-19b、miR-92 的表达水平还与胃癌患者的肿瘤大小呈正

相关。 

 
 

PU-1692 

P53 ex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 
associated with dysplasia and carcinoma: a systematic 

meta-analysis 

 
卢筱洪 

1.Renmin hospital， Wuhan University 

2.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umor suppressor gene p53 expression has been reported i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UC). Howe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53 expression and UC remains controversial. The 
aim of this meta-analysis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53 expression and different 
pathological types of UC. 
Methods Publications were searched in the PubMed, Embase, EBSCO, Wangfang, and CNKI 
database 
Results Immunohistochemical p53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UC without dysplasia 
and carcinoma (UC group) compared to normal tissue samples (OR = 3.14, P = 0.001), higher in 
UC with dysplasia than in UC group (OR = 10.76, P < 0.001), and higher in UC with colorectal 
cancer (CRC) than in UC with dysplasia (OR = 1.69, P = 0.035). Subgroup analysis of ethnicity 
(UC group vs. normal tissues) showed that p53 expression was correlated with UC in Asians, but 
not in Caucasians. When UC with dysplasia was compared to UC group, p53 expression was 
linked to UC with dysplasia among both Asians and Caucasians. 
Conclusions p53 expression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UC-CRC development. p53 expression 
showed different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mong different pathological types of 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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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93 

广州市结直肠癌筛查成本效益分析 

 
冯志强,聂玉强,曹杰,周永健,王红 

广东省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从卫生经济学角度对目前广州大肠癌筛查项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为制定下一步筛查方案提供

理论依据 

方法 自 2015 年开始，广州市启动大肠癌防控项目，对 45 岁以上居民采取粪便潜血检查及问卷调

查相结合方式进行初筛，对初筛阳性居民，建议其行肠镜检查。现分析所发现的结直肠恶性肿瘤和

腺瘤型息肉病例数，根据所投入的总经费及所诊断出的结直肠癌和腺瘤性息肉患者人数，计算筛查

成本和效果。并进一步检索医保系统，比较结直肠癌和腺瘤性息肉各自的治疗费用。 

结果 2015-2017 年广州市共完成初筛人数 371046，初筛阳性人数 61272，初筛阳性率 16.51%。

广州市财政共投入1754.4万元，平均完成1例初筛花费47.28元，诊断1例高危人群平均花费286.33

元。共完成肠镜检查 14338 例，肠镜平均费用按 320 元计，肠镜费用合计 4588160 元。6843 例正

常，7595 例肠镜发现异常，其中有 6039 例行病理检查，发现结直肠恶性肿瘤 397例（检出率 2.77%），

腺瘤型息肉 3024 例（检出率 21.09%，包括非进展期腺瘤 1983 例、进展期腺瘤 1041 例）；中/重

度异型增生者 113 例，炎性息肉及增生性息肉及慢性炎性者 2505 例，1556 例无病理者包括憩室、

慢 性 炎 而 未 取 病 理 者 。 按 照 病 理 每 例 收 费 90 元 计 ， 合 计 543510 元 。 总 支 出

17544000+4588160+543510=22675670 元。检出 1 例结直肠恶性肿瘤花费 57117.6 元，而检出 1

例腺瘤型息肉患者花费 7498.6 元。相关治疗费用如下：普通息肉切除费用约 6000±1200（3000~8000，

费用主要受所切除息肉大小和数量影响）；侧向发育型息肉及早癌 ESD 费用: 17000±2800

（14000~24000，主要是所用内镜耗材费用）；而 T2 期以上肠癌手术相关费用（第一次住院总费

用）：7.3±2.0 万（3.1 万~11.1 万），术后化疗：6-12 次，每次 0.4 万~1.3 万（方案及药物不同而

价格不一样）；总体治疗相关费用 3~20 万。 

结论 通过大样本分析结果显示，广州市 CRC 及腺瘤型息肉检出率较高，积极开展早期结直肠癌筛

查，符合成本-效益分析，会极大降低医疗总支出，具有非常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PU-1694 

奥曲肽对粘连性肠梗阻的疗效研究 

 
曾珺,吴杰,张姮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应用奥曲肽对粘连性肠梗阻疗效的观察研究。 

方法 将粘连性肠梗阻患者 48 例随机分为奥曲肽组（24 例）和对照组（24 例），两组间年龄、性

别及肠梗阻的病因比较差异无显著性。奥曲肽组采用奥曲肽 0．2mg，持续静脉泵入，每 6 小时或

8 小时 1 次，连用 3～6 天，同时按常规治疗予禁食、胃肠减压、补液等对症治疗；对照组则按常

规治疗予禁食、胃肠减压、补液及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 

结果 用药后治疗组胃肠减压量明显减少，肛门排气时间明显提前，临床症状在 2 天内消失占

66.67％，住院时间平均缩短 3 天，差异均有显著性。 

结论 奥曲肽辅助治疗粘连性肠梗阻能抑制肠管内体液丧失，缓解扩张，促进蠕动，对粘连性肠梗阻

有明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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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95 

Diarrhea、fever、colon ulcer、mutations in interleukin-10 

receptor A and no response to infliximab 

 
Dan Chen,Yang Chen,Lixi Zhang,Baotong Zhou,Wei Wang,Hongmei Song,Ji Li,Jiaming Qia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caused by 
Interleukin-10 receptor A (IL-10RA) mutation. 
Methods We reported a case of a young patient diagnosed with IBD caused by IL-10RA. 
Results A 16-year-old male patient wa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ith complaint of having diarrhea 
and abdominal pain for 7months and fever for 5months.Both his brother and sister died of 
recurrent diarrhea within 2-year-old. CRP was 52.47mg/L. Detection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toxin 
gene was positive. Cytomegalovirus (CMV) PP65:2 positive cells/2x10

5
WBC. Computed 

tomography enterography found bowel wall stiffness and mucosa hyperenhancement from 
transverse colon to sigmoid colon. Colonoscopy detected multiple ulcers located in descending 
colon and sigmoid colon, and some of them were longitudinal. Anti-infective therapy were partial 
effective. Glucocorticoid and infliximab turned out to be ineffective. High-throughput genome 
sequencing revealed compound heterozygous missense mutation in IL-10RA: c. 301C>T, 
p.R101W; c. 784 C>T, p.R262C, leading to a diagnosis of IBD caused by IL-10RA. He was treated 
with enteral nutrition and mesalazine. 
Conclusions Patient with IBD caused by IL-10RA mutation was young and likely to have 
combined recurrent infections. The prognosis was poor for nonresponse to drug treatment. 

 
 
PU-1696 

miR-17-92 基因簇对胃癌细胞生物学功能的研究 

 
刘菲,国风,陈卫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明确 miR-17-92 基因簇在胃癌细胞中的生物学功能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qRT-PCR 检测胃癌细胞株中 miR-17-92 基因簇各亚单位的表达情况。慢病毒转染构建稳定过

表达 miR-17-92 的 MGC-803 胃癌细胞株。CCK-8、BruU、CellTiter-Glo、克隆形成实验等方法检

测细胞增殖；TUNEL 实验方法检测细胞凋亡；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划痕实验、Transwell 实

验方法检测细胞迁移及侵袭。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观察过表达 miR-17-92 对 MGC-803 细胞体内生

长的影响。qRT-PCR 方法检测相关基因在 mRNA 水平的表达。Western blotting 方法检测相关基因

在蛋白水平的表达。明胶酶谱实验方法检测细胞内基质金属蛋白酶的活性。TransAM 实验方法检测

细胞内 NF-κB 信号通路相关分子的活性。Western blotting 方法检测细胞内 AKT、ERK1/2 及 NF-κB

信号通路相关分子在蛋白水平的表达 

结果 miR-17-92 基因簇各亚单位在 MGC-803 细胞中表达量最低。过表达 miR-17-92 能导致细胞体

外增殖加快、凋亡减少、迁移及侵袭能力增强。过表达 miR-17-92 能够促进 MGC-803 细胞的体内

生长，过表达 miR-17-92 的 MGC-803 细胞中 p-AKT（Thr308）及 p-ERK1/2 表达水平较对照组细

胞显著上调， MGC-803-miR-17-92 细胞胞核蛋白中 RelA、p50、RelB、p52 的表达活性均较

MGC-803-control 细胞显著上调。MGC-803-miR-17-92 细胞中促凋亡基因 BIM 和 BID 的表达水平

较 MGC-803-control 细胞显著下调，而抑凋亡基因 Bcl-2、Bcl-xL 和 Mcl-1 的表达水平显著上调。过

表达 miR-17-92 能够显著增强 MGC-803 细胞中 MMP-2 的表达活性。MGC-803-miR-17-92 细胞中

上皮细胞标志物E-cadherin、Claudin1、EpCAM的表达水平较对照组细胞显著下调，而N-cadherin、

Vimentin 的表达显著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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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过表达 miR-17-92 能够显著促进 MGC-803 胃癌细胞的生长与增殖能力，与 AKT、ERK 及

NF-κB 信号通路的活化有关。且能够显著抑制 MGC-803 胃癌细胞的凋亡能力。 

 
 

PU-1697 

TRAF3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胃癌临床病理学指标 

的相关性及预后分析 

 
刘菲,钱夷婷,国风,陈卫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明确 TARF3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 

方法 胃癌组织芯片（HStmA030PG03）购自上海芯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TRAF3 在胃癌组织及其对应的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情况。采用卡方检验分析 TRAF3 与胃癌患者

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运用 Kaplan-Meier 分析 TRAF3 与胃癌患者预后的关系。采用单因素和多因

素方差分析来确定影响胃癌患者的预后指标。 

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TRAF3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显著低于其对应的癌旁正常组织。TRAF3 的表

达与胃癌患者的肿瘤大小（P=0.036）、浸润深度（P=0.003）及 TNM 分期（P=0.009）相关。

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提示TRAF3低表达组胃癌患者的总生存期显著短与TRAF3高表达组胃

癌患者（P=0.002）。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提示胃癌患者的肿瘤大小（P=0.009）、分化程度（P=0.033）、

淋巴转移（P=0.032）、远处转移（P=0.000）、TNM 分期（P=0.001）及 TRAF3 的表达（P=0.002）

均是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提示 TRAF3（P=0.004）并不是影响胃癌

患者预后的独立指标，其他指标包括肿瘤大小（P=0.010）、远处转移（P=0.000）及TNM分期（P=0.010）

均是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 

结论  TRAF3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较癌旁正常组织呈相对低表达。TRAF3 的表达与胃癌患者的肿瘤

大小、浸润深度及 TNM 分期呈负相关。TRAF3 的表达与胃癌患者的预后呈正相关，即 TRAF3 低

表达组胃癌患者与 TRAF3 高表达组患者相比有较短的生存期。TRAF3 可以作为胃癌患者预后判断

的指标之一。 

 
 

PU-1698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胶囊内镜检查分析 

 
周长江,张倩倩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分析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患者通过胶囊内镜检查发现的病变 

方法 2008.2-2017.12 年度，25 例住院的消化道出血患者经胃肠镜检查未发现病变，采用胶囊内镜

进行小肠检查。 

结果 全部患者完成胶囊内镜检查，发现小肠血管畸形 15 例，占 60%，小肠克罗恩病 4 例，占 16%，

粘膜下肿瘤出血 2 例，占 8%，可疑淋巴瘤 1 例，占 4%，未发现出血病灶 3 例，占 12%。 

结论 大多数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患者，胶囊内镜检查能发现病因。可疑小肠出血的患者中，血管畸

形是出血最常见的原因，小肠克罗恩病也必须重视其在消化道出血病因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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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99 

泮托拉唑治疗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实例分析 
 

周长江,王曦宇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研究泮托拉唑治疗急性上消化道大出血的效果。 

方法 根据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2015.10 的中国急性胃黏膜病变（AGML） 急诊专家共识。 

结果 AGML 患者一旦发生出血，应在输血补液，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同时，迅速提高胃内 pH≥6，

创造胃内止血必要条件包括 PPI、生长抑素。内镜治疗与确诊同时进行。以上仍不能有效止血，考

虑介入和外科手术。出血停止后应继续应用 PPI，直至愈合。 

结论 泮托拉唑疗效确切的原因：输注后 45min 胃内 pH 值即可达到 6，输注后 72 小时的胃内平均

pH 值维持在 5.6-7.1，与各科室常用药物相互作用少，用于老年、肝肾功能不全患者无需调整剂量，

注射液配制液稳定，可保持 12 小时之久。 

 
 
PU-1700 

IL-8 基因多态性与散发性大肠癌发病风险相关的 Meta 分析 

 
谢玲,李瑜竹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系统性的评估 IL-8 251T>A 多态性与散发性大肠癌发病风险相关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 ( CBM)、维普数据库（VIP）、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 Library，搜集

有关 IL-8 251T>A 多态性与大肠癌文献，按照纳入、排除标准，采用 Stata12.0 和 ReviewMan5.3

进行 meta 分析，计算合并 OR 值和 95%CI 

结果 纳入文献 8 篇，共计病例 3440 例，对照 4757 例，meta 结果未发现 IL-8 251T>A 多态性与散

发性大肠癌发病风险相关（A vs T OR=1.058，95%CI =0.946~1.185，P=0.323；AA vs TT OR=1.110，

95%CI =0.890~1.384，P=0.356；AT vs TT OR=1.039，95%CI =0.934~1.157，P=0.482；AA+AT 

vs TT OR= 1.075，95%CI =0.972~1.188，P =0.160； AA vs TT+AT OR 及为 1.121，95%CI 

=0.942~1.333，P= 0.199），以对照组来源不同进行亚组分析，结果表明在以社会为基础的病例对

照研究和以医院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均未发现该基因多态性与散发性大肠癌发病风险相关 

结论 IL-8 251T>A 多态性与散发性大肠癌易感性可能无关 

 
 

PU-1701 

第三例粪菌移植治疗患者临床效果分析 

 
周长江,张静静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研究粪菌移植治疗的效果。 

方法 2018 年 4 月，患者因长期腹部不适、消瘦、腹泻便秘交替等症状住院治疗，诊断为肠易激综

合征。强烈要求通过粪菌移植改善症状。通过粪菌胶囊口服的方式完成了粪菌移植。 

结果 口服粪菌胶囊后病人无任何不适感觉。一月后复查，症状明显改善，每日排便一次，成型，腹

部不适症状基本消失，体重增加 1 千克。 

结论 粪菌移植可以改善 IBS 患者症状。改善患者一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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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02 

长期进食酸奶患者幽门螺杆菌复发率低 

 
周长江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目的 研究降低幽门螺杆菌复发的方法 

方法 2016.4-2017.4 门诊进行幽门螺杆菌根除的患者共 67 例，随机分成每日进食酸奶组 32 例和不

服用酸奶组 35 例，1 年后进行呼气试验检测 HP，排除检测前 1 个月应用抗菌素的情况。 

结果 不服用酸奶组幽门螺杆菌阳性 8/35，复发率 22.85%，服用酸奶组幽门螺杆菌阳性 2/32，复发

率 6.25%。 

结论 长期进食酸奶患者幽门螺杆菌复发率低。 

 

 
PU-1703 

胃上皮内瘤变及早癌内镜切除术前后病理结果对比分析 

 
黄根 

南昌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 通过对胃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及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获得的上皮内瘤变及早癌标本的

病理学观察，探讨术前及术后病理诊断差异的原因及改善方法。 

方法 根据 WHO(2010)消化系统肿瘤组织学分类和 Vienna 分类，分别对 62 例胃 EMR／ESD 术前

及术后病理观察和诊断，并比较其差异。 

结果 术前、术后病理诊断完全一致率69.4％(43/62)，术前低级别上皮内瘤变(3类)诊断一致率73.5％

(25/34)，高级别上皮内瘤变(4类)诊断一致率 58.3％(14/24)，浸润性癌(5类)诊断一致率 100％(4/4)。

其中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术后级别升高占 41.7％(10/24)。 

结论 胃黏膜活检及 EMR／ESD 术后病理诊断符合率偏低，主要表现为术后级别升高，术前病理诊

断不能完全代表胃黏膜病变的性质，处理不应仅局限于定期内镜随访或组织活检的病理信息，有条

件的应结合内镜形态并积极行 EMP#ESD 治疗。 

 
 

PU-1704 

高龄良性梗阻性黄疸经 ERCP 胆道支架治疗的价值 

 
黄根 

南昌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ERCP)胆道支架置入治疗高龄良性梗阻性黄疸的价值。 

方法 选取高龄(年龄 80～99 岁)良性梗阻性黄疸患者 52 例，排除 ERCP 禁忌证后放置胆道支架置

入引流。观察住院期间患者症状缓解情况、黄疸指数恢复情况，术后胰腺炎、胆管炎、穿孑 L 等并

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52 例患者均成功放置胆道支架引流后均好转出院。24～48 h 腹部症状基本缓解，术后 1～2

周黄疸指数基本恢复正常。术后 2 例(3．85％)出现轻度胰腺炎，对症治疗后好转。3 例(5．77％)

出现高淀粉酶血症未作特殊处理。术后 3 例(5．77％)出现基础合并症加重，其中 1 例出现心房颤动

再发，2 例出现 COPD 加重。术后住院期间无胆管炎发作，术后随访 3 个月中有 3 例(5．77％)出现

胆管炎再发，给以抗感染治疗后好转。 

结论 ERCP 胆道支架治疗高龄良性梗阻性黄疸安全有效，并发症发生率低，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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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05 

自闭症儿童肠道微生态菌群和短链脂肪酸相关研究 

 
刘思濛

1
,李恩耀

1
,孙臻誉

1
,江淼淼

1
,段桂琴

2
,于泳

1
,梅璐

1
,杨平常

3
,汤有才

1
,郑鹏远

1
 

1.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3.麦克马斯特大学 

 

目的 探索自闭症儿童肠道微生态菌群结构及其与粪便短链脂肪酸和胃肠道症状之间的关系。 

方法 分别纳入 30 名自闭症儿童，20 名年龄、性别与之相匹配的对照组儿童。我们对各组儿童粪

便细菌 16S r RNA 基因的 V3-V4 高变区进行测序，用 HPLC 检测粪便短链脂肪酸的含量，并评估

两组儿童的胃肠道症状。应用 Spearman 相关系数分析肠道菌群与短链脂肪酸的相关性。 

结果 与对照组儿童相比，ASD 组儿童粪便乙酸和丁酸的含量降低，戊酸含量增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与对照组儿童肠道微生态菌群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与对照组儿童相比，

自闭症儿童 α 多样性指数（Shannon 和 Shannoneven）显著降低；产丁酸菌群（Ruminococcaceae，

Eubacterium，Lachnospiraceae 和 Erysipelotrichaceae）比例显著降低，戊酸正相关细菌

（Acidobacteria）比例显著增加。便秘是本研究自闭症儿童伴随的唯一胃肠道症状。便秘自闭症组

儿童较非便秘自闭症及对照组儿童粪便中 Fusobacterium，Barnesiella，Coprobacter 及戊酸正相关

细菌（Actinomycetaceae）比例显著增高，产丁酸菌群比例显著降低。 

结论 自闭症及其伴随便秘症状的发展可能与肠道内产丁酸菌群比例降低和产戊酸菌群比例增加相

关。应用益生菌，特别是产丁酸细菌，调节肠道菌群可能是治疗自闭症儿童的有效方法。 

 
 

PU-1706 

南通市市级机关工作人员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影响因素观察 

 
郭锡明 

江苏省南通市市级机关门诊部 

 

目的 探讨市级机关工作人员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相关因素 

方法 选择 2017年 1月-2017年 12月南通市市级机关体检发现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50例作观察组，

按照 1:1 比例选择同期的 50 例无酒精性脂肪肝病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人群性别、年龄、体

质量指数、不良生活方式、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血尿酸等因素上的差异。 

结果 观察组男性78.00%、体质量指数（25.34±1.32）kg/m
2、不良生活方式62.00%、糖尿病28.00%、

血脂异常 76.00%高于对照组的 48.00%、（23.07±1.11）kg/m
2、30.00%、8.00%、26.00%(P<0.05)，

是引起非酒精性脂肪肝相关因素，两组年龄、血压、尿酸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0.05)。 

结论 机关工作人员脂肪肝患病率高，相关因素复杂，加强机关工作人员健康宣教及管理、培养科学

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相关疾病预防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生。 

 
 

PU-1707 

超声内镜在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诊治中的应用 

 
王义 

抚顺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内镜在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诊治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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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普通肠镜发现的结直肠肿瘤病变观察记录病变的部位、大小、范围、形态；再应用超声内镜

判断病变浸润深度；内镜下切除或择期手术切除病变做病理检查，以病理结果作为诊断的金标准，

将上述结果与之作比较 

结果 普通肠镜发现 60 例结直肠病变（其中 7 例为粘膜下肿瘤），内镜超声对结直肠癌浸润深度判

断的总准确率为 78.13%。 21 例息肉及息肉伴局部高级别瘤变均来源于粘膜层，行内镜下黏膜切除

术（EMR）。4 例类癌（神经内分泌瘤）行 ESD 治疗。32 例结直肠癌均行外科手术治疗，全部得

到病理证实。 

结论 超声内镜能对病变的起源进行准确的定位，并判断病变的性质、浸润深度，对进一步治疗方案

的选择具有明确的临床指导价值。 

 

 
PU-1708 

整肠生联合铋剂四联疗法治疗消化性溃疡疗效分析 

 
崔旭 

抚顺市中心医院 

 

目的 评价整肠生联合铋剂四联疗法治疗 Hp 阳性的消化性溃疡疗效 

方法 选择经胃镜检查、快速尿素酶试验证实为 Hp 阳性的消化性溃疡患者 60 例（胃溃疡 24 例，十

二指肠球溃疡 36 例），随机分为标准铋剂四联组和加用整肠生组（标准铋剂四联组采用果胶铋+雷

贝拉唑+阿莫西林胶囊+克拉霉素治疗）两组疗程 10 天 

结果 标准铋剂四联组与加用整肠生组溃疡愈合率分别 86.7%和 90%,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幽门螺杆菌根除率分别为 70%和 90%,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不良反应发生率,标铋

剂四联组为 26.7%;加用整肠生组为 6.7%.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整肠生能提高标准铋剂四联疗法Hp根除率,可作为Hp感染的消化性溃疡的首选疗法,并减少胃

肠道不良反应. 

 
 

PU-1709 

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发病机制的研究 

 
李慧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应用 24 小时食管 PH-阻抗监测、高分辨率食管测压、焦虑抑郁评分以及反流性疾病问卷评分

检查，对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患者进行了分析，探讨 RGERD 的发病机制。 

方法 随机选择 84 例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患者，选取 92 例同随机选择 84 例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患

者，选取 92 例同期经 PPI 治疗后症状消失的胃食管反流病患者作为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均进行

24 小时食管 PH-阻抗监测、高分辨率食管测压、并完成焦虑抑郁评分以及反流性疾病问卷评分，记

录各组患者酸反流、非酸反流、弱酸反流、长酸反流、近端反流的次数，食管上、下括约肌及食管

体部相关参数，焦虑抑郁评分以及反流性疾病问卷评分，比较各组之间的参数差别。 

结果 1.RGERD 组较 GERD 对照组弱酸反流次数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长酸反流次数增多，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近端反流次数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酸反流次数无明显差异，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非酸反流次数无明显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RGERD 组较 GERD 对照组气体反流次数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液气混合反流次数增多，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液体反流次数无明显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RGERD 组较 GERD 对照组食管下括约肌长度更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食管下括约肌压力更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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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GERD 组较 GERD 对照组食管上括约肌压力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食管上括约肌长度无明

显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RGERD 组较 GERD 对照组存在焦虑、抑郁的发病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焦

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RGERD 组弱酸反流次数增多、长酸反流次数增多、近端反流次数增多，均可导致 PPI 抑

制不完全。2、RGERD 组气体反流次数和液气混合反流次数增多，加重反流症状感知。3、RGERD

组的食管下括约肌长度更短，且食管下括约肌压力更低，食管上括约肌压力更低，表明在 RGERD

的发病机制中，食管下括约肌的长度、压力以及食管上括约肌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4、RGERD 组

较存在焦虑、抑郁倾向，提示精神心理因素参与 RGERD 的发病。 

 

 
PU-1710 

饮食习惯改变对胃黏膜损伤修复的影响 

 
白玉焕,敬长春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改变患者饮食习惯对内镜下急慢性胃粘膜损伤修复的影响。  

方法 通过问诊选取2018-1-30至2018-2-30来我院门诊行胃镜检查的有明确进食高温食物习惯的患

者 120 例，随机选取 60 例（观察组）对其进行进行健康教育改变其饮食习惯停止热食，给予一周

抑制胃酸及保护胃黏膜药物治疗，60 例（对照组）患者只给予一周抑制胃酸及保护胃黏膜药物治疗。

2 月后复查胃镜，对比前后 2 次胃镜下表现，观察胃黏膜修复情况并且了解患者就诊症状的缓解情

况。 

结果 观察组 60 例患者中 50 例患者胃镜下粘膜损伤明显修复。对照组中 30 例患者胃镜下胃黏膜明

显修复。观察组的胃黏膜修复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就诊症

状缓解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门诊胃镜检查胃黏膜损伤的有不良饮食习惯的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改变其不良的饮食习惯

特别是停止进食过热食物对于保护其胃黏膜及缓解其就诊症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PU-1711 

食管空肠转流术治疗肥胖症并 2 型糖尿病的实验研究 

 
郑丽 

南昌市第一医院/江西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 Beagle 犬建立肥胖症并 2 型糖尿病的大型动物模型，并行内镜下食管空肠覆膜支架转流

术，探讨内镜下模拟经典的 Roux-en-Y 胃转流术的可能，观察其治疗肥胖症并 2 型糖尿病的效果。 

方法 实验第一部分选用健康成年雄性 Beagle 犬 10 只，随机分为两组，模型组 5 只全程喂养高脂

高热量饲料，并在饲养第 12 周给予静脉注射小剂量 STZ，对照组 5 只全程喂养标准基础饲料。分

别于第 4 周、第 12 周（STZ 0 wk）、STZ 注射后 1 周（STZ 1 wk）、STZ 注射后 4 周（STZ 4 wk）、

STZ 注射后 8 周（STZ 8 wk）定时检测 Beagle 犬体重、体长、空腹血糖、IVGTT、血脂等与肥胖

症及 2 型糖尿病相关的临床指标，判断 Beagle 犬建立肥胖症并 2 型糖尿病模型的建立。 

实验第二部分选用第一部分建模成功 Beagle 犬 5 只为研究对象作为手术组实施内镜下（联合开腹手

术）食管空肠覆膜支架转流术，实验第一部分正常对照组 5 只作对照组行胃镜检查和剖腹探查术。

分别于术前（STZ 8 wk）、术后 4 周、8 周、12 周定时检测 Beagle 犬肥胖症相关指标（体重、Lee

指数、腹围）、糖尿病相关指标（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IVGTT 试验），对比术前术后各个指标

变化，观察手术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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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Beagle 犬肥胖症术后效果：随着术后时间的增长，手术组体重和 Lee 指数逐渐接近对照组，

至术后 12 周体重（15±0.53 kg vs 16.4±0.67 kg, P>0.05），Lee 指数（355.2±12.37 vs 352.5±10.25, 

P>0.05）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术后手术组 Beagle 犬体重已逐渐恢复正常，达到

减重效果。Beagle 犬 T2DM 术后效果：手术组 Beagle 犬术后糖代谢紊乱改善；手术后 HOMA-IR

呈现下降趋势，HOMA-β 呈现上升趋势，提示手术组 Beagle 犬术后胰岛 β 细胞功能逐渐恢复。 

结论 1.联合高脂高热量喂养和小剂量 STZ 静脉注射可在 Beagle 犬上成功建立肥胖症并 2 型糖尿病

的大型动物模型，此模型稳定且接近人类 2 型糖尿病的发病过程及代谢特征，可以用于肥胖症和 2

型糖尿病的手术和内镜介入治疗的研究。2.食管空肠覆膜支架转流术可成功模拟经典的 Roux-en-Y

胃转流术，术后减重、降血糖效果显著，能有效减轻胰岛素抵抗，改善胰岛 β 细胞功能，纠正糖代

谢紊乱。 

 
 

PU-1712 

认知行为治疗对胃-食管反流病合并焦虑患者治疗效果的影响 

 
曹燕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胃-食管反流病是一种常见的心身疾病，社会心理因素对其发病起着重要作用。较多胃-食管反

流病患者往往存在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常规内科治疗往往效果不甚理想。本文探讨认知行为治

疗对胃-食管反流病合并焦虑患者的影响和治疗作用。 

方法 选择我院收治的胃-食管反流病患者 36 例，入选标准：1、有典型的胃食管反流症状；2、反流

性疾病问卷(RDQ) 评定症状总分>12 分；3、动态食管 PH 监测及电子胃镜确诊为胃-食管反流病；4、

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定为焦虑状态。排除标准：1、患有肝肾功能障碍、胃肠道器质性病变、糖尿

病患者、癫痫和精神疾病史患者；2、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将 36 例胃食管反流病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干预组各 18 例。对照组给予艾司奥美拉唑 20mg，2 次/天口服，干预组给予艾司奥美拉唑 

20mg，2 次/天口服，同时给予认知行为治疗，每次进行 50 分钟，每周进行 1 次，观察 8 周。两组

患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在治疗前后分

别对患者进行反流性疾病问卷、焦虑自评量表(SAS)及健康状况问卷(SF 一 36)评定。 

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胃食管反流症状问卷评分、SAS 评分、生活质量评定差异无显著性(P>0．05)；

治疗 8 周后，干预组胃食管反流症状问卷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SAS 分值 2 组均有下降，但

干预组下降更明显，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干预组在生活质量评分中除生理机能

外其他指标分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胃-食管反流病合并焦虑患者行认知行为治疗能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情绪，提高临床疗效。 

 
 

PU-1713 

早期胃癌 ESD 术后迟发性出血危险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刘丽君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早期胃癌患者内镜下黏膜剥离术(ESD)后迟发性出血的危险因素，总结护理措施。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医院 206 例经 ESD 治疗的早期胃癌患者资料，术后并发迟发性出血的 19 例为出

血组，未出现迟发性出血的 187 例为对照组，对两组的年龄、性别、胃癌位置、病变大小、病变深

度以及手术时间、术中出血等进行单因素分析，并总结术后迟发性出血的护理措施。 

结果 两组年龄、性别、手术时间无显著差异(P>0．05)；出血组病变直径≥3 cm 及病变深达黏膜下

层的比例高于对照组(P<0．05)，病变发生于胃窦、术中出血量>800 ml 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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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出血组所有患者经内镜下止血治疗以及合理、积极的护理后好转，未出现出血性休克等

较严重的病例。 

结论 病变直径≥3 cm、深达黏膜下层、胃窦部病变、术中出血量>800 ml 的早期胃癌患者。ESD 术

后迟发性出血的发生率较高，积极、合理的护理是防治出血的重要措施。 

 

 
PU-1714 

双气囊小肠镜对儿童 Peutz-Jeghers 综合征的诊断及治疗作用 

 
朱珍妮

1
,胡赤军

1
,王凤革

1
,宁守斌

2,2
 

1.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目的 报告应用双气囊小肠镜(double—balloon enteroscopy，DBE)对儿童 Peutz-Jeghers 综合征在

诊断和治疗上的经验。 

方法 回顾性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2004年4月至2017年9月间对53例儿童PJS患者(年

龄 4～18 岁)小肠息肉的内镜诊治情况。 

结果 53 例 PJS 患儿共行 153 次(经口 93 次、经肛 60 次)气囊辅助内镜检查及治疗，共切除小肠息

肉 757 枚(经口 686 枚、经肛 71 枚)。治疗前有不全性小肠梗阻者 14 例，10 例患儿经镜下治疗后小

肠多发息肉基本切除干净，肠套叠解除，肠梗阻症状完全消失；4 例患儿因小肠息肉巨大无法镜下

切除转外科治疗。治疗前有腹痛及腹部不适者 22 例，其中 20 例治疗后症状消失，至最后随访日无

不适，2 例患者随访时诉偶有轻度腹痛。治疗前有贫血者 20 例，其中 9 例患儿经切除息肉后贫血逐

渐纠正，至最后随访日仅有 1 例轻度贫血。 

结论 DBE 对小儿 PJ 综合征不仅有诊断价值，更能达到微创治疗的效果。 

 
 

PU-1715 

依托必利与雷贝拉唑联合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效果评价 

 
杨思贤 

营口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依托必利与雷贝拉唑联合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反流性食管炎患者 50 例，参考随机数字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n=25）和对照组（n=25），

观察组采取依托必利与雷贝拉唑联合治疗，对照组单纯采取雷贝拉唑治疗，比较两组治疗效果以及

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①观察组临床症状治疗总有效率为 94.74%，胃镜检测总有效率为 92.11%，均高于对照组的

84.21%、71.05%（P＜0.05）；②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依托必利与雷贝拉唑联合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疗效显著，可显著改善患者的胃镜检测结果，

缓解其临床症状，且可兼顾药物安全性 

 
 

PU-1716 

优质护理在消化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周雯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在消化内科护理管理中应用优质护理方法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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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98 例消化内科患者，随机分为

观察组 49 例与对照组 49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护理方式，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同时给予优

质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康复效果、住院时间及护理满意程度。 

结果 观察组患者康复率为 97.9%，对照组患者康复率为 81.6%，两组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满意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消化内科实施优质护理可促进患者疾病康复，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有助于改善护

患关系 

 
 

PU-1717 

中药阿胶辅助治疗老年贫血病例一则 

 
杨坤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分享一则中药阿胶辅助治疗老年贫血病例 

方法 中药处方：黄芪 30g，当归 25g，熟地 25g，茯苓 25g，炒白术 25g，砂仁 15g，杏仁 20g，

厚朴 10g，制黄精 20g，炒白芍 25g，陈皮 15g，桃仁 15g，益母草 20g，阿胶 15g，甘草 15g。七

剂，每日一剂水煎早晚分服。 

结果 服上方后，患者头晕乏力、活动后心悸气短、眼花、耳鸣、食欲减退明显好转，舌质红，苔薄

白，脉和缓。继服 16 周诸症消失，复查血常规示：白细胞：4.26×10
9
/L，N：54%，红细胞：4.57×10

12
/L，

血红蛋白：105g/L，血小板：146×10
9
/L 后随访半年未复发 

结论 中药阿胶可有效辅助治疗老年贫血 

 
 

PU-1718 

图示法宣教对结肠镜检查患者肠道准备质量影响的研究 

 
顾勇 

1.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探索和研究图示法宣教对结肠镜检查患者肠道准备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60 例拟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两组，采用前瞻性、双盲、对照研

究。图示组将肠道准备操作步骤及正确的粪水性状等涉及复杂的医学专业知识用形象简单的图示直

观地告知患者，常规组则应用传统的宣教模式交代肠道准备事项。比较两种方法对肠道准备质量的

影响。 

结果 图示组的肠道准备合格率高于常规组（88.5% vs 75.4%，P=0.006），按 Boston 肠道清洁度

评分准则，图示组总评分，左、右侧结肠评分均优于常规组（P<0.05），但中间结肠评分两者无明

显差异；两组患者进镜时间无差别，但图示组的退镜时间低于常规组（P=0.008）。息肉检出率比

较，图示组显著高于常规组（P=0.016）。图示组恶心、腹痛等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P<0.05），

且睡眠质量更好（72.3% vs 59.2%，P=0.026）。 

结论 图示法宣教可以提高患者肠道准备质量，并可以明显增加息肉检出率及患者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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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19 

中国启东地区乙肝病毒潜在肝癌高危基因位点 

联合突变的相关性研究 

 
瞿利帅,陆翠华,倪润洲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既往研究报道乙肝病毒 X 和前 S 基因突变与肝癌的发生密切相关，而多基因位点联合突变及

演变模式与肝癌的相关性很少报道，启东作为世界慢性乙肝感染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本研究探讨乙

型肝炎病毒多基因位点联合突变在肝癌发生中的作用。 

方法 启东地区是全世界乙肝和肝癌高发区，1996 年起对启东 17 个乡镇近 20000 余名 20-65 岁的

男性进行了 HBsAg 检测，筛选出 2387 例 HBsAg 阳性且不伴有肝癌的慢性 HBV 感染者进行长期随

访，本研究的所有研究者均来自于该队列。第一阶段，通过比较 60 例原发性肝癌和 60 例慢性乙型

肝炎患者全基因组序列，筛选乙肝病毒 S/X/C 区基因的肝癌相关突变热点；第二阶段，通过 200 例

肝癌患者及 200 例对照者的对照研究，确认乙肝病毒多基因位点联合突变与肝癌发生的风险相关性。

此外，通过一系列的纵向随访血清样本，比较肝癌发生前后乙肝病毒多基因位点联合突变模式的变

化。 

结果 第一阶段全基因组序列对比发现乙肝病毒前-S2 起始密码子突变，前 S 基因缺失突变, X 基因

G1613A, C1653T, A1762T 和 G1764A 突变, C 基因 A2159G, A2189Y, G2203W 和 C2288R 突变

与肝癌的发生风险相关。第二阶段，通过对 200 例肝癌患者及 200 例对照者的 C 区基因序列对比研

究，我们发现前 S 基因缺失突变，C 区 A2159G 和 A2189Y 突变，X 基因 A1762T 和 G1764A 突

变与肝癌发生危险密切相关，是肝癌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通过分析高危突变组合模式（前 S 基因

缺失，A2159G, A2189Y, A1762T 和 G1764A 突变）与肝癌发生的风险，与单一位点突变 HBV 感

染者相比，肝癌风险随着多基因突变位点的数量增加而显著增加。我们还研究了 22 例肝癌血清样本

病毒基因突变的纵向变化，其中 20 例(90.1%)患者存在多基因位点突变，其中 19 例基因联合突变

是逐渐出现的，没有观察到反向突变，结果表明多基因突变并不是感染乙肝病毒初期获得,而是伴随

着慢性肝病的进展出现的。 

结论 两阶段研究发现肝癌患者有着更高频率的多基因位点联合突变存在，前 S 基因缺失，A2159G, 

A2189Y, A1762T 和 G1764A 突变是肝癌发生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多基因位点的联合突变与肝癌

风险增加显著相关，纵向观察随访显示肝癌发生发展中多基因突变模式的演化。 

 
 

PU-1720 

The role of combined high risk spot mutations in hepatitis B 
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Qidong, China 

 
Lishuai Qu,Cuihua Lu,Runzhou N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roles of mutations in pre-S, enhancer II, basal core promoter, and precore 
regions of hepatitis B virus (HBV) on the progress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have 
been investigated extensively. However, current studies concerning the effect of combination of 
high risk mutations b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mplete HBV genomes remain limited.  
Methods The township of Qidong is one of the highest endemic regions for chronic HBV infection 
and HCC worldwide. A total of 2387 males living in 17 townships of Qidong who were seropositive 
for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 and free of HCC at recruitment were followed up from 
August 1996 to October 2006. In stage 1, the full genomes of HBV were compared between 60 
HCC cases and 60 controls. In stage 2, an independent case-control study including 200 HCC 
cases and 200 controls was enrolled to ve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bined high risk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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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tions in full genome and HCC development. Additionally, a longitudinal study was conducted 
on 22 HCC cases with serial serum samples available before HCC. 
Results In stage 1, a total of 10 mutations (including pre-S2 start codon mutation and pre-S 
deletion in pre-S gene, G1613A, C1653T, and A1762T/G1764A mutations in X gene, A2159G, 
A2189Y, G2203W, and C2288R mutations in C gene) showed an increased risk of HCC. In stage 
2, an independent case-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200 HCC cases and 200 control 
pati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e-S deletion, A2159G, A2189Y, and A1762T/G1764A 
muta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 HCC risk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Compared to patients with 
wild-type HBV, the adjusted OR was 2.624 (95% CI, 1.624-5.703) in patients with a single 
mutation; 5.227 (95% CI, 2.174-15.655), double mutations; 9.540 (95% CI, 1.362-36.751), triple 
mutations or more. 22 HCC patients with sequential serum samples were selected for the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specific mutations patterns (pre-S deletion, A2159G, A2189Y, 
A1762T/G1764A mutations). Among these patients, 20 patients had at least one nucleotide 
substitution of these four high HCC risk mutations at HCC diagnosis, and 19 patients of 20 
showed a gradual accumulation of high HCC risk mutations during follow-up. Reverse mutation 
was observed in only one patient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high HCC risk mutations were 
not acquired at the beginning of HBV infection, but that the mutations occurred during the long 
course of liver disease. 
Conclusions A two stage case-control study revealed that pre-S deletion, A2159G, A2189Y, 
A1762T/G1764A mutations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HCC development. The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 demonstrated a gradual combination of above mutations accumulat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HCC.  
 
 

PU-1721 

不同胰腺细胞氧化应激状态差异的研究 

 
邵晓冬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胰腺细胞氧化应激状态的差异。 

方法 应用荧光探针和流式细胞仪比较永生化胰腺导管上皮细胞和胰腺癌细胞系之间基础 ROS 含量

的水平。应用谷胱甘肽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中谷胱甘肽的含量。 

结果 胰腺癌细胞中的 ROS 含量明显高于胰腺导管上皮细胞（78 vs 37， P<0.05），而胰腺癌细胞

中谷胱甘肽的含量明显高于胰腺导管上皮细胞（3.6 vs 1.9， P<0.05）。 

结论 与正常胰腺导管上皮细胞相比，胰腺癌细胞处于高氧化应激状态，ROS 增多。胰腺癌细胞可

能依靠谷胱甘肽抗氧化系统维持氧化还原平衡。 

 
 

PU-1722 

内镜下胆道支架置入术治疗恶性胆道梗阻的疗效影响因素 

 
邵晓冬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胆道支架置入术对恶性胆道梗阻的疗效及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05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经内镜治疗的恶性胆道梗阻病例。 

结果 523 例恶性胆道梗阻患者行内镜下胆道支架置入术，其中胆管癌 185 例（肝门部 53 例，胆总

管 132 例）、胰腺癌 338 例。305 例置入金属支架，218 例置入塑料支架，39 例置入双支架， 14

例置入 3 枚支架。内支架置入后患者黄疸均有不同程度的减轻，术前黄疸持续时间对支架置入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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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胆红素的下降情况影响明显（P<0.05）。即使采取双支架甚至三支架引流术，Ⅲ型、Ⅳ型肝门

部胆管癌的引流效果明显不如Ⅰ型、Ⅱ型肝门部胆管癌（P<0.05）。 

结论 内镜下胆道支架置入术可以有效治疗恶性胆道梗阻，其疗效受到患者黄疸持续时间和胆管癌分

型的影响。 

 
 

PU-1723 

双气囊小肠镜检查时机对小肠出血诊治的意义 

 
邵晓冬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研究双气囊小肠镜检查时机对消化道出血患者诊断及治疗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09年 8月至 2017年 8月因消化道出血在我科接受DBE检查的 385 例患者。

在消化道出血后 3天内接受DBE的患者 102例，而在消化道出血 3天以后接受DBE的患者 283例，

对比两组患者的诊断率、内镜治疗率、并发症发生率和患者预后状况。 

结果 消化道出血后 3天内接受DBE检查患者的诊断率明显高于 3天后接受检查的患者（63%vs34%；

P<0.05）。3 天之内接受 DBE 检查患者行内镜下治疗的比例明显高于 3 天之后接受 DBE 检查的患

者（41%vs13%；P<0.05）。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无显著差异（2%vs3%；P>0.05）。3 天内接

受 DBE 检查患者的再出血率明显低于 3 天之后接受检查的患者（11%vs28%；P<0.05）。 

结论 消化道出血患者尽早行 DBE 检查可以明显提高诊断率及内镜下止血治疗率，降低再出血率，

而并不增加并发症的发生率。 

 
 

PU-1724 

婴幼儿社区获得性肺炎使用抗生素后肠道菌群代谢改变的探讨 

 
武庆斌

1
,李想

1
,王欣

2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浙江农科院 

 

目的 探讨临床使用抗生素后肠道菌群紊乱与菌群代谢的关系，协助评估抗生素使用后的肠道菌群紊

乱。 

方法 实验组为 2017 年 5月至 2017年 9 月期间于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住院的 23例明确诊

断社区获得性肺炎并同时有静脉使用抗生素治疗的婴幼儿，其中男 10 例，女 13 例，年龄在 1 岁～

3 岁之间，平均年龄 1.66 岁。静脉使用抗生素有：阿莫西林、头孢美唑、头孢呋辛、头孢地嗪、头

孢曲松、头孢哌酮、阿奇霉素，使用时间 3~7 天。对照组为同期于儿童保健科例行体检的 16 例正

常婴幼儿，其中男 8 例，女 8 例，年龄在 1 岁～3 岁之间，平均年龄 1.84 岁。收集并处理其粪便标

本后置于低聚糖培养基（如基础培养基（YCFA）以及乳果糖（LAU）、棉籽糖（RAF）、低聚果糖

（FOS）、低聚半乳糖（GOS）、低聚异麦芽糖（IMO）、低聚甘露醇（MOS）、低聚木糖（XOS）、

菊粉（INU）、可溶性淀粉（STA）、甘露糖醇（MAI）、木糖醇（XYI）等中恒温发酵，24h 后采

用气相色谱法（GC）检测各培养基中的短链脂肪酸（SCFA）含量及产气量，最后应用 SPASS 19.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抗生素组婴幼儿粪便中总短链脂肪酸（SCFA）、丙酸、丁酸含量等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

（P<0.05）, 乙酸值无差异性。正常对照组粪便中乙酸：丙酸：丁酸的百分比为 59.1：20.9：15.6，

抗生素组三者比值为 84.5：6.3：6.1，抗生素组丙酸、丁酸含量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

抗生素组 24h 发酵后，各低聚糖培养基总 SCFA、丙酸、丁酸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乙

酸含量除 YCFA、MAI、XYI 无差异，其余培养基乙酸含量亦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 24h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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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量相比，除 LAU、RAF、XOS 无差异（P>0.05），其余各低聚糖培养基（包括 FOS、GOS、IMO、

MOS、INU、STA、MAI、XYI）抗生素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通过测定粪便发酵前总 SCFA 含量，以及丙酸和丁酸含量，可间接印证抗生素对肠道菌群有显

著影响。抗生素导致肠道菌群代谢发生紊乱，还表现在乙酸：丙酸：丁酸三者百分比率明显失调。

抗生素抑制或杀灭正常肠道菌群，明显抑制肠道菌群的代谢能力，主要表现在 SCFA 总含量、丙酸

和丁酸含量，部分产乙酸菌群也被抑制。抗生素抑制或杀灭正常肠道菌群，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气体

能力也明显被抑制。 

 
 

PU-1725 

窄带成像与卢戈氏碘染色诊断老年患者食管早癌 

及癌前病变的对比研究 

 
徐瑾,邱雁,赵君宁 

江苏省老年医院 

 

目的 对比分析窄带成像 (narrow-banding imaging，NBI)及卢戈氏碘染色（Lugol chromoendoscopy，

LCE）对老年患者早期食管癌、癌前病变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间，在我院行常规胃镜检查中发现可疑病灶者，共 71 例(97 处病

变)。结合病理结果，对比分析普通白光内镜、窄带成像与碘染色内镜的检出情况。 

结果 NBI 与碘染色对于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及早期食管癌的检出率均为 100%(29/29)，NBI 与碘染色

对于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检出率分别为 92.86%（39/42）、97.62%（41/42）。两者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普通白光内镜检出符合率为 80.41%（78/97），NBI 检出符合率为 94.85%（92/97），

碘染色检出符合率为 94.85（92/97）。NBI 及碘染色与病理的符合率明显高于普通白光内镜，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但 NBI 与碘染色的病变检出符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NBI 和碘染色法对于老年患者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均有较好的诊断价值，可联合应用。但

NBI 较碘染色法简洁方便，耗时少，更适用于老年患者。 

 
 

PU-1726 

Phosphocreatine protects against Tusanqi induced 
hepatocyte apoptosis by inhibiting mitochondrial ROS 

 
Dongping Li,Hongyue Jiang,Yingling Chen,Hong Gao 

Zhong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usanqi is a comm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drug. It is documented in 
TCM literatures to be able to promote blood circulation after trauma and fracture. Recently, cases 
of severe liver injury after taking Tusanqi have drawn great attention to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This herb contains high concentrations of pyrrolizidine alkaloids (PAs) which can be metabolized 
by the liver CYP450 enzymes, leading to the damage of hepatocytes. Mitochondria are organelles 
in charge of the energy supply of cells and are vital for the survival of cells. Many drugs induce 
liver damage by directly affecting mitochondria due to its sensitivity to oxidative stress. Therefore, 
we designed this research to explore Tusanqi induced liver toxicity and verify that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related to oxidation / anti-oxidation system imbalance is the key mechanism for 
Tusanqi induced hepatocyte apoptosis. Moreover, phosphocreatine(PCr) is a high-energy 
phosphate compound and serves as a temporary storage form of high-energy phosphates in 
energy metabolism. Many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PCr is essential in maintaining 
membrane stability, regulating mitochondrial respiration to preserve ATP homeostasis and resist 
oxidative damage and eventually attenuate the occurrence of apoptosis. Therefore, we used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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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etect whethere it could attenuate Tusanqi induced hepatocyte apoptosis by rescuing 
mitochondrial oxidation/anti-oxidation imbalance.  
Methods The L-02 cell were pretreated with the following groups, (1) Control group: untreated 
L-02 cells, (2) Tusanqi group: the cultured L-02 cells were exposed to 15mg/ml Tusanqi for 48 
hours. Tusanqi was dissolved in Dulbecco’s modified Eagle medium (DMEM). (3) Tusanqi + PCr 
group: the cultured L-02 cells were preincubated with 5mM PCr for 8 hours, and then cells were 
stimulated with 15 mg/ml Tusanqi for 48 hours in the presence of PCr. PCr was dissolved in 
DMEM. (4) PCr group: the cultured L-02 cells were preincubated with 5mM PCr for 56h. We 
detected the apoptosis level of the four groups of L-02 cells by flow cytometry and western blot. 
Celltitter lumiscence is a way to detect intracellular ATP levels. The mitochondrial ROS in L-02 
cells was observed under confocal microscope using MitoSOX probe for the presence of ROS. 
Then, mitochondrial transmembrane potential was determinated by the TMRM fluorescence 
method, in which images of live cell were captured under confocal microscope. The quantification 
of the fluorescence was analyzed using the ImageJ software.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itochondrial antioxidant-related protein SOD2, ac-SOD2 and SIRT3 levels in the four groups,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mRNA expression of SIRT3 and SOD2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to compare the mRNA expression in these four groups.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GraphPad 
Prism-7 software. One-way ANOVA was used to determin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hile P < 0.05 
was considere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We performed treatment of Tusanqi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cells. We foun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Tusanqi concentrations, the protein levels of caspase 8 and caspase 3 
showed a negatively-correlated decrease, and the protein levels of cleaved-caspase 8 and 
cleaved-caspase 3 consistently increased. As caspase 8 and caspases 3 are key proteins in 
apoptotic pathways, we then detected the cell apoptosis using Flow cytometry. We foun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apoptosis in L02 cells at 15 mg/ml Tusanqi intervention compared to the 
controlled group(p<0.001).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hibition of growth when cells 
were exposed to 15mg/ml Tusanqi in proliferation assay. Next, we determined whether the 
elevated apoptosis was related to mitochondria dysfunction. Mitochondrial function tests were 
performed in L02 cells treated with15mg/ml Tusanqi. We found that intracellular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concentrations were decreased(p<0.001), and mitochondrial ROS (mROS)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nsistently,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fluorescence 
brightnes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dicating oxidative stress and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However, the mitochondrial-target antioxidant Mito-TEMPO could significantly rescued the 
apoptosis induced by Tusanqi, which further suggested that the mROS induced by Tusanqi 
triggers apoptosis. SOD2, the primary mitochondrial oxidative scavenger, plays an anti-oxidative 
role in regulation of mROS. SIRT3, a mitochondrial deacetylation enzyme, is involved in removing 
the acetyl group on SOD2 protein to regulate SOD2 enzymatic activity. By determining the level of 
SOD2 and SIRT3 protein among these two groups of L02 cells, we found that the protein level of 
SIRT3 was decreased in Tusanqi group, yet the expression of SOD2 had no change. Then, we 
measured acetyl-SOD2 (Ac-SOD2) level, which was increased 2.7-fold in Tusanqi group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Realtime PCR confirmed that the mRNA expression of SIRT3 was 
decreased as well. To assess whether the restoration of SIRT3 level is essential to attenuate 
Tusanqi induced apoptosis, we overexpressed SIRT3 in L-02 cell by using lentivirus infection. In 
SIRT3 overexpression cells, we notic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Ac-SOD2 was decreased. 
Meanwhile, overexpression of SIRT3 could rescue cell apoptosis induced by Tusanqi in the assay 
of western blot. Next, we tested the hypothesis that PCr could protect against Tusanqi induced 
mitochondrial oxidative stress and cell apoptosis. 5mM PCr was selected for all subsequent 
experiments according the pilot experiments in which 5mM caused the maximal effects of 
attenuating Tusanqi induced apoptosis. The group of cells co-treated with PCr and Tusanqi 
exhibited a marked reduction in cleaved-Caspase3 expression than those treated with Tusanqi, 
suggesting that PCr could decrease the apoptosis induced by Tusanqi. Meanwhile, mROS 
formation was down-regulated and the collapse of mitochondrial inner transmembrane potential 
was rescured in PCr co-treated cells. Regarding to the SIRT3 protein, we found that PCr could 
rescue the decreased SIRT3 expression level caused by Tusan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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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caused by SIRT3-SOD2-mROS axis is a key mechanism 
that leads to Tusanqi induced cell apoptosis. PCr can exert a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Tusanqi 
induced cell apoptosis. 
 
 

PU-1727 

Heme Oxygenase-1 and CORM-2 Improves the barrier 
function of Caco-2 partly through regulation of p38MAPK 

 
Lijing Zhang

1,2
,Zhijun D uan

2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Dalian affiliated xin hua hospital 

2.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our previous study showed that increased heme oxygenase-1(HO-1)could suppress 
liver fibrosis. In this study,we mainl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HO-1 and CORM-2 on intestinal 
barrier of Caco-2 cells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the integrity of Caco-2 cells，the apoptosis ,tight junction-associated protein  and cytokin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expression of TLR4\p38MAPK and PCNA was detected as well. 
Results LPS disrupted the intestinal barrier of Caco-2 Ccells, TJ-associated protein ,such as 

claudin-1 and ZO-1 decreased， upregulation of HO-1 and supplement of CORM-2 markedly 

improved the the integrity of Caco-2 cells，reduced LPS-induced cell apoptosis and promoted the 

cell growth.more importantly the exprssion of TLR4 and p38MPK was changed. 
Conclusions our data suggest that upregulation of HO-1 and corm-2 could attenuate lps-induced 
intestinal barreir ,partly through regualting og TLR4 and p38MAPK activation. 
 
 

PU-1728 

多种益生菌联合双环醇治疗脂肪肝所致肝损伤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兰,何兴祥,林达,秦妍,汪杰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多种益生菌联合双环醇片治疗脂肪肝所致肝损伤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本院消化内科治疗的脂肪肝肝损伤患者 86 例（包括

NAFLD 和 ALD），根据治疗方法不同，随机分为联合组与双环醇组。联合组予以复方乳酸杆菌、

双歧活杆菌和双环醇片三种药物治疗方案，双环醇组则仅使用双环醇片，均强化治疗 1 周。比较治

疗前后肝生化指标（ALT、AST、γ-GT），血脂（CHOL、TC）水平，肝无创肝纤维化评分（NAFLD-FS

和 Maddrey 判别函数）的变化。 

结果 NAFLD 患者 49 例，联合治疗 25 例、双环醇治疗 24 例，NAFLD-FS 评分均<0.676，不支持

有明显肝纤维化者。联合组治疗前 ALT、AST 分别为（115.08±41.10）U/L、（88.62±44.35）U/L，

治疗后降为（55.97±20.48）U/L、（46.44±19.47）U/L，二者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双环醇组治疗前

ALT、AST 值分别为（104.71±39.96）U/L、（108.88±41.23）U/L，治疗后降为（91.67±35.70）

U/L、（80.29±40.81）U/L，二者较治疗前明显下降，且联合组治疗后 ALT、AST 水平较双环醇组

治疗后水平下降明显（p 均＜0.05）；ALD 患者 37 例，其中联合组 20 例、双环醇组 17 例，联合

组治疗前 MDF 为（9.47±9.76）分，治疗后降为（7.76±8.02）分，较治疗前下降明显；双环醇组治

疗前 MDF 评分（13.60±14.08）分，治疗后降为（9.85±10.41）分，较治疗前下降明显（p 均<0.05）。

联合组治疗前 ALT、AST 分别为（84.41±23.26）U/L、（153.77±44.77）U/L，治疗后分别为

（60.76±21.60）U/L、（55.85±19.87）U/L，二者较治疗前水平有明显下降；双环醇组治疗前 ALT、

AST 分别为（81.11±34.66）U/L、（152.88±42.84）U/L，治疗后分别为（43.85±11.85）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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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9±30.05）U/L，二者较治疗前水平均有明显下降，但联合组治疗后 AST 水平较双环醇组治

疗后下降更为明显（p 均＜0.05）。所有患者 BMI、CHOL、TC 在治疗前后变化不明显（p＞0.05）。 

结论 多种益生菌联合双环醇治疗可在短期内有效改善肝功能，显著提高抗炎保肝疗效。 

 
 

PU-1729 

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在肝脂肪变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刘心怡,王雪梅,范文婷,宋洋,张媛媛,刘玉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Two-dimension shear wave elastography，2D-SWE）在慢性

肝病中，特别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肝脂肪变评估的临床价值，为临床医师提供准确、无创、

便捷的评估方法。 

方法 连续性纳入 2017 年 3 月至 9 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的慢性肝病患者 263 例进行研究，应

用 B 型超声评估研究对象脂肪变程度，将研究对象分为无脂肪变无纤维化组 107 例，无脂肪变有纤

维化组 91 例，有脂肪变无纤维化组 51 例，其中轻度脂肪变 36 例，中重度脂肪变 15 例，有脂肪变

有纤维化组 14 例。其中 NAFLD 患者共 42 例进行研究，根据 B 超分为轻度脂肪变组 24 例，中重

度脂肪变组 18 例。收集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人体学参数、化验、B 型超声和 2D-SWE 结果，应

用相关统计学方法探索 2D-SWE 在肝脂肪变程度评估的意义。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慢性肝病患者 263 例，其中男性 145 例，女性 118 例，平均年龄 45.43±11.67

岁。组间比较显示无纤维化有脂肪变组 SWE 值高于无纤维化无脂肪变组（P＜0.05），中重度脂肪

变组 SWE 值高于轻度脂肪变组。其中 NAFLD 患者 42 例，其中男性 20 例，女性 22 例，平均年龄

48.60±11.66 岁。组间比较显示有脂肪变组高于无脂肪变组（P＜0.05），中重度脂肪变组高于轻度

脂肪变组（P＜0.05）。同时，在 NAFLD 的评估中，SWE 值与 BMI、腰围、臀围呈正相关（P＜0.05），

但根据脂肪变程度分组后无上述相关性（P＞0.05），提示 2D-SWE 在评估脂肪变程度时不受上述

指标影响。 

结论 在肝脂肪变程度评估方面，2D-SWE 不仅可用于评估慢性肝病脂肪变程度，在 NAFLD 中也有

临床价值，且检测结果不受 BMI、腰围、臀围影响，在肥胖患者中有应用前景。 

 
 

PU-1730 

TIPS 对于抗凝治疗无效的急性吡咯生物碱相关肝小静脉闭塞症

患者可能有效-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张玮,张明,张峰,朱成凯,王轶,肖江强,黄淑玲,张斌,殷芹,邹晓平,诸葛宇征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探索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 TIPS）在

急性吡咯生物碱相关肝小静脉闭塞症（hepatic veno-occlusive disease caused by pyrrolizidine 

alkaloids, PA-HVOD）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自 2013 至 2017 年，我中心共 133 例临床表现为肝区疼痛、纳差、腹水的 PA-HVOD 患者接

受了抗凝治疗。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61 例抗凝治疗无效患者的临床数据。他们被分为 TIPS 组和非

TIPS 组，TIPS 组患者成功进行 TIPS 治疗，非 TIPS 组患者拒绝 TIPS 治疗，继续抗凝治疗或仅对

症支持治疗。记录分析两组患者症状缓解率、累积生存率、累积肝性脑病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使

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定量资料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表示，采用 t 检验进行比较；定性

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比较；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生存率及显性肝性脑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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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用 log-rank 检验比较生存曲线的差异；用 Cox 回归模型分析生存率和肝性脑病发生率的危险

因素。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TIPS 组共 54 例患者成功进行 TIPS 治疗，非 TIPS 组共 7 例患者继续抗凝治疗或仅行支持治

疗，总体中位随访时间 11 月。TIPS 组中，门静脉压力梯度从 21.81 ± 3.38 mmHg 降至 9.26 ± 3.38 

mmHg (p<0.001)，术后患者肝区疼痛及腹水均显著缓解，症状缓解率达 100%。TIPS 组术后 1 月、

6 月、1 年及 2 年累积生存率均为 92.6%，而非 TIPS 组相应时间的累积生存率分别为 85.7%, 71.4%, 

47.6% 和 23.8%，显著低于 TIPS 组 (p<0.001)。单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高龄、合并其他原因肝

硬化如病毒性肝炎或酒精性肝病、PT 延长和病情严重的病人死亡风险增高。多因素分析显示，合并

其他原因肝硬化、PT 延长和病情严重的病人是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TIPS 组术后 1 月、6 月、1

年及 2 年累积显性肝性脑病发生率分别为 7.4%, 14.6%, 23.3%, 23.3%。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

分析均提示高胆红素为 TIPS 术后发生肝性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TIPS 对于缓解 PA-HVOD 引起的急性门静脉高压具有较好的疗效及安全性。同时，它可能提

高抗凝治疗失败病人的生存率。 

 
 

PU-1731 

不同四联方案根除幽门螺旋杆菌(Hp)临床疗效研究 

 
魏国强 

酒钢医院 

 

目的 评价不同四联治疗方案对根除幽门螺旋杆菌(Hp)的疗效及意义，为临床用药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将 658 例确诊为 Hp 感染阳性的患者随机分为 A 组（四环素+呋喃唑酮）287 例，B 组（阿莫

西林+克拉霉素）246 例，C 组（阿莫西林+四环素）125 例进行 Hp 根除治疗，均用标准剂量埃索

镁拉唑和果胶铋。658 例病人均经 14C 或 13C 呼气试验诊断 Hp 感染阳性；告知病人根除治疗潜在

不良反应和服药依从性的重要性，药物治疗均选择 14 天疗法，停药 4 周后复查 14C 或 13C 呼气试

验。Hp 感染根除后的判断：应在根除治疗结束至少 4 周后进行，但必须排除药物对治疗结果的影响，

应用抗生素、鉍剂和某些抗菌药物，至少停用四周后进行检测，用抑酸剂者停用二周。 

结果 A（四环素+呋喃唑酮）组 Hp 根除率 88.50%, B（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组根除率 75.61%, C

（阿莫西林+四环素）组 Hp 根除率 89.0%，A 组与 B 组 Hp 根除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χ2 

=15.275,P<0.05)。B 组与 C 组比较两种方案有统计学意义(χ2 =11.75,P<0.05)。A 组与 C 组 Hp 根

除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χ2 =0.557,P>0.05)。 

结论 A 组对幽门螺旋杆菌(Hp)根除率明显高于 B 组、A 组与 C 组 Hp 根除率比较相近，由于 Hp 菌

珠本身、宿主及环境等因素变化，其根除率正逐年下降，目前临床推荐用于根除治疗 Hp 的抗菌药

物中，甲硝唑、克拉霉素耐药率较高，阿莫西林、呋喃唑酮和四环素的耐药率仍很低，呋喃唑酮和

四环素在根除 Hp 中起重要作用，强调个体化治疗。高效、受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影响较小的 PPI

可提高根除率，临床治疗时须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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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32 

甘肃省三级医院消化科护士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知晓度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温萌

1,2
,张德奎

1
 

1.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2.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目的 了解甘肃省三级医院消化科护士对幽门螺杆菌（Hp）感染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并分析其影

响因素。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和地域抽样方法对甘肃省 19 所三级医院共 313 名消化科（包含胃镜室）护士采

用自制问卷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对掌握 Hp 感染相关知识的态度

和学习现状、Hp 感染相关知识。根据调查结果，对调查问卷涉及的三方面内容采用例数、率或构成

比进行描述性统计，并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探讨影响护士对 Hp 感染相关知识掌握的因素。 

结果 1.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313 份，收回完整问卷 313 份，回收率 100%，其中不合格问卷

19 份，有效问卷为 294 份，有效率为 93.9%。2.对掌握 Hp 感染相关知识的态度和学习现状的调查

显示：认为 Hp 感染知识需要全面掌握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91.16%；认为 Hp 感染知识对护理工作指

导作用很大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92.52%；近一年参加过 6 次以上 Hp 相关知识集体学习的人数占总人

数的 26.19%；对《第五次全国 Hp 感染处理共识报告》非常熟悉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14.97%；通过

3 条以上途径获取 Hp 感染知识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27.55%，其中通过医学教科书途径获取 Hp 感染

相关知识的人数最多。3.对 Hp 感染相关知识知晓度的调查结果显示：甘肃省三级医院消化科护士对

Hp 基本情况、Hp 感染相关疾病、Hp 感染症状、Hp 感染检测方法、Hp 感染根治方案、Hp 感染传

播途径、Hp 感染相关因素、Hp 感染预防方法的平均正确认知率分别为 72.45%、39.64%、60.54%、

55.14%、65.64%、74.38%、52.99%、75.28%。4.对护士掌握 Hp 感染相关知识的影响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①护士的年龄（r=0.124，p=0.033）、工作时间（r=0.150，p=0.010）与其对 Hp 基本情

况的认识呈正相关；②护士的年龄（r=-0.172，p=0.003）、工作时间（r=--0.167，p=0.004）与其

对 Hp 感染相关因素的认识呈负相关；③护士对 Hp 知识学习频率（r=0.130，p=0.026）与其对 Hp

感染预防知识的认识呈正相关。 

结论 甘肃省三级医院消化科护士对 Hp 感染相关知识的总体知晓情况欠佳；且护士的年龄、工作时

间、学习 Hp 知识的频率与部分 Hp 感染相关知识的知晓程度密切相关。 

 
 

PU-1733 

结直肠碰撞癌 1 例报道 

 
丁晓蕊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碰撞癌 (collision carcinoma) 是指同时发生于同一器官或同一部位的不同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组

织学类型肿瘤。结肠碰撞癌相对少见。本病例为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 1 例结肠高分化腺癌伴

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G1）构成的结肠碰撞癌。随着内镜技术的提高，内镜下发现越来越多的碰撞

癌，通过本病例的报道，以期临床医师提高对于该疾病的认识，更有利于诊断，对于患者的预后具

有重要意义。 

方法 报道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结肠碰撞癌一例 

结果 患者经多学科会诊，决定先行结肠切除术，再行直肠 ESD。由消化内科转入胃肠外科行右半

结肠切除术。大体标本可见结肠肝区可见一溃疡型肿物，面积 5.5*5cm，底部有坏死，累及肠管周

围，切面灰白质脆，累及全层。病理诊断：升结肠高分化腺癌，累及全层。免疫组化：LRP(3+)，

MDR(1+)，Her-2(1+)，P53（1+），Ki-67 增殖指数约 60%。术后半年入住我院消化内科，行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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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直肠可见 0.4cm*0.4cm 大小的粘膜下隆起，应用 20MHz 小探头超声内镜提示病变起源于 2-3

层，呈低回声改变，余层次结构清楚。考虑直肠类癌或平滑肌瘤。行直肠 ESD 术，术后病例诊断：

直肠神经内分泌瘤（类癌），侵犯粘膜基层，切缘未见受累。免疫组化：CK+,Syn+，CgA-，Ki-67

增殖指数<1%。 

结论 碰撞癌多见于消化系统, 尤其是食管-胃交界处、直肠-肛管交界处以及子宫颈、肺等处腺癌与

鳞癌的碰撞。碰撞癌的发生机制尚不清楚, Fujii 等认为可能有以下 3 种假说: (1)碰撞癌可能由两种独

立的肿瘤发展而来; (2)具有同质遗传基因的肿瘤克隆细胞有两种遗传基因表型, 表现为完全不同的

两种组织学分化潜能的肿瘤类型； (3)在同一肿瘤发展过程中, 遗传基因的异质性使肿瘤细胞发展为

并列的两种组织表现形式, 其实质是密切相关的亚克隆肿瘤细胞的组装。中国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

瘤病理学诊断共识将 Syn、CgA 等抗体作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常规标记抗体。本病例患者直肠病变

Syn、CgA 抗体均为阳性。较结直肠腺癌比较, 神经内分泌肿瘤发病率相对较低。研究认为, 早期结

直肠神经内分泌瘤大部分肿瘤直径小, 生长扩散速度慢, 临床无明显症状,。镜下可见黏膜呈球形隆

起, 表面光整, 呈黄色或淡黄色, 质地韧或坚硬, 无滑动感, 表层黏膜完整且光滑。当肿瘤长大, 进展, 

或浸润附近组织时, 患者可能出现肛门坠胀、便秘、便血等症状。 

 
 

PU-1734 

CXCL10 基因启动子区 G-201A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隐匿性 HCV 感染的关系 

 
王眭

1
,王颂

2
,刘振华

1
,亓文骞

1
,张千

1
,张永贵

1
,徐严

1
,王江滨

1
 

1.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2.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 

 

目的 探讨 CXCL10 基因启动子区 G-201A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慢性 HCV 感染者发生隐匿现象的

关系。 

方法 用直接测序法对通过经皮穿肝活体组织学检查而诊断的总计 103 例 OCI 患者进行 CXCL10 基

因启动子区 G-201A 和 C-1513T 位点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探讨其与 OCI 患者血清低水平

CXCL10 间的关联及其对 OCI 患者抗病毒疗效的影响，并对慢性 HCV 感染者发生隐匿现象的多因

素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 CXCL10 基因启动子区 G-201A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基因型分布在 OCI 患者与血清阳性慢性

HCV 感染者间存在明显差异，OCI 患者 G/G 基因型患者的比例明显升高；同为 IL-28B C/C 基因型

患者，G-201A 位点 G/G 基因型的 OCI 患者平均血清 CXCL10 水平、肝组织 CXCL10 免疫染色评

分、CXCL10mRNA 表达水平、肝组织 METAVIR 炎症活动度以及纤维化分期评分明显低于非 G/G

基因型患者；OCI 患者经 Peg-IFNα-2a 联合 RBV 抗 HCV 治疗后的 ALT 复常率高且血清 CXCL10

水平的明显下降，而其中 G-201A 位点 G/G 基因型患者较非 G/G 基因型患者血清 CXCL10 下降至

更低水平；8 例于抗病毒治疗后再次接受经皮穿肝活体组织学检查 OCI 患者的结果提示在肝组织

CXCL10 表达下降的同时 METAVIR 炎症活动度和纤维化分期评分也明显下降；多变量分析表明，

CXCL10 基因启动子区 G-201A 位点 G/G 基因型是 HCV 感染者发生血清阴性隐匿现象的独立影响

因素。 

结论 宿主自身 CXCL10 基因启动子区 G-201A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是慢性 HCV 感染者发生隐匿现

象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与抗病毒疗效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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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35 

婴幼儿胃窦息肉 2 例病例分析 

 
陈涣 

广州市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牛奶蛋白过敏与婴幼儿胃窦息肉的关系。 

方法 分析 2 例以呕吐和营养不良为主诉，行腹部超声考虑为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但是电子胃镜

和病理组织学检查确诊为胃窦增生性息肉导致胃输出道梗阻患儿的临床资料。 

结果 第 1 例男性患儿，7 月龄，呕吐进行性加重 5 月；第 2 例女性患儿，11 月龄，反复呕吐 2 月，

腹部超声均考虑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其中 1 例行幽门环肌切开术。由于治疗效果欠佳，两名患

儿仍反复呕吐，行无痛胃镜检查后发现胃窦附近息肉样增生导致胃输出道完全梗阻，术中置入空肠

管。检测患儿血清食物过敏原 sIgE，第 1 例患儿牛奶特异性 IgE 为 0.43 IU/ml（大于 0.35 IU/ml 为

阳性）；第 2 例患儿牛奶特异性 IgE 为 1.35 IU/ml，均进行牛奶回避-激发试验确诊为牛奶蛋白过敏，

推测胃窦息肉样增生可能与牛奶蛋白过敏相关，予患儿持续空肠管喂养氨基酸配方粉，同时口服激

素治疗。间隔 2 个月后复查胃镜，胃窦息肉均明显缩小，患儿均可自行进食。 

结论 婴幼儿胃窦息肉少见，病因不明确。本研究结果推测其病因可能与牛奶蛋白过敏相关，若息肉

巨大导致胃输出道梗阻，可留置空肠管持续予氨基酸配方粉喂养，同时口服激素治疗有效，避免手

术治疗。 

  
  

PU-1736 

关于消化内科无痛胃肠镜临床的应用 

 
魏培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对消化内科无痛胃肠镜在临床中的使用作用进行剖析和总结。 

方法 选择医院与 2017 年 6 月-2018 年 3 月收治的 86 例消化内科病人，随机分红医治组与对照组

各 43 例，医治组采纳无痛肠胃镜的医治办法;对照组采纳一般肠胃镜的医治办法，对两组病人的医

治成果进行剖析与对比。 

结果 医治组病人经过采纳无痛胃肠镜的医治办法，在医治中的苦楚对比小，依从性也对比高，医治

后无不良反响的发作，作用十分显着;而对照组病人所采纳的一般肠胃镜医治办法，病人术后有不一

样程度的吐逆和烦躁体现。 

结论 消化系统病人，在医治的办法上采纳无痛胃肠镜，不论是在适应症上仍是在安全性上，和一般

胃肠镜相对比都具有杰出的作用，值得在临床上大力的推广和使用。 

 
 

PU-1737 

89 例海南黎族儿童急性上消化道出血胃镜检查分析 

 
吴冬寒,吴冬冰 

三亚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海南黎族儿童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的病因特点 

方法 采用（ PANTEX  EPK-1000 ）型成人细径电子胃镜，在就诊 24 小时内对患儿进行检查。不

配合检查患儿予咪唑安定 0.06mg/kg 静脉注射，并予床边心电监护，患儿入睡后，持胃镜经鼻腔沿

鼻道经咽后壁轻柔、缓慢滑入食管，并进入胃、十二指肠、十二指肠降段逐渐检查。有活动性出血

https://m.baidu.com/s?word=%E4%BE%9D%E4%BB%8E%E6%80%A7&from=1011904q&sa=gh_pl_wise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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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经镜下直视止血。常规取胃窦黏膜标本一块行幽门螺杆菌（HP）快速尿素酶试验，术中严密监护

生命体征及反应变化等。 

结果 十二指肠溃疡（DU）、糜烂出血性胃炎、十二指肠球炎占出血病因的前三位，其次分别为十

二指肠钩虫病、胃溃疡等，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诱发者 65 例，占（73% ）。 

结论 海南黎族儿童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病因以十二指肠溃疡、糜烂出血性胃炎、十二指肠球炎为主，

NSAIDS 是其主要诱因，随着年龄增大，DU 的比例越高。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病因中十二指肠钩虫病

比例较其余儿童明显升高。细径胃镜应用于儿童时操作安全，操作成功率高，有利于提高病因检出

率。 

 
 

PU-1738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nd elevate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in Chongqing city, China 

 
wenjing sun

1
,Dongfeng Chen

1
,Xiaohong Gu

1,2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rgery， Daping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 400042 

2.Department of Health Manage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rgery， Daping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042 

 
Objective There is confirming evidence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gut and liver.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ut and liver via the gut microbiota likely contribute to the pathology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 (NAFLD), perhaps by altering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gut, elevating the enterogenous 
endotoxin levels and triggering innate immune responses. Additionally, the gut microbiota also 
could lead to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such a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IBS is a usual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abdominal discomfort, 
idiopathic abdominal pain and the change of bowel habits without any detectable organic diseases. 
Previous study showed that about 15% of Americans and about 6.5% Chinese suffering from IBS. 
In worldwide, the ratio of IBS is approximately 11%. The underlying pathogenesis of IBS is not 
clearly described, but relevant factors may include gastrointestinal dynamic disorder, the brain-gut 
axis,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autoimmune disorders and the altered serotonin pathway. Moreover, 
a poten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obesity and IBS seems to exist. Some researchers showed that 
obesity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altered the small bowel contractility and IBS symptoms.IBS and 
NAFLD are two kinds of different diseases. NAFLD’s spectrum include simple steatosis to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 NASH-related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hile NAFLD is a hazard factor of liver-relat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t can be statistically 
associated with disorders in multiple organ systems. Recently, some studies show that the 
increased gut permeability,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altered gut microbiota, also can contribute 
to NAFLD. In addition, gut microbiota composition can not only contribute to hepatic lipid 
metabo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FLD, but also be associated with IBS symptoms. Moreover, 
a retrospective, cross-sectional, case-control study showed that IBS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the elevated liver transaminase. These evidences indicated that 
NAFLD and IBS may be associated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gut microbiota. However, a direct link 
between NAFLD and IBS has not been confirmed.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IBS was related to NAFLD and alteration of liver function. 
Methods Subjects who received abdominal ultrasonography,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and 
colonoscopy 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Manage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rgery, Daping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from October 
2015 to May 2016. Among the 489 initially screened subjects, 67 subjects with IBS based on the 
Rome III criteria and 172 age- and sex-matched subjects without IB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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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IBS subjects had higher levels of white blood cell counts 
(WBC), ALT and higher ratio of NAFLD and diabetes. The ratio of elevated ALT was higher in IBS 
subjects than that in controls (44.78% vs 25.58%, p=0.004). Regardless of NAFLD, the ratio of 
elevated ALT was higher in IBS subjects than non-IBS subjects. The odds ratio (OR)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NAFLD in IBS groups was 2.824 (1.671-4.770) compared with non-IBS 
subjects after adjusted for elevated ALT, elevated WBC and diabetes. 
Conclusions Higher ratio of NAFLD patients and elevated ALT in IBS subjects suggests that IB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NAFLD. To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BS, NAFLD and the alteration of liver function,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nd researches are 
needed. 
 
 

PU-1739 

122 例肝癌患者根治性肝切除术后预后的多因素分析 

 
张瑞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原发性肝癌（HCC）为我国高发的恶性肿瘤，因其对于放化疗治疗不敏感，故根治性肝切除术

是目前治疗原发性肝癌的首选治疗，但是，部分患者术后早期即出现复发，术后预后差异大，5 年

生存率仍不足 50%。本文通过回顾性研究，探讨行根治性肝切除术后的肝癌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影响肝癌术后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13年 10月至 2002 年 1月期间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为原发性肝

癌并行根治性肝切除术的病例，共 122 例。通过查询住院病历的方式统计入组病例的相关数据，通

过疾控中心及各医院病案室协助查询，部分通过电话查询，明确入组病例存活情况以及存活年限。

将目前仍存活的患者纳入存活组，将因肝癌复发导致死亡的患者纳入死亡组，通过 SPSS17.0 软件

进行 COX 风险分析明确所统计的各项数据是否对肝癌根治术后的预后存在影响。 

结果 1.对肝癌术后预后可能存在影响的因素：性别、发病年龄、吸烟、Child-Pugh 分级、TNM 分

期、脾大、肿瘤的大小、数目、包膜情况、肝炎病毒感染情况、白蛋白、CEA、AFP、CA12-5、血

糖水平、血清钙可能与肝癌术后的预后有关（P＜0.05）。2.肝癌术后预后的保护因素：通过 Kaplan–

Meier 法绘制原发性肝癌术后预后影响因素的生存曲线发现女性患者、发病年龄＜50 岁、无吸烟史、

Child-pugh A 级、无脾大、肿瘤直径越小、肿瘤数目越少、有包膜、无血清 AFP、CEA、CA125 升

高、高血糖为影响原发性肝癌术后预后的保护性因素 

结论 性别、发病年龄、吸烟、Child-Pugh 分级、TNM 分期、脾大、肿瘤的大小、数目、包膜情况、

肝炎病毒感染情况、白蛋白、CEA、AFP、CA12-5、血糖水平、血清钙可能与肝癌术后的预后有关，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戒烟、改善肝功能、控制肝炎病毒量、适当营养支持治疗可能改善肝癌术后预

后。 

 
 

PU-1740 

消化疾病护理 

 
马洪奇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随着基础与临床医学的发展，边缘交叉学科的渗透，消化内科疾病护理在原专科护理基础上新

理论、新观点及新的护理方法得到迅速发展，促进了新技术、新业务的开展，满足了病人身心整体

护理的需要。 

方法 1 消化道出血的抢救与护理, 在原有基础治疗及护理的基础上，近 10 年来纤维内镜技术已成

为诊断治疗上消化道出血的常用手段。护理上术前应给予病人安慰，插管前 10min 肌注安定 1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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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下注射阿托品 1mg，对大出血者可先行气囊压迫 6～8h 等。术后应密切观察有无活动性出血，注

意生命体征、粪便颜色，了解有无胸痛、呼吸困难等。溃疡病合并出血者，术后按溃疡病饮食要求

进食；食管静脉注射硬化剂治疗后 6h 无出血者可进冷流质食，2 天后逐渐增加流质浓度，在 8～10

天过渡到软食。 

结果 良好。 

结论 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更新变化，医疗水平的逐步提高，纤维内镜、放射介入、器官移植等新技

术、新业务在消化科疾病的诊治中将起更大的作用。护理人员在学好专科知识及新技术、新业务的

理论与操作的同时，还应掌握一些相关学科的知识，有预见性地观察和护理，预防或及早处理并发

症，确保病人安全。 

 
 

PU-1741 

一例肝硬化合并多种并发症患者的病例报告 

 
许项波,祁兴顺,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慢加急性肝衰竭是指一种潜在的致死综合征，其特点是慢性肝病患者肝功能的急剧恶化并伴有

多器官功能的衰竭。目前关于慢加急性肝衰竭的诊断标准并不统一，APASL 和 EASL-CLFC 等分别

基于不同的特征提出了各自的诊断标准，早期诊断和支持性治疗对预防不可逆的器官功能衰竭至关

重要。报道一例住院期间并发多种急性失代偿事件的慢加急性肝衰竭的肝硬化患者，通过药物治疗

成功获救。 

方法 一名 49 岁男性因―发热伴腹泻 2 天‖入我院。既往有急性胰腺炎、脂肪肝、肝硬化。饮酒超过

10 年，每日 1 斤白酒。入院时诊断为肝硬化（酒精相关性）；腹泻；腹水；肝性脑病 II 级等，Child-Pugh

评分 12 分。给予保肝药物：异甘草酸镁、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治疗肝性脑病：冬氨酸鸟氨酸；止

泻、调整肠道菌群：蒙脱石散、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抗感染：头孢曲松钠。入院期间患者

发生感染性休克和急性肾损伤，诊断为慢加急性肝衰竭 2 级，静脉输注多巴胺，美罗培南和特利加

压素。呕血两次，除营养支持外，静脉输艾司奥美拉唑钠，生长抑素和白蛋白。 

结果 患者状态得到改善，，实验室检查指标趋于正常。出院时排除慢加急性肝衰竭。间隔 2 个月后，

患者因鼻衄再次入院。此次入院患者较上次入院状态平稳，Child-pugh 评分 9 分。 

结论 患者通过药物保守治疗，多种并发症状得到有效缓解。早期的诊断和干预对治疗的过程至关重

要。 

 
 

PU-1742 

消化内科风险控制与护理管理探讨 

 
袁娜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目的探讨加强消化内科风险因素及护理管理措施。 

方法 通过对消化内科患者住院期间的不安全危险因素进行评估,有针对性地提出消化内科患者护理

安全的预防措施,开展护理药品出错、投诉情况以及患者满意度调查,护理人员的焦虑情绪改善情况评

定。 

结 果  通 过 采 取 积 极 的 管 理 措 施 , 无 论 是 在 药 品 出 错 还 是 投 诉 方 面 均 减 少 明 显

(χ2=7.24,P<0.01;χ2=6.24,P<0.05);患者满意度上升高明显(χ2=5.05,P<0.05)。护理人员的焦虑比例

降低明显(χ2=6.76,P<0.05)。 

结论 提出有针对性的护理管理对策,不仅有助于降低消化内科护理药品出错和投诉情况,而且对于提

高患者满意度,改善护理人员焦虑情绪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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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43 

胆胰疾病的内镜介入治疗及护理 

 
马洪奇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促进了新技术、新业务的开展，满足了病人身心整体护理的需要。 

方法 1968 年 Cure 首次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获得成功以后，在 ERCP 基础上相继开展了

内镜下乳头括约肌切开术(EST)，内镜鼻胆引流术(ENDB)等，使胆胰疾病的诊治发生了重大变化。

［9］ERCP 的护理要点：术日晨禁食、禁水。术后 2～3 天进低脂或无脂半流食(术后 2h 方可进食)，

并密切观察体温、腹痛、黄疸情况。术后 2h 和第 2 天各查血、尿淀粉酶一次。EST 的护理要点：

术前注意病人有无出血倾向及感染。手术当日禁食、禁水，予以补液，次日无腹部异常可进流质。

结石病人术后 3～10 天收集粪便清洗寻找结石。余同 ERCP 的护理要点。ENBD 的护理要点：术后

注意口鼻腔的护理，注意引流性质，记录引流量，更换引流袋时应注意无菌操作，其他同 ERCP 的

护理要点。 

5 肝、肠移植及多器官移植的护理 

1963 年 Starzl 研究组首次在临床成功地作了正位肝移植术。1994 年 1 月我国成功的施行了亚州地

区首例异位部分肝移植术。肝移植及多器官移植手术时间长、创伤大，对人体其它系统包括循环、

呼吸、泌尿、血液等干扰大，术后应安置在重症加强医疗病房，全面监护，严格执行保护性隔离措

施，为避免肝脏移位，术后 1 周内半卧位时，上身抬高不宜超过 45 度，术后 2 周左右才允许下床

活动。小肠移植是短肠综合征的理想疗法。由于排斥及感染等使之成为大器官移植中最困难的一种。

目前仅有少数国家开展此项手术。1994 年 3 月我国成功地施行首例异体全小肠移植术。周密的术前

准备以及术后排斥反应的观察和处理、感染的防治、合理的营养管理是小肠移植手术护理成功的经

验。 

结果 配合内镜应用于胰胆。 

结论 护理人员在学好专科知识及新技术、新业务的理论与操作的同时，还应掌握一些相关学科的知

识，有预见性地观察和护理，预防或及早处理并发症，确保病人安全。 

 
 

PU-1744 

优质护理在消化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魏培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在消化内科护理管理中应用优质护理方法及效果。 

方法 对医院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5 月收治的 98 例消化内科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49 例与对照

组 49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护理方式，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同时给予优质护理，比较两组患

者的康复效果、住院时间及护理满意程度。 

结果 观察组患者康复率为 97.9%，对照组患者康复率为 81.6%，两组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满意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消化内科实施优质护理可促进患者疾病康复，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有助于改善护

患关系。 

 
 
 
 

https://m.baidu.com/s?word=%E7%BB%9F%E8%AE%A1%E5%AD%A6&from=1011904q&sa=gh_pl_wisezm
https://m.baidu.com/s?word=%E7%BB%9F%E8%AE%A1%E5%AD%A6&from=1011904q&sa=gh_pl_wise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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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45 

Application effect of quality chain management for ERCP 
treated elderly patients with bile duct stones 

 
Ying Yi,Chunhua Zhang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quality chain management for ERCP treated elderly 
patients with bile duct stones. 
Methods  57 elderly patients (age≥70) with bile duct stones treated with ERCP from March 2015 
to March 2016 in the hospital as control group, 63 elderly patients (age≥70) with bile duct stones 
treated with ERCP from March 2016 to March 2017 in the hospital as experimental group, both 
group were given perioperative routine care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as added one chain for one 
disease nursing module, and then analyzing the patients data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and the complication r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rat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one chain for one disease nursing module is good for improving the nursing quality 
in many aspects and is worthy spreading. 
 
 

PU-1746 

应用生长抑素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以降低假性囊肿 

发生率的临床研究 

 
侯悦,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重症急性胰腺炎是胰酶在胰腺内被激活后引起胰腺组织自身消化的连锁反应，是一种炎症、微

循环障碍、缺血和再灌注损伤的综合过程。其病因和发病机制未完全清楚。近年研究揭示：在发病

初期，激活胰酶在损伤胰腺本身时也激活了机体中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内皮细胞等多种细胞，

释放出大量炎性介质和细胞因子，如氧自由基、血小板活化因子、前列腺素、白三烯、肿瘤坏死因

子和血管活性物质等，诱发机体的一系列炎症反应，释放出磷脂酶 A，激肽释放酶、弹性蛋白酶和

脂肪酶等，引起细胞代谢紊乱，正常血液动力学遭到破坏，全身血管通透性发生变化，导致组织器

官的供血不足，这又加剧了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消化酶和坏死组织液还可通过血液循环和淋

巴管途径，输送到全身，引起多脏器损害。而胰腺假性囊肿是急性胰腺炎常见的晚期并发症之一， 为

位于网膜囊或腹膜后胰周潜在腔隙中的、并有完整膜性包裹的胰性液体积聚，有时也可能位于胰腺

实质中。重症急性胰腺炎后的胰腺假性囊肿占全部假性囊肿的 10%-27%。因此，本文探讨应用生长

抑素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后，能否降低假性囊肿发生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08 月 01 日我院收治的 96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的

临床资料。除采用禁食，胃肠减压，纠正水、电解质平衡，应用抗生素、制酸药物及营养支持等常

规治疗的基础上， 所有患者均加用生长抑素，用微泵持续泵入，同时观察患者体温、腹痛和腹部体

征，血常规、血淀粉酶、血脂肪酶、尿淀粉酶、肝肾功和电解质的变化，并定期复查腹部彩超或腹

部 CT。 

结果 在应用生长抑素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过程中，只有 8 例并发了假性囊肿(8/96)，发病率为

8.3%，低于重症急性胰腺炎中假性囊肿的发病率（10%-27%）。 

结论 应用生长抑素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能有效的降低假性囊肿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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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47 

2 例婴儿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并文献复习 

 
陆童

1,2
,单庆文

1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对 2 例婴儿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primary intestinal lymphangiectasia, PIL）病例回顾性

分析并检索相关文献仔细复习，总结该病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以及转归，评估 PIL 相关治疗的

有效性，提出我院的案例研究和 PIL 管理计划，从而提高对婴儿 PIL 的认识及诊治水平。 

方法 总结、分析病例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病理学表现及其治疗过程和效果并进行相关文献复

习。 

结果 （1）病例资料：2 例确诊的婴儿原发性小肠淋巴管扩张症病例中，均为 5 个月起病。既往史、

个人史无特殊。临床表现均有腹泻、浮肿。实验室检查均有低蛋白血症、电解质紊乱及免疫功能异

常。内镜及病理活检证实为小肠淋巴管扩张。2 例均予补充白蛋白、中链甘油三酯（medium-chain 

triglyceride, MCT）治疗，并联合奥曲肽治疗。2 例患者均症状缓解出院，病例 1 出院后无复发，病

例 2 出院后症状有反复，现一般情况好。（2）文献复习：PIL 病因与淋巴系统的先天异常有关，在

文献复习的 28 例患者中，双侧和单侧的下肢水肿、持续或间歇性腹泻是其最常见的症状，实验室检

查可表现为血电解质（钠、钾、氯、钙、镁、磷等），淋巴细胞，白蛋白，γ 球蛋白（IgA、IgG、IgM）

浓度降低，内镜可见病变肠黏膜水肿、肥厚，绒毛苍白呈棒状，乳糜微粒和沉积的淋巴蛋白聚集形

成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似鹅卵石或雪花状。病理活检可见黏膜下淋巴管扩张。推荐以低脂、高蛋

白、MCT 饮食包括低长链甘油三酯( long-chain triglycerides, LCT) 并补充 MCT 的膳食治疗为主要

治疗手段，其他治疗有奥曲肽，抗纤溶酶，雷帕霉素受体（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

抑制剂及外科治疗等。总体预后取决于患者肠道病变的范围及程度、是否及时治疗、是否并发其他

疾病。 

结论 （1）PIL 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常见的特征有水肿、腹泻、低蛋白血症，经内镜检查行病理活

检可见黏膜下淋巴管扩张。（2）婴儿 PIL 患者的确诊主要依靠内镜检查及病理活检。（3）饮食管

理是其治疗的基础，需长期甚至终身进行，部分病例有复发的可能。 

 
 

PU-1748 

96 例食管溃疡的病因分析  

 
任丽楠,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研究食管溃疡患者的病因构成，进一步分析不同病因引起的食管溃疡发病趋势、在年龄分布及

内镜下表现的特点。 

方法 对 2009 年 10 月 1 日-2014 年 10 月 1 日检出的 96 例食管溃疡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男女患者发病无性别差异，平均年龄（52.83±17.95）岁（18～88 岁）。食管溃疡的主要病因

为反流性食管炎，其次为特发性食管炎、食管克罗恩病、食管异物损伤和药物性食管炎，比较少见

的病因食管癌、长期置管引起的食管溃疡等。96 例食管溃疡中有 16 例（16.7%）为多发溃疡，80

例（83.3%）单发溃疡；位于颈段食管 1 例（1.0%），胸上段食管 9 例（9.4%），胸中段食管 26

例（27.08%），胸下段食管 60 例（62.5%）。 

结论 食管溃疡病因以反流性食管炎为主，中老年食管溃疡患者要警惕食管癌和 Barrett’s 食管的发

生，青年食管溃疡患者要注意食管克罗恩病。食管溃疡多为单发溃疡，多位于胸中下段食管，不同

发病原因的食管溃疡其在食管的好发部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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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49 

内镜切除术对胃小间质瘤患者焦虑程度影响的 

随机对照前瞻性研究 
 

嵇梦玥
1
,史冬涛

1
,殷国建

2
,张德庆

1
,吴继霞

3
,沈月平

4
,吴兵

5
,李锐

1
,陈卫昌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苏州大学心理学系 

4.苏州大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管理学院 

5.苏州市吴中区人民医院 

 

目的 胃肠道间质瘤是消化道最常见的间叶源性肿瘤，其中胃间质瘤最多见，约占 50-60%。绝大多

数的指南推荐小于 2cm 且不合并不良因素的胃间质瘤进行随访。然而，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随

访的患者多存在焦虑情绪，其生活质量受到一定影响。因此，我们旨在通过本项随机对照前瞻性研

究，探究内镜切除术对胃小间质瘤患者焦虑程度的影响，探索此类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方式。 

方法 收集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收治的 204 名胃小间质瘤患者，随机分为内镜切除术组、心

理治疗组和随访组，分别对其进行内镜切除治疗、心理治疗以及单纯随访。分别于诊断为胃小间质

瘤时、治疗/诊断一月后、治疗/诊断六月后三个时间点使用自我评估焦虑量表对三组患者的焦虑程度

进行评估，记为 S1, S2, S3。通过评估患者的焦虑程度以及其变化，以探讨内镜切除术对患者焦虑

程度的影响。最终，共 179 例患者纳入本研究。 

结果 内镜切除术组的 60 例患者，第一次平均评分为 57.3（四分位数 50-65）分，第二次为 46.6（42-50）

分，第三次为 44.8（40-50）分，三次评分的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0.01）。心理治疗组的 60 例患

者除有1例在第三个月时因焦虑程度过高退出研究转行手术治疗外，其余59例患者均完成三次评分，

三次评分为：54.8（45-61）分，49.6（42-55）分，47.5（41-52）分，其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0.05）。

随访组三次评分为 52.4（45-58）分，50.3（43-56）分，48.1（42-52）分，其下降也有统计学意

义（p<0.05）。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p=0.010）、肿瘤生长部位（p=0.025）、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p=0.028）独立影响患者的第二次评分结果；受教育程度（p<0.0001）独立影

响患者的第三次评分结果。焦虑与不焦虑的患者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性别

（p<0.0001）、幽门螺旋杆菌感染（p<0.0001）、胃癌家族史（p<0.0001）、受教育程度（p=0.001）、

患有糖尿病（p=0.046）。 

结论 胃小间质瘤患者无论接受内镜切除治疗、心理治疗还是单纯随访，其焦虑程度都会有显著下降；

内镜切除术组的患者的下降更为显著。女性、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胃癌家族史、受教育程度高、糖

尿病史的患者更易焦虑。对于不同焦虑程度、不同一般情况的患者应采取个体化的治疗方式，兼顾

其身心健康。 

 
 

PU-1750 

不同病因肝硬化患者血清肝纤维化指标结果分析 

 
任丽楠,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不同病因肝硬化患者血清各项肝纤维化指标的变化特点 

方法 收集沈阳军区总医院确诊为不同病因肝硬化患者 198 例，并按病因分为 5 组，检测其血清各

项肝纤维化指标水平，包括层黏蛋白（LN）、透明质酸（HA）、III 型前胶原（PC-III)；IV 型胶原(IV-C)。 

结果 5 组不同病因肝硬化患者组间各项血清肝纤维化指标的组间比较：（1）酒精性肝硬化组以 LN、

IV-C 以增高为主；（2）药物性肝硬化组以 HA 升高为主，(3) 肝炎后肝硬化组以 PC-III 升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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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各组两两比较各项血清肝纤维化指标提示，酒精性肝硬化组和肝炎后肝硬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提示血清肝纤维化各项指标在酒精性肝硬化组与肝炎后肝硬化组中显

示出比较明显的意义，这对肝硬化的病因诊断提供了参考依据，对肝硬化的预防和治疗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 

 
 

PU-1751 

自我管理行为干预对炎性肠病患者的影响研究 

 
关玉霞,赵艳伟,尤丽丽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自我管理行为干预对炎性肠病患者的影响效果 。 

方法 采用类实验研究设计，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北京市某三甲医院消化内科的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接受为期 6 个月的干预措施，包括药物自我管理、症状自我管

理、生活方式自我管理和心理社会状况的自我管理。对照组接受为期 6 个月的常规健康教育的干预

措施。干预前后采用自我效能、生活质量和疾病关注度等工具进行测评。 

结果 干预组 6 个月后自我效能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干预组 6 个

月后生活质量、疾病关注度得分与对照组的分析相比，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  

结论 自我管理行为有利于提高患者对于疾病管理的自我效能，对于改善 IBD 患者生活质量和疾病关

注度效果不明显。总体上来说，能帮助患者提高健康状态。 

 
 

PU-1752 

肝硬化的认识与护理 

 
罗丽 

南昌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原:南昌铁路中心医院) 

 

目的 我们应清楚认识肝硬化的病因，疾病发生发展过程，针对病因防治，降低肝炎病毒，戒酒，早

发现早治疗，从而减少肝硬化发生率。通过采取正确的护理措施对住院肝硬化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

增强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生活质量，而且也促使患者主动配合治疗与护理，也使我们护理更

加系统化、科学化、人性化。 

方法 1.基础护理；2.生活方面；3.饮食护理；4.心理护理；5.健康教育 

结果 认识了解肝硬化，提高护理技巧，使肝硬化患者能有更高效的护理。 

结论 通过采取上述护理措施对住院肝硬化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不但增强了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提高了生活质量，而且也促使患者主动配合治疗与护理，主动改变日常生活中的不良行为习惯，减

少了各种不良刺激因素，对疾病的好转、延缓肝硬化的进程及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有较好的效果。使

我们护理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人性化。当然，在工作中也存在不足，以待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

养，更好地为护理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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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53 

1 例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肠炎合并代谢性脑病的循证护理 

 
叶维,关玉霞,尤丽丽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为 1 例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肠炎合并代谢性脑病患者制订合理的循证护理方案。 

方法  在充分评估患者病情的基础上，根据 PICO 原则，提出临床问题并转换成便于检索的形式，

检索万方数据库、PubMed、MEDLINE 以及 CNKI 原始文献数据库。 

结果 共找到有关使用术前访视、恢复正常睡眠-醒觉周期、鼓励早期运动、减少约束治疗急性出血

性坏死性肠炎合并代谢性脑病的综述 2 篇、随机对照试验 1 篇。谵妄管理策略研究 2 篇。肛周脓肿

手术、敷料选择、氧疗及红外线辅助治疗肛周脓肿的随机对照试验 4 篇。预防和减轻抑郁症的协同

护理模式、亲情护理模式、团体社交技能训练等疗法的综述 2 篇，对照研究 6 篇。根据检索结果，

并结合医生的治疗方案以及患者的病情和意愿，为患者制定出有效的辅助治疗护理方案。在传统治

疗的基础上，给予患者有循证支持的综合治理和护理。经过 6 个月的努力，患者谵妄症状消失、肛

周脓肿愈合、焦虑抑郁情绪减轻，生命体征平稳，病情好转出院。 

结论 采用循证医学的方法为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肠炎合并代谢性脑病患者制订全面的护理方案可促

进疾病的治疗与痊愈。 

 
 

PU-1754 

反流性食管炎相关因素及护理对策 

 
张丽娟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反流性食管炎（RE）是由胃、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食管引起的食管炎症性病变，内镜下表

现为食管黏膜的破损，即食管糜烂和（或）食管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可发生于任何年龄的人群，成

人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西方国家的发病率高，而亚洲地区发病率低。这种地域性差异可能与

遗传和环境因素有关。但近二十年全球的发病率都有上升趋势。中老年人、肥胖、吸烟、饮酒及精

神压力大是反流性食管炎的高发人群。反流性食管炎最常见的症状表现为烧心痛，即病人进食后表

现为胸骨后的一种烧灼感，跟食管癌有一定的相似性，临床上也容易引起误诊。最终的确诊需要通

过胃镜在镜下观察，进行评估和诊断。 

方法 1.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表现有胃食管反流的典型症状，但也可无任何反流症状，仅表现为上腹疼

痛、不适等消化不良的表现。严重的食管炎患者临床表现并不一定很严重。 

2.典型症状表现为胸骨后烧灼感（烧心）、反流和胸痛。烧心是指胸骨后向颈部放射的烧灼感，反

流指胃内容物反流到咽部或口腔。反流症状多发生于饱餐后，夜间反流严重时影响病人睡眠。 

3.疾病后期食管瘢痕形成狭窄，烧灼感和烧灼痛逐渐减轻，但出现永久性咽下困难，进食固体食物

时可引起堵塞感或疼痛。 

4.严重食管炎者可出现食管黏膜糜烂而致出血，多为慢性少量出血。长期或大量出血均可导致缺铁

性贫血。 

结果 1.上消化道钡餐 X 线检查,注意有无胃-食管反流、食管裂孔疝或食管狭窄，并了解胃和十二指

肠情况。 

2.内镜及活组织检查,内镜检查是诊断反流性食管炎的金标准。内镜可以确诊反流性食管炎，并可评

估其严重程度并进行分级。同时可排除上消化道器质性疾病如食管癌、胃癌等。3.核素胃食管反流

检查,用同位素标记液体观察平卧位及腹部加压时，观察有无过多的胃食管反流。4.食管滴酸试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9F%E7%AE%A1%E7%82%8E/44184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A7%E7%97%85/2923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83%E9%A3%9F%E7%AE%A1%E5%8F%8D%E6%B5%81/20498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8%A2%E7%97%95/31004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C%BA%E9%93%81%E6%80%A7%E8%B4%AB%E8%A1%80/48768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C%BA%E9%93%81%E6%80%A7%E8%B4%AB%E8%A1%80/48768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9F%E7%AE%A1%E8%A3%82%E5%AD%94%E7%96%9D/50594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9F%E7%AE%A1%E7%99%8C/9572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83%E7%99%8C/8078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83%E9%A3%9F%E7%AE%A1%E5%8F%8D%E6%B5%81/20498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83%E9%A3%9F%E7%AE%A1%E5%8F%8D%E6%B5%81/20498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83%E9%A3%9F%E7%AE%A1%E5%8F%8D%E6%B5%81/2049865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65 
 

患者取坐位，插鼻胃管并固定于距门齿 30～35cm 处，先滴入生理盐水 5～10ml，共 15 分钟，若无

不适，再以同法滴入 0.1mol 盐酸 15 分钟，若出现胸骨后疼痛或灼热感为阳性。5.心电图,疼痛发作

时应行心电图检查，以便与心绞痛鉴别。 

结论 1.遵医嘱坚持服药，定期复查。2.进食后端坐或慢走 30 分钟，适当进行体育锻炼。3.保持良好

心态，避免精神紧张。4.如有胸骨后烧灼感、排黑便、持续疼痛不缓解等情况，应及时就诊。 

 
 

PU-1755 

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 

 
蒋杰,郑鹏远,黄煌,米阳,孙向东,梅璐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乳杆菌干预 Hp 感染的胃炎动物模型及胃癌细胞系，进一步探讨乳杆菌在改善

Hp 感染性胃炎中的分子机制，以期为 Hp 的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将 40 只 Balb/c 小鼠随机分为空白组和实验组（Hp 模型组、鼠李糖乳杆菌 DM9054+ Hp 组、

植物乳杆菌 86066+Hp 组）。采用 Hp 菌株灌胃 2 周建立小鼠 Hp 感染模型，造模结束后，实验组

中的鼠李糖乳杆菌 DM9054+ Hp 组、植物乳杆菌 86066+ Hp 组分别给予鼠李糖乳杆菌 DM9054 及

植物乳杆菌 86066 (1×10
10

CFU/ml, 0.8ml），且连续灌胃 10 天，而空白组及 Hp 模型组给予等量生

理盐水连续灌胃 10 天。干预结束后，使用快速尿素酶法和胃黏膜组织培养来确定各组小鼠胃内有无

Hp 定植并检测相应细菌数量；采用胃黏膜组织 HE 染色了解炎症浸润情况。利用 Hp 和鼠李糖乳杆

菌 DM9054 或植物乳杆菌 86066 共感染人胃腺癌细胞系（human gastric adenocarcinoma cells，

AGS），ELISA 方法测定细胞培养上清中白细胞介素-8（Interleukin-8, IL-8）表达水平；Real-time PCR

法测定细胞 IL-8 mRNA 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 MAPK，JAK/STAT，NF-κB 炎症通路中的相关蛋

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 在动物实验中，实验组小鼠胃中均有 Hp 的定植，并且引起了胃黏膜组织炎症。在细胞实验中，

Hp 感染导致 AGS 细胞上清中 IL-8 蛋白上调与细胞中 IL-8 mRNA 水平升高。但鼠李糖乳杆菌

DM9054 或植物乳杆菌 86066 的干预抑制了细胞上清液中 IL-8 蛋白（P<0.05）和 IL-8 mRNA 的表

达水平（P<0.05），并下调了磷酸化的 ERK1/2, JNK1/2, P38 及磷酸化的 JAK1, JAK2 和 STAT3

和 NF-κB p65 蛋白的表达水平（P<0.05）。 

结论 鼠李糖乳杆菌 DM9054 和植物乳杆菌 86066 可能通过下调 MAPK, JAK/STAT, NF-κB 途径中

磷酸化蛋白的表达水平，抑制炎症因子 IL-8 的表达，从而起到抑制 Hp 感染性胃炎的作用。 

 
 

PU-1756 

ESD 患者护理 

 
张丽娟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内镜粘膜下剥离术：是近年来出现的一项新的治疗手段，也是临床应用前景很好的技术，让更

多的早期消化道癌能够在内镜下一次性完全切除，免除了开腹手术的痛苦和器官的切除。ESD 与剖

腹手术及以往 EMR 等内镜治疗方法比较，具有：创伤小，患者可接受多个部位多次治疗，使医生

获得完整的组织病理标本以供分析，对于面积较大且形态不规则或合并溃疡、瘢痕的肿瘤进行 96%

以上的切除率，；以减小复发概率。 

方法 ESD 主要治疗以下消化道病变：（1）早期癌：根据医生经验，结合染色、放大和超声等其它

内镜检查方法，确定肿瘤局限在黏膜层和没有淋巴转移的黏膜下层，ESD 切除肿瘤可以达到外科手

术同样的治疗效果。（2）巨大平坦息肉：超过 2 厘米的息肉尤其是平坦息肉，推荐 ESD 治疗，一

次、完整的切除病变。（3）黏膜下肿瘤：超声内镜诊断的脂肪瘤、间质瘤和类癌等，如位置较浅（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7%BB%9E%E7%97%9B/22553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BF%E7%98%A4/1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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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黏膜肌层和黏膜下层），通过 ESD 可以完整剥离病变；如肿瘤较深（来源于固有肌层）， ESD

剥离病变的同时往往伴有消化道穿孔的发生，不主张勉强剥离，有丰富内镜治疗经验的医生可尝试

运用。 

结果 EUS 检查的重要性,EUS 可帮助医生相对准确地判定病变所在层次,确定患者是否具有接受

ESD 的适应证。我们在诊治过程中发现,医生从内镜直视下感觉一些病变就在黏膜层,但经过 EUS 检

查,可能提示病变浸润深度超过 ESD 的范围,那么应该推荐患者去接受其他手术。 

ESD比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难度大,完整剥离需要耐心,圈套器协助切下病变,警惕发生穿孔,穿孔

是 ESD 的并发症之一。在操作过程中,若发现有穿孔迹象或存在这种危险的,应该及时使用止血夹夹

闭有穿孔危险的创面,防止穿孔。 

结论 术后严密观察,术后,患者常规禁食、水,观察 24~48 小时。如果患者没有呕血、黑便、腹痛、皮

下气肿等情况发生,可进流质。如果在此过程中出现异常,应该延长禁食时间,必要时可放置胃管进行

胃肠减压。 

 
 

PU-1757 

结肠息肉的病理分型与脂质代谢及相关因素的临床回顾性研究 

 
阚娜

1,2
,周永健

2
 

1.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 

2.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结肠息肉是常见的结肠疾病病之一，其中腺瘤性息肉已被公认为结肠癌的癌前病变。故有效预

防结肠息肉的发生，可减少结肠癌的发病率。大量研究发现代谢综合征是结肠癌发病的危险因素，

并且可能与其进展、预后相关。同时也有大量文献报道，结肠息肉的发生与 MS 具有相关性。随着

对 MS 发病机制研究的深入，脂肪组织的作用愈见详细，有研究证实慢性炎症参与了结肠癌的早期

形成。但对于脂肪因子及微炎症指标在结肠息肉患者体内血清水平及在脂肪组织表达的相关基础研

究甚少，少有相关文献报道，综上可见，进行结肠息肉与脂肪代谢的相关性研究可为结肠癌的防控

提供指引，进行结肠息肉患者生化指标方面的流行病学和临床医学研究具有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符合调查要求的结肠息肉手术的患者 407 例。采集血脂一般

指标、血脂综合指标、血清胆红素、微炎症指标，进行含量检测，同时对结肠息肉患者肠道检测其

息肉数目、部位、形态，测量其大小，并观察基蒂的特征，确定单发还是多发。卡方检验的方法分

析不同基本情况对象结肠息肉发生的差异；F 检验的方法分析不同结肠息肉类型的患者血脂和血生

化含量的差异；Logistic 回归分析的方法了解多种血脂指标对结肠息肉患者病理分型的具体影响。 

结果 结肠息肉不同病理分型患者 TG、TC、LDL、LDL、LCI、AIP、NON-HDL、TC/（HDL+TBIL）、

LDL/（HDL+TBIL）、TBIL、、DBIL、、IBIL、C 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α、血清

白蛋白、白细胞计数、红细胞压积含量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入选 Logistic 回归方程 8 个指标影

响大小依次为：LDL、AIP、LDL/HDL+TBIL、TC/HDL+TBIL、NON-HDL、TC、LCI、TBIL。 

结论 1. LDL 对结肠息肉病理分型的影响最为明显；HDL 也可能是导致结肠息肉病理演变的主要原

因。 

2. 综合评价 LCI，说明不同病理类型结肠息肉的发生发展与血脂紊乱的关系存在差异，有待进一步

研究 3. 不同病理分型结肠息肉患者各项微炎症指标均显现出了较大差异，说明结肠息肉患者亦存

在细胞因子失衡变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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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58 

内镜下胃底静脉曲张组织粘合胶治疗术的护理体会 

 
范佳鑫,张微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胃底静脉曲张组织粘合胶治疗胃底静脉曲张急性出血的护理。探讨胃底静脉曲张组织粘合

胶治疗胃底静脉曲张急性出血的护理。 

方法 对我科自 2010 年来对 717 例胃底静脉曲张患者采用组织粘合胶治疗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给予有计划的优质护理，术前应向患者做好心理护理，解除其焦虑和恐惧心理，使其尽力配合治疗；

术中密切观察生命体征，防止意外发生；术后做好病情观察和健康教育是相当重要的。 

结果 术后仅有 21 例患者出现再出血。 

结论 正确合理的护理对于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合理有效的护理是

保证手术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提高了肝硬化出血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又提高了其生活质量。 

 
 

PU-1759 

优质护理在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作用 

 
范佳鑫,邹德莉,张微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消化性溃疡在护理干预后的临床效果。 

方法 我科 2017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经胃镜检查明确诊断为消化性溃疡的患者 100 例，

随机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做比对性分析，每组各 50 例。两组患者在进行常规治疗之后，对照组实施

常规护理模式，研究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优质护理服务，给予实施合理的饮食指导、用药指

导、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等护理干预，两组患者在年龄，病情和文化程度上均无显著差异，具有可

比性。 

结果 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对比，研究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优质护理能减少消化性溃疡和并发症的发生，缩短治疗时间，降低复发率，对患者的康复有积

极作用。 

 
 

PU-1760 

内镜中心与病房转运交接单的应用 

 
费腾,邹德莉,孙蕊,靳宁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中心转运单在与病房转运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纳入的 160 例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80 人，实施常规转运。

实验组 80 人，实施内镜中心转运交接单转运。比较两组转运时间及内镜中心与病区护士之间的沟通，

提高患者和医生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结果 通过使用新设计的转运交接单后，强化了病区与内镜中心之间的交流，内镜中心护士能及时了

解每位患者术前的基本情况，对于术中、术后患者的生命体征、病情变化、手术部位 及专科管道等，

可以以书面形式呈现，一目了然。 

结论 应用内镜中心与病房转运交接单，增强了内镜中心与病区护士之间的沟通，提高了患者和医生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提高护士间组织协调性及转运效率，减轻护士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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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61 

胃多发息肉行 EMR 治疗术后禁食时间的研究 

 
费腾,邹德莉,孙蕊,靳宁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研究胃多发息肉术后禁食时间，从而恢复患者的最佳进食时间，提高患者舒适程度、减少患者

住院费用，促进患者快速康复。 

方法 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纳入的 160 例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80 人。实验组：术后嘱

患者卧床休息，避免剧烈运动，禁食 6h。若病情稳定，无腹痛、出血，可指导患者流质饮食，以米

汤、面汤为宜，然后逐渐改为半流质饮食，如米粥、面条、豆腐等清淡饮食。待病情完全稳定后过

渡到普食。对照组：术后嘱患者卧床休息，避免剧烈运动，禁食 12h。若病情稳定，无腹痛、出血，

可指导患者流质饮食，以米汤、面汤为宜，然后逐渐改为半流质饮食，如米粥、面条、豆腐等清淡

饮食。待病情完全稳定后过渡到普食。 

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胃黏膜显示效果均良好，术后未出现出血等现象，但实验组患者口渴、饥

饿、焦虑等不适症状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适当缩短对胃多发息肉术后禁食的时间，探讨不同时间，胃多发息肉术后禁食时间对患者的影

响，在不影响胃黏膜显示效果的同时，从而缩短患者的最佳进食时间，提高患者舒适程度、减少患

者住院费用，促进患者快速康复。 

 
 

PU-1762 

妊娠晚期合并高淀粉酶血症 28 例临床分析 

 
余志强 

江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妊娠晚期合并高淀粉酶血症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8 例妊娠晚期合并高淀粉酶血症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及治疗方

法。 

结果 18 例妊娠晚期合并高淀粉酶血症在及时终止妊娠后明显下降，6 例经检查考虑胰腺外病因导致

血淀粉酶轻度升高，4 例合并明显中上腹痛、且伴有发热、恶心呕吐和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时，彩

超提示胰腺肿大，胰周及腹腔渗液，诊断合并急性胰腺炎，均及时终止妊娠及内科保守，孕妇及胎

儿均安全存活。 

结论 妊娠晚期合并高淀粉酶血症，应仔细排查原因，与产科联系，及时终止妊娠，并须在排除急性

胰腺炎诊断前按急性重症胰腺炎行内科保守处理，常能取得较好的疗效，从而保证孕妇及胎儿的安

全。 

 
 

PU-1763 

优质护理模式对肝硬化患者的疗效分析 

 
韩方,邹德莉,靳宁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肝硬化是临床常见的一种慢性肝病，由一种或多种病因长期反复作用形成。主要研究分析应用

优质护理模式对肝硬化患者进行护理，提高肝硬化患者对疾病的认识，使其积极参与疾病治疗及保

健，以便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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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对科室收治的72例肝硬化患者进行随机分组.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入组36人,对其

实施优质护理模式.通过护士自身强化基础护理，全面落实护理责任制，深化护理专业内涵，整体提

高护理服务水平。以病人为中心，满足病人的基本需求，保证病人安全，进行系统、动态、连续而

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对照组入组 36 人，对其实施常规护理，护理人员严格执行护理工作制度，落

实基础护理，护理文书书写连续性、规范性，贯穿健康教育。加强饮食指导。 

结果 研究组 36 人施行优质护理服务，促进了护患关系，患者对护理满意度为 99.2%。患者对疾病

的本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使患者积极参与到疾病的治疗中来，从原来的依从性治疗转变成现在参

与共同治疗，降低肝硬化曲张静脉出血的几率，及时发现病情变化，以便更快得到治疗；通过对饮

食的调节，降低了肝硬化的并发症。病人对肝昏迷前驱期症状掌握良好，出现症状及时就诊，降低

了肝昏迷的发生几率。 

结论 施行优质护理服务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的体现，使护理质量提高，确保护理安全，提高

住院患者满意率，有效减少肝硬化患者的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1764 

Endoscopic resection for the anxiety level of patients with 
small gastric GISTs: A randomized prospective research 

 
Mengyue Ji

1
,Dongtao Shi

1
,Guojian Yin

2
,Jixia Wu

3
,Yueping Shen

4
,Rui Li

1
,Bing Wu

5
,Weichang Chen

1
 

1.the first affil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The second affil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and Health Statistic， Soochow University 

5.Suzhou wuzhong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are the most common mesenchymal tumors originated 
from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which has a potential for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Gastric GISTs 
are the most ones along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manifesting almost 50-60%.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guidelines, gastric GISTs smaller than 2cm without high risks are recommended for 
follow-up, rather than surgery. However, we find that most patients following up were 
accompanied with anxiety which even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ir quality of life. As a result,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endoscopic resection on the anxiety level of patients with 
small gastric GISTs. 
Methods In a randomized prospective clinical research, we compared the degree and the change 
of anxiety level in patients undergo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mind-cure, and non treatment.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was used to assess the anxiety of patients at three time points. When 
gastric GIST was diagnosed, one month after treatment/ diagnosis and six months after treatment/ 
diagnosis, the patients was evaluated. The three scores were recorded as S1, S2, S3, respectively. 
The analysis is intended for treatment. A total of 179 patients completed the research from June 
2016 to March 2018. 
Results 179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endoscopic resection group, the mind-cur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Endoscopic Resection Group, the S1was median 57.3 
[interquartile range 50-65] and declined to S2: median 46.6 [interquartile range 42-50] a month 
later and S3: median 44.8 [interquartile range 40-50] six months later(P<0.01). Similarly, the first 
SAS score of mind-cure group was S1: median 54.8 [interquartile range 45-61] and declined to S2: 
median 49.6 [interquartile range 42-55] and S3: median 47.5 [interquartile range 41-52] at last 
(P<0.05). The SAS score of control group was S1: median 52.4 [interquartile range 45-58] and 
declined to S2: median 50.3 [interquartile range 43-56] and S3: median 48.1 [interquartile range 
42-52] (P<0.05). Whether endoscopic resection group or mind-cure group or even control group, 
SAS score of patients all declined (P<0.05). Moreover, endoscopic therapy group showed a more 
significant decline compared with other two groups (P<0.01). In a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educational level ( P=0.010), tumor site (P=0.025) and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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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8) independently affected the reduction of anxiety in the second anxiety assessment. 
Educational level (P<0.0001) affected the reduction of anxiety in the third anxiety assessment. The 
anxious patient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from patients not anxious in the aspect of gender (p<0.0001), 
HP infection (p<0.0001), family history of gastric cancer (p<0.0001), educational level (p=0.001) 
and diabete (p=0.046),. 
Conclusions Whether endoscopic resection or mind-cure, or even follow-up only, the anxiety 
level of patients with small gastric GISTs will decrease significantly as time goes on; the anxiety 
level of patients undergo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had a more significant decline. Female patients, 
high educational level patients, patients with diabete, HP infection or family history of gastric 
cancer are more anxious. To conclude,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nxiety level 
and general conditions of patients is needed to achieve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U-1765 

食醋保留灌肠治疗肝性脑病的观察与护理 

 
靳宁,邹德莉,韩方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观察使用食醋保留灌肠治疗肝性脑病的有效护理方法。 

方法 通过对本科 40 例患者进行常规治疗的同时，给予 2 次/日，共 7～14 天，生理盐水 100ml 加

入食醋 30ml 进行保留灌肠。患者在灌肠前取左侧卧位，灌肠溶液温度为 39～41℃，用润滑剂涂抹

输液管末端轻轻插入肛门 15～20cm 以 100 滴/分的速度滴入，溶液滴入完毕用卫生纸堵住患者肛门

并给予一定的压力，增加患者灌肠后的保留时间，最好保留 1h 或 2h 以上再排出。 

结果 通过观察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其中有效 37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2.5%。 

结论 食醋保留灌肠对于肝性脑病患者是一项安全、有效，可以有效降低血氨的方法，值得在临床中

推广。通过这次对食醋保留灌肠治疗肝性脑病的观察，使护理方法也得到了提高，不仅要注意灌肠

溶液的温度、速度、插入长度，以及患者的体位，其中心理护理更是今后护理中应该注意的方向，

因为肝性脑病患者大多是反复住院，病情日渐加重，患者的配合度不高，家属也经常有烦躁的情绪，

所以我们的护理人员要经常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多给予关心，多讲解疾病相关知识，使家属积极配

合治疗护理工作，加快患者的病情好转。 

 
 

PU-1766 

应用品管圈对提高结肠镜检查肠道准备成功率效果 

 
李娜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提高结肠镜检查肠道准备成功率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2017 年 3 月消化科成立肠乐圈，确立―提高住院患者肠镜检查肠道准备的合格率‖为活动主题，

选取我科 2017 年 3 月 14 日至 2017 年 4 月 17 日我科住院检查肠镜的肠道准备患者 170 例肠道准

备，不合格的 53 例发生率为 32%。自成立 QCC 后对 2017 年 4 月 30 日至 6 月 4 日期间我科住院

检查肠镜的肠道准备患者，运用 QCC 进行护理干预。因护士督促力不足发生 16 例占 30.19%，因

患者对肠道准备药物耐受发生 13 例占 54.72%，根据 80/20 法则，因此，将改善重点定为如何改善

肠道准备中―护士督促力不足‖及―患者对肠道准备药物不耐受‖。对策拟定与实施:1.加强责任心，多沟

通：提高护士整体职业素质，增强服务意识强化服务理念，制定奖罚制度，质控小组督促检查；转

变服务理念，主动巡视病房，形成主动服务意识；制定奖罚激励措施强化责任约束；每班护士督促、

宣教不足：明确职责，认真交班；改变服用药物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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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有形成果:因护士督促力不足改善前 16 例改善后 10 例；患者对肠道准备药物耐受改善前 13

例改善后 6 例。无形成果: 通过开展 QCC 活动，增强护士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责任心、沟通协

调、团队凝聚力、品管手法、和谐度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激发临床护士积极性，促进临床

护理质量提高。 

结论 品管圈活动可提高结肠镜检查肠道准备成功率，活动过程中不断完善了健康宣教方法及规范了

护理行为，且有助于提高护士解决问题、沟通协调等能力。 

 
 

PU-1767 

螺旋形鼻肠管鼻胃镜下导丝引导法在重症 

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应用 

 
梁振东,张侠,殷媛媛,杨振寰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螺旋形鼻肠管鼻胃镜下导丝引导法在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120 例需要行肠内营养的 SAP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60 例。其中对照组

行徒手盲插法置管，观察组鼻胃镜下沿导丝引导置管，置管 24 个小时后分别行床边 X 线摄片确定

管端位置，对比两组患者留置鼻肠管的成功率。 

结果 两组置管成功率相比较，观察组 24 小时后置管成功率 48 例（80%），对照组 24 小时后置管

成功 38 例（63.3%），如表 2。在成功留置的 86 例患者中，6 例患者出现轻微腹泻，调整滴速后症

状很快得到缓解。两组均无消化道穿孔、出血、误吸及呼吸道内插管等并发症。 

结论 当危重患者病情相对稳定、消化道功能渐恢复时应尽早启用肠内营养，尤其是 SAP 患者长期

肠外营养，由于细菌和内毒素移位，肠道免疫功能低下，容易引发 MODS 发生，因此肠内营养日趋

得到重视，肠内营养的建立能够维护肠黏膜屏障功能，减少肠道细菌和内毒素移位，维持机体完整

的营养，预防和减轻营养不良，从而减低肠外营养导致的并发症发生率。本研究将鼻胃镜下法与徒

手盲插法进行综合比较，得出结论：盲插法留置鼻肠管操作简单但成功率较低；而鼻胃镜下置入法

安全、可靠，患者痛苦小，操作技术简单成功率高，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PU-1768 

延续性护理在肝性脑病随访与治疗中的应用 

 
孙蕊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在肝硬化合并肝性脑病病人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收治的肝硬化合并肝性脑病病人 60 例随机分为 2 组，对照

组在出院前接受常规护理指导，观察组除在出院前接受常规护理指导外，还接受专业小组提供的以

电 话随访主的为期 12 个月的延续护理。12 个月后，对比 2 组的失访率、依从性、再住院率。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失访率、再住院率更低，依从性更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出院后延续性护理不仅可以使肝硬化合并肝性脑病患者得到连续、完整的护理，而且能够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减少重复住院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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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69 

胰腺炎分期饮食指导对胰腺炎恢复的意义 

 
杨丽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讨论胰腺炎分期饮食指导对胰腺炎恢复的意义。 

方法 选择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2 月我科共 96 例胰腺炎患者,其中水肿性胰腺炎(轻型)64 例，出

血性坏死性胰腺炎(重型)32 例，将这 96 例胰腺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常规饮食指导组和分期饮食指

导组每组各 48 例,常规饮食组在胰腺炎治疗中实施常规饮食指导护理,分期饮食指导组在胰腺炎治疗

中实施常规饮食指导护理的同时,实施从入院到出院对患者进行动态、连续、有针对性的分期饮食护

理，严格按照各项指标进行从禁食水到胰腺炎Ⅰ号饮食到胰腺炎Ⅱ号饮食到低脂饮食的过程，在实

施每项饮食分期的过程中细化至每餐的种类及量，并且在每个饮食分期期间，向患者及家属讲解本

病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治疗和护理知识、耐心解释每个分期饮食的重要及必要性，取得患者

及家属的配合。最后以每组 48 例胰腺炎患者平均住院天数为衡量标准研究分期饮食护理对胰腺炎恢

复的意义。 

结果 分期饮食指导组在胰腺炎治疗恢复过程中,分期饮食指导组胰腺炎患者的住院天数（14±1.5 天）

明显少于常规护理组（17±1.5 天）。 

结论 对胰腺炎患者进行分期饮食护理,可提高胰腺炎患者恢复时间,达到持续治疗的效果,增强护士

责任心，提高护理质量，有利于护患沟通，减少护患纠纷事件的发生,提高患者及家属满意度。 

 
 

PU-1770 

内镜下活动性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的特点和疗效 

 
殷媛媛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活动性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较内镜检查时出血已停止的患者疗效。 

方法 本研究收集的急性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被分为两组，活动性出血组和非活动性出血组，

全部患者在内镜检查后行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治疗直至曲张静脉被根除，患者随访 1 年或直至死亡，

短期和长期疗效比较。 

结果 活动性出血组有 54 例，非活动性出血组有 251 例。首次止血成功率活动性出血组为 93%，非

活动性出血组为99%。30天内食管静脉曲张再出血率活动性出血组为24%，非活动性出血组为12% ，

死亡率分别为 18%和 8%。1 年内食管静脉曲张再出血率活动性出血组为 37%，非活动性出血组为

27% (p = 0.06)，死亡率分别为 22%和 21%。 

结论 无论内镜下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活动性或非活动性，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治疗止血都具有相

同的疗效，活动性出血组 1 个月内再出血率和死亡率显著高于非活动性出血组， 然而，1 年的死亡

率两组是相似的。 

 
 

PU-1771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常见的心理问题及心理干预 

 
张微,邹德莉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常见心理问题及有效心理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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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沈阳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 59 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

者，通过对患者常规的治疗外，针对患者存在的焦虑和抑郁等主要不良情绪问题，对 59 例患者的心

理问题进行评估。选择在患者住院后一周，疼痛减轻重症患者能配合问卷调查的情况下，运用焦虑

自评量表 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 进行心理学测量，判断患者的焦虑抑郁严重程度（轻、中、重），

最后进行心理干预。干预前后运用焦虑和抑郁自评量表进行测量。 

结果 干预后两周患者焦虑和抑郁症状明显改善，采用统计学方法 P＜0.01 为显异性差异。 

结论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通过：社会支持、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肌肉放松训练、潜意识音乐诱导

治疗等心理干预方法，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提高患者在治疗和护理上的依从性，

促进患者的早日康复，增强了与患者、家属间的亲和力，避免了许多护患间潜在冲突，既维护了患

者的利益，又有利于护理工作的开展，提高护理质量。 

 
 

PU-1772 

上消化道出血的护理与健康教育 

 
郑潇钰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上消化道出血的护理方法与健康宣教。 

方法 分析收治的 1420 例患者，通过对出血、休克、药物、心理等护理进行总结。 

结果 1420 例患者治愈 800 例，好转 520 例，转外科手术 80 例，病情恶化及死亡 20 例，治愈率为

71.6%。 

结论 上消化道出血是消化科接诊较多的一种疾病，也是我观察病房较常见的住院病种，占内科住院

患者的四分之一左右，如处理不及时可直接威胁患者生命。而及时有效的护理却可以减少出血时间

和次数，加快疾病的治愈速度，观察病房对较多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进行护理，取得良好的效果，

准确的治疗用药、良好的护理及完善的健康教育，可避免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临床治愈率，降低死

亡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U-1773 

芒硝外敷治疗高血脂性急性胰腺炎的个体化护理配合 

 
邹德莉,孙蕊,殷媛媛,张微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究芒硝外敷治疗高血脂性急性胰腺炎的个体化护理配合。 

方法 选择2010年5月～2016年5月于我院采用芒硝外敷治疗的126例高血脂性急性胰腺炎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即观察组给予个性化护理配合，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配合，再对比两组效果的。 

结果 两组护理后腹痛评分、恶心呕吐评分均显著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具有统计

学差异，P<0.05；两组护理后血淀粉酶均显著低于护理前，且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给予芒硝外敷治疗高血脂性急性胰腺炎个性化护理配合，可有效改善患者症状，降低血淀粉酶

含量，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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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74 

双气囊小肠镜对消化道出血的诊断价值及护理体会 

 
邹德莉,孙蕊,殷媛媛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研究双气囊小肠镜检查对消化道出血的诊断价值及护理体会。 

方法 选取 2009 年 8 月至 2017 年 8 月因消化道出血在我科接受双气囊小肠镜检查的 384 例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92 例，对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措施，对观察组患者采取综合护理

干预措施。 

结果 采取综合护理干预措施的观察组患者焦虑评分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结论 不断完善小肠镜检查的护理，对患者采取正确的护理干预，可使患者焦虑及并发症的发生率得

到降低，患者痛苦得到减轻，小肠镜检查的质量和患者的满意度得到提高，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推

广意义。 

 
 

PU-1775 

总住院护士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作用 

 
邹德莉,孙蕊,张微,殷媛媛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消化内科总住院护士制度对护理质量管理中的作用。 

方法 科室设立总住院护士，负责科内各个护理单元晚夜班及节假日的护理质量管理，督导护理工作

落实情况，协助科室进行危重患者的抢救并解决各类疑难护理问题，实现护理质量 24h 无缝隙管理。

对总住院护士制度实施前(2012 年)和实施后(2017 年)的效果进行比较。 

结果 实施总住院护士制度后，各项护理质量指标达标率逐年提高，且实施后与实施前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O．05)；按照住院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率≥9O %的标准，实施前后科室护理工作满

意度达标率分别为 81.25 、97.73 ，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施 5 年来，共协助科

室完成 125 次危重患者抢救，解决 96 例疑难护理问题，参加他科护理指导 4 次。 

结论 总住院护士能够有效提高特 殊时段的护理质量和护理安全，提高医院整体护理水平。 

 

 
PU-1776 

消化内镜护士长对男护士实施人文关怀的举措及技巧 

 
孙蕊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内镜护士以男性居多，男护士作为护理行业的新生力量，具有性别优势和性格特点，同时也面

临着特殊的职业压力，应通过各种方式增进对男护士的了解和认同，给予更多的支持与肯定，探讨

护士长对男护士实施人文关怀的举措与技巧。 

方法 采用集体学习、公同培训、个别交流等方式提高护士长的关怀能力，成立关爱男护士小组，建

立人文关怀链，对男护士实施关怀与心理咨询，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关怀计划和举措，将人文关怀的

措施贯彻落实到管理的各个环节。 

结果 提高了男护士的个人素质、规范了行为、充分调动和激发了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以

最饱满的热情服务临床、服务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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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消化内镜护士长对男护士实施人文关怀的举措可最大程度提升优质护理服务质量，对稳定男护

士队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PU-1777 

母亲饮食回避在纯母乳婴儿排便困难的疗效研究 

 
任路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评估对于纯母乳喂养儿出现排便困难后，母亲回避饮食的疗效作用。 

方法 前瞻性研究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收治的 152 例纯母乳喂养伴排

便困难的婴儿，随机分为研究组 73 例和对照组 79 例。研究组母亲采取回避饮食，对照组正常喂养，

观察 4 周后的排便情况和不良反应。两组比较采用 t 检验。 

结果 入组患儿 152 例，男 81 例，女 71 例，年龄 4（1~7）月龄，体重 6（3.8~8.8）Kg。研究组

有效率 12.5%，对照组有效率 11.8%，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婴儿哭闹或入睡不安出

现率为研究组 1.2%，对照组 0.9%，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患儿均未出现体重不

增或下降。 

结论 母亲回避饮食在纯母乳喂养儿出现排便困难无明显效果，并且不会增加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 

 
 

PU-1778 

泮托拉唑钠干扰蛋白降解系统增加肿瘤细胞对内质网应激诱导剂

和线粒体抗凋亡蛋白抑制剂的敏感性 

 
曹裕

1
,陈敏

1
,唐德华

1
,颜宏利

2
,丁希伟

1
,周帆

1
,张明明

1
,王雷

1
,邹晓平

1
 

1.南京市鼓楼医院 

2.上海长海医院 

 

目的 探索 PPI 在不同 pH 环境下对自噬早期和晚期阶段的影响。阐明 PPI 导致自噬底物 p62 蛋白聚

积的机制研究。研究 PPI 对泛素蛋白酶体系统的影响及相关的下游效应。基于新发现的 PPI 抗癌机

制开发的多种联合作用策略。 

方法 首先，使用电镜、免疫荧光、Western blotting 和流式细胞术等手段明确 PPI 对自噬的作用。

然后，结合 Q-PCR，Western blotting 和 RNAi 干扰技术，探究 PPI 引起自噬底物 p62 升高的原因。

接着，通过 Q-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明确 PPI 对蛋白酶体功能及 20S 各个亚基表达水平的影响，

探索 PPI 对内质网应激反应的诱导作用，并利用 RNAi 干扰技术和相关抑制剂明确蛋白酶体抑制、

内质网应激和自噬之间的联系。最后，利用 CCK8、PI 染色、JC-1 染色和 Annexin V-FITC 法确认

PPI 与不同药物联合作用的效果。 

结果 1. PPI 在不同 pH 环境下均可促进自噬体的形成，但是 PPI 在不同 pH 环境下对自噬流的影响

不同。2. PPI 在不同 pH 环境下均能诱导自噬底物 p62 蛋白和 mRNA 的升高，这是由 ROS/Nrf2 通

路介导的。3. p62 蛋白的积聚不仅仅局限于 p62 mRNA 水平的升高，因为 PPI 还能抑制 p62 经泛

素—蛋白酶体途径的降解。4. PPI 对蛋白酶体功能的抑制，源于 PPI 在不同 pH 环境下均可通过转

录机制（例如抑制 STAT3 活性）抑制蛋白酶体 20S 各个亚基的表达。5. PPI 通过诱导内质网应激

反应介导自噬发生以应对蛋白酶体功能抑制造成的蛋白质聚积。6. PPI 联合自噬抑制剂、蛋白酶体

抑制剂或者线粒体抗凋亡蛋白抑制剂 ABT263/ABT737 均有显著的联合致死效应。 

结论 首先，PPI 可促进自噬体的形成，但是对自噬流的影响依赖于环境 pH 值。其次，PPI 通过

ROS/Nrf2 通路的激活增加自噬底物 p62 的 mRNA 水平，与 PPI 对自噬具体的影响无关。再者，PPI

在转录水平降低蛋白酶体的功能从而诱发下游的内质网应激和自噬。最后，基于新发现的 PPI 对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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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细胞生物学的作用机制，联合使用自噬抑制剂或者蛋白酶体抑制剂或者线粒体抗凋亡蛋白抑制剂

ABT263/ABT737 均有显著的联合效应。 

 
 

PU-1779 

肠道菌群变化与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生化指标的相关性 

 
任士萌,梅璐,黄煌,曹少锋,赵锐豪,郑鹏远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目的 随着―肠-肝轴‖研究的深入，肠道菌群成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研究的新热点。但由于其易受环

境影响导致各实验之间重复性较差，需要更全面的研究来提高结果真实性。因此，本研究将不同类

型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肠道菌群的改变与临床指标相结合，从而确定可能的菌群―靶点‖，为非酒精性

脂肪肝的防治及临床诊断提供新依据。 

方法 收集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 48 例、非酒精性脂肪肝合并 2 型糖尿病患者 40 例、体检健康者 30

例分别组成 A 组、B 组、C 组。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计算 BMI。每位研究对象取 5 毫升清晨空腹

静脉血，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中 ALT，AST，TBIL，TC，TG，HDL，LDL，UA 和 FG 水

平，ELISA 检测血清中 TNF-α 和 FIns 水平并计算 HOMA-IR。收集每位研究对象的新鲜粪便标本约

1g，提 DNA 后 PCR 扩增，采用 16S 核糖体 DNA 高通量 illumina 测序技术进行肠道菌群多样性测

序，通过比较优化序列区分样本后进行 OTU 聚类分析、物种分类学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结果 A 组 BMI、AST、TG、TC、LDL、UA、TNF-α、FIns、HOMA-IR 水平均高于 C 组，HDL 水

平低于 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A 组比较，B 组年龄、FG、HOMA-IR 水平升高，

BMI、AST、TC、HDL 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C 组比较，A 组厚壁菌门丰

度降低，B 组厚壁菌门丰度更明显降低且拟杆菌门丰度升高，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属（Genus）‖水平，A 组 Roseburia 和 Subdoligranulum 丰度降低，B 组 Roseburia、

Faecalibacterium 和 Blautia 丰度更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usicatenibacter、

Blautia、Anaerostipes、Faecalibacterium 和 Roseburia 均与 FG、HOMA-IR 水平负相关，与 HDL

水平正相关，Fusicatenibacter 与 TNF-α 水平负相关，Megamonas 与 HDL 水平负相关，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NAFLD 患者存在肠道菌群结构紊乱、炎症和胰岛素抵抗，并伴有肥胖、高脂血症和肝功能损

伤。Fusicatenibacter、Blautia、Anaerostipes、Roseburia 等与炎症和胰岛素抵抗有关。 

 
 

PU-1780 

Supplemented use of pre-, pro- and synbiotics i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an updated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13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Xu Tian,Wei-Qing Chen,Xiao-Ling Liu,Hui Chen,Yuan-Ping Pi 

Chongqing Cancer Institute & Hospital & Cancer Center 

 
Objective The role of pre-, pro- and synbiotics supplemented to standard enteral nutrition i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remains unclear. We performed this updated meta-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pre-, pro- and synbiotics supplemented to standard enteral nutrition in 
predicted SAP. 
Methods A systematic search in PubMed, EMBASE and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CENTRAL) databases was performed. Eligible studies wer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that compared the effects of pre-, pro- and synbiotics supplemented to standard enteral 
nutrition with control regime in predicted SAP patients. Risk ratio (RR) and mean difference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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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 CI) were used to express the estimates of dichotomous and 
continuous data respectively. 
Results 13 RCTs comprising an aggregate total of 950 patients were eventually enrolled. Pooled 
results suggested that supplemented use of pre-, pro- and synbiotics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n Chinese SAP cohorts (6 RCTs, MD = -5.57, 95% CI = -8.21 to -2.93, P < 0.001); 
howev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regard to remaining clinical outcomes were not detected for all 
patients. Further analysis based on category of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pre-, pro- and synbiotics 
also confirmed the findings to be reliable. 
Conclusions Supplemented use of pre-, pro and synbiotics reduced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n 
Chinese SAP cohorts. And thus, we concluded that pre-, pro- and synbiotics supplemented to 
standard enteral nutrition may be a potential op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SAP patients. However, 
we also suggest designing further studies with large-scale and rigorous methods of addressing 
data to establish the effects and safety of supplemented use of pre-, pro- and synbiotics for SAP 
patients due to the presence of limitations. 
 
 

PU-1781 

射频消融术联合无水酒精术治疗老年肝癌的临床研究 

 
符亮

1
,温春阳

2
,王爱平

1,3
,吴洋洋

3
,许艳

3
,王瑶

3
,董岚

3
,孙亚臣

3
,郝瑞

3
 

1.三亚市人民医院 

2.吉林医药学院 

3.北华大学肝病研究所 

 

目的 探讨射频消融术(RFA)联合无水酒精注射术(PEIT)治疗老年肝癌的疗效以及对患者肝功能、免

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09 年 01 月-2016 年 01 月到我院住院的老年肝癌患者共 60 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接受

治疗方式分为实验组及对照组，实验组共 30 例行 RFA+PEIT，对照组共 30 例行 RFA。对比分析两

组患者治疗后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完全消融率、肝功能、免疫指标的变化。 

结果 1.两组患者术后出现发热、腹痛、腹胀、肝区不适等不良反应，持续约 3-10 天，经内科积极

对症治疗，上述症状可缓解，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治疗后 1 个月实验组及对照

组完全消融率分别为 73.3%、4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治疗后 1 周实验组及对照组谷

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总胆红素(TBIL)较前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经内科对症治疗后 1 个月 AST、ALT、TBIL 较前降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治疗后 1 个

月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较治疗前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射频消融联合无水酒精术治疗老年肝癌安全、有效、仅引起短暂的肝脏损伤、明显改善机体免

疫抑制状态，可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PU-1782 

无痛结肠镜检查前当日服用药物进行肠道准备的评价 

 
朱宏斌,田戬,张靖,柏君,王东旭 

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 

 

目的 探讨无痛结肠镜检查前行当日行肠道准备和传统分次肠道准备在安全性、有效性及患者耐受性

的方面的差异。 

方法 连续选取 2017 年 05 月 8 日至 12 月 8 日行择期性同日无痛胃镜及结肠镜检查的门诊患者，随

机单盲法分成检查当日行肠道准备组和传统分次肠道准备组，随机选择同期行胃镜检查的患者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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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残留液量的基线组。比较三组患者的胃残留液量，比较行肠镜检查的患者肠道准备质量、息肉检

出率以及睡眠缺失等不良反应方面的情况，同时分析胃残留液量的影响因素。统计学方法采用方差

分析或卡方检验，并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胃残留液量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纳入 150 例患者，其中单行胃镜检查患者 20 例，当日行肠道准备的患者 75 例，传统的分

次行肠道准备的患者 58 例。单行胃镜检查组的胃残留液量为(26.5±14.9) mL，当日行肠道准备组的

胃残留液量为(26.0±17.1)mL，传统分次行肠道准备组的胃残留液量(26.0±20.7)mL，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义(P=0.9955)。当日肠道准备组的肠道准备质量评分（BBSP）为(6.9±1.2)分,高于传统分次肠

道准备组的(6.3±1.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08)。当日肠道准备组睡眠被干扰的发生率为 4%

（3/75），明显低于传统分次准备组（21%，12/58，P=0.0025）。当日肠道准备组息肉检出率为

35%（26/75），与传统分次准备组无明显差异（40%，23/58，P=0.5542）。最后服药时间与胃残

留液量有关（p=0.022）。 

结论 无痛结肠镜检查当日行肠道准备患者的胃残留液量与传统分次肠道准备患者的胃残留液量、息

肉检出率相当，而肠道准备质量高于后者，睡眠干扰明显低于后者。所以当日肠道准备不会增加患

者麻醉误吸的风险，有很好地安全性、有效性和耐受性。 

 
 

PU-1783 

Effectiveness and complication of achalasia treatment_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network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Lei Peng,Guoxin Zha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Objective Achalasia(AC) is an esophageal motility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decreased 
esophageal motility and impaired relaxation of lower esophageal sphincter(LES). The aim of our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efficacy and complication of different treatment on AC. 
Methods PUBMED/MEDLINE, EMBASE, and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were searched for eligible studies. A random-effects model within a Bayesian framework was 
applied to compare treatment effects as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 with their 
corresponding 95% credible interval (CrI), while odds ratio (OR) was applied to compare 
complication with 95% CrI. The surface under the cumulative ranking area (SUCRA) was 
calculated to make the ranking of the treatments for outcomes. 
Results Twent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were eligible. According to SUCRA ranking,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POEM) (SUCRA =53%) might have the highest probability to b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dysphagia remission in AC patients, followed by self-expanding metallic stents 
dilation(29%). For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 assessment, the corresponding 
SUCRA values indicated that botulinum toxin(BT) (SUCRA  = 97%) might have lowest GERD 
incidence rate and POEM ranked the worst (SUCRA = 42%). 
Conclusions POEM might have the highest probability to be the best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dysphagia remission, but the GERD incidence rate was the highest. BT injection might have the 
lowest probability to treat dysphagia, but the risk of GERD was the lowest. In the future, more 
RCTs with higher qualities are needed to make head-to-head comparison between 2 or more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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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84 

Has_circ_0000234 functions as a competitive endogenous 
RNA to regulate VAMP3 expression by sponging 

miR-142-3p in gastric cancer 

 
Lei Peng,Guoxin Zha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Objective Emerging evidence points towards an important role of circular RNAs (circRNAs) in the 
tumorigenesis and progression of gastric cancer (GC). Has_circ_0000234 has recently been 
reported to b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GC microarray but the mechanism of it seems unclear. 
Methods q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has_circ_0000234, miR-142-3p and 
VAMP3 in tumor tissues and cell lines of GC. The CCK-8 assay, colony formation, Transwell 
assay and wound healing assay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GC cells, respectively.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were performed to 
disclos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as_circ_0000234, miR-142-3p  and VAMP3. Western blot and 
immunofluorescence were applied to assess the downstream signaling of VAMP3. 
Results Has_circ_0000234 was found downregulated in GC tissues and cells. Low expression of 
has_circ_0000234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dvanced TNM stage and lymphatic 
metastasis. The expression of plasma has_circ_0000234 was also found decreased in GC 
patient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with an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of 0.749 for 
diagnosis of GC. Gain- and loss-of-function of has_circ_0000234 revealed that has_circ_0000234 
functioned as a ceRNA for miR-142-3p to facilitate VAMP3 expression and then suppressing GC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nd promoting apoptosis. Furthermore, 
has_circ_0000234 overexpression suppressed tumor growth and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miR-142-3p, but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VAMP3 in vivo.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uggest a potential ceRNA regulatory network involving 
has_circ_0000234 regulates VAMP3 expression by competitively binding endogenous 
miR-142-3p in tumorigenesis and progression of GC. This mechanism may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GC pathogenesis and provide potential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GC. 
 

 
PU-1785 

单独药物或联合内镜治疗对肝癌合并急性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的疗

效：一项倾向性匹配分析研究 

 
彭忠,祁兴顺,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食管静脉曲张出血是肝癌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目前尚无肝癌合并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的相关

治疗指南，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比较单独药物治疗或联合内镜治疗对肝癌合并食管静脉曲张出血患

者的疗效 

方法 研究纳入了从 2010 年 1 月到 2014 年 6月连续入住我院的 71 例肝癌合并急性食管静脉曲张出

血的患者，主要的研究观察终点包括 5 天内控制出血失败率、住院期间死亡率、6 周内死亡率和总

体生存率，并根据肝癌患者的性别、年龄及 Child-Pugh 评分进行 1:1 的倾向性匹配分析（PSM），

以探讨单独药物或联合内镜治疗的疗效及其差异性。 

结果 研究纳入了从 2010 年 1 月到 2014 年 6月连续入住我院的 71 例肝癌合并急性食管静脉曲张出

血的患者，主要的研究观察终点包括 5 天内控制出血失败率、住院期间死亡率、6 周内死亡率和总

体生存率，并根据肝癌患者的性别、年龄及 Child-Pugh 评分进行 1:1 的倾向性匹配分析（PSM），

以探讨单独药物或联合内镜治疗的疗效及其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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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肝癌合并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的患者，均应考虑接受内镜联合药物治疗，可能会改善肝癌患

者的总体生存时间。 

 
 

PU-1786 

入院时间对肝硬化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结局的影响：工作时间

入院 VS 非工作时间入院 

 
李莹莹,祁兴顺,李宏宇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急性上消化道出血（AUGIB）是肝硬化的致死性并发症。目前，关于入院时间对肝硬化 AUGIB

患者结局的影响仍存在争议。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在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入院的肝硬化 AUGIB 患

者的预后。 

方法 该回顾性研究包括两个队列。测试队列纳入了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入住沈阳军区总医

院的所有肝硬化 AUGIB 患者。验证队列纳入了 2014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入住沈阳军区总医院

行胃镜检查和增强 CT 检查的肝硬化患者。通过 1：1 倾向性评分匹配分析校正混杂因素（包括年龄、

性别、Child-Pugh 评分、MELD 评分、校正后的 MELD 评分）后，分别比较两个队列工作时间入院

和非工作时间入院患者的 5 天再出血率、院内死亡率、住院总时间和住院期间总花费。 

结果 匹配后测试队列共纳入 226 例患者。工作时间入院和非工作时间入院的患者，5 天再出血率

(12.39% vs 15.93%，P=0.445)、院内死亡率（1.77% vs 2.65%，P=0.651）、住院总时间（12.97

天 vs 12.41 天，P=0.229）和住院期间总花费（26733.81 元 vs 29361.51 元，P=0.390）均无显著

性差异。这些发现均在匹配后纳入 40 例患者的验证组中得到了证实。 

结论 非工作入院时间可能与肝硬化 AUGIB 患者的 5 天再出血率、院内死亡率、住院总时间和住院

期间总花费无相关性。 

 
 

PU-1787 

盐酸普萘洛尔有效预防食管静脉曲张出血复发一例 

 
李莹莹,祁兴顺,李宏宇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食管静脉曲张出血是肝硬化常见的致死性并发症，而门静脉高压是导致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

出血的最重要原因。盐酸普萘洛尔是最常用的非选择性 β 受体阻滞剂，可以降低心输出量、收缩内

脏血管以降低门脉压力。目前关于非选择性 β 受体阻滞剂用于降低门静脉高压以预防食管胃底静脉

曲张破裂出血的疗效仍存在争议，本文报道了一例反复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患者，通过长期应

用盐酸普萘洛尔有效的预防了出血复发。 

方法 一名 62 岁老年男性，2015 年 3 月因―呕血伴便血 1 天‖首次入我院。既往有乙肝肝硬化病史。

给予三腔二囊管压迫止血、输血、内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扎、保肝等常规治疗，好转后出院。2016

年 10 月患者再次因―呕血 3 天‖入院，入院期间给予输血、内镜下治疗、奥曲肽等对症治疗，病情好

转出院。2017 年 2 月，患者第三次因―呕血、黑便 2 天‖入院，住院期间，除给予输血、内镜下套扎

治疗外，另给予盐酸普萘洛尔片 10mg 口服 2/日，服用前后检测心率、血压。并嘱其出院后可长期

服用。 

结果 患者未再发生出血症状，2017 年 4 月，患者入院复查，胃镜检查提示：轻度静脉曲张。此后，

患者分别于 2017 年 11 月和 2018 年 5 月复查胃镜，均提示：未见明显静脉曲张。 

结论 患者通常长期服用盐酸普萘洛尔，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明显减轻。盐酸普萘洛尔的长期应用对预

防食管静脉曲张出血复发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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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88 

CAMSAP2 介导的非中心体微管乙酰化修饰促进肝细胞癌 

转移并提示不良预后 

 
李冬筱

1
,丁向明

1
,李德宇

3,1
,夏丽敏

1,2
,田德安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第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 

3.河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最新研究发现，上皮及神经细胞中部分微管负极并未锚定于中心体，而是游离于细胞质形成非

中心体微管。进一步研究证实，非中心体微管在调控细胞间物质运输、细胞极性及细胞运动中发挥

重要作用。CAMSAP2，一种微管负极靶向蛋白，能够作为非中心体微管生长的―种子‖，形成

CAMSAP2 修饰的非中心体微管，进而促进细胞定向运动。然而这种 CAMSAP2 修饰的非中心体微

管是否存在于肿瘤细胞并发挥作用，目前尚不清楚。 

方法 免疫组化检测 CAMSAP2、HDAC6 及乙酰化微管在两组独立肝细胞癌（HCC）组织芯片中表

达（n = 690 和 n = 312, 分别收集于西京及同济医院）； 免疫荧光及免疫共沉淀实验分析 CAMSAP2

介导的非中心体微管在肝癌细胞中的结构、形态及生理学功能；连续截短突变、位点突变结合染色

质免疫共沉淀及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探明 HDAC6 启动子区域上 c-Jun 直接结合并发挥转录抑制

作用的具体位点；通过体内迁移、侵袭实验及体外原位移植瘤模型来研究 CAMSAP2 在 HCC 侵袭

及转移中的作用。 

结果 我们发现 CAMSAP2 在 HCC 组织中明显上调并且提示不良预后。在 HCC 细胞中 CAMSAP2

能够促进非中心体微管成核及延伸，形成 CAMSAP2 修饰的非中心体微管。干扰 CAMSAP2 表达导

致部分非中心体微管束转换成覆盖中心体的放射状对称性微管束，丧失迁移极性。值得注意的是，

蛋白免疫印记及免疫荧光染色提示 CAMSAP2 敲除明显减少乙酰化微管表达并改变其亚定位。进一

步研究表明 HDAC6，一种主要的微管去乙酰化酶，对于调控 CAMSAP2 介导的微管乙酰化修饰起

关键作用。CAMSAP2 通过激活 JNK/c-Jun 信号通路抑制 HDAC6 表达。连续截短及位点突变结合

染色质免疫共沉淀实验证实，P-c-Jun 直接结合于 HDAC6 启动子区域并发挥转录抑制作用。此外，

在两组独立的人类 HCC 组织芯片中，CAMSAP2 表达与微管乙酰化水平呈正相关，与 HDAC6 表达

呈负相关。Kaplan-Meier 分析表明 CAMSAP2 及乙酰化微管同时上调的病人复发率最高且生存期最

短，CAMSAP2(+)/HDAC6(-)表达模式同样预示着较差的预后。 

结论 CAMSAP2 介导的非中心体微管通过激活 JNK/c-Jun 通路，转录抑制 HDAC6 表达，进而提升

微管乙酰化水平，促进 HCC 转移。因此，CAMSAP2 可能作为 HCC 预后标志物及潜在的治疗靶点。 

 
 

PU-1789 

一例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合并缺血性肠病的病例报告 

 
李谦谦,祁兴顺,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缺血性肠病是各种原因引起的肠道血流灌注不足导致的肠壁缺血性疾病，其特点为严重的症状

与体征不相符。疾病早期常表现为剧烈腹痛和便血，若不及时干预，最终会导致肠坏死，甚至死亡。

除血管自身病变外（例如肠系膜动脉粥样硬化），血液高凝也是引起肠壁缺血的常见病因。现报道

一例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合并缺血性肠病的患者，通过药物治疗成功获救 

方法 一名 51 岁男性因―腹痛伴便血 1 天‖入住我院。患者 3 个月前于外院诊断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接受干扰素治疗 8 天后，改为规律服用白消安、阿司匹林和复方黄黛颗粒。入院时诊断为消化道出

血、结肠弥漫性改变、腹腔积液、脾大等。给予常规胃肠减压、止血（即生长抑素、奥曲肽和云南

白药胶囊）、抑酸（即艾司奥美拉唑）、抗感染（即左氧氟沙星）治疗，并在给予扩张血管、抗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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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聚集药物（即前列地尔）后，症状明显好转。患者在院期间行肠镜检查示结肠粘膜病变，考虑

缺血性肠病可能性大。肠系膜上动脉超声示肠系膜上动脉硬化样改变和肠系膜上动脉中远端狭窄。 

结果 患者状态得到改善，实验室检查指标趋于正常。出院时诊断缺血性肠病可能性大。 

结论 患者通过药物保守治疗，肠道缺血得到明显改善。前列地尔对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合并缺血性

肠病治疗有效。 

 
 

PU-1790 

1 例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合并门脉高压症患者的护理 

 
冯建春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探究静脉放血方法对治疗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合并门脉高压症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2017年11月22日我院收治的真1例真红细胞增多症合并门脉高压症患者，在饮食护理、

皮肤护理、环境护理、心理护理等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留置腹腔穿刺管放腹水的护理，采用科

学、牢固的高举平台法固定留置腹腔穿刺管，观察到患者腹腔置管穿刺缝线处皮肤出现发红，每日

给予碘伏消毒换药 1 次，待干后，给予红霉素软膏局部外用涂抹，因红霉素软膏为油性软膏，涂抹

完毕直接覆盖贴膜黏贴不牢固，遂待干半小时后，覆盖贴膜，特别注意的是红霉素软膏只涂缝线发

红处，不扩大范围，避免贴膜黏贴覆盖面积减少不能牢固固定腹腔置管，腹腔置管容易脱出。腹腔

置管穿刺处覆盖的敷料由普通的 3M 无菌透明贴膜改为与皮肤顺应性更好、更透气、低致敏性的

IV3000 透明贴膜覆盖, 3 天后腹腔置管穿刺处皮肤出现发红症状好转。给予静脉放血的护理的特殊

护理，备好氧气等抢救设备，连接心电监护，监测血压，心率、同侧监测血氧饱和度。在对患者进

行放血时，要严格执行无菌操作，穿刺选择正中、贵要或头静脉。使用一次性采血器进行静脉放血，

根据患者的病情、年龄、体重等情况控制放血量和放血速度。10-15min 放血 200ml，由于采血量较

大，患者体内循环血容量迅速下降，这时要密切注意患者的神志、面色、血压有无变化，同时注意

患者不良反应，有无不适主诉。患者在静脉放血约 5 分钟时出现头痛不适，及时测量生命体征均为

正常，通知医生，考虑因全身器官对失血的耐受性较差，遵医嘱减慢放血速度，约 2 分钟后患者主

诉头痛消失。PV 患者血液色深而稠，血液比重高达 1.070~1.080，血液黏稠度为正常值的 5~ 8 倍，

患者在静脉放血约 10 分钟时出现血流减慢不通畅的现象，嘱患者做握拳、松拳动作，效果不明显，

嘱患者增加握拳时间，减少松拳时间，同时调整穿刺针角度可见血流通畅直到 200ml 放血量，患者

未诉不适。通过以上留置腹腔置管放腹水和放血治疗的特殊护理可以探究真红细胞增多症合并门脉

高压症患者的临床护理方法。 

结果 经过留置腹腔置管放腹水和静脉放血治疗，患者 2 周后出院。 

结论 采用留置腹腔穿刺管放腹水的护理，以及静脉放血的护理的特殊护理对真红细胞增多症合并门

脉高压症患者具有显著效果，可在临床广泛推广使用。 

 
 

PU-1791 

飞燕草素通过 PI3K / Akt 途径保护 β2m-/ Thy1 +骨髓衍生的肝样

干细胞免于 TGF-β1 诱导的氧化应激和细胞凋亡的体外研究 

 
陈江,郭晓钟,李宏宇,王迪,赵佳钧,邹德利,许文达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β2m-/ Thy1 +骨髓衍生的肝样干细胞（BDHSCs）有可能用于肝硬化的细胞治疗。但是组织再

生受到移植细胞死亡的限制。转化生长因子 β1（TGF-β1）在肝纤维化组织微环境中的积累可能在

植入 β2m-/ Thy1 + BDHSCs 进入快速细胞死亡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靶干细胞存活不良的主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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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通过肝纤维化细胞微环境中不断集聚的 TGF-β1 发生作用。花色素类成员飞燕草素具有强效的

抗氧化和抗炎活性。然而，尚不清楚此类生物活性成分是否能显着促进体外 TGF-β1 诱导的凋亡对

β2m-/ Thy1 + BDHSCs 的保护作用。在本研究中，采用飞燕草素预处理可以提高 β2m-/ Thy1 + 

BDHSCs 暴露于 TGF-β1 期间的存活率，此作用可能是通过 PI3K / Akt 信号通路进行调控的。 

方法 体外 TGF-β1 诱导 β2m-/ Thy1 + BDHSCs 的凋亡，使用流式细胞术评估达 24 小时的凋亡率。

使用 MTT 分析测定 β2m-/ Thy1 + BDHSCs 的增殖。通过蛋白质印迹分析观察 Bcl-2，Akt，caspase-3

和 Bax 的表达等级。 

结果 飞燕草素能够以浓度依赖性方式显着减少 TGF-β1 诱导的细胞凋亡，清除活性氧（ROS）并抑

制 β2m-/ Thy1 + BDHSCs 中细胞色素 c（Cyt C）和 caspase-3 的释放。此外，飞燕草素可以激活

磷酸肌醇-3 激酶（PI3K）/ Akt，并且通过用 PI2K / Akt 通路抑制剂 LY294002 预处理可以实现 ROS

的抑制和随后的细胞凋亡。 

结论 飞燕草素可以保护 β2m-/ Thy1 + BDHSCs 免受 TGF-β1 诱导的 ROS 依赖性氧化应激和 PI3K 

/ Akt 依赖性方式的凋亡。在肝硬化患者的细胞移植过程中，飞燕草素是用于改善 β2m-/ Thy1 + 

BDHSCs 存活的有希望的抗凋亡剂。 

 
 

PU-1792 

转染肿瘤细胞总 RNA 与融合胰腺癌细胞的树突细胞诱导的体外

抗胰腺癌 CTL 特异性免疫反应效应的比较研究 

 
郭晓钟,陈江,李宏宇,王迪,赵佳钧,邹德利,许文达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胰腺癌（PC）是一种极度恶性的消化系肿瘤。以树突状细胞（DC）为基础的全肿瘤抗原免疫

反应策略已在肿瘤的临床治疗中显示潜在的优势。肿瘤 RNA 转染与肿瘤细胞融合杂交制备 DC 肿瘤

疫苗是两种常用的树突细胞疫苗制备方法。然而，两种负载抗原的 DC 针对 PC 的疗效比较尚未见

临床报道 

方法 以病人来源的 PC 细胞与树突状细胞融合（DC 肿瘤融合杂交）。以原代培养细胞总 RNA 转

染 PC 自体树突状细胞（DC 肿瘤 RNA）。比较 DC 肿瘤杂交和 DC 肿瘤 RNA 转染两种方法诱导的

抗胰腺癌免疫应答的效率。 

结果 两种方法均能获得 DC 肿瘤抗原的有效负载；DC–肿瘤 RNA 能够诱导比 DC–肿瘤细胞杂交更

强的特异性抗胰腺癌效应T淋巴细胞反应。此外，前者引起的CD4 +和CD8 + T细胞产生干扰素（IFN）

-γ 水平高于后者。无论是转染 RNA 还是与癌细胞融合的 DC 诱导出的胰腺癌特异性细胞毒性 T 淋

巴细胞（CTL）均受人类白细胞抗原的反应的限制。DC–肿瘤杂交细胞能够显著抑制炎症细胞银子

IL-12p70 和 IFN-γ 的产生，同时抑制抗炎细胞因子 IL-10 的分泌 

结论 两种方法比较，DC-肿瘤 RNA 方式在诱导抗PC CTL反应方面较DC-肿瘤细胞融合杂交为优。 

 

 
PU-1793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合并脂肪肝的危险因素 

 
余姣, 郑丹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合并脂肪肝的危险因素，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脂肪变的防治提供理论

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武汉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住院部慢性乙肝患者 158

例。其中 76 例合并脂肪肝，82 例不合并脂肪肝。检测人群的体重指数、空腹血糖、甘油三酯、总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84 
 

胆固醇、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HBeAg、HBV- DNA 等指标，采用秩和检验和 t 检

验方法比较慢性乙肝合并脂肪肝组与单纯慢性乙肝组各项指标的差异。 

结果 慢性乙肝合并脂肪肝组患者的体重指数、空腹血糖、甘油三酯、总胆固醇水平均高于单纯慢性

乙肝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纯慢性乙肝组患者的 ALT、AST 水平高于慢性乙肝

合并脂肪肝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人群的 HBeAg、HBV- DNA 阳性率无显

著性差异(P>0.05)。 

结论 体重指数、空腹血糖、甘油三酯、总胆固醇水平是慢性乙肝患者合并脂肪肝的危险因素。慢性

乙肝患者是否合并脂肪肝，与 HBV- DNA 定量无关。 

 
 

PU-1794 

PPARγ 通过 JAK2/STAT3 减轻肝细胞脂肪变性的机制 

 
毕俭,谭晓燕,李娜,毛靖伟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PPARγ）参与了胰岛素抵抗（IR）过程，IR 是非酒精性脂

肪性肝病（NAFLD）中的关键病理生理过程。同时，细胞因子信号传导抑制因子 3（SOCS3）也调

节 NAFLD 的 IR。 PPARγ 和 SOCS3 均通过调节 IR 来发挥 NAFLD 的作用，但这两种蛋白质是否

相互作用以调节肝脂肪变性尚不清楚。因此，我们通过分析脂肪肝细胞中 PPARγ 和 SOCS3 两种因

子的表达，以及脂肪肝细胞被LPS体外刺激的KC培养的细胞上清、PPARγ激动剂-罗格列酮（ROZ）

和 JAK2 抑制剂（AG490）干预后，JAK2/STAT3 通路功能的改变，探讨 PPARγ、SOCS3 的表达

及其信号通路在肝细胞脂肪变中的作用，揭示 NAFLD 的发病机制。 

方法 首先分离、鉴定肝脏库否细胞（KC），通过不同浓度 LPS 刺激，分析 KC 的吞噬功能及分泌

功能的变化；然后，不同情况下用棕榈酸（PA），KC-条件培养基（KCCM），PPARγ 激动剂罗格

列酮（ROZ）或 JAK2 抑制剂 AG490 处理的 BRL-3A 细胞后，通过 Q-PCR、Western-Blot、免疫

组化等方法分析 PPARγ，SOCS3 及其相关的 JAK2 / STAT3 信号通路分子的表达情况，阐明 PPARγ

和 SOCS3 在肝细胞脂肪变性中的作用。 

结果 我们成功分离并鉴定肝脏 KC，且随着 LPS 浓度的增加，KCs 的吞噬功能下降;但分泌 TNF-α

和 IL-6 增加，表明 KC 分泌功能增强。通过 PA 诱导成功肝细胞脂肪变性模型。MTT 法筛选出

10%KCCM+90%培养基，培养 24 小时为最佳实验条件。分别予以 KCCM、KCCM+ROZ、

KCCM+AG490 在上述培养条件下除了脂肪变肝细胞，结果表明 KCCM 组细胞上清 ALT、AST 水平

显著增加，而 ROZ 或者 AG490 可以减轻肝细胞损伤。Q-PCR、Western-Blot 分别检测 KCCM 组、

KCCM+ROZ 组、KCCM+AG490 组 SOCS3 以及 JAK2/STAT3 的表达水平，结果表明 KCCM 可以

通过活化 JAK2/STAT3 通路促进 SOCS3 表达，从而损伤脂肪肝细胞；而 ROZ 则可以通过抑制上

述信号通路减少 SOCS3 的表达，达到缓解肝细胞脂肪变性。 

结论 肝细胞脂肪变性过程中，KC 功能发生障碍，表现为分泌功能增强，其细胞上清通过促进肝细

胞表达SOCS3，从而加重肝细胞脂肪变性;但PPARγ激动剂ROZ通过抑制肝细胞中的JAK2/STAT3

减少 SOCS3 表达而减轻了脂肪变性。 

 
 
PU-1795 

MiR-187 影响胃癌 SGC7901 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的研究 

 
张永国,郭晓钟,李宏宇,邵晓冬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 miR-187 对胃癌 SGC7901 细胞增殖、凋亡、侵袭转移等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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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应用 miR-187 mimics 转染胃癌 SGC7901 细胞，利用 MTT 实验、流式细胞术和 Transwell 实

验观察 miR-187 对胃癌 SGC7901 细胞增殖、凋亡、侵袭转移。 

结果 与对照细胞相比，MTT 显示转染 miR-187 的 SGC7901 细胞增殖速度变快(p<0.05)，流式细

胞术表明 miR-187mimics 转染可以减少 SGC7901 细胞的凋亡(p<0.05)，Transwell 实验证实转染

miR-187mimics 可以促进 SGC7901 细胞迁移，增强 SGC7901 细胞的侵袭转移 (p<0.05)。  

结论 miR-187 促进胃癌 SGC7901 细胞的恶性增殖、抑制凋亡、促进侵袭和转移，提示 miR-187

在胃癌的恶性生物学进程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PU-1796 

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研究 

 
李欢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目的 探讨溃疡性结肠炎肠道菌群结构、丰度与多样性的变化规律。 

方法 收集 13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及 42 例健康人群的粪便组织，提取基因组 DNA 并对细菌 16S 

rRNA 基因 V4 区进行 PCR 扩增，应用 Illumina Miseq 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并应用生物信息学方

法分析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丰度与多样性的变化，筛选与溃疡性结肠炎发病有显著相关的微生物

种属。 

结果 采用稀释曲线、ace 指数、chao 指数、shannon 指数及 simpson 指数等 Alpha 多样性指数进

行分析，证实测序量足够覆盖肠道菌群种属，各组样本的丰富度和均匀度良好，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肠道菌群多样性较健康对照人群显著下降（P<0.05）。在门水平上，两组样本的优势菌门均为拟杆

菌门、厚壁菌门与变形菌门，且样本均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属水平上，两组样本中菌群多样性

最高的菌属属于厚壁菌门，丰度最高的菌属来自拟杆菌门。样品组间菌群构成显著性差异分析发现，

厚壁菌门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肠道菌群中丰度显著降低（P<0.01），变形菌门和梭杆菌门在溃疡

性结肠炎患者肠道菌群中的丰度相比于健康人群显著增高（均 P<0.01）。属水平上：溃疡性结肠炎

组梭菌属、乳杆菌属、梭杆菌属和动弯杆菌属丰度明显增高（均 P<0.05），而 Dialister 菌属、

Faecalibacterium 菌属、粪球菌属、毛螺旋菌属和普雷沃氏菌属的丰度与对照组相比显著下降（均

P<0.05）。 

结论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构成及丰度与健康对照人群比较均存在显著差异，溃疡性

结肠炎患者肠道菌群结构明显失衡，可能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和发展有关。 

 
 

PU-1797 

DBC1 在食管癌中的表达和临床意义 

 
张永国,李宏宇,邵晓冬,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研究 DBC1 在食管癌中的表达及潜在的临床意义 

方法 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方法检测 DBC1 在 80 例食管癌及其相应癌旁组织中的表达，统计分

析 DBC1 的表达水平与年龄、性别、组织学类型、TNM 分期、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临床预后等

临床参数间的相关性。 

结果 DBC1 在食管癌中的表达明显高于相应的癌旁组织，DBC1 的表达水平与 TNM 分期、淋巴结

转移密切相关；DBC1 的表达水平与食管癌的总体生存时间相关，DBC1 表达水平越高，患者的生

存时间越短 

结论 DBC1 在食管癌中呈高表达，DBC1 可作为食管癌的预后指标，提示 DBC1 在食管癌的发生发

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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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98 

消化道出血病因的临床分析 

 
王鹤智,郭晓钟,张宁宁,刘旭,李宏宇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消化道出血的病因构成、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 2007 年 1 月至 2013 年 9 月因消化道出血在沈阳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住院的患者资料，

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入院日期、病因、出血部位、生命体征、疾病史。依据消化道出血程度分为

轻度组、中度组、重度组，分析消化道出血的病因特征。 

结果 与轻度组比较，重度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比例较高，中、重度组 Blatchford 评分、心率、尿素、

血肌酐、凝血酶原时间、INR、血糖明显升高(p<0.05)；收缩压、舒张压、红细胞、血红蛋白、总蛋

白、白蛋白、总胆固醇明显减低(p<0.05)。重度组患有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比例较高 (p<0.05)。 

结论 根据患者出血程度可初步判断患者消化道出血的部位及病因，为临床诊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

据。 

 
 

PU-1799 

胶囊内镜检查胃部滞留的影响因素分析 

 
王鹤智,李宏宇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观察胶囊内镜检查胃部滞留的影响因素，探讨影响胃部滞留的关键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2018 年于沈阳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行胶囊内镜检查的患者 151 名，根据胶

囊内镜检查过程中是否有胃滞留并进行干预分为胃滞留组和非胃滞留组。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临床

资料、主诉、诊断、是否发现病灶等，首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再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

胶囊内镜胃滞留的危险因素。 

结果 151 名胶囊内镜胃滞留的发生率为 11.92％；单因素 Logistic 分析显示年龄、腹胀症状、小肠

多发溃疡、发现病灶是胶囊内镜胃滞留的可能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显示年龄、

腹胀症状是胶囊内镜胃滞留的可能影响因素。 

结论 年龄、腹胀症状为影响胶囊内镜胃滞留的关键因素。 

 
 

PU-1800 

寒区军人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调查分析 

 
刘旭,郭晓钟,李宏宇,王然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ua, FD）在全球的患病率为 10-30%，且在不同人群中有

较大发病差异。本调查研究旨在了解寒区这一特殊地理环境下驻军官兵的 FD 患病情况，并进一步

分析患病官兵的心理状况 

方法 采用 2016 年出版的成人功能性胃肠病罗马 IV诊断性问卷对寒区 450名官兵进行 FD相关问卷

调查，依据该标准设计成人功能性胃肠病相关心理问题调查问卷对患病官兵及对照组进行心里状况

调查，分析比较 FD 组与对照组的差异 

结果 共收集 426 分有效问卷，FD 发病 38 例（发病率为 8.9%），其中餐后不适综合征（PDS）21

例（发病率为 4.9%）；上腹痛综合征（EPS）例 17（发病率为 4.0%）。相对于入伍 1 年以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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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及10年以上的官兵，新兵FD发病率最高(12.3％) (P<0.05)。FD组官兵心理问卷评分(7.4±4.3)

高于无 FD 官兵(4.2±3.9) ，但无统计学差异。FD 组官兵中 PDS 患者心理问卷评分 (8.7±4.5)分，

高于 EPS 患者(6.8±3.6)分(P<0.05)。 

结论 根据罗马 IV 标准，寒区官兵 FD 发病率较高，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官兵的心理状况。因此，

寒区官兵卫勤保障措施仍需针对 FD 的发病情况进行完善 

 
 

PU-1801 

Beers 标准评价老年消化科住院患者潜在不适当用药 

 
张春燕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目的 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减少老年消化科住院患者潜在不适当用药 

方法 选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干部消化科 2017 年 1 月到 2018 年 1 月住院的 547 例老年患

者，平均年龄（82.3±3.2）岁，男性 486 例，女性 61 例。入院用药审核时应用 Beers（2015 年）

标准进行评估用药潜在风险。 

结果 患者平均诊断疾病（9.1±4.4）种，其中最多 13 种；平均用药（14.2±5.3）种，用药总数<10

种者 110 例（20.1％），10-18 种者 349 例（63.8%），>19 种者 88 例例（16.1％），最多 27 种

药物；其中，使用中药者（67%），中药品种平均 1.4 个（所有病例）。有 89 例（16.3%）存在潜

在不适当用药；其中药物相关 56 例次，疾病相关 33 例次。审核结果中潜在不适当用药频率最多的

前四种药物分别是苯二氮卓类、中药制剂、多沙唑嗪、镇痛药物。与疾病相关的潜在不适当用药前

三种疾病为痴呆和认知功能障碍应用苯二氮卓类、跌倒和骨折病史应用唑吡坦以及慢性便秘应用地

尔硫卓。以非老年医生处方最为常见。 

结论 老年患者潜在不适当用药情况严重，老年患者用药核查尤为重要，应采取综合措施减少不合理

用药。 

 
 

PU-1802 

胆总管结石内镜下取石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研究 

 
史晨辰,张媛媛,陈国栋,刘玉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胆总管结石患者内镜下取石术后结石复发的自然病程，并分析复发的危险因素，为制定临

床胆总管结石内镜下取石术后患者的随访计划提供参考。 

方法 对胆总管结石患者内镜下取石术后的复发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顾性研究。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我院就诊的初次行内镜下取石术并取石成功的胆总管结石患者。采集基本信息，

记录发病时检验结果，内镜下逆行性胆管造影（ERC）所示胆管结构、内镜下取石术中操作以及胆

总管结石的特征。采集患者出院后就诊记录，并于 2018 年 1 月进行电话随访，记录患者内镜下取

石术后是否有胆总管结石复发及复发日期。分析胆总管结石患者内镜下取石术后的复发率、复发时

间分布以及复发影响因素。 

结果 完成随访患者共计 140 例，中位随访时间 39（24，61）月，其中 23 例胆总管结石复发，累

积复发率为 4.7/100 人年，复发人数所占百分比为 16.4%。中位复发时间 15（9，20）月，分布在

2 年内的占 91.3%。经多因素 Cox 分析，胆总管直径（HR=2.782，95% CI 1.097-7.055，p=0.031）、

乳头旁憩室（HR=2.477，95% CI 1.127-5.445，p=0.024）及高脂血症（HR=2.756，95% CI 

1.281-5.931，p=0.010）是胆总管结石取石术后复发风险的独立影响因素，胆总管直径增加，合并

乳头旁憩室及高脂血症会增加复发风险。合并胆囊结石患者的胆总管结石复发率与无胆囊结石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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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胆囊切除术后患者均无显著差异（p=0.721, 0.346）。此类患者中，于取石术后行胆囊切除术者

胆总管结石复发率（8.0%）低于未行胆囊切除术者（25.6%），但二者无显著差异（p=0.111）。 

结论 1. 胆总管结石患者内镜下取石术后结石复发率为 4.7/100 人年，大部分复发发生在取石术后 2

年内。2. 胆总管横径增加、合并乳头旁憩室及高脂血症是胆总管结石复发的危险因素。 

 
 

PU-1803 

mTOR/PKM2和STAT3/C-MYC信号通路串话调控胃癌能量代谢

和酸性微环境的机制研究 

 
高苏萌 

1.南京市鼓楼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 

 

目的 我们的研究旨在通过一系列的体外实验，调控 mTOR /PKM2 和 STAT3 / c-Myc 信号通路来控

制胃癌的能量代谢，从而改善胃癌的恶性生物学行为。 

方法 用 PKM2 和 c-Myc 慢病毒分别处理人胃癌 AGS 和 HGC-27 细胞，单独敲除 PKM2 或 c-Myc，

以及共同敲除 PKM2 和 c-Myc，进而研究这几种情况对细胞增殖能力，集落形成能力，细胞凋亡水

平，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并且同时采用定量实时聚合酶链反应（Q-PCR）和 Western blotting 分

别鉴定 PKM2，c-Myc，LDHA，STAT3，P-STAT3，GLUT-1 基因的 mRNA 和蛋白水平表达。乳

酸试剂盒和葡萄糖试剂盒被用来检测细胞外乳酸和葡萄糖的含量。 

结果 我们的实验结果发现 PKM2 和 c-Myc 在人胃癌细胞中的表达明显升高。敲除 c-Myc 可以抑制

胃癌 AGS、HGC-27 细胞 c-Myc mRNA 和蛋白表达，从而进一步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迁移、集

落形成能力和糖酵解水平。共同敲低 PKM2 和 c-Myc，与单独敲除 PKM2 或 c-Myc 相比，对胃癌细

胞的这种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 mTOR / PKM2 与 STAT3 / c-Myc 两条信号通

路之间存在相关性，它们之间互相调节，从而共同调节胃癌能量代谢。 

结论 c-Myc 可能被认为是胃癌的一个潜在的治疗靶点，PKM2 与 c-Myc 结合可以更好地抑制胃癌的

恶性生物学行为，其中的机制可能与两条通路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 

 
 

PU-1804 

IL-17 诱导的内质网应激对 DSS 诱导的小鼠慢性肠道炎症的影响 

 
陈燕,陈永昱,董卫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内质网应激（Endoplasmic reticulum，ER）与肠道炎症反应密切相关，

其中，白介素(interleukin, IL) 17 可能在炎症病变中有着重要作用，但其在肠道炎症相关的内质网应

激中的作用目前研究甚少。本研究旨在探讨 IL-17 诱导的内质网应激对 DSS 诱导的小鼠慢性肠道炎

症的影响。 

方法 ①选用 6~8 周龄的 C57BL/6 雄性小鼠，随机分为普通饮水组和葡聚糖硫酸钠（DSS）饮水组，

每组 8 只，DSS 组先给予 3.0% DSS 自由饮用 7 d，然后正常饮水 14 d 如此作为一个周期，循环 3

个周期建立小鼠慢性结肠炎模型。通过疾病活动指数(DAI)评分、结肠长度测定和 HE 染色等方法评

估肠道炎症程度；②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IHC）比较 DSS 处理后小鼠结肠组织中 IL-17 及

GRP-78 表达水平；③电镜下观察小鼠结肠组织中细胞链接缝隙宽度，细胞桥粒、紧密连接结构是

否完整；④分离培养小鼠肠上皮细胞，通过实时定量 PCR 技术、Western-blot 法检测小鼠结肠组织

中 IL-17、GRP-78、RelA、P-RelA、核因子(NF)-κB、caspase-3 和 E-cadherin 等 mRNA 及蛋白表

达水平；⑤进一步采用免疫共沉淀法探索 GRP-78 与 P-RelA 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89 
 

结果 ①正常饮水情况下，对照组和慢性炎症组小鼠结肠长度、疾病活动度评分和结肠病理评分无明

显差异（P>0.05），DSS 造模后，小鼠结肠长度改变，疾病活动度评分和结肠病理评分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小鼠（P<0.05）；②IHC 结果显示 DSS 诱导的慢性炎症组 IL-17 及 GRP-78 表达显著上调；

③肠道慢性炎症组与对照组比较超微结构有明显不同程度改变，主要表现为部分合成或折叠错误的

黏蛋白在内质网堆积；④DSS 诱导的慢性炎症组 IL-17 及 GRP-78 mRNA 及蛋白表达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⑤IL-17 可促进 TNF 诱导的 GRP-78 募集，促进 TNF 诱导的 RelA 磷酸化。⑥GRP-78

与 P-RelA 蛋白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结论 在 DSS 诱导的小鼠慢性肠炎中，IL-17 通过调节 GRP-78 促进内质网应激，参与肠道炎症，

为进一步探讨内质网应激与肠道炎症间的关系和研究肠道炎症患者肠道功能紊乱奠定基础。 

 
 

PU-1805 

粪菌移植治疗难治性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疗效研究 

 
吴康棋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目的 难治性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refractory diarrh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rD-IBS)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慢性功能性肠道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排便不尽感、排

便急迫感等，常伴有明显的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病程长，症状迁延，就诊频繁(每月>1 次)，临床常

规治疗不理想，疗程>3 个月，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其发病与肠道菌群失调相关。本

研究探讨粪便菌群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治疗难治性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

的疗效。 

方法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6 月陆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消化内科的 20 例符合罗马Ⅳ诊断标

准的 rD-IBS 患者，均给予 FMT（口服肠菌胶囊，16 粒/次，1 次/周，总共 2 次）治疗。记录移植治

疗前后患者腹部疼痛评分、排便次数、大便性状 Bristol 粪便评分、IBS-SSS、IBS-QOL 和 HAD 评

分及相关不良反应。治疗后随访 8 周。 

结果 口服肠菌胶囊后，腹痛缓解率为 75%，腹泻为 85%，大便性状改善率为 45%，IBS-SSS、

IBS-QOL 和 HAD 评分治疗前后差异显著，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期间患者未发生严

重不良反应。 

结论 粪菌移植(肠菌胶囊)能够改善难治性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腹痛、腹泻症状，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和减轻焦虑与抑郁，8 周内治疗效果良好。 

 
 

PU-1806 

具核梭杆菌激活 NOD2/CARD3/IL-17 信号通路在溃疡性 

结肠炎发生中的机制研究 

 
陈永昱,陈燕,董卫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大量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与溃疡性结肠炎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具核梭杆菌可能在推动 UC 的

病程演变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致病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索 Fn 对 NOD2/CARD3/IL-17 信号

通路的激活作用在 UC 发生中的机制。 

方法 ①运用 16S rRNA 测序分析 10 例 UC 组织和 5 例正常结肠组织中细菌菌群组成差异。② FISH

检测 50 例 UC 组织及 20 例正常组织中 Fn 的丰度。③IHC 比较 Fn 阳性与 Fn 阴性 UC 组织中 NOD2

和 CARD3表达水平。④从UC组织中分离培养临床型Fn，16S rRNA基因测序鉴定临床型菌株Fn。

⑤以 Fn 标准菌株（ATCC 8501）和非致病性大肠杆菌（E coli）为对照组，采用 Fn（F01）感染 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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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和 CaCO2 细胞，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NOD2、CARD3、IL-17、RANTES 和 MUC2

等基因及蛋白表达量。⑥Fn（F01）感染 IEC 细胞， 沉默及过表达 CARD3 基因、IL-17mAb 干预，

检测 CARD3、IL-17、RANTES 和 MUC2 等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①16S rRNA 测序结果表明，不同 UC 组织中菌群构成不同。通过分层聚类热图分析细菌种属

组成情况，发现梭杆菌属丰度相对较高。②FISH 检测到 66%（33/50）的 UC 组织中侵入性的 Fn

丰度较高。相对于正常对照组，UC 组织中侵入性 Fn 丰度增加更明显(P= 0.045)。③与 Fn 阴性的

UC 相比，IHC 观察到 Fn 阳性 UC 组织中 NOD2、CARD3 的表达明显增加(P < 0.05)。④从 UC 组

织中分离培养鉴定出临床型可变梭杆菌菌株 Fn（即 F01），上传至 NCBI 基因库。⑤相对于 E coli，

Fn(F01)和口腔来源的 Fn 标准菌株 (ATCC 8501)均可导致 IEC 细胞及 CaCO2 细胞的

NOD2/CARD3/IL-17 的表达量显著上调(P < 0.05)。⑥在 Fn（F01）感染 IEC 细胞之前，采用 CARD3

基因沉默或 IL-17mAb阻断该信号通路，均可使下游RANTE、MUC2 等的表达明显下调 (P < 0.05)。

其中，CARD3 基因沉默可使 IL-17 的表达量明显减少(P < 0.05)。 

结论 侵入性Fn可通过NOD2/CARD3级联反应激活肠上皮细胞的 IL-17信号通路。 CARD3和 IL-17

可能是治疗 Fn 相关性 UC 的潜在药物作用靶点。 

 
 

PU-1807 

益生菌、益生元对急性结肠炎模型小鼠炎症程度及 

肠道菌群的影响 
 

王亚楠
1
,孟祥辰

1
,董一凡

1
,汪红英

2
,钱家鸣

1
,李景南

1
 

1.北京协和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益生菌（双歧杆菌、乳杆菌）、益生元（拉克替醇）及两者合用对急性结肠炎模型小鼠炎

症程度、肠道菌群的影响。 

方法 C57BL/6J 小鼠分为 6 组，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均 DSS 建模，建模对照组不予灌胃处理，

其余 4 组分别予益生菌（双歧杆菌、乳杆菌）、合生元（益生菌联合菊粉）、拉克替醇、益生菌联

合拉克替醇灌胃，于灌胃 1 周后处死小鼠，黏膜进行 HE 染色，按照炎症程度、隐窝破坏、损伤范

围、受累比例进行病理评分。收集灌胃前、灌胃中期、灌胃结束后的粪便标本及处死后的肠黏膜组

织，送检 16S rDNA 菌群测序。 

结果 1.各个灌胃干预组与建模对照组相比，病理评分明显下降（建模对照组、益生菌组、合生元组、

拉克替醇组、益生菌联合拉克替醇组分别为 27.00±7.94、5.40±2.79、7.25±2.87、7.20±2.86、

9.33±5.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各个灌胃干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 与空白

对照组相比，建模对照组拟杆菌属增加，乳杆菌属、毛螺旋菌科罗氏菌属等减少，而益生菌、拉克

替醇等灌胃干预组则上述有益菌属减少不明显。与建模对照组相比，灌胃干预组出现不同程度的双

歧杆菌属、毛螺旋菌科 NK4A136_group、毛螺旋菌科 UCG-006 等菌属的增加，理研菌科 Alistipes

等菌属的减少。3.黏膜菌群比同期粪便菌群丰度更高，且黏膜标本中脱铁杆菌科 Mucispirillum 增加

明显。 

结论 1. 益生菌、拉克替醇能够显著降低急性结肠炎小鼠的炎症程度。2. 急性结肠炎小鼠较空白对

照小鼠有益菌属减少、有害菌属增加，补充益生菌、益生元有利于增加有益菌属比例，调节肠道菌

群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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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08 

肠镜下导丝法治疗阑尾出血一例 

 
覃刚,朱季香,吴莉莉 

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在肠镜下运用斑马导丝引导，顺利将注射管插入阑尾腔，成功完成对出血的阑尾腔止血 

方法 在肠镜下运用斑马导丝引导，顺利将注射管插入阑尾腔，成功完成对出血的阑尾腔止血 

结果 运用肠镜，成功完成阑尾出血的内镜下治疗 

结论 阑尾出血多为阑尾腔内出血，而阑尾开口处有 Gerlach 瓣膜覆盖，常规喷洒止血药物无法有效

进入阑尾腔。本例止血成功的原因可能是在斑马导丝的引导下，造影管成功通过 Gerlach 瓣膜，进

入阑尾腔，止血药物有效的和出血部位接触，达到止血效果。阑尾的长度和直径差异较大，长度约

1cm 至 25cm，平均 8cm，而正常阑尾外径一般为 0.5cm 至 1cm，管腔的内径狭小，静止时仅 0.2cm，

肠镜无法进入阑尾腔，如果造影管直接盲插进入阑尾腔，容易加重出血和造成穿孔。在斑马导丝引

导下，既增加插管进入阑尾腔的成功率，同时避免加重出血和穿孔的风险，增加止血成功率。经文

献检索，该方法目前国内外均未见报道。该方法为阑尾出血治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内镜治疗方法，

有临床推广价值。 

 
 

PU-1809 

Endoscopic ultrasound elast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pancreatic masses: a meta-analysis 

 
Binglan Zhang

1
,Pan Li

1
, Shishi Yu

1
,Yajing Zhao

2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2.Department of sonograph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Objective Endoscopic ultrasound (EUS) elastography is a novel non-invasive technique that can 
be used for distinguishing benign from malignant pancreatic masses. However, the studies have 
reported widely varied sensitivities and specificities. A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EUS elastography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pancreatic 
masses. 
Methods All the eligible studies were searched by PubMed, Medline,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LR), negative LR, and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were calculated to examine the accuracy. 
Results A total of nineteen studies which included 1687 patients were analysed. The pool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the diagnosis of malignant pancreatic masses were 0.9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96-0.98) and 0.64 (95% CI 0.59-0.69) for qualitative EUS elastography, 
0.95 (95% CI 0.93-0.96) and 0.62 (95% CI 0.57-0.67) for quantitative EUS elastography, 
respectivel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LR were 2.73 (95% CI 1.99-3.73) and 0.06 (95% CI 
0.03-0.10) for qualitative EUS elastography, 2.66 (95% CI 1.84-3.86) and 0.10 (95% CI 0.06–0.16) 
for quantitative EUS elastography, respectively. The summary diagnostic odds ratio (DOR) and 
the AUC were 54.58 (95% CI 26.64-111.82) and 0.89 (Q*=0.817) for qualitative EUS elastography, 
29.75 (95% CI 15.55-56.93) and 0.93 (Q*=0.865) for quantitative EUS elastography. 
Conclusions Our meta-analysis shows that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US elastography 
have high accuracy in the detection of malignant pancreatic masses, which could be used as a 
valuable complementary method to EUS-FNA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ancreatic mass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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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10 

鹅去氧胆酸对 Caco-2 细胞黏液屏障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董欢,赵红靓,王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梗阻性黄疸（OJ）时因胆汁排入肠腔受阻，内毒素释放增多，肠屏障功能受损。肠黏液层是

抵御有害物质入侵的首要屏障，主要由黏蛋白-2（MUC2）组成。既往我们的研究已经证实 OJ 患者

及大鼠肠黏液屏障损伤，肠道 MUC2 蛋白分泌减少。因此我们推测胆汁酸可促进肠上皮细胞 MUC2

蛋白分泌，维持肠黏液屏障功能。鹅去氧胆酸（CDCA）属于初级胆汁酸，其对 MUC2 的刺激作用

最强。研究表明 Notch 信号通路对肠上皮细胞增殖和分化至关重要，其活化可促进肠上皮细胞增殖，

恢复肠屏障功能。本研究以 Notch 信号通路为切入点，观察鹅去氧胆酸（CDCA）对人肠上皮 Caco-2

细胞黏液损伤模型黏蛋白-2（MUC2）蛋白及基因表达的影响，并探讨其机制。 

方法 通过脂多糖（LPS）诱导，在体外构建人肠上皮 Caco-2 细胞黏液损伤模型，应用 Western Blot

及 Real-Time PCR 检测不同浓度 CDCA 对 Caco-2 细胞黏液损伤模型 MUC2 和 Notch 蛋白及基因

表达的影响。并应用 Notch1 特异性抑制剂 DAPT 反证其作用。 

结果 Western Blot 及 Real-Time PCR 结果示，LPS 组 MUC2 蛋白及 mRNA 表达水平较溶剂组减

低；不同浓度（50 μM、100 μM、150 μM）CDCA 处理细胞后，与 LPS 组相比，MUC2 蛋白表达

明显增高，且 150 μM CDCA 组表达最高。Notch 信号通路抑制剂 DAPT（20 μM）处理后，较 CDCA

组 Notch1 蛋白及 mRNA 表达降低，同时 MUC2 蛋白及 mRNA 表达降低。 

结论 LPS 介导 Caco-2 细胞 MUC2 蛋白及基因表达降低，黏液屏障损伤；不同浓度 CDCA 呈剂量

依赖性上调 MUC2 蛋白及基因表达，从而保护 LPS 介导的 Caco-2 细胞黏液屏障损伤；CDCA 通过

上调 Notch 信号通路，保护 Caco-2 细胞黏液屏障。 

 
 

PU-1811 

1 例克罗恩病合并腹腔脓肿肠道皮肤瘘患者的护理 

 
李丽 

重庆市新桥医院 

 

目的 控制感染，延长造口袋粘贴时间，保护伤口周围皮肤，减轻疼痛，促进伤口愈合。 

方法 初期以持续伤口引流及抗感染为主：先用生理盐水清洗瘘口创面，用 2﹪的碘伏消毒瘘口周围

皮肤，待干后用 3M 液体敷料均匀涂抹在瘘口周围，最后将裁剪好的造口袋粘贴在瘘口处，持续引

流，造口袋更换次数为每天一次。 

中期，待引流液减少，腹直肌瘘口处用生理盐水清洗瘘口创面，用 2﹪的碘伏消毒瘘口周围皮肤，

再用银离子敷料（德湿银，10*10cm）剪裁后填塞瘘口，二级敷料为纱布。右下腹瘘口仍接造口袋

持续引流。 

后期，右下腹瘘口缩小为 2cm×1cm×2cm，腹直肌瘘口缩小为 2cm×1cm×1cm ，有少量渗液，伤口

新鲜肉芽组织增生，局部血供良好。用生理盐水清洗瘘口创面，用 2﹪的碘伏消毒瘘口周围皮肤，

再用银离子敷料（德湿银，10*10cm）抗感染，二级敷料为纱布。 

结果 我科于 2016 年 4 月 2 日收治一位克罗恩病合并腹腔脓肿肠道皮肤瘘患者，患者诊断罗恩病明

确，活动期重度，严重营养不良，一般情况差，且合并上述并发症，经积极诊治和精心护理，患者

康复出院 

结论 克罗恩病以全肠道慢性复发性炎症为主要特征，病因尚不清楚。至今只能对症或暂时终止该疾

病发展，而不能从根本上治愈。而克隆恩的各种并发症更是让病人雪上加霜。因此医护应当与患者

及家属充分沟通，让其对克罗恩病的相关知识、营养支持、并发症等充分了解及认识，患者积极配

合医护的治疗措施、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是治疗克罗恩病的关键。而做好病人的心理疏导可让患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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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心态接受治疗从而提高疾病的治疗效果 [3]。出院后的生活指导是病人均衡营养，提高生活质

量、减少复发的有效途径。该患者病情重，并发肠瘘、腹腔脓肿、及皮肤瘘，护理难度大。总结护

理经验，护理重点是营养支持的护理、患者肠道皮肤瘘的护理及个性化的心理护理。在医生的积极

诊治及护理人员的精心护理下，38 天患者瘘口愈合，随后康复出院。 

 
 

PU-1812 

TWEAK-Fn14 通过活化 NF-κB 信号通路及诱导趋化因子 

分泌激活肝星状细胞 

 
苏敏

1,2
,张玮

1
,诸葛宇征

1
 

1.南京鼓楼医院 

2.宣城市人民医院 

 

目的 既往研究表明，很多炎症信号通路可以通过激活 HSCs 而促进肝纤维化的发生。但 TWEAK

及其受体 Fn14 在 HSCs 激活的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及其机制目前研究较少。因此，这篇研究我

们主要揭示 TWEAK 及其受体 Fn14 与 HSCs 活化的关系，并探讨其中可能的机制。 

方法 首先用 CCL4 腹腔注射构建出小鼠肝纤维化模型并确认肝确认纤维化成模效果，并检测 Fn14

和αSMA的表达量及定位的关系；分离出原代小鼠HSCs，用免疫荧光检测在HSCs活化过程中Fn14

的表达量，HSCs 经 TWEAK 或者 siRNA 处理，RT-PCR 检测 αSMA 和 desmin 的表达量，用 TWEAK

或 PDGF-BB 处理 HSCs，Transwell 小室及细胞增殖试剂盒检测 HSCs 的迁徙及增殖能力的变化；

用Western Blotting检测TWEAK或siRNA处理后星状细胞中NF-κB通路中蛋白水平；并用RT-PCR

和 ELISA 检测经 TWEA 或 siRNA 处理后 HSCs 中趋化因子的水平。 

结果 经 CCL4 腹腔注射，组织染色见肝脏组织假小叶形成，RT-PCR 检测发现 col1a1, desmin 及

pdgfr 表达增加。在肝纤维化肝脏中 Fn14 及 αSMA 的表达量增加，且两者共定位表达，HSCs 活化

过程中，Fn14 的表达量也是逐步升高的。加入 TWEAK 处理，αSMA 和 desmin 表达量增加，而 siRNA

下调 Fn14 后，αSMA 和 desmin 表达量下降。TWEAK 处理 HSCs 后，细胞的迁徙及增值能力增加。

予以 TWEAK 处理 24 小时后，NF-kB 信号通路中的 P65、P100、NIK 蛋白的磷酸化水平都增加；

予以 Fn14 siRNA 敲低再加入 TWEAK，NF-KB 信号通路中磷酸化的 P65、P100、NIK 蛋白都被抑

制。HSCs 予以 TWEAK 处理 24 小时后，趋化因子 CCL2，CCL5 及 CXCL10 表达量增加；予以

Fn14 siRNA 敲低再加入 TWEAK，趋化因子 CCL2，CCL5 及 CXCL10 表达量下降。 

结论 结果表明在肝纤维化过程中 TEAK-Fn14 是一种促纤维因子，对肝星状细胞活化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其促进肝星状活化的机制可能为其能活化 NF-κB 信号通路及诱导趋化因子的分泌。 

 
 

PU-1813 

不同营养素饮食对大鼠肠道菌群的影响 

 
殷亚妮

1
,魏宏云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目的 肥胖患者的肠道菌群与正常人群存在差异，饮食可以改变肠道的菌群结构，这种菌群的改变是

否与摄入的饮食成分有关，以及不同营养素饮食对小肠及大肠肠道菌群的影响尚不十分清楚。本研

究通过给予相对单一的营养素饮食，观察脂肪，糖类及蛋白质饮食摄入后对大鼠肠道菌群的影响。

以明确不同营养素饮食对肠道菌群的影响及其与肥胖之间的联系。 

方法 28 只 3 周龄雌性 SPF 级 SD 大鼠分别给予标准饮食，高脂饮食，高糖饮食及高蛋白饮食共 12

周。随后收集大鼠小肠粘膜及大肠内容物，对其内的肠道菌群组成进行 16S rRNA 分析。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394 
 

结果 结肠细菌菌群与小肠细菌菌群相比种类更多。在标准饮食组，小肠的拟杆菌的相对丰度明显低

于结肠（P<0.05）.小肠粘膜菌群组成结构与大肠的菌群不同，其物种多样性更大，其优势菌为厚壁

菌和变形菌(p < 0.05)。然而，结肠样品的拟杆菌量丰度较高，厚壁菌丰度较低(p < 0.05)。有趣的是，

只有小肠样本中发现有放线菌存在。喂食高脂和高糖饮食组显示，在小肠和结肠中，与标准饮食组

和高蛋白饮食组饮食相比，存在大量的厚壁菌和变形菌，而放线菌和拟杆菌较少。拟杆菌与体重增

加显著负相关(p = 0.02)。相反，小肠样品中的厚壁菌门和变形菌与体重增加呈正相关，但相关性不

显著(p = 0.21,p = 0.06)。同时发现，结肠微生物菌群与体重增加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p >0.05)。 

结论 饮食改变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丰富度。此外，小肠菌群易受饮食变化的影响，并与结肠的菌群

组成有所不同。饮食引起的小肠肠道细菌变化可能大鼠体重增加有关。 

 
 

PU-1814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合并胆石症 1 例 

 
苏涛,林建姣,项立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目的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是一种由自身免疫介导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慢性胰腺炎，发病率低，临床表现

无特异性，并容易引起急性胰腺炎反复发作，如合并胆石症，容易对急性胰腺炎的病因误诊，对自

身免疫性胰腺炎漏诊，本文通过病例报道及讨论，进一步认识疾病。 

方法 回顾龙岗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1 例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合并胆石症的发病过程以及诊断、治疗过

程。 

结果 患者男性，60 岁，患者临床表现为―反复上腹部痛 1 年余，加重 1 天‖入院，病程中 8 月前因

上腹部痛加重在外院诊治，外院上腹部 CT 及 MRCP 检查提示急性胰腺炎，胆总管结石、胆囊结石、

胰腺肿大，诊断为胆源性急性胰腺炎，并在外院给予行 ERCP 取石及胆囊切除术；但术后 6 个月患

者仍发作 3 次急性胰腺炎，给予治疗后好转；本次因再次上腹部痛就诊于我院，完善上腹部 CT 检

查提示自身免疫性胰腺炎，MRCP 提示主胰管狭窄、胆总管下段狭窄、IgG4 11.4g/L，诊断为自身

免疫性胰腺炎，给予相关治疗后患者好转。 

结论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合并胆石症临床少见，如去除胆石症病因，仍反复发作急性胰腺炎，需警惕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 

 
 

PU-1815 

甲胎蛋白对乙肝相关的慢加急性肝功能衰竭的预后评估 

 
汤善宏

1
,王孝平

1,2
 

1.成都军区总医院 

2.西南交通大学医学院 

 

目的 乙肝相关的慢加急性肝衰竭(HBACLF)患者的死亡率极高，有效的评估模型对疾病的管理起着

重要作用，目前绝大多数模型主要从肝功能受损程度及器官衰竭情况等进行预后评估，缺乏对肝脏

再生因素的考虑。甲胎蛋白(AFP)是一种反应肝细胞再生的指标，肝脏受损时血浆 AFP 浓度的升高

可作为肝脏组织修复的标志，然而目前鲜有研究从肝脏组织修复角度对肝衰竭患者进行预后评估，

AFP在HBACLF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故而本研究重在论证AFP浓度是否能有效评估HBACLF

患者的预后。 

方法 我们回顾性地观察了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间就诊于我院的诊断 ACLF 的患者。通过

严格的纳入和排除标准，最后入组了 92 例年龄在 18-75 岁之间的乙肝相关的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

随访终点为 180 天、死亡或肝移植。所有患者均记录了年龄、性别、腹水及肝性脑病情况、总胆红

素、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及血清 AFP 等临床及实验室指标。采用 SPSS16.0 进行数据处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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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运用了 T 检验、χ
2检验、ROC 曲线、单因素分析、Cox 比例风险模型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入组的 92 例 HBACLF 患者在 30 及 180 天的总体非肝移植生存率分别为 72.83%与 43.48%。

根据预后情况将患者分为非肝移植存活组(n=40)与死亡或接受肝移植组(n=52)，两组在年龄、总胆

红素、INR 及 AFP 浓度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通过构建方程 log10 
AFP 来判断 AFP 与预后的作

用，其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25，当 cut-off 值 ≥2.04 时，预测良好预后的特异度为 76.9% 灵敏度

为 62.5%。通过 Cox 比例风险模型发现，Log10
AFP、年龄、总胆红素、INR 是生存时间的危险因素，

log10
AFP 

≥2 的患者往往具有更长的存活时间。log10
AFP 

<2（n=51） 和 log10
AFP

≥2（n=41）的两组患

者在30、90及180天时的非肝移植存活率分别为58.82%与90.24% (P = 0.001), 39.22% 与83.93% 

(P<0.001),及 29.41% 与 58.54% (P=0.005)。 

结论 HBACLF 死亡率极高，AFP 浓度可有效地判断测患者的预后。 

 
 

PU-1816 

幽门螺杆菌 cagA 和 vacA 基因型对胃上皮细胞  

DNA 损伤修复的影响 

 
董海滨,米阳,黄煌,梅璐,郑鹏远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目的 幽门螺杆菌（Hp）是一种主要定植在胃黏膜表面的革兰氏阴性菌。Hp 感染是胃炎、胃十二肠

溃疡、胃淋巴瘤和胃癌的主要病因，并被 WHO 认为是一类致癌原。但是 Hp 感染引起胃癌发生发

展的分子机制一直尚未阐明，其中 Hp 感染引起胃上皮 DNA 损伤及修复机制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Hp 的毒力因子在疾病进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cagA 和 vacA 基因与胃溃疡和胃癌的发生发展密

切相关。本研究中，我们将重点研究 Hp 及其 cagA 和 vacA 基因型对 DNA 损伤标记蛋白和 HR 修

复关键蛋白表达的影响，以揭示 Hp 在推动胃癌前期发展过程中的分子机制。 

方法 1．收集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化生和不典型增生患者胃窦黏膜组织，免疫组化检测 Hp

感染和 DNA 损伤标记蛋白（gH2AX）及 HR 修复关键蛋白（MRE11、Rad51 和 CtIP）表达情况，

并分析其与 Hp 感染的关系；3. 提取各组织 DNA，PCR 方法扩增 cagA 3＇端和 vacA 基因 s 区、

m 区、i 区、d 区基因片段，分别采用基因测序和琼脂糖凝胶电泳确定各组织 EPIYA 基序类型和 vacA

基因亚型，并分析其与蛋白表达的关系。 

结果 1. 在 CSG、CAG、IM 三组内，gH2AX 的表达在 Hp 阳性组表达高于 Hp 阴性组；在 CSG、

CAG 两组内，MRE11 表达在 Hp 阳性亚组高于 Hp 阴性亚组；在 CSG、IM 两组内，Rad51 表达在

Hp 阳性亚组内表达低于 Hp 阴性亚组；在 CSG、IM 两组内，CtIP 表达在 Hp 阳性亚组表达低于 Hp

阴性亚组。2. 本地区人群 cagA 基因 EPIYA 基序类型以 EPIYA-ABD 为主，vacA 基因类型以

s1m1i1d1 为主。但各基序类型和 vacA 基因分型对 DNA 损伤标记蛋白和 HR 修复关键蛋白的表达

无影响。3. DNA 损伤标记蛋白在 m1、i1、d1 基因亚型组内表达高于 m2、i2、d2 基因亚组，HR

修复关键蛋白在各亚组内表达无差异。 

结论 1.在胃癌前期发展阶段，Hp 感染导致人体胃上皮细胞 DNA 损伤，却抑制部分 HR 修复通道关

键蛋白表达，从而可能抑制精确的 HR 修复，增加细胞恶变几率，且 Hp 的致病作用在炎症早期表

现较为明显。2.本地区 Hp 菌株 EPIYA 基序类型以 EPIYA-ABD 类型为主，vacA 基因型以 s1m1i1d1

为主。3.vacA 基因 m1、i1、d1 亚型致 DNA 损伤作用更强，而 cagA EPIYA 基序类型和 vacA 基因

型对 HR 修复关键蛋白表达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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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17 

IGRAs、ESR、ADA、CA125、hs-CRP 联合检测对 

结核性腹膜炎的诊断价值 

 
何锡东,刘琦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近年来结核性腹膜炎（TBP）发病率不断增加，但由于诊断较为困难，往往延迟了抗结核治疗

开始的时间，从而导致 TBP 的死亡率增加。目前国内外尚未见多项指标联合检测诊断 TBP 的报道，

故本研究旨在探讨 IGRAs、ESR、ADA、CA125、hs-CRP 联合检测诊断 TBP 的价值，以期寻找更

快速、准确的诊断方法。 

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10 月就诊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疑似 TBP 患者，同

时纳入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所有纳入者均完善 IGRAs 等相关检查，伴腹水者行腹水检查。

结果使用 SPSS20.0 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检测结果在各组间的差异；计算 QFT 等各定量试验的最

佳截断值及敏感度、特异度；将 QFT 与 ESR、ADA、CA125、hs-CRP 等指标联合检测，分析各种

联合检测方式诊断 TBP 的价值。 

结果 共纳入疑似 TBP 患者 180 人，排除 24 人，诊断 TBP 组 73 人，其他疾病对照组 83 人；纳入

健康对照组 52 人。其他疾病对照组与健康对照组合并为非 TBP 组共 135 人。通过统计学分析得出：

①TBP 组与非 TBP 组相比，TBP 组 QFT、ESR、血清 ADA、血清 CA125、hs-CRP 中位值及

T-SPOT.TB、TB-Ab 阳性率均高于非 TBP 组（p＜0.05）。②通过 ROC 曲线分析，QFT 曲线下面

积为 0.851，其最佳截断值为 0.55IU/ml，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86.30%、80.00%。③各种联合检

测方式 ROC 曲线下面积均＞0.8。QFT 等指标五种联合时，曲线下面积为 0.859，其敏感度、特异

度分别为 97.26%、62.96%。④腹水 ADA 曲线下面积为 0.932，其最佳截断值为 24.06U/L，敏感度、

特异度分别为 90.00%、96.77%。 

结论 TBP 组与非 TBP 组比较，QFT、T-SPOT.TB、ESR、ADA、CA125、hs-CRP 均存在显著性

差异；QFT 以 0.55IU/ml 为截断值时，对于 TBP 具有更好的诊断价值；将 QFT 与 ESR、血清 ADA、

血清 CA125、hs-CRP 联合检测时能明显提高 TBP 诊断准确性；腹水 ADA 仍然是诊断渗出型 TBP

的良好指标；两种 IGRAs 对于 TBP 诊断价值较高，可以作为临床诊断 TBP 的指标之一。 

 
 

PU-1818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with IGRAs, 
ESR, ADA, CA125 and hs-CRP for tuberculous peritonitis 

 
Xidong He,Qi Li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n recent years, the incidence of tuberculous peritonitis (TBP) has been increasing. 
Because TBP is difficult diagnosing in clinic, which delays the beginning treatment time of TBP, 
causing the high mortality of TBP. There is no any related report on the diagnosis of TBP using 
combined detection with various indices at home and abroad, so this study mainly aims at 
discussing the value of diagnosing TBP using the combined detection with IGRAs, ESR, ADA, 
CA125 and hs-CRP to find the more rapid and accurate diagnostic method of TBP. 
Methods All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TBP 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prospectively enrolled from 2,2015 to 10,2017. At the same time, the healthy checkup people 
were included as healthy control group. All the people included completed IGRAs, ESR, ADA, 
CA125, hs-CRP, TB-Ab, abdominal CT, and ascites were collected for ascites ADA and CA125 
detection. SPSS20.0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groups. Calculating the best clinical cut-off value, sensitiv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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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ity of the quantitative tests, such as , QFT ect, by Roc curve and Youden index. We 
combined QFT with ESR, serum ADA, serum CA125 or hs-CRP to study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various combined methods for TBP diagnosis. 
Results 180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TBP were enrolled, 24 of them were excluded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of grouping and exclusion. Finally, 73 patients were diagnosd in the TBP group and 83 
patients in the other diseases control group. 52 people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Combining the 
other diseases control group and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as non-TBP group(n=135). By 

statistical analysis, we got the following result: 1. The median of QFT，ESR，serum ADA，serum 

CA125，hs-CRP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T-SPOT.TB，TB-Ab in the TBP group is higher than the 

non-TBP group(p＜0.05). 2. By analysing the ROC curve, the Area Under Curve(AUC) of QFT is 

0.851(95% CI: 0.799-0.903), which is greater than the ESR，serum ADA，serum CA125, hs-CRP(p

＜0.05), it's best clinical cut-off value is 0.55(IU/ml),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ty is 86.30% and 

80.00%. 3. As for the combined detection, each AUC is greater than 0.8 when combining QFT with 
ESR, serum ADA, serum CA125 or hs-CRP. While the AUC is 0.859(95% CI: 0.809-0.909) when 
Combining QFT, ESR, serum ADA, serum CA125 and hs-CRP, and it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ty is 
97.26% and 62.96%. 4. The AUC of ascites ADA is 0.932(95% CI: 0.866-0.998), which is greater 

than the ascites CA125(p＜0.05), and its sensitivity and specifity is 90.00% and 96.77%. 

Conclusions The T-SPOT.TB, QFT, ESR, ADA, CA125 and hs-CRP in the TBP group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on-TBP group. When the cut-off value of QFT is 0.55(IU/ml), it has 
better value in diagnosing TBP; Combining QFT with ESR, serum ADA, serum CA125 or hs-CRP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accuracy of diagnosing TBP; Ascites ADA is still the pretty good 
index in diagnosing the exudative TBP. Two kinds of IGRAs which have pretty high value in 
diagnosing TBP can be used as one of the indices of diagnosing TBP in clinic. 
 
 

PU-1819 

生长抑素联合三腔二囊管治疗肝硬化门脉高压病引起的 

上消化道大出血的临床诊疗观察 

 
李峥,高山,杨伟 

襄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生长抑素联合三腔二囊管在治疗肝硬化门脉高压所致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大出血的

临床疗效。 

方法 对于我院 2013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诊疗的肝硬化门脉高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大出血患

者 141 例，分成生长抑素组(对照组)和生长抑素联合三腔二囊管组(治疗组),分别观察两组的止血效

果和不良反应。 

结果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肝硬化门脉高压的严重并发症之一,病情危重,如处理不及时病死

率可达 33％. 目前临床上处理门脉高压性上消化道出血的方法很多，如三腔二囊管压迫、生长抑素、

垂体后叶素、食管胃底静脉套扎、硬化剂注射以及外科手术治疗等，其疗效报道不一．有些甚至得

出相反的结论， 我院 141 例门脉高压上消化道大出血的患者，予以采用生长抑素及三腔二囊管治疗

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4%,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5%(P<0.05),两组在不良反应方面

没有明显差异，两组各有 2 例皮下注射善宁后出现恶心不适；治疗组插入三腔二囊管后感不适但均

能耐受，未出现呼吸道梗阻，窒息及食管糜烂穿孔情况。 

结论 肝硬化门脉高压所致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病死率高，如何提高其治疗效果是目前临床关注的问题，

观察生长抑素联合三腔二囊管在治疗肝硬化门脉高压所致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大出血的临床疗

效中显示，联合治疗有更高的疗效且副作用少，可以临床推广。综上所述，生长抑素联合三腔二囊

管治疗门脉高压性胃底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大出血疗效可靠．副作用少．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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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20 

过表达 FGD6 对肝干细胞分化的调控作用 

 
余师师,沙鸥,王南萍,张秉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过表达 FGD6 基因（Faciogenital dysplasia 6）对小鼠胚胎肝干细胞（HP14.5）分化调控

的作用。 

方法 通过购买装载有目的基因 FGD6 的重组质粒，Kpnl 酶和 Notl 酶双酶切后将目的基因 FGD6 插

入腺病毒载体使其过表达，并包装成腺病毒，利用包装好的重组腺病毒感染 HP14.5 细胞；用半定

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分别检测 HP14.5 细胞在感染腺病毒后的相关指标，如 FGD6、肝干

细胞标志物 (AFP)、肝细胞标志物(ALB)及胆管上皮细胞标志物（CK19、SOX9）；并通过糖原染

色法（PAS 染色）检测感染病毒后 HP14.5 细胞内的糖原合成情况； FGD6 基因腺病毒感染细胞组

即 Ad-FGD6（过表达组）均设置腺病毒空载体感染组即 Ad-RFP（空载组）进行对照。  

结果 成功构建重组腺病毒(AD-FGD6)； 在感染 FGD6 腺病毒后的 HP14.5 细胞中，FGD6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表达均升高，因此成功上调 FGD6 基因在 HPl4.5 细胞中的表达，同时肝干细胞标志物

（AFP）的 mRNA 及蛋白的表达水平降低，肝细胞标志物(ALB)及胆管上皮标志物(CK19)的 mRNA

及蛋白的表达水平升高，而胆管上皮标志物（SOX9）在蛋白水平上表达升高，基因水平上未见明显

变化; PAS 染色结果显示在过表达组的细胞胞质内存在大量的紫红色颗粒，呈阳性反应，说明此时

细胞有糖元合成功能，而空载组和未感染病毒组（正常组）细胞胞质内几乎没有紫红色颗粒，呈阴

性或弱阳性反应，说明此时细胞几乎没有糖原合成功能。 

结论 上调 FGD6 基因在 HP14.5 细胞中的表达，可能会使 HP14.5 细胞向肝细胞和胆管细胞方向分

化，因此，我们认为在肝干细胞分化调控的过程中 FGD6 起着重要作用，为 FGD6 基因的功能提供

一定的理论和实验依据，进一步丰富肝干细胞治疗终末期肝病理论依据和实验依据的内容。 

 
 

PU-1821 

双气囊小肠镜在小肠疾病诊断中的价值分析 

 
田野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探讨双气囊小肠镜在小肠疾病诊断中的价值及安全性。 

方法 对我科 2014年 1月至 2015 年 12月期间怀疑小肠疾病的 183例患者进行双气囊小肠镜检查，

回顾性分析其检查结果 

结果 根据患者病情选择经口或经肛的进镜方法，其中经口 67 例，经肛 97 例，双向进镜 19 例，阳

性率 85.2%（156/183）。双气囊小肠镜的主要适应症为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54%，98/183）。

其中，经双气囊小肠镜检查后 64 例患者可明确消化道出血的病因（65.3%，64/98）。所有患者中

主要病变包括小肠溃疡 32 例（17.4%），小肠息肉 24 例（13.1%），并对其中 13 例进行高频电切

除治疗，克罗恩病 17 例（9.2%），小肠良、恶性肿瘤 16 例（8.7%），小肠非特异性炎性改变 11

例（6.0%）。所有患者检查过程中及结束后未发生严重并发症，仅有少数患者有咽部不适、轻微腹

胀等，均可自行缓解。 

结论 双气囊小肠镜对小肠疾病阳性检出率高，检查安全有效，是小肠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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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22 

消化性溃疡 100 例流行病学分析 

 
刘涵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消化性溃疡（PU）主要是指发生在胃和十二指肠的慢性溃疡，因其形成与胃酸/胃蛋白酶的消

化作用有关而得名，主要包括胃溃疡（GU）和十二指肠溃疡（DU）。PU 是全球常见病、多发病，

也是临床最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一。通过对临床病例的分析，了解消化性溃疡发病学特点。 

方法 通过对我院 2017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的 3 个月间收治的、经胃镜检查明确诊断为消化性

溃疡的患者 100 例，对其进行流行病学分析。 

结果 100 例患者中胃溃疡 37 例，十二指肠溃疡 50 例，复合溃疡 12 例，吻合口溃疡 1 例。男性 77

人，女性 23 人，男女比例为 3.35：1。吸烟及饮酒的统计中，吸烟者 48 例，其中男性 47 例（占

61.0%），女性 1 例（占 4.3%），饮酒者 6 例（男性 5 例，女性 1 例），二者兼具共 26 例（均为

男性）。发病年龄以 41-60 岁最多，共 47 例（男性 36 例，女性 11 例）。 

结论 PU 的发病率与性别、年龄等相关，好发部位具有规律性，吸烟对消化性溃疡的发生率有很大

的影响。 

 
 

PU-1823 

胰管扩张在 CT 及磁共振检查中的诊断意义 

 
刘涵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胰管扩张是胆道胰腺系统疾病的重要表现，综合分析胰管扩张程度、位置以及形态等方面的表

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胰管扩张相关疾病进行诊断。临床上主要检查手段包括超声、CT、MRI 等。

通过对我科收治的相关患者进行分析，讨论胰管扩张在 CT 及磁共振检查中的诊断意义 

方法 对我科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胰腺相关疾病患者 46 例，经 CT 或 MRI 检查

明确有胰管扩张的患者共 16 例，并追踪其最终诊断，分析 CT 及 MRI 在伴有胰管扩张的胰腺相关

疾病诊断中的意义。 

结果 自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胰腺相关疾病患者共 46 人，确定有胰管扩张患者

共16例，CT及MR/MRCP检查报告中以胰管增宽＞3.5mm为标准，CT及MR检查的阳性率34.78%，

16 例患者均有明确诊断。 

结论 CT 对胆胰管等管腔病变的诊断作用有限，尤其是在判断结石及有无钙化时更加明显。所以胰

腺系统疾病一般建议完善 MRI/MRCP 检查，并结合其他检查综合分析，一般可以明确胰管或胆管的

扩张，并进一步寻找原发病灶 

 
 

PU-1824 

肝硬化并上消化道大出血患者行三腔二囊管置管护理 

 
艾青霞 

咸宁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三腔二囊管在治疗肝硬化并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置管护理。 

方法 对 50 例患者行三腔二囊管置管有针对性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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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7 例患者置管顺利，止血成功，2 例球囊破裂，及时行内镜治疗，1 例不能耐受拔管，拔管后

未再出血。 

结论 三腔二囊管置管过程中病情观察及心理护理非常重要。三腔二囊管压迫止血有较好作用，为内

镜下止血赢得时间。 

 
 

PU-1825 

葡萄糖舒张肠系膜微细动脉的机制研究 

 
郭艳军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目的 肠系膜微细动脉作为较好的阻力血管模型，其平滑肌的舒缩可显著改变血管管径，对肠系膜的

血流量具有明显控制作用。当肠系膜微细动脉收缩时，血管阻力增大，肠系膜血流量减少，限制营

养物质的转运，反之当血管舒张时，营养物质的转运亦增加。以往对营养物质转运的调节大多从神

经体液方面进行研究，但营养物质本身对微血管的作用目前尚未见文献。葡萄糖作为机体重要的能

源来源，进食后肠系膜循环中吸收大量葡萄糖，血管内渗透压升高，那么葡萄糖本身是否对血管存

在调节作用，仍未可知。因此本研究主要探究葡萄糖是否通过升高血管内渗透压从而激活血管内皮

细胞及平滑肌细胞膜蛋白，最终使肠系膜微细动脉产生舒张反应。 

方法 以 C57BL/6 雄性小鼠肠系膜微细动脉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微血管张力测定系统在组织水平记

录血管张力变化。使用甘露醇模拟高渗环境探究其对肠系膜微细动脉的作用。使用不同通道阻断剂

作用于血管，观察对葡萄糖及甘露醇舒张曲线的影响。最后应用单细胞 Ca
2+及 Na

+测定技术在细胞

水平观察葡萄糖及甘露醇对血管平滑肌细胞内 Ca
2+及 Na

+信号的影响。 

结果 葡萄糖可浓度依赖性舒张小鼠肠系膜微细动脉。同葡萄糖等摩尔量的甘露醇亦能使肠系膜微细

动脉发生剂量依赖性舒张反应。高钾收缩可明显抑制葡萄糖及甘露醇引起的肠系膜微细动脉的舒张。

应用TRAM-34，apamin阻断内皮依赖的超极化（endothelium-dependent hyperpolarization，EDH)）

可抑制葡萄糖及甘露醇的舒张曲线。使用 ouabain 或 0 K
+阻断钠钾 ATP 酶（Na

+
-K

+ 
ATPase，NKA）

时亦明显抑制葡萄糖及甘露醇的舒张曲线。在 0 Ca
2+高钾液中，葡萄糖及甘露醇均可显著抑制 CaCl2

的收缩曲线。细胞水平我们发现葡萄糖及甘露醇可显著降低血管平滑肌细胞内 Na
+及 Ca

2+信号。 

结论 葡萄糖可通过升高血管内渗透压浓度依赖性舒张肠系膜微细动脉，钾通道及 EDH 在其中发挥

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葡萄糖引起的高渗通过增强平滑肌细胞上 NKA 的活性，使平滑肌细胞发生超

极化反应。两方面共同作用，最终抑制平滑肌细胞膜上电压依赖性钙通道（voltage-dependent 

Ca
2+

channels，VDCC）的活性，使肠系膜微细动脉舒张。 

 
 

PU-1826 

南通市市级机关工作人员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影响因素观察 

 
郭锡明 

江苏省南通市市级机关门诊部 

 

目的 探讨市级机关工作人员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相关因素。 

方法 选择 2017年 1月-2017年 12月南通市市级机关体检发现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50例作观察组，

按照 1:1 比例选择同期的 50 例无酒精性脂肪肝病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人群性别、年龄、体

质量指数、不良生活方式、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血尿酸等因素上的差异。 

结果 观察组男性 78.00%、体质量指数（25.34±1.32）kg/m2、不良生活方式 62.00%、糖尿病 28.00%、

血脂异常 76.00%高于对照组的 48.00%、（23.07±1.11）kg/m2、30.00%、8.00%、26.00%(P<0.05)，

是引起非酒精性脂肪肝相关因素，两组年龄、血压、尿酸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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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机关工作人员脂肪肝患病率高，相关因素复杂，加强机关工作人员健康宣教及管理、培养科学

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相关疾病预防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生。  

 
 

PU-1827 

Down-regulation of CAMSAP2 induces mitotic arrest and 
inhibits HCC cell proliferation by modulating the kinetics of 

centromere-associated protein E. 
 

Xiangming ding,Dongxiao Li,Limin Xia,Dean Tian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Objective Unlike normal cells, liver cancer cells have uncontrolled proliferation with abnormal 
mitotic protein motility. Calmodulin-regulated spectrin-associated protein 2 (CAMSAP2) is a 
cytoskeletal protein and stably deposited on the growing microtubules minus-ends.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CAMSAP2 is critical for the post-translational regulation of 
noncentrosomal microtubule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MSAP2 and the hyperactive 
mitotic processes remain unclear. 
Methods CAMSAP2 levels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HCC cell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and immunoblotting method. Kinetics of centromere-associated 
protein E (CENP-E) and directions of chromosome movements was recorded by spinning disk 
confocal live cell imaging in shRNA-mediated CAMSAP2 depletion HCC cells. Flow cytometry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The cell growth and proliferation were 
detected using CCK-8 kit and clone formation assay. Protein interactions were studied using 
co-immunoprecipitation and immunofluorescence. Colocaliz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in 
ImageJ. 
Results Up-regulation of CAMSAP2 occurred in HCC tissue and HCC cells which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mitotic activity and poor prognosis. Kaplan-Meier analysis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high expression of CAMSAP2 had the highest recurrence rates and lowest overall survival 
times. Moreover, shCAMSAP2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HCC cells and the 
formation of subcutaneous implanted tumors in nude mice. In HCC cells, CAMSAP2 depletion 
resulted in increased levels of lagging chromosomes and and chromosome unequal distribution. 
In addition, CAMSAP2 depletion in HCC cells led to an increase in spindle detyrosinated 
microtubules by suppressing tubulin tyrosine ligase (TTL). We also observed in normal HCC cells, 
CENP-E interact with CAMSAP2 in the minus end of detyrosinated microtubules at the initial 
period of congression. Then CENP-E guide polar chromosomes towards the plus end along the 
detyrosinated microtubules. While, shCAMSAP2 caused ubiquitous detyrosination of spindle 
microtubules, and the CENP-E transported chromosomes away from spindle poles in random 
directions, which prevented polar chromosomes from congressing eventually. 
Conclusions CAMSAP2 palys essential role in HCC cell division by modulating the kinetics of 
CENP-E. Depletion of CAMSAP2 would disrupt the normal navigation system then caused impair 
chromatin separation of HCC cells. These findings define an important tumor suppression 
mechanism and may provide a potential treatment target for liver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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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28 

miRNA-140 作用于恶性肿瘤研究进展综述 

 
王小玉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miRNA 在癌症发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有研究表明，miRNAs 的异常表达与多种癌症

有关，而 miRNAs 可作为促肿瘤生长因子和肿瘤抑制因子存在。本文从 miRNA-140 相关信号通路

着手，介绍了 miRNA-140 作为肿瘤抑制因子或致癌基因与肺癌相关性及治疗前景的相关研究,逐步

展开 miRNA-140 在肺癌治疗领域的应用前景。 

 
 

PU-1829 

关于中医对脾胃虚弱的论述 

 
刘永生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中医对脾胃是后天之本，胃是容纳食物之海，脾是运化水谷精微，胃气以降为主，脾气以升为

主。脾胃升降能够正常运转，人的身体就不会出毛病。人在生活中，饮食不注意，就会引起脾胃不

和，有时候会出现脾气虚，脾阳虚，脾不统血，中气下陷。胃阳虚，胃气虚，胃阴虚，脾胃虚寒等

中医症候。其中脾气虚是脾胃虚弱的基本类型，脾气虚证，是指脾气不足，就是脾健运表现活力差。

脾是主运化水谷之精微，全身的营养物质均由脾脏健脾化来完成。 

 
 

PU-1830 

索拉非尼联合 TACE 治疗中国中晚期肝细胞癌疗效的 meta 分析 

 
冯悦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目的 系统的评价索拉非尼联合 TACE 与单独应用 TACE 两种治疗方法对中国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

的疗效。 

方法 用―TACE‖或―肝动脉化疗栓塞‖和―多吉美‖或―索拉非尼‖和―肝癌‖或―肝细胞癌‖或―肝肿瘤‖检索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Pubmed。（时间为 2004 年 1 月-2014

年 10 月），同时检索可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对纳入的文献作出评价后提取数据，用 RevMan5.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纳入 7 项随机对照试验，共计 556 例患者。meta 分析的结果显示，索拉非尼联合 TACE 与单

独应用 TACE 治疗中国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相比较，在客观缓解率（OR=2.14，95%CI:1.45-3.15）、

疾病控制率（OR=5.49，95%CI:3.58-8.43）、1 年生存率（OR=5.49，95%CI:3.58-8.43）及 2 年

生存率（OR=4.55，95%CI:2.28-9.07）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索拉非尼联合 TACE 与单独应用 TACE 相比较，能提高中国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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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31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与结直肠癌患者 

不同期别预后生存关系的研究 

 
杨雁鸿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淋巴细胞比值 NLR 评价结直肠癌不同分期预后的价值，为结直肠癌患者开展个体化治疗、

延长生存期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统计符合要求的结直肠癌患者共 359 例，依据 ROC 曲线，取得 NLR=2.54 值为本课题的 NLR

研究截点,并将纳入该课题的结直肠癌研究对象分为低、高 NLR 两组(低 NLR 组≤2.54；高 NLR 组＞

2.54)，目的是比较两组患者在临床病例特征及预后生存期的差异。统计患者资料基本特征资料(性别、

年龄、肿瘤史、吸烟史、饮酒史、家族史)，临床病例特征资料[治疗前白细胞计数、TNM 分期(病理

分期采取美国联合肿瘤委员会 AJCC 第七版)]，治疗方法(根治术、姑息术、化疗)。针对不同因素对

低、高 NLR 两组进行统计学分析，讨论 NLR 和临床各因素关系；通过随访确定结直肠癌患者完整

随访资料，明确患者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及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分析 NLR 值与结直肠癌预后生存关系。 

结果 单因素分析证实：低、高 NLR 组在年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的基本病例特征

(包括性别、肿瘤史、吸烟史、饮酒史、家族史)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临床病例特征[治

疗前白细胞计数、TNM 分期]方面比较，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低 NLR 组与高

NLR 组患者的 1、3 年生存率分别为 99.53%、87.41%和 78.70%、61.53%，低、高组 1、3 年总生

存期(OS)分别为 11.98、11.44 个月和 33.11、27.99 个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 NLR

组和高 NLR 组患者的 3 年无进展生存期(PFS)分别为 23.21、18.37 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各种不同治疗方法 3 年生存率比较，采用根治术治疗低 NLR 组生存时间显著高于高 NLR 组

患者(P＜0.05)。姑息术及化疗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证实：NLR 和 TNM 分期

方法分别是结直肠癌的独立危险预后因素。 

结论 NLR 与结直肠癌相关预后因素中的年龄、治疗前白细胞计数、TNM 分期相关。 

 
 

PU-1832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在结直肠癌 

临床预后中的研究进展 

 
王小玉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近年来临床中关于中性粒细胞与人类恶性肿瘤之间关联性的研究日益凸显。已有研究证实，在

结直肠癌中，肿瘤浸润中性粒细胞、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NLR)水平的上升会

导致较差的临床预后，而且是导致患者预后差的一项稳定且独立的风险因素，同时中性粒细胞对肿

瘤预后的消极影响并没有因化疗或生物靶向治疗而得到改善，其中显著体现在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

瘤中。因此了解中性粒细胞免疫监测情况与肿瘤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现集中

近年来临床试验中的研究现况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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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33 

中医对疾病的诊治要明确病因 

 
刘永生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人类的患病原因分为外因、内因与内外因三个方面来查找，找出病因进行分析归纳，进行三因

辩证。即因人、因时、因症综合判断辩证求因，辨病立法给出诊断，立方处置。 

同时养成良好的保护环境，遵守社会环境保护原则，是杜绝疾病的发生。外因是致病的条件，内因

七情不能过和不及，过而不及都是致病的根源，外因通过内因才能伤人。 

 
 

PU-1834 

中医治疗疾病 8 种方法 

 
刘永生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中医对人体疾病的治疗，是以人为本，从整体出发。在治疗疾病时，有 8 种治疗的法则，从病

人的整体出发，看病人的病情变化，用药的时候互相搭配，合理用药。避免单一用药，不是头疼医

头，脚痛医脚的弊端。所以各种疾病，病情变化不同，采取治疗的方法也不同。共有 8 种治疗方法，

分别叙述如下。 

 
 

PU-1835 

中医中药总汇配对的用法 

 
刘永生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数以万计的中药方剂，其中均包含药物配伍的妙用，配伍是否恰当与否，直接影响方剂效果，药

对配伍得当，事半功倍的效果。常用中药的药对 

1.清心泻火药对配伍 

石膏—栀子连翘，如清瘟败毒散； 

竹叶—石膏，如竹叶石膏汤； 

栀子—知母，如消黄散。 

2.清新解毒 药物配对 

黄连—黄苓、栀子，如黄连解毒汤； 

连翘—木通、大黄，如洗心汤； 

大黄—黄芩、黄连，如泻心汤； 

连翘—牛蒡子、玄参，如普济消毒饮。 

3.清新凉血 药物配对 

犀角—生地、玄参，如清营汤； 

赤芍—牡丹皮，如犀角地黄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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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36 

集束化干预降低内科危重病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效果观察 

 
陈建荣 

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分院 

 

目的 探讨集束化干预降低内科危重病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DD）的临床价值。 

方法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实施集束化的干预内科危重病 160 例，2012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

常规内科危重病 170 例，常规组根据医嘱使用抗生素，常规健康教育和指导；集束化组实施下列集

束化措施。 

结果 集束化组 ADD 发生率 1.00%、ADD 持续时间（3.42±1.22）天、肛周红肿破溃 0.63%低于常

规组 7.06%、（5.11±1.40）天、4.71%(P＜0.05)。患者满意 98.82%高于常规组 93.75%(P＜0.05)。 

结论 内科危重病是 ADD 发生的高危科室，影响因素复杂，进行集束化干预促进抗生素合理使用，

降低 ADD 发生率，缩短 ADD 持续时间、提高满意度。 

 
 

PU-1837 

慢性 HCV 感染者 ITPA rs1127354 单核苷酸多态性特征 

及其与抗病毒疗效的关系 

 
刘振华,王眭,亓文骞,王江滨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探讨中国东北部慢性 HCV 感染者 ITPA rs1127354 和 rs7270101 位点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含

利巴韦林抗 HCV 方案疗效的关系。 

方法 通过直接测序法对 2011.1~2014.1中国东北部 5个地域五家肝病中心 906例接受PEG-IFN-2a

联合 RBV 抗病毒治疗的慢性 HCV 感染者（HCV1 型 612 人，非 HCV1 型 294 人）ITPA rs1127354

和 rs7270101 位点进行 SNPs 分析，探讨 ITPA 基因 SNPs 是通过影响利巴韦林诱导溶血性贫血间

接影响抗病毒疗效还是直接与抗病毒疗效相关。 

结果 ITPA rs1127354 位点的遗传多态性在 HCV1 型和非 1 型之间无明显差异，未见 rs7270101 位

点多态性；ITPA rs1127354CC 型患者在治疗 4 周时就表现出易诱发溶血性贫血的现象，在治疗后

12 周贫血发生率明显高于非 CC 基因型者；在 12 周后的个体化治疗期间，完成 80%计划计量的 CC

型患者明显少于非 CC 型者；在完成 80%计划计量的前提下，ITPA rs1127354 的遗传多态性及相关

的 ITPase 活性不仅与非 1 型而且与 1 型 HCV 感染者抗病毒疗效存在关联。ITPA rs1127354 非 CC

型的非 HCV 基因 1 型者，即 ITPase 活性＜25%者，从抗病毒治疗 12 周起就表现出更好的应答率，

而 HCV 基因 1 型者在抗病毒治疗 48 周也表现出较对照组更好的应答率；多因素分析表明，ITPA 

rs1127354 遗传多态性与 HCV 基因型及基线 HCV RNA 水平、IL-28B rs12979860 基因型以及

Fibroscan 分级一样均影响 PEG-IFN 联合 RBV 的抗病毒疗效。 

结论 ITPA rs1127354 遗传多态性及所编码 ITPase 活性不仅与 RBV 诱导溶血性贫血相关，而且也

直接影响 PEG-IFN 联合 RBV 的抗病毒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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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反馈联合黛力新治疗直肠高敏感便秘患者的疗效观察 

 
张颖慧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生物反馈联合黛力新治疗伴直肠高敏感功能性便秘合并焦虑抑郁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8 例伴直肠高敏感及焦虑抑郁的功能性便秘患者分为生物反馈联合黛力新治疗组（A 组 10

例）、单纯生物反馈治疗组（B 组 9 例）和单纯黛力新治疗组（C 组 9 例）。三组患者疗程均为 3

个月。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直肠敏感测试得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HAMD）评分、排便情况评分(排便间隔时间、大便性状、大便时间及排便不尽感）改变情

况。 

结果 三组患者治疗前直肠感觉测试评分、HAMA 评分、HAMD 评分及排便情况评分比较（P＞0.05）；

三组患者治疗后直肠感觉测试评分、HAMA 评分、HAMD 评分及排便情况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

（P＜0.05），但 A 组和 C 组治疗后 HAMD 评分、HAMA 评分显著低于 B 组治疗后（P＜0.05），

A 组和 C 组治疗后直肠感觉测试评分显著低于 B 组治疗后（P＜0.05），A 组和 B 组治疗后排便情

况评分显著低于 C 组治疗后（P＜0.05）。 

结论 生物反馈联合黛力新治疗有焦虑抑郁障碍、直肠高敏感功能性便秘疗效显著，能有效改善患者

便秘及焦虑抑郁症状。 

 
 

PU-1839 

ESD 治疗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临床疗效安全性及有效性分析 

 
刘姚江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目的 描述 ESD 治疗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分析评价 ESD 治疗早期食管癌及

癌前病变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为 ESD 在消化道早期肿瘤病变中的应用提供医学证据。 

方法 回顾 2011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科内镜中心诊断为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并完成 ESD

治疗的 384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分析患者临床特征、ESD 治疗的相关效应指标，评估 ESD

治疗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临床疗效及预后。 

结果（1）ESD 治疗临床效果,在纳入研究对象 384 例中，ESD 治疗整块切除率为 98.96%、完全切

除率为 96.35%、治愈性切除率为 92.45%，平均手术时间 40.0（12～328）min，平均住院日为 7.50(3～

22)d，平均住院费用 12152( 6624～29984 )元，中位随访时间 26 (6～68) 个月； 

（2）ESD 治疗相关并发症分析,在纳入研究对象 384 例中，ESD 治疗相关并发症，出血发生率为

1.56%、穿孔发生率为 0.26%、食管狭窄发生率为 13.80%。 

食管狭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变内镜下分型、病变环周比例、病变浸润深度、病变大小和手术

时间均与 ESD 术后食管狭窄的发生相关（P<0.05）；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变占食管

周径比例≥2/3 是 ESD 术后发生食管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 

（3）预后,患者 3 年整体生存率 96.30%，随病变浸润深度的增加，患者生存率呈整体下降趋势，其

中，M1 期癌 3 年整体生存率为 98.59%、、M2 期癌为 94.12%、M3 期癌为 91.67%、SM1 期癌为

75%；病变复发率 2.86%，随病变浸润深度的增加，病变复发率呈升高趋势，M1期癌复发率为 1.17%、

M2 期癌为 3.45%、M3 期癌 6.06%、SM1 期癌为 12.12%。 

结论 ESD 治疗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在取得较高整块切除率和完全切除率的同时，复发率相对较

低，患者远期生存率和生活质量较高，相关并发症中以食管狭窄最为常见，其中，病变占食管周径

比例≥2/3 是 ESD 术后发生食管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综上，在认真评估及严格把握适应症的前提

下，ESD 可作为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优选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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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33 参与食管腺癌早期发生的机制探索 

 
单晶,胡霞,孙晓滨,史维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食管腺癌（EAC）的发生遵从慢性炎症癌变过程，从胃食管反流病(GERD)到 Barrett 食管(BE)

再到 EAC， 免疫微环境的改变参与了炎癌转变过程。IL-33 是 IL-1 家族的新成员，广泛表达于机体

防御系统的表皮细胞及内皮细胞中，具有胞内转录因子和胞外细胞因子的双重生物学功能。近年来

研究发现其在多种癌前病变及肿瘤中高表达，参与了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构建。我们前期研究发现

IL-33 在 GERD 中表达升高，参与炎症的扩大及维持，但 IL-33 是否参与食道腺癌的发病尚未见报

道。本研究旨在探讨 IL-33 在食管腺癌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包含了 65 例食管腺癌及癌旁组织的组织芯片进行 IL-33 免疫组化染色，分析其与肿瘤病

理分期、预后的关系。体外实验利用 RT-qPCR、WB、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IL-33 及其受体 ST2 在正

常食道上皮细胞（HEEC）、食道腺癌细胞（OE33，OE19）的基因及蛋白表达水平。通过 CCK-8，

划痕及侵袭试验检测 IL-33对食管腺癌细胞的增殖能力及侵袭能力的影响。ELISA检测 IL-6的分泌。

利用 sST2（ST2 中和抗体）阻断 IL-33/ST2 途径后，检测其对细胞增殖，迁移的影响。 

结果 IL-33在食道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且在早期病理分期（I-III期）及 T 分期（T1-2）

的肿瘤组织中表达更高，提示其可能参与了早期肿瘤的形成。体外实验发现 IL-33 及其受体 ST2 在

食管腺癌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食道上皮细胞。外源性给予 IL-33 时间及剂量依赖性促进食管腺癌

增殖及侵袭能力，诱导肿瘤上皮间质转化，上皮相关蛋白 E-cadherin 的表达降低，间质相关蛋白

N-cadherin 表达升高。IL-33 促进食管腺癌细胞分泌 IL-6。sST2 可阻断这些作用。 

结论 IL-33可能参与了食管腺癌的早期发生，其能够通过ST2受体促进食管腺癌细胞的增殖与迁移、

促进肿瘤细胞分泌促肿瘤因子 IL-6。进一步探索 IL-33 如何影响肿瘤微环境，将为食管腺癌提供新

的诊治策略。 

 
 

PU-1841 

维生素 B12 缺乏至严重麻痹性肠梗阻 

 
郭秀丽,徐有青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维生素 B12 的缺乏会导致高同型半氨酸血症、恶性贫血、亚急性联合变性、精神抑郁、甲基丙二

酸血症、血管性痴呆以及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
【1，2】。其中，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subacute combined 

degeneration of the spinal cord ,SCD）由于维生素 B12 缺乏引起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其典型临床

表现为深感觉减退、感觉性共济失调、痉挛性截瘫以及末梢型感觉障碍
【3,4】

。但关于维生素 B12 缺

乏 SCD 引发麻痹性肠梗阻的不多见 

 

 
PU-1842 

炎症性肠病患者心理状况与其疾病活动度的关系 

 
南楠,田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本文将系统分析两者随时间变化的关系，这将有助于确定心理治疗在 IBD 治疗中的地位，为临

床医生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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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对 PubMed 数据库进行全面的文献检索，筛选出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并移除符合排除

标准的研究。 

结果 本文共纳入了 11 个有关 IBD 患者心理状况与其疾病活动度随时间变化关系的临床研究。其中， 

1 个双向研究（发现在 CD 中两者双向相关，但在 UC 中仅为单向相关），5 个单向研究（4 个表明

IBD 患者心理状况与其疾病复发有关，1 个显示两者无关），5 个干预性研究（采用 5 种不同的干预

措施。其中，2 个研究将 UC 和 CD 独立分析（仅 1 个发现心理干预对 UC 有意义）；3 个研究将 IBD

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仅 1 个显示干预治疗对 IBD 患者有意义））。 

结论 压力对 CD 和 UC 患者疾病活动度的影响不同——CD 与感知压力之间存在双向相关性，而 UC

可能仅与长期高压单向相关。焦虑、抑郁可增加 IBD 疾病活动度。目前有关两者随时间变化关系的

临床研究尚存在较多缺陷，导致结果不明确，今后需要更多高质量的研究以进一步探究。 

 
 

PU-1843 

RACK1 is a new player in the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induced by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through 

regulating integrin β-1 

 
Yi Hu

1
,Jian-Ping Liu

2
,Xue-Yang Li

1
,Yan Cai

1
,Chuan Xie

1
,Cong He

1
,Nian-Shuang Li

1
,Yin Zhu

1
,Nong-Hua Lu

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2.Karolinska Institute 

 
Objective The receptor of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C 1 (RACK1, GNB2L1) is a 36-kDa cytosolic 
protein involved in multiple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processes. Recent reports indicated RACK1 
was an anti-oncogene in gastric cancer. Herein,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infection, proinflammatory NF-κB activation 
and RACK1. 
Methods The study used in vivo and in vitro experiments. TCGA data base analysis, tissue 
microarrays, luciferase reporter,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Western Blot, immunofluorescence,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sequence, H. pylori infection,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assays 
were used. 
Results TCGA analysis of gastric cancer indicated RACK1 protein level was lower in the H. pylori 
positive gastric cancer group in comparison with H. pylori negative gastric cancer group.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 pylori infection increased RACK1 mRNA expression and decreased 
RACK1 protein levels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gastric mucosa of mice and gastric cancer tissues. H. 
pylori infection increased the activity of NF-κB reporter and p-NF-κB (Ser 536) protein level in vitro 
and in vivo. Moreover, the overexpression of RACK1 inhibited the H. pylori infection-induced 
activation of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through negatively regulating integrin β-1, as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PCR,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Immunohistochemistry analysis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κBα and RACK1 expression levels (r

2
=0.762, P<0.01)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NF-κB and RACK1 expression levels(r
2
=0.762, P<0.05) 

in gastric mucosa of mice. 
Conclusions RACK1 is a new player in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induced by H. pylori infection 
through regulating integrin β-1. The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RACK1 following H. pylori infection 
and activation of NF-κB provides a link between infection, inflammation and gastric 
tumouri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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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44 

咖啡因介导的肠上皮离子转运的分子机制研究 

 
张枫莲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目的 咖啡因是来自咖啡、可可和茶中的一种化合物，是世界上消费最广泛的物质之一。咖啡因的摄

入可引起神经和肌肉骨骼系统的刺激、支气管和血管平滑肌的放松、肠道运动和胃酸分泌等几个正

常的生理效应。虽然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咖啡因可以刺激人体小肠水的分泌，但是除了可能激活肠

道净钠的分泌外，人们对其潜在的机制以及其对肠上皮阴离子分泌的影响知之甚少。在本研究中，

我们使用咖啡因来探索 RyR / Ca
2+介导的肠上皮细胞分泌，并阐明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细胞信号传

导 Ca
2+和 cAMP 之间的相互关系。 

方法 以 C57BL/6 雄性小鼠十二指肠作为研究对象，应用自动电压钳对跨上皮细胞短路电流测量技

术（Ussing chamber 实验）、生物化学和免疫组织化学实验以检查小鼠十二指肠上皮中的离子通道

和离子通道的表达。应用单细胞 Ca
2+实时测定技术在细胞水平观察肠上皮细胞中 Ca

2+成像。 

结果 咖啡因（CAF）刺激小鼠十二指肠，通过双侧去除 Cl
-或 HCO3

-后使电流（Isc）减弱。在无

Ca
2+的浆膜液中，以及在十二指肠组织浆膜侧添加了 SOC 和 CRAC/Orai 通道的几个选择性阻滞剂

后，咖啡因刺激十二指肠的电流（Isc）被显著抑制。咖啡因诱导的肠上皮细胞内的 Ca
2+进入 Ca

2+

库(SOCE)后，受到了钌红（RR）和 SOC 选择性阻滞剂的抑制。此外，肌浆网 Ca
2+螯合剂(TPEN)、

RyR 选择性阻滞剂(RR, 丹曲洛林)和 CaCC 选择性阻滞剂(NFA, T16A)，对咖啡因刺激的十二指肠

电流（Isc）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咖啡因还轻微升高十二指肠黏膜中的环磷酸腺苷(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cAMP)浓度，诱导 PKA/ CFTR 介导的离子分泌。有趣的是，cAMP 可以协同咖啡

因增强 Ca
2+信号的作用，反之则不成立。最后，免疫组化检测 STIM1 和 Orai1 在十二指肠黏膜中的

表达。发现 Orai1 蛋白主要与基底外侧标记物 Na
+
- K

+
-ATPase（NKA）共同定位。 

结论 咖啡因主要通过 RyR/SOCE/Ca
2+信号促进肠道阴离子的分泌，并辅以 cAMP 信号，协同作用

于 Ca
2+信号。我们的发现为潜在的药物靶点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调节上皮细胞的分泌来控制肠道

液体的体内平衡，并通过促进上皮 HCO3
-分泌来保护上消化道。 

 
 

PU-1845 

临床护理路径在急性胰腺炎应用的 RCT 研究现状 

及效果的系统评价 

 
刘春雨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目的 采用系统评价的方法临床护理路径在急性胰腺炎患者应用的随机对照研究现状及其效果，为其

的应用和深入研究提供依据和线索。 

方法 按照 Cochrane 系统评价员手册，通过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

The Cochrane  Library、PubMed、Ebsco 数据库，辅以手工检索和文献追溯方法收集相关随机对

照试验研究（RCT）文献，按照 CONSORT2010 清单评价文献报告规范性，描述文献分布及质量

特征，并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根据文献异质性选择随机或固定效应模型。 

结果 最终纳入 18 篇文献，文献质量均为 B 级，13 篇文献为单中心研究；CONSORT 条目报告率

为 26.4%～48.1%。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常规护理组相比，临床护理路径可显著缩短住院时间

〔MD=-1.91,95％CI=(-2.42,-1.41)，P<0.001〕；减少住院费用〔MD=-1.68,95％CI=(-1.82,-1.53)，

P<0.001〕，减少疾病并发症〔OR=0.30,95%CI=(0.21,0.42)，P<0.00〕和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OR=3.830,95%CI=(2.46,5.96)，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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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临床护理路径在急性胰腺炎应用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整体设计和报告规范性有待提高；在急性

胰腺炎患者中实施临床路径护理，可能缩短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减少疾病并发症，提高患者

满意度。但由于纳入研究质量问题及异质性，有待规范的临床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

评价。 

 
 

PU-1846 

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疗效分析 

 
王艳玲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疗效分析。 

方法  选择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在该院门诊就诊的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 2 组，A 组采用常规方法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 48 周，B 组在

常规方法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基础上加用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 3 粒/次日 3 次口服 48 周，观察 2 组

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腰围、胆固醇及甘油三酯指标及 CT 下

肝脏形态学变化情况。 

结果 B 组在治疗后的上述各项指标均明显低于 A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作用明显，具有重要的临床实践意义。 

 
 

PU-1847 

内镜下窄带成像技术（NBI）在结直肠息肉病变性质中的诊断价值 

 
刘雪,蔡洪,汤建华 

赣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窄带成像技术对结直肠息肉病变性质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 87 例患者经普通肠镜检查发现 100 枚结直肠息肉，通过 NBI 观察息肉粘膜表面微血管形

态，再根据 NICE 分型方法分析病理类型，并将 NBI 下预测的结果与术后病理诊断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100 枚结直肠息肉按 NICE 分型，其中 NICE 1 型 35 枚，NICE 2 型 65 枚，NICE 分型对肿瘤

性和非肿瘤性息肉的准确率、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 88% 、92.08%、81.08%。 

结论 内镜下 NBI 观察结直肠息肉微血管形态，应用 NICE 分型能较准确的判断肿瘤性及非肿瘤性病

变。 

 
 

PU-1848 

胃肠道神经内分泌肿瘤 2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张盼盼,吴贵恺,刘国祥 

唐山市工人医院 

 

目的 本文报道了内镜及超声内镜检查后，经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剥离病变组织检查而确诊的胃和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各 1 例，通过总结其临床表现、影像学

及内镜检查等特点，提高此病的早期诊断及治疗。 

方法 文献复习。 

结果 内镜及超声内镜除了在 GI-NENs 诊断方面有重要作用外，同时也为其治疗提供了除外科切除

外的另一种创伤较小的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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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临床已逐渐提高对于 GI-NENs 的认识，但由于其组织形态学、免疫分型以及肿瘤位置、大小

和病理分型等方面各有特点，对于每例具体的患者，应当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系统规划实施个体化

的诊疗。 

 
 

PU-1849 

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治疗高龄胆总管结石的临床疗效观察 

 
刘丹 

丹东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 ( ERCP ) 治疗高龄胆总管 结石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本院收治的 162 例高龄胆总管结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 (n = 81 例) 和观

察组(n = 81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肝胆外科手术治疗，观察组予以 ERCP 术治疗，比较两组研究对

象 的腹痛缓解时间、黃疸消退时间、取石成功率、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观察组的腹痛缓解时间、黄疸消退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 组，均有 P < 0.05 , 对照组及观察组

的取石成功率比较 , 统计结果显示无差异 , P > 0.05。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23.46 % ( 19/81 ) ,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2.47 % ( 2/81 ) , 经 c
2检验 , 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 P 

< 0.05 。 

结论 在高龄胆总管结石患者中施以 ERCP 术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 

 
 

PU-1850 

结构化教育在慢性病自我管理中的研究进展 

 
顾芳臣

1
,林征

1,2
,尚星辰

1
,罗丹

1
 

1.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本文旨在介绍结构化教育在国内外慢性病自我管理中的应用现状，展望其在我国慢性病管理中

的应用前景。 

方法 对结构化教育在国内外慢性病自我管理中的应用现状进行综述。 

结果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方案尚缺乏统一的指南指导，研究间的干预方法、干

预内容差异较大，患者的依从性、科学性和便捷性都缺乏保障。目前国内外存在多种健康教育形式,

其效果不一,因此实施高质量的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结构化教育以患者需求为中心，将多理论联

合运用；内容贴近患者生活，形式全面灵活；以说教与互动相结合，强调行为改变而不仅仅是单一

的知识灌输；注重跟踪随访，从而帮助患者构建积极的疾病应对方式，增强其对自我管理的责任感；

并根据患者个人需求制定自我管理计划，提高了患者的学习自主性及积极性，增强了患者自我管理

能力。同时，患者生理、心理、行为和社会学等方面的指标都有所改善，结构化教育不仅提高了患

者的自我效能、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改善了患者的精神症状，还提升了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和遵医行

为，同时也节约了健康服务资源，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虽然结构化教育在国外的研究报道中取得

了较大的成功，但其对慢性病患者生理学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探究。现有研究缺乏对结构化教育长期

干预效果的研究，干预起效与效果衰减的确切时间尚不可知。因为结构化干预的复杂性，难以明确

结构化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另外，国外不同的结构化教育项目评价标准不同，今后研究应该注重

发展能够全面系统地评价结构化教育效果的问卷。 

结论 国外结构化教育发展成熟，应用广泛，而国内结构化教育多停留在孤独症、社交障碍儿童及糖

尿病患者的教育上。我国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需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结构化教育模式，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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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发展成熟的理论、实施方案及评价标准引入，经过本土化改良后形成完整的体系框架，应用到不

同疾病中去，而这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PU-1851 

Epidemiology and etiology of acute pancreatitis in urban 
and suburban areas in Shanghai: a retrospective study 

 
Junjie Fan,Chunlan Huang,Yue Zeng,Ling Ding,Yingying Lu,Junyuan Zheng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pidemiology, etiology and severity of acute pancreatitis (AP) in 
urban and suburban areas of Shanghai in 2011 and 2016.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patients admitted to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urban & 
suburban campuses) with AP in 2011 and 2016 was undertaken.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cute 
biliary pancreatitis (ABP), hypertriglyceridemic pancreatitis (HTGP), alcoholic pancreatitis, and 
panceatitis of other causes according to etiology. Severity of AP was divided into mild AP (MAP), 
moderately severe AP (MSAP), and severe AP (SAP) 
Results AP patients in suburban area increased more rapidly than those in urban area. The mean 
onset age of AP in urban area in 2016 was older than that in suburban area (p <0.05). The 
suburban patients in 2016 have significantly younger mean onset age than that in 2011 (p <0.05). 
HTGP incidence in suburban patients increased from 2011 to 2016, which changed little in urban 
area. Urban female was more likely to develop HTGP than suburban ones in 2011, which reversed 
in 2016. As to the male patients, the incidence of HTGP increased in both urban and suburban 
areas. Non-elderly (< 60 years old) patients had higher HTGP incidence than that of elderly ones 
in both 2011 and 2016. The descending trend of SAP in suburban area wa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in urban area. The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decreased from 2011 to 2016, especially in SAP 
patients. 
Conclusions AP patients increased more rapidly in suburban area of Shanghai with younger 
onset age. The incidence of HTG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suburban area, reminding of the 
prevention and screening of HTG. 
 
 

PU-1852 

KAI1 Regulates th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xu Liu,Xiaozhong Guo,Hongyu Li,Jiang Chen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Area 

 
Objective Th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is consider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ancreatic cancer (PC).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KAI1 gene 
overexpression on the EMT of human PC cell line, MIA PaCa-2.  
Methods A plasmid overexpressing KAI1 and pCMV were transfected into MIA PaCa-2 cell 
respectively. After the differently transfected cells selected by G418 and the KAI1 protein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 the cells were renamed as MIA PaCa-2-K and MIA PaCa-2-p. 
Wound healing as well as transwell migration assays were then performed in PC cells. 
EMT-related markers were analyz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The percentage of wound closur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MIA PaCa-2-K cells as 
compared to that of MIA PaCa-2-p cells and MIA PaCa-2 cells after 24 h, 48 h, and 72 h (P <0.05, 
P <0.05). The numbers cell invasion of MIA PaCa-2, MIA PaCa-2-p, and MIA PaCa-2-K cells were 
48 ± 15.4, 50 ± 12.4, and 12 ± 3.8, respectively (P <0.05). KAI1 overexpression induced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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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regulation of E-cadherin (P <0.05) and significant downregulat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2 
(MMP2) (P <0.05) and MMP9 (P <0.05) in PC cells.  
Conclusions KAI1 appeared to decrease the EMT and inhibit migration PC cell. Therefore, KAI1 
may represent a novel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of PC. 
 
 

PU-1853 

结直肠息肉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后出血的相关因素分析 

 
李培培,王宇晴,倪永,沙林玉,于莲珍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结直肠息肉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术后出血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6年 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并行内镜下黏膜切

除术（EMR）切结直肠息肉的 3936 例患者临床资料，术后出血组患者 111 例，未出血组患者 3825

例，通过 excel 生成随机数字随机选择 176 例作为对照，分析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合并症、息肉

分布部位、息肉数目、大小、病变形态、病理类型等。 

结果 单因素结果分析，共有 5 个变量对结直肠息肉 EMR 术后出血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性别（男）（P=0.008）、息肉数目（P=0.001）、息肉直径≥10mm（P=0.000）、息肉分布部位（右

半结肠）（P=0.036）、用抗栓药（P=0.015）。对单因素筛选出的 5 个变量及高血压（P<0.1）、

腺瘤性息肉（P<0.1）进行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其中，性别（男）、息肉直径≥10mm、息肉

数目为结直肠息肉 EMR 术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性别（男）、息肉直径≥10mm、息肉数目为 EMR 息肉切除术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上

应多加注意，以预防术后出血的发生。 

  
 

PU-1854 

先天性门静脉狭窄致肝前性门脉高压症 

 
汤善宏,秦森,王孝平,曾维政 

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先天性血管畸形是一种比较罕见的肝血管性疾病，是由于胚胎发育过程中的血管发育异常所导

致，国内外的文献少有报道。我们报道了一例先天性门静脉狭窄致肝前性门脉高压症，以探讨先天

性门静脉狭窄致肝前性门脉高压症的临床特征与内科治疗。 

方法 报告一例 18 岁患者因上消化道出血入院的病例，行常规检查，胃镜及 CT 门静脉造影寻求病

因，并给予其对应的治疗。 

结果 患者为失血性贫血，肝功能轻微异常，胃镜提示食管静脉曲张出血，CT 门静脉造影检查提示

门静脉主干明显扩张，于入肝前呈球形扩张，之后门静脉左右支显著细小，考虑门静脉先天性狭窄，

局部见较多细小侧支循环形成；食管下段、胃底及肝门区静脉曲张，门脉主干走行迂曲；门脉系统

经胃小弯侧可见两条粗大侧支循环，经肝脏后与肝静脉汇合。治疗采用内镜下静脉曲张套扎术，并

予以抑酸、止血、生长抑素维持静滴、输注红细胞悬液纠正贫血、补液及对症支持治疗，7 日后好

转出院。出院后长期服用心得安 10mg，3 次/天。近期随访 2 年，患者病情平稳。 

结论 CT 门静脉造影检查可以准确显示门静脉形态，是诊断的金标准，并对后续治疗有指导意义。

对暂时不能采用外科治疗的病例，使用心得安降低门静脉压力是必要的选择，能够改善胃肠道高动

力循环状态，患者可获得相对较好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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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55 

益生菌联合铋剂四联方案在幽门螺杆菌根除中的应用 

 
张灵云,蓝宇,王玘,樊宇靖,司小北,吴改玲,程远 

北京积水潭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在幽门螺杆菌（H.Pylori）初治患者的铋剂四联方案中加用益生菌后的根除率及安全

性等情况，探讨益生菌联合铋剂四联方案在 H.Pylori 根除治疗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至 2017 年于我院就诊，明确为 H.Pylori 感染的初治患者 224 例，随机入组为观

察组及对照组，疗程均为 14 天。具体用药方案：对照组为雷贝拉唑（10mg）+阿莫西林（1000mg）

+克拉霉素（500mg）+复方铝酸铋颗粒（2.6g），所有药物均每日两次服用；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加用复合乳酸菌胶囊（660mg，每日三次，与抗生素相隔 2 小时）。用药结束后 3-5 天调查患者

用药安全性与依从性；4-12 周复查 13
C 尿素呼气试验明确 H.Pylori 根除情况 

结果 1，基线资料：共 224 例 H.Pylori 初治患者纳入意向性分析（ITT），观察组及对照组各 112

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吸烟者的比例及人体质量指数的分布均无明显差异（p>0.05）。观察组

共 58 例患者完成胃镜检查，其中消化性溃疡者 12 例（21.4%）；对照组中 30 例患者完成胃镜检查，

其中消化性溃疡者 5 例（16.7%），两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观察组有 1 例患者因皮疹中途

停药，2 例患者失联，2 例患者依从性差，予以剔除，共 107 例患者纳入符合方案分析（PP）；对

照组有 3 例患者失联，2 例患者拒绝复查，1 例患者依从性差予以剔除，共 106 例纳入 PP 分析。 

2，根除率：根据 PP 分析，观察组、对照组的根除率分别为 91.6%（98/106）和 85.8%（91/106）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1.755，p=0.185）；根据 ITT，观察组、对照组根除率分别为 87.5%（98/112）

和 81.3%（91/11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1.659，p=0.198）。 

3，安全性及依从性：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均以口苦的味觉异常及大便不成形、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为主，

少量患者有皮疹及头晕等表现，总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为 28.6%。所有不良反应在停药后均很快消失，

观察组有 1 例患者因皮疹停药，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观察组有 1 例患者依从性 86%，对照组有 2

例患者依从性小于 90%，余患者用药依从性均大于 90%，两组患者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益生菌联合铋剂四联方案对 H.pylori 初治患者的根除率为 91.6%（PP 分析），安全性较高，

依从性理想，可作为 H.pylori 患者的新选择。 

 
 

PU-1856 

超声内镜鉴别胃内胃肠道间质瘤和平滑肌瘤的价值 

 
李梦颖,齐健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目的 超声内镜鉴别胃内胃肠道间质瘤和平滑肌瘤的价值 

方法 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内镜中心行普通胃镜及超声内镜检查，经

病理和免疫组化确诊为胃肠道间质瘤或平滑肌瘤，且资料记录完整的 127 例患者纳入回顾性研究，

分析其胃镜及超声内镜下影像学特点。同时将胃肠道间质瘤根据病理学标准进行危险度分级，比较

不同危险程度胃内胃肠道间质瘤超声内镜下特征特点。 

结果 本项研究共纳入胃内黏膜下病变 127 例，其中胃肠道间质瘤 89 例，平滑肌瘤 38。胃内胃肠道

间质瘤和平滑肌瘤在病变部位、表面形态、起源层次、生长方式及表面溃疡、囊性变上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胃内胃肠道间质瘤直径较平滑肌瘤更大（P＜0.05）；回声较平滑肌瘤更不

均匀（P＜0.05）；低回声中有高回声影较平滑肌瘤更为多见（P＜0.05）。并且根据病理危险程度

不同，将胃肠道间质瘤分为极低危险度（63 例），低度危险度（21 例）以及中度危险度（5 例），

对其超声内镜图像行进一步分析发现，超声内镜下胃内胃肠道间质瘤的直径（P＜0.05）、回声均匀

度（P＜0.05）以及囊性变（P＜0.05）有助于胃肠道间质瘤危险度的分级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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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超声内镜对胃内胃肠道间质瘤和平滑肌瘤具有重要的鉴别诊断价值,对于胃内起源于固有肌层，

超声内镜下圆形或椭圆形呈低回声、回声不均匀、低回声中有高回声影的黏膜下病变考虑胃肠道间

质瘤的可能性大。超声内镜有助于不同危险度的胃肠道间质瘤的判断，对于病变直径大、回声不均

匀、囊性变的胃内胃肠道间质瘤而言，其危险分层的级别可能更高。 

 
 

PU-1857 

含米诺环素、甲硝唑的铋剂四联方案根除幽门螺杆菌的临床观察 

 
张灵云,蓝宇,王玘,樊宇靖,张月霞,司小北 

北京积水潭医院 

 

目的 观察含米诺环素、甲硝唑的铋剂四联方案在幽门螺杆菌(H.Pylori)初治患者中的根除率及安全性、

依从性等情况 

方法 选取 2016 年至 2017 年于我院就诊，明确为 H.Pylori 感染，年龄在 18-75 岁之间的初治患者

189 例，分别接受观察组及对照组的治疗，具体方案为观察组：雷贝拉唑（10mg，BID）+米诺环素

（0.1g,BID）+甲硝唑（0.4g,TID）+复方铝酸铋颗粒（2.6g，BID），对照组将观察者的抗生素更换

为阿莫西林（1.0g,BID）+克拉霉素（0.5g,BID），疗程均为 14 天。用药结束后 3~5 天随诊患者安

全性与依从性；4~12 周复查 13
C 尿素呼气试验了解 H.Pylori 根除情况 

结果 1.基线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 H.Pylori 初治患者 189 例进行意向性分析（ITT），其中观察组 94

例，对照组 95 例。观察组中有 2 例患者失联，2 例患者因头晕恶心明显自行停药，共 90 例患者完

成最终治疗与随访，纳入符合方案分析（PP）；对照组有 2 例患者失联，1 例患者拒绝复查，1 例

患者依从性差，予以剔除，共 91 例纳入 PP 分析。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吸烟、人体质量指数、

溃疡患者比例、既往大环内酯类药物应用史等基线资料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 

2.根除率 按照 ITT 分析，观察组、对照组的根除率分别为 84.0%（79/94）和 83.2%（79/95），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0.027，p=0.870）；根据PP分析，观察组、对照组的根除率分别为87.8%（79/90）

和 86.8%（79/9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0.038，p=0.846）。 

3.安全性及依从性 观察组及对照组不良反应的总发生率分别为 40.4%、41.1%，无明显差异

（p>0.05）。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以头晕、恶心为主，大部分程度较轻，其中两例患者程度较重，

中途停药，未完成治疗；对照组不良反应主要为口苦的味觉异常，无患者因不良反应停药。本研究

中除失联及中途停药的患者外，只有对照组的 1 例患者用药依从性不足 80%，予以剔除，余患者用

药依从性均≥90% 

结论 米诺环素联合甲硝唑的根除方案根除率较标准铋剂四联方案略高，但头晕、恶心较明显，临床

中可作为青霉素过敏的 H.Pylori 感染患者的选择 

 
 

PU-1858 

胃癌中上调的 SIRT1 通过 STAT3/MMP-13 信号通路抑制 

肿瘤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 

 
杨阳,张舒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胃癌中 STAT3 的持续激活对维持恶性表型具有重要作用，乙酰化是维持 STAT3 磷酸化激活

的重要修饰方式，SIRT1可以通过去乙酰化STAT3降低其磷酸化水平从而抑制STAT3的转录活性，

且 SIRT1 在胃癌中的功能尚存争议。本实验旨在研究 SIRT1 对人胃癌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及

阐明相应的机制。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416 
 

方法 1、收集 18 例胃癌标本，用免疫组化的方法分别检测癌组织及相对应的癌旁组织中 SIRT1 表

达水平。2、两株人胃癌细胞 AGS 和 HGC-27，使用慢病毒转染的方式构建 SIRT1 敲除的稳定转染

细胞株及相应的阴性病毒转染细胞作为对照。CCK-8 法检测 SIRT1 敲除细胞的增殖能力；transwell

小室检测迁移及侵袭能力；Western blot 检测转染细胞中 Vimentin 和 Snail 蛋白水平。使用 SIRT1

过表达质粒转染 AGS 和 HGC-27，transwell 小室检测 SIRT1 过表达细胞的迁移能力；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中 Vimentin 和 Snail 蛋白水平。3、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 SIRT1 敲除细胞及 SIRT1 过表

达细胞中乙酰化 STAT3、磷酸化 STAT3 蛋白表达水平。JAK2/STAT3 抑制剂 AG490 处理 SIRT1

敲除细胞，transwell 小室检测处理后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设计合成特异性针对 STAT3 基因的

siRNA 及阴性对照 siRNA，处理 SIRT1 敲除细胞，transwell 小室检测处理后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

力。 

结果 1、SIRT1 的表达水平在胃癌组织中上调。2、敲除 SIRT1 的两株胃癌细胞 AGS 和 HGC-27，

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明显增强，Vimentin 和 Snail 蛋白水平升高。SIRT1 过表达细胞迁移能力减

弱，Vimentin 和 Snail 蛋白水平降低。3、敲除 SIRT1 后乙酰化 STAT3、磷酸化 STAT3 蛋白水平

升高；过表达 SIRT1，乙酰化 STAT3、磷酸化 STAT3 蛋白水平降低。两种方法抑制 STAT3 均可以

减弱 SIRT1 敲除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 

结论 敲除 SIRT1 通过激活 STAT3 / MMP-13 信号通路来增加胃癌细胞中的转移能力，表明 SIRT1

是潜在的肿瘤抑制剂。胃癌患者中 SIRT1 的上调可能是起到反馈调节作用，用以阻碍有害的 STAT3

信号传导。SIRT1 激活剂也许可以被用来预防和治疗转移性胃癌。 

 
 

PU-1859 

经胃、肠镜活检孔道置入鼻空肠营养管的技术比较 

 
宋森涛,孙燕,朱峰,叶静,刘菲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目的 比较鼻空肠营养管经胃镜置入与经肠镜活检钳辅助推送置入的临床应用效果，探讨后者的技术

优势。 

方法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选择因重症胰腺炎；晚期胃癌等导致狭窄梗阻等需要行肠内营

养治疗的 24 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胃镜组,内镜直视下边插鼻空肠营养管边退镜，直至内镜头端

完全退出患者口腔；肠镜组,内镜直视下边插鼻空肠营养管边退镜，在营养管后端（体外端）到达内

镜活检孔道时，以活检钳辅助推送营养管并继续直视下退镜，直至内镜头端完全退出患者口腔。比

较操作时间、一次性成功率以及空肠营养管脱回胃内的情况。 

结果 每组 12 例患者，均成功完成鼻空肠营养管的内镜下置入。胃镜组与肠镜组平均操作时间分别

是(5.7±4.6)min、(4.1±3.8)min，一次性成功率分别为 91.7%、100%，其中胃镜组操作中营养管脱

回胃内发生一例。两组比较，在平均操作时间上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经肠镜活检钳辅助推送放置鼻空肠营养管是一个值得使用的技术方法，利用这项技术可以减少

置管操作时间，增加置管成功率，而且这项技术可以缩减营养管长度，扩大营养管内径从而延长营

养管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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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0 

肝纤维化中 Prrx1 调控 PDGF 诱导肝星状细胞的迁移的 

作用及机制 

 
龚瑾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血小板源生长因子（PDGF）被认为是肝脏纤维化和星状细胞活化的主要纤维化因子，本研究

旨在探讨 Prrx1 在 PDGF 促肝纤维化通路中的作用和机制，为有效干预肝纤维化寻找新的潜在干预

靶点。 

方法 采用免疫荧光双染方法检测 20 例慢性肝炎肝纤维化患者和正常对照肝组织中 Prrx1 和 α-SMA

蛋白表达情况，分析 Prrx1 表达与肝纤维化的相关性及其定位。分别采用 TAA 和 CCl4 诱导不同程

度大鼠肝纤维化模型，使用 RT-q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Prrx1 表达情况。在 PDGF 时间和浓度

梯度下，分别检测人肝星状细胞株 LX-2 和大鼠原代肝星状细胞 R-HSCs 中 Prrx1 的表达水平，并研

究 PDGF 调控 prrx1 表达的分子机制。此外，研究 Prrx1 调控 PDGF 诱导肝星状细胞的迁移的作用

及机制。最后，在 TAA 诱导大鼠肝纤维化模型中，采用尾静脉注射腺病毒干扰肝脏组织表达 Prrx1,

检测不同组肝纤维化程度的差异。 

结果 我们研究发现在人肝纤维化组织中，Prrx1 蛋白表达明显增加，且主要定位于肝星状细胞。在

TAA 和 CCl4 诱导不同程度大鼠肝纤维化模型中，我们检测发现 Prrx1 水平随肝纤维化程度增加而

表达增多。我们还证实，在时间和浓度梯度下，PDGF 通过激活 ERK/Sp1 和 PI3K/Akt/Ets1 通路，

促进人肝星状细胞 prrx1 表达。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发现，Prrx1 可通过调控 MMP2、MMP9 表达

促进 PDGF 诱导的肝星状细胞迁移。最后，在 TAA 诱导的肝纤维化模型中，我们证实下调 Prrx1

表达，肝纤维化程度明显改善。 

结论 我们研究证实肝星状细胞 Prrx1 蛋白表达与肝纤维化相关，Prrx1 通过调控 PDGF 诱导肝星状

细胞迁移发挥促纤维化的作用。 

 
 

PU-1861 

信息化平台应用于肝硬化失代偿期 TIPS 术后患者的效果分析 

 
罗珍利,周爽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探讨信息平台建设在肝硬化失代偿期 TIPS 术后患者出院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便利抽样法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在我院治疗的肝硬化失代偿期 TIPS 术后患者 62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每组 32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

干预、健康宣教和电话随访，观察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出院计划干预和信息平台联系。实施

具体护理措施如下：1.常规护理干预：1.1 讲解肝硬化失代偿期 TIPS 术后护理重要性。1.2 术后 24h

穿刺点压迫时间、观察要点及卧位要求。1.3 饮食管理，限制蛋白质摄入，避免高蛋白饮食。1.4 病

情观察，注意观察患者意识思维情况，预防肝性脑病发生。1.5 抗凝治疗，防止分流道血栓形成。

1.6 加强生活护理，保存大便通畅，必要时遵医嘱行缓泻药等。2. 出院指导：2.1 定期到医院检查分

流道通畅情况，如出血、黑便，腹胀情况立即到医院就诊。2.2 强调勿暴饮暴食，摄入低蛋白质饮食，

避免进食强硬、辛辣食物，禁烟酒。2.3 避免精神紧张，生活规律，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睡眠和休息。

2.4 坚持按时服用，定期复查肝功能，血氨，肝脏彩超，胃镜等，一般在术后 1 个月、3 个月、半年、

1 年各检查一次。3.信息平台的应用，建立微信群，由医务人员用微信信息平台状况发给观察组每一

位患者，如：在家注意事项，进食什么饮食，患者家属观察患者病情思维，大便、服药情况等，了

解患者饮食情况，定期复查时间提醒等，使患者及家属及时反馈，医护人员及时解答。对照组通过

电话随访，观察组则通过信息平台联系、提醒，比较两组患者遵医行为，不自主运动评定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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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normal involuntary movement scale，AIMS）评分及肝硬化失代偿期 TIPS 术后患者并发症发

生率（血氨升高及肝性脑病、胸腹腔出血、再发消化道出血、分流道狭狭窄或堵管、发热一般波动

在 37.5-38.5℃、黄疸、分流道血栓形成等）和再次住院率的差异。 

结果 出院后 1 个月、3 个月、半年和 1 年，观察组在 AIMS 评分、肝硬化失代偿期 TIPS 术后患者

并发症发生率及再次住院率明显低于对照组；遵医行为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学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建立信息沟通平台，增加医患信任关系，使并发症明显减少。信息平台应用于肝硬化失代偿期

TIPS 术后患者康复中，能够改善患者遵医行为，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生活质量，使患者受益。 

 
 

PU-1862 

慢性乙肝合并脂肪肝的炎症病因研究 

 
徐亮,张舰琼,宓余强,李萍,陆伟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观察慢性 HBV 感染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病理特点判别肝脏炎症原因。 

方法 收集 2014 年 0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诊于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慢性 HBV 感染合并非酒精

性脂肪肝的患者，依据肝脏病理特征分为活动性 HBV 组和非活动性 HBV 组，单因素分析比较这两

组患者一般特征和临床资料等差异，后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肝脏炎症活动相关性指标，得出回归

公式，评价及验证其准确性。 

结果 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后，最终年龄、CAP、E、ALT 等四个因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所得的回归方程为 Y=0.106×年龄-0.033×CAP+0.48×E+0.048×ALT-0.86，此时预测的整体正确率为

83.1%。此公式相应的 AUC=0.922，P<0.001，cut-off 值为 0.534，灵敏度为 80%，特异度为 90.91%，

阳性预测值为 93.6%，阴性预测值为 73.2%。 

结论 公式 Y=0.106×年龄-0.033×CAP+0.48×E+0.048×ALT-0.86 初筛，若 Y 值>0.534，需高度重视

乙肝的问题，必要时行抗病毒治疗。这个公式的实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PU-1863 

粪菌移植治疗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的短期临床疗效观察 

 
陈敏,韩霜,李亚妮,刘真真,聂勇战,时永全,吴开春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 

 

目的 评估粪菌移植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根据病情及患者意愿纳入中-重度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通过上消化道（鼻空肠营养管）

或下消化道（TET 管）途径注入新鲜粪菌滤液 200-250ml，分别记录粪菌移植治疗前及治疗后患者

临床症状和炎症活动指标变化情况。疾病应答反应通过 Mayo 评分进行评估。粪菌滤液均由健康志

愿者提供新鲜粪便制备而成，并于粪菌滤液制备成功后半小时内注入患者体内。随访时间为治疗后

1 周。 

结果 2016 年至 2018 年间共纳入 10 名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男性 8 人，女性 2 人，平均年龄

45 岁（22-61 岁），平均病程 4.8 年（2 月-16 年），重度活动期 4 人，中度活动期 6 人。4 人通过

上消化道途径移植粪菌，6 人通过下消化道途径移植粪菌。8 人进行 3 次粪菌移植，1 人进行 4 次粪

菌移植，1 人进行 8 次粪菌移植。临床症状方面，7 人明显好转，2 人无明显好转，1 人转换治疗后

接受手术治疗。好转的 7 名患者，血沉及 C 反应蛋白均明显下降，且 Mayo 评分分别下降 3 分、5

分、3 分、2 分、5 分、1 分、3 分。研究还发现粪菌移植尤其对溃疡性结肠炎合并艰难梭菌或有激

素依赖的患者效果良好。所有患者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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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粪菌移植治疗活动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短期内安全有效，尤其对合并艰难梭菌感染或存在激素

依赖的患者效果良好。但其长期疗效及安全性仍需大规模前瞻性临床试验加以证实。 

 
 

PU-1864 

PROK2 在原发性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林承杰

1
,袁观斗

2
,何松青

2
 

1.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明确肝癌及癌旁组织中 PROK2 蛋白的表达，并分析其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进

一步探索其表达异常与肝癌细胞生物学功能的关系。 

方法 通过下载 TCGA 数据库中的肝癌基因芯片，通过差分分析得到明显差异表达的 PROK2。用免

疫组化方法检测 PROK2 蛋白在肝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并进一步分析肝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

和预后。并通过体外实验分析过表达或沉默 PROK2 基因后，肝癌细胞的生物学行为改变。 

结果 PROK2 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低于癌旁组织，PROK2 的表达与肿瘤直径、TNM 分期、远处转

移和肿瘤病理分级有关。肿瘤组织中 PROK2 的低表达提示 HCC 患者预后较差；沉默 PROK2 后，

肿瘤侵袭迁移能力增强。 

结论 PROK2 的表达与肝癌的发生发展有关。PROK2 的低表达提示患者预后较差。其异常表达与

肿瘤细胞的侵袭迁移相关。PROK2 有望成为肝癌预后和分子靶向治疗的有效靶点。 

 

 
PU-1865 

快速反应团队工作模式在上消化道出血 患者救治中的优化管理 

 
周爽,罗珍利,赵蓉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对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救治工作进行优化管理，更大限度发挥快速反应团队的（RRT）作用，提

高对患者病情的识别及反应率，提高救治率。 

方法 RRT 是由受过特殊训练、能够在医院其他医务人员发现病人出现病情变化征兆时迅速做出反

应的医务人员组成团队，保证对急危重症患者能在第一时间迅速组织有效的抢救。通过建立 RRT 运

作模式，制定预警机制，根据病情的轻重启动 RRT 达到救治目的。在本科室，制定了适合科室的

RRT 运作模式，并寻找最佳模式。通过组建团队、现况调研，不断改进，针对缺陷因素制定了简化

预警标准、提高启动 RRT 呼叫有效性、采用医务人员标准化沟通方法、加强团队的配合能力等改进

措施，并评价改进效果。 

结果 改进措施实施后，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发生病情变化的处理时间明显缩短；病情有效处理率显著

提高；ICU 入住率明显下降，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快速反应团队工作模式的优化管理，有效缩短了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处理时间，提高了患者的

救治成功率，改善了患者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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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66 

中国与日本 0-3 岁健康婴幼儿肠道菌群的横断面研究 

 
王继恒,孙丽艳 

陆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高通量测序分析中国北京地区 0-3岁健康婴幼儿与日本神奈川 0-3岁健康婴幼儿的肠道菌

群的组成，比较两国地区之间同龄段婴幼儿肠道菌群的组成差异，并分析 0-1 岁与 1-3 岁两个年龄

段婴幼儿肠道菌群的组成差异。 

方法 本研究纳入年龄 0-3 岁的北京通州区健康婴幼儿 84 例，留取受试者的新鲜粪便样本，基于

Illumina Hiseq 2500 测序平台对 16S rRNA 的 V3、V4 区基因进行高通量测序，并对测序结果进行

生 信 分 析 与 聚 类 。 结 合 2016 年 一 项 日 本 的 横 断 面 研 究 （ 检 测 方 法 同 上 ，

DOI: 10.1186/s12866-016-0708-5），收集日本神奈川县 0-3 岁健康日本婴幼儿 44 例。将中国和日

本婴幼儿按年龄分为 0-1 岁、和 1-3 岁进行分组。比较日本婴幼儿与中国婴幼儿肠道菌群组成和年

龄段菌属分布的差异。 

结果 中日两组健康婴幼儿存在显著的肠道菌群差异。其中在中国 0-3 岁健康婴幼儿肠道中，毛螺菌

属、韦荣氏球菌属、变形菌属，梭菌属，拟杆菌属、瘤胃球菌属等菌属比例明显高于 0-3 岁的日本

健康婴幼儿群体，而双歧杆菌属、放线菌属、真杆菌属和链球菌属的比例则显著低于同龄段日本健

康婴幼儿组。在不同的年龄分组中，丁酸弧菌属在 1-3 岁中日健康婴幼儿中的比例显著高于 0-1 岁

阶段的婴幼儿组，而肠球菌属在 0-1 岁的中日健康婴幼儿的比例显著高于 1-3 岁阶段的婴幼儿组。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 0-1 岁的中国婴幼儿的普氏菌属、氨基酸球菌属、不动杆菌属、放线杆菌属等

菌属的比例显著高于同龄段日本婴幼儿组，而双歧杆菌属、葡萄球菌属、韦荣氏球菌属则显著低于

同龄段日本婴幼儿组。在 1-3 岁的中日婴幼儿优势菌群的比较中，中国婴幼儿的放线杆菌属、拟杆

菌属、Alistipes、Akkermansia 和紫单胞菌属等，比例显著高于同龄段日本婴幼儿组，而双歧杆菌

属、克雷白杆菌属、链球菌属等显著低于同龄段日本婴幼儿组。 

结论 中国和日本 1-3 岁健康婴幼儿肠道菌群存在显著差异，且婴幼儿的肠道菌群随着年龄变化而改

变。以上结果提示，中日婴幼儿在地域与年龄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菌群。 

 

 
PU-1867 

胆总管结石内镜治疗后结石复发的风险因素 

 
周小江,邓峰,刘丕,曾浩,朱勇,刘志坚,郭贵海,李国华,陈幼祥,吕农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分析内镜下取石后胆总管结石复发的风险因素，为今后内镜下取石后防止结石复发的干预措施

提供理论证据。 

方法 对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7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首次因胆总管结石行 ERCP 取石并造影

明确胆总管结石完全取尽的 9221 例患者进行随访，其中 477 例患者胆总管结石复发。在胆总管结

石未复发的患者中随机选取 477 例作为对照组。回顾性分析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行单因素、多因

素回归分析及 km 相关性分析。 

结果 病例总数 9221 例，其中 477 例患者复发，复发率为 5.17%，平均随访时间为 77.28±27.16 个

月。在完全随访的无复发的患者中随机选取 477 例为非复发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高

龄（OR=1.024, P=0.000）、合并胆总管切开史（OR=2.437,P＜0.01）、内镜下乳头球囊扩张术

（ OR=5.545,P=0.000 ）、内镜下乳头切开术（ OR=2.021, P ＜ 0.01 ）、胆管支架置入

（OR=3.854,P=0.000）、多次行内镜下取石（OR=3.014,P=0.000）、合并肝内胆管结石

（OR=2.443,P=0.000）、合并十二指肠乳头憩室（OR=1.628,P＜0.05）、结石最大直径越大（具

http://doi.org/10.1186/s12866-016-0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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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大小）（OR=2.206,P=0.000）、合并胆管十二指肠瘘（OR=3.493,P＜0.05）、合并胆道感染、

术前未使用抗生素是 ERCP 术后胆总管结石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高龄、合并胆总管切开史、EPBD、EST、胆管支架置入、多次行内镜下取石、合并肝内胆管

结石、PAD、结石最大直径越大、合并胆管十二指肠瘘、合并胆道感染、术前未使用抗生素是 ERCP

术后胆总管结石复发独立危险因素。 

 
 

PU-1868 

复方阿嗪米特联合疗法治疗老年人功能性腹泻临床疗效研究 

 
梁心慧,陈斌,杨招娣,向文香 

韶关市铁路医院 

 

目的 研究复方阿嗪米特联合疗法治疗老年人功能性腹泻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在韶关市铁路医院消化内科门诊以及住院患者，年龄≥60

岁确诊为功能性腹泻患者 117 例，在治疗前一个月内经电子结肠镜等检查，排除引起腹泻症状的器

质性疾病，随机分为观察组 62 例和对照组 55 例进行临床疗效研究，两组患者的临床相关指标见表

1。按照罗马Ⅳ诊断标准临床诊断为功能性腹泻，没有可以解释上述症状的器质性和其他功能性疾病。

收集的 117 例患者均符合罗马Ⅳ诊断标准，且患者年龄均≥60 岁。腹泻严重程度按布里斯托大便分

类法进行分级，参照临床疾病转归标准判断疗效。两组患者应用蒙脱石 3.0+盐酸小檗碱 0.3+枯草杆

菌二联活菌肠溶胶囊 0.5 均每日三次口服治疗，观察组同时应用复方阿嗪米特肠溶片 2 片一日三次

口服,,两组均以 14 天为 1 个疗程，随后 1 周内收集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和相关指标变化判断疗效和安

全性。 

结果 两组疗效比较见表 2。观察组治愈率 54.8%，有效率 93.5%；对照组治愈率 32.7%，有效率

80.0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治愈率和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未见中重度

药物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本研究将复方阿嗪米特肠溶片与传统常规疗法联合应用，结合老年特点提高其机体肠道化学性

消化能力，对老年人功能性腹泻疗效显著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869 

Adenoma detection rates is associated with respective 
withdrawal time in different colon segments. 

 
cheng yang,Qiang Zhan,Hui Wang,Xiaoshan Li 

WUXI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DR and respective withdrawal time in different 
colon segments. 
Methods Outpatients, age range from 18 to 75 and complete colonoscopy, were selected from 
December 2016 to June 2017 in the digestive endoscopy center. The entire colon was divided into 
four different segments: ascending colon, transverse colon, descending colon and rectosigmoid 
colon. The respective withdrawal time and ADR in each colon segment were recorded 
respectively. 
Results A total of 5027 outpatients were enrolled and the general ADR was 25.1%. The positive 
withdrawal time(adenomas detected) was longer than negative withdrawal time(non-adenomas 
detected) (299.37±98.19s vs 209.63±69.50s, t=20.771, P<0.001). The age was older in patients 
that adenomas were detected(55.77±11.18 vs 47.00±13.30, t=15.864, P<0.001). The ADR in 
ascending colon, transverse colon, descending colon and rectosigmoid colon were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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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5.2%, 6.1% and 17.3%. While all of their positive withdrawal time were longer than negative 
withdrawal time(67.31±18.62s vs 51.11±17.86,t=10.729; 87.94±29.51s vs 60.86±22.27s, t=12.983; 
86.12±28.42s vs 58.77±22.78s, t=13.830; 74.88±25.67s vs 53.62±20.46s,t=18.392; P<0.001 
respectively). The positive withdrawal time in ascending colon was respective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ransverse colon and descending colon(67.31±18.62s vs 87.94±29.51s, 86.12±28.42s, P<0.001). 
However,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n ADR(6.2% vs 5.2%, 6.1%, P>0.05). 
The positive withdrawal time in transverse colon and descending colon were all longer than that in 
rectosigmoid colon(87.94±29.51s, 86.12±28.42s vs 74.88±25.67s, P<0.001). While the ADR in 
rectosigmoid colon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three segments of colon(17.3% vs 
6.2%, 5.2%, 6.1%, P<0.001).  
Conclusions ADR and withdrawal time are all various in different colon segments.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colonoscopy, withdrawal time in ascending colon may be shortened appropriately. 
The adenomas in rectosigmoid colon are more likely to be detected and do not take longer 
withdrawal times. 
 

 
PU-1870 

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对冠心病患者消化道出血的影响 

 
赵燕颖 

吉林大学第四临床医院 

 

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后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的

相关性，并观察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对上消化道出血影响。 

方法 选取 2012 年 7 月～2016 年 6 月期间行 14Ｃ-尿素呼气试验检查结果为阳性的 CHD 我院患者

199 例，结果为阴性的 CHD 患者 90 例。所有患者均通过病史和心电图、心肌酶、冠脉ＣＴ或冠脉

造影等检查，符合ＣＨＤ诊断标准，并签署知情同意书。14Ｃ-尿素呼气试验检查结果为阳性患者按

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不进行根除 HP 治疗）和观察组（行根除 HP 治疗）。观察组男

52 例，女 49 例；对照组，男 50 例，女 48 例；14Ｃ-尿素呼气试验检查结果为阴性患者为阴性对

照组，男 43 例，女 37 例。三组间年龄、性别、病程、BMI 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所有入选患者均排除消化性溃疡、急性胃黏膜病变、胃底食管静脉曲张，消化道肿瘤，

肝硬化，血液系统疾病，严重肝、肾功能损害和心力衰竭等疾病。并除外合用激素、除阿司匹林的

其他非甾类抗炎药等药物。所有入选患者均给予 CHD 基础治疗和拜阿司匹林 100mg 每日 1 次早餐

后口服。所有患者既往均未应用过阿司匹林等药物。观察组除上述治疗外进一步行根除幽门螺杆菌

治疗，疗程２周。完全停药 4 周后复查 14Ｃ-尿素呼气试验，结果阴性者考虑为根除成功。所有患

者均在分组治疗后观察 12 个月。每天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呕血，黑便，监测患者血压，心率、大便颜

色，每周行粪便常规，每个月行血常规和隐血试验检查，发现大便颜色加深随时行粪便常规，血常

规及隐血试验检查，记录相关血压数据和检测指标。随访期间出现呕血、黑便或便血，予胃镜检查，

如伴镜下活动性出血、溃疡、黏膜糜烂任一种表现，则判断为上消化道出血。无呕血或黑便，如大

便隐血连续 3 次阳性，选择胃肠镜检查，明确是否存在消化道出血。 

结果 随访12个月后对照组患者消化道出血发生率明显高于观察组患者(7.14%比0.99%，x=4.166，

P<0.05)，阴性对照组患者消化道出血发生率为 1.25%。观察组和阴性对照组与对照组的消化道出血

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阴性对照组的消化道出血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消化道出血有密切关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脏病患者行幽门螺杆菌的检测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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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71 

TIPS 联合术中顺行性栓塞治疗肝硬化自发性门体分流的 

安全性及有效性评价 

 
冷霞菲,张峰,郭慧雯,张明,诸葛宇征 

南京市鼓楼医院 

 

目的 自发性门体分流（spontaneous portosystemic shunts，SPSS）是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相对少见

的分流方式，通常的治疗手段包括球囊逆行性经静脉栓塞（ballon occluded retrograde transvenouse 

obliteration，BRTO）、BRTO 联合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TIPS）、内镜下封堵治疗。理论上，内镜下治疗存在较高的异位栓塞风险。而 TIPS 联合术

中顺行性栓塞同传统方式相比，相对简便快捷，但目前尚无文献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 TIPS 联合

分流道顺行栓塞治疗肝硬化并发 SPSS 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因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行 TIPS 联合术中自发

性脾肾/胃肾分流道栓塞的肝硬化患者资料，并随机抽取同期无自发性门体分流的 TIPS 患者作为对

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并发症及远期预后。 

结果 合并 SPSS 的患者共纳入 33 例分析，另抽取 33 例常规 TIPS 患者作为对照。两组患者均成功

行TIPS联合胃冠状静脉栓塞术。SPSS组在支架置入前先通过钢圈和（或）组织胶顺行性栓塞SPSS，

31(93.9%)例患者即刻达到完全栓塞。术后 SPSS 组和对照组门静脉压力梯度下降均>20%

（49.0%±17.8% vs. 59.5%±8.2%， p=0.135）。SPSS 组有 1 例（3%）术中发生肺栓塞，2 例（6.1%）

TIPS 穿刺时损伤胆道，患者均无明显症状，对照组未发生。术后两组分别有 24 (72.7%)、20(60.6%)

例患者发生恶心及呕吐、发热、腹痛等轻度并发症，在 3-7 天的保守治疗后缓解，两组患者手术并

发症总体发生率无显著差异（Ｐ＝0.153）。在超过两年的中位随访时间内，两组间一年再出血率(7.1% 

vs. 3.7% ，p=0.508) 、两年支架再狭窄发生率(25% vs. 21.1%， p=0.736)、两年肝性脑病发生率

( 34.4% vs. 39.4%， P = 0.685)、两年无移植生存期( 73.2% vs. 70.7%，p=0.557 )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结论 TIPS 术中联合顺行性栓塞肝硬化自发性脾肾分流/胃肾分流安全有效，与常规 TIPS 患者相比

长期预后无明显区别。 

 
 

PU-1872 

透明帽辅助装置及加服二甲硅油进行肠道准备对结肠镜检查 

结肠息肉检出率的研究 

 
徐涛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原：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 

 

目的 观察并探讨肠镜前端安装透明帽辅助装置联合加用二甲硅油肠道准备对结肠镜检查镜下息肉

检出率的研究。 

方法 2015 年 1 月 -2016 年 1 月镜检选取在我院接受结肠镜检查并发现结肠息肉，并在 1 个月内

由同一操作者行肠息肉内镜下切除术的患者。在做好肠道准备基础上，180 例患者据随机数字表分

为 A、B、C 3 组，每组 60 例，A 组为检查前肠镜不安装透明帽，不服用二甲硅油的患者。B 组患

者肠镜前端安装透明帽而后行结肠镜检查，C 组联合采用上述两种方法而后再行肠镜检查。结肠镜

入镜前准备： A 组不安装透明帽 ；B、C 两组结肠镜前端安装透明帽，C 组肠道准备是加服二甲

硅油乳剂（10 克）。所有组均进行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做为导泻剂，检查前 1 日服用及当日检查

前 4-6 小时口服清洁肠道，采用电子肠镜进行检查。结肠镜检查 ：所有患者检查前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由检查 500 例以上的丰富经验的医师进行检查及治疗，采取单手结肠镜检查方式，术者右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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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身，镜身与直肠同轴，寻腔进镜，按照大肠走向旋转镜身，进镜至回盲部，看到阑尾开口及回盲

瓣，缓缓退镜仔细观察结肠的黏膜、皱襞，检查过程中记录息肉的大小、部位、形态，酌情采用内

镜下息肉切除术，术后组织标本部分进行病理检查，并追踪结果，比较 3 组患者检查过程中进镜息

肉检出率差异。 

结果 3 组总体息肉检出率 C 组 >B 组 >C 组（39.9% vs 33.7% vs 21.6%）（P>0.05），A、B、

C 3 组 扁 平 状 结 肠 息 肉 检 出 率 （ 31.6% vs 17.1% vs 37.1% ） 及 右 半 结 肠 息 肉 检 出 率

（21.8% vs 7.5% vs 2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C 组受检者息肉检出率明显高于 A

组及 B 组，尤其是微小息肉和右半结肠息肉检出率明显高于 A 组，且进一步证实透明帽辅助结肠

镜检查更易发现微小息肉尤其是右半结肠病变，而 C 组进一步改善视野，更提高了微小息肉及盲区

息肉的检出率。 

结论 透明帽联合消泡剂使用组有很大优势，肠镜前置透明帽及加用二甲硅油联合，确实有效增加了

结肠息肉的检出率，降低漏诊率，对扁平状肠息肉及右半结肠息肉的检出更具优势。同时对于肠道

迂曲处的息肉手术，前置透明帽后大大降低了手术难度和风险，缩短治疗时间，减轻患者痛苦，临

床检查方便、安全、可靠、费用低廉，避免医疗资源浪费，值得在基层医院中推广。 

 
 

PU-1873 

大肠黑变病的临床分析（附 256 例报告） 

 
孙远杰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根据肠镜检查变化分析大肠黑变病的临床特点，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防治水平。 

方法 全部病人均行肠镜检查，内镜型号 0lympusXQ260 电子肠镜，并辅以病理做佐证。 

结果  16071 例受检者发现大肠黑变病人 256 例，年龄分布以 60 岁以上老年人和中年女性（40 岁

以下）为主。肠镜下表现：主要是结肠粘膜色泽的改变。黏膜色素沉着的程度从棕褐色到深黑色，

色素呈颗粒状、网条状，被无色素沉着的区域分隔成网状，镜下可以见到―虎皮花斑状‖、―蟾蜍背‖样

或―豹皮花斑‖样的改变。可累及整个大肠，即从盲肠到直肠下段，一般不超过回盲瓣。组织学变化：

光镜下 HE 染色发现黏膜常有慢性炎症改变，黏膜下层通常有轻度水肿。在黏膜固有层内有巨噬细

胞浸润，巨噬细胞的体积增大。细胞核多被遮盖不易看到，结肠上皮细胞正常。电镜下上皮细胞染

色体内出现深染物胞浆内充满色素颗粒，并可见到吞噬色素颗粒的巨噬细胞。 

结论 大肠黑变病的发病机制可能是蒽醌刺激肠腺黏液分泌增加，增加巨噬细胞的活性及趋化性，巨

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加强从而引起大肠黑变病。本组中男性的发病率符合这种趋势，60 岁以上组检出

率比 40 岁以下组高出 2.4 倍以上。研究发现大肠黑变病的发生在女性中有两个年龄特点，即 60 岁

以上和 40 岁以下中年女性两个年龄组都升高。研究发现大肠黑变病中大肠癌及息肉的发生率高，而

尤以腺瘤性息肉的发生率增高明显，可能与肿瘤免疫有关。对大肠黑变病病人应行肠镜随访，防止

大量滥用泻剂是防治大肠黑变病的根本方法，合并器质性疾病者可考虑手术治疗。 

 
 

PU-1874 

酪酸梭菌改善 BTBR 自闭症小鼠行为症状和肠道黏膜屏障功能 

 
刘思濛,黄煌,孙向东,赵瑞豪,于泳,梅璐,米阳,汤有才,郑鹏远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酪酸梭菌对 BTBR 自闭症小鼠行为症状以及肠道黏膜屏障的影响。 

方法 实验分三组：对照组（C57bl/6J 雄鼠）、自闭症组（BTBR 雄鼠，）及酪酸梭菌组（BTBR 雄

鼠+酪酸梭菌灌胃）。酪酸梭菌组雄鼠自断奶给予酪酸梭菌灌胃，而对照组和自闭症组给予等体积生

理盐水灌胃。各组小鼠于 6-10 周按如下顺序进行行为学检测：旷场实验、埋珠实验、三室社交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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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声检测、自我梳理实验。行为学观测之后处死小鼠。WB 检测结肠 Trek1、HDAC1、Claudin1、 

Claudin3、Occludin 的表达。免疫组化分析结肠黏膜 Trek1 的表达情况。RT-PCR 检测结肠 IL-6、

TNF-α、IFN-γ的表达。光谱仪检测FITC-葡聚糖的肠道黏膜屏障透过情况。HPLC检测小鼠粪便SCFA

的水平。 

结果 酪酸梭菌组小鼠旷场实验、埋珠实验、三室社交实验、发声检测、自我梳理实验的行为学症状

较自闭症组均显著减轻。与对照组相比，自闭症组小鼠肠道 Trek1、Cln1、Cln3、Occludin 的蛋白

表达降低，HDAC1 蛋白表达增高；酪酸梭菌增加自闭症小鼠肠道 Trek1、Cln1、Cln3、Occludin

的表达，降低 HDAC1 的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闭症组小鼠肠道 IL-6、TNF-α、IFN-γ 

mRNA 表达较对照组增高；酪酸梭菌干预后，该组小鼠肠道 IL-6、TNF-α、IFN-γ mRNA 表达较自

闭症组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自闭症组小鼠血清 FITC-葡聚糖水平增

高，酪酸梭菌干预后该指标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闭症小鼠粪便乙酸、丁酸、

戊酸水平较对照组降低；酪酸梭菌组小鼠粪便乙酸、丁酸、戊酸水平较自闭症组增加，差异均匀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酪酸梭菌的产物—丁酸作为HDAC1的抑制剂可能通过增加BTBR小鼠肠道TREK1的表达增

强肠道黏膜屏障功能，并减轻肠道炎症反应，从而改善自闭症的症状。 

 
 

PU-1875 

我国结直肠息肉和结直肠癌流行病学特点：近 10 年多中心

342922 例结肠镜检查大数据回顾性分析 

 
王淑芳

1
,杨云生

1
,孙刚

2
,胡冰

3
,宁守斌

4
,张炳勇

5
,韩钧凌

6
,宋瑛

7
,聂占国

8
,李丛勇

9
,栾哲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3.华西医院消化内科 

4.空军总医院消化内科 

5.河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6.解放军第一八七中心医院消化内分泌科 

7.西安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 

8.新疆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 

9.海军总医院干部消化科 

 

目的 通过大数据回顾分析我国近 10 年来结直肠息肉（CRP）和结直肠癌（CRC）的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对 200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中国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 5 个区域、8 个医学

中心结肠镜报告进行数据提取、回顾研究和统计分析，对结直肠息肉和结直肠癌检出率和疾病特点

进行总结。 

结果 本研究共收集完整结肠镜报告 342922例，各类大肠疾病总检出率为 52.06% (180209/342922)，

其中 CRP 及 CRC 的检出率分别为 33.6% (115560/342922)、1.37% (4721/342922)，男女比例为；

1.75:1、1.61:1（P＜0.01）；CRP 多见于 45 岁以上而 CRC 多见于 50 岁，随年龄增长 CRP 检出

率增加速度高于 CRC10 倍多（拟合函数[fitting function, FF]：0.0073、0.0007, P＜0.01）。CRP

和 CRC 以单发病灶为主。 CRP 多见于右半结肠（48.1%），60 岁以后息肉在右半结肠的发生概

率高达 50.9%，横结肠是息肉发生最少见的肠段，随着年龄的增长，腺瘤性息肉发生缓慢上升，45

岁以后超过 70%。65 岁以后息肉发生癌变达到 3%以上。CRC 以直肠多见（60.3%, P＜0.01）， CRC

左半结肠检出率高于右半结肠(18.3% vs. 13.7%,  P＜0.01)。CRC 以―肿块型‖最多见（55.96%），

且以中分化腺癌发生概率最高（50.4%），早期癌检出率为 0.25% （867/342922），且随年龄增

长而增长；进展期癌检出年龄多为≤44 岁年龄组。CRP 是 CRC 最常见伴发疾病（47.87%）。 

结论 这是迄今最大样本有关我国结直肠息肉和结直肠癌的流行病学大数据研究。CRP 和 CRC 检出

率男性高于女性，随年龄增长检出率增加。CRP 多发年龄（45 岁）与我国指南推荐人群筛查年龄

一致。但 CRP 和 CRC 发病部位不一致，进展期癌发病年龄化趋势，我们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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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 内镜及病理分型与年龄的相关性特点，并提出目前我国结直肠早癌的检出情况。开展基于普通

人群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对深入阐述我国结直肠息肉及结直肠癌的分布及流行病学特点有重要价

值和意义。 

 
 

PU-1876 

中药治疗肝肾综合征：一项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宋廷雪,祁兴顺,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价中药治疗 HRS 的有效性。 

方法 通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PubMed

和 Embase 数据库获取中药治疗 HRS 相关文献。效应量用优势比（OR）、标准化均数差（SMD）

和 95%置信区间（CI）表示，并评估异质性。应用 Cochrance 风险偏倚评估工具评估偏倚风险。 

结果 纳入 14 项随机对照试验共 788 例 HRS 患者。仅有两项研究报道了随机序列的产生。所有研

究均未报道盲法。与未接受中药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中药治疗的患者住院期间生存显著获益（OR: 

0.18; 95％CI: 0.08-0.39; P <0.0001），有显著增高的完全应答（OR: 3.2; 95％CI: 2.06-4.97; P 

<0.00001）和显著更低的无应答（OR: 0.2; 95％CI: 0.14-0.3; P <0.00001）。但在部分应答方面，

两组间差异不显著（OR: 1.39; 95％CI: 0.9-2.15; P = 0.14）。不论是否应用中药，治疗后尿素氮，

腹围均明显减少，尿量明显增加。与未接受中药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中药治疗的患者血肌酐、尿

素氮、胆红素、血氨、腹围显著降低，尿量明显增加，但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结论 HRS 患者应用中药治疗可能获得更好的生存及完全应答，但纳入的研究质量较低 

 
 

PU-1877 

辣椒素对食管鳞癌细胞侵袭转移的机制研究 

 
冯吉

1
,房殿春

2
,郭晓钟

1
 

1.沈阳军区总医院 

2.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所 

 

目的 了解辣椒素对食管癌细胞侵袭转移影响，研究相关分子机制，进一步为临床食管癌治疗提供新

的策略 

方法 我们用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侵袭实验方法检测对食管癌细胞侵袭转移能力影响；用 Western 

Blot 检测辣椒素对 Claudin 3，4 的变化，分别敲除或过表达 Claudin 3 食管癌细胞用划痕实验和

Transwell 侵袭实验方法检测侵袭转移能力影响，用 Western Blot，qRT-PCR 和免疫荧光等方法研

究辣椒素调控食管癌细胞侵袭转移的机制；用免疫组化分析 Claudin 3 在食管癌组织的表达水平及

其临床意义。 

结果 1.辣椒素抑制食管癌细胞侵袭转移及 EMT；2. 辣椒素可以增加 Claudin 3 蛋白的表达；3.敲除

Claudin 3 后，可促进食管癌 EMT、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4. 过表 Claudin 3 后，可抑制食管癌细

胞 EMT、侵袭和迁移能力；5. 辣椒素可以恢复敲除 Claudin 3 食管癌细胞 EMT、侵袭和迁移能力；

6.在食管癌临床样本中，claudin3的表达在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中阳性率明显低于无淋巴结转移者；

7.食管鳞癌患者 claudin3 表达阴性组的平均生存时间显著长于表达阳性组。  

结论 本研究首次阐述了辣椒素辣椒素抑制食管癌侵袭转移的作用新机制。其抑制食管癌侵袭转移分

子机制为：辣椒素通过增加 Claudin 3 蛋白表达水平，抑制细胞 EMT，抑制食管癌的侵袭转移。因

此，辣椒素可能是抑制食管癌侵袭转移的候选干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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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78 

空肠血管瘤致反复消化道出血 1 例 

 
王然,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小肠血管瘤是少见的血管畸形，占消化道肿瘤约 5%左右，发生率仅次于小肠间质瘤。小肠血

管瘤常可导致消化道出血和消化道梗阻发生。现报道一例老年男性患者，因空肠血管瘤导致多年、

反复消化道出血。 

方法 患者为男性，72 岁，于 2014 年 11 月无明显诱因排柏油样便。患者就诊于当地医院，行胃镜

检查提示：浅表性胃炎；行肠镜检查提示：结肠镜检查未见异常。经对症治疗后症状未好转故来我

院就诊。于我院行胶囊内镜检查提示可见小肠内有血迹，但未明确出血点。患者及家属拒绝进一步

行小肠镜检查，病情平稳后出院。患者此后间断有黑便症状，血红蛋白在 81g/L 至 102g/L 区间波动，

多次就诊于当地医院，予输血、止血、补液等对症治疗，未再进一步行系统检查。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排便时出现头晕、心悸、乏力、出冷汗、一过性意识丧失等休克表现，为进一步行小肠镜检查

来我院就诊。 

结果 入院后急查血常规检查提示：血红蛋白 51.2 g/L，红细胞计数 1.71X10
12

/L；红细胞分布宽度 

21.3%；红细胞压积 14.9%；便常规提示：粪便隐血试验阳性。急予患者输血、止血、补液等药物

治疗。急查胃镜检查提示：十二指肠水平段以上未见明确出血灶。进一步消化道造影检查示食道憩

室。行血管造影检查提示：左上腹空肠区动脉分支末梢造影剂浓聚，考虑为出血可能。根据血管造

影检查结果，行全麻下经口小肠镜检查提示：空肠中段见一处不规则溃疡灶，沿小肠皱襞延伸，底

覆白苔，活检 2 块，质软。溃疡附近小肠粘膜呈淡紫色。与正常小肠粘膜分界清楚。病理活检结果

回报定性患者溃疡性质。术后病理提示：（空肠）溃疡部组织，未见明确恶性，如与临床不符，建

议再检。针对患者空肠溃疡性病变，请外科会诊。患者转至外科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示（空肠）

血管瘤。经随访患者病情平稳，未再黑便。 

结论 本例患者因空肠血管瘤导致反复多次出血，严重时甚至诱发失血性休克表现。患者行胶囊内镜

检查未能明确出血点。经由血管造影检查明确了出血位置，递进以小肠镜检查明确出血部位，为进

一步的外科手术提供了关键信息。在此类不明原因的消化道出血患者中，应警惕小肠病变的可能性。

联合使用血管造影、小肠镜等检查可有效对上述疾病做出及时诊断。 

 
 

PU-1879 

血清 HBeAg 和 HBV DNA 载量在乙肝相关肝硬化患者的 

临床意义：一项回顾性观察研究 

 
史强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乙型肝炎是肝硬化最常见的病因。本研究旨在评估血清 HBeAg 和 HBV DNA 载量在乙肝相关

肝硬化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系统回顾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7 月期间入住我院的乙肝相关肝硬化患者。根据血清 HBeAg

和 HBV DNA 载量分类，对临床资料进行分析评估。 

结果 共纳入 428 例乙肝相关肝硬化患者。其中，284 例患者为男性，中位年龄值为 53.91 岁。HBeAg

阳性比例为 11.9%（40/335）。与 HBeAg 阴性患者相比，HBeAg 阳性患者更常伴有中-重度腹水、

Child 评分更高。HBV DNA 载量>10
3
/ml 比例为 38.25%。与 HBV DNA 载量<10

3
/ml 的患者相比，

HBV DNA 载量>10
3
/ml 的患者更常伴有中-重度腹水、Child 和 MELD 评分更高。HBV DNA 载

量>10
4
/ml 比例为 31.9%，与 HBV DNA 载量<10

4
/ml 的患者相比，HBV DNA 载量>10

4
/ml 的患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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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伴有中-重度腹水、Child 和 MELD 评分更高、在院死亡率更高。Child 和 MELD 评分与 HBV DNA

载量呈正相关（P<0.05）。 

结论 乙肝相关肝硬化患者中，血清 HBeAg 和 HBV DNA 载量与肝功能异常严重程度显著相关。HBV 

DNA 载量>10
4
/ml 时，院内死亡率显著升高。 

 
 

PU-1880 

疏肝健脾法与蒙脱石散、匹维溴铵等西药治疗 IBS-D 的荟萃分析 

 
侯飞飞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通过荟萃分析系统评价中医疏肝健脾法与西医常规疗法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的

临床疗效。 

方法 以―肠易激综合征‖并且―疏肝健脾‖或―中医疗法‖为检索词，在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万

方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数据库中检索从建库至 2015 年 5 月之间，

有关疏肝健脾法治疗 IBS-D 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文献，应用 Jadad 的评分标准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

评分。采用 Review Manager 5.2 和 States Direct 2.7.8 软件对纳入的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合并效应

值采用优势比(odds ratio，OR)及其 95%可信区间选择，应用 I
2
 检验和 Q 检验判断研究组之间的异

质性，根据异质性情况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荟萃分析 

结果 根据上述检索式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213 篇，符合本次研究标准的文献共 29 篇,包含 2611 例患

者。中医疏肝健脾法治疗组 1426 例，西医常规治疗对照组 1185 例，29 篇文献中受试者治疗前的

基本情况无统计学差异。文献质量评价提示，4 分以上的文献 3 篇，26 篇为低质量研究(<4 分)。有

效率 Meta 分析：中医疏肝健脾法在治疗 IBS-D 的有效率为 92%（95%CI：0.90-0.93），西医组的

有效率为 69%（95%CI：0.66-0.71），荟萃分析显示各组间无异质性 P=0.99，I
2
=0%，采用固定效

应模型合并分析，OR=5.28 (95%CI：4.19- 6.64)，Z 检验值为 14.15，P<0.0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治愈率 Meta 分析：中医疏肝健脾法在治疗 IBS-D 的治愈率为 30.00%（95%CI：0.24-0.36），

西医组的治愈率为 16.05%（95%CI：0.1235-0.2012），荟萃分析显示各组间无异质性 P=0.90，I
2
=0%，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分析，OR=2.30（95%CI：1.85-2.87）, Z 检验值为 7.45，P<0.00001,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中医疏肝健脾法治疗 IBS-D 的有效率、治愈率均优于西医常规疗法。但纳入研究存在局限性，

仍需进一步的高质量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PU-1881 

胸腔积液在肝硬化患者中的患病率、风险因素及 预后的相关研究 

 
侯飞飞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胸腔积液是肝硬化罕见的并发症，同时对肝硬化患者的预后影响尚不明确 

方法 纳入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入住我院的肝硬化患者，应用胸部影响学检查评估胸腔积液的

存在及程度。通过是否存在心肺疾患将患者分组。 

结果 共纳入 1488 例患者。309（20.8%）患者存在胸腔积液，82 例合并心肺疾患。忽略心肺疾患

及胸腔积液程度，我们发现存在胸腔积液的肝硬化患者多存在中到大量的腹水、Child 分级为 B 或 C

级、白蛋白较低及凝血功能障碍。虽无胸腔积液的肝硬化患者的院内死亡率比合并胸腔积液的患者

低（1.4% vs2.2%，P=0.398），但比同时合并胸腔积液的死亡率明显降低（1.4%vs15.9%, P=<0.001）。

无胸腔积液的肝硬化患者与同时存在中到大量的胸腔积液及心肺疾患的死亡率也有明显的不同

（1.4%vs36.8%,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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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肝硬化患者中有 20%合并胸腔积液。尽管胸腔积液的出现与肝硬化院内死亡无关，但肝硬化

合并胸腔积液同时存在心肺疾患将明显增高院内的死亡率 

 
 

PU-1882 

抑酸制剂在内镜治疗胃食管静脉曲张治疗患者的疗效： 

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 

 
滕菲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内镜治疗是治疗静脉曲张的基础选择和静脉曲张出血。本次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的目的是评估

抑酸制剂联合内镜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的治疗疗效 

方法 通检 PubMed，EMBASE 和 Cochrane 图书馆数据库中符合研究条件的相关文献。研究分析

内镜治疗后出血，死亡，溃疡，胸痛和吞咽困难。根据内镜治疗的类型和主要   进行亚组分析。采

用优势比和 95％置信区间计算。 

结果 9 项研究包括 1470 患者，酸抑制可以显着降低内镜治疗后出血发生率（OR=0.39,95％CI：

0.19-0.81，P=0.01），缩小溃疡面积（OR=0.78，95％CI：0.38-1.57，P=0.48）。亚组分析显示，

相对于接受治疗性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的患者，抑酸抑制可显著降低预防性套扎治疗患者的出血发

生率。接受抑酸制剂与未应用抑酸制剂的患者对比，死亡率、溃疡发生率、胸痛、吞咽困难和住院

时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抑酸制剂可考虑应用于食管胃底静脉曲张预防性套扎治疗的患者。 

 
 

PU-1883 

Peutz-Jeghers 综合征：病例报道 

 
王然,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PJ 综合征（Peutz-Jeghers syndrome）是 STK-11/LKB1 基因突变造成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

疾病。临床表现为（1）全消化道多发的 Peutz-Jeghers 息肉，常见于：小肠，胃，结肠；（2）皮

肤粘膜、口唇、指/趾间黑斑；（3）因多发性息肉导致的慢性失血、贫血、肠梗阻、肠套叠。PJ 综

合征为消化系统少见疾病，现报道 1 例 PJ 综合征患者。 

方法 患者为青年男性，因―间断腹痛 22 年，加重半个月‖入院。患者于 8 岁时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

为中腹部剧烈疼痛，伴恶心、呕吐，无排气、排便，就诊于当地医院诊断为 P-J 综合征。此后患者

于多次患肠梗阻，并手术切除部分肠道。半个月前患者无明显诱因觉腹痛较前加重，伴恶心、呕吐，

进食后即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有排气、排便。于我院门诊行立位腹平片提示未见异常。门诊

以―P-J 综合征‖为诊断收入我病区。 

结果 患者入院查体可见口唇、指尖可见明显散在黑斑；完善化验提示：血清总胆红素 45.3 umol/L，

血清直接胆红素 30 umol/L，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190.55 U/L，血清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202.80 

U/L，血清碱性磷酸酶 830 U/L，血清 γ-谷氨酰转肽酶 800.16 U/L。化验结果提示患者存在肝损伤、

胆道梗阻。腹部 CT 检查提示：十二指肠、小肠及结肠多发息肉样隆起性病变，胰头增大合并胆道

低位梗阻，占位性病变性质待定，不除外十二指肠巨大息肉侵及胰腺。患者于北京某医院行手术治

疗。经外科医师诊断认为不考虑是恶性肿瘤，认为是过大的十二指肠息肉压迫壶腹部。但手术涉及

涉及部位复杂，经费昂贵，患者筹措经费，故暂未行手术治疗。 

结论 PJ 综合征目前的诊断标准为：（1）≥2 个的经病理 Peutz-Jeghers 型错构瘤样息肉；（2）在

至少一个近亲中，有 Peutz-Jeghers 家族史，发现任何数量的 Peutz-Jeghers 型息肉；（3）在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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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近亲中，有 Peutz-Jeghers 家族史，有特征性皮肤色素沉着；（4）任何数量的 Peutz-Jeghers

型息肉，同时具有特征性皮肤色素沉着。符合以上四条中任意一条即可确诊 PJ 综合征。 

 
 

PU-1884 

ARP3 Promotes Tumor Metastasis and Predicts a Poor 
Prognos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iale Lv,Lishuai Qu,Jinxia Liu,Cuihua L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actin-related protein 3 (ARP3)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tissu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of HCC patients. To further study the role of ARP3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etastasis 
of HCC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1. Firstly, Western blot (WB)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ARP3 in 8 pairs of 
HCC tissu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adjacent tissues. Secondly, WB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ARP3 in normal liver cells and several HCC cell lines. 
2.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ARP3 in 118 cases of HCC tissues 
and corresponding adjacent tissu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ARP3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as analyzed. 
Surviv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ARP3 expression status were analyzed by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ARP3 and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as analyzed by multivariate analysis. 
3. Screening of SK-HEP1 and SMMC-7721 cell lines with relatively high expression level of ARP3 
for subsequent experiments; Small interference plasmids of ARP3 were transfected into two kind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s respectively, followed by selection of the site of most efficient 
transfection efficiency experiment.After knockdown of endogenous ARP3 by siRNA, the effect of 
ARP3 on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of hepatoma cells was detected by cell scratch assay 
and Transwell assay. Western blot and immunofluorescence were further used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ARP3 expression on EMT related indicators. 
Results 1. WB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ARP3 in HCC tissu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rresponding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Meanwhile, the results of 
immunohistochemistry showed that ARP3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HCC tissues and low in 
adjacent cancerous tissues or lack of express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ARP3 may be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CC. 
2.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results of 118 cases of HCC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ARP3 expression in HCC samples was divided into high expression group and low 
expression group. 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ARP3 was highy related with 
histological grade (P <0.001) and tumor metastasis (P <0.001)of HCC patients, with no correlation 
with other factors.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s further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P3 
expression and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HCC, high overall levels of ARP3 HCC patients with low 
overall survival. At the end of the study period, only 4 patients with highly expressed ARP3 HCC 
survived, while 54 of 69 patients with low expression of ARP3 survived. Finally,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ARP3, histological grade, tumor metastasis and microvascular infiltration 
were th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overall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HCC. 
3. Cell scratch and Transwell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bility of metastasis and invasion of 
hepatoma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after ARP3-siRNA treatment. 
4. Further use of Western blot and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related genes in cells with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ARP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E-cadherin in epithelial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the expression of endogenous ARP3 was decreased,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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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dherin, Vimentin and Snail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dicating that ARP3 could promote 
the expression of EMT transfer. 
Conclusions 1. ARP3 is up-regulated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2. ARP3 can promote the metastasis of HCC cells by regulating the occurrence of EMT. 
3. ARP3 i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parameter for HCC. 
 

 
PU-1885 

ERCP 联合腹腔镜胆囊切除一步法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 

总管结石的临床评价 

 
冯亚东,陶庆松,欧希龙,曹大中,刘娟,嵇振岭,施瑞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探讨 ERCP 术联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采用一步法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安全性、

有效性以及可行性。 

方法 术前常规完善检查，在插管麻醉下进行手术，患者先取俯卧位，行 ERCP 术治疗胆总管结石，

插管成功后行 EST 术及 EPBD 术，乳头扩张后进行胆总管结石进行取石，ERCP 术后留置鼻胆引

流管，ERCP 术后取膀胱截石位，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一步法同时治疗胆囊结石和胆总管结石，

腹腔镜术后常规留置腹腔引流管，出院前同时拔除鼻胆引流管和腹腔引流管，对于 ERCP 胆总管插

管不成功以及 ERCP 术无法一次取尽胆总管结石的病人，替代方案首选腹腔镜术中行胆总管切开取

石，术后放置腹腔引流管，对于胆总管直径在 8mm 以下的患者，备选开放手术胆总管切开。入选

标准为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患者，排除标准为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心肺功能不全无法耐受麻

醉、胃肠道改道手术病史、不愿意接受 ERCP 的患者。回顾性分析从 2015.01-2018.04 在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接受一步法治疗的胆石症患者共计 106 人，分析 ERCP 联合腹腔镜一步法治疗胆石症

的成功率、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住院时间等。 

结果 ERCP 术胆总管插管成功率为 98.1%（104/106），胆总管选择性插管时间 5.2±3.5min，困难

插管有 15 例，其中 11 例选择性胆管插管成功，胆总管结石一次取石成功率为 96.5%（100/104），

4例胆总管插管失败以及4例ERCP一次性取石未成功的患者均在腹腔镜下成功行胆总管切开取石，

成功率 100%，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成功率 100%。术后发生高淀粉酶血症 11 例，轻度胰腺炎有 10

例，经过药物治疗恢复，无 ERCP 术后重症胰腺炎、出血、穿孔、胆道感染以及胆漏发生，术后无

严重麻醉相关并发症发生，术后腹腔引流以及鼻胆引流时间为 3.3±1.3 天，术后住院时间 4.5±1.2

天，住院费用为 46570±366.7 元。 

结论 采用以 ERCP 为基础联合腹腔镜进行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治疗有着较高的成功率和安

全性，这项技术操作成功率取决于 ERCP 术，提供 ERCP 操作成功率是这项技术成功的关键。 

 
 

PU-1886 

Hydrotalcite can prevent the damaging effect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on gastric epithelial cells 

 
Yanyan Shi,Shigang Ding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Objective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is a major cause of gastric diseases including gastric 
cancer.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xplore whether hydrotalcite can inhibit H. pylori infection on 
gastric epithelial cells. 
Methods The gastric epithelial cell line GES-1 and the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 BGC823 were 
infected with H. pylori at multiplicities of infections (MOIs) of 50:1 and 100:1. Hydrotalcit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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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d to cell cultures. Cell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measure the 
situation of cell growth. The main changes of cell ultrastructure were observed with a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H. pylori cell adhesion was observed with a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Results Hydrotalcite 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cell apoptosis of GES-1 and cell proliferation of 
BGC823 induced by H. pylori infection at an MOI of 50:1. Hydrotalcite treatment protected gastric 
cells from H. pylori infection, and H. pylori adhesion to gastric cells was reduced. However, 
hydrotalcite could not reverse damages induced by H. pylori infection at an MOI of 100:1. 
Conclusions Hydrotalcite can protect gastric cells from H. pylori infection when cell damage is not 
serious. It can weaken the damage of cells induced by H. pylori and decrease H. pylori adhesion 
to gastric cells. 
 
 

PU-1887 

铝碳酸镁对幽门螺杆菌感染胃粘膜上皮细胞的保护作用 

 
石岩岩,丁士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幽门螺杆菌是包括胃癌在内的胃部疾病的主要原因，感染胃粘膜后，能够引起胃粘膜细胞的损

伤。本研究旨在探讨铝碳酸镁是否能抑制 H. pylori 感染对胃上皮细胞的影响。 

方法 以 50：1 和 100：1 的感染比例（MOI）用幽门螺杆菌感染胃上皮细胞系 GES-1 和胃癌细胞

系 BGC823。将铝碳酸镁添加到细胞培养基中。用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分析以检测细胞生长的情况，

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细胞超微结构的主要变化，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幽门螺

杆菌细胞粘附。 

结果 当幽门螺杆菌以 MOI 50:1 的比例感染胃粘膜细胞时，铝碳酸镁能显着抑制幽门螺杆菌感染导

致的 GES-1 细胞凋亡和 BGC823 细胞增殖，TEM 结果显示铝碳酸镁能够保护胃粘膜细胞免受幽门

螺杆菌感染的损伤，并且细胞表面幽门螺杆菌粘附数减少。然而，铝碳酸镁不能逆转 MOI 为 100：

1 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损伤。 

结论 当细胞受损不严重时，铝碳酸镁可以保护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胃粘膜细胞，它可以减弱幽门螺杆

菌所致的细胞损伤并降低幽门螺杆菌对胃粘膜细胞的粘附。 

 
 

PU-1888 

1 例经内镜下难取特殊罕见异物的护理配合和体会 

 
吴念宏,王晓,胡兵,张琼英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探讨罕见的儿童胃－食管多个磁性异物经内镜下取出术的护理配合，为今后类似病例的救治提

供参考，以提高手术质量。 

方法 在全身麻醉下利用单独一枚无菌磁铁吸引法通过内镜将异物取出，并对瘘口进行荷包缝合；术

后禁饮禁食，行胃肠减压，静脉营养支持。 

结果 成功取出异物后，患儿术后 3 天开始进食流质饮食，无并发症。术后 7 天再行胃镜复查，食管

瘘口及胃底缝合处愈后良好。 

结论 本案例误吞多枚磁铁导致严重危害，手术难度大，我们根据磁性相吸的原理，采用无菌磁铁吸

引法成功取出多枚磁铁异物，避免了病人开胸手术，在全国首例，救治过程中医护密切配合也是该

病例痊愈出院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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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89 

益生菌、益生元对正常小鼠肠道菌群的影响 

 
王亚楠

1
,孟祥辰

1
,董一凡

1
,汪红英

2
,钱家鸣

1
,李景南

1
 

1.北京协和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益生菌（双歧杆菌、乳杆菌）、益生元（拉克替醇、乳果糖）对正常小鼠肠道菌群的影响。 

方法 C57BL/6J 小鼠分为 6 组，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 5 组分别予益生菌（双歧杆菌、乳杆菌）、

拉克替醇、益生菌联合拉克替醇、乳果糖、益生菌联合乳果糖灌胃 2 周。收集灌胃前、灌胃 1 周后、

灌胃 2 周后粪便标本及处死后黏膜标本，送检 16S rDNA 基因测序。 

结果 1.使用益生元灌胃的组别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出现普雷沃氏菌属、乳杆菌属等有益菌属的增加。

2.拉克替醇组与其他组别比较，在灌胃 1 周后出现 Akkermansia 菌属的明显增加；乳果糖组在灌胃

2 周后亦出现 Akkermansia 的丰度增加。3.黏膜菌群比同期粪便菌群丰度更高，且黏膜标本中脱铁

杆菌科 Mucispirillum 增加明显。 

结论 1.单用益生元亦可对肠道菌群发挥调节作用。2.不同益生元调节作用有所差异。3.拉克替醇、

乳果糖均可明显促进粪便、黏膜中 Akkermansia 的增殖。 

 
 

PU-1890 

ERCP 诊断及治疗影像学检查诊断不清的胆总管末端狭窄 

 
张艳琳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ERCP 在临床广泛应用为影像学检查诊断不清的胆总管末端狭窄、胆道良恶性梗阻的诊断及治

疗，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方法 结合我科收治的 1 例影像学诊断不清的胆总管末端狭窄的病例，分析 ERCP 重要性。该患者

腹部超声、CT 及 MRI 三种影像学检查分别给出三种不同结论，最终行 ERCP 检查得以明确诊断 

结果 经 ERCP、EST、EPBD、球囊取石、ENBD 术，患者诊断明确：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胆总

管末端狭窄、胆道泥沙样结石 

结论 关于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合并胆总管末端狭窄，虽然影像学上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但影像学

检查未能明确时，临床诊断仍有一定的难度。ERCP 能够进一步帮助明确胆道疾病的诊断，并行内

镜下治疗，是胰胆疾病重要的诊治手段，尤其是对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合并胆总管末端狭窄及急性

胰腺炎的患者，应尽早行 ERCP 检查 

 
 

PU-1891 

自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急性放射性肠损伤的效果评估 

 
许文达,陈江,李宏宇,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评估自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放射性肠损伤的效果。 

方法 采用腹部调强照射的方法建立 14Gy 剂量诱导的犬急性放射性肠损伤模型。于照射后 48 小时

内将预先体外培养扩增、鉴定并经染料标记的自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经放射介入方法移植至辐射

损伤肠段所对应的肠系膜动脉。比较干细胞移植组与对照组动物生存时间、临床症状以及肠道吸收

和屏障功能，评价自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急性放射性肠损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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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我们成功建立 14Gy 诱导的犬急性放射性肠损伤的动物模型，并且将染料标记后自体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移植至损伤肠段血供区域。对照组平均生存时间 18 天，干细胞治疗组在观察周期内未见死

亡；对照组动物体重下降幅度 5%-15%，治疗组体重降低幅度＜5%；治疗组体温 3 天后逐渐恢复正

常；治疗组实验动物恶心、呕吐、腹泻的频率明显减少，黑便次数减少；治疗组肠道吸收和屏障功

能在治疗后第 3 天开始恢复，第 7 天则接近正常水平。 

结论 自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放射性肠损伤，可明显延长动物生存时间，改善动物临床

症状以及促进肠道功能恢复，治疗效果明显。 

 
 

PU-1892 

不同辐射剂量诱导的急性放射性肠损伤模型的建立与组织学评估 

 
许文达,陈江,李宏宇,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建立不同辐射剂量诱导的急性放射性肠损伤模型并对损伤程度进行组织学评估，为急性放射性

肠病的基础研究提供实验指导。 

方法 将 41 只健康比格犬，随机分为 11 个不同剂量辐射组（8、10、12、14、16、18、20、22、

24、26、30 Gy，每组 3 只）及正常对照组 8 只。采用调强照射的方式，进行单次腹部照射。从组

织病理学方面对辐射造成肠道损伤程度进行评估 

结果 成功建立不同辐射剂量诱导的犬急性放射性肠损伤模型，组织学证实随着辐射剂量的增加，肠

道组织损伤加重。8Gy 轻度损伤组表现为轻度黏膜改变，肠绒毛部分缺失，上皮细胞凋亡及坏死；

10-14Gy 中度损伤组表现为部分黏膜损伤，肠绒毛脱落，腺体扩张，炎性细胞浸润，血管充血、出

血；16-30Gy 重度损伤组表现为弥漫性肠坏死、糜烂、剥脱，广泛的充血及出血等。 

结论 不同辐射剂量诱导的急性放射性肠损伤动物模型的成功建立及组织学评估方法可以为新型抗

辐射药物的研制提供平台及实验参考 

 
 

PU-1893 

一例肝源性溃疡患者的病例报告 

 
郑可心,祁兴顺,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肝源性溃疡是指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合并消化性溃疡，是肝硬化患者上消化道出血的最常见原因

之一。大多数肝源性溃疡患者无明显临床症状，且在发生门脉高压上消化道出血时症状易被掩盖，

导致漏诊。我们报道了一例住院期间发生肝源性溃疡的患者，通过抑酸、降低门脉压力治疗后，病

情好转。 

方法  一名 51 岁男性因―黑便 3 天，呕黑色咖啡样物 1 天‖入我院。患者肝功能异常 2 年余，平素偶

有反酸、烧心，饮酒史 30 余年，白酒 3-4 两/日，已戒 7-8 年，现 10 瓶啤酒/日，近两日未饮酒。我

院急诊 CT（2018-5-11）提示：可疑肝硬化，弥漫性脂肪肝，胃底静脉曲张。入科后行胃镜（2018-5-11）

检查，提示：食管多发溃疡，胃多发溃疡（A2 期），慢性浅表性胃炎伴糜烂（胃窦），十二指肠球

炎。胃镜提示多发消化性溃疡，故停特利加压素，改用生长抑素，同时继续抑酸、保护胃黏膜、保

肝、降黄等对症支持治疗。患者于 2018-5-13 出现躁动、胡言乱语，考虑为酒精戒断综合征，予患

者镇静剂、大量维生素保肝治疗。患者再次行 CT（2018-5-17）检查，提示：胃底静脉曲张。仍延

续之前治疗方案。 

结果 经上述治疗后，患者症状明显好转，病情平稳，实验室检查指标趋于正常。 

结论 肝源性溃疡为临床常见肝硬化并发症，但常常被肝硬临床表现所掩盖。胃镜是重要的检查手段

帮助医生确诊此病，因此肝硬化患者应尽早完善胃镜检查避免漏诊。抑酸、生长抑素治疗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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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94 

CRRT 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的有效性研究 

 
林浩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研究 CRRT 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的有效性。 

方法 收集在 2015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沈阳军区总医院收治的 27 例重症胰腺炎患者，随机分为试

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接受胃肠减压、抑制胰酶分泌、抑制胰酶活性、抗炎、抑酸、补液等常规综

合治疗；试验组在给予上述常规综合治疗的同时给予应用 CRRT 治疗。 

结果 通过治疗 48 小时的治疗后，发现试验组患者的化验指标淀粉酶、脂肪酶、c 反应蛋白、降钙

素原、白细胞、肝肾功能、血糖、APACHEⅡ评分、RANSON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O．O5)。 

结论 对比急性重症胰腺炎治疗，CRRT 的治疗能够较快改善重症胰腺炎患者炎症及各项指标，具有

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CRRT 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的有效性。 

 
 

PU-1895 

比较盐酸达克罗宁胶浆与盐酸奥布卡因凝胶在 

胃镜检查中的应用效果 

 
许田英,孙占埠 

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医院 

 

目的 对比口服盐酸达克罗宁胶浆与盐酸奥布卡因在胃镜检查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门诊及住院行胃镜检查的病人 320 例，将其随机分成 2

组，观察组 160 例胃镜检查前含服盐酸达克罗宁胶浆，对照组 160 例含服盐酸奥布卡因凝胶。从插

管和咽部麻醉效果、视野清晰度、完成胃镜检查时间、不良反应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内镜检查，无明显不良反应。两组患者的咽部表面麻醉效果无明显差异

（83.1% ν s 79.4 %，P>0.05），但观察组的视野清晰度评级明显优于对照组（86.9% ν s 42.5%），

且平均镜检时间（4.28±0.78）min 明显短于对照组（6.40±0.95）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盐酸达克罗宁胶浆与盐酸奥布卡因凝胶均有较满意的咽部表面麻醉效果，安全可靠，但盐酸达

克罗宁胶浆在胃镜检查中能获得更好的祛泡效果，镜下视野清晰，有效缩短了检查时间，减轻患者

不适，而且价格相比更低，是胃镜检查前一种效果较好的局麻用药，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PU-1896 

255 例下消化道出血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 

 
张静

2,1
,李熳

2
 

1.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2.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下消化道出血的发病机制复杂，其影响因素及病因繁多，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天津医科大学第

二医院消化科近 5 年 255 例下消化道出血病例的临床特征及相关危险因素，旨在增加对下消化道出

血的认识，以便尽早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对其病情及预后进行预测，并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干预，

从而尽可能的降低发病率及病死率，更好地改善预后。 

方法 回顾性研究分析 2012 年 1 月-2017 年 4 月在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科收治住院的 255 例

下消化道出血患者的完整临床资料，对其临床特征进行分析，并纳入同期非下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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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例，筛选出影响下消化道出血发病的危险因素。本研究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相

关统计学分析。 

结果 1.255 例下消化道出血病例组中，男性 136 例（53.3%），女性 119 例（46.7%）；平均发病

年龄：（59.5±16.9）岁；下消化道出血好发于秋季（32.6%）。 

2.病例组中，前 5 位病因依次为溃疡性结肠炎 63 例（24.7%）、结直肠癌 58 例（22.7%）、痔疮

20 例（7.8%）、息肉 19 例（7.5%）、缺血性结肠炎 12 例（4.7%）；中青年组（＜65 岁）前 5

位病因依次为溃疡性结肠炎、结直肠癌、息肉、痔疮、缺血性结肠炎，老年组（≥65 岁）前 5 位病

因依次为结直肠癌、痔疮、溃疡性结肠炎、缺血性结肠炎、息肉。 

3.病例组中，以血便为首发症状 159 例，伴发腹痛 127 例，其余症状包括腹泻、乏力、心慌、头晕、

大便不尽、恶心呕吐、里急后重、食欲不振、腹胀、发热、腹部不适、反酸烧心；无阳性体征 119

例，有阳性体征 136 例，其中表现为腹部压痛 98 例，腹部包块 5 例。 

4.病例组中，治愈 18 例，好转 204 例，无效 31 例，死亡 2 例，总治疗有效率 87.1%，死亡率 0.8%。 

5.与对照组相比，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血管病史、动脉硬化、肝病史、肾病史、服

用药物数量、感染、阿司匹林服用史为下消化道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动脉硬化、服用药物数量、

感染为中青年组（＜65 岁）下消化道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阿司匹林服用史、动脉硬化、肾病史、

服用药物数量为老年组（≥65 岁）下消化道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下消化道出血高发人群以老年为主，好发于秋季；主要病因为溃疡性结肠炎、结直肠癌、痔疮

等；多种因素与下消化道出血的发病相关，关注下消化道出血的相关危险因素并注意辨别其临床特

征，对于下消化道出血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PU-1897 

Necl-5 在肝癌形成中的作用 

 
陈雪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原发性肝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死亡率在世界上排第三位。通常肝癌形成是一个多步骤

的过程，通过扰乱细胞之间的粘合及改变表面分子性质。目前，Necl-5 被注意到可以调节分子之间

的粘合和迁移，移动，它常常过表达在大部分的癌症中，比如，肠癌和肺癌。然而，Necl-5 在肝癌

中表达仍尚不清楚。 

方法 这里我们用化学方法模拟了一个 Necl-5 基因被敲除的小鼠原发性肝癌模型及准备了成人原发

性肝癌的组织标本，用免疫组化染色方法及 western-blotting 方法，检验 Necl-5 在它们中的表达。 

结果 Necl-5 基因敲除的小鼠比野生型小鼠更容易发生原发性肝癌。在成人原发性肝癌组织标本中，

Necl-5 的表达明显升高在分化好的原发性肝癌中比低分化的原发性肝癌。这与事先的实验预期及其

他的研究者已发表结果相反。我们开始调查与 Necl-5 相关的分子，CD226，是一个 Necl-5 的一个

配体，在癌组织中明显低表达于正常组织。有文献建议说可能这里有一个负调节在 Necl-5 及 CD226

之间。众所周知，NK 细胞在早期癌形成时可以激活 CD226 分子，发挥作用并且参与免疫监视。敲

除 Necl-5 基因，可以间接的削弱免疫监视导致小鼠更容易的发生肝癌。这些发现建议 Necl-5 在可

能是个潜在的抗癌治疗靶点。 

结论 Necl-5 基因敲除的小鼠比野生型的小鼠更容易发生原发性肝癌。在成人原发性肝癌组织标本中，

Necl-5 的表达明显的增高在分化好的原发性肝癌中比低分化的原发性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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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98 

盐酸小檗碱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大鼠免疫屏障影响的研究 

 
崔素娴,王玉珍 

河北省人民医院 

 

目的 建立 NAFLD 大鼠模型，研究盐酸小檗碱通过调节肠道免疫屏障对 NAFLD 大鼠肠黏膜屏障的

作用。 

方法 雄性 SD 大鼠 33 只分 3 组：N 组普通饲料，M 组及 B 组高脂饲料，12 周各处死 1 只，HE 染

色观察肝细胞脂肪变程度确定造模成功。B 组 150mg/(kg.d)盐酸小檗碱灌胃，N 组与 M 组等量生理

盐水，4 周后取血检测 ALT、AST、TG、TC、内毒素，留取肝组织 HE 染色观察肝脏病理变化；ELISA

测定 IL-1β、IL-18、TNF-α；RT-PCR 检测肠道 NOD1、NOD2、NLRP3 的表达，Western-blot 检

测肠道 NOD1、NOD2、NLRP3、Caspase-1、Claudin-4 的表达。 

结果 喂养 12 周时 M 组、B 组体重较 N 组体重显著升高；B 组和 M 组体重无差异。HE 染色 M 组、

B 组肝细胞内可见脂肪沉积，造模成功。喂养 16 周时，即盐酸小檗碱干预 4 周后，M 组的体重较 N

组体重显著升高；与 M 组相比，B 组体重显著下降。M 组 ALT、AST、TC、TG 较 N 组显著增高；

与 M 组相比，B 组 ALT、AST、TC、TG 显著下降。M 组内毒素、IL-1β、IL-18、TNF-α 较 N 组显

著升高；与 M 组相比，B 组内毒素、IL-1β、IL-18、TNF-α 显著下降。肝脏 HE 染色：N 组肝细胞

无脂肪变，M 组肝细胞脂肪变，B 组肝细胞脂肪变减轻。回肠组织 NOD1、NOD2、NLRP3 表达：

喂养 16 周时，RT-PCR 及 Western Blot 结果 B 组和 M 组 NOD1、NOD2、NLRP3 表达较 N 组均

显著升高；B 组与 M 组相比 NOD1、NOD2、NLRP3 表达均显著下降。Caspase-1 表达：喂养 16

周时，Western blot 结果 M 组 Caspase-1 较 N 组显著升高；B 组与 M 组相比 Caspase-1 显著下降。

Claudin-4 表达：喂养 16 周时，Western blot 结果 M 组 Claudin-4 表达较 N 组显著下降；B 组与 M

组相比 Claudin-4 表达显著升高。 

结论 NAFLD 大鼠内毒素增高，盐酸小檗碱降低 NAFLD 大鼠体重，改善肝功能，降血脂，减轻肝

脏脂肪变程度。降低 NAFLD 大鼠内毒素、IL-1β、IL-18、TNF-α 水平。盐酸小檗碱抑制肠道黏膜免

疫屏障相关的 NOD1、NOD2、NLRP3 mRNA 及 NOD1、NOD2、NLRP3、Caspase-1 蛋白表达。

盐酸小檗碱提高 NAFLD 大鼠肠黏膜通透性相关的 Claudin-4 蛋白表达。 

 
 

PU-1899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mproves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and regulates inflammation in mice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by up-regulating AhR expression through 
tryptophan metabolism 

 
Yanling Wei,Yuqin Chen,Hao Gong,Wang Hu,Dongfeng Che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Institute of Surgery Research， Daping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2 China 

 
Objective Ulcerative colitis (UC) is a chronic nonspecific inflammatory disease that occurs in the 
colon and rectum.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is gaining attention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UC, however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behind this effect have yet to be fully 
understood.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on dextran sulfate sodium (DSS)-induced colitis and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Methods  C57BL/6 mice received 2 % DSS for 7 days to induce ulcetative colitis. Groups of mice 
were daily with FMT or water for the next 7 days by gastric lavage. During the experiment, body 
weight and visible fecal blood were monitored and recorded daily. A disease activity index  (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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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 was calculated for each animal. The colon length and histopathological lesions were 
evaluated by HE staining and S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Microbiota and it’s metabolites were 
analyzed by 16S rRNA and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mass spectrun. The 
expression of AHR in Treg cell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The expression of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 interleukin-10 (IL-10) and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TGF-β) were 
tested by immunohistochemitr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Results Administration of 2 % DSS for 7 days successfully induced acute colitis as evident with 
diarrhea, hematochezia and colon shortening, as well as a loss of body weight. FMT alleviated the 
severity of colon mucosa injury and improved histological alterations compared with the  DSS 
group. In addition, FMT can promoted homeostasis of the gut microbioata. Furthermore, FMT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AHR, IL-10 and TGF-β in Treg cells in colon tissue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significant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of FMT may be attribute to its promotion of 
IL-10 and TGF-β production and AHR activation. 
Conclusions FMT had a favorable therapeutic effect on DSS- induced ulcerative colitis, 
supporting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U-1900 

EUS 联合肿瘤标记物及影像学检查提高胰腺癌高危 

人群早期筛查诊断率的研究 

 
王晓凡,高山 

襄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通过超声内镜（EUS）联合血清肿瘤标志物如 CA199、CA242、CEA 及腹部增强 CT 检查来

提高胰腺癌高危人群的早期筛查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至 2018 年在门诊及住院的胰腺癌高危人群中均行血清 CA199、

CA242、CEA 检测，同时行腹部增强 CT 检查，及 EUS 检查的患者，EUS 检查异常者行超声内镜

引导下细针抽吸穿刺术（EUS-FNA）进行细胞学及组织形态学活检，对比三种检查手段对胰腺癌的

诊断筛查率。 

结果 136 例患者中行 EUS-FNA 患者有 90 例，反复多次穿刺 11 例，最终确诊胰腺癌 74 例，漏诊

或未证实 4 例；上腹增强 CT 确诊病例 70 例，漏诊 8 例，而三种血清学标志物均阳性患者 70 例，

诊断敏感性及特异性高于单独检查组，且有症状组（96.6%,83.3%）高于无症状组（70%,85.5%）。 

结论 EUS 联合多种肿瘤标记物及影像学检查能提高胰腺癌高危人群早期筛查诊断率，对于有症状

的胰腺癌高危人群，必选行超声内镜检查。 

 
 

PU-1901 

康复新液灌肠联合免疫抑制剂对难治性 CD 疗效观察 

 
杨宇龙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筛选经正规治疗临床症状难以缓解或经正规治疗缓解后复发 CD 患者，应用康复新液灌肠联合

免疫抵制剂硫唑嘌呤口服治疗解决部分病人治疗效果差及复发的问题，为难治性 CD 提供新的治疗

方案。 

方法 收集 2012 年 3 月～2018 年 4 月本院消化内科住院及门诊的确诊为 CD 的病人，选取经正规

治疗临床症状缓解不明显或缓解后再次复发的病人 26 例，男 9 例，女 17 例，按照随机对照研究的

方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根据我国 2012 年《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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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给予激素及硫唑嘌呤等治疗；治疗组加用康合新液 50ml，保留灌肠，1/日，其它治疗同治疗组，

疗程 6 周。二组之间患者年龄、病程方面比较均衡。 

结果 二组治疗后将 CDAI 作为疗效判断标准，临床缓解率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总有效率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复发率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难治性 CD 加用康复新液灌肠治疗，可提高 CD 临床缓解率及有效减少复发。 

 
 

PU-1902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causes of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 growth in senile constipation 

 
xiaonan zhang

1,2
,Lishu Xu

1,2
 

1.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2.Guangdong Institute of Geriatrics 

 
Objective Constipation is a common disease in the elderly. Constipation may cause colon 
movement disorders, while proximal colon reverse peristalsis may cause ileum reflux and increase 
the risk of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SIBO).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severity and distribution of intestinal bacterial growth and ileocecal valve function in elderly 
constipation patients and elderly patients without constipation by hydrogen breath test (HBT),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causes and degree of SIBO in elderly constipation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405 patients who were older than or equal to 65 years old in the geriatric ward 
of 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7 were collect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stipation group and non constip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chronic constipation in Rome III. The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hydrogen breath test to detect the 
presence of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growth and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excessive growth, 
ileocecal valve function, and orocecal transit time. 
Results 347 cases wer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of which 191 cases in constipation group and 
161 cases in non constipation group. The incidence of bacterial overgrowth in the constipation 
group was 60.2% (115/191), and the incidence of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in the non 
constipation group was 68.3% (110/16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incidence of prolonged blind pass in constipation group was 77.4% (89/115), and the 
incidence of blind pass time in non constipation group was 70.9% (78/110).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The incidence of ileum reflux in the constipation group 
was 87% (100/115), and the incidence of ileal regurgitation in the non constipation group was 65.5% 
(72/110).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non constipation group, 
the peak value of hydrogen in the small intestine stag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 
constipation group, even in the small intestine stage, even though the intestinal bacteria 
overgrowth in the secret group was more severe than that in the non constipation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stipation group we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increase of hydrogen value, that 
is, the bacterial overgrowth was found in the whole small intestine. The main manifestation of non 
constipation group was double peak form, that is, small intestinal segmental bacterial overgrowth. 
Conclusion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cidence of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SIBO)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elderly constipation group and the elderly non 
constipation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ass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ut the severity of SIBO in the constipation group was higher, and ileum reflux was more obvious 
in the constipation group than in the non constipation group. Therefore, it is inferred that the SIBO 
of senile constipation is caused by ileum reflux and appears in the whole small intestine. The 
elderly in the non constipation group showed segmental SIBO, and the degree was lighter. It is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the causes and degree of SIBO in the elderly, which can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the choice of drug therapy and behavioral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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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3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分层核心能力培养在消化科护理亚专

科人才梯队建设中的应用及效果 

 
江秋霞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新形势下消化科护士护理亚专科发展与人才培养模式及其效果。 

方法 结合中华护理学会发布的护士核心能力培养计划结合消化内科专科特点，制定本科室不同级别

护士核心能力培养细则，具体如下：1、工作《5 年护士实行消化科特殊岗位适岗能力（主班、治疗、

夜班、责任组长）及消化科核心专业知识的培训，1 次/年，并强化沟通及服务能力；2、工作 5-10

年：进行消化科核心技能能力培养，包括新技术、新业务及急危重症抢救等培训，按照个人意愿及

科室工作要求加入护理亚专科小组（内镜下治疗护理、肝胆胰营养组、胃肠（IBD）组及科室质控小

组；每年安排学习、进修；3、工作》10 年：进行科研教学及管理能力培训，担任亚专科护理小组

组长，结合个人意愿，在业务及管理两方面选择未来发展方向并重点培养，每年安排学习、进修等；

4、工作》20 年者，安排慢病管理及护理门诊工作；5、鼓励各类自学及专业提升，每取得一项资格

证时年终考核加分。 

结果 3 年内消化科护理人员人才流失为 0，本科学历占比由 56.25%提高到 93.3%（仅 1 人为双大

专）；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下降了 38.4%；护士三基培训合格率提高了 18.8%；护理人员取得相关

专业资质证书逐年递增（心理咨询师、营养师、健康管理师等）由人均 0.19 个提高到 1.8 个；论文

发表由 0 篇/年增加到 3 篇/年；护士 ESD 术护理能力及消化道大出血护理能力分别提升了 20.2%、

13.5%；护士满意度测评由 83.5%提高到 95.5%，医生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提高了 12.8%；护理单

元获得院级先进集体称号由 0 增加到 2 个/年，获全国优质护理服务表现突出先进个人 1 人。 

结论 新形势下消化科护理亚专科发展中护士实施分层核心能力培养是非常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 

 
 

PU-1904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predict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in moderately severe and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Qiu Qiu

1,2
,Liang Tang

1
,Yan Guo

1
,Liangzhi Wen

1
,Bin Wang

1
,Dongfeng Chen

1
,Kaijun Liu

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Daping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People's Hospital of Chongqing Hechuan， Chongqing 

 
Objective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including bacterial and fungal infection is a serious 
complic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hases of acute pancreatitis (AP), and it’s incidence reaches 
40-70%. Moderately severe (MASP) and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complicated by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which is hard to handle had a worse prognosis.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capability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 model to predict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in MASP and SAP and compare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ANN model with that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LRM).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involved patients with MSAP and SAP who were admitted to 
three affiliated hospitals (Daping Hospital, Southwest Hospital and Xinqiao Hospital) of Army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from July 2014 to June 2017.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SAP and SAP followed the consensus revision of the Atlanta classification, 2012. All patients 
underwent standard medical treatment, such as early aggressive hydration, antibiotics for infection, 
enteral nutrition, and so on. The patients with conditions such as pregnancy, pancreatic cancer, 
liver cirrhosis, coagulation system disease and incomplete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were excluded.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included two items: (1) the presence of infection 
symptoms, such as temperature over 38 degrees, sign of peritoneal irritation, etc; (2) the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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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traluminal gas in the pancreatic and/or peripancreatic tissues on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or peritoneal fluid which was positive for bacteria and/or fungi on culture.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features, including gender, age, body mass index,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diabetes, etiology and laboratory data (a total of 19 parameters) were recorded. 
Firstly, the parameter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atients with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and without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were screened out by univariate analysis. Secondly, the 
parameters that ha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entered into backward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identify which parameters wer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and predict the probability of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of individual. 
Meanwhile, a three-layer (one input layer, one hidden layer and one output layer) feed-forward 
ANN model was built for predicting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The input layer of ANN was as same 
as parameters entered into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irdly, with the predicted probability 
resulting from the LRM and ANN model for the entire cohort, we calculated sensitivity (SEN), 
specificity (SPE), false positive rate (FPR), false negative rate (FNR),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accuracy and obtaine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curves. We compared these indexes of the two models. The classification threshold was defined 
as 0.5 in both models. Statistical analyses, the LRM and ANN model were performed using SPSS 
23.0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263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containing 165 males and 98 females, 
and 121 (46.01%) patients suffered from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Patients with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had higher levels of prothrombin time (PT),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thrombin time (TT),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 D-dimer, reaction time (R-time), alpha (α) 
angle, maximum amplitude (MA), coagulation index (CI), C-reactive protein (CRP), interleukin-6 
(IL-6), procalcitonin (PCT), incidence of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 and 
lower levels of hematocrit (HCT), fibrinogen (FIB), kinetic time (K-time) than the patients without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p < 0.05), an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white blood cell count, percentage of neutrophils, platelet count and percent 
fibrinolysis at 30 min between both groups (p > 0.05). Above 16 parameters that ha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used for LRM building, however, there were only 8 parameters entered into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HCT, TT, FIB, D-dimer, MA and SIRS were th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In the ANN model, D-dimer, MA, INR, IL-6 and PT were the top five 
important factors for predicting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and the normalize importance of them 
were 100%, 96.2%, 93.5%, 92.5% and 89.9%,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SEN of ANN model was 
80.99% (72.63~87.3) versus 70.25% (61.15~78.04) (p > 0.05) for LRM; the SPE was 89.44% 
(82.89~93.77) versus 77.46% (69.54~83.87), FPR was 10.56% (5.51~15.61) versus 22.54% 
(15.67~29.41), PPV was 86.73% (78.74~92.13) versus 72.65% (63.50~0.29), NPV was 84.67% 
(77.67~89.84) versus 75.34% (67.40~81.93), and accuracy was 85.55% (81.30~89.80) versus 
74.14% (68.85~79.43) (p < 0.05).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ANN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at of LRM (area under the curve 0.923 (0.883~0.952) versus 0.802 (0.749~0.849); p 
< 0.001). Coagulation parameters combined with inflammatory parameters were more effective for 
prediction.  
Conclusions The ANN model can perform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in predicting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in MSAP and SAP. ANN is a more accurate prognostic tool for predicting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than LRM, and coagulation parameters are helpful predictive factors. 
 
 

PU-1905 

4 例先天性胆汁酸合成障碍 2 型临床特点及转归分析 

 
周建利,张巧,周少明,蔡华波,代东伶 

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先天性胆汁酸合成障碍 2 型的临床特点及预后，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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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4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临床表现、生化指标、基因检查结果、治疗及随访转归

情况。 

结果 4 例患儿均为男婴，就诊年龄 1 月 6 天-5 月，均以皮肤、巩膜黄染为主要表现，伴肝脏增大，

辅助检查提示总胆红素升高，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

碱性磷酸酶（ALP）升高，总胆汁酸及 γ-谷氨酰转肽酶（γ-GGT）基本正常，1 例凝血功能障碍，3

例凝血功能正常，1 例血液串联质谱提示酪氨酸增高，3 例血液串联质谱检查无异常，基因检查提示

1 例 AKR1D1 chr7-137798499 为纯合突变，该患儿予鹅去氧胆酸口服治疗半年后肝功能恢复正常；

第 2 例 AKR1D1 chr7-137792187 杂合突变、chr7-137792268 杂合突变，为复合杂合突变，该患儿

亦予鹅去氧胆酸口服治疗半年左右肝功能恢复正常；第 3 例 AKR1D1 chr7-137792268 纯合突变，

早期口服熊去氧胆酸治疗，效果欠佳，直至患儿 7 月大才完善基因检查，改用鹅去氧胆酸 ，当时患

儿已出现肝硬化，口服药物治疗效果不好，最后经肝移植手术（供者为其父亲）治疗好转；最后 1

例 AKR1D1 chr7- 

137792267 杂合突变、chr7-137792268 杂合突变，为复合杂合突变，该患儿家属未能购得鹅去氧

胆酸，采用熊去氧胆酸治疗，效果欠佳，逐渐出现肝硬化，最终肝功能衰竭死亡 

结论 先天性胆汁酸合成障碍 2 型以胆汁淤积性肝病为主要表现，总胆汁酸及 γ-GGT 基本正常，可

出现凝血功能障碍、酪氨酸血症等，早期可行基因诊断，尽早给予胆酸或鹅去氧胆酸治疗可改善预

后。 

 
 

PU-1906 

磁共振无创诊断儿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临床应用研究 

 
赵煜桢,周少明 

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 以 MRS 为标准，评估 MRI 定量肝脏脂肪含量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以及在儿童非酒精性脂肪肝

无创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将 75 名儿童纳入本研究，其平均年龄为 14 岁。其中，60 名为超重/肥胖（超过年龄、性别对

应 BMI 指数的 P85/P95）儿童,15 名 BMI 正常的儿童作为正常对照组。他们分别进行 MRI（n=67）

和 MRS（n=75）检查。MRI 和 MRS 分别采用多回波 Dixon 序列（multi-echo Dixon，ME Dixon）

和 HISTO 序列进行计算肝脏质子密度脂肪分数（proton density fat fraction ，PDFF）。脂肪肝定

义为 MRS-PDFF≥5%。采用 Spearman 分析评估 MRI-PDFF 和 MRS-PDFF 的准确性，采用

Bland-Altman 分析评估 MRI-PDFF 和 MRS-PDFF 的一致性 

结果 MRI-PDFF 的范围为 0.75%-39.86%（均值 9.60±9.85%），MRS-PDFF 范围为 0.89%-37.78%

（均值 8.77±9.33%）。48%的受试者 MRS-PDFF≥5%（36/75），均为肥胖和超重儿童（比例为

60%），BMI 正常儿童中未发现 NAFLD。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 MRI-PDFF 和 MRS-PDFF 强烈

相关（r=0.977，P=0.000）。Bland-Altman 分析揭示 MRI-PDFF 和 MRS-PDFF 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偏倚：0.049%；95%置信区间：[-2.166，2.264]）。 

结论 ME Dixon 与 MRS 技术在脂肪肝定量诊断方面表现出良好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可作为诊断儿

童 NAFLD 的准确方法。肥胖和超重儿童中 NAFLD 的检出率高达 60%，应该引起儿科医生和家庭

医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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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07 

先天性克罗恩病 1 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周建利,朱忠生,周少明 

深圳市儿童医院 

 

目的 了解先天性克罗恩病的临床特点，为该病的早期临床诊治提供宝贵经验 

方法 收集患儿的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基因检查结果及治疗情况。 

结果 患儿，男，生后 1 月开始出现腹胀、便血，后逐渐出现慢性腹泻，伴发热，并出现直肠瘘及肛

瘘，病后 9 月（约 10 月大时）电子结肠镜检查提示部分肠管见有纵行溃疡灶，大小不一，部分表覆

有白苔，部分溃疡未见白苔，部分粘膜粗糙呈粗颗粒样结节增生，部分结节头段红斑明显，散在少

许糜烂灶，以上病变呈节段性、跳跃性改变，未见有肿物，距肛门约 1cm 左右见瘘口，未见脓性分

泌物，仰卧位 11 点处见肛瘘，未见内、外痔；同时完善基因检查提示 IL10RB 基因有 2 个杂合突变

(chr21-34640823-来自母亲、chr21-34655512-来自父亲)，为复合杂合突变，完善肠镜检查后结合

临床表现考虑―先天性克罗恩病‖，开始予美沙拉秦治疗，短期应用强的松，联合 3 次粪菌移植，效

果欠佳，最后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结论 先天性克罗恩病需尽早完善肠镜及基因检查，早期治疗非常重要。 

 
 

PU-1908 

消化科老年住院患者营养状况调查 

 
王玉含,江秋霞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对消化内科老年住院患者进行营养风险评估，为临床营养干预提供依据和建议。 

方法 采用营养风险筛查方法 2002(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2002，NRS2002）对某三甲医院消化

内科 100 例老年住院患者进行营养风险筛查。NRS<3 分，不存在营养风险，NRS≥3 分，存在营养

风险；BWI<18.5kg/m
2或血清白蛋白<30g/L 表示患者存在营养不良。 

结果 纳入观察的 100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营养风险筛查，营养不良的发生率为 31%，营养风险的发

生率为 73%。 

结论  消化内科老年患者营养风险及营养不良的发生率均较高，其中营养风险的发生率高于国内外

研究报道，所以更应合理及时实施营养干预。 

 
 

PU-1909 

中医药治疗成人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疗效的系统评价 

 
王垂杰,陈青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中医药治疗成人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AD）的有效性。 

方法 检索 cnki、CBM、维普、万方、The Cochrane library 等数据库关于中医药治疗成人 AAD 的

RCT 研究（对照组为含益生菌制剂的西医对照组），选取治愈率、有效率、药物起效时间、治疗后

腹泻次数作为评价指标，采用 Rev Man 5.3 对筛选纳入的研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1.中医药治疗 AAD 的总有效率与西药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RR=1.25，其 95%可信区间为

［1.16，1.35］，经 Z 检验，Z=5.80，P＜0. 00001。亚组分析：停用原有抗生素组和未明确限制

停用治疗原有疾病抗生素组治疗 AAD 的总有效率与西药对照组相比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RR 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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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其 95%可信区间为［1.18，1.43］，经 Z 检验，Z=5.16，P＜0. 00001；RR 未停用=1.20，

其 95%可信区间为［1.07，1. 36］，经 Z 检验，Z=3.03，P=0.002。2.中医药治疗 AAD 的的治愈

率与西药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 RR=1.70，其 95%可信区间为［1.36，2.14］，经 Z 检验，Z=4.59，

P＜0. 00001。亚组分析：停用原有抗生素组和未明确限制停用治疗原有疾病抗生素组治疗 AAD 的

治愈率与西药对照组相比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RR 停用=1.77，其 95%可信区间为［1.36，2.29］，

经 Z 检验，Z=4.27，P＜0. 0001；RR 未停用=1.57，其 95%可信区间为［1.01，2.45］，经 Z 检

验，Z=1.98，P=0.05。3.3 篇文献报告了中医药治疗成人 AAD 药物起效时间与西医对照组比较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Z=1.34，P=0.18］。4.3 篇文献报告了中医药治疗组患者治疗后腹泻次数与西医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36，P=0.0003］，中医药组腹泻次数减少更明显。 

结论 中医药治疗 AAD 总有效率、治愈率优于西药对照组，停用或未停用原有抗生素均是，但停用

原有抗生素更佳；中医药治疗组的药物起效时间较西医对照组没有明显差异；中医药治疗组患者治

疗后腹泻次数减少更明显。但由于文献的研究对象都未对病情严重程度等进行明确类型区分，未能

明确其具体类型的疗效，限制了研究推广的证据等级；盲法、分配隐藏、随访远期疗效情况等等尚

需规范，所以若要得出完全肯定的临床结论，还需要更高质量的证据来做进一步的验证。 

 
 

PU-1910 

肠宁汤加减方治疗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的作用机制探究 

 
王垂杰,刘晴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对王垂杰教授经验方肠宁汤加减方治疗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究。 

方法 对比活动期 UC 大鼠治疗前后血清中 PAF、结肠组织 LXA4的水平变化探究肠宁汤加减方对活

动期 UC 大鼠的治疗作用及作用机制。 

结果 肠宁汤加减方治疗组大鼠结肠组织的病理损伤均有明显改善，炎症细胞浸润减少、血清 PAF

含量明显降低、结肠组织 LXA4含量明显升高。 

结论 肠宁汤加减方可有效减少活动期 UC 大鼠结肠黏膜的炎性细胞浸润，并促进结肠黏膜组织的修

复和愈合，是治疗活动期 UC 的有效方剂；降低活动期 UC 大鼠促炎因子 PAF 的表达、提高结肠黏

膜组织内抑炎因子 LXA4的水平，可能是其治疗活动期 UC 的机制之一。 

 
 

PU-1911 

和胃理气方对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胃肠动力及 c-kit/ SCF 

信号通路的影响 

 
王垂杰,周剑杰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和胃理气方对肝郁气滞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大鼠行为学、胃肠动力及胃肠组织中

c-kit/SCF（干细胞因子）信号通路的影响，从胃肠功能障碍方向探讨本方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有

关机制。 

方法 选取 40 只大鼠将其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和胃理气方组和多潘立酮组 4 组，每组 10 只。

采用夹尾刺激+不规则喂养复合法建立肝郁气滞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药物干预后分别于实验前 1

天、14 天、28 天观察其大鼠体重、糖水偏好率及敞箱实验结果，并观察胃排空率、小肠推进率及

大鼠胃窦及小肠黏膜组织 c-kit、SCF 的变化。 

结果 1.实验开始前 1 天各组大鼠体重及行为学指标无明显差别 (P>0.05)。造模结束后, 各造模组与

空白组相比,均有显著差异性 (P<0.05)。经过治疗期后, 与模型组比较，体重、糖水偏好实验、敞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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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水平及垂直各项得分都较模型组有明显提升(P<0.05)。2.与空白组大鼠相比, 模型组大鼠的胃内

残留率明显升高,小肠推进率明显下降 (P<0.05)；经干预后，和胃理气方及多潘立酮可明显使大鼠胃

内残留率减少、小肠推进率增加（P<0.05）。3.经过免疫组织化学法、western-blot 法、RT-PCR

法检测，与模型组比较，和胃理气方组胃窦及肠黏膜组织 c-kit、SCF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模型组

（p<0.05）。 

结论 和胃理气方能有效的缓解肝郁气滞型 FD 大鼠的精神及行为等不适症状。和胃理气方能增强

c-kit 与 SCF 的表达，激活 c-kit/SCF 信号通路，进而促进胃肠动力。 

 
 

PU-1912 

成功治疗肝硬化失代偿期并肺曲霉菌感染 2 例 

 
郭瑞雪 

沧州市中心医院 

 

 随着人口老龄化，患者基础疾病较多，肺曲霉菌感染的发病率逐年增加，提醒广大医生，特别

是非呼吸科医生引起足够重视，加强护理，注意预防，及早发现及早诊断，以便患者得到及时准确

的治疗，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 

 
 

PU-1913 

和胃理气方治疗肝郁脾虚型功能性消化不良对大鼠 

脑肠相互作用的实验研究 

 
王垂杰,程寒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和胃理气方治疗肝郁型功能性消化不良可能的一系列理论机制。 

方法 将 40 只大鼠随机平均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和胃理气方组、吗丁啉组。使用 Haridas

等的慢性不可预见性改良方法建立肝郁型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模型，使用 Elisa 法测定大鼠下丘脑中

BDNF，用 Western blot 法测定大鼠海马体中 CREB 以及下丘脑中 βCaMKII 蛋白表达。 

结果 和胃理气方能够改善肝郁型 FD 大鼠的一般状态；可显著的降低肝郁型 FD 大鼠胃内残留率，

可有效的提高了小肠推进率，较好地改善了胃肠的运动功能，促进了胃排空；能够提高下丘脑中

BDNF 和海马体中 CREB 的水平，降低了下丘脑 βCaMKII 的水平，说明和胃理气方对 BDNF、CREB

及 βCaMKII 均有好的调节作用，能够改善肝郁型 FD 中抑郁的状态 

结论 通过对肝郁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大鼠胃内容物残留率和小肠的推进率以及下丘脑中 BDNF、

海马体中CREB以及下丘脑中βCaMKII等指标的检测，发现和胃理气方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胃动力，

而且能够通过有效地缓解大鼠抑郁状态。 

 
 

PU-1914 

和胃反流康对胆汁反流性胃炎大鼠胃黏膜 NF-κB 表达的影响 

 
王垂杰,谷文文,李玉锋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和胃反流康对胆汁反流性胃炎大鼠胃黏膜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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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灌胃反流液建立胆汁反流性胃炎大鼠模型，将 40 只大鼠随机平均分为空白组、模型组、

磷酸铝凝胶组、和胃反流康组。通过 Western blot 法测定胃黏膜上皮 NF-κB p65 蛋白表达，通过

RT-PCR 法检测胃黏膜 NF-κB p65mRNA 表达含量。 

结果 结果 Western blot 法显示：和胃反流康组大鼠胃黏膜组织中 NF-κB p65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低

于模型组（P＜0.05）。RT-PCR 法检测结果示：和胃反流康组大鼠胃黏膜组织中 NF-κB p65 mRNA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模型组（P＜0.05）。 

结论 和胃反流康可能通过下调 NF-κB 而有效改善胃黏膜炎症。 

 
 

PU-1915 

和胃反流康对胆汁反流性胃炎大鼠胃黏膜 IKK 表达的影响 

 
李玉锋,谷文文,王垂杰 

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和胃反流康对胆汁反流性胃炎大鼠胃黏膜的作用机制。 

方法 通过灌胃反流液建立胆汁反流性胃炎大鼠模型，将 40 只大鼠随机平均分为空白组、模型组、

磷酸铝凝胶组、和胃反流康组。通过 Western blot 法测定胃黏膜上皮 IKKβ 蛋白表达，通过 RT-PCR

法检测胃黏膜 IKKβ 表达含量。 

结果 Western blot 法显示：和胃反流康组大鼠胃黏膜组织中 IKKβ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模型组（P

＜0.05）。RT-PCR 法检测结果示：和胃反流康组大鼠胃黏膜组织中 IKKmβRNA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

低于模型组（P＜0.01）。 

结论 和胃反流康可能通过下调 IKKβ 来有效改善胃黏膜炎症。 

 
 

PU-1916 

肝硬化并尖端扭转性室性心动过速 2 例 

 
赵黎东

1
,赵黎东

1
 

1.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2.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肝硬化并发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临床特点的分析，了解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产

生的原因及其心电图特点，达到对肝硬化病人采取合理措施治疗及预防该类心律失常的发生。 

方法 通过临床分析的方法 

结果 在肝硬化疾病的基础上容易出现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 

结论 肝硬化病人，在电解质紊乱的前提下容易出现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该病致死率较高，需

要对此有所识别并采取必要措施加以防治。 

 
 

PU-1917 

和胃反流康对胆汁反流性胃炎大鼠胃黏膜 IL-1β 表达的影响 

 
李玉锋,谷文文,王垂杰 

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究和胃反流康对胆汁反流性胃炎大鼠胃黏膜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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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灌胃反流液建立胆汁反流性胃炎大鼠模型，将 40 只大鼠随机平均分为空白组、模型组、

磷酸铝凝胶组、和胃反流康组。通过 Western blot 法测定胃黏膜上皮 IL-1β 蛋白表达，通过 RT-PCR

法检测胃黏膜 IL-1βmRNA 表达含量。 

结果 Western blot 法显示：和胃反流康组大鼠胃黏膜组织中 IL-1β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模型组（P

＜0.05）。RT-PCR 法检测结果示：和胃反流康组大鼠胃黏膜组织中 IL-1βmRNA 蛋白表达水平明

显低于模型组（P＜0.05）。 

结论 和胃反流康可能通过下调 IL-1β 而有效改善胃黏膜炎症。 

 
 

PU-1918 

Age at onset, maintenance therapy an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anal 

fistula in Crohn’s disease 

 
Guanghui Lian,Yu Peng,Xiaowei Liu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bjective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risk factors of Crohn's disease with anal fistula in the 
population.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data from resident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Crohn's disease at 
Xiangya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5 to September 2017 was perform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with or without anal fistula. The following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anal fistula were investigated: age at onset, sex, smoking, disease location, 
maintenance therapy, disease behaviour, disease activity, and laboratory data, such as platelet 
count,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nd C-reactive protein level. 
Results Forty-three patients, including 38 males and 5 females, had anal fistula among 248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Crohn's disease. Eighteen patients had anal fistula before the age of 20, 
13 at the age of 21~30, 5 at the age of 31~40, and 7 over the age of 40. The factors age at onset 
(p=0.000), maintenance therapy (p=0.014), and increase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p=0.016)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nal fistula. Based o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anal fistula in Crohn's disease were the age at onset 
(odds ratio (OR): 0.54,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339-0.850, p=0.008), maintenance therapy 
an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OR: 3.24, 95% CI: 1.283-8.182, p=0.013). 
Conclusions The age at onset, maintenance therapy an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Crohn's disease with anal fistula.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our 
statistical analyses, we recommend that patients younger than 20 years who are diagnosed with 
Crohn's disease, with or without anal fistula, use anti-TNF therapy. 
 
 

PU-1919 

急性胰腺炎初期液体管理的研究进展 

 
苏涛,项立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目的 对急性胰腺炎初期液体管理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方法 通过国内外研究文献的系统回顾。 

结果 急性胰腺炎(AP)初期表现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和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CLS）；SIRS

的持续存在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另外血液中成分大量渗出,造成血管内血容量不足和器官

灌注不足，引起组织的缺血缺氧，可加重炎症反应、增加感染机会；这些成为 AP 病人临床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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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高峰。早期有效液体复苏能有效的减少 SIRS 的持续时间，能有效改善胰腺及肠道的微循环灌

注，以及肾脏和体循环的液体灌注,因而早期有效的液体复苏是 AP 早期治疗的基石 

结论 那么有效的液体复苏依赖于有效的液体管理，临床中轻中重度 AP 如何选择液体复苏、液体种

类的选择、如何指导液体复苏、如何评估复苏效果以及个体化的液体复苏方案，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PU-1920 

发病年龄，维持治疗方式及红细胞沉降率是克罗恩病合并 

肛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练光辉,彭誉,刘小伟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关于克罗恩病合并肛瘘在人群中的危险因素知之甚少。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在湘雅医院诊断为克隆恩病的住院患者的数据。 将患

者分成有或没有肛瘘组。研究与肛瘘发生相关的以下因素：发病年龄，性别，吸烟史，疾病部位，

维持治疗方式，疾病行为，疾病活动和实验室数据，如血小板计数，红细胞沉降率和 C-反应蛋白水

平。 

结果 在 248 名诊断为克罗恩病的患者中，有 43 位患者合并肛瘘，包括 38 名男性和 5 名女性。 其

中 20 岁以下发生肛瘘的 18 例，发生在 21〜30 岁的 13 例，发生在 31〜40 岁的 5 例，发生在 40

岁以上的 7 例。结果显示，发病年龄（P=0.000），维持治疗方式（p=0.014），红细胞沉降率增加

（p=0.016）与肛瘘发生显着相关。 根据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克隆恩病合并肛瘘的独立危险

因素为发病年龄（OR：0.54,95％置信区间（CI）：0.339-0.850，P = 0.008），维持治疗方式和红

细胞沉降率（OR：3.24,95％CI：1.283-8.182，p = 0.013）。 

结论 发病年龄，维持治疗方式和红细胞沉降率是克隆恩病合并肛瘘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我们统计

分析的结果，20 岁以下诊断为克罗恩病的患者，无论伴或不伴肛瘘，均建议使用抗 TNF 治疗。 

 
 

PU-1921 

哨兵息肉与近端结肠癌的相关性研究 

 
王曼,高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哨兵息肉(直肠息肉合并有近端结肠癌)的特点及其与近端结肠癌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对

预后的影响。 

方法 对我院消化内科住院的直肠息肉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患者均在 200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经内镜检查并经病理确诊，依据是否合并有近端结肠癌将患者分为哨兵息肉组（即病

例组）和单纯直肠息肉组（即对照组），并按患者临床特点、结肠镜下特点、病理类型、治疗与转

归等情况进行比较及分析。 

结果 共 2587 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病例组 192 例和对照组 2395 例。病例组发病年龄显著高于对

照组（χ
2
=79.097, P<0.01），且随着年龄增加，哨兵息肉发病率明显增加。病例组的贫血率、便隐

血阳性率及肿瘤标志物阳性率均较对照组高(χ
2
=90.561, P<0.01; χ

2
=70.303, P<0.01; χ

2
=92.77, 

P<0.01)。病例组近端结肠癌内镜下大部分表现为结节样肿物环绕肠腔生长，而远端直肠息肉与近端

结肠癌间的肠管未见明显异常。病例组中多发性息肉(≥3 枚)、大息肉(最大径≥1cm)、腺瘤性息肉(包

括管状腺瘤、绒毛状管状腺瘤、绒毛状腺瘤和锯齿状腺瘤)的比例及无蒂息肉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χ
2
=195.964, P<0.01; χ

2
=460.464, P<0.01; χ

2
= 94.693, P<0.01; χ

2
=48.014, P<0.01）。哨兵息肉

合并的近端结肠癌多为早期癌，占 40.10％，也可见不同分化程度的腺癌、粘液癌和印戒细胞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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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ke 分期以 Duke A 期、B 期多见，共占 67.19%，Duke D 期较少，仅占 12.5％。对照组患者 2203

例(91.98％)同意行结肠镜下治疗，均完全切除病灶。病例组 65 例（33.85%）行外科根治术，61 例

（31.77％）行内镜粘膜下剥离术或内镜下粘膜切除术。病例组随访 6～12 个月，有 21 例患者失访，

失访率为 10.94%，108 例（63.16％）完整切除无肿瘤复发或转移，57 例（33.33％）癌组织缩小

或症状得以改善，6 例（3.51％）患者死亡。 

结论 结肠镜检查发现多发性、最大径≥1cm、腺瘤性或有蒂的直肠息肉时，应警惕合并近端结肠癌

变的可能，即使患者不配合或因各种原因导致进镜困难无法全面观察结肠，也应在短期内再次复查

肠镜以完成全结肠的观察。 

 
 

PU-1922 

儿童 Shwachman-Diamond 综合征 3 例临床特点及基因分析 

 
周锦,郭姝,徐樨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 Shwachman-Diamond 综合征(SDS)临床和基因的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认识，以期

早期诊断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3 月～2017 年 11 月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 3 例儿童 SDS 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基因、治疗经过。 

结果 3 例均为男性，年龄 8 个月-13 个月，均有脂肪泻、营养不良及身材矮小，2 例有反复肺炎，1

例有黄疸及肝脏肿大。辅助检查：3 例患儿肝功能均异常，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87U/L -497U/L，

2 例有中性粒细胞绝对值（NEUT
#）减低（0.26×10

9
/L -0.71×10

9
/L），1 例有反复贫血（HB 64 g/L 

-106g/L）及血小板（PLT）减低(52×10
9
/L -80×10

9
/L)；3 例胰腺 MRI 均有胰腺受损表现。3 例患儿

SBDS 基因突变检测均为阳性，例 1 为 c.258+2T>C 和 c.184A>T 杂合变异，例 2 为 c.258+2T>C

和 c.23A>T 杂合变异，例 3 为 c.258+2 T>C 和 c.183_184TA > CT (p.K62X)杂合变异。 治疗方案

主要包括脱脂奶粉或高中链甘油三酯配方奶以及低脂饮食喂养，补充胰酶制剂、脂溶性维生素以及

钙剂，双环醇等保肝药物降酶等对症治疗。 输注红细胞和/或血小板可改善患儿贫血和/或血小板减

少。若反复严重感染，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持续<0.5×109/L，需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

治疗。严重骨髓衰竭、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或白血病患儿可予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效果显著。 

结论 Shwachman-Diamond 综合征相对少见，对于婴儿期有脂肪泻、营养不良、肝功能异常、中

性粒细胞减少等多系统表现的患儿，应考虑到此病，并尽早完善 SBDS 基因检测，对确诊患儿应长

期监测随访。 

 
 

PU-1923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 and Endoscopic Necrosectomy 
for Infected Walled-off Pancreatic Necrosis 

 
Xin Yong 

Xinqiao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Endoscopic necrosectomy is an effective technique for treating an infected walled-off 
pancreatic necrosis (WOPN). However, infected WOPN, which is a life-threatening adverse event 
of acute pancreatitis,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complicated complications and associated with high 
mortality. Patients should be treated with an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 to reduce serious 
complications and mortality.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and evaluate an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 and endoscopic necrosectomy for infected WO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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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is was a retrospective study. Thirty-four patients underwent endoscopic 
necrosectomyfor infected WOPN at our hospital between 2009.06 and 2016.12. The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 included the choice of an optimal approach (transgastric, percutaneous, 
transduodenal or combined endoscopic necrosectomy) and the treatment of complicated 
complications (fistula, bleeding, abscess rupture or organ failure) before endoscopic 
necrosectomy. The main outcome included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 
and endoscopic necrosectomy. 
Results A total of 34 patients (20 men and 14 women) were initially treated with drainageand then 
underwent endoscopic necrosectomy for infected WOPN.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and range of 
WOPN, the optimal approach was performed. Of 34 patients, 18 (52.94%) underwent transgastric 
endoscopic necrosectomy, 12 (35.29%) underwent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necrosectomy 
(PEN), and 4 (11.76%) underwent the combined approach. Complications before endoscopic 
necrosectomyoccurred in 19 patients (55.88 %), including fistula (n=6), bleeding (n=2), abscess 
rupture (n=1) andorgan failure (n=15). Here,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 was performed to treat 
these complications. For patients with fistula, endoscopic repair was performed for a colon fistula 
in 1 patient, and transduodenal spontaneous fistula drainage and endoscopic necrosectomywere 
performed in 2 patients with duodenal fistula, while conservative treatments were performed in the 
remaining fistula cases. For patients with bleeding, vascularinterventionwas performed to stop 
bleeding from the abscess cavity of WOPN before endoscopic necrosectomy. For patients in 
serious condition, such as respiratory failure or shock, we performed PENat the bedside to avoid 
moving the patients.Adverse events occurred in 3 patients (8.82%)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including self-limiting bleeding (n=1), incomplete ileus (n=1) and pancreatic fistula (n=1).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was sufficient for self-limitingbleeding and incomplete ileus, and we 
placed pancreatic duct stenting to treat the pancreatic fistula. Three (8.82%) patients diedof 
severe infection. Successful endoscopic necrosectomy was achieved in 34 patients (100%), and 
successful resolution was achieved in 31 patients (91.18%) after a median hospitalization of 71.5 
days. 
Conclusions The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 and endoscopic necrosectomy for patients with 
infected WOPN is feasible, safe and effective. 
 
 

PU-1924 

血清维生素 D 水平与慢性肝病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豆正莉,陈熙,任晓非,马维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检测慢性肝病患者血清 25-羟基维生素 D（25（OH）D）水平并探讨其与肝功能分级的相关

性。 

方法 收集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100 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 100 例作为试验组，健康人群 100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各组中患者血清 25（OH）D 水平。探讨 25（OH）D 水平在肝硬化组、慢性乙

型病毒性肝炎组、健康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分析肝硬化组患者血清 25（OH）D 水平与 Child-Pugh 分

级和 MELD 评分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1）肝硬化组 25（OH）D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及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组（P 均＜0.001）。

肝硬化组中 25（OH）D 水平缺乏（小于 20 ng/ ml）、不足（20 -30 ng/ ml）、 正常（30-100 ng/ 

ml）的比例分别为 38％、35％、27％。（2） 肝硬化组患者中，Child-Pugh A 级患者 25（OH）D 

水平大于 Child-Pugh B 级(P＜0.001)；Child-Pugh B 级患者 25（OH）D 水平大于 Child-Pugh C

级(P＜0.001)。25（OH）D 水平与 Child-Pugh 分级呈负相关(Spearman 相关系数 rs
2
=-0.559, P＜

0.001)。（3）肝硬化患者中，MELD 评分≤14 的患者 25（OH）D 水平大于 MELD 评分≥18 组的患

者 (P=0.002)；MELD≤14 与 MELD（14-18）、MELD（14-18）与 MELD≥18 两两比较均无统计学

意义 (P＞0.05)。25（OH）D 水平与 MELD 评分呈负相关(Pearson 相关系数 r
2
=-0.551，P＜0.001)。

（4）将 25(OH)D 水平分为充足(>30ng/ml)、不足(20-30 ng/ml)、缺乏(<20 ng/ml)；未校正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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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混杂因素显示，25(OH)D 水平<20 ng/ml 肝脏的病变程度更重（OR=4.711，95% CI 2.542~8.723，

P=0.001）；多元 logistic 回归校正年龄性别混杂因素后显示，25(OH)D 水平<20 ng/ml 肝脏的病变

程度仍然更重（OR=4.983，95% CI 2.662~9.328，P=0.001）。 

结论 慢性肝病患者血清 25（OH）D 水平普遍较低，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尤甚；慢性肝病患者血清 

25（OH）D 水平与肝功能分级具有相关性，肝功能分级越差血清 25（OH）D 水平越低。 

 
 

PU-1925 

Galectin-3 和 CD105 在胃癌进展过程中的表达 

 
高玉涛,王凯悦,王一军,刘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半乳糖血凝素-3 蛋白 (Galectin-3)属于半乳糖凝集素家族的成员，参与调节细胞生长分化、黏

附凋亡、血管形成及肿瘤侵袭转移等多种生理病理过程。Galectin-3 在胃癌组织中表达高，与胃癌

的分化、转移潜能关系密切。CD105 蛋白为血管内皮细胞增殖的标志物，参与血管的形成以及肿瘤

的发生发展、浸润及转移，可准确地反映出细胞的增殖状态。肿瘤微血管形成重要标志的微血管计

数（MVD）可以准确的反映 CD105 的表达情况。本研究旨在研究 Galectin-3 和 CD105 在胃癌不同

时期的表达情况，并探讨两种蛋白表达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经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内镜下切除、切缘阴性且经病理科医师确诊为早期胃癌的患者

标本 30 例、胃切除术后病理科医师确诊为进展期胃癌的患者标本 30 例及胃癌旁正常组织 30 例。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技术检测各组患者胃组织中 CD105 蛋白和 Galectin-3 蛋白的表达。 

结果 HE 染色显示，癌旁正常组织胃黏膜上皮结构完整连续，腺体细胞排列整齐。早癌细胞核增大、

深染，细胞多形性和核突显，腺体复杂出芽或分支形成等。进展期瘤细胞核增大、深染，细胞多形

性和核突显，异型腺体浸润至粘膜下层至粘膜肌层甚至全层。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Galectin-3

蛋白染色阳性呈浅棕至深棕色颗粒，主要表达于上皮细胞的细胞浆及胞核。与胃癌旁正常黏膜组织

相比，早期胃癌 ESD 组织和进展期胃癌组织 Galectin-3 表达量增多，与胃癌的严重程度成正相关。 

CD105 蛋白主要位于上皮新生血管内皮细胞的细胞浆。CD105 蛋白阳性表达的血管多为管径较小、

薄壁的新生血管，厚壁的大血管未见表达。胃癌旁正常黏膜中未见 CD105 蛋白表达。Galectin-3

及 CD105-MVD 的表达在早期胃癌及进展期胃癌中呈正相关。 

结论 Galectin-3和CD105在胃癌组织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组织，并随胃癌的进展而升高；Galectin-3

与 CD105-MVD 在胃癌进展中的表达呈正相关。 

 
 

PU-1926 

急性胰腺炎患者外周血 microRNA-216a 测定及临床意义 

 
靳晓旭,周雪,李真真,冯志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测定急性胰腺炎（AP）患者外周血中 microRNA-216a 的水平，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2017 年 8 月-11 月入住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 AP 患者 34 例，其中轻症急性胰

腺炎（MAP）患者 10 例，中重症急性胰腺炎（MSAP）6 例及重症急性胰腺炎（SAP）18 例，健

康受试者31例。入院24h内抽取患者外周血3-5 ml，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其测定microRNA-216a

水平。 

结果 AP 组和健康人组外周血的 microRNA-216a 值分别为 6.71 和 1.20，AP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025）；SAP 组患者 microRNA-216a 水平高于 MAP、MSAP 组（P=0.03）；person 相关

分析结果表明，microRNA-216a 的水平与 APACHEII 评分、Ranson 评分、MCTSI 评分存在正相关

性，与淀粉酶无相关性；microRNA-216a 鉴别 AP 患者的敏感性为 94.1%，特异性为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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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AP 组外周血 microRNA-216a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组。microRNA-216a 水平与 AP 严重程

度呈正相关性。microRNA-216a 的水平与 Ranson 评分、APACHE II 评分、MCTSI 评分具有正相

关性，与淀粉酶无相关性。 

 
 

PU-1927 

内镜下密集套扎结合小剂量硬化剂注射治疗肝硬化食管胃重度静

脉曲张随访追踪观察研究 

 
娄晓,史真雁,蒋树林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评价内镜下密集套扎结合小剂量硬化剂注射治疗食管胃重度静脉曲张疗效。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治的行内镜下密集套扎结合小剂量

硬化剂注射治疗的食管胃重度静脉曲张的肝硬化患者 75 例。统计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Child-Pugh

分数、套扎和硬化情况、食管和胃曲张静脉消失情况、出血、并发症及随访等情况。 

结果 首次出血就诊的 55 例患者急诊止血率达 100%，食管静脉重度曲张临床治愈 60 例（84.5%）；

胃静脉重度曲张临床治愈 65 例（92.86%）。治疗过程和随访过程中出血共 36 例次（28 例患者，

其中 7 例患者出血 2 次，1 例患者出血 3 次）。从食管、胃治疗情况来看，内镜下单次密集套扎治

疗结束后，达到静脉曲张临床治愈的患者分别占 2.82%（2/71）、47.14%（33/70）；单纯通过屡

次套扎，达到静脉曲张临床治愈的患者分别占 32.39%（23/71）、38.57%（27/70）；通过多次套

扎结合小剂量硬化剂多次注射，达到静脉曲张临床治愈的分别有 49.29%（35/71）、7.14%（5/70）。

患者的不良反应主要是咽喉部不适、胸骨后牵拉痛、发热、恶心、呕吐、消化道溃疡、排尿不畅等

不适。患者 Child-Pugh 得分较术前降低（P＜0.05）。 

结论 内镜下密集套扎结合小剂量硬化剂注射治疗食管胃重度静脉曲张疗效显著，急诊止血率高、静

脉曲张临床治愈率高、再出血率低、复发率低，不良反应轻微并可使患者肝功能得到改善。 

 
 

PU-1928 

超声内镜在胃间质瘤内镜下治疗中的评估作用 

 
秘建威,张君,赵东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内镜（EUS）联合内镜下切除技术对胃间质瘤（GSTs）的诊治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自 2012 年 05 月至 2018 年 2 月术前行 EUS 检查

后接受内镜下切除进而病理证实为GSTs的72例患者。记录术前EUS检查病变的特征及超声诊断；

内镜下切除术式、手术过程、并发症、病变切除完整程度。评估 EUS 诊断胃间质瘤的准确程度，比

较不同危险度分级的 EUS 图像特征，分析 EUS 辅助下不同内镜下切除方法对 GSTs 的切除程度及

并发症情况。 

结果 术前 EUS 与术后病理对 GSTs 的诊断一致率为 76.4%（55/72），GSTs 内部回声不均匀、存

在液性无回声区、钙化常提示其危险度较高（P<0.05）；瘤体大小与间质瘤危险度相关；瘤体位置、

回声类型、内部血流信号以及瘤体表面特性与 GSTs 危险度无明显相关性（P>0.05）；内镜下切除

GSTs 的完整切除率为 95.8%（69/72），术中出血 2 例（2.8%）、穿孔 13 例（18.0%），均在内

镜下成功处理，术后发生电凝综合征 7 例（9.7%），保守治疗后均好转，术后穿孔 1 例，转外科成

功处理。 

结论 超声内镜对于 GSTs 的诊断及其危险性评估具有重要意义，并能够很好的辅助内镜下对于

GSTs 的切除。内镜下切除 GSTs 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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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29 

FOXO1 及其下游蛋白在胃癌发生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穆宗伟,谢金霞,郭昱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FOXO1 及其下游蛋白 Bim 和 P27 在胃癌的发生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于 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10 月就诊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并行胃癌切除术的患者 27

例，取患者的胃癌及癌旁正常组织。应用 HE 染色确定其分化程度及类型；应用免疫组化和 Western 

blot 的方法分析癌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中 FOXO1、Bim 和 P27 三种蛋白的表达情况；分析蛋白的

表达量与胃癌临床特征间的关系。 

结果 27 例胃癌患者中男性 17 例，女性患者 10 例。年龄：30~77 岁，平均年龄（58.92±8.62）岁。

HE 染色结果显示，胃癌患者的病理类型以腺癌为主，癌旁组织细胞排列整齐；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FOXO1蛋白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高于癌旁正常组织（P＜0.05），其阳性表达率分别为74.07%（20/27）

和 22.22%（6/27）。在胃癌患者中，低分化阳性表达率为 55.56%（5/9）；中分化阳性表达率为

70.00%（7/10）；高分化阳性表达率为 100.00%（8/8）。Bim 蛋白在胃癌组织的阳性表达率低于

癌旁组织（P＜0.05），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29.63%（8/27）和 85.19%（23/27）；在胃癌患者中，

存在淋巴结转移的阳性表达率明显低于无淋巴结转移的胃癌组织（P＜0.05），其阳性表达率为 16.67%

（3/18）和 55.56%（5/9）。P27 蛋白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低于癌旁组织（P＜0.05），其阳性表达

率分别为 40.74%（11/27）和 81.48%（22/27）。在胃癌患者中，存在淋巴结转移的 P27 阳性表达

率为 22.22%（4/18）；无淋巴结转移胃癌组织阳性表达率为 77.78%（7/9）。Ⅰ期+Ⅱ期 P27 阳性

表达率为 16.67%（2/12）；Ⅲ期+Ⅳ期阳性表达率为 60.00%（9/15）。Western blot 实验结果与免

疫组化结果一致。 

结论 FOXO1 蛋白在癌组织的表达高于癌旁组织，且肿瘤分化程度越高，FOXO1 的表达越高。Bim

蛋白在胃癌组织的表达低于癌旁组织，且无淋巴结转移组高于淋巴结转移组。P27 蛋白在胃癌组织

的表达较癌旁组织低，在无淋巴结转移组、TNM Ⅲ期+Ⅳ期组的表达高于其对应组。 

 
 

PU-1930 

日本血吸虫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对实验性 

结肠炎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李路,陈熙,徐永伟,武艺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体内及体外实验探讨日本血吸虫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rSjcystatin）对实验性结肠炎的保

护作用及免疫调节机制。 

方法 体外实验：对 RAW264.7 预处理分为三组：空白对照组、LPS 刺激组、LPS+rSjcystatin 组。

将预处理后的 RAW264.7 与 Caco-2 细胞 transwell 共培养，Western blot 测预处理的巨噬细胞分化

相关蛋白 iNOS、Arg-1 及共培养 24 小时后 Caco-2 细胞的凋亡相关蛋白 caspase8、caspase9 的

表达，ELISA 测细胞上清 IL-10、TNF-α、IL-13、IL-1β。体内实验：分为三组：正常对照组、TNBS

模型组、TNBS 模型+ rSjcystatin 组（TNBS 灌肠后 6h、24h 腹腔注射 50µɡ rSjcystatin）。记录小

鼠体重变化和 DAI；3 天后剖杀小鼠收集脾和结肠。1. 测小鼠结肠长度；MAO、MIO、MPO 及 HE。

2. 流式测脾脏 Th1（IFN-γ），Th2（IL-4）和 Treg 比例。3. ELISA 测结肠匀浆 IFN-γ、IL-4、IL-10、

IL-13。4. qRT-PCR 测结肠 IFN-γ、IL-4、IL-10、FOXP3 mRNA。5.Western blot 测结肠 GATA-3、

T-bet、FOXP3 蛋白。 

结果 体外实验：经 rSjcystatin 预处理的巨噬细胞较 LPS 刺激组 Western blot 检测的 iNOS 表达减

低，而 Arg-1 表达增高；caspase8、caspase9 表达减低。ELISA 结果显示：rSjcystatin 处理 24h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454 
 

后的细胞上清液中的 IL-1β、TNF-α 减低，IL-10、IL-13 升高。体内实验：干预组较 TNBS 模型组：

上述炎症参数明显降低。HE 显示，结肠炎症减弱。 流式结果显示：脾脏 IFN-γ 降低，Treg 增高。

ELISA 结果显示：结肠匀浆 IFN-γ 降低，IL-4、IL-10、IL-13 水平增高。 qRT-PCR 结果显示：结肠

IFN-γ mRNA 水平降低，IL-10、FOXP3 mRNA 水平升高。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结肠 T-bet 下调，

GATA-3、FOXP3 上调 

结论 rSjcystatin 蛋白不仅表现在对巨噬细胞的诱导分化及结肠细胞的凋亡减轻，同时可能通过下调

Th1、上调 Th2 和 Treg 减轻结肠炎。本研究结果提示，重组纯化的 rSjcystatin 为临床 IBD 治疗提

供新思路 

 
 

PU-1931 

FoxM1：条条道路促肿瘤转移 

 
刘诚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FoxM1 是叉头盒蛋白家族的一个转录因子，在多种人类肿瘤中高表达。 

方法 其表达调控着肿瘤侵袭转移过程中的多种基因，并且与这些肿瘤的恶性程度密切相关。 

结果 FoxM1 除了参与调控肿瘤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侵袭转移、血管生成、转移灶形成等之外，

还能够通过强化葡萄糖代谢和募集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来促进转移。另外，FoxM1 在这些调控过程中

主要由转录效应发挥作用，但是也可以通过直接结合调控其它蛋白。 

结论 本文主要讨论 FoxM1 及其下游靶分子在肿瘤远处转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PU-1932 

聚乙醇酸片预防早期消化道肿瘤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 

出血的有效性的 Meta 分析 

 
王丹,李南,张梦晨,赵旸,姜慧卿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本 Meta 分析旨在评估聚乙醇酸片预防消化道肿瘤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出血的有效性。 

方法 本研究利用英文数据库(Pubmed, Web of Science,Embase and Cochrane Library)和中文数据

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对相关文献进行系

统检索(截止 2018 年 1 月)。文献纳入标准：纳入干预组为使用聚乙醇酸片，对照组为非使用聚乙醇

酸片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结局指标为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出血率、出血时间和复发率。排除标准：

非随机对照试验和病例对照研究等回顾性研究。 

结果 共有 6 篇文献符合入选标准，总计 599 例患者纳入分析，其中干预组 337 例，对照组 262 例。

与对照组相比，应用聚乙醇酸片组术后出血率风险降低(RR 0.42 95%,CI 0.24-0.74, P<0.05)。内镜

黏膜下剥离术后出血时间：应用聚乙醇酸片组术后出血天数与对照组术后出血天数相比无差异(SMD 

0.72,95%CI-1.16-2.61,I
2
>50%, P=0.45)。与对照组相比，应用聚乙醇酸片组术后出血复发率降低(RR 

0.40,95%CI 0.15-1.11, P<0.05)。 

结论 聚乙醇酸片对早期消化道肿瘤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出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应用聚乙醇酸片后

可以降低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出血的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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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33 

CD44v9 在胃癌进展过程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王凯悦,王一军,高玉涛,刘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研究 CD44v9 在胃癌进展过程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方法 收集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胃镜室行 ESD 术的早期胃癌 30 例、胃肠外科手术的进展期胃癌

30 例及相应癌旁组织 30 例。HE 染色观察胃癌组织病理学表现，免疫组化测定癌旁组织、早期胃癌、

进展期胃癌组织 CD44v9 的表达。 

结果 HE 染色结果显示，早癌中高分化腺癌 23 例，中分化腺癌 7 例；进展期胃癌：中分化腺癌 11

例，低分化腺癌 16 例，粘液腺癌 2 例，印戒细胞癌 1 例。胃组织免疫组化结果显示，CD44v9 主要

定位于细胞膜，小部分定位于细胞浆。胃癌组织的 CD44v9 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P<0.01）。早

期胃癌组织 CD44v9 大多呈阳性表达，进展期胃癌组织 CD44v9 大多呈弱阳性表达，早期胃癌组织

CD44v9 高于进展期胃癌组织（P<0.05）。 

结论 CD44v9 在胃癌组织中表达高于癌旁正常组织，在早期胃癌组织表达高于进展期胃癌组织，可

作为早癌组织的特异性标志物。 

 
 

PU-1934 

磁控胶囊内镜在胃及小肠疾病诊断中的价值及应用推广 

 
王帅,杨川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以传统内镜（纤维胃十二指肠镜、结肠镜）作为对照组，研究磁控胶囊内镜（MCE）对食管、

胃、小肠疾病诊断的准确性、敏感性，探讨影响检查结果的相关因素，评估磁控胶囊内镜对胃肠疾

病的诊断价值。 

方法 本研究纳入自 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2 月来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就诊的患者 97 例，分别行

磁控胶囊内镜及传统内镜检查，评估上述方法对胃肠病变的检出率、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并进行一致性分析，记录并分析患者的胃、肠道准备情况，胶囊通过时间，胶囊排出时

间，患者接受度及相关并发症。 

结果 MCE 诊断胃部局灶性病变，以胃息肉敏感度最高，胃溃疡次之，与胃镜有较好的一致性，而

其他胃内局灶性病变比率较低，易漏诊；MCE 诊断食管阳性病变的能力较差；MCE 检出的小肠阳

性病变种类多，但与胃镜吻合程度一般；MCE 与结肠镜仍存在差距，但可作为结肠镜的辅助工具，

对可疑的大肠疾病起到初步筛查作用。 

结论 MCE 对胃肠疾病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935 

经口双气囊小肠镜后高淀粉酶血症、急性胰腺炎相关因素的研究 

 
王一军,王凯悦,高玉涛,刘丽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本文旨在研究经口双气囊小肠镜后相关炎症指标、血淀粉酶的变化，并探讨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接受小肠镜检查的患

者 30 例。记录研究对象基本信息，检查前化验血常规、C-反应蛋白、血淀粉酶值，记录小肠镜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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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间、牵拉肠管的次数。监测检查后 3 小时、12 小时血淀粉酶，次日血常规、C-反应蛋白。追踪

并记录患者检查后的一般情况。 

结果 共收集入组患者 30 例，其中男 24 例，女 6 例，平均年龄 51.67±15.96 岁。小肠溃疡 12 例，

未见异常 9 例，小肠毛细血管扩张症 4 例，小肠间质瘤 2 例，回肠憩室 1 例，蛋白丢失性肠病 1 例，

小肠淋巴管扩张 1 例。检查后发热 3 例，腹痛 4 例，7 例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均

升高。小肠镜后高淀粉酶血症 22 例，其中 3 例经 CT 确诊为急性胰腺炎，高淀粉酶血症组、急性胰

腺炎组与血淀粉酶正常组患者比较，小肠镜操作时间（P<0.05）、进镜时牵拉肠管次数（P<0.05）

有统计学意义，而年龄、退镜时牵拉肠管次数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经口双气囊小肠镜后患者炎症指标升高；超过半数人血淀粉酶升高，与小肠镜操作时间、进镜

时牵拉肠管次数有关，与年龄、退镜时牵拉肠管次数无关。 

 
 

PU-1936 

VPAC1 通过 TRPV4/Ca2+信号促进胃癌侵袭转移的 

分子机制研究 

 
唐波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目的 血管活性肠肽 VIP 及其受体 VPAC1 在胃肠道生理功能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其在胃肠道

肿瘤进展中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阐明。本研究旨在阐明 VPAC1 在胃癌进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调

控机制。 

方法 通过 qPCR、western blot 及免疫组化检测 VPAC1 在胃癌组织及细胞系中的表达；通过分子

生物学、钙测定、膜片钳等多种技术揭示 VPAC1 调控下游的分子信号机制，进一步通过临床分析

阐明 VPAC1 在胃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结果 我们发现 VIP/VAPC1 过表达与胃癌侵袭、肿瘤分期、淋巴结转移及不良预后密切相关；VPAC1

活化可促进 TRPV4 介导的细胞外钙内流，进而通过钙依赖机制促进胃癌细胞侵袭转移；抑制 VPAC1

及其下游信号通路可抑制胃癌的侵袭转移；VPAC1/TRPV4/Ca2+信号可通过 CREB 信号促进血管

活性肠肽 VIP 的表达及分泌，进而形成一种正反馈调控机制加速和促进胃癌侵袭转移；VPAC1、

TRPV4 表达与胃癌组织 VIP 表达正相关，高表达 VIP 及 VPAC1 与肿瘤分期及远处转移可作为胃癌

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 

结论 我们的研究首次揭示 VPAC1 及 TRPV4 的功能偶联可通过一种正反馈调控机制促进胃癌的侵

袭转移，靶向该信号通路可作为胃癌防治的靶标。 

 
 

PU-1937 

胶囊内镜诊断小肠疾病临床分析 

 
谢金霞,穆宗伟,郭昱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分析胶囊内镜诊断小肠疾病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自 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行胶囊内镜检查的患者 100 例，

体检患者 12 例，症状组 88 例（腹痛患者 31 例，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患者 47 例，腹泻患者 10 例），

进行分析。 

结果 仅 1 例患者发生胶囊嵌顿最终由小肠镜取出；余 99 例均顺利完成全小肠检查，耐受性良好，

无并发症发生。胃运行时间为 3~226min，小肠运行时间为 47~403min，排出时间 12-72h，平均 1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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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检出率：症状组为 75%，体检组为 42%；病变类型为：小肠炎症性病变、小肠血管性病变（包

括血管畸形及血管扩张）、小肠溃疡性病变、小肠肿物、小肠息肉及同时存在多种病变。 

结论 胶囊内镜对小肠疾病的检出率较高，尤其是对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患者，可作为首选，其诊断

率及敏感性均较高。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小肠病变以血管性病变为主，溃疡性病变次之；不明原因

腹痛及不明原因腹泻患者胶囊内镜检查小肠病变均以炎症性病变为主，溃疡性病变次之。 

 
 

PU-1938 

超声内镜在胰腺肿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张君,秘建威,赵东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超声内镜对胰腺肿瘤的诊断价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常规影像学检查手段（CT，MRI 或 B 超）怀疑为胰腺占位

性病变，行超声内镜检查的患者 15 例。穿刺所得样本送病理涂片、液基细胞学以及组织病理学检查。

胰腺囊性病变所得囊液送肿瘤标志物检测。确诊依据穿刺病理学和细胞学检查结果或随访结果。 

结果 超声穿刺 15 例患者中，11 例获得阳性病理结果，4 例穿刺病理结果为阴性，EUS-FNA 在诊

断胰腺肿瘤的良恶性上，其灵敏度为 84.6%，特异度为 100%，病理阳性率为 73.3%。其穿刺次数

对诊断准确性无明显影响。所有患者均未出现感染、出血、穿孔等并发症。其中 3 例患者术后出现

脂肪酶及淀粉酶的轻度升高，经对症治疗后恢复正常。 

结论 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EUS-FNA）是病理学诊断胰腺肿瘤一种安全、有效且准确的

方法，并发症少见。 

 
 

PU-1939 

索非布韦联合雷迪帕韦及其加用利巴韦林治疗  

1 型丙型肝炎的荟萃分析 

 
赵旸,张梦晨,王丹,李南,姜慧卿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评价索非布韦联合雷迪帕韦是否加用利巴韦林治疗 1 型丙型肝炎的有效性及其安全性。 

方法 利用计算机检索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期间国外数据库（ PubMed、Embase、

MEDLINE、The Cochrane Library）和国内数据库（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将有关索非布韦

联合雷迪帕韦（SL）和索非布韦联合雷迪帕韦加利巴韦林（SLR）治疗 1 型丙型肝炎的随机对照试

验依据纳入标准选取文献进行评价。应用软件 RevMan 5.2 对治疗后 1 型丙型肝炎患者的 12 周持续

病毒学应答率（SVR12）、严重副作用（SAE）、任何副作用（AEs）、复发率等指标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纳入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7 篇，全部为英文文献。共 2331 例 1 型丙肝患者（SL 组 1161 例，

SLR 组 1170 例）。对于初治的 1 型丙肝患者，SLR 组与 SL 组的 SVR 12 无明显差异（RR=1, 95% 

CI 0.98-1.02, P>0.05），SAE 无明显差异（RR=1.05, 95% CI 0.22-5.00, P>0.05），SLR 组 AEs

明显升高（RR=0.90, 95% CI 0.85-0.95, P<0.05），复发率无明显差异（RR=1.49, 95% CI 0.69-3.21, 

P>0.05），的 8 周/12 周方案的 SVR12 不存在明显差异（RR=0.99, 95% CI 0.95-1.03, P>0.05）；

对于经治的 1型丙肝患者，SLR组与SL组的SVR12无明显差异（RR=1, 95% CI 0.98-1.03, P>0.05），

SAE 无明显差异（RR=1.41, 95% CI 0.64-3.11, P>0.05），SLR 组 AEs 明显升高（RR=0.87, 95% 

CI 0.81-0.93, P<0.05），两组复发率不存在明显差异（RR=1.53, 95% CI 0.69-3.41, P>0.05）；但

24 周 SL 组与 12 周 SLR 组 SVR12 无明显差异（RR=1.02, 95% CI 0.99-1.06,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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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L 方案治疗 1 型丙型肝炎是安全有效的。SLR 方案治疗 1 型丙型肝炎，副作用较大，而疗效

无明显提高，但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有助于缩短用药疗程。 

 
 

PU-1940 

一例重度溃疡性结肠炎行全结肠及直肠切除术病人的护理 

 
高境蔚,陈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总结一例内外科联合治疗护理的重度溃疡性结肠炎病人的护理经验。 

方法 对我科收治的一例重度溃疡性结肠炎经内外科联合治疗病人的护理方法及要点进行回顾性总

结。 

结果  此病人顺利完成了―全结肠及直肠切除术，回肠 J 形储袋，回肠肛管吻合术‖，经内外科联合治

疗、护理三个月痊愈出院。 

结论 重度溃疡性结肠炎经内外科联合治疗的病人，经过精心周全的护理，可促进病人快速康复出院。 

 
 

PU-1941 

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 Omentin-1 测定及临床意义 

 
周雪,李真真,靳晓旭,冯志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测定血清 Omentin-1 水平探讨该指标对于评估急性胰腺炎（AP）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价

值。 

方法 收集临床上确诊为 AP 的患者 32 例作为病例组，其中包括轻症急性胰腺炎（MAP）患者 15

例，中重症急性胰腺炎（MSAP）及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患者 17 例，收集同期健康体检者 32

例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病例组入院时及对照组的血清 Omentin-1 水平，采集病例组

血液进行生化等指标的测定。对入选 AP 患者进行 Ranson 评分、APACHEⅡ评分及 MCTSI 评分。

将血清 Omentin-1 水平与上述评分及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水平作相关性分析；绘制受试者

工作特征曲线（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分析血清 Omentin-1 水平及相关评分指标对

AP 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 

结果 对照组、MAP 组和 MSAP+SAP 组的血清 Omentin-1 水平分别为 20.42±8.61 ng/ml、

46.49±11.65 ng/ml 和 39.15±9.62 ng/ml，MAP 组、MSAP+SAP 组血清 Omentin-1 水平均高于对

照组（P<0.05），但 MSAP+SAP 组与 SAP 组的血清 Omentin-1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P>0.05）。

MAP 组、MSAP+SAP 组血清 Omentin-1 水平与 Ranson 评分、APACHE Ⅱ评分、MCTSI 评分及

hs-CRP水平之间均无相关性。血清Omentin-1水平评估MAP的 ROC曲线下面积为0.588（P>0.05），

评估 MSAP+SAP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412（P>0.05），血清 Omentin-1 水平对 AP 病情严重

度无明确评估价值。 

结论 血清 Omentin-1 水平在 AP 患者中明显升高，但在 MAP 组及 MSAP+SAP 组间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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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42 

黏膜桥法治疗胃小弯侧巨大黏膜病变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张幸

1
,史冬涛

1
,李锐

1
,陈卫昌

1
,刘鹏飞

2
,白飞虎

3
,吴旭东

4
,成翠娥

5
,施瑞华

6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江苏省江阴市人民医院 

3.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4.盐城第一人民医院 

5.常熟第二人民医院 

6.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目的 作为一种新兴内镜诊疗技术，黏膜桥法已在环周食管病变的应用中展现出巨大的治疗优势。但

目前该技术的应用仍局限于食管，对于胃、结肠等部位的早癌应用较少，治疗效果尚未得到广泛认

同。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多中心回顾性研究，评估黏膜桥技术在治疗胃小弯侧巨大黏膜病变中的应

用效果，同时为其远期推广提供指导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中国六家中心（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江

阴市人民医院、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盐城第一人民医院、常熟第二人民医院、东南大学附属

中大医院）经内镜切除的胃小弯侧巨大黏膜病变（直径≥3 cm）共 87 例，其中经 ESD 术治疗 55 例，

黏膜桥法治疗 32 例。分析各组病例的病灶大小、分型、病理、整块切除率、治愈性切除率、并发症

发生率和随访情况，同时以单位时间内剥离面积评价手术效率。 

结果 87 例患者中，男 48 例，女 39 例，平均年龄 64.0±11.3 岁。根据巴黎分型，0-Ⅱa+Ⅱc 型 18

例，0-Ⅱb 型 47 例，0-Ⅱc 型 4 例，0-Ⅱa 型 18 例。病理结果示黏膜内癌 24 例，高级别上皮内瘤

变42例，低级别上皮内瘤变21例。组间比较，黏膜桥组剥除速率明显快于ESD组（18.0±7.1 mm
2
/min 

vs. 7.8±4.8 mm
2
/min, p<0.01）。在治愈性切除及整块切除方面黏膜桥组均高于 ESD 组（100% vs. 

85.5%, p=0.024, 100% vs. 87.3%, p=0.035）。ESD 组均有术中出血发生，而黏膜桥组术中出血率

仅 59.4%，且无肌层损伤及穿孔发生，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术后 83 例患者参与随访，平

均随访时间 12.4±6.8 月。黏膜桥组无复发病例，ESD 组复发 1 例，两组间复发率无统计学差异

（p=0.443）。 

结论 黏膜桥技术是一种安全有效剥离胃小弯侧大面积病变的方法。该技术的使用解决了传统 ESD

术在治疗此类病灶时的关键难点，加快手术剥离速率，降低了术中操作的风险，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1943 

miR-363 inhibits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rogression by directly targeting SPAG5 

 
Zhang Mingxin,Manli Cui,Jingjie Wa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digestive 
malignancies and increasing evidences revealed that microRNAs (miRNAs) perform oncogenic or 
tumor suppressor functions in ESCC carcinogenesis.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expression, 
significance, prognostic and underlying function of miR-363 in ESCC was investigated. 
Methods We used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o quantify the 
expression of miR-363 in 80 ESCC tissues and analyz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factors and survival. Then, the effects of miR-363 on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and invasion of 
ESCC cells was detected using MTT,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and transwell invasion assays, 
respectively. Then, we investigated the 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sperm-associated 
antigen 5 (SPAG5) expression using immunoblot analysis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s. Finally, 
effect of SPAG5 on function of miR-363 was also studied by overexpression of SPA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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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We demonstrated that expression of miR-363 decreased in both ESCC specimens and 
cell lines, and expression of miR-363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es and tumor 
differentiation. Then low miR-363 expression was identified 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We then over-expressed miR-363 in Eca109 and Ec9706 cells resulted in decrease of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and increase of cell apoptosis, while down-expressed got the opposite 
results. Moreover, we identified that SPAG5 was the direct target of miR-363, and reintroduction of 
SPAG5 restored the miR-363-induced effects on the cell events like cell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and invasion. Last,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iR-363 and SPAG5 expression in 
ESCC tissue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presented the evidences that miR-363 may act as a tumor suppressor 
by down-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SPAG5 in ESCC and miR-363 might be a potential 
biomarker in the diagnosis and a therapeutic target in treatment for ESCC patients. 
 
 

PU-1944 

消化道瘘内镜处理的临床研究 

 
张幸

1
,周书成

2
,史冬涛

1
,张德庆

1
,李锐

1
,陈卫昌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内镜下空肠管置入术、钛夹夹闭术及 OTSC 金属夹系统对消化道瘘治疗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我科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收治的消化道瘘患者 38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行 OTSC

闭合 5 例，内镜下钛夹夹闭术 20 例，内镜下空肠管置入术 13 例。对所有 38 例患者的技术成功率、

临床治愈率及术后住院时间进行相关统计。 

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了内镜下治疗，治疗过程中未出现相关并发症。空肠管组 13 例患者，1

例因严重胸腔感染继发脏器衰竭死亡。剩余 12 例患者，5 例瘘口未见明显变化，3 例瘘口较前缩小，

4 例瘘口完全愈合，治愈率 30.8%，术后平均住院天数 47.4±14.1 天；钛夹组 20 例患者，治疗过程

中 1 例患者因严重腹腔感染继发感染性休克死亡。剩余 19 例患者，16 例瘘口完全愈合，3 例瘘口

未见缩小，治愈率 80%，术后平均住院天数 17.9±8.9 天；OTSC 组共 5 例患者，其中 1 例难治性

食管瘘患者，采用多次 OTSC 联合钛夹夹闭的方式逐步缩小瘘口直至完全愈合，瘘口愈合时长为 102

天；其余 4 例患者采用单纯 OTSC 治疗，瘘口均在 1 周内完全愈合，术后平均住院天数 24.6±43.4

天。3组间比较，OTSC组瘘口完全愈合率高于钛夹组及空肠管组（100% vs 80% vs 30.8%，p=0.003）。 

结论 内镜下微创技术可有效治疗消化道瘘，且具有创伤小、操作简便、愈合快、经济安全等优点，

值得临床推广。 

 
 

PU-1945 

胆总管结石导致 CA19-9 显著升高：病例报道 

 
王晓晰,郭晓钟 

沈阳军区总医院 

 

目的 血清糖类抗原 CA19-9，是临床上常见的肿瘤标记物，用于胰胆系肿瘤的诊断及预后的评估。

当 CA19-9 水平大于 100 U/ml 时常提示恶性肿瘤的存在，特别是在胰腺癌的早期阶段。过去曾有人

指出当 CA19-9 水平大于 1000 U/m 时，诊断胰腺癌的特异度可达 99%，然而目前也有很多良性病

变，如胆总管结石、急性胆囊炎、胰腺炎、自身免疫性肝炎、粘液性囊腺瘤、间质性肺疾病、胶原

性血管病、充血性心脏病、子宫内膜异位症、结肠炎、糖尿病、甲状腺机能减退、类风湿性关节炎

等均可引起 CA19-9 的显著增高。现报道 1 例由于胆总管结石和胆囊结石导致 CA19-9 升高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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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患者男性，63 岁，因―间断上腹部疼痛 1 年‖入院。1 年前开始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以脐

周为主，呈间断性隐痛，午后明显，无放射痛，与体位改变无关，偶有反酸及烧心，无恶心及呕吐，

无发热及寒战，无黄疸。既往体健，否认其他疾病史。患者为进一步检查及治疗入院，门诊以―胆结

石‖收入我科。 

结果 入院后化验肿瘤标记物示 CA19-9 水平大于 1000 U/ml（正常范围：0-37 u/ml），CA-50 水平

为 466.34 iu/ml（正常范围：0-25 iu/ml），CA24-2 水平超过 200 iu/ml（正常范围：0-20 iu/ml）。

完善腹部 CT 扫描和磁共振胰胆管造影（MRCP）均提示在胆总管的下段可见多发结石，低位胆道

梗阻和胆囊结石。随后我们予患者行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

开术（EST）、内镜下乳头柱状气囊扩张术（EPBD）、网篮及球囊取石、内镜下鼻胆汁引流术（ENBD）。

在术后的第三天，CA19-9 水平下降到 78.62 u/ml。胰腺癌和胆管癌被我们排除在外。 

结论 在一些良性的胆道系统疾病中，可以见到 CA19-9 的显著升高。 

 
 

PU-1946 

急性广泛性门静脉系统血栓介入导管溶栓治疗一例 

 
唐黎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目的 52 岁的中年女性，因为上腹部持续性胀痛 12 天就诊，伴有排气排便减少，无发热、畏寒、恶

心、呕吐、便血、黑便、腹泻。收入新桥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治疗。腹部 CT 发现肝内密度不均，门

静脉扩张，脾大，脾静脉增宽，肝内门静脉及门静脉主干、脾静脉、肠系膜上静脉广泛血栓形成。

胃镜检查提示慢性浅表性胃炎，门脉高压性胃病。肝功能、凝血功能、血常规轻度异常。考虑诊断

为急性广泛性门静脉系统血栓。 

方法 予以经皮肝穿刺门静脉造影，见门静脉主干、脾静脉、肠系膜上静脉多发充盈缺损，符合上述

诊断。分别于脾静脉远端及肠系膜上动脉远端留置导管，经微泵给予低剂量尿激酶持续溶栓治疗和

低分子肝素持续抗凝治疗，期间密切监测凝血功能。 

结果 治疗 9 天后复查门静脉造影及上腹部增强 CT，提示大部分血栓溶解，阻塞血管再通，患者腹

痛明显缓解，拔出留置导管，予以出院。院外口服华法林抗凝治疗，每三月回我院复查 CT，示门静

脉系统内血栓完全消失。 

结论 本病例表明直接介入置管低剂量尿激酶溶栓+抗凝治疗能有效去除急性广泛门静脉系统血栓，

使阻塞静脉再通，解除生命危险，避免肠切除。重度急性广泛门静脉血栓患者可考虑予以本治疗方

式。 

 
 

PU-1947 

NCX1 在食管壁肌间神经元机械敏感性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董辉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 

 

目的 我们前期体内外研究发现，机械刺激可以激活食管壁肌间神经元，但其中涉及的分子机制不清，

本研究拟阐明机械刺激激活食管神经元的分子机制及作用。 

方法 我们研究 NCX1 在食管壁肌间神经元中的机械敏感性，并检测了 NCX1 和 nNOS 在原代培养

的食管壁肌间神经元中的表达及共定位情况。进一步通过钙测定、低渗模型及机械牵拉模型研究

NCX1 在神经元机械敏感性中发挥的重要功能及机制。最后通过动物体内实验验证机械牵拉对 LES

舒张的作用及机制。 

结果 NCX1 及 nNOS 在人和小鼠食管壁肌间神经元存在阳性表达及共定位；去除细胞外 Na+可明

显激活 NCX 的钙转运机制从而促进细胞内钙的增加，而该作用可被 NCX 特异性抑制剂所抑制；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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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的内钙释放以及外钙内流可同样被 NCX 抑制剂所拮抗；低渗溶液诱导的牵张及机械牵拉刺激促

进神经元内钙信号，而抑制 NCX 或敲除 NCX 可特异性阻断机械刺激导致的内钙信号；NCX 抑制剂

可抑制大鼠机械刺激导致的 LES 舒张。 

结论 我们的研究证实了一条新颖的 NCX1/Ca
2+

/nNOS/NO 信号通路在食管壁肌间神经元机械敏感

性中的机制，并且阐明了其在调节食管运动中的作用，为以 NCX1 为靶标的食管运动障碍疾病的诊

治提供依据。 

 
 

PU-1948 

脯氨酰顺反异构酶 Pin1 在促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中的作用 

 
陈杨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目的 脯氨酸介导的丝氨酸/苏氨酸磷酸化是多种信号通路共同的调控方式。由于脯氨酸特异的侧链

基团，肽基脯氨酰能以顺式或反式结构存在。肽基脯氨酰顺反异构酶（PPIase)能够催化顺反结构之

间的变化，以此调节多种蛋白的折叠、细胞定位、稳定性、活性以及相互作用。肽基脯氨酰顺反异

构酶家族包括亲环素类、FK506 结合蛋白以及细小蛋白。Pin1 是细小蛋白家族成员，它是目前已知

唯一能够识别并催化磷酸化的丝氨酸/苏氨酸-脯氨酸基序的 PPIase。Pin1 包含一个氮端的 WW 结

构域和一个碳端的 PPIase 结构域，其间由一段柔性区域连接。 

方法 Pin1 在转录水平受到转录因子 E2F 和 NOTCH1 的调控。此外 C/EBPα-p30 能够募集 E2F 到

Pin1 的启动子从而促进其表达。Pin1 在转录后水平受到多个 microRNA 的调控，包括 miR-200b、

miR-200c、miR296-5p、miR-370 和 miR874-3p。Pin1 的翻译后修饰包括磷酸化、泛素化、苏木化

以及氧化，这些修饰能够调节它的稳定性、底物结合能力、异构催化活性以及细胞定位。 

结果 Pin1 参与多种细胞进程，包括增殖、分化、衰老以及凋亡等。Pin1 在大多数肿瘤，特别是肿

瘤干细胞中高表达，而且与肿瘤患者的预后成明显的负相关。在 p53 突变、HER2/RAS 活化或者

c-Myc 持续表达的老鼠模型中，Pin1 的缺失能够显著抑制肿瘤的生成。此外，一些 Pin1 的靶向抑制

剂，比如全反式视黄酸(ATRA)、胡桃醌(juglone)以及 KPT-6566 等，在许多研究中已经证明它们能

够通过抑制 Pin1 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 

结论 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Pin1 能够上调超过 50 个癌基因同时下调超过 20 个抑癌基因。但是，

不同的肿瘤过程中，Pin1 是如何发挥功能的呢？根据 Hanahan D 和 Weinberg RA 两次突破性的总

结，我们对癌症的特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肿瘤细胞包括十个共同的特征。这些异常的表现涉及许

多信号通路，研究表明 Pin1 参与了大部分异常通路的调控。在本综述中，我们总结了 Pin1 促进不

同肿瘤表形的具体机制，同时还总结了已有的靶向 Pin1 的抑制剂。以期望通过本综述为靶向 Pin1

的抗肿瘤策略提供一定的帮助。 

 
 

PU-1949 

不同分化类型早期胃癌病灶的白光内镜下特征分析 

 
刘鑫,张静,张贺军,王晔,丁士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分析并比较不同分化类型早期胃癌病灶的内镜特征，明确分化型与未分化型的各自特点，为临

床医师把握内镜下切除的适用病灶提供帮助。 

方法 回顾性研究自 2009 年 4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经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或外科手

术切除且术后病理证实为早期胃癌患者的内镜资料，依据日本胃癌分类标准，将高分化腺癌、中分

化腺癌、管状腺癌和乳头状腺癌归入分化型组，将低分化腺癌、黏液腺癌、印戒细胞癌、未分化型

腺癌归入未分化型组。收集并比较两组间内镜下长径、病灶部位（贲门或非贲门）、自发性出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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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无）、伴随黏膜色泽（正常、发红或苍白）、黏膜破损情况（糜烂、浅溃疡或无黏膜破损）和病

灶形态（隆起型、平坦型或凹陷型）等内镜特征。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242 例患者、248 处病灶。分化型组病灶 161 处，占 64.9%；未分化型组病灶

87 处，占 35.1%。经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病灶部位（P＜0.001）、自发性出血（P=0.001）、

黏膜破损情况（P=0.025）和病灶形态（P=0.004）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而内镜下长径（P=0.120）

和伴随黏膜色泽（P=0.330）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经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病灶部位为贲门

（OR 8.273, 95%置信区间 2.818—24.286，P＜0.001）和病灶形态为凹陷型（OR 1.432, 95%置信

区间 1.032—1.987，P=0.032）是提示病灶分化类型为未分化型的独立影响因素。进一步依据病灶

部位和病灶形态的不同进行分层分析后发现，在贲门癌中，分化型早期胃癌在隆起型、平坦型和凹

陷型占比分别为 92.6%（25/27）、100%（9/9）和 85.7%（12/14），未分化型早期胃癌在隆起型、

平坦型和凹陷型占比分别为 7.4%（2/27）、0.0%（0/9）和 14.3%（2/14）；在非贲门癌中，分化

型早期胃癌在隆起型、平坦型和凹陷型占比分别为 66.0%（70/106）、60.6%（20/33）和 42.4%（25/59），

未分化型早期胃癌在隆起型、平坦型和凹陷型占比分别为 34.0%（36/106）、39.4%（13/33）和

57.6%（34/59）。 

结论 位于非贲门部的隆起型病灶，其分化类型为分化型的可能性大；位于贲门部的凹陷型病灶，其

分化类型为未分化型的可能性大。 

 
 

PU-1950 

小檗碱通过减少 ROS 增加紧密连接改善实验性结肠炎 

 
王玉明,张明明,于成功 

南京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小檗碱（BBR）对肠道紧密连接的作用及作用机制。 

方法 收集鼓楼医院内镜中心 IBD 患者及正常对照肠粘膜活检标本和血样本，免疫组化检测肠粘膜

ZO-1 和 occludin 表达，并检测血浆中 ROS 含量。其次，使用 DSS 诱导结肠炎小鼠模型在体内评

估 BBR 对肠道紧密连接的影响。正常组自由饮水，模型组和治疗组饮用 3.5%DSS 且治疗组予

BBR(100mg/kg)灌胃，观察小鼠体重、结肠长度、病理学评分变化，试剂盒检测小鼠肠组织和血浆

中 ROS 含量变化，免疫组化、western blot 和透射电镜三种方法分别检测紧密连接的结构变化以及

ZO-1、occludin 蛋白的表达差异，同时在蛋白水平检测肠组织中 AMPK 的变化。最后，从正常小鼠

肠粘膜组织中分离肠原代上皮细胞，并且用 TNF-α 和 IFN-γ 联合处理诱导肠紧密连接的损伤。在有

或无BBR（100uM）干预的情况下检测细胞中ROS含量以及蛋白免疫印迹实验检测ZO-1和occludin

的变化，并在加用 ROS 抑制剂 NAC 后再次评估。 

结果 1.临床样本检测发现 IBD 患者肠粘膜中 ZO-1 和 occluidn 表达较正常组降低，血浆中 ROS 含

量较正常组增高；2.相较于模型组，用 BBR 灌胃治疗 DSS 诱导的结肠炎小鼠可改善小鼠体重减少、

结肠缩短并降低肠组织病理学评分，缓解血浆 ROS 增加和结肠 ZO-1 和 occludin 减少，同时小檗碱

还激活了肠粘膜 AMPKT； 3.TNF-α 和 IFN-γ 联合处理肠原代上皮细胞后 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发

现 ZO-1 及 occludin 蛋白减少，ROS 含量增加，BBR 干预后可使 ROS 含量减少、TJ 增加；而 ROS

抑制剂 NAC 可抑制 TNF-α 和 IFN-γ 所诱导的紧密连接（TJ）减少，即使加用 BBR 后 TJ 表达也未

进一步增加。 

结论 BBR 可通过其抗氧化作用减少 ROS 增加 ZO-1 和 occludin 的表达缓解 DSS 诱导的结肠炎，

这可能由 AMPK 信号通路介导。本研究为小檗碱对 IBD 治疗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新的依据，并突出强

调了抗氧化在肠粘膜屏障修复中的重要作用，为 IBD 的治疗建立新的方向。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464 
 

PU-1951 

康复新液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 Meta 分析 

 
费素娟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康复新液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CAG)的临床疗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数据库(检索时限均从建库开

始至 2016 年 09 月),查找康复新液治疗 CAG 相关随机对照试验,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

析.结果 共有 6 项试验纳入研究,共计 742 例 CAG 患者. 

结果 康复新液治疗 CAG 的总有效率(OR =6.00,95％ CI:3.65 ～9.86,P ＜0.05)、幽门螺杆菌根除

率(OR =3.71,95％ CI:1.89 ～ 7.29,P＜0.05)均优于常规使用药物组;康复新液联合传统三联疗法应

用时效果优于传统三联疗法(OR =6.15,95％ CI:3.24 ～ 11.68,P＜0.05). 

结论 联合使用康复新液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疗效优于常规使用药物的疗效. 

 
 

PU-1952 

结直肠癌患者外周血 Vδ2 T 细胞 IL-17A 的表达研究 

 
韩春,费素娟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比较结直肠癌患者与正常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来源的 Vδ2 T 细胞 CD27、IL-17A、IFN-γ 和

TNF-α 的表达变化。 

方法  抽取试验对象外周血 ,分离单个核细胞 ,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其中 CD27+Vδ2 T 细胞与

CD27-Vδ2 T 细胞的 IL-17A、IFN-γ 和 TNF-α 的分泌表达情况。 

结果  结直肠癌患者外周血 Vδ2 T 细胞的 IL-17A 表达明显高于正常人 [(5.99±0.80)%比

(3.48±0.57)%,P=0.01;]IFN-γ 与 TNF-α 的分泌表达具有明显正相关性(P0.0001)。结直肠癌患者和正

常人 CD27+Vδ2 T 细胞的 IL-17A 表达均较 CD27-Vδ2 T 细胞低,而 CD27+Vδ2 T 细胞的 IFN-γ 和

TNF-α 分泌表达则高于 CD27-Vδ2 T 细胞。 

结论 结直肠癌患者 Vδ2 T 细胞的 IL-17A 表达是升高的,而 IFN-γ 与 TNF-α 的分泌表达之间具有显

著正相关性;共刺激受体 CD27 影响 VδT 细胞的功能表达。 

 
 

PU-1953 

Current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circular RNA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iao Liu 

Xinqiao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diagnosed cancers in the world 
and a leading cause of cancer mortality.  
Methods A new class of transcripts, circular RNAs (circRNAs), have been found to be involved in 
HCC pathogenesis and metastasis.  
Results CircRNAs are generated during RNA alternative splicing, their functions are complicated. 
Many circRNAs possess miRNA binding sites and act as miRNA sponges. In addition, circRNAs 
can bind, store or scaffold proteins to specific subcellular locations to regulate protei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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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Recent investigations also reveal that circRNAs can be translated into functional 
peptides in a splicing-dependent manner. Moreover, circRNAs are highly conserved and stable in 
specific tissues and body fluids, they may function as diagnostic markers and therapeutic targets. 
The aim of this review is to summarize the emerging evidence to explain the impact of circRNAs 
on HCC progression. 
 
 

PU-1954 

健脾补肾方联合柳氮磺吡啶肠溶片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患者疗效及炎症因子影响 

 
刘春雨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目的 探讨健脾补肾方联合柳氮磺吡啶肠溶片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疗效及炎症因子影响。 

方法 选自我院于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102 例作为研究

对象，按照随机表法分为治疗组 51 例与对照组 51 例。对照组给予柳氮磺吡啶肠溶片治疗，治疗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健脾补肾方治疗。两组疗程均为 8 周。比较两组治疗疗效，治疗前后中医症候

积分、结肠组织病理积分、肠镜表现积分和炎症因子变化，及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92.16%）高于对照组（72.55%）（P<0.05）。两组治疗后中医症候积分较

治疗前降低（治疗组：t=50.875，对照组：t=32.291，P<0.05）；治疗组治疗后中医症候积分低于

对照组（t=14.132，P<0.05）。两组治疗后结肠组织病理积分和肠镜表现积分较治疗前降低（治疗

组：t=29.830、51.478，对照组：t=18.172、23.219，P<0.05）；治疗组治疗后结肠组织病理积分

和肠镜表现积分低于对照组（t=8.291、16.962，P<0.05）。两组治疗后血清 IL-6、TNF-α 和 CRP

水平较治疗前降低（治疗组：t=15.209、25.335、21.799，对照组：t=7.487、8.938、8.480，P<0.05）；

治疗组治疗后血清 IL-6、TNF-α 和 CRP 水平低于对照组（t=9.117、12.075、8.942，P<0.05）。

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健脾补肾方联合柳氮磺吡啶肠溶片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疗效显著，且可减轻患者炎症反应，

不良反应少，用药安全性良好。 

 
 

PU-1955 

艰难梭菌感染与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期的关系研究 

 
陈立平,韦旺,周琦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探讨艰难梭菌感染与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期的相关性。 

方法 以 2017 年我院收治的 8 例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期伴艰难梭菌感染患者为实验组，以非炎症性肠

病感染艰难梭菌的 12 例患者为对照组，比较其临床表现、检查、治疗、预后。 

结果 在艰难梭菌感染期，患者腹痛、腹泻等症状加重、血象高、炎症指标高，粪常规黑白细胞多，

腹部 CT 示肠道炎症加重，肠镜示炎症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较非炎症性肠病患者，感染艰难

梭菌治疗周期长、抗菌药物强度大，预后差。 

结论 艰难梭菌感染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密切相关。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466 
 

PU-1956 

经验性抗结核治疗可疑克罗恩病 1 例 

 
陈立平,韦旺,周琦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探讨克罗恩病未确诊时，经验性抗结核治疗的价值。 

方法 报道 1 例可疑克罗恩病患者，行经验性抗结核治疗后，其疾病发生发展。 

结果 患者以腹痛为首发临床表现，胶囊内镜示小肠多发性溃疡，小肠镜检查示：回盲瓣溃疡并隆起

糜烂，空肠中段多发溃疡，病检提示慢性非特异性炎症。考虑克罗恩病可能性大，肠结核及淋巴瘤

不能排除，行经验性抗结核治疗，3 月后复查肠镜示：回肠末端溃疡及回盲瓣糜烂（肠 TB 可能性大），

病理结果示炎性改变。抗结核治疗半年因肠系膜扭转、肠梗阻，行肠系膜扭转复位+小肠部分切除术，

术后病检示（小肠）呈急慢性炎症伴部分肠黏膜糜烂，裂隙样小脓肿形成伴炎性肉芽肿形成，病变

累及肠壁全层，但未见干酪样坏死；肠系膜淋巴结可见肉芽肿形成，由上皮细胞及多核巨细胞形成，

未见坏死。倾向克罗恩病可能。后继续抗结核治疗共 18 月。未再发腹痛，但仍有粘液脓血便。 

结论 克罗恩病未确诊时，经验性抗结核治疗仍显得必要和有效。 

 
 

PU-1957 

整体护理在进展期胃癌治疗前后对患者心理状态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春雨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目的 探讨整体护理在进展期胃癌治疗前后对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搜集进展期胃癌患者 92 例，随机分为 2 组，分别实施常规护理和整体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的心理状态、胃蛋白酶水平、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生活质量。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焦虑评分（44.8±2.6）分、抑郁评分（48.5±3.1）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49.7±3.2）

分、（52.7±3.8）分，胃蛋白酶Ⅰ、Ⅱ水平及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

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21.3%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62.2%（P＜0.05）。 

结论 为进展期胃癌患者实施整体护理，有助于改善患者治疗期间的心理状态，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

并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PU-1958 

肝穿刺确诊肝转移性黑色素瘤 1 例 

 
陈立平,龚瑾,张振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探讨肝转移性黑色素瘤的诊断、鉴别诊断。 

方法 报道 1 例肝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病理学检查，并回顾

文献。 

结果 患者以呕吐、腹痛为主要临床表现，无皮肤黑色素痣，实验室检查 LDH 1106U/L，余血常规、

血生化、血清肿瘤标志物、肝脏病毒学及免疫学检测均无明显异常。肝脏彩超、CT 增强、

MRI+PWI+DWI 均显示肝脏占位性病变，不能明确性质。肝穿刺标本病理结果示：恶性肿瘤，免疫

表型符合黑色素瘤/软组织透明细胞肉瘤。未明确原发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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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肝转移性黑色素瘤临床少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未能明确诊断时，肝穿刺病理检查能够

确定诊断。 

 
 

PU-1959 

KAI1 Gene Regulation of Ferroptosis through FPN in 
Pancreatic Cancer 

 
xu Liu,Xiaozhng Guo,Hongyu Li,Jiang Chen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Area 

 
Objective Ferroptosis is a type of programmed cell death that depends on iron. Ferroportin (FPN),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removal of iron from cells, is important protein in maintaining iron 
homeostasis in cell. KAI1 is a tumor suppressor gen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KAI1 gene overexpression on the ferroptosis of human PC 
Methods A plasmid overexpressing KAI1 and pCMV were transfected into MIA PaCa-2 cell 
respectively. After the differently transfected cells selected by G418 and the KAI1 protein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 the cells were renamed as MIA PaCa-2-K and MIA PaCa-2-p. The 
proliferation of cells was detected by CCK8. RO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to determine the 
occurrence of ferroptosis. FPN were analyz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Over expression of KAI1 gene promote ferroptosis, with no obvious effect on cell 
proliferation. KAI1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FPN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Conclusions The overexpression of KAI1 inhibits the Ferroptosis of MIA PaCa-2 pancreatic 
tumors through regulation of FPN expression. 
 
 

PU-1960 

5-FU 通过上调自噬水平介导胆管癌化疗不敏感的机制研究 

 
辛辰,笪俊,李明轩,杨雨露,王笑影,敬丽桦,王忠琼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氟尿嘧啶（5-FU）对胆管癌细胞 HCCC-9810 增殖、自噬的影响，并探讨细胞增殖、自噬

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胆管癌化疗不敏感的相关机制。 

方法 使用不同稀释浓度的 5-FU（0、50、100、150、200ug/ml）分别作用 HCCC-9810 细胞 0、

24、48h 后，采用 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并确定后续实验中最佳化疗药物作用时间和药物浓度，

Western blot 法检测自噬蛋白 Beclin-1 的表达，RT-qPCR 法检测 AMPK 基因 mRNA 的表达；其后

使用自噬抑制剂（3-MA）阻断自噬并再次使用上述方法检测细胞增殖、自噬、基因表达。 

结果 5-FU（终浓度为 150ug/ml）作用 24h 时，HCCC-9810 细胞增殖受到明显抑制且细胞尚未出

现大量死亡,利于各项指标的检测,各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F=915.780，P＜0.01），自噬蛋白 Benlin-1

表达上调，AMPK基因表达同步上调。自噬抑制剂作用后,细胞增殖受抑增强（F=645.158，P＜0.01），

自噬明显下调，AMPK 基因表达同步下调。 

结论  5-FU 能够明显抑制胆管癌细胞 HCCC-9810 的增殖并诱导激活自噬；自噬激活可能是

HCCC-9810 细胞化疗不敏感和逃避不良环境的机制之一，该过程可能与 AMPK 基因上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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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61 

抑制 SIRT1 泛素化降解在 NAFLD 中的作用 

 
邓晓玲,徐可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近年研究发现长寿蛋白 1(Sirtuin 1, SIRT1)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如何调控 SIRT1 的表达和功能抑制 NAFLD 的进

展目前尚不明确。有研究表明，在 HeLa 细胞中 SIRT1 通过被泛素化修饰，其稳定性发生改变，但

是如何被泛素化修饰却未进一步研究。本研究拟证明在 NAFLD 中 SIRT1 表达水平是否受泛素-蛋白

酶体系统调控，并进一步研究具体调控机制，从而为防治 NAFLD 做出有益探索。 

方法 1. 明确 SIRT1 蛋白稳定性是否受泛素-蛋白酶体系统调控：用棕榈酸(palmitic acid, PA)干预人

肝细胞系，构建脂肪变细胞模型，用高脂饲料和蛋氨酸-胆碱缺乏饲料喂养 C57BL/6 小鼠，构建

NAFLD 动物模型，检测 SIRT1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检测泛素蛋白表达水平；在人肝细胞系中，

用不同浓度的蛋白酶抑制剂 MG132 干预后，检测 SIRT1 蛋白表达水平；在脂肪变细胞模型中，再

用 MG132 干预后，检测 SIRT1 蛋白表达水平，以及用油红 O 染色检测细胞内脂滴含量。2. 通过

前期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出可能识别 SIRT1 的特异性 E3 连接酶 TRIM32 (tripartite motif containing 

protein 32)，在 NAFLD 细胞和动物模型中，检测 TRIM32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用 siRNA 沉

默 TRIM32 基因表达，检测 SIRT1 蛋白表达水平，以及细胞内脂滴含量；通过免疫沉淀法检测 SIRT1

与 TRIM32 是否相互结合。 

结果  在 NAFLD 细胞和动物模型的肝细胞中，SIRT1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泛素蛋白表达水平增

加；在不同浓度的 MG132 干预 6h 后，SIRT1 蛋白表达增加，但不具有明显的剂量依赖性；在 NAFLD

细胞模型中，MG132 可维持 SIRT1 蛋白稳定性，减少细胞内脂滴含量。在 NAFLD 细胞和动物模型

的肝细胞中，TRIM32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增加；沉默 TRIM32 基因表达，SIRT1 蛋白表达水平

增加，细胞内脂滴含量减少，且免疫沉淀法显示 SIRT1 与 TRIM32 相互结合。 

结论 在 NAFLD 的肝细胞中，SIRT1 蛋白稳定性受泛素-蛋白酶体系统调控，其可能经 E3 连接酶

TRIM32 特异性识别从而被泛素化修饰并降解，抑制 SIRT1 泛素化降解可能抑制 NAFLD 的发生发

展。 

 
 

PU-1962 

炎症性肠病患者肠内营养支持治疗与护理进展 

 
吴敏,赵新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目的 营养不良是炎症性肠病的常见临床表现，而营养支持是目前炎症性肠病患者重要的辅助疗法。

近年来，关于肠内营养对炎症性肠病的治疗作用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故围绕肠内营养在炎症性肠病

中的应用这一要点展开综述。 

方法 检索近几年国内外关于炎症性肠病的营养支持及肠内营养的文献，并作总结分析。 

结果 肠内营养能改善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营养状况，此外，肠内营养能诱导活动期克罗恩病缓解并维

持缓解期。 

结论 肠内营养不仅能改善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营养状况，对炎症性肠病的诱导缓解和维持缓解均起着

重要的作用，而且具有安全、便捷、经济等优点，恰当地使用肠内营养能为炎症性肠病患者带来许

多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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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63 

贲门失弛缓症患者食管硫化氢合成酶表达的研究 

 
张莉莉,赵威,晋弘,王彬,陈秋宇,张馨,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贲门失弛缓症是一种原发性食管动力障碍性疾病，目前普遍认为其发生与抑制性神经递质减少

有关。硫化氢为胃肠道抑制性神经递质之一，胱硫醚-β-合酶（CBS）和胱硫醚-γ-裂解酶（CSE）是

参与其合成的关键酶。本研究目的为比较 CBS 和 CSE 在贲门失弛缓症患者与对照者食管组织中的

表达差异，并分析 CBS 和 CSE 的具体表达部位，初步探讨硫化氢与贲门失弛缓症之间的关系。 

方法 纳入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行经口内镜肌切开术治疗的贲门失弛

缓症患者 22 例，10 例因食管鳞状细胞癌行食管切除术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分别取病变和正常食管

下括约肌（LES）组织（对照组正常 LES 组织距病变均大于 2cm，且肉眼及镜下均正常），行 CBS、

CSE 免疫组化染色，以半定量法比较两者在贲门失弛缓症患者和对照食管组织中表达的差异；取正

常 LES 组织 10 例，分别行 CBS、CSE 与 sox-10（神经特异性抗体）免疫双染，观察 CBS、CSE

与 sox-10 的共表达情况。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贲门失弛缓症组 LES 组织中的 CBS、CSE 表达显著减少（P 均<0.05），60.0%

以上的患者几乎或完全无表达，而对照组多为强阳性表达。CBS 与 sox-10 免疫双染结果表明，二

者完全共表达，CSE 与 sox-10 免疫双染结果与 CBS 一致，表明硫化氢合成酶 CBS、CSE 在人食

管组织中主要存在于肌间神经。 

结论 贲门失弛缓症患者 LES 组织中硫化氢合成酶表达减少甚至缺失，且硫化氢合成酶主要存在于

食管肌间神经中，提示硫化氢合成减少与贲门失弛缓症的发生、发展之间存在关联。 

 
 

PU-196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通过 Wnt3a/TGIF/β-catenin 信号通路促进具

核梭杆菌感染致结肠癌发生的实验研究 

 
韩超群,丁震,施慧英,贺若杭,钱伟,蔺蓉,侯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肠道菌群在结直肠癌的发生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机制尚不清楚。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BMSCs）参与肿瘤的发生在多器官疾病模型中得到证实，但在结肠癌的作用尚有争议，本研究旨

在探讨肠道菌群具核梭杆菌（Fn）干预下肠道肿瘤局部微环境中 BMSCs 发挥的调控特性，为 

BMSCs 参与肠道菌群相关性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及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方法 构建 C57BL/6J-APCMin/+小鼠- Fn 慢性感染-BMSCs 移植模型，应用多种实验方法分析结肠

癌组织中胞质和胞核 Wnt 信号通路关键调控因子的表达情况。体外建立 Fn 上清液-BMSCs-结肠癌

细胞 SW480 共培养体系、Transwell 及裸鼠皮下移植模型，ELISA 检测 BMSCs 上清液 Wnt3a 的含

量，构建 Wnt3a-RNAi-BMSCs 慢病毒，应用上述实验方法从体外及体内干扰水平进一步分析 Fn 感

染对 BMSC-Wnt 信号通路活化的影响作用。 

结果 （1）BMSCs 移植后，Fn+BMSCs 组小鼠肿瘤个数增多、体积增大以及体重、生存期缩短。

（2）共聚焦显示 GFP-BMSCs 移植后 BMSCs 定位于黏膜下层并向黏膜固有层迁移，在局部发挥

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的作用，体外预刺激（Fn+BMSCs+SW480 组）的 BMSCs 能够进一步刺激裸

鼠成瘤；（3）PCR 及 western blot 显示 Fn+BMSCs 组小鼠胞浆与胞核 β-catenin、TGIF 表达水平

均明显升高，免疫共沉淀进一步分析 Axin1 与 TGIF 结合增多从而抑制 Axin-GSK3β-APC 降解复合

物形成，β-catenin 蛋白表达量增加；（4）体外 Fn 上清液-BMSCs-结肠癌细胞 SW480 共培养后，

PCR 及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SW480 胞浆与胞核内 β-catenin、TGIF 表达水平较对照组均明显升

高；（5）Elisa 结果显示经 Fn 刺激后的 BMSCs 能够高分泌 Wnt3a，并能够增强 SW480 迁移及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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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能力,Wnt3a 含量与细胞 β-catenin、TGIF 的表达呈浓度依赖；（6）移植 Wnt3a-RNAi-BMSCs

后，Fn+BMSCs 组小鼠的便血及脱肛明显缓解，干扰 Wnt3a 可以显著抑制 BMSCs 的成瘤作用。 

结论 BMSCs 参与 Fn 慢性感染致结直肠癌组织中 Wnt 信号通路的异常调控，Wnt3a/β-catenin 信

号通路的异常活化可能是 BMSCs 参与 Fn 相关性结直肠癌的发病机制。 

 
 

PU-1965 

Evaluation of FibroScan and CT in 322 cases of ALT normal 
lea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diagnosed by 

ultrasound 

 
Yanzhen Chen,Jian Jiao,Chengliang Chen,Yu Ho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China-Japan Union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we compared the use of FibroScan,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d ultrason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lea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 patients with normal ALT, and 
summarized the differences of those non-invasive methods that estimate fatty liver disease,and 
analyzed the diagnostic value in different stage of NAFLD. Aim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ose methods for the diagnosis of NAFLD. 
Methods 322 normal-ALT lean NAFLD patients (BMI <24 kg/m2) ,who were diagnosed by 
abdomen ultrasound,were retrospective reviewed.The clin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July 2015 
to January 2018 in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of China-Japan Union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CAP NAFLD group (CAP≧238dB/m) and CAP 

non-NAFLD group (CAP<238dB/m) according to different FibroScan CAP values,and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CT NAFLD group (ratio ratio≦1) and CT non-NAFLD group (ratio>1)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T liver/spleen density ratios. In addition,we analyzed the coincidence rates of NAFLD 
diagnosis between  FibroScan, CT and ultrasound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LSM values.  
Results 1.Among the 322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fatty liver by abdominal ultrasound. 
47.52% patients did not meet the diagnosis of fatty liver according to CAP standard, and 67.70% 
patients did not meet the diagnosis of fatty liver according to CT liver/spleen density ratio. 
2.The coincidence rate of FibroScan CAP value and ultrasound in LSM<7.9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LSM > 9.8 group. Howeve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CT and ultrasound. 
3.Two or more combined methods have different diagnostic rates among NAFLD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LSM values.When LSM<9.8kPa, the diagnosis rate of CT NAFL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AP group and / or CT NAFLD group. When LSM >9.8kPa, the CAP NAFL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orm the CAP and / or CT NAFLD group. 
4.For NAFLD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LSM values,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judgement of NAFLD severity when using FibroScan and CT liver/spleen density ratios,which 
were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diagnosis of lean NAFLD by abdominal ultrasound, 
FibroScan and CT liver/spleen density ratio methods.The diagnostic coincidence rates of 
abdominal ultrasound, FibroScan and CT liver/spleen density ratio were influenced by LSM 
values,so combined methods should be used in diagnosis of NAFLD according to L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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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66 

探头式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在体诊断缺血性肠炎的临床应用一例 

 
张明明,郑梦琪,李长青,王晓,钟宁,左秀丽,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当前，缺血性肠炎（ischemic colitis, IC）缺乏有效的临床诊断手段。IC 无特征性的临床表现，

内镜下表现缺乏特异性，虽然实验室指标及影像学检查能够提供一定的诊断依据，但仍难以进行明

确诊断并评估其病变的严重程度。本文介绍一例通过应用探头式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probe-based 

confocal laser endomicroscopy, pCLE）明确诊断 IC，并描述其 pCLE 下的特征性内镜表现。 

方法 患者女，63 岁，因腹痛、血便 3 天入院。患者患有高血压、冠心病 10 余年。5 年前因―结直肠

癌‖行结直肠切除术。入院时体格检查：患者生命体征尚平稳，左下腹压痛，无反跳痛或肌紧张。实

验室检查：中性粒细胞计数 6.94×10
9
/L，中性粒细胞比率 82.20%。余实验室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为明确诊断，患者行结肠镜检查发现直肠及乙状结肠粘膜充血水肿，病变中央可见一纵行溃疡，边

界清晰。遂进一步行 pCLE 检查，发现圆形、大小一致、排列规则的正常结肠隐窝消失，从病变周

围向内扫查示腺体大小不一，腺体逐渐萎缩，至溃疡处仅可见腺体轮廓，似―鬼影腺体‖，并伴有间质

纤维化，荧光素钠中度渗出。并于 pCLE 下表现为―鬼影腺体‖处行靶向活检，送病理组织学检查。 

结果 病理组织学结果符合 IC 诊断。IC 的 pCLE 下表现具有特征性，其 pCLE 内镜下特征与病理组

织学表现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患者临床诊断为 IC，经保守治疗后再次行结肠镜检查，白光内镜下结

肠粘膜光滑，pCLE 示结肠隐窝呈圆形、大小一致，排列规则，无荧光素钠渗出。 

结论 pCLE 诊断 IC 具有可行性，利用其特征性内镜表现可在细胞及亚细胞水平对 IC 的严重程度进

行评估，并指导靶向活检，明确诊断。 

 
 

PU-1967 

智能分光比色技术(FICE)下发现苍白区对早期食管癌与癌前病变

的诊断价值 

 
李渊

1
,周丽雅

1
,丁士刚

1
,次仁央金

1,2
,金珠

1
,崔荣丽

1
,张贺军

1
,石岩岩

1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目的 目前, 早期诊断食管鳞癌及不典型增生存在困难，并且卢戈氏液的使用指征尚不明确。拟研究

FICE 下观察到食管粘膜苍白区对上述病变的诊断价值，并与白光内镜下发现白斑的诊断价值进行对

比。 

方法 将在内镜中心接受胃镜检查的患者共 201 例纳入研究，先于进镜时行普通白光内镜及 FICE 观

察，FICE 的参数为 RED, 550 nm (2); GREEN, 500 nm (2); BLUE, 470 nm (3)，观察白光内镜下食

管黏膜有无白斑，以及 FICE 下有无苍白区，退镜时常规行碘染，碘浓度为 1.5%。记录染色异常（不

染或浅染的）的位置，块数，并对其中境界清晰者取活检，行病理检查。 

按白光内镜下食管黏膜有无白斑将患者分为 2 组，或按照 FICE 下有无苍白区分成 2 组，分别比较

两组的： 

1 一般情况：如年龄，性别；2 碘染染色异常（不染或浅染的）的病例数；3 染色异常（不染或浅染

的）总块数；4 对境界清楚的染色异常病变进行活检，对比两组活检的块数；5 对比两组发现不典型

型增生及食管癌的病例数；  6 同时对比两种方法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1.白光内镜下食管黏膜有无白斑两组的对比： 

   

  
  

白斑阳性组（67 例） 白斑阴性组（134 例）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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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mean ± SD) 

  
62.03 ± 8.562 58.90 ± 10.022  .020 

性别, 男:女 33:34 77:57  .270 

染色异常的病例数 54 (80.6%) 43 (32.1%)  .000 

不典型增生和食管癌的病例数 35 (52.2%) 15 (11.2%) 
 .000 
  

2.FICE 下有无苍白区两组的对比：  

  苍白区阳性组（72 例） 苍白区阴性组（129 例） P  

年龄, (mean ± SD) 

  
62.43±8.708 58.56±9.905 .038 

性别, 男:女 37:35 54:75 .237 

染色异常的病例数 59 (64.8%) 38 (29.7%) 
.000 
  

不典型增生和食管癌的病例数 38 (52.8%) 12 (9.3%) 
.000 
  

 3 两种诊断方法的对比 

     食管白斑诊断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敏感性是 70.0% ，特异性是 78.8%；FICE 发现苍白区

诊断的敏感性是 76.0% ，特异性是 75.5%。  

结论 白光内镜下发现食管粘膜白斑,以及 FICE 下发现苍白区，是碘染的适应症；是发现食管癌及癌

前病变的有效手段。 

 
 

PU-1968 

糖皮质激素对预防食管癌 ESD 术后狭窄的有效性 

及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姚静,辛辰,王烜,王忠琼,邓明明,吕沐瀚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是一种对食管癌早诊、早治

的新兴手段。然而术后食管狭窄是其难以避免且常见的不良事件。尽管已有报道予以糖皮质激素可

以预防术后食管狭窄的形成，但很多问题仍存在争议。因此，我们进行了此项 meta 分析，旨在评

估糖皮质激素对食管癌 ESD 术后狭窄预防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我们检索 PubMed，Cochrane 图书馆，Embase，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CBM），中国知识

网（CNKI），VIP 和万方数据库（检索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无语言限制），检索关于食管癌 ESD

术后狭窄的前瞻性或回顾性研究。由 2 位独立评论者提取数据。使用 Cochrane 手册推荐的方法评

估了 RCT 文章的研究质量，非 RCT 文章质量通过纽卡斯尔 - 渥太华量表（NOS）评分评估。主要

研究终点是：食管狭窄率和狭窄所需的 EBD 次数。该项 meta 分析由 RevMan 软件 5.3 进行。通过

漏斗图评估发表偏倚。通过 Cochran Q 检验和 I
2统计评估异质性。 

结果 10 篇文章符合条件并纳入我们的分析中（3 篇随机对照试验、4 篇队列研究和 3 篇病例对照研

究）。Meta分析显示：相比于对照组，额外予以糖皮质激素组其狭窄率（OR，0.08; 95％CI，0.05-0.15；

P=0.98）更低且术后所需 EBD 次数更少（MD，-5.77; 95％CI，-7.74 至-3.80；P<0.00001）。在

亚组分析中，口服激素（OR，0.08; 95％CI，0.03 -0.20; P = 0.94）与激素注射（OR，0.09; 95％

CI，0.04 -0.18; P = 0.82）对狭窄率的影响无明显差异。不管口服激素还是激素注射均未发现严重

且无法解决的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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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额外予以糖皮质激素可以有效预防食管癌 ESD 术后的食管狭窄。更重要的是，予以短时间小-

中等剂量的激素治疗是安全有效的。然而，需要更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来验证。 

 
 

PU-1969 

SLC1A5 在胃癌中的表达及其调控肿瘤增殖发展的体内外研究 

 
陆健 

1.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2.南京鼓楼医院 

 

目的 探讨氨基酸转运载体 SLC1A5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并分析其与肿瘤临床特征的关系，并通过

体内外实验研究抑制 SLC1A5 表达后对胃癌增殖发展的影响。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70 例胃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 SLC1A5 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分析

SLC1A5 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通过 RT-PCR、Western-blot 法检测不同胃癌细胞株

中 SLC1A5 的表达情况。使用慢病毒敲低胃癌细胞 SLC1A5 后，研究其对细胞增殖、细胞周期、细

胞迁移和侵袭能力及相关信号通路的影响。使用 4-6 周龄雄性 BALB/C-nu/nu 裸鼠,将人胃癌细胞及

稳定敲低 SLC1A5 的胃癌细胞于裸鼠季肋部皮下注射,建立荷人胃癌细胞裸小鼠皮下移植瘤模型，研

究抑制 SLC1A5 表达后对移植瘤生长情况的影响。 

结果 SLC1A5 在胃癌肿瘤组织中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癌旁组织(P<0.001)。GSE 数据库(GSE65801, 

GSE63089, GSE27342)分析也表明在胃癌和癌旁组织中 SLC1A5 的 mRNA 表达水平有统计学差异

（P=0.0046,P<0.0001,P=0.0147）。同时 SLC1A5 在胃癌中的高表达与与肿瘤浸润深度、淋巴结

转移、TNM 分期相关，而与年龄、性别、肿瘤大小、肿瘤部位和肿瘤病理分型无关。Western-blot

检测提示 SLC1A5 在胃癌细胞株 HGC-27 和 MGC-803 中表达较高。使用慢病毒敲低两种胃癌细胞

株 SLC1A5 后，可导致细胞增殖能力下降，诱导 G0/G1 期阻滞，同时抑制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

并抑制 mTOR/p-70s6k1 信号通路及 Cyclin-D1。体内实验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敲低 SLC1A5 后，

小鼠移植瘤生长明显缓慢（P<0.001）。 

结论 SLC1A5 在胃癌组织中表达增加,可能与胃癌的发生发展有关；抑制 SLC1A5 的表达能抑制胃

癌细胞的增殖及侵袭迁移能力，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mTOR/p-70s6k1 信号通路有关；抑制 SLC1A5

的表达能抑制胃癌在裸鼠体内的生长。SLC1A5 可以被视为一个胃癌的新的生物标志物，同时有可

能成为抗胃癌治疗的新靶点。 

 
 

PU-1970 

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的内科护理与体会 

 
李帆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是一种病情严重的疾病，死亡率很高。为此临床中非常重视这类患者，在为

患者及时采取治疗的同时，还要给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操作，对于提高治疗效果意义重大[1]。 

方法 将本院收治的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共计 12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全部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有患者 60 例。在对照组患者中，男性患者有 28 例，其余为女性患者，患者的年龄为 30-65

岁，患者的中位年龄为（41.3±4.5）岁。在观察组中，男性患者有 22 例，其余为女性患者。患者的

年龄为 27-71 岁，患者的中位年龄为（51.0±6.1）岁。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对比，无显著的

统计学差异（P＞0.05）。 

结果 降低死亡率 

结论 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病情很严重，病情来势汹汹，死亡率很高，为此在对患者及时采取治疗

措施的同时为患者实施周到的护理很重要[6-10]。本文对患者应用的是内科护理，根据患者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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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为患者制定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主要包括：心理护理、饮食护理、紧急护理等等，护理效果很

好，提高了患者的治疗效果[11]。总之，在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护理中广泛推广内科护理措施，

整体护理效果理想，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12]。 

  
 

PU-1971 

消化内科护理临床实践 

 
李帆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让实习护生了解消化科病症护理常规、多见病症、新技术、专科新业务及专业发展新动向；结

合多种方法帮助护生学习，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充分调动护生的积极性。在护生了解药品常识的过

程中，要求护生先阅读药品说明书，在集体授课过程中，护生自行准备讲解内容并向其他护生讲解；

确定主题后，提前告诉实习护生，让其有充足时间进行准备，让其在了解学习内容的同时找到学习

方法。同时要指导实习护生养成好习惯，注意细节，一但护生有不良操作行为要立即进行纠正[2]。 

方法 评价方法培训时间是一年，在培训结束后由护理部制定的评价表进行评估[3]考核内容具体包括

病情观察能力、基础护理技术操作、急救仪器使用、危重患者抢救、病人安全管理、突发事件处理

等方面，采用 5 分制，掌握欠缺是 1 分、掌握较差是 2 分、掌握一般是 3 分、基本掌握是 4 分、全

部掌握是 5 分，统计每项得分及总分，并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依据考核评价考核两组实习护生，比较两组实习护生的临床实践评价包括平均得分及总成绩，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在统计学上有意义。 

结论 在带教实习护生的过程中，不但要培养护生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对护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

力、表达能力、学习能力等进行培养。在实习过程中，要为实习护生提供较多的练习机会和较好的

工作环境，对实习护生在护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立即进行纠正，提升护生的护理能力[4]。在带

教过程中，护师要充分调动实习护生的积极性，促进其主动学习。同时要对实习护生的观察能力进

行培养，促进护生能够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此外，还要知道护生积极耐心的与病患进行沟通

交流并独立完成病患出院指导等，增强自我表达的能力。综上，在我院消化内科进行的护理带教中

合理授课、科学安排，大大提升了我院实习护生的专业水平，在临床上有重大意义。 

 
 

PU-1972 

普拉梭菌上清液抗炎物质的分析及作用机制的研究 

 
周黎行,张明明,于成功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肠道炎症，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研究发现 IBD 患者体内

普拉梭菌减少。进一步研究表明，普拉梭菌上清液可通过减少 T 辅助细胞 17（Th17）和促进调节

性 T（Treg）细胞发挥抗炎作用，然而上清液中的抗炎物质和作用机制并不清楚。 

方法 对普拉梭菌上清液初步分离，对不同组分抗炎效果进行评估和结构鉴定。分别使用 T 细胞体外

分化模型和三硝基苯磺酸（TNBS）诱导结肠炎大鼠模型，对鉴定出的有效成分进行体外体内抗炎效

果的验证。检测大鼠和人肠道 HDAC1 的表达。再次使用 T 细胞体外分化模型，加入 HDAC 抑制剂，

检测细胞中蛋白水平。最后使用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结肠炎小鼠模型，对有效成分的抗炎机

制进行验证。 

结果 1.建立了一种普拉梭菌上清液分离方法，将普拉梭菌上清液分离为五个组分。2.建立并改良了

T 细胞体外分化模型，发现普拉梭菌上清液极性最大的组分能够抑制 Th17 细胞体外分化和 IL-17A

分泌，促进 Treg 细胞分化。3.GC-MS 鉴定出该抗炎组分中含有丁酸。体外实验发现该组分中含量

相等的丁酸钠能在体外体内抑制 Th17 细胞分化和 IL-17A、IL-6 分泌，促进 Treg 细胞分化和 TGF-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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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且和该组分抗炎程度相似。4.检测大鼠和人类肠道发现 HDAC1 差异性表达。5.过表达 Jurkat

细胞中的 HDAC1 能促进 IL-6 /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STAT）3/IL-17 通路相关蛋白水平，降低

TGF-β 水平。抑制 Th17 细胞体外分化条件下 T 细胞中的 HDAC1 可以抑制 IL-6/STAT3/ IL-17 通路

相关蛋白水平。抑制 Treg 体外分化条件下 T 细胞中的 HDAC1 可以促进 Foxp3 水平。6.动物实验证

实，丁酸和 HDAC1 抑制剂均能改善 DSS 诱导结肠炎小鼠临床症状和组织病理学特征，降低

Th17/Treg 细胞比例。 

结论 普拉梭菌通过分泌丁酸，抑制 HDAC1 来促进 Foxp3 并阻断 IL-6/STAT3/IL-17 信号通路，从

而促进 Treg 抑制 Th17 细胞，发挥缓解 IBD 结肠炎症作用。本研究为其他益生菌有效物质纯化实验

及机制研究提供了实验依据，为分泌丁酸的益生菌的临床应用提供了依据。靶向丁酸-HDAC1-T 细

胞轴为治疗包括 IBD 在内的其他炎性疾病提供了新思路。 

 
 

PU-1973 

体质量指数及血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关系 

 
王东旭,林连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目的  探讨体质量指数（BMI）及血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关系。 

方法 200 例 NAFLD 患者（NAFLD 组），200 例 N-NAFLD 体检健康者为对照组，比较两组 BMI

及肝功、血脂水平；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BMI、血脂与 NAFLD 的关系。 

结果  NAFLD 组 BMI[(26.72±3.51)kg/m2] 、谷丙转氨酶 [(25.22±15.74)U/L] 、谷草转氨酶

[(25.19±12.73)U/L]、γ-谷氨酰转肽酶[(45.57±36.73) U/L]、总胆固醇（TC）[(5.22±1.39) mmol/L]、

三酰甘油（TG）[(3.61±1.87)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3.36±1.15) mmol/L]水平高

于对照组 [(23.33±2.72)kg/m2， (21.10±9.96) U/L、 (18.60±5.56) U/L、  (23.54±21.02) U/L、 

(4.37±0.82) mmol/L、 (1.27±1.01) mmol/L、 (2.95±0.69) mmol/L ](P<0.05)，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1.08±0.35) mmol/L ]低于对照组[(1.21±0.31) mmol/L]（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BMI（BMI≥24kg/m2，OR=3.350,95%CI 1.871-6.000，P=0.000）、TC（TC>5.72mmol/L，

OR=5.263，95%CI 2.096-13.219，P=0.000）、TG（TG>1.70mmol/L，OR=9.684，95%CI 

5.603-16.738，P=0.000）、LDL-C（LDL- C >3.12mmol/L，OR=2.789，95%CI 1.610-4.830，P=0.000）

是 NAFLD 的危险因素，HDL-C（HDL- C≥0.91mmol/L，OR=0.300，95%CI0.148-0.609，P=0.001）

为 NAFLD 的保护因素。 

结论 BMI 及血脂与 NAFLD 具有相关性，高 BMI、TC、TG、LDL-C 为 NAFLD 的危险因素，高 HDL-C

为 NAFLD 的保护因素。 

 
 

PU-1974 

醋酸泼尼松预防食管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后狭窄的疗效观察 

 
石亮亮,凌亭生,王雷,吕瑛,张晓琦,邹晓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观察口服醋酸泼尼松食管癌前病变以及早期癌黏膜下剥离术后食管狭窄预防的有效性以及安

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于我院行 ESD 治疗的病变周径 3/4 周及以上食管癌

前病变以及早期癌患者共 56 例，根据患者是否服用糖皮质激素预防狭窄分为两组（醋酸泼尼松组在

ESD 术后第三天开始服用醋酸泼尼松，30mg/d，每 2 周减量 5mg，减至 20mg 时每 1 周减量 5mg，

对照组仅行 ESD 治疗），如患者出现吞咽固体食物困难则予内镜下扩张治疗，比较两组狭窄发生率，

扩张次数以及激素相关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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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在年龄，性别，病变部位，病变长度，病变形态，术后病理以及浸润深度分布方面均无统

计学差异。两组均无手术相关的死亡事件发生，醋酸泼尼松组患者使用激素过程中未出现不良事件。

醋酸泼尼松组与对照组相比，狭窄发生率下降（30.77% VS 60.00%），解决狭窄所需的扩张次数减

少（3.85 2.57 VS 9.83 5.82）。 

结论 口服醋酸泼尼松预防食管癌前病变以及早期癌粘膜下剥离术后食管狭窄安全有效。 

 
 

PU-1975 

内镜超声引导下纵隔占位穿刺活检中 procore 针和 

普通穿刺针的比较 

 
田爱霞

1
,丁祥武

2
,许东强

1
,童旭东

1
,王玮

1
,高山

1
 

1.襄阳市中心医院 

2.武汉市普爱医院 

 

目的 探讨相比普通穿刺针，超声内镜引导下procore针穿刺活检在诊断纵隔占位病变的价值和优势。 

方法 回顾性分析襄阳市中心医院 2010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 274 例 CT 提示纵隔占位患者的

临床资料。其中 190 例普通 22G 穿刺针在食管处行超声内镜下纵隔占位穿刺活检，而另 84 例选用

procore 组织针。将两者穿刺次数，获取组织量，细胞学和组织病理学结果、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治疗

预后进行对比，评估 procore 针对 EUS-FNA 对纵隔占位病变诊断效能的干预影响 

结果 两种针穿刺多次后均获得了足够的组织量，获取组织量不存在明显差异。84 例 procore 针穿

刺物中 79 例获得诊断，总体诊断率为 94%，其中 45 例恶性病变（肺癌 26 例，食管癌 11 例，贲

门癌 2 例，低分化神经内分泌癌 2 例，纵隔原发癌 1 例，淋巴瘤 3 例），34 例良性病变（纵隔淋巴

结结核 22 例，结节病 2 例，纵隔脓肿 3 例，血管瘤 2 例，布鲁斯杆菌感染 1 例，脂肪瘤 1 例，纵

隔囊肿 1 例，神经纤维瘤 1 例，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 1 例）。190 例 22G 针穿刺物中 174 例获得诊

断，总体诊断率为 91.6%，其中 103 例 为恶性占位（肺癌 40 例，食管癌 23 例，贲门癌 17 例，

淋巴瘤 14 例，低分化神经内分泌癌 7 例，纵隔原发癌 2 例）。71 例良性占位（纵隔淋巴结结核 34

例，结节病 5 例，纵隔脓肿 7 例，血管瘤 3 例，布鲁斯杆菌感染 1 例，脂肪瘤 3 例，纵隔囊肿 5 例，

神经纤维瘤 9 例，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 4 例）。两者在纵隔良恶性占位总体诊断率上无明显差异

（p>0.05），但 procore 针在获取诊断所需组织量所进行的穿刺数要明显低于常规 22G 穿刺针（2.1

比 5.3，P= 0.027 ）。超声内镜细针穿刺术后未见纵隔或食管出血，消化道穿孔等其他严重并发症

出现，但 5 例患者 22G 针和 3 例患者 procore 针穿刺术后出现穿刺后出现发热，胸痛症状，抗感染

治疗数日后好转， procore 针组并发症发生率略高（3/84 比 5/190，p>0.05）,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于纵隔淋巴结结核，运用 procore 穿刺针行 EUS-FNA 安全有效的，在获取样本的充足性和

诊断准确性上与普通穿刺针无明显差异，但诊断所需穿刺次数明显减少，更容易获取足够组织量，

从而可以减轻患者痛苦，提高 EUS-FNA 的诊断效能。 

 
 

PU-1976 

RGDC 肽修饰的金纳米粒子协同光热效应杀伤胰腺癌细胞的研究 

 
余跃,任乐,陈军,韦瑞玲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究 RGDC 肽修饰的金纳米粒子（AuNPs）协同光热效应（PTT）杀伤胰腺癌 BxPC-3 细胞

的效果。 

方法 将 RGDC 肽修饰到 AuNPs 表面以合成 RGDC/AuNPs，采用高分辨电镜及紫外分光光度计检

测 RGDC/AuNPs 的表征，采用 ICP-MS 法检测 RGDC/AuNPs 和未修饰的 AuNPs 被胰腺癌 BxP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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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摄取的情况，采用 MTT 法和活死细胞染色法观察经近红外光照射前后 RGDC/AuNPs 和 AuNPs

对 BxPC-3 细胞杀伤的效果。 

结果 RGDC/AuNPs 呈致密的球形形貌，粒径在 45 nm 左右。与 AuNPs 组相比，RGDC/AuNPs

粒子能够更好的被 BxPC-3 细胞摄取（P<0.01）。MTT 法和活死细胞染色法结果表明 RGDC/AuNPs

组在激光照射下杀伤 BxPC-3 细胞效果显著优于单纯的 AuNPs 组（P<0.01）。 

结论 RGDC 肽修饰增加了胰腺癌 BxPC-3 细胞对 AuNPs 粒子的摄取以及增强了光热效应杀伤

BxPC-3 细胞的作用。 

 
 

PU-1977 

β 连环蛋白在大鼠酒精性肝纤维化中的表达及意义 

 
吴雄健

1
,朱海燕

1
,郑虹

2
 

1.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赣南医学院 

 

目的 探讨 β 连环蛋白（β-catenin）在大鼠酒精性肝纤维化中的表达及意义。 

方法 取 80 只大鼠进行研究，以随机分组原则进行分组，其中 40 只为正常对照组，以生理盐水灌

服；另 40 只为模型组，以 62°牛栏山二锅头、玉米油及吡唑混合物灌服，制备大鼠酒精性肝纤维化

模型；建模 12 周后，利用 Masson 染色法对大鼠肝组织纤维化程度进行观察，并利用 Elisa 法对大

鼠血清层粘连蛋白（LN）、Ⅲ型前胶原肽（PⅢP）水平进行测定，并以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

对大鼠肝脏组织中 β-catenin mRNA 的表达情况进行检测。 

结果 正常对照组大鼠肝组织中可见少量 β-catenin 表达现象；12 周末，模型组大鼠则可见肝组织中

β-catenin mRNA 表达明显升高，观察组大鼠 β-catenin mRNA 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且模型组大鼠血清层粘连蛋白、Ⅲ型前胶原肽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大鼠，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β-catenin 表达量与肝组织纤维化程度、血清层粘连蛋白、

Ⅲ型前胶原肽水平均呈正相关（r=0.926, 0.893, 0.902, p<0.01）。 

结论 β 连环蛋白在鼠酒精性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作用。 

 
 

PU-1978 

刷状聚磷酸酯包载阿霉素形成的纳米颗粒抗胰腺癌的初步研究 

 
余跃,杨席席,任 乐,高 萌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究不同 PEG 密度的刷状聚磷酸酯包载阿霉素形成的纳米颗粒对胰腺癌 BxPC-3 细胞的杀伤

效应。 

方法  将胰腺癌 BxPC-3 细胞分成 5 组，只含细胞的空白对照组、P(CEP30-EEP10)/Dox、

P(CEP25-EEP15-PPEG5)/Dox 、P(CEP30-EEP15-PPEG10)/Dox 及 Free Dox 组。首先制备出纳米颗

粒上述纳米颗粒，并对其相关性质进行表征。其次利用流式细胞仪（FACS）检测了各组颗粒被

BxPC-3 细胞摄取的情况；再用 MTT 法检测各组纳米药物对细胞的杀伤效果。 

结果  FACS 结果显示各组分别被细胞摄取 2h 后，P(CEP30-EEP10)/Dox 荧光强度要强于

P(CEP25-EEP15-PPEG5)/Dox ，其次为 P(CEP30-EEP15-PPEG10)/Dox（P<0.001）。 MTT 法显示

在每一 Dox 浓度下，三种纳米药物对癌细胞的杀伤效果依次为没 PEG 的 P(CEP30-EEP10)/Dox 强于

中等密度 PEG 的 P(CEP25-EEP15-PPEG5)/Dox，P(CEP30-EEP15-PPEG10)/Dox 相对杀伤性最差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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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EG 的密度会影响胰腺癌细胞对其的摄取，PEG 密度越大，细胞摄取越少，包载的阿霉素在

胞内药量也相对减少，对癌细胞杀伤性也越弱，因此不含 PEG 的纳米颗粒的在体外细胞水平的杀伤

效应相对最强。 

 
 

PU-1979 

H2S 在糖尿病大鼠小肠的表达及半夏泻心汤的干预作用 

 
余跃,蒋楠,袁莉莉,陈凤琴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观察硫化氢（H2S）在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大鼠小肠的表达及半夏泻心汤的干预作用。 

方法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DM 模型组（DM 组）、半夏泻心汤组（中药组）、吗丁啉组（西药组）。

采用经一次性腹腔注射(ip)链脲佐菌素（STZ）建立糖尿病大鼠模型，给药治疗后，予半固体糊测定

小肠推进率, 取小肠组织应用免疫组织化学和图像分析检测糖尿病大鼠小肠的胱硫醚 -β-合成酶

（CBS）的表达，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 CBS 蛋白的表达量，以恒定表达的 β-actin 作为内参照。 

结果 中药组、西药组小肠推进率均比DM组明显增加（56.5±2.9 vs36.2±9.6、51.9±9.9 vs 36.2±9.6，

均 P < 0.01）, 仍低于正常对照组（56.5±2.9 vs67.9±5.5、51.9±9.9 vs 67.9±5.5，均 P < 0.05）; 中

药组的 CBS 阳性产物面积和吸光度值均比 DM 组明显减少(621.70±41.20 vs768.48±15.86, 

0.211±0.071vs0.282±0.121,均 P < 0.01), 仍高于正常对照组 (621.70±41.20 vs521.69±52.37, 

0.211±0.071vs 0.172±0.068,均 P < 0.05).但与西药组相当 (621.70±41.20 vs596.28±18.08, 

0.211±0.071vs 0.205±0.096，均 P﹥0.05)；western blot 研究结果显示中药组的 CBS 蛋白表达也

较 DM 组明显降低，两组间 CBS/β-actin 比值比较有显著性意义(1.82±0.26vs 2.35±0.24, P< 0.05)，

但仍高于正常组(1.82±0.26vs 1.32±0.14，P<0.05)。而与西药组比较无显著性意义（1.82±0.26vs 

1.65±0.18，P﹥0.05） 

结论 半夏泻心汤可能是通过降低内源性 H2S 的合成, 对 DM 大鼠空肠 H2S 的生成紊乱有部分恢复

作用，从而改善糖尿病大鼠的肠动力障碍。 

 
 

PU-1980 

丹酚酸 A 对肝纤维化大鼠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影响 

 
吴雄健

1
,朱海燕

1
,郑虹

2
 

1.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赣南医学院 

 

目的 探讨丹酚酸 A 对肝纤维化大鼠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影响。 

方法 取成年健康雄性 Sprague-Dawley（SD）大鼠 48 只，每只体重约为 200g 左右，在肝右叶中

部切取 2 块肝组织。随机分为丹酚酸 A 组、Wnt 通道阻滞剂组、假手术组、模型组，利用 1ml/kg

的 50%四氯化碳诱导建立肝纤维化大鼠模型，丹酚酸 A 组造模 8 周后取 10mg/kg 丹酚酸 A 进行腹

腔注射给药，每日 1 次，Wnt 通道阻滞剂组则在造模 8 周后取 10mg/kgWnt 通道阻滞剂、10mg/kg

丹酚酸 A 进行腹腔注射，假手术组、模型组均在造模 8 周后取等量生理盐水进行腹腔注射给药，给

药 6 周后处死实验动物，获得肝组织称取肝脏湿重，1 块置入-70℃冰箱中保存备用，予以分子生物

学检测；另一块以 10%甲醛进行固定，并制备石蜡切片。 

结果 ①丹酚酸 A 组、Wnt 通道阻滞剂组的肝纤维化等级均优于模型组（P＜0.05），而假手术组大

鼠肝纤维化指标正常；②模型组的 α-SMA、TIMP-1 和 Collagen Ⅰ蛋白水平显著高于假手术组，

而丹酚酸 A 组、 Wnt 通道阻滞剂组升高；模型组大鼠 α-SMA、MMP-2、TIMP-1、CollagenⅠ和 

Collagen Ⅲ mRNA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假手术组，而丹酚酸 A 组、 Wnt 通道阻滞剂组下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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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组的 GSK3β、β-catenin 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假手术组，而 β-catenin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假

手术组；丹酚酸 A 组、 Wnt 通道阻滞剂组显著下调。 

结论 丹酚酸 A 可激活大鼠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从而抑制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 

 
 

PU-1981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alcium signaling in the 
modulation of small intestinal ion transports and 

bicarbonate secretion 

 
Xin Yang 

Xinqiao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Although Ca

2+
 signaling may stimulate small intestinal ion secretion, little is known 

about its critical role an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a
2+

-mediated biological action. 
Methods Functional, biochemical and morphological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ion 
secretion, PI3K/Akt and CFTR activity of mouse duodenal epithelium. Ca

2+
 imaging was 

performed on HT-29 cells. 
Results Activation of muscarinic receptors by carbachol(CCh) stimulated mouse duodenal Isc,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in Ca

2+
-free serosal solution and by several selective 

store-operated Ca
2+

 channels(SOC) blockers added to the serosal side of duodenal tissues.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CRAC/Orai channels may represent the molecular candidate of SOC 
in intestinal epithelium. CCh increased intracellular Ca

2+
 but not cAMP, and Ca

2+
 signaling 

mediated duodenal Cl
-
 and HCO3

-
 secretion in wild type mice but not in CFTR knockout mice. CCh 

induced duodenal ion secretion and stimulated PI3K/Akt activity in duodenal epithelium, all of 
which were inhibited by selective PI3K inhibitor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CCh-induced Ca

2+
 

signaling also stimulated the phosphorylation of CFTR proteins and their trafficking to the plasma 
membrane of duodenal epithelial cells, which were inhibited again by selective PI3K inhibitors. 
Conclusions Ca2+ signaling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intestinal ion secretion via 
CRAC/Orai-mediated SOCE mechanism on the serosal side of epithelium. We also demonstrate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a2+ signaling in CFTR-mediated secretion via novel PI3K/Akt 
pathway. Our findings suggest new perspectives for drug targets to protect the upper GI tract and 
control liquid homeostasis in the small intestine. 
 

PU-1982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直径>50mm 的直肠侧向发育型 

肿瘤回顾性临床研究 

 
贾婷婷,夏满奎,郭慧敏,凌亭生,吕瑛,王雷,邹晓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对于治疗巨大广基直肠肿瘤的疗效尚未确定。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

ESD 治疗直径 50mm 以上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LST）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南京鼓楼医院消化内镜中心 2011 年 6 月-2017 年 6 月行 ESD 治疗的直径大于 20mm 的

直肠 LST 的临床资料，剔除：1）合并遗传性息肉病者；2）合并炎症性肠病者；3）合并进展型肠

癌者；4）术前放大及染色内镜检查提示黏膜下深层浸润者；5）直肠多发 LST；6）资料不全者。

最后纳入的有 131 位患者，分析比较病灶直径 20-50mm 及大于 50mm 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及手术

结果。 

结果 20-50mm 及>50mm 组分别纳入 86、45 个病例，两组病例除在病灶大小上有统计学差异外

（P<0.001），余下年龄、性别、病灶位置、内镜下分型在两组之间均无显著差异，其中 20-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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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50mm 组低位直肠 LST 中分别有 17、12 例累及齿状线。 20-50mm 组及>50mm 组 HGIN+癌的

比例分别为 47.7%、71.2%（P=0.01）,黏膜下浸润比例无统计学差异（p=0.692）。>50mm 组的手

术剥离时间明显长于 20-50 mm 组（P <0.001），但>50mm 组的剥离速度明显高于 20-50mm 组（P 

<0.001）。>50mm 组的整块切除率低于 20-50mm 组（p=0.034），但两组间 R0 切除率和治愈性

切除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20-50mm 组出现 1 例穿孔（1.1%）、5 例迟发性出血（5.8%）、

1 例狭窄（1.1%），其中 3 例出血累及齿状线，1 例狭窄累及齿状线。>50mm 组出现 2 例穿孔（4.4%）、

1 例迟发性出血（2.2%）、2 例狭窄（4.4%），其中 1 例出血累及齿状线，2 例狭窄累及齿状线。

两组相比并发症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术后随访 20-50mm 组查见 2 例残留灶局部进展，>50mm 组

查见 1 例复发。 

结论 两组并发症均主要出现于累及齿状线的病变，ESD治疗低位直肠LST需谨慎处理。与20-50mm

组比较，ESD 治疗>50mm 的 LST 并发症发生率无明显上升，治愈性切除率无明显下降。ESD 是治

疗直肠巨大侧向发育型肿瘤的安全有效的方法，可为病理提供完整的标本，并减少外科手术干预。 

 
 

PU-1983 

二甲双胍通过逆转 Warburg 效应增强 BG45 诱导的 

胆管癌凋亡的研究 

 
唐德华

1
,徐磊

2
,张明明

1,3
,ROBERT GREGORY DORFMAN

4
,潘亦达

3 

,周倩
5
,周黎行

1
,王玉明

1
,李杨

2
,尹玉瑶

1
,王雷

1
,邹晓平

1
 

1.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鼓楼临床医学院 

3.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4.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einberg School of Medicine 

5.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二甲双胍对于胆管癌细胞代谢的调节作用，以及对胆管癌细胞恶性生物

学行为的影响，研究二甲双胍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化疗增敏剂增强 HDAC3 抑制剂 BG45 的抗胆管癌

增殖作用及其作用机制，从而提出二甲双胍抗胆管癌的新策略。 

方法 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用于探索胆管癌与癌旁组织差异性基因表达以及信号通路改变；Western 

blotting 用于检测代谢关键蛋白、凋亡相关蛋白以及胆管癌与正常组织中靶点蛋白的差异表达；Cell 

Counting Kit(Dojindo; Japan) 用于检测细胞加药处理前后增殖能力的改变；凋亡流式检测试剂盒用

于检测胆管癌及正常肝细胞加药处理前后凋亡的变化；海马能量代谢测定仪用于检测细胞加药处理

前后的氧耗能力和细胞外产酸能力；Lactate Assay Kit(Biovision;USA)用于检测乳酸水平；GC-MS

用于检测细胞内代谢物水平及同位素标记代谢物丰富；皮下成瘤实验用于验证二甲双胍和 BG45 对

于裸鼠体重以及皮下成瘤生长的影响。 

结果 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代谢和增殖相关的信号通路的改变是胆管癌的重要特征。海马能量代谢测

定表明二甲双胍可以逆转胆管癌的 Warburg 效应，乳酸产量明显下降，细胞耗氧量明显增加。

Western Blotting提示二甲双胍逆转Warburg效应可能是通过下调代谢关键蛋白乳酸脱氢酶（LDHA）

实现的。CCK8 结果显示二甲双胍处理对于胆管癌细胞的细胞活性影响微弱，凋亡流式检测提示低

剂量二甲双胍也不能促进胆管癌细胞发生凋亡。但 CCK8、流式细胞术以及 Western Blotting 均提

示二甲双胍和低剂量新型 HDAC3 抑制剂 BG45 联用可以明显诱导细胞发生凋亡。代谢物 GC-MS

测定提示二甲双胍能够促进胆管癌细胞谷氨酰胺代谢，而 BG45 则可以抑制胆管癌细胞谷氨酰胺摄

取，两者联用可以同时抑制糖代谢和谷氨酰胺代谢。两种药物联用对于正常肝脏细胞增殖、凋亡无

明显影响。动物实验结果显示二甲双胍和 BG45 联用较单独使用可以更显著抑制肿瘤生长，而对于

小鼠体重影响没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二甲双胍可以通过下调 LDHA 逆转胆管癌 Warburg 效应，从而使得肿瘤细胞变得更脆弱，从

而增强 HDAC3 抑制剂 BG45 对于胆管癌细胞的凋亡诱导作用，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二甲双胍和 BG45

联用治疗胆管癌的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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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84 

抗线粒体抗体阴性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自身免疫性肝炎 

重叠综合征临床病理分析 

 
谭晓燕

1
,苗琪

2
,陈晓宇

2
 

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部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 分析抗线粒体抗体（AMA）阴性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自身免疫性肝炎重叠综合征（PBC-AIH 

OS）患者与 AMA 阳性 PBC-AIH OS 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 

方法 连续纳入 2017.06-2018.04 确诊为 PBC-AIH OS 的患者共 74 例，其中 40 例为 AMA 阴性（阴

性组），34 例为 AMA 阳性（阳性组），分别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表现、血清生化指标、免疫学指

标及肝活组织检查病理学资料。 

结果 AMA 阴性组、AMA阳性组 PBC-AIH OS 患者在性别、年龄、临床表现及主要肝功能指标（ALT、

AST、ALP、GGT、TB、DB）上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阴性组血清中 IgM 水平（1.68±0.87）

较阳性组（3.77±2.88）明显下降（P<0.05）；阴性组 ANA 和 gp-210 抗体阳性率较阳性组低，有

统计学差异（P<0.05）；肝组织病理方面，两组比较在炎症和纤维化分期上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阴性组较阳性组胆管损伤更加显著（P<0.05）。 

结论 AMA 阴性的 PBC-AIH OS 血清 IgM 水平较低，往往有免疫学抗体阴性，更易出现肝组织学中

胆管损伤。应尽早进行肝穿刺活检，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PU-1985 

质子泵抑制剂调控 TERT 基因进而抑制胃癌侵袭性的机制研究 

 
扎西潘多 

南京市鼓楼医院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体内体外实验，观察质子泵抑制剂(泮托拉唑)对胃癌细胞中 TERT 基因表达的影

响，阐明质子泵抑制剂通过调控 TERT 的表达来抑制胃癌细胞的侵袭性，为在以 TERT 为靶点的胃

癌的治疗上提供新的思路及理论依据。 

方法 以胃癌细胞为研究对象，利用 PCR 和 WB 观察胃癌细胞在接受泮托拉唑处理后，细胞内 TERT

基因的表达量。构建不同截断 TERT 启动子质粒载体转染进胃癌细胞内，并接受泮托拉唑处理后，

应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启动子活性。构建 TERT 基因过表达质粒瞬时转染进胃癌细胞，利用

Transwell 与 WB 比较经泮托拉唑处理后的过表达 TERT 组与阴性对照组的胃癌细胞迁移能力的变

化以及上皮间质转化标志蛋白的表达量变化。体内实验对 BALB／c 裸鼠尾静脉注射 HGC27 建立肺

转移瘤模型，待造模成功后，使用泮托拉唑灌胃治疗，待实验结束取裸鼠肺脏组织，HE 染色观察肺

部切片肺转移情况。 

结果 经泮托拉唑处理后，胃癌细胞中 TERT 基因的表达在蛋白及 mRNA 水平均显著下调，此外，

报告基因检测发现 TERT 启动子上游 3790bp 处的活性受到明显抑制，而 2089bp 处的启动子未受

影响，进一步经过定点突变 TERT 启动子上游 3790bp，发现突变后的 TERT 启动子上游 3790bp

区域处的活性未受到泮托拉唑的影响，考虑 TERT 受泮托拉唑调控的启动子区域位于 TERT 上游

2089bp～3790bp 之间，并通过数据库检索预测到在此区域内可能与 TERT 启动子相结合的转录因

子为 STAT3，并且我们发现经泮托拉唑处理后，胃癌细胞内 tSTAT3 与 pSTAT3 在蛋白水平的表达

量均显著降低，同时胃癌细胞内 β-catenin 的表达量也明显降低。随后，利用泮托拉唑处理过表达

TERT的胃癌细胞，并同阴性对照GFP组相比，发现过表达TERT组的胃癌细胞迁移能力明显增强，

且过表达 TERT 能够增加胃癌细胞内间质标志物的表达量，并降低上皮标志物的表达量。体内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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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肉眼观察可见对照组肺脏组织上存在半透明样转移结节，HE 切片光镜下观察发现相较于给药组，

对照组可见明显转移灶。 

结论 质子泵抑制剂能够通过 STAT3 途径抑制 TERT 基因的表达，此外，又通过调控 Wnt/β-catenin

通路，抑制胃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减弱胃癌细胞的侵袭与迁移能力，而在胃癌细胞中过表达 TERT

基因能够部分逆转质子泵抑制剂对胃癌细胞迁移能力的抑制。 

 
 

PU-1986 

术前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EUS-FNA)对可切除胰腺癌患者 

诊断之安全性及准确性分析 

 
李洪焱,王敏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术前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对切除胰腺癌患者的诊断安全性以及准确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该院在 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内收治的 42 例可切除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

其中 30 例在术前实施前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EUS-FNA)，将其设置为观察组。另 12 例在术前

未实施前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将其设置为对照组。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检查结果、安全性以

及准确性进行收集和分析。 

结果 观察组中患者均成功穿刺，诊断准确率为 96.67%（29/30），明显高于对照组 83.33%（10/12）。

观察组生存时间（569.96±24.75）d 和对照组生存时间（571.93±23.49）d 差异不显著（P＞0.05）。

观察组仅出现 1 例出血，但在实施针对性治疗后治愈，并未出现其他严重并发症。观察组并发症率

3.33%和对照组 0%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结论 在对胰腺癌患者诊断时，EUS-FNA 可在保证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取得较好临床诊断

效果。 

 
 

PU-1987 

不同剂量普萘洛尔对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患者 

血流动力学应答的影响 

 
张峰,徐慧,陈敏,尹晓春,张明,诸葛宇征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普萘洛尔是降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主要药物，国内外指南均推荐逐渐加量至最大耐受剂量以

达到理想治疗效果。然而，较高的剂量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不耐受和停药，而且部分病人仍然无法达

到血流动力学应答。本研究旨在探讨在最大耐受剂量以下的不同剂量普萘洛尔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

者血流动力学应答的影响，以期明确普萘洛尔应用的既安全又有效的理想剂量。 

方法 本回顾性研究从我单位的前瞻性数据库中提取了 2015 年 1月至 2018 年 1 月间的 95 例肝硬化

门静脉高压的连续病例。所有患者在首次肝静脉压力梯度（Hepatic venous pressure gradient，

HVPG）测定后，给予口服普萘洛尔片，起始剂量为 10mg bid，每日增加 10mg/次，滴定剂量达到

80mg/d 或 120mg/d，或提前达到最大耐受剂量。而后进行第二次 HVPG 测定评估血流动力学应答。

对于 80mg/d 剂量时的―无应答者‖，将普萘洛尔加量至 120mg/d 后再测定第三次 HVPG。比较血流

动力学应答的差异和普萘洛尔的耐受性。 

结果 共纳入95例患者，其中58例患者滴定普萘洛尔剂量至80mg/d，37例患者滴定剂量至120mg/d。

两组间血流动力学应答率分别为 50% vs. 54.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00）。80mg/d 组的 29

例―无应答者‖中有 18 例进一步滴定剂量至 120mg/d，仅有两例达到血流动力学应答并且无法耐受这

一剂量。80mg/d组中有9例（15.5%）患者达到靶剂量，而120mg/d组中有16例（43.2%）（P=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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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者‖和―无应答者‖中达到靶剂量的患者均为 14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42），提示应答

与靶剂量之间并无相关性。80mg/d 组仅有两例患者（6.9%）需要停药或减量，而 120mg/d 组有 6

例（30%），差异显著（P=0.032）。 

结论 普萘洛尔对于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血流动力学应答从 80mg/d 到 120mg/d 之间并无剂量依

赖效应，提示低于最大耐受剂量的较低剂量普萘洛尔也能够达到可观的血流动力学应答率，并且更

加安全、耐受性更好。同时，血流动力学应答与是否达到最大耐受剂量之间并无相关性。 

 
 

PU-1988 

特利加压素联合前列地尔对肝硬化难治性腹水 

患者肝肾功能的影响 
 

李健,王敏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特利加压素联合前列地尔对肝硬化难治性腹水患者肝肾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74 例肝硬化难治性腹水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行前列地尔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

上联用特利加压素，比较 2 组治疗前与治疗 2 周后肝肾功能指标变化情况与门静脉内径与脾静脉内

径。 

结果 观察组治疗 2 周后尿氮素( BUN)、血肌酐(Scr)含量均显著低于对照组，24 h 尿量显著高于对

照组( 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 2 周后白蛋白(ALB)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总胆红素(TBIL)水平显著

低于对照组( P＜0.05); 观察组治疗 2 周后门静脉内径与脾静脉内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 

结论 特利加压素与前列地尔联合治疗肝硬化难治性腹水患者效果显著。 

 
 

PU-1989 

CSCs in digestive system cancers 

 
Wen Qiu 

Southwest Hospital of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It is reported that every year more than 8 hundreds millions people's life are taken away 
by cancers and it is reported that 5 digestive system cancers are among the top 10 most conment 
cancers. So it is a servious problem to the world, we need to find ways to solve it. 
Methods There is a new thery of CSC that may solve this problem. CSCs are small subset of 
tumor cells with potentials of  self-renewal, hetergenecity, mutipal differitiation, initiation and 
reconstraction of tumor tissues. 
Results There are many spacial makers of CSCs, such as CD133, CD44V6. CSCs have the 
capacity of self-renewal, that can renew themselves, and multiple differientiation, invation, 
metastasis and angiogenis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a resistance to theries. 
Conclusions CSCs have the capacity to renew themselves, make differitiation, invation and 
metastasi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he resistance to treatment, but if we find out the 
special makers, molecule, transmembrane receptors, growth factors, we can target at those cells, 
if we kill those CSCs, tumors will die.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kill them, but we believe that one day, 
we can defeat the cancers and win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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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90 

内镜粘膜下剥离术治疗大肠侧向发育型息肉初步报告 

 
赵燕颖 

吉林大学第四临床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治疗大肠侧向发育型息肉的疗效、安全性和临床价值。 

方法 大肠侧向发育型息肉(LST) 是指直径大于 1 cm 的一类平坦隆起型病变，其主要特点是沿肠腔

表面扩散生长。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大肠镜诊断为 LST 直径 10 例病变特点以及

应用 ESD 治疗手术结果。其中男 5 例, 女 4 例, 年龄 51 岁-78 岁。应用染色、放大内镜及超声内镜

检测病变范围及侵犯深度,对位于黏膜层或黏膜下层侧向发育型息肉行 ESD 治疗,完整剥离病变组织

后送病检,所有病例术后内镜定期随访。 

结果 9 例均完整剥离,病灶直径 2.0～4.5cm,平均 3.5cm;ESD 手术时间 55～225 min。术中并发穿

孔 2 例, 1 例内镜下钛夹缝合, 保守治疗成功,。1 例行腹腔镜手术治疗成功。术中较明显出血 3 例, 内

镜下止血成功。1 例因钛夹脱落迟发性出血再次行内镜下治疗成功。术后病理诊断低级别上皮内瘤

变 5 例, 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4 例, 其中癌变 2 例, 基地及边缘均切除干净。1 例追加外科手术治疗。

术后随访 3 月～12 月无 1 例出现残留或复发。 

结论 ESD 术是治疗大肠侧向发育型息肉安全有效的方法。 ESD 治疗大肠。LST 疗效好, 复发率较

低, 虽然肠道 ESD 操作难度较大, 穿孔率相对较高, 但一般内镜下能成功处理。 

 
 

PU-1991 

血清巨噬细胞因子联合胃蛋白酶原、HP 检测在早期胃癌  

流行病学中的临床研究 

 
孙远杰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应用序贯筛选法，辅助计算机模式，提高早期胃癌检出率。 

方法 对可疑危险人群及高度危险进行内镜检查及病理学检查，对可疑人群定期追踪调查，建立早期

胃癌诊断模式。共发放问卷 10000 张，筛选人群为一汽集团公司在职职工，年龄为 30-60 岁。问卷

设 25 项内容每项 0、1、2 分，要求被调查者全部填写问卷中 25 项内容（填写不全者示为弃权），

10 分以上者进入下一步研究，≤10 分者停止研究。问卷调查大于 10 分者进行如下项目检查血清巨

噬细胞生长因子、血清胃蛋白酶原Ⅰ/Ⅱ比值及 HP。受检者 3 天前禁食动物血及铋剂，空腹采血，

上清液置于-80 度冰箱保存，应用放免法检测。上述项目阴性者停止研究，阳性者进入下一步研究,

行胃镜及病理检查，按病理结果及各项指标将筛选者分为低度危险组、可疑人群组、高度危险组及

胃癌组。 

结果 共问卷调查 10000 例，收回 9264 例，708 例接受化验检查，112 例接受胃镜检查，低度危险

组人群 602 例（占 6.49％）；可疑人群组 68 例，其中胃炎 61 例，十二指肠溃疡 7 例；高度危险组

20 例，其中胃溃疡 5 例，慢性萎缩胃炎 15 例占（215/10 万）；胃癌组 6 例（占 69/10 万）。用

SPSS 软件包，所有数据用 X2 检验直接比较定量指标，统计学分析。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PGI/PG2 值低于正常值 6。47（33.3%），HP 感染率 59%，人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

在低度危险组和可疑人群组及高度危险组中处于正常范围，胃癌组明显增高。 

结论 提高早期胃癌检出率是一极待解决的问题。本项课题通过对大样本人群筛查各项指标研究分析

表明，人巨噬细胞集刺激因子（M－CSF）在胃癌人群中阳性率最高，胃蛋白酶原Ⅰ∕Ⅱ比亦有增高，

对早期胃癌具筛查联合上述方法检测，特别是伴有 HP 感染者更有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485 
 

PU-1992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内镜联合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 

 
孙远杰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研究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所致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合并脾功能亢进患者，行套扎、硬化、

组织黏合剂内镜下治疗后，再行部分脾栓塞介入治疗，观察患者食管胃底曲张静脉变化，门静脉主

干内径的大小及脾功能亢进改善程度。 

方法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5 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其中 12 例既往因呕血、黑便

经超声及胃镜下检查，明确诊断为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所致所有患者入院后予以常规检查及输血、

输液、降门脉压治疗，出血停止 24—72 小时后行胃镜检查，排除消化性溃疡、急性胃黏膜病变等

所致上消化道出血，均证实为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血常规证实均存在脾功能亢进，其中 3

例合并胃底静脉曲张。15 例患者在胃镜下行套扎、硬化及组织黏合剂治疗，2 周后均行部分脾栓塞

介入治疗，4 周后出院。8 周后行胃镜、血常规、超声及血生化检查。 

结果 15 例患者 8 周后胃镜复查均较入院时曲张静脉变细，其中 3 例曲张静脉基本消失或仅为线状

改变。超声显示门静脉主干内径较入院时缩窄 0.1—0.3cm,其中 2 例无明显变化。150 例患者复查血

常规，13 例患者血小板及白细胞均恢复正常值范围，1 例白细胞数略低于正常值，1 例血小板数略

低于正常值，4 例合并腹水者，其中 2 例腹水消失，2 例较入院时明显减少。 

结论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所致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血，在药物控制出血同时，多单纯采用胃镜

下套扎、硬化及组织黏合剂治疗。本组 15 例患者镜下治疗并联合采用部分脾栓塞治疗后，脾功能亢

进得到明显改善，患者承受痛苦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缓再出血时间，同时可以减轻门静脉压力，

避免了以往分流、断流术给患者造成的打击及肝性脑病等并发症。临床值得推广。 

 
 

PU-1993 

23 例结肠癌致肠梗阻螺旋 CT 的诊断体会 

 
刘志忠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结肠癌在螺旋 CT 影像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1 年 8 月到 2014 年 6 月经手术或结肠镜确诊的结肠癌患者 23 例，对这些病例 X

线检查、CT 检查及内镜检查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在诊断结肠占位准确方面，23 例全部经 CT、X 线 CT 检查出 21 例，准确率为 91.36％；X 线

检查出 14 例，准确率为 60.87％，二者具有显著性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23 例中

18 例经内镜检查均结肠腺癌。 

结论 结肠癌致肠梗阻 CT 诊断准确率高、无创伤性、适应性宽，为诊断及治疗提供科学化依据，因

此该方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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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94 

肝硬化食道胃底静脉曲张套扎治疗对门脉高压性胃病影响的研究 

 
王东明

1
,郭双双

1
,刘晓丽

2
,王子谦

3
,张恒

1
 

1.吉林市中心医院 

2.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医院 

3.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肝硬化食道胃底静脉曲张套扎治疗后对门脉高压性胃病（PHG）的影响。 

方法 选取 102 例患者将其随机分为 EVL 和 EVS 组，并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

分别记录 PHG 的发生及程度。 

结果 EVL 治疗后 PHG 发病率较 EVS 高，内镜下治疗术后 1 个月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在治疗后 3 个月、6 个月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EVL 治疗后并发 PHG 发病率较 EVS 增高；2.随时间推移，门脉高压性胃病较治疗前有所增

加。 

 
 

PU-1995 

ENO1 在胰腺上皮内瘤变和胰腺导管腺癌中的表达 

 
王磊

1
,毕蓉蓉

2
,尹航

1
,袁平

3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检测烯醇化酶-1（ENO1）在人和大鼠胰腺上皮内瘤变(PanIN)和胰腺导管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情

况。 

方法 收集病理科存档人组织标本，胰腺导管腺癌 18 例，PanIN4 例，正常胰腺组织 7 例，免疫组

化检测 ENO1 蛋白表达。SD 大鼠 20 只采用胰腺包埋种植 7，12-二甲基苯并蒽（DMBA）诱导法，

建立大鼠 PanIN 和胰腺导管腺癌模型，Real-time PCR 检测 ENO1 mRNA 表达，免疫组化和免疫印

迹检测 ENO1 蛋白表达。 

结果 ENO1 蛋白在人 PanIN（P<0.01）和胰腺导管腺癌组织（P<0.001）中，表达均显著高于人正

常胰腺组织。与造模后大鼠正常胰腺比较，ENO1 mRNA 在大鼠 PanIN-3（P<0.01）和胰腺导管腺

癌组织（P<0.001）中表达显著增加，在大鼠 PanIN-2（P<0.001）、PanIN-3（P<0.01）和 PDAC

（P<0.001）组织中，ENO1 蛋白表达呈进行性显著升高。 

结论  ENO1 在 PanIN 和胰腺导管腺癌的表达显著增高，在胰腺上皮的癌变过程中可能发挥重要作

用。 

 
 

PU-1996 

Enhanced LKB1-AMPK-MMPs signaling suppress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Peutz-Jeghers 

Syndrome 

 
Jing Chen,Baoping Wu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JS is an autosomal inherited disorder which is caused by germline mutations in the 
LKB1 gene. Polyps in PJS were characteristic with epithelial component dilatation and sm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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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cle fibers extending into polyp fronds. Our previous study  have found that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plays a role in the disorderly morphology of hamartoma 
in PJS patients. Accumulating evidences indicate that MMPs play a crucial roles in EMT. The 
present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explore the role of LKB1-AMPK  pathway  in regulation of  EMT 
by upregulating MMPS in the polyps in PJS.                     
Methods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AMPK, PAMPK, MMPs and EMT markers were assessed in 
30 unmatched hamartoma specimens and 30 normal intestinal tissues . Normal gastro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 NCM460 and Ges-1  cells were transfected with LKB1 shRNA  plasmid or negative 
control via lentiviral  vectors. Western blotting and qPCR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alterations of 
AMPK,PAMPK,EMT markers and MMPs in the cells with LKB1 knockdown. To verify AMPK play 
a― middle bridge‖ role between LKB1and MMPs in regulation of  EMT, we add AMPK activator 
AICAR to the cells with LKB1 knockdown, the EMT phenotype and the signaling change were 
assessed by Western blotting and qPCR. The abilities of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ere evaluated 
by wound healing assays and transwell  assays. The abilities of proliferation were evaluated by 
CCK8 experiment and plate cloning experiment.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polys and normal cells,the expression of MMP1, MMP2, 
MMP7, MMP9,Vimentin were enhanced in polyps of PJS and LKB1 knockdown cells while E-ca 
was downregulat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and mRNA expression of MMP1, MMP2, MMP7, 
MMP9 and E-ca were all downregulted  after the addition of AMPK agonist AICAR to the 
constructed cell line, and their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other functions were 
suppressed.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enhanced LKB1-AMPK-MMPs signaling  controls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Peutz-Jeghers Syndrome .Targeting  the 
LKB1-AMPK-MMPs pathway to suppress EMT might provide therapeutic benefits. 
 
 

PU-1997 

同步化经皮电针联合深呼吸训练治疗对 rGERD 

反流症状及心理状况的影响。 

 
余跃,刘志,韦瑞玲,徐家琴,许朝 

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探讨同步化经皮电针(TEA)联合深呼吸训练(DBT)对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rGERD)反流症状及

心理状况的影响 

方法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2 月在安徽省立医院消化科门诊及病房确诊的 21 例 rGERD 患者随机

分为三组,A 组（单用 PPI）口服埃索美拉唑 20mg bid ，B 组（PPI+DBT+TEA）予以埃索美拉唑

20mg bid，同时予以 TEA，qd，及配合 DBT，C 组（PPI+DBT+Sham-TEA）予以埃索美拉唑 20mg 

bid，配合 DBT 同时予以假性电针治疗（Sham-TEA），三组 4 周治疗前后分别评价反流症状评分，

使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分别评价三组治疗前后的心理状况。 

结果 （1）、4 周治疗后 A 组、B 组、 C 组反流症状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 B 组反流症状评分较 C 组明显降低（P<0.05）。C 组反流症状评分较 A 组有所降低,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P>0.05）。(2)、4周治疗后A组、B组、C组,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 B 组 HAMD 评分较 A 组明显降低（P<0.05），C 组也显著低于 A 组（P<0.05）。（3）4

周治疗后 A 组、 B 组、 C 组 HAMA 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B 组较 A 组明显降低（P<0.05），C 组较 A 组明显降低（P<0.05）,B 组也较 C 组显著降低（P<0.05）。

说明 B 组能更好地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状态。 

结论 同步化 TEA +DBT 治疗 GERD 能更有效改善反流症状和心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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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98 

慢性神经源性肠功能障碍、炎症性肠病患者和 

健康人肠道菌群的变化研究 

 
李军,于涛,吴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肠道菌群的变化在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IBD）患者中的变化已经引起

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也有研究探索肠道功能性疾病，如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道菌群的改变。中枢神

经系统疾病或创伤可导致患者出现排便失禁或便秘，即所谓神经源性肠功能紊乱（neurogenic bowel 

dysfunction ，NBD）。目前很少有研究比较 NBD 与原发性胃肠道疾病肠道菌群的差异。本研究对

IBD、慢性 NBD 患者肠道菌群进行检测，并与健康人对照，明确相互间的差异。 

方法 收集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住院的 IBD 和慢性 NBD 患者以及健康人的粪便标本，进行 16S 

rRNA cDNA libraries 检测。共收集 IBD 患者标本 30 份，NBD 患者 16 份，健康志愿者 3 份。对三

组标本进行菌群 alpha 多样性、beta 多样性和物种差异等分析，比较三组标本的差异。 

结果 Alpha 多样性分析显示，IBD 患者菌群多样性明显低于 NBD 患者 (sobs 127.07 vs. 161.12, 

P=0.034)。IBD 患者和健康者的差异更为 (sobs 127.07 vs. 215.93, P=0.001) ，同时 NBD 患者的

菌群多样性低于健康者(sobs 161.12 vs. 215.93, P<0.05) (Fig.1)。 在 OUT 水平，PCoA 分析显示

IBD、NBD 和对照组有显著差异。 IBD 组中, 变形菌门和 Saccharibacteria 菌含量更为突出 

(P=0.029 and P=0.036)。 NBD 组中放线菌和疣微菌含量增加 ，而厚壁菌和拟杆菌含量降低。每

种疾病均有独特的菌群，彼此相互之间存在差异。图 2 显示了三组标本的群落 heatmap 图，可以

发现三组标本中菌种存在的差异和联系。NBD 组疣微菌含量明显高于 IBD 组和对照组，而 IBD 组

中，梭杆菌、柔膜菌和脱铁杆菌的含量明显高于 NBD 组和对照组。PLS-DA 分析及菌群分型分析

进一步显示 NBD 和 IBD 患者的肠道菌群类型的明显差异（图 3）。 

结论 与健康对照相比，IBD 和 NBD 患者中均存在肠道菌群的改变，两组丰度均减少，其中 IBD 组

患者粪便菌群丰度更低。不同疾病患者菌群组成由明显的差异，评价这些菌群参数的变化可能有助

于完善 IBD 和 NBD 的诊断和病情评估。 

 
 

PU-1999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原发性肝内胆管腺癌一例： 

巧合还是独立的危险因素？ 

 
高春

1
,李晓瑶

2,3
,樊艳华

1
,余明安

1
 

1.中日友好医院 

2.北京协和医学院 

3.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目的 病例介绍,患者女，59 岁，因―反酸、恶心、乏力、纳差半年，发现肝占位 2 天‖入院。腹部超

声提示脂肪肝，肝内多发占位，双肾体积小，双肾弥漫性病变；腹部 CT 平扫提示脂肪肝，肝内多

发低密度病变，少量腹腔积液。发病以来一般情况尚可，体重从 100 公斤下降至 92 公斤。既往有

脂肪肝病史 20 年；高血压病史 10 年，去年体检发现血肌酐增高，考虑慢性肾病；否认病毒性肝炎

病史，否认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病史，否认吸烟、饮酒史，否认疫区、疫水接触史，否认放射性

物质及有毒物质接触史，否认输血史。体格检查：心率 88 次/分，血压 113/86 mmHg，体重指数

32.86 公斤/m2，腹型肥胖，全腹膨隆，无压痛、反跳痛及腹肌紧张，肝脾肋下均未触及，移动性浊

音可疑阳性。 

方法 腹部超声提示肝脏形态饱满，表面光滑，肝缘略钝，实质回声增强，后部无明显衰减，肝肾实

质回声反差增大，肝内管道显示模糊，肝内血流信号微弱；肝内见多发低回声团，较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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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cmX5.0cm，位于肝右叶，内见血流信号。腹部增强 CT 提示肝实质内多发大小不一结节、团块，

较大者约 5.5cm，边界模糊不清，增强扫描呈不均匀强化，肝周可见少许积液征象。胸部 CT、盆腔

CT、头颅 CT 均未见明显异常；胃镜及肠镜未见明显异常；妇科超声未见明显异常。 

结果 经皮肝组织穿刺活检。病理提示低分化癌，结合免疫组化结果符合腺癌，考虑肝内胆管癌可能

性大。免疫组化结果提示 CK7（+），CK8/18（+），CK19（+），Mamaglobin（+），ER（SP1）

（+），PR（1E2）（+），GS（+），GPC-3（-），WT-1（局灶弱+），CK20（-），AFP（-），

CD34（-），Syn（-），CgA（-），CD56（-），TTF-1（-），NapsinA（-），CDX-2（-），Ki67

（约 60%+），Hepatocyte（-），GCDFP-15（-），CA125（-）。 

结论 我们报道的这例患者无上述明确的危险因素，但是有脂肪肝病史 20 年，体型肥胖，体重指数

32.86 公斤/m2，结合上述参考文献，考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可能是该患者发生原发性肝内胆管腺

癌的危险因素。但是，如果需要明确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 ICC 的确切关系，尚需大规模前瞻性的

临床研究来确定。 

 
 

PU-2000 

血清胆碱酯酶对评估炎症性肠病活动度的价值研究 

 
陆世珉,田山,董卫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血清胆碱酯酶水平对评估 IBD 活动度的临床价值。 

方法 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的方式，其中病例组纳入 151 例 IBD 患者，包括 57 例确诊为 CD 患者以

及 94 例 UC 患者；对照组纳入 150 名健康体检者，分析血清胆碱酯酶与炎症性肠病的关系，并用

ROC 曲线评估诊断的准确性。 

结果 IBD 组的血清血清胆碱酯酶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BD vs. Control 胆碱

酯酶的值P＜0.0001）。CD患者中重度活动组高于缓解组和轻度活动组，有统计学意义（P＜0.0001）；

血清胆碱酯酶与 hsCRP（r= -0.379、P=0.001）、CDAI（r= -0.467，P=0.0002）呈负相关。UC 患

者中重度活动组高于轻度活动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1）；血清胆碱酯酶与 hsCRP（r=-0.470 

P＜0.0001）、ESR（r=-0.293 P=0.0005）、Mayo 评分（r=-0.609，P＜0.0001）均呈负相关，与

HCT 成正相关（r=0.638， P＜0.0001）。此外，当血清胆碱酯酶为水平 6514U/L 和 7049U/L 时，

对诊断中重度 CD、UC 的 ROC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97（P=0.0002）和 0.865（P＜0.0001）。 

结论 血清胆碱酯酶水平对评估 IBD 患者疾病活动度方面具有一定临床价值与意义。  

 
 

PU-2001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与内镜下黏膜切除术治疗 

直肠类癌的临床研究 
 

夏满奎 

南京市鼓楼医院 

 

目的 评估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与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治疗直肠类癌的有效性及安全

性。 

方法  回顾总结南京市鼓楼医院内镜中心 2012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 28 例 EMR 治疗(EMR 

组)和 100 例 ESD 治疗(ESD 组)的直肠类癌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ESD 组及 EMR 组分别纳入 100、28 个病例，两组病例在年龄、性别、病灶位置、内镜下

形态均无显著差异。ESD 组术前 EUS 病灶直径大小为(6.9±4.0)mm，与 EMR 组(6.2±2.9)mm 无

明显差距(P>0.05)；ESD 组标本大小为（15.0±7.9）mm，明显大于 EMR 组（9.5±3.2）mm(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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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 组病理所示病灶直径（5.6±3.7）mm，与 EMR 组（4.1±3.1）mm 无显著差距（P>0.05）；

病变深度 ESD 组来源于黏膜下层占 97%，来源于黏膜层者占 2%，来源于固有肌层者占 1%，EMR 

组对应分别为 27%，73%，0%；ESD 组平均手术时间为(20.4±9.7)min，明显长于 EMR 组的

(8.2±4.8)min(P<0.01)；ESD 组平均住院日（6.0±2.4）日，明显长于 EMR 组的（3.3±1.9）日（P<0.01）；

EMR 组和 ESD 组病灶均一次性完整切除，整块切除率均为 100.0％；ESD 组的组织病理学治愈 

性切除率为 78％(78/100)，EMR 组 78.6％(22/28)(P>0.05)；EMR 术后出血、术中穿孔并发症发

生率分别为 7.1％(2/28)、0%（0/28），对应 ESD 组分别为 1％(1/100)、4%(4/100)(P>0.05)；

ESD 组病灶最大径小于 10mm 占 89%，EMR 组对应为 96%；ESD 组病灶最大径大于 10mm 

者 11 例，其中 5 例出现切缘阳性；EMR 组 1 例，1 例术后病理切缘阳性；两组在术后复查随

访，均未发现复发。 

结论  对于直肠类癌的内镜治疗，如果 EUS 评估病变直径<10mm，病变深度限于黏膜下层，无淋

巴结及远处转移者，EMR 治疗比 ESD 治疗在平均手术时间、平均住院日等方面占明显优势；当

肿瘤病变最大径大于 10mm 时，无论是 EMR 或 ESD，病理治愈性切除率均不能达到满意疗效，

更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值得进一步探讨。 

 
 

PU-2002 

BOP1 对胃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张娜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增殖阻断蛋白 1（Block of Proliferation 1，BOP1）在人胃癌组织和癌旁正常胃组织中的

表达情况，及其对胃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胃癌组织及匹配的癌旁正常胃组织和胃粘膜正常上皮细

胞 GES1 及胃癌细胞系中 BOP1mRNA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本实验以胃癌细胞 AGS、BGC823 和

SGC7901 作为细胞模型，siRNA 沉默胃癌细胞中 BOP1 基因后运用 cck-8 细胞增殖实验和平板克

隆形成实验检测沉默该基因后对细胞增殖的影响；运用细胞划痕实验以及 Transwell 小室迁移和侵

袭实验检测沉默该基因后对胃癌细胞迁移和侵袭的能力的影响。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蛋白激酶

B（AKT）和磷脂酰肌醇 3-激酶（PI3K）的磷酸化水平。 

结果 在胃癌组织和胃癌细胞中 BOP1 mRNA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邻近的正常胃组织和胃粘

膜正常上皮细胞。运用平板克隆形成实验发现，细胞培养 1-2 周后，沉默组含 50 以上的细胞集落数

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同时 CCK-8 细胞增殖实验显示在细胞转染 24h、48h 和 72h 后

沉默组细胞增殖能力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相比明显下降，提示沉默 BOP1 基因可抑制胃癌细

胞的增殖能力。Transwell 迁移实验和侵袭实验显示沉默组的迁移和侵袭能力比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

照组明显降低，提示沉默 BOP1 基因显著降低胃癌细胞 BGC823 迁移和侵袭的能力。沉默 BOP1

基因后 BGC823 细胞 BOP1 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相比，沉默组胃癌细

胞迁移和侵袭的能力显著降低。运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出沉默组 p-AKT 和 p-PI3K 的蛋白表达水

平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 

结论 BOP1 在胃癌组织和胃癌细胞中高表达，体外实验证明 BOP1 可促进胃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

侵袭，可能与激活 PI3K/AKT 信号通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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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03 

肝豆状核变性误诊为酒精性肝病 1 例分析 

 
张倩,金珍婧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对于长期饮酒的青年女性出现肝功异常，需警惕先天性肝病如肝豆状核变性。 

结果 肝豆状核变性误诊为酒精性肝病，错过治疗时机，病情进展至终末期肝病。 

结论 肝豆状核变性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又称为 Wilson 病（Wilson’s disease，WD），该

病是由于铜代谢障碍导致的各器官功能损害，无特异临床表现， 

发病率为 1/10 万～1/3 万，以青少年多见，临床表现较为复杂，多以肝脏症状为首发表现，可累及

多个器官，包括肝脏、神经系统、骨骼及肾脏等，临床缺乏特异症状，易诊。WD 分为肝型、脑型、

其他类型及混合型，临床上以肝型及脑型较为常见。对于肝功异常的青少年，需仔细采集病史，高

度怀疑 WD 者需行血清铜蓝蛋白、尿铜及裂隙灯检查有无角膜 K-F，其中裂隙灯下双眼角膜出现对

称性 K-F，对本病诊断意义重大。 

 
 

PU-2004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合并乙型肝炎致肝衰竭 1 例 

 
吴萌,杨岚岚,邵雪,张传辉,金珍婧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又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是一种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临床表现为甲

状腺毒血症状如高代谢症状及心血管、消化、血液、神经系统症状，部分患者会出现肝功能损害，

可引起包括肝肿大、肝功能异常、肝硬化,甚至肝衰竭等肝功能损害,此类并发症称为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合并肝功能损害。而本例为甲亢不规范治疗，同时合并乙型病毒性肝炎至肝衰竭的患者，通过该

患者提示我们，临床上应注意疾病的规范治疗的重要性，同时甲亢所致肝衰竭可考虑甲状腺局部外

用甲巯咪唑膏，减少药物至肝损害的机会。 

方法 治疗上我们及时给予激素治疗，同时采用甲巯咪唑膏局部外用的方式，在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减轻肝损害的同时，减少了甲巯咪唑药物致肝损害的机会。 

结果 该患经积极合理个体化的治疗后，肝功能较入院时明显好转，这对我们在临床上也得到了很多

启示，如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合理用药、多学科联合治疗，均至关重要。 

结论 对我们在临床上也得到了很多启示，如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合理用药、多学科联合治疗，均至

关重要。 

 
 

PU-2005 

进展性结直肠锯齿状病变的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刘天宇,曹海龙,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讨进展性结直肠锯齿状病变 (advanced colorectal serrated lesion, ASL) 的临床及病理学特

征，旨在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存在异型增生或直径≥10mm 的无蒂锯齿状腺瘤和所有传统型锯齿状腺瘤定义为 ASL，非 ASL

则定义为增生性息肉以及无异型增生或直径＜10mm 的无蒂锯齿状腺瘤。回顾性分析天津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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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医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共 38981 名肠镜患者的临床、内镜及病理特征，并对其中的 ASL

与非 ASL 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ASL 和非 ASL 患者分别占全部锯齿状息肉患者的 56.3% (156/277)和 43.7%(121/277)。ASL

患者共检出 161 枚病变，包括 71 枚无蒂锯齿状腺瘤和 90 枚传统型锯齿状腺瘤。ASL 患者平均年龄

为（57.79±13.65）岁，男性 89 例（89/156, 57.0%），与非 ASL 相比，年龄与性别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161 枚 ASL 中，直径≥10mm 的 29 例（29/161，18.0%），近端 ASL 84 例（52.2%），较

非 ASL 更多出现在近端（84/161 vs 49/134，P=0.007）。ASL 内镜下形态表现为有蒂型 20 枚，亚

蒂型 35 枚，广基型 24 枚，扁平型 79 枚，侧向发育型 3 枚，与非 ASL 相比内镜下形态的分布构成

显著不同（P＜0.001）。存在异型增生的 ASL 160 枚（160/161, 99.4%），包括低级别异型增生

158 枚和高级别异型增生 2 枚。ASL 患者中合并同时性进展性结直肠肿瘤共 16 例，其中病变大小

≥10mm 与合并同时性进展性结直肠肿瘤显著相关（OR 4.35, 95%CI 1.467-12.894, P＜0.05）。 

结论 ASL 在近端结肠较为常见，以扁平型为主。直径≥10mm 的 ASL 与同时性进展性结直肠肿瘤相

关。 

  
 

PU-2006 

幽门螺杆菌根除方案中铋剂使用的思考 

 
唐莉,蔡燕峰,杨勤,金小晶 

南京市中医院 

 

目的 我国是 H.pylori 感染高发国之一，H.pylori 感染人群庞大。铋剂作为重金属制剂，在大范围人

群中使用是否安全，不免令人有所顾虑。尤其是铋剂的药品说明书中写着―不能与强力制酸药同服，

否则可降低疗效‖，―与制酸药同服时可干扰本品作用‖，而我国《第五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

识报告》中注明，―质子泵抑制剂+铋剂，2/d，餐前 0.5h 口服‖，共识中质子泵抑制剂、铋剂联用与

铋剂药品说明书存在矛盾之处，那么铋剂和质子泵抑制剂可以同时服用吗？所以本文就如何安全合

理正确使用铋剂根除幽门螺杆菌提出若干思考。 

方法 通过收集、分析近年来发表的有关铋剂使用的文献资料，分析总结铋剂的使用历程、各国铋剂

治疗幽门螺杆菌的使用情况、铋剂的不良反应以及铋剂与质子泵抑制剂联用的思考。 

结果 铋剂作为药物使用已有 300 年历史，曾被广泛用于胃肠疾病，后因药物不良反应而使用受限。

迄今各国使用铋剂情况不一，在我国可供选择的铋剂种类较多，各种铋剂的抗 H.pylori 的作用机制

以及抗菌活性、安全性等尚未研究透彻，有待进一步探索与验证。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于铋剂四联方

案推荐级别不同，并非均作为一线根除方案，有的国家地区甚至不可销售及购买铋剂。推荐使用铋

剂的方案中关于铋剂的使用剂量、频次也没有统一的定论。一些资料数据不支持铋剂与抑酸剂同用，

铋剂需在较低 pH 范围内才能发挥最佳药效，而根除方案中质子泵抑制剂的使用改变了胃内的酸性

环境，两者合用可能会降低铋剂疗效。此外，多项体内外研究发现，奥美拉唑可增加铋剂的血浆药

物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可影响铋剂的生物利用度，增加铋剂吸收，尤其增加铋剂在重

要脏器中的蓄积。 

结论 用于根除 H.pylori 的药物繁多，涉及抑酸剂、抗生素、铋剂，药物与药物间的相互作用不容忽

视，通过分析以上疑问和现有研究结果可得出铋剂确实会受到质子泵抑制剂的影响，可能会降低铋

剂疗效，甚则增加铋剂吸收，增加铋剂在重要脏器中的蓄积。目前尚缺乏基于中国人群开展的铋剂

四联疗法的血铋浓度测定，也尚未开展不同铋剂种类、服药时间、剂量以及药物联用对铋剂代谢的

影响的研究。如何安全合理使用铋剂，尚有许多未确定之处，期待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解析以上疑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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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07 

圈套器联合金属夹辅助牵引技术在内镜治疗胃角 

切部黏膜病变中的应用 

 
朱晓佳,杨力,方军,胡娜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圈套器联合金属夹辅助牵引技术在内镜治疗胃黏膜及黏膜下肿瘤的应用及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我院 12 例胃角部黏膜病变患者术前内镜及病理诊断早期

胃癌 4 例，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6 例，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2 例。，均在行 ESD 术中辅助使用圈套器

联合金属夹体外牵引技术；将圈套器预先收拢固定在胃镜头端，通过胃镜带入至胃内病灶附近，通

过胃镜活检通道送入金属夹，钳夹在已剥离的黏膜面（不释放金属夹），放开圈套器并套取收紧在

金属夹上，之后释放金属夹，运用―推-拉结合‖方式进行辅助牵引。 

结果 12 例患者均完整剥离瘤体，标本切除大小在 3cm-5cm，术中无一例穿孔发生，所有创面均未

缝合，无一例出现术后迟发性出血，从切开黏膜至完整剥离病灶平均时间 36.7±12.1min。 

结论 ESD 术中使用圈套器联合金属夹体外牵引技术，利用圈套器硬度，灵活运用―推-拉结合‖，可

清晰暴露黏膜下视野，利于术中处理，缩短了操作时间，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牵引技术。 

 
 

PU-2008 

星形胶质细胞 NDRG2 在 CTX 预处理抗内脏 

伤害性刺激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杨敏,吴丹,王彦钧,袁林,何雨芩,陈东风,李磊,梁华平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利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诱导的内脏高敏感模型鼠，旨在

从在体和离体两方面探讨 NDRG2 及其介导的星形胶质细胞功能改变在 CTX 预处理抗伤害效应中

的作用及机制。希图为应激相关的慢性内脏痛、内脏高敏感-中枢敏化关联疾病的临床防治提供了新

的、有效的治疗靶点。 

方法 采用连续单一刺激（束缚 2 h + 强迫游泳 20 min + 麻醉）联合足底电击（1 mA 持续 4s）建

立 PTSD 状态下内脏敏感性改变的动物模型；采用结直肠扩张（CRD）—内脏运动反射（VMR）

评估内脏敏感性改变；采用 Western Blot 、激光共聚焦及免疫荧光漂染技术等研究在创伤后应激障

碍状态内脏敏感改变状态下， CTX 预处理上调星形胶质细胞中 EAAT2 的表达对 NDRG2 上调的

抑制作用，及其与内脏高敏感及痛行为学的关系。 

结果 在 10、20、40、60 mmHg 压力下行 CRD，PTSD 术后 1 天组在 40、60 mmHg 水平下的 

VMR-AUC 曲线下面积低于正常对照组（P < 0.001），并逐渐恢复至正常水平，在术后 7 天时 VMR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且一直持续至 PTSD 术后 14 天(P < 0.001)。免疫荧光结果显示：与正常对

照组比较，PTSD 组脊髓 NDRG2 表达明显上调，其平均光密度值（AOD）明显增高（P < 0.01）；

与 PTSD 组比较，PTSD + CTX 组 NDRG2 的 AOD 显著降低（P < 0.05）；PTSD + CTX 组 NDRG2

的 AOD 值比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P < 0.05）。在 20 mmHg 压力下行 CRD 时，PTSD 组的 AUCVMR 

明显高于 PTSD + CTX 组（P = 0.005）；在 40 mmHg 压力下行 CRD 时，PTSD 组的 AUCVMR 显

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 < 0.001），亦高于 PTSD + CTX 组（P < 0.01）；在 60 mmHg 压力下行 CRD

时，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TSD 组 AUCVMR 明显增高（P < 0.001），同时亦显著高于 PTSD + CTX 

组（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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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TX 预处理可通过抑制脊髓星形胶质细胞内 NDRG2 的表达和活性，改善星形胶质细胞功能，

从而发挥抗内脏伤害性刺激效应。本研究为 CTX 预处理可能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持，也

为开发新的内脏高敏感及其内脏痛敏防治措施提供了新的靶点。 

 
 

PU-2009 

2 型糖尿病患者 C 肽、GHbA1 水平与结直肠腺癌关系的探讨 

 
付小君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 C 肽、GHbA1 水平与结直肠腺癌的关系。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2018 年 3 月本院 446 例经临床确诊为 2 型糖尿病的患者( 1999 年 WHO

诊断标准)，其中男性 245 例，女性 201 例，年龄 50~80 岁，平均（62.3±3.1）岁。所有患者均行

电子结肠镜检查，经电子结肠镜及病理检查证实为腺癌的 32 例患者纳入结直肠腺癌组，将电子结肠

镜检查无明显异常的 414 例患者纳入对照组，两组患者均无结直肠腺癌、结直肠手术病史。受检者

空腹 12 h 后，于次日清晨收集清晨肘静脉血 4ml，测定空腹 C 肽、GHbA1 值。测定两组患者的空

腹 C 肽、GHbA1 水平，并进行对比分析。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 P <0.05 为显著

性检验的标准。所有数据以（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 

结果  结直肠腺癌组 C 肽、GHbA1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结直肠腺癌组空腹 C 肽(2.9±0.82)ng/ml、

GHbA1(6.69±1.13)%；对照组空腹 C 肽(1.6±0.24)ng/ml、GHbA1(6.16±0.87)%, 2 组间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 。 

结论 C 肽及 GHbA1 水平高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患结直肠腺癌的风险较高。对此类患者应尽早进行电

子结肠镜检查，以达到早发现及早治疗结直肠恶性肿瘤的目的，提高肿瘤患者的 5 年生存率。 

 
 

PU-2010 

HK-II 的表达与胃腺癌化疗敏感性关系的探讨 

 
付小君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胃腺癌组织己糖激酶-2(HK-II)的表达与肿瘤细胞增殖、细胞凋亡和化疗相关蛋白(胸苷酸合

成酶,TS)的关系，探讨己糖激酶-2(HK-II)与胃腺癌化疗敏感性的关系。 

方法 收集 78 例手术胃癌组织临床标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胃腺癌 HK-II、Ki-67 和 TS 表达，

采用脱氧核糖核苷酸转移酶介导的原位缺口末端标记(TUNEL)法检测肿瘤细胞凋亡，术后患者均给

予奥沙利铂及替吉奥胶囊化疗 8 周期，统计分析胃腺癌 HK-II 表达与 TS 表达、细胞增殖指数、细胞

凋亡指数、临床病理参数以及化疗敏感性的关系。 

结果 胃腺癌 HK-II 和 TS 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74.35%（58/78）和 64.1%（50/78），两者呈正相关

性。与 HK-II 阴性表达的胃腺癌相比，HK-II 阳性表达的胃腺癌增殖指数明显增高，凋亡指数显著下

降(P＜0.01)。胃腺癌组织 HK-II 表达水平在肿瘤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和临床分期间均有明显差异

(P＜0.05)，在患者年龄、性别和肿瘤部位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HK-II 阳性表达的胃癌患者

与 HK-II 阴性表达的胃癌相比，5 年生存率有显著性差异(均，P＜0.05)。 

结论 胃腺癌组织 HK-II 的表达与胃肿瘤恶性进展有关，与化疗敏感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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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11 

EUS-FNA 对小胰腺实性肿瘤的诊断价值 

 
李洪祯,彭春艳,沈珊珊,吕瑛,邹晓平 

南京市鼓楼医院 

 

目的 内镜超声引导下的细针穿刺（EUS-FNA）是诊断胰腺实性肿瘤的有效和安全的方法，但其对

小胰腺实性病变（≤20mm）的诊断价值尚待证实。 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1）EUS-FNA 对于小胰

腺实性病变的诊断价值;（2）可能影响小胰腺实体病变诊断准确性的因素。 

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 2009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南京鼓楼医院行 EUS-FNA 的小胰腺实性病

变患者的病历资料。 

结果 根据手术病理结果和随访资料，接受 EUS-FNA 的 51 例患者中，30 例（58.8％）为恶性，21

（41.2%）例良性。 EUS-FNA 对小胰腺实性病变的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 60％，100％

和 76.5％。 除 1 例发热外，EUS-FNA 术后未发现其他并发症。 通过分析与诊断准确性相关的因

素，病变位置（P = 0.732），穿刺次数（P = 0.739），回声性质（P = 0.503），病变形态（P = 0.739），

病变大小（P = 0.728 ）和胰腺炎（P = 0.662）与诊断准确性无统计学相关性。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EUS-FNA 对小胰腺实体病变的诊断是有效和安全的。病灶的位置，大

小，穿刺次数，回声性质，病变形态和胰腺炎不影响诊断的准确性。 

 
 

PU-2012 

膈肌训练在胃食管反流中的研究进展 

 
查倩倩,钮美娥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主要采用抑酸药物对症治疗，但是由于

药物并不能改善抗反流屏障，患者症状反复发作出现，造成患者对药物的依赖，带来经济和心理负

担。寻找经济有效的非药物方式来治疗 GERD，就成为临床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近年来，有学

者在 GRED 患者中开展膈肌训练，并疗效显著。因此，本文对此综述，以期为今后开展有效的膈肌

训练方法提供参考依据。抗反流的第一道防线为食管胃连接处，由食管下括约肌和膈肌组成。静息

状态下，患者隔脚张力明显低于健康人，但在深吸气时患者最大隔脚张力与健康人比较无显著性差

异。但是有研究者认为，吸气时膈脚张力的增加是瞬间的力量，对膈肌训练能否增加屏障功能持怀

疑态度。然而，多项研究均证实膈肌训练可增加静息膈脚张力，增加抗反流屏障作用。此外，膈肌

训练较早应用于呼吸系统等患者，具有较好的安全实用性。这均为膈肌训练治疗 GERD 提供了理论

和实践依据。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膈肌训练。腹式深吸气时膈脚张力明显高于胸式呼吸，故

指导 GRED 患者进行腹式呼吸，利用生物反馈仪将膈肌、腹肌信号自动转换成为可视的图形以纠正

患者的错误。其次，利用吸气肌训练（inspiratory muscle training，IMT）可锻炼以膈肌为主的具有

吸气功能的肌肉。有学者利用吸气装置，在患者吸气时施加压力，使得食管胃连接处吸气压升高。

此外，有研究者通过在 GRED 患者深呼吸时，在肋骨下缘施以不同的动作，使膈肌得到拉伸且力量

逐渐加强。目前，GRED 膈肌训练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研究对象较少，多属于前后对照研究，

对训练的强度，时间及周期等尚并未明确。有一定比例的患者不能很好地坚持，依从性尚待解决。

在今后研究中应扩大样本量，明确膈肌训练的具体机制；加强膈肌训练宣教，为患者提供较好的非

药物干预方式，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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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13 

Image J 软件分析迷你探头超声内镜食管早癌及癌前病变粘膜下

层灰度值与 ESD 手术黏膜下层剥离时间的相关性研究 

 
陈敏,姚玉玲,张晓琦,凌亭生,吕瑛,王雷,邹晓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研究迷你探头超声内镜分析食管早癌粘膜下层灰度值与 ESD 手术剥离时间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了南京鼓楼医院消化科内镜中心 2016 年 1月至 2016 年 12月之间收治的经过电子

胃镜和迷你探头超声内镜以及窄带成像技术加放大联合评估后的食管早癌及癌前病变病人 98 例，且

均经过内镜下粘膜剥离术的治疗，术后的病理均符合食管粘膜内病变的结果，影像学检查排除了远

处淋巴结转移可能。分别计算其剥离时间（以 min 为单位），并且通过 Image J 软件计算超声图片

的粘膜下层组织的平均灰度值，并将二者进行相关性回归分析。同时搜集 98 例患者的姓名，性别，

年龄，临床症状，病变部位，病变形态，内镜特点，病变大小，浸润深度，病理结果等相关资料。 

结果 98 例患者男性 40 名，女性 58 名，年龄 39 岁到 81 岁不等，平均年龄（61.78±10.81）岁，

食管早癌及癌前病变患者的病灶粘膜下层的灰度值通过 Image J 软件的 Freehand selection 选择黏

膜下层病变区域，进行平均灰度值，并进一步计算平均灰度值（28.96-97.58 不等，平均值为

56.43±8.37）。剥离时间从 21 min-127 min 不等，平均灰度值与黏膜下层剥离时间呈正相关（相关

系数 r=0.9358, P<0.05）。 

结论 利用 Image J 软件计算早期食管癌的粘膜下层灰度值，对于预测黏膜下层剥离术的剥离时间有

一定的指导作用。因为黏膜下层平均灰度值越高，代表粘膜下层越亮，含有纤维疤痕越多，越可能

出现粘连，故剥离时间越长。 

 
 

PU-2014 

粪便 SNCG 对结直肠癌筛查的意义 

 
毕玮

1
,毕玮

1
 

1.北京朝阳医院 

2.北京朝阳医院 

 

目的 结直肠癌是威胁人类健康的最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在结直肠癌的诊断过程中，相比于结肠镜、

超声内镜、CT 及 MRI 等传统检查方法，血清肿瘤标志物具有取材方便、创伤性小、可重复性高和

检测成本低等优点。近年来，在诸如乳腺癌、卵巢癌、膀胱癌、结直肠癌组织中均已检测到升高的

γ-神经突触蛋白（γ-Synucleins，SNCG）水平，且在膀胱癌患者尿液中，胰腺癌、结直肠癌患者血

清中均检测到较高的 SNCG 水平，提示 SNCG 有可能作为一种新型特异性及敏感性较高的肿瘤标

志物。本研究旨在阐明在结直肠癌患者血清及粪便中SNCG的表达及其对结直肠癌的辅助诊断意义，

为结直肠癌的早期诊断提供实验基础。 

方法 搜集 50例结直肠癌患者、50例健康对照者及 50例患有结肠良性息肉患者的粪便及血清样本，

将其分为三组，分别提取各组标本中总蛋白，BCA 方法测其总蛋白浓度，使用双抗夹心酶联免疫吸

附法（ELISA）定量测量每份粪便总蛋白样本及对应患者血清中的 SNCG 浓度。 

结果  1.CRC 组粪便 SNCG 水平为 2.45±0.26ng/ml，显著高于 Controls 组粪便 SNCG

（1.75±0.04ng/ml）水平。2.CRC 组粪便 SNCG 表达与结直肠癌年龄、肿瘤分期、肿瘤大小以及复

发转移结果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3.CRC组血清SNCG水平（2.51±0.67ng/ml）与CRC组粪便SNCG

水平相比，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并且，CRC 组血清 SNCG 水平高于 Polypus 组血清 SNCG 水平

（1.8±0.55），有统计学意义。4.CRC 组血清 SNCG、CEA、CA19-9 水平进行 ROC 曲线分析，曲

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92±0.034、0.74±0.051、0.66±0.056，SNCG 与 CEA、CA19-9 AUC

相比，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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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证实了 SNCG 在结直肠癌患者粪便中的表达，进一步分析得出结直肠癌患者粪便与血

清 SNCG 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性，且结直肠癌血清 SNCG 水平较传统肿瘤标志物 CEA、CA19-9

展示出较高的诊断灵敏度。这表明，测定粪便SNCG蛋白的表达水平对结直肠癌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可有望成为诊断结直肠癌肿瘤的筛查手段，成为结直肠癌无创筛查的一种新方法，尤其适合于高危

人群肠镜检查前的筛查。 

 
 

PU-2015 

胶囊内镜在儿童消化道出血中的诊断价值 

 
陈佩瑜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目的 探讨胶囊内镜在儿童消化道出血的诊断价值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5 月胶囊内镜检查 12 例消化道出血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表

现、胶囊内镜完成情况及诊断情况。 

结果 12 例消化道出血患儿共行 12 次胶囊内镜检查，10 例顺利吞下胶囊，2 例由于年龄小用胃镜把

胶囊内镜送入十二指肠；6 例胶囊内镜诊断小肠炎症，1 例胶囊内镜诊断小肠多发息肉。5 例小肠黏

膜未见异常。1 例出现胶囊内镜滞留。 

结论 胶囊内镜在小儿消化道出血检查是安全的，可协助诊断小肠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 

 
 

PU-2016 

胃复春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研究 

 
崔静静,史晓筠,何春艳,孙晓丹 

阜新市中心医院 

 

目的 评价胃复春片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理。 

方法 收集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 60 例，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30 例，给予口服胃复春片，4 片/次，

3 次/天；对照组 30 例，给予维酶素片，每次 4 片，每日 3 次。两组均以 3 个月为 1 疗程，1 疗程

结束后，观察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及胃镜、病理组织学的变化，并进行

统计学分析。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0.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63.3%，治疗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经统

计学处理，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症状积分比较，治疗组改善明显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胃镜、病理的疗效比较，治疗组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胃黏膜腺体萎缩分度情况、肠上皮化生病理

分度、不典型增生分度情况无显著性差异，治疗后两组均较前改善，但治疗组改善均优于对照组。

胃复春片在临床应用中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1、胃复春片可明显改善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2、胃复春片

能修复胃粘膜，在一定程度上能逆转胃腺体萎缩，防止慢性萎缩性胃炎向胃癌进一步转化。3、胃复

春片在临床应用中未发现明显毒副作用，已成为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常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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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17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 

 
魏丽娜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分析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合并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的特点、意义及尚需探讨的问

题。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临床所见 SLE 合并 PBC 疾病一例，并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分析 SLE 合并

PBC 的特点、意义及尚需探讨的问题。 

结果 SLE 与PBC 是两种较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PBC 易合并Sjögren 综合征、桥本氏甲状腺炎、

雷诺病、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但合并 SLE 罕见。SLE 患者常常有肝功能异常的表现，

SLE 疾病本身可导致肝功能异常，但在此类患者中，抗线粒体抗体（AMA）阳性少见，AMA-M2 是

PBC 较为敏感和特异的血清学标记物。有学者将 SLE 所引起的肝功能异常称为狼疮性肝炎（SLE

相关性肝炎），它与 SLE 的加重有关，经糖皮质激素的治疗后可好转。在狼疮性肝炎的患者中，谷

丙转氨酶的上下波动与 SLE 活动是平行的，一般为轻度，很少有进展致终末期肝病的。SLE 患者肝

功能异常病因往往难以确定，除 SLE 本身外，还存在以下潜在病因，自身免疫性肝炎、PBC、非酒

精性脂肪性肝病、病毒性肝炎及药物诱导的肝脏疾病，如糖皮质激素诱发的肝脏疾病。据统计分析

表明，接触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是诱发严重脂肪性肝病的重要因素。可引起药物性肝病的药物通常为

SLE 的治疗药物，如非甾体抗炎药、甲氨蝶呤、硫唑嘌呤等化疗药物和其它非糖皮质激素。肝功ALP、

GGT 异常不是 SLE 的预后因素，对于 PBC 的发现有提示作用，而肝硬化为 PBC 的最后结局，熊

去氧胆酸（UDCA）的早期应用可以延缓 PBC 疾病的进展，所以鉴别 SLE 患者肝功能改变的病因

尤为重要。 PBC 与 SLE 的发病机制均未完全明确。但遗传易因素与环境因素均在两种疾病中起重

要作用。对 SLE 合并 PBC 是各自独立发生的还是存在共同的免疫学或遗传学基础还未明确，尚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 

结论 SLE 与 PBC 是两种较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但 SLE 合并 PBC 罕见，临床上遇见此类病例

应引起重视，注意鉴别 SLE 患者肝功能异常的病因，早期应用 UDCA 可以延缓 PBC 疾病的进

展。 PBC 与 SLE 的发病机制均未完全明确。但遗传易因素与环境因素均在两种疾病中起重要作用。

对 SLE 合并 PBC 是各自独立发生的还是存在共同的免疫学或遗传学基础还未明确，尚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 

 
 

PU-2018 

肝性脑病患者身体约束与其心理护理的关系 

 
王椒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重庆市大坪医院 

 

目的 探究心里护理对肝性脑病约束患者及患者家属的重要性。 

方法 回顾性研究的方法,对50例肝性脑病患者在2013年3月～2017年12月在我科接受治疗期间，

使用保护性约束，治疗好转后解除约束，进行开放式谈话，总结保护性约束存在的常见问题。 

结果 对 17 名临床护理工作人员采用保护性约束的流程及原则进行交谈，得出临床工作中应对问题

的对策、存在的难点及需要解决的问题。50 例患者中 38 例患者处于抵触情绪，病员及家属起初都

不能理解。但是经过护理人员解释必要性后，有 3 例家属表示不同意，其余家属表示理解接受。病

员的抵触情绪随着病情痛苦的减轻及护理人员的关心逐渐降低。解除约束后 38 例抵触患者表示主要

是病情的痛苦让其无法坚持，但是护理人员解释让其心里踏实，同时家属的同意支持让其医从性增

高。患者对于环境的陌生，可使其产生恐惧感、孤独感等心理问题。患者住院期间,机体周围被各种

仪器、电线缠绕,再有各种各样监视器、监听器的包围,加之噪音、光线等干扰,特别是目击了同室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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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死亡,致产生很强的精神心理压力可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焦虑、不安等。50 例患者中 48 例表

示其恐惧感从进入医院时便产生，感到很无助与外界失去交流，绝对卧床且进行约束更增加了这一

心理状态，45 名患者在解除约束后均表示家属的探视对其心理的影响很大，家人的鼓励让其感到生

活的意义;5 名患者表示对家人无法认同其痛苦表示失望，表示很孤独无助，但是家属的探视还是让

其很欣慰。可见护理人员在探视时对家属行为的有效干预指导对于患者心理影响应得到重视。17 名

护理人员均表示患者心理状态在家属探视后比探视前积极。环境的介绍、每次操作的解释、路过患

者床头打招呼、听收音机、听音乐、抢救患者或目睹其他患者死亡后对患者及时的心理疏导等都对

患者心理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0 例患者均表示以上的护理措施使其的恐惧、焦虑减轻，特别是

打招呼、简单的询问，有被重视、尊重的的感觉，让其感到亲切感，48 例患者表示约束对于其心理

影响很大，解释工作很重要，2 例患者表示其常有―我犯错了，这次约束主要是惩罚‖的认识，因此贯

穿始终的解释工作必须得到医务人员的重视。 

结论 心理护理在约束患者时对患者及家属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利于疾病更好的痊愈。 

 
 

PU-2019 

不同剂量普萘洛尔对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影

响及普萘洛尔基因多态性的研究 

 
陈敏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目的 比较肝硬化门静脉 EGV 患者口服不同剂量普萘洛尔产生的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应答情况，及国

人普萘洛尔基因多态性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及其意义。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消化科的连续 61 例肝硬化

EGV 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筛选。分别测量受试者基线 HVPG 及口服普萘洛

尔 40mg bid 和口服 60mg bid 后的 HVPG。所有患者均进行普萘洛尔基因检测。既往无出血史的应

答者建议继续口服普萘洛尔预防出血，不应答者定期随访观察。对于既往有出血史的患者，应答者

建议口服普萘洛尔联合规范的内镜治疗预防出血，不应答者建议序贯内镜治疗。对符合纳入及排除

标准且成功完成基础 HVPG 及药物干预后 HVPG 测定的患者进行随访观察。本研究的主要终点是有

临床意义的 EGVB，次要终点为死亡。使用 SPSS 软件统计分析临床数据。 

结果 最终共 52 例患者成功进行 40mg bid 普萘洛尔干预并完成第二次 HVPG 测量，其中 27 例为应

答者，应答率为 51.9%（27/52）。25 例不应答者中 17 例成功加量至 60mg bid，加量后 4 例出现

血流动力学应答，60mg bid 总体应答率为 59.6%（31/52），增加应答率为 7.7%，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
2
=0.624，P=0.43）。其中 25 例 40mg bid 普萘洛尔不应答患者中 16%（4/25）出现药物不耐

受无法加量至 60mg bid。单因素回归分析提示 CYP1A2 基因、CYP2D6 基因和 β2-AR 基因均不能

预测血流动力学应答。 

结论 40mg bid 的普萘洛尔即可使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获得较好的血流动力学应答。CYP1A2 基

因、CYP2D6 基因和 β2-AR 基因均不能预测血流动力学应答。 

 
 

PU-2020 

是否使用二甲硅油对肠镜检查效果的影响 

 
程海涛 

南昌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 观察使用二甲硅油对肠镜肠道检查图像清晰度、肠道检查清洁度、患者耐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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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420 例行肠镜检查前均给与口服甘露醇行肠道清洁准备，将使用二甲硅油与不使用分为 A 组

（口服二甲硅油+纯净水），B 组（口服纯净水），根据图像清晰度、肠道清洁度、患者耐受程度进

行评分。 

结果 A 组图像清晰度、肠道清洁度明显优于 B 组（P<0.05）；患者耐受程度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综合检查结果，行肠镜前口服二甲硅油是对于肠镜检查肠道是有作用的。 

 
 

PU-2021 

前列地尔在急性重症胰腺炎治疗中的疗效 

 
程海涛 

南昌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 探析急性重症胰腺炎实施前列地尔疗法的临床效果。 

方法 入选我院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 74 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37 例，观察组在常规疗法基础上予以

前列地尔，对照组仅施行常规疗法，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和血淀粉酶指标情况。 

结果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血淀粉酶指标恢复情况显著优于对照

组。 

结论 急性重症胰腺炎实施前列地尔疗法，临床效果确切，康复迅速，复发及副反应小，值得临床推

广。 

 
 

PU-2022 

ERCP 联合经胆管内超声检查在胆道微胆石诊断中的价值分析 

 
李运泽,蔡怀阳 

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十二指肠镜下胆管腔内超声检查(intraductal uhrasonography，IDUS)对于内镜下逆行胆管

造影(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graphy，ERC)不确定的肝外胆管微结石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 2014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经 IDUS 联合内镜下括约肌切开取石明确诊断胆管微结石(胆

管结石直径≤3 mill)的病例共计 169 例。总结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以 IDUS 联合 EST 取石为胆管

微结石诊断金标准，比较腹部超声、MRC、ERC 对于诊断肝外胆管微结石的准确率。 

结果 腹部超声诊断胆总管微结石的确诊率是 13．6％(23／169)，71.4．2％(121／169)的患者经腹

部超声发现胆总管扩张。MRC 对于胆总管微结石的确诊率为 24.1％(41／148)，对于胆总管扩张的

确诊率为 82．6％(122／148)。ERC 对于胆总管微结石的确诊率为 26．2％(43／168)，ERC 对于

胆总管扩张的确诊率为 74.3％(125／168)。28 例患者以反复急性胰腺炎为主要表现，腹部超声、

MRC 以及 ERC 均未发现明确胆总管结石，最终 IDUS 证实为胆总管微结石的 21 例（75%）。 

结论 对于肝外胆管微结石，ERC 的确诊率并不高于腹部超声以及 MRC。ERCP 联合 IDUS 是一种

简单可行并且敏感性和准确性高的检查手段，有助于鉴别反复急性胰腺炎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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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23 

TGF-β1 刺激下 L929 细胞生长及凋亡情况 

 
王凌,覃语思,彭贵勇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观察 TGF-β1 刺激下 L929 细胞生长及凋亡通路信号，为食管 ESD 术后食管狭窄研究提供基

础。 

方法 用含 10ng/ml TGF-β1 培养基培养 L929 细胞 ，CCK8 测细胞生长曲线，qPCR 法在 0h、24h、

48h、72h、96h、120h 检测 P65、caspase8 mRNA 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与空白组对比，加入 10ng/ml TGF-β1 组细胞生长速度加快；0-120h 组，caspase8 mRNA 表

达水平逐渐降低（P<0.05）；0-120h 组，P65 mRNA 表达水平逐渐降低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TGF-β1 能促进细胞生长，可能是通过减少细胞凋亡实现。 

 
 

PU-2024 

胃泌素 17、胃蛋白酶原、幽门螺旋杆菌与萎缩性胃炎和 

胃癌的相关性研究 

 
吴军,韦明勇,杨艳,张姗,彭薛,谢汶甫,石小琼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目的 研究胃泌素 17（G-17）、胃蛋白酶原（PG）、幽门螺旋杆菌（H.pylori）与萎缩性胃炎（AG）

和胃癌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门诊及住院患者 165 例，根据胃镜及病理结果将受检

者分为 2 组。萎缩性胃炎组(n=93)，胃癌组(n=72)。在我院健康管理部选取同期行胃镜检查胃黏膜

正常或轻度非萎缩性胃炎者为健康对照组(n=90)。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定量检测血清 G-17、

PGⅠ及 PGⅡ水平（芬兰欧必瀚 BIOHIT 公司试剂盒），幽门螺旋杆菌检测使用 13
C 呼气试验。 

结果 胃体萎缩组、全胃多灶萎缩组的 PG I、PGR 水平明显低于胃窦萎缩组(P<0．01)，全胃多个

病灶萎缩组和胃窦萎缩组血清 G-17 水平明显低于胃体萎缩组(P<0．01)；胃癌组的 G-17 明显高于

萎缩性胃炎组和对照组 (P<0．01)，萎缩性胃炎组和胃癌组的 PG I 和 PGR 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P<0．01)，胃癌组的 PG I 和 PGR 显著低于萎缩性胃炎组(P<0．01)；进展期胃癌的 PG I 和 PGR

水平较早期胃癌显著降低(P<0．01)；萎缩性胃炎、胃癌和对照组的 13
C 呼气试验（即 H.pylori）感

染阳性率有显著差异(P<0．01)。 

结论 血清 G-17、PG I 和 PGR 水平减低可作为萎缩性胃炎的筛查。血清 G-17 水平明显升高而 PG 

I、PGR 明显降低可进行胃癌筛查，H.pylori 感染与萎缩性胃炎和胃癌有密切关系。 

 
 

PU-2025 

介入治疗中晚期肝癌护理体会 

 
尹娟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探讨其介入治疗过程中的护理方法，分析其护理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49 例中晚期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综合护理干预的前后，将其分为观察组（综

合护理干预）26 例和对照组（常规护理）23 例，比较其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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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护理方法,我院于 2018 年 1 月开始进一步强化对中晚期肝癌患者介入治疗的护理干预，采取综

合护理干预措施，具体如下： 

①心理护理：中晚期肝癌患者对于自身疾病存在一定的紧张感和恐惧感，缺乏治疗信心，容易产生

焦虑、抑郁的负面情绪，其对于介入治疗后的恢复效果产生着不利的影响。 

②术后压迫器的护理：患者接受介入治疗后，在自动脉鞘管拔出后，医护人员需要应用血管压迫器

作用于对股动脉穿刺点处进行压迫，并根据止血情况，观察止血效果，待术后肢体制动后，去除压

迫器。但是取压迫器可能会造成皮肤起水泡、过敏以及破溃，需要先用热水湿敷，以减少皮肤瘀斑

的发生。术前使用皮肤保护膜，以减少水泡的产生。  

结论 肝癌是一种严重的恶性肿瘤疾病，一般认为 HBV 或 HCV 病毒感染、黄曲霉素、水污染以及酒

精是诱发肝癌的主要因素。因此，介入治疗是肝癌中晚期患者的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肝癌患者

治疗恢复的过程中，需要得到持续性、专业化的护理服务，加强心理干预。使用血管压迫器，以有

效止血，同时加强术后压迫器的护理，皮肤瘀斑的发生。 

综上所述，在中晚期肝癌患者介入治疗后的临床护理当中，开展综合护理干预，其对于提升介入治

疗效果具有积极的影响，有效改善患者的身心状态，缓解其痛苦，为患者的生命健康提供重要的保

障。   

 
 

PU-2026 

Sirt2/cMyc 信号通路协同调控代谢重编程促 

胆管癌发生发展机制研究 

 
徐磊,张明明,邹晓平 

南京市鼓楼医院 

 

目的 探索 Sirt2/cMyc 信号通路对胆管癌的葡萄糖及丝氨酸代谢是否具有协同调控作用。 

方法 收集鼓楼医院 2015-2017 期间胆管癌患者组织标本 60 例，应用免疫组化检测 Sirt2，cMyc 及

相关代谢酶的表达，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使用 Sirt2 特异性抑制剂 Tm 处理胆管癌细胞系

RBE/HUCCT1，使用海马呼吸仪、气相质谱等技术手段检测葡萄糖氧化磷酸化及丝氨酸合成水平的

改变；使用 Western blot 及 PCR 技术对过表达及特异性抑制 Sirt2/cMyc 信号通路下游靶点进行检

测。构建裸鼠胆管癌皮下瘤模型，分别采用瘤体内注射及腹腔注射 Sirt2 抑制剂 Tm 后验证其抗肿瘤

效果及下游靶点蛋白水平改变。 

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与癌旁组织相比，胆管癌组织中 Sirt2 及 cMyc 明显高表达，且与胆管癌

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Sirt2 通过促进 cMyc 蛋白稳定表达提高 PDHA1 磷酸化，显著抑制葡萄糖氧

化磷酸化；Sirt2 通过促进 cMyc 蛋白稳定表达活化 SSP 途径中 PHGDH,PSAT1 和 PSPH，从而促

进丝氨酸合成，提高细胞的增殖及抗氧化能力。体内实验证实，使用 Sirt2 抑制剂 Tm 后，裸鼠皮下

肿瘤的增殖明显受抑制，P-PDHA1 的磷酸化及 SSP 途径限速酶 PHGDH,PSAT1 和 PSPH 的表达

降低。 

结论 本课题研究表明，Sirt2/ cMyc 信号促进了胆管癌的代谢重编程：一方面通过促进 PDHA1 磷酸

化，抑制葡萄糖氧化磷酸化，另一方面通过活化丝氨酸合成途径促进丝氨酸合成。Sirt2/cMyc 信号

通路抑制胆管癌细胞的凋亡促进其增殖，可作为胆管癌治疗的潜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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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27 

70 例胰腺囊腺肿瘤临床分析 

 
陈国栋,刘玉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胰腺囊腺肿瘤是临床诊疗中的难点，其病因复杂，治疗方式选择困难，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

近 5 年来我院收治的胰腺囊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旨在通过分析临床特点，提高进一步诊治能力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010-2015 年收治 70 例胰腺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

及 CT/MRI/EUS 等影像学特征及预后情况，所有患者均进行了手术治疗，并有术后病理。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胰腺囊腺肿瘤患者 70 例，这其中包括粘液性囊腺肿瘤（MCN）26 例 浆液性囊

腺瘤 24 例 导管内乳头状粘液瘤（IPMN） 11 例，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NET）4 例，实性假乳头

状瘤 4 例，胰腺淋巴瘤 1 例。其中女性 44 例 男性 26 例，男：女 1:1.69 平均年龄 52.4±14.7 岁，

实性假乳头状瘤患者年龄均小于 40 岁（22-37 岁）临床症状方面：40 例患者体检发现，占 57%，

检查手段包括超声和 CT。其余患者腹胀和腹痛就诊，淋巴瘤患者症状最为明显，高热腹痛。浆液性

囊腺瘤和实性假乳头状瘤术后均为良性，MCN 中有 3 例,IPMN 中有 1 例恶变。胰腺浆液性囊腺瘤和

实性假乳头状瘤患者 5年生存率为 100%，粘液性囊腺肿瘤 5年生存率 92%，IPMN5年生存率 90%，

59 例为单发病变，单发病变中 19 例位于胰尾，16 例位于胰体，14 例病变位于胰颈， 10 例位于

胰头，多发病变的多为 NET 及 IPMN 

结论 胰腺囊腺肿瘤多发于女性，对于小于 40 岁年轻患者，要考虑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的诊断，大

部分病例为体检发现，腹部超声和 CT 是常规的检查手段，胰尾和胰体腺囊腺肿瘤的好发部位，占

所有单发病变的近 60%，对于多发病变的患者，尤其是伴有胰管扩张的患者，IPMN 诊断要考虑，

超声内镜下血供丰富或 CT/核磁强化明显，这常常提示神经内分泌肿瘤，对于高热腹痛临床症状明

显的，要注意少见疾病淋巴瘤的可能。本组病例预后较相关文献报道较好，可能和病例数少有关，

以后将扩大胰腺囊腺肿瘤患者的病例数，以期发现临床及影像学特征，提高诊治水平。 

 
 

PU-2028 

CircMRPS35 suppresses gastric cancer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via the acetylation of FOXO1 and FOXO3a 

promoter regions 

 
Mengmeng Jie 

Xinqiao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Circular RNAs (circRNA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cancer progression. However, the 
function of circRNAs in gastric cancer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circRNAs in gastric cancer. 
Methods RNA-seq and qRT-PCR were performed to screen differential expressed circRNAs 
between gastric cancer tissues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Candidate circRNA (circMRPS35) 
was further validated by qPC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were determined by CCK-8 
and cell invasion assays. mRNA assay and GO-pathway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circMRPS35-regulated candidate pathway in gastric cancer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The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f FOXO1 and FOXO3a was evaluated through luciferase assay. RNA 
pull-down and mass spectrometry were further applied to screen for candidate proteins involved in 
gene transcription. Moreover,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ircMRPS35, KAT7 and H4K5ac were 
tested by confocal microscopy and ChIP.  
Results Firstly, a novel circRNA (hsa_circ_0000384) derived from MRPS35 gene, named 
circMRPS35 was screened out. The downregulation of circMRPS35 predicted poor pro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suffers. CircMRPS35 suppressed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gastr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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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s. Importantly, circMRPS35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gastric cancer progression through 
upregulation of FOXO1 and FOXO3a pathways and subsequent response of the downstream 
genes (p21, p27 and twist1). Mechanism study revealed that circMRPS35 recruited histone 
acetyltransferase KAT7 and subsequently increased the level of H4K5ac, which promoted the 
acetylation of FOXO1 and FOXO3a promoter regions. Moreover, circMRPS35 expression 
paralleled that of FOXO1 and FOXO3a in gastric cancer tissue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circMRPS35/KAT7/H4K5ac complex dramatically 
increases the transcription of FOXO1 and FOXO3a and subsequently regulates the downstream 
genes, which ultimately suppress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PU-2029 

HBV相关性肝癌中Mig调控肝癌细胞失巢凋亡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李鑫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目的 原发性肝细胞癌是我国第二大致死性癌症，预后差。我国高达 80%肝癌患者与 HBV 感染有关。

肿瘤转移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肿瘤细胞脱离原发灶、进入脉管系统、在靶器官中增殖形成转移灶。

失巢凋亡是一种特殊的凋亡，因缺乏适当的细胞与细胞连接或细胞与细胞外基质连接而引发。肿瘤

细胞在转移过程中与原发灶中的肿瘤细胞以及细胞外基质脱离接触，经历失巢凋亡，只有少数肿瘤

细胞得以存活。促进肿瘤细胞的失巢凋亡或许能为减少肝癌早期转移提供新方法。  

方法 1）从 HBV 相关性肝癌临床标本确定血清 Mig 水平、肝癌组织 Mig 表达情况与肿瘤临床病理

特征及预后的关系；2）从细胞水平验证 Mig 对肝癌细胞细胞失巢凋亡的作用及信号通路的筛查；3）

在动物水平上验证 Mig 对肿瘤转移的作用。 

结果 ①Mig在乙肝相关性肝癌患者中血清标本中明显升高，Mig受体CXCR3在肝癌组织中高表达，

与肿瘤大小、肿瘤分化程度、门脉侵袭和转移密切相关； 

②在失巢凋亡模型中，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不同处理组肝癌细胞系的凋亡率，结果显示：过表达 Mig

的 PLC 细胞凋亡率升高，低表达 Mig 的 3B 细胞凋亡率降低。 

结论 HBV 感染肝脏后 HBx 直接促进肝细胞分泌趋化因子 Mig，Mig 激活 MAPK, PI3K/Akt 等信号

通路促进 HBV 相关性肝癌患者肝癌细胞的失巢凋亡，从而减少肝癌细胞远处转移。 

 
 

PU-2030 

益生菌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微生态重建中的作用 

 
武艳芳,陈平 （通讯作者）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UC 患者与健康人群肠道粘膜相关菌群的差异，探究益生菌对 UC 患者肠道微生物群的影

响。 

方法 招募活动期轻中度 UC 患者 24 例，随机分为益生菌组（复合益生菌 2g/日联合美沙拉嗪 4g/

日）和安慰剂组（安慰剂 2g/日联合美沙拉嗪 4g/日），疗程 12 周。根据《评估溃疡性结肠炎活动

性的改良的 Mayo 评分系统》记录两组治疗前后 UC 疾病活动度指数（UCDAI），比较两组患者病

情改善情况。收集所有 UC 患者治疗前后及 11 例健康志愿者的结肠粘膜标本，提取所有粘膜样品细

菌宏基因组 DNA，扩增其 16S rRNA 基因全长序列，利用 PacBio SMRT 测序技术测定样品宏基因

组 DNA 的 16S rRNA 基因全长序列，采用相关生物信息学与统计学方法分析。 

结果  1.两组 UC 患者治疗前 UCDAI 相似，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治疗 12 周后，益生菌组 UCDAI 显

著低于安慰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治疗前的 UC 患者肠道菌群丰度高于治疗后及健

康志愿者，UC 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与健康志愿者差异不显著。3.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在门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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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 UC 患者肠道菌群中变形菌门显著增多；在属水平，治疗前 UC 患者肠道菌群中梭杆菌属、

Butyricimonas、Oscillibacter 等显著增多，而鞘氨醇菌属显著减少；在种水平，治疗前 UC 患者肠

道菌群中脆弱拟杆菌、Butyricimonas virosa 等菌种增多，而鞘氨醇单胞菌的相对含量减少。其中，

梭杆菌属、脆弱拟杆菌、Parabacteroides distasonis 的相对含量在治疗后 UC 患者中也显著高于健

康对照组。4.PCoA 分析结果显示，UC 患者治疗前的肠道菌群与健康志愿者的肠道菌群存在一定差

异，而 UC 患者治疗后的肠道菌群与健康志愿者肠道菌群较为相似。与安慰剂组相比，益生菌组治

疗后肠道菌群与健康志愿者更为相似。5.治疗后UC 患者安慰剂组与益生菌组差异菌群比较结果示，

益生菌组魏斯氏菌属、片球菌属等的相对含量显著高于安慰剂组，而 Meiothermus 菌属含量低于安

慰剂组。 

结论 1.治疗前UC 患者肠道菌群丰度高于健康志愿者，其肠道菌群结构与健康志愿者存在一定差异，

UC 患者存在菌群失衡。2.益生菌联合美沙拉嗪可以更有效地降低 UCDAI。3.益生菌可以改善 UC 患

者的菌群失衡，恢复 UC 患者紊乱的肠道微生态。 

 
 

PU-2031 

离子通道 TRPV1 功能异常促进小鼠急性结肠炎 

 
吴婷,王超卉,柯子良,戴芸,王蔚虹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瞬时受体电位通道香草素亚型 1 (TRPV1) 为配体门控非选择性阳离子通道之一。TRPV1 可被

多种配体或理化因素激活开放，在痛觉传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在非神经细胞中的功能及疾

病中的作用尚不明确。新近研究显示：TRPV1 对免疫细胞的功能具有显著的调控作用。本研究旨在

探讨 TRPV1 在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的小鼠急性结肠炎症中的作用及其相关的免疫机制。 

方法 利用基因打靶技术构建 Trpv1 G564S 突变导致 TRPV1 通道持续开放的功能增强型小鼠

（Trpv1 G564S
+/+）。予小鼠 2% DSS 口服 7 天，诱导急性结肠炎；观察体重变化、结肠病理学改

变以及结肠组织中炎症因子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小鼠结肠固有层中主要免疫细胞数量和表型。免

疫磁珠分选脾脏树突状细胞（DC），体外予脂多糖（LPS）刺激后，观察 TRPV1 通道功能增强后

对 DC 活化的影响。将分选的 DC 与 OT-II 小鼠脾脏 T 细胞共培养，检测 TRPV1 通道功能增强后

DC 对初始 T 细胞向 Th17 细胞分化的影响。体外予 LPS 刺激 DC 后，检测 TRPV1 通道功能增强后

对 calcineurin/NFATc2 通路活化的影响。 

结果 Trpv1 G564S
+/+小鼠对 DSS 刺激的敏感性显著增强，体重下降程度、结肠炎症病理组织学评

分及结肠组织中炎症因子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野生型小鼠。Trpv1 G564S
+/+小鼠结肠固有层中的总

DC 及 MHCⅡ和 CD80 阳性的 DC 比例显著高于野生型小鼠。此外 Trpv1 G564S
+/+小鼠结肠固有层

中 Th17 细胞比例亦显著高于野生型。Trpv1 G564S
+/+

 DC 在体外受 LPS 刺激后，MHCⅡ和 CD80

表达水平及其分泌的促炎细胞因子 IL-6 和 IL-23 较野生型 DC 显著增高。此外，Trpv1 G564S
+/+

 DC

促进初始 CD4
+
 T 细胞分化为 Th17 细胞的能力较野生型 DC 显著增高。Trpv1 G564S

+/+ 
DC 受 LPS

刺激后，细胞内 NFATc2 核易位较野生型 DC 明显增强，提示 TRPV1 通道功能增强导致的 DC 功

能异常可能与 calcineurin/NFATc2 通路过度活化相关 。 

结论 TRPV1 通道功能增强可导致肠道 DC 过度活化，并进一步促进 Th17 细胞分化，从而加重 DSS

诱导的小鼠结肠炎症。TRPV1通道功能增强导致的DC功能异常可能与NFATc2通路过度活化相关。

基于 TRPV1 通道对肠道免疫的调控作用，其有可能成为炎症性肠病治疗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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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32 

The different effects between common gastroscopy and 
painless gastroscopy on endoscopic diagnosis 

 
haifeng jin,Bin Lv,Liang Haung,Lina M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More and more people intend to receive painless gastroscopy because of its better 
comfort than common gastroscopy, but the effects of those two different gastroscopy on 
endoscopic diagnosis are less know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effects of common 
gastroscopy and painless gastroscopy on endoscopic diagnosis.  
Method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 (A: common gastroscopy, n=956; B: painless 
gastroscopy, n=6948) according their wishes to receive gastroscopy from Jan.1st, 2015 to 
Des.30th, 2015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performed 
by the same endoscopic doctors. Those endoscopic diagnosis data was collected; the detection 

rates of reflux esophagitis、chronic non-atrophic gastritis、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gastric ulcer、

duodenal ulcer、gastric benign polyps and early gastric cancer were taken as indexes to assess 

the differences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endoscopy on endoscopic diagnosis. 
Results 1) the characterize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 was not significant (Men and women 

proportion was 0.63:1，average age was 47.34, in B group; Men and women proportion was 0.78:1，
average age was 51.69, in A group; P>0.05); 2) The differences of detection rates of chronic 
non-atrophic gastritis and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were not significant (57.85%, 33.05% in B 
group, Vs. 58.30%, 36.14% in A group; P>0.05, P>0.05, respectively); 3) the detection rates of 
gastric benign polyps and early gastric cancer in B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A group (22.38% 
and 0.52% in B group, Vs. 3.51%, 0.2% in A group; P<0.001, P<0.05, respectively); 4) the 

detection rates of reflux esophagitis、gastric ulcer and duodenal ulcer in B group were lower than 

in A group (13.81%, 8.58% and 22.07% in B group, Vs. 33.38%, 25.45%, 33.43% in A group; 
P<0.001, P<0.001, P<0.00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Painless gastroscopy may increase the detection rates of gastric benign polyps and 
early gastric cancer while common gastroscopy shows some advantage of detection rate in reflux 

esophagitis、gastric ulcer and duodenal ulcer (it is real interesting about the data of different 

detection rate of gastric ulcer and duodenal ulcer between the two different gastroscopy, it needs 
further studies to confirm) , so physicians should pay attention on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this two 
gastroscopy on endoscopic diagnosis expect comfort when they make a decision to choose one of 
them for different patient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multi center and bigger samples’ clinic 
researches are needed to ulteriorly investigate those effects and show possible reasons. 
 
 

PU-2033 

TRPV1 在结直肠癌患者中的表达及与肿瘤生物学特性的关系 

 
惠宇航,王超卉,柯子良,吴婷,戴芸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瞬时受体电位通道香草素亚型 1（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vanilloid 1, TRPV1)是配体门控

非选择性阳离子通道之一，可被多种配体或理化因素激活，引起胞内阳离子尤其是 Ca2+浓度增加，

进而激活相关的细胞内信号通路，参与一系列生理病理过程的调控。有研究表明，TRPV1 表达和功

能的异常与部分肿瘤相关，但 TRPV1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其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尚未明确。

本研究旨在探讨 TRPV1 在结直肠癌患者中的表达及与肿瘤生物学特性的关系。 

方法 选取经病理确诊并行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 32 例，收集肿瘤组织标本及其临床病理资料；

同时选取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利用免疫组化检测组织中 TRPV1 的表达；应用 RT-qPCR 检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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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TRPV1mRNA 的表达，并检测细胞增殖相关基因 EGFR、PCNA，细胞凋亡相关基因 Bcl-2，肿

瘤侵袭和血管形成相关基因 MMP-2、VEGFA、CD31 的表达。分析结直肠癌组织中 TRPV1 表达与

正常对照组的差异；分析结直肠癌组织中 TRPV1 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性的关系；并分析 TRPV1

表达与肿瘤相关基因的相关性。 

结果 结直肠癌组织中 TRPV1 表达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结直肠癌组织中 TRPV1 的表达在不同性

别、年龄、病变部位、肿瘤分化程度、区域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组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肿瘤组

织中 TRPV1 表达与 Ki67 表达有关，Ki67 高表达组中 TRPV1 的表达显著高于 Ki67 低表达组（P < 

0.05）。肿瘤组织中 TRPV1 表达与 EGFR、PCNA 无直线相关性；TRPV1 表达与 Bcl-2（r = 0.5750，

P < 0.001）、CD31（r = 0.6329, P < 0.01）、VEGFA（r = 0.4738, P < 0.01）及 MMP-2（r = 0.4871, 

P < 0.01）的表达呈正相关。 

结论 本研究初步证实了 TRPV1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呈高表达。TRPV1 可能参与了结直肠癌细胞增

殖、凋亡、侵袭及血管形成过程。因此，针对 TRPV1 为靶点的干预措施有可能成为结直肠癌防治

的新方法。 

 
 

PU-2034 

Vitamin D receptor interacts with NLRP3 to restrict the 
allergic response 

 
Huang Huang,Pengyuan Zheng 

The Fifth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bjective Vitamin D receptor (VDR) mediates various biochemical activities between the 
cytoplasm and the nucleus in the cell. The 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 (NOD)-like 
receptor family, pyrin domain containing 3 (NLRP3) is involved in the T helper (Th) 2 response. 
This study tests a hypothesis that VDR interacts with NLRP3 to restrict Th2 biased response. 
Methods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healthy subjects and FA patients. CD4

+
 

CD25
+
 CD127

+
 T cell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blood samples by MACS. The T cells were analyzed 

by RT-q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to tes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DR and Th2 cytokines. The 
spleen cells were prepared from wild type (WT) mice and VDR

-/-
 mice. The cells were exposed to 

PMA/ionomycin. Then they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to find if the VDR
-/-

 CD4
+
 T cells are 

prone to differentiating to Th2 cells. To test if VDR regulated the NLRP3-induced Th2 
differentiation, we performed co-immunoprecipitation (IP) and ChIP with the nuclear extracts of 
WT CD4

+
 T cells. Th2 biased inflammation in the intestine of VDR

-/- 
mice were tested. 

Results We observed that CD4
+
 T cell activation was higher in VDR

-/-
 mice. The VDR

-/-
 CD4

+
 T 

cells were prone to Th2 polarization. VDR
-/-

 mice produced more IgE. VDR bound NLRP3 to 
prevent Th2 differentiation by restricting the IL4 gene transcription. The Th2 biased inflammation 
were spontaneously developed in the intestine of VDR

-/-
 mice.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VDR binds NLRP3 to restrict the Il4 gene transcription and to prevent 
the biased Th2 polarization.   
 
 

PU-2035 

Endoscopic surgery for giant esophageal leiomyoma: a 
case report;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s. 

 
haifeng jin,Bin Lv,Shuo Zhang,Haibiao Ba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Despi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the treatment of 
esophageal lesions remains controversial. Giant esophageal leiomyoma could be removed 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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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ed by surgery, but its operative method is not very acceptable for most patients because of 
risk and side effects of surgery. Endoscopic therapy has advantage in esophageal leiomyoma of 
small size; however, it is rarely reported for the adhibition of endoscopic therapy in giant 
esophageal leiomyomas.  
Methods We report a case of giant esophageal leiomyoma and review published cases of giant 
leiomyomas in the past 10 years. A 42-year-old woman was admitted to the clinic for the 
complaints of 2-years history of dysphagia and discomfort.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endoscopic findings suggested esophageal lesion (the size was more than 8.0×5.0cm) in the 
muscular layer. The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was performed to relieve the 
patient’s symptoms. 
Result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postoperative course was uneventful although with a little long 
time, the patient started oral fluid intake on the 9

th
 postoperative day, and was discharged on the 

26
th
 postoperative day. Follow-up showed that endoscopic therapy was successful both in lesion 

diss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ymptom.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endoscopic therapy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approach in the treatment 
for giant esophageal leiomyomas as long as we have good grasp of all aspects of the patient and 
full informed consent. Its further efficacy remains to be proved by further clinical evidence with 
larger samples. 
 
 

PU-2036 

熊果酸与紫杉醇对胃癌细胞环氧化酶-2 表达与凋亡的影响 

 
徐娴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中药单体熊果酸（ursolic acid，UA）和化疗药物紫杉醇(paclitaxel，PTX)对人低分化胃腺

癌细胞株 BGC-823 和中分化胃腺癌细胞株 SGC-7901 COX-2 表达和细胞凋亡的影响，旨在初步明

确两种不同性质的药物有无协同作用。 

方法 1. BGC-823 细胞和 SGC-7901 细胞常规培养于 RPMI-1640 培养液中，细胞长至亚单层后加

不同浓度的 UA 和（或）PTX，连续培养 48 h，AO/EB 双荧光染色法观察细胞凋亡的形态变化，流

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率。2.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COX-2、Bcl-2 和 Bax 蛋白表达。 

结果 1. AO/EB 染色后荧光显微镜显示 BGC-823 和 SGC-7901 细胞发生了典型的细胞凋亡形态学

改变，UA、PTX、UA 和 PTX 作用 BGC-823 和 SGC-7901 细胞 48 h 后的凋亡率分别为（6.5 ± 1.2）%

和（7.0 ± 0.4）%、（9.2 ± 0.5）%和（8.8 ± 1.2）%、（21.3 ± 2.9）%和（20.2 ± 7.3）%，显著

高于对照组的（3.0 ± 0.5）%和（2.8 ± 0.6）%（P < 0.01），联合用药组的细胞凋亡率显著高于单

一用药组（P < 0.01）。2.  UA 和 PTX 显著下调 COX-2、Bcl-2 而上调 Bax 表达（P < 0.05）。 

结论 UA、PTX 通过下调 COX-2 和 Bcl-2 而上调 Bax 表达诱导胃癌细胞凋亡，两者联合具有协同作

用。 

 
 

PU-2037 

骨形成蛋白-9 减轻油酸诱导的肝细胞脂肪变的实验研究 

 
钟岚

1
,王玮

1
,刘菲

1
,杨长青

2
 

1.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同济医院 

 

目的 肝细胞中甘油三酯（TG）的过度积累和胰岛素抵抗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标志

性改变，骨形成蛋白-9(BMP-9)被认为是糖、脂质代谢的新型调节因子。本研究以油酸诱导 L-02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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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株形成脂肪肝体外细胞模型，观察 BMP-9 对油酸（OA）诱导的 L-02 细胞株脂肪变的影响，并探

讨其可能机制。 

方法 50μg/mL 油酸培养 L－02 细胞诱导细胞脂肪变性 48 h，研究 BMP-9 对脂肪变性的影响。在不

同浓度（0.1ng/ml，1ng/ml，10ng/ml，100ng/ml）BMP-9 分别作用 24, 48 小时和 72 小时处理 OA

诱导的 L－02 细胞。测定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的氨基转移酶水平、细胞总脂质和 TG 水平。为探讨

BMP-9 在脂肪肝 L02 细胞中的作用机制，采用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了 SREBP-1、Insig-1

和 Insig-2 等肝脏脂质代谢调控因子 mRNA 水平，并检测 TGF-βmRNA 和蛋白水平的表达。为进一

步验证 BMP-9 是否通过下调 SRBEP1 表达而减轻肝脏脂肪变，构建了人 SREBP-1 SiRNA。将细

胞分为 4 组：模型组（M）、BMP-9 治疗组（M+B）、RNAi 组（M+Si）、RNAi 和 BMP-9 治疗组

（M+B+Si），再培养 48h，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SRBEP-1、Insig-1、Insig-2 和 TGF-β。 

结果 50μg/ml 的油酸作用于 L-02 细胞 48h 后成功诱导了肝细胞脂肪变；10ng/ml 和 100ng/ml 的

BMP-9 作用于脂肪变细胞 48 小时及 72 小时后，肝细胞内脂质含量明显减少，TG 含量也较模型组

显著下降。RT-PCR 和 Western blot 分析进一步显示，还能显著下调 SREBP-1 和 TGF-β 的表达，

明显上调 Insig-1 和 Insig-2 的表达;通过 RNA 干扰后，与模型组比，SREBP-1、TGF-β 的表达显著

受抑，而 Insig-1、Insig-2 表达一致上调。沉默 SREBP-1 基因后，再予 rhBMP-9 处理，BMP-9 对

SREBP-1 的影响消失，但仍能上调 Insig-1、Insig-2 的表达，仍能降低细胞内 TG 和培养上清液中

转氨酶浓度。此外，BMP-9 仍能抑制 TGF-β 在 mRNA 水平的表达，但不能影响其在蛋白质水平上

的表达。 

结论 BMP-9 部分通过上调 Insig-1 抑制 SREBP-1 活化，从而减轻肝细胞脂肪变。 

 
 

PU-2038 

急性胰腺炎并发胸腔积液及其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 

 
左丽婷,张海蓉,陈建,杨子云,何佳薇,张景丽,李若畅 

云南省昆明市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急性胰腺炎（AP）并发胸腔积液及其预后的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3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有胸部影像学检

查的 AP 住院患者。按是否并发胸腔积液分为两组：有胸腔积液组和无胸腔积液组。再分别根据住

院时间分为两亚组：住院时间≤7 天和住院时间＞7 天。分别对两组的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

各评分系统等进行比较，对具有统计学意义指标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探讨 AP 并发胸腔积液及其

预后的影响因素。 

结果 1.共纳入 326 例 AP 患者，并发胸腔积液 137 例（42.02%）。AP 患者胸腔积液的发生以双侧、

少量胸腔积液为主。两组患者的性别、既往胰腺炎病史、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年龄、BMI 值、发病原因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2 .胸腔积液组重症急性胰腺炎（SAP）75 例（54.74%）高于无胸腔积液组 SAP28 例（14.8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实验室检查结果 

胸腔积液组白蛋白、血钙、血淀粉酶、血脂肪酶较无胸腔积液组低，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纤维蛋白原、C-反应蛋白较无胸腔积液组高且有统计学差异（P＜0.05）。 

4.不同评分系统 

胸腔积液组 48 小时 Ranson 评分、MCTSI 评分、BISAP 评分较无胸腔积液组高且有统计学差异（P

＜0.05）。 

5.多因素二元 Logistic 分析显示，既往无胰腺炎病史、纤维蛋白原、白蛋白、CRP、MCTSI 评分及

BISAP 评分是 AP 并发胸腔积液的独立危险因素。 

6.并发胸腔积液的 AP 患者住院时间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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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间＞7 天组白蛋白、血钙低于住院时间≤7 天组，而血糖、48 小时 Ranson 评分高于住院时间

≤7 天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7 未并发胸腔积液的 AP 患者住院时间的影响因素 

住院时间＞7 天组 CRP、MCTSI 评分高于住院时间≤7 天组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SAP 患者中胸腔积液的发生率为 72.82%，AP 并发胸腔积液易发展为 SAP。胸腔积液与 AP

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2.既往无胰腺炎病史、纤维蛋白原、白蛋白、CRP、MCTSI 评分、BISAP 评分是 AP 并发胸腔积液

的独立危险因素。 

3.白蛋白、血钙、血糖、Ranson 评分是并发胸腔积液的 AP 患者住院时间的影响因素。 

4.CRP、MCTSI 评分是未并发胸腔积液的 AP 患者住院时间的影响因素。 

 
 

PU-2039 

不同气体收集方法对甲烷-氢呼气实验的影响研究 

 
唐金莉,荣加 

海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两种不同气体收集方法对甲烷-氢呼气实验的影响，探讨甲烷-氢呼气实验的最佳气体

收集方法。  

方法 选择 2017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消化内科胃肠功能检查室行甲烷-氢呼气实验检查的体检

患者 264 例，均口服乳果糖口服溶液 10g 为底物，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132 例，对照组收

集气体方法为指导患者平静呼吸，憋气 10 秒后呼出一半气体再收集后半部分气体到集气袋中；试验

组采用专用咬嘴接 200ml 死腔袋下可连接集气袋，检查者平静呼气，含住咬嘴直接呼气，气体停留

在死腔袋 200ml，呼出的其他气体则直接进入集气袋。分析比较检查者的 co2浓度、收集气体时间、

检查者满意度。 

结果 实验组 co2 浓度超高率明显低于对照度，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 ）；实验组收集气体时间

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患者满意度高于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采用带有 200ml 死腔的专用咬嘴收集气体，避免了患者过分吸气而造成 co2浓度值超高，减少

了甲烷-氢呼气实验气体收集时间，缩短了检查时间，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2040 

集束化护理干预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肠内 

营养支持中的应用与观察 
 

左晓侠,荣加,唐金莉 

海军总医院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肠内营养支持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2017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海军总医院消化科的 82例重症急性胰腺炎肠内营养治疗患者随

机分为两组,每组 41 例,两组均进行对症治疗, 实验组患者给予集束化护理，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

理，对两组患者进行比较。  

结果 实验组患者肠内营养并发症发生率少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少于对

照组（P<0.05）；实验组患者平均住院费用少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将集束化护理运用到炎症性肠病肠内营养支持中，减少了患者肠内营养的并发症，缩短了患者

的住院时间，减少了患者的住院费用，值得临床推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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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41 

肝肾综合征治疗方案 

 
赵芮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肝肾综合征（hepatorenal syndrome，HRS）是指患者肾脏无实质性病变，由于严重门静脉高

压，内脏高动力循环使体循环血流量明显减少；多种扩血管物质如前列腺素、一氧化氮、胰高血糖

素、心房利钠肽、内毒素和降钙素等基因相关肽等不能被肝脏灭活，引起体循环血管床扩张，肾脏

血流尤其是肾皮质灌注不足，因此出现肾衰竭。临床主要表现为少尿、无尿及氮质血症。临床上肝

硬化患者出现急性肾功能损伤越来越常见，临床治疗方案不同治疗效果不同，探讨最合理有效的治

疗方案从而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 收集 2016 年-至今我院收住的肝硬化出现急性肾功能损伤的患者，随机分为 3 组，第 1 组单独

应用特利加压素治疗，第二组单独应用白蛋白治疗，第三组特利加压素联合白蛋白治疗，分别监测

治疗第一周、第二周的肝功、肾功、离子等变化。 

结果 第一单独应用特利加压素治疗后，肾功、离子较前改善率约 39%；第二组单独应用白蛋白治

疗后，改善率约为 34%，而第三组特利加压素联合白蛋白治疗，改善率较前明显升高，约为 58%。 

结论 特利加压素联合白蛋白治疗肝肾综合征所致急性肾损伤明显单独应用这两种药物，应在患者可

承受合理范围内可作为首选治疗，单独应用特利加压素可作为次选方案，白蛋白次之。 

 
 

PU-2042 

银杏叶提取物对 ERK 介导的胃癌侵袭转移的影响 

及其机制的研究 

 
符振华,刘诗权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EGb761 对人胃癌细胞 SGC-7901 侵袭、转移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 1.体外细胞实验：采用 0μg/mL，200μg/mL，400μg/mL，600μg/mL 的 EGb761 处理胃癌

SGC-7901 细胞 24 小时。Western Blot 法检测不同浓度 EGb761 对 ERK1/2 及 p-ERK1/2 表达的影

响。采用 ERK1/2 抑制剂 U0126（10μM）预处理细胞 2 小时后，再加入 400μg/mL 的 EGb761 处

理 SGC-7901 细胞 24 小时；采用 Transwell 侵袭试验和划痕试验分别检测 EGb761 和（或）U0126

对细胞侵袭和迁移的影响； Western Blot 法检测 ERK1/2、p-ERK1/2、NF-κB P65、NF-κB p-P65、

MMP2 的蛋白表达。2.动物实验：建立裸鼠胃癌原位移植模型，1 周后将裸鼠随机为空白对照组和

EGB761 组（40mg/kg，每周 2 次，腹腔注射），饲养 4 周后处死裸鼠。测量两组裸鼠的原位肿瘤

的大小，免疫组化检测原位瘤中 ERK、NF-κB P65、MMP2 的表达，HE 染色确定裸鼠肝转移情况。 

结果 1. 不同浓度的 EGb761 处理细胞后,可抑制 ERK1/2 和 p-ERK1/2 的表达，并呈一定剂量依赖

关系。EGb761 及 U0126 皆可抑制胃癌 SGC-7901 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联合使用 EGb761 与 U0126

能更有效地抑制胃癌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同时,EGb761 能抑制 NF-κB P65、NF-κB p-P65、MMP2

蛋白的表达，与 U0126 联合使用能更显著地抑制 ERK、NF-κB 通路和 MMP2 蛋白的表达。2. 空白

组和 EGb761 组裸鼠原位肿瘤的大小(mm
3
)分别是 317.48±151.32、63.89±53.92；空白组 5 只裸鼠

中 3 只发生肝转移，EGb761 组 5 只裸鼠中 0 只发生肝转移。原位瘤组织免疫组化结果示：EGb761

组 ERK1/2、 NF-κB P65、MMP2 蛋白表达量均较空白组下降。综上表明，EGb761 可能通过抑制

ERK、NF-κB 通路和 MMP2 的表达来抑制胃癌原位肿瘤的生长，并且抑制胃癌的肝脏转移。 

结论 1. EGb761 能有效抑制体内外胃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 

2. EGb761 可能通过抑制 ERK/NF-κB/MMP2 信号通路从而抑制胃癌的侵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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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43 

氨基酸代谢失衡在结直肠腺瘤及腺癌的研究 

 
路丽娟,刘明浩,王瑞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目的 氨基酸是生命的基石，健康状况和疾病的发生与氨基酸代谢密切相关。本研究以健康志愿者为

对照组，探索结直肠腺瘤、结直肠腺癌的氨基酸代谢差异，为临床早期诊断结直肠癌奠定理论基础。 

方法 分别选取健康对照组、结直肠腺瘤、结直肠腺癌 22 人、30 人、30 人，分别抽取 3 组人群清

晨空腹血液 3～5ml。并进行样本前的预处理，将处理好的血浆样本应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

（LC-MS/MS）分析 3 组人群氨基酸代谢的差异。 

结果 正常人与结直肠腺瘤表达有差异的氨基酸及衍生物分别有：乙醇胺、牛磺酸、羟基脯氨酸、天

门冬氨酸、同型半胱氨酸、磷酸乙醇胺、谷氨酸、精氨酸、瓜氨酸、磷酸丝氨酸、同型瓜氨酸、色

氨酸、5-羟色氨酸、肌肽、精氨基琥珀酸、鸟氨酸、赖氨酸、5-羟基赖氨酸、胱硫醚、同型脯氨酸、

肌氨酸、Ƴ-氨基丁酸、2-氨基异丁酸、5-氨基戊酸、缬氨酸、同型丝氨酸、亮氨酸、6-氨基己酸、

半胱氨酸/牛磺酸，P 均小于 0.05。正常人与结直肠腺癌表达有差异的氨基酸及衍生物分别有：乙醇

胺、牛磺酸、羟基脯氨酸、天门冬氨酸、同型半胱氨酸、磷酸乙醇胺、谷氨酸、精氨酸、瓜氨酸、

磷酸丝氨酸、同型瓜氨酸、色氨酸、5 羟色氨酸、肌肽、精氨基琥珀酸、鸟氨酸、赖氨酸、5-羟基

赖氨酸、胱硫醚、同型脯氨酸、肌氨酸、Ƴ-氨基丁酸、2-氨基异丁酸、缬氨酸、同型丝氨酸、6-氨

基己酸、犬尿氨酸/酪氨酸、半胱氨酸/牛磺酸，P 值均小于 0.05。结直肠腺瘤与腺癌表达有差别的氨

基酸及衍生物分别是：乙醇胺、瓜氨酸、缬氨酸、亮氨酸、犬尿氨酸/酪氨酸，P 均小于 0.05。 

结论 参与尿素循环的氨基酸（鸟氨酸、瓜氨酸、精氨酸）、支链氨基酸（亮氨酸、缬氨酸）、乙醇

胺等氨基酸、犬尿氨酸/酪氨酸、半胱氨酸/牛磺酸在结直肠癌变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变化。氨基酸

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过程中发生显著变化，是早期诊断结直肠癌的潜在生物标记物。 

 
 

PU-2044 

表皮生长因子和前列腺素 E2 在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 

胃上皮内瘤变中的作用 

 
徐丹,黄曼玲,张姮,吴杰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表皮生长因子(EGF) 和前列腺素 E2(PGE2)在合并幽门螺杆菌( Hp) 感染的胃上皮内瘤变

（GIN）患者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2 年 5 月—2013 年 4 月武汉市中心医院胃镜下初次行黏膜钳取活检，病理诊断为低

级别 GIN 者 82 例，进行胃炎胃镜下分型及胃黏膜活检组织的病理学观察，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法检测静脉血中 EGF 及 PGE2 水平。 

结果  82 例患者初次胃镜诊断为浅表性胃炎 16 例、糜烂性胃炎 52 例、出血性胃炎 9 例、萎缩性胃

炎 5 例。病理诊断为慢性炎伴 LGIN，其中轻度炎症 34 例、中度炎症 42 例、重度炎症 6 例。Hp 阳

性58例，Hp阴性24例。Hp阳性患者较Hp阴性血清EGF水平升高[（180.7±49.9）ng/L与（68.5±1.7）

ng/L，P＜0.05]，PGE2 水平降低[（11.8±1.8）ng/L 与（21.0±3.4）ng/L，P＜0.05]。Hp 阳性和

Hp 阴性不同内镜下分型患者血清 EGF、PGE2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p 阳

性和 Hp 阴性不同病理分级患者血清 EGF、PGE2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合并 Hp 感染 GIN 患者血清 EGF 和 PGE2 水平高于未合并 Hp 感染者，血清 EGF 和 PGE2

在合并 Hp 感染 GIN 患者胃黏膜损伤中起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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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45 

常规实验室检查对妊娠合并急性胰腺严重程度的 

早期预测价值：一项回顾性研究 

 
金迪,刘苓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常规实验室检查的某些结果与急性胰腺炎（AP）的预后相关，可用于预测急性胰腺炎的严重

程度，帮助早期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但妊娠合并急性胰腺炎(APIP)的严重程度仍缺乏可靠的早期

预测指标。本研究旨在评估一些常规实验室检查指标在发病早期及治疗前预测 APIP 严重程度的价

值。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筛选 2013 年至 2016 年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住院患者，通过查阅病历收集患者

资料，并按照 2012 亚特兰大标准分类。纳入标准：①符合胰腺炎诊断标准，②妊娠，③发作 48 小

时内存在实验室检查结果，病历完整。排除标准：①外伤所致胰腺炎、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等，②存

在较为严重的脏器疾病等③检查前接受过药物治疗等。本研究共纳入 APIP 患者 100 名，其中轻度

胰腺炎(MAP) 患者 40 名，中重度胰腺炎(MSAP)患者 24 名，重度胰腺炎(SAP)患者 36 名。多组比

较选用单向方差分析或 Kruskal Wallis 检验，两组比较由经 Bonferroni 法校正的最小显著差分法或

Dunnett-t 检验完成。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用于评估标志物预测 APIP 严重程度的能力，并

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其独立性。 

结果 患者间年龄、孕龄、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AST、高密度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无显著差

异。MAP 与 MSAP 相比，仅甘油三酯(TG)有显著差异。SAP 与 MAP 相比，白细胞计数、中性粒

细胞计数、血糖、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血清肌酐、乳酸脱氢酶（LDH）、TG 和红细胞分布

宽度（RDW）显著升高（P＜0.05）；而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ALT 与 AST 比值、预

后营养指数和 ALT 显著降低（P＜0.05）。LDH 在 ROC 下面积最高（AUC＝0.777，P＜0.001），

特异性为 0.879。RDW 灵敏性最高为 0.882，可用于排除 SAP。TG 可用于判断 MAP（AUC＝0.724，

P＜0.001）。RDW (>14.35% vs <14.35%, OR=5.065, p=0.027), LDH (>263 vs <263 IU/L, 

OR=23.568, p<0.001) 和 LMR (<1.51 vs >1.51, OR=8.567, p=0.003) 是预测 APIP 中 SAP 的独立

影响因素。 

结论 LDH 是本回顾性研究中早期预测 APIP 中 SAP 最为有效的标志物。RDW 是最适合排除 SAP

的早期预测指标。RDW, LDH, LMR 是预测 APIP 中 SAP 的独立影响因素。 

 
 

PU-2046 

食管癌演化过程中 PINCIN1 的表达研究 

 
鄢明果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CIAPIN1（cytokine-induced apoptosis inhibitor 1）在食管癌演化过程中不同类型食管癌

癌前病变中的表达及规律。 

方法 以 290 例患者的内镜活检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 HE 染色进行食管粘膜病变的诊断。应用免疫

组化、原位杂交等方法，检测 CIAPIN1 基因在不同类型食管粘膜病变中的表达水平。将免疫组化法，

原位杂交方法所得结果进行定性分析后，输入 Image Pro Plus 6.0 图像分析系统分析阳性细胞的平

均光密度，并进行半定量统计分析。 

结果 光学显微镜诊断食管炎 240 例、食管炎性息肉 19 例、Barrett 食管 9 例及不典型增生 7 例，确

诊为食管癌 15 例。CIAPIN1 mRNA 和蛋白质的表达水平在食管炎、食管炎性息肉组织之间无明显

差异，而在 Barrett 食管、不典型增生、食管癌粘膜表达存在显著性差异，且表达水平依次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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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IAPIN1 基因在食管癌癌前病变进展至食管癌的各个阶段中有差异性的表达，其表达的降低或

缺失可能与食管癌的发生有关。 

 
 

PU-2047 

结肠癌细胞生长及侵袭性与 CINPIN1 基因表达相关性研究 

 
鄢明果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采用重组慢病毒 CIAPIN1（cytokine-induced apoptosis inhibitor 1）表达载体和 CIAPIN1 沉

默载体感染结肠癌 SW480 细胞，观察调控 CIAPIN1 基因表达对细胞增殖、细胞周期、细胞凋亡及

体外侵袭转移的影响。 

方法 构建 CIAPIN1 表达慢病毒载体和 CIAPIN1 siRNA 慢病毒载体,包装得到重组慢病毒;分别感染

结肠癌 SW480 细胞,筛选得到稳定 CIAPIN1 基因高表达和低表达的细胞。实验分为 CIAPIN1 表达

组、CIAPIN1 siRNA 组、无关 siRNA 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采用 RT-PCR 和蛋白质印迹法分析

CIAPIN1 基因和蛋白的表达,MTT 实验检测细胞增殖,流式细胞术（FCM）分析细胞周期及细胞凋亡

的变化,Boy-den 小室检测细胞侵袭转移。 

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无关 siRNA 对照组和 CIAPIN1 siRNA 组比较,CIAPIN1 高表达组细胞生长受

到抑制（P〈0.05）;S 和 G2/M 期细胞比例减少,G0/G1 期细胞比例增加（P〈0.05）;平均细胞凋亡

率增加（P〈0.05）,穿透 Matrigel 的平均细胞数减少（P〈0.05）。 

结论 以慢病毒为载体介导的 CIAPIN1 基因高表达可有效抑制结肠癌 SW480 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

亡和降低细胞侵袭迁移能力。 

 
 

PU-2048 

Conventional and molecular cytoge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a human cell line, NCI-N87, established from gastric 

carcinoma 

 
Guangming Liu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Cancer cell lin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for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 cancer 
initiation, progression and screening for therapeutic agents. One of commercial available gastric 
cancer (GC) cell lines, NCI-N87, from ATCC was established in 1976 from a liver metastasis of a 
well differentiated carcinoma of the stomach taken prior to cytotoxic therapy and frequently used 
for mechanism and gene expression study as well as clinical applications. At initial establishment 
of the cell lines, routine chromosom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and showed abnormal karyotype 
with near diploid; Double Minute(DM) were present in 64% of cells examined. Here we use newly 
available molecular techniques of FISH, array CGH to characterize the chromosomal changes and 
to identify mutations patterns at molecular level. The data will help us to utilize this cell line as a 
model to perform researches related to cancer pathogenesis, progression or indentifying 
therapeutic drugs. 
Methods A human cell line, NCI-N87, was established from a metastatic gastric cancer of 
stomach derived from a primary liver cancer in an American male, and was characterized by 
routine G-banding karyotype, array CGH (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 and FISH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Standard culture and harvesting procedures for cytogenetic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slides were banded using standard trypsin Giemsa banding 
(GTG-banding), and 20 metaphases were karyotyp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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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ytogenomic Nomenclature (2016). To confirm genomic micro-abnormalities, array CGH 
was performed by Agilent’s 2x400K oligo CGH chip, which was designed based on genome build 
Hg19, and analyzed by Agilent’s software Cytogenomic 3.0. FISH was performed on recently 
made slides from methanol glacial acetic acid fixed NCI-N87 cells. The DNA probes for FISH 
analysis included whole painting probes, locus specific probes, centromere and subtelomere 
probes. At least 200 interphase nuclei and 20 metaphase were analyzed for each gene. 
Results The routine G-banding karyotyp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NCI-N87 displayed a near diploid 
karyotype with two subclones including several unbalanced translocations, chromosomes deletion 
and duplication. Array CGH studies showed chromosomal gains and losses on several regions. 
FISH using painting probes, locus specific probes, centromere and subtelomere probes further 
revealed that DM was derived from chromosome 21 involving RUNX1 gene and some unbalanced 
translocations involving chromosomes 1, 5, 19 and chromosomes 3, 8, 13 and chromosomes 4, 
11 and chromosomes 6, 14, 18 and chromosomes 17, 22 and chromosome 17, 17. The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routine G-banding karyotype and array CGH. 
Conclusions Combined analysis of cytogenetic techniques including routine G-banding karyotype, 
FISH, and array CGH provides an accurate cytogenetic assessment; however, the precise 
molecular and genetic basis of carcinogenesis in GC still remains unknown, to our knowledge, this 
NCI-N87 cell line has not yet been reported in molecular cytogenetic level, hopefully, it may 
provide more useful methods both in vivo and in vitro systems to study the etiology of gastric 
cancer and further therapeutic methods. 
 
 

PU-2049 

药敏实验指导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临床探讨 

 
姜宗丹 

南京市第一医院 

 

目的 调查江苏南京地区幽门螺杆菌(Hp)对 6 种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以两种敏感抗生素的四联个体

化方案与的四联经验治疗方案进行疗效对比，为临床合理选择抗生素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共 321 例患者，取胃黏膜活检组织在微需氧环境中培养 Hp 茵，对

培养的 190 株 Hp 作药物敏感性试验(K-B 药敏纸片法)，根据药敏结果选择，选择敏感抗生素组成药

敏组，与经验组 Hp 根除率作对比。 

结果 Hp 培养阳性率依次为消化性溃疡(76.7％)、慢性胃炎(48.8％)。190 例 Hp 菌株的药物敏感性

试验结果显示对甲硝唑耐药 60.5％、对克拉霉耐药素 29.5％、对左氧氟沙星耐药 14.7％、对庆大霉

素耐药 11.6％、对阿莫西林耐药 7.4%、对呋喃唑酮耐药 5.8%。药敏组 Hp 根除率为 95.8%，高于

经验组 Hp 根除率为 8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本地区 Hp 感染者对阿莫西林、呋喃唑酮耐药率较低，可指导临床选择用药。 

 
 

PU-2050 

PTEN inhibits metastasis by regulating cell autophagy and 
the epithelial to 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human 

pancreatic cancer 

 
Ji Feng,Hongyu Li,Xiaozhong Guo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Area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 (PTEN) on the metastasis of 
pancreatic cancer (PC), and to focus on the regulation of autophagy and th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by P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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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e conducted immunohistochemistry of PC tissues with or without lymph node 
metastasisand and observed PTEN expression. Conducting the stable expression of PTEN in 
MIAPaCa-2 cells and the knockdown in PANC-1 and SW1990 cells, the capacity for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PC cells was assessed. We generated a murine liver metastasis model by injecting PC 
cells into the portal vein, and observed the effects on autophagy and EMT by measuring the 
expressions of Beclin1, LC3II/I, E-cadherin and ZEB1. 
Results PTEN expression was decreased in clinically annotated PC samples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compared to that in samples without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vitro experiments, the 
stable expression of PTEN in MIAPaCa-2 cells repressed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while the 
knockdown of PTEN expression in PANC-1 and SW1990 cel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C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murine models, PTEN knockdown enhances PC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utophagy-related proteins Beclin1 and LC3II/I were decreased, and EMT markers and 
their transcription factors E-cadherin and ZEB1 were increased. These expression patterns were 
reversed in PTEN-overexpressing cell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overexpression of PTEN inhibits PC metastasis by 
activating autophagy and inhibiting EMT activity. Thus, targeting the PTEN-autophagy-EMT 
pathway might prove beneficial for preventing metastasis and provide an improved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controlling PC progression. 
 
 

PU-2051 

SphK1 通过 Cx43 调节 VM 生成促进结肠癌侵袭转移 

 
苏颖洁,黄杰安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鞘氨醇激酶 1（SphK1）和间隙连接蛋白 43（Cx43）在结肠癌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

特征、患者预后的关系，探讨其在结肠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 SP 法检测 92 例结肠癌及对应癌旁正常组织中 Sphk1 和 Cx43 的蛋白表达

情况，并分析二者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用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40 例结肠癌及

其癌旁正常组织中 Sphk1 和 Cx43 的蛋白表达水平，进一步确认其在结肠癌中的表达情况。 

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Sphk1 主要表达于细胞质，在结肠癌组织中呈现高表达，阳性表达率为 

85.87%（79/92），而在癌旁正常粘膜组织中呈现低表达或不表达，阳性表达率为 33.70%（31/92），

二者阳性表达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
2
=49.818，P=0.000）；Sphk1 与结肠癌组织分化程度（P=0.041）、

TNM 分期（P=0.009）、淋巴结转移（P=0.033）有关，而与患者年龄、性别、肿瘤体积大小和浸

润深度无关（均 P＞0.05）；Cx43 在胞膜和胞质中表达，在结肠癌组织中呈现低表达，阳性表达率

为 58.70%（54/92），而在癌旁正常粘膜组织中呈高表达，阳性表达率为 92.39%（85/92），二

者阳性表达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
2
=28.910，P=0.000）；Cx43 与结肠癌患者年龄、性别、肿瘤

体积大小、TNM 分期、淋巴结转移、浸润深度和远处转移均无关（均 P＞0.05），而仅与组织分化

程度有关（χ
2
=13.801，P=0.001）；SphK1 和 Cx43 的表达呈现明显正相关（r=0.595，P=0.000）；

生存分析显示，SphK1 阳性表达与生存时间短显著相关，而 Cx43 阳性表达与生存时间无明显相关

性。结肠癌组织中存在由肿瘤细胞直接形成的血管样通道―血管生成拟态（VM）‖，共有 29 例患者

存在 VM，阳性率为 31.52%，且 VM 与肿瘤的 TNM 分期、淋巴结转移及患者预后相关（均 P＜

0.05），与年龄、性别、肿瘤体积大小、组织分化程度、浸润深度和远处转移均无关（均 P＞0.05）。 

结论 SphK1 和 Cx43 可能与结肠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并可能通过促进血管生成拟态的形成参

与结肠癌的浸润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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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52 

Association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with thyroid 
fun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Xingshun Qi,Zeqi Guo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Area 

 
Objectiv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hronic liver 
diseases. The relationship of NAFLD with thyroid function parameters and hypothyroidism 
remains controversial. To clarify the effect of thyroid function parameters (i.e., free triiodothyronine 
[FT3], free thyroxine [FT4], total triiodothyronine [TT3], total thyroxine [TT4], and 
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TSH]) and hypothyroidism (i.e., unclassified, subclinical, and overt 
hypothyroidism)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FLD and progression to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 
Methods PubMed, EMBASE, and Cochrane library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Study quality was 
assessed. Weighted mean difference (WMD) and odds ratio (OR)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wenty six studies involving 61,548 participants were eligible, most of which were of high 
quality. NAFLD/NASH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TSH levels than controls in adults (NAFLD 
versus health: WMD=0.105, 95%CI=0.012-0.197; NAFLD versus euthyroidism: WMD=0.100, 
95%CI=0.005-0.194;NASH versus NAFLD:WMD=0.540, 95%CI=0.136-0.944) and 
children/adolescents (NAFLD versus lean controls: WMD=1.039, 95%CI=0.104-1.973; NAFLD 
versus overweight/obese controls:WMD=0.485, 95%CI=0.267-0.703). Unclassified 
hypothyroidism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NAFLD/NASH in adults (NAFLD versus 
health: OR=1.605, 95%CI=1.180-2.183; NASH versus NAFLD: OR=2.317, 95%CI=1.425-3.768) 
and children/adolescents (NAFLD versus overweight/obese controls: OR=2.015, 
95%CI=1.246-3.258). However,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were inconsistent among the subgroup 
meta-analyses of subclinical and overt hypothyroidism. Association of NAFLD with FT3 and FT4 
levels was heterogeneous among popula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of 
NAFLD/NASH with TT3 or TT4 level. 
Conclusions TSH level may be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NAFLD, independent of thyroid hormones. 
 
 

PU-2053 

ABO blood type and risk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meta-analysis 

 
Xingshun Qi,Fufang Liu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Area 

 
Objective ABO blood type is an invariant factor. There is a link between ABO blood type and 
some malignancies, such as gastric, pancreatic, and skin cancer. The role of ABO blood typ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remains controversial.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O blood type and risk of HCC. 
Methods The search was conducted among the databases of PubMed, EMBASE, and Cochrane 
Library. Odds ratios (O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Seven papers were included. They included 92,847 healthy subjects, 5,463 hepatitis 
patients, 294 cirrhosis patients, and 3,322 HCC patients. The proportion of blood type O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HCC patients than healthy subjects (OR=0.76, 95%CI=0.66-0.87, P<0.0001) 
without any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P=0.55, I

2
=0%). The proportions of blood type A, B, and AB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HCC patients and healthy subjects. The proportion of ABO 
blood type in HCC patients did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from that in hepatitis or cirrho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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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HCC patients might have a lower proportion of blood type O than healthy subjects. 
Among the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s, ABO blood type might not be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HCC. 
 
 

PU-2054 

难治性多发性消化道溃疡 1 例 

 
梁洁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病例讨论。 

方法 患者：男性，62 岁，入院时间：2017-05-19  

既往史：患者 1 年前―发热‖病史，最高体温 39.1℃，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血管病病史，

否认肝炎、结核病史，否认药物过敏史 

主诉：吞咽疼痛 4 年，黑便 3 天。 

现病史：4 年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吞咽疼痛，伴反酸、烧心，无明显吞咽困难，无恶心呕吐，伴上

腹痛、腹胀，无腹泻，多次多家医院反复就诊，完善胃镜检查：2013-5 胃镜：贲门 Ca？非萎缩性

胃炎。病理：贲门符合 Barrett 食管，部分区域鳞状上皮轻度不典型增生，另见部分溃疡性炎性肉芽

组织，超声内镜：贲门病灶处 1-4 层结构破坏，病灶为不规则不均匀低回声团块，已侵犯至固有肌

层。2013-8  北京某医院复查胃镜，诊断：1.贲门至食管胃交界线充血、肿胀、粗糙（性质待定）

2.病变处凹陷，且有少量分泌物溢出。病理：（贲门 45cm）胃粘膜组织慢性炎。（交界线 40cm）

食管胃交界处粘膜呈慢性活动性炎，固有层中间少量核淡染细胞，考虑为增生血管内皮细胞，病理

可见灶状泡沫样组织细胞积聚。后间断复查胃镜：食管多发溃疡  病理：符合慢性溃疡。患者入院

前 3 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黑便。;体格检查： T 37.6℃ P 114 次/分 R 19 次/分 BP 101/65mmHg 营

养中等，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睑结膜稍苍白，口腔上颚可见两处溃疡，心肺无特殊，腹稍凹陷，

全腹无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肠鸣音活跃。无关节变形及红肿，双下肢无水肿;辅助检查：血常规：

WBC: 8.28×109/L，HGB:78g/L，PLT: 236×109/L ,NE% 73.3% ，便常规：潜血 阳性，血沉：

85mm/h  CRP：118.7mg/L，PCT: 0.26ng/ml，胸腹部 CT 无特殊，小肠造影未见器质性病变，复

查胃镜：食管多发溃疡性质待定  十二指肠降段炎症。病理：（十二指肠降段）粘膜组织呈慢性炎

伴糜烂，（食管）鳞状上皮粘膜呈慢性炎症伴炎性肉芽肿形成，可符合溃疡性病变，结肠镜检查：

回肠末端、回盲瓣溃疡？病理：（回肠末端）粘膜呈慢性炎伴溃疡形成，可见大量肉芽组织附炎性

分泌物肿形成。诊断：消化道多发溃疡原因待查：1.克罗恩病？2.结核？ 3.白塞氏病？ 

结果 患者死亡。 

结论 白塞氏病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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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55 

HDGF/Nucleolin 信号轴影响人结肠癌细胞 SW480 

对奥沙利铂的化疗敏感性 

 
彭湃澜

1,2
,苏文豪

1
,董卫国

1
 

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 

 

目的 了解结肠癌细胞中 HDGF 是否通过与 Nucleolin 蛋白相互作用来调控化疗的敏感性，并探索具

体的调控机制。 

方法 设计特异性 SiRNA 抑制 HDGF 基因表达，本实验分为３组：空白对照组、非特异性 SiRNA

转染的阴性对照组及 HDGF 特异性 SiRNA 干扰组。利用免疫荧光染色、western-blot 及实时定量

PCR检测HDGF基因的抑制程度。成功抑制HDGF的表达后利用免疫荧光共聚焦内镜观察Nucleolin

在结肠癌细胞的胞核、胞浆及胞膜中的荧光染色分布。同时借助 western-blot 分别检测胞核及胞浆

中 Nucleolin 的表达。利用 CCK8，克隆形成法及流式细胞凋亡检测了解抑制 HDGF 对化疗敏感性

的影响。借助 western-blot 检测了解抑制 HDGF 对化疗前后 DNA 损伤修复相关基因的影响。 

结果 实验细胞给予奥沙利铂（100ng/mL）处理，与两个对照组相比，HDGF-SiRNA 转染组细胞凋

亡率明显升高（13.2±1.1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实验细胞设置不同浓度梯度（25ng/mL、

50ng/mL、75ng/mL、100ng/mL、125ng/mL）进行药物处理，免疫荧光共聚焦内镜显示 Nucleolin

在结肠癌细胞核中的荧光染色分布随药物浓度梯度出现升高趋势。对上述药物处理后的细胞进行胞

浆胞核蛋白分离提取，western-blot 分别检测胞核及胞浆中 Nucleolin 的表达，结果提示细胞核中

Nucleolin 的表达随药物浓度增高而上调。与 2 个对照组相比，HDGF-SiRNA 处理组细胞在给予药

物处理后，DNA 损伤修复相关分子 P53、γ-H2AX,磷酸化 Akt 及 NF-κβ 蛋白表达水平上调。 

结论 HDGF-SiRNA 能在体外增加大肠癌细胞 SW480 对奥沙利铂的化疗敏感性，HDGF/Nucleolin

轴参与了大肠癌细胞 SW480 对奥沙利铂化疗敏感性的调控，提示其可能成为大肠癌基因治疗的一

个极佳的分子靶点。 

 
 

PU-2056 

食管气管瘘一例 

 
刘彬彬,王化虹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通过报道我院一内镜检查提示食管憩室，最终诊断食管气管瘘并成功手术治疗的病例，希望引

起对这一疾病诊治的重视。 

方法 本文为个案报道，回顾患者的既往检查资料。 

结果 患者女，65 岁，因腹部不适行胃镜检查。胃镜检查中发现胃部未见明显异常，食管中段可见

一憩室，口径约 1cm，憩室深，未看到憩室底部，但可见憩室内有黏液。详细询问病史，患者自述

有吃饭或者饮水后咳嗽的症状已经长达数十年，症状时轻时重，8 年前诊断为支气管扩张，具体治

疗不详。近 2 年饮水后咳嗽的症状较前有所加重。行上消化道造影检查提示：食管中段右后壁可见

一囊袋状影突出于腔外，形成一边缘光滑憩室，大小约 1.9cm×1.7cm。憩室右侧壁形成一瘘管向外

走行，瘘管上方可见一类圆形囊状影与瘘管相通，大小约 2.6cm×1.9cm，边缘清楚，欠光整。由右

侧卧位转为左侧卧位后，见瘘管与右肺下叶支气管相通，继而右下叶支气管分支及中间段支气管显

影。结论为食管中段憩室，憩室-右肺下叶支气管瘘形成。胸部 CT 提示右肺上叶后段，下叶背段支

气管扩张。患者于胸外科接受胸腔镜手术治疗，行右侧食管气管瘘修补术，术中可见一 1cm 瘘管连

接食管壁与下叶背段肺组织。手术顺利，术后患者恢复良好。复查上消化道造影提示修补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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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半年余患者复查胃镜，原憩室位置可见金属钉。患者自述术后困扰多年的饮食后咳嗽的症状彻

底消失，生活质量提高。 

结论 食管气管瘘更多见于恶性疾病，由肿瘤引起，良性的相对少见。食管憩室并不少见，但许多无

症状不需要特殊处理。本患者的憩室深，内镜无法看清憩室底部，行上消化道造影提示瘘管的存在。

本例患者的诊治经过提示对于内镜发现食管憩室的患者，应详细询问病史，必要时进一步完善检查，

及时进行相关处理。 

 
 

PU-2057 

DJ-1 通过调节 KRAS 转录、膜转位、蛋白修饰等 

方式调节胰腺癌 KRAS 活性 

 
何相宜,袁耀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癌基因 KRAS 活化是胰腺癌发生发展的重要分子基础之一。本研究旨在探讨 DJ-1 对胰腺癌细

胞 BxPC-3 的 KRAS 活性调控机制。 

方法 首先建立稳定转染 DJ-1 shRNA 的 BxPC-3 细胞株（BxPC-3/DJ-1 shRNA）及对照细胞株

（BxPC-3/NC shRNA）并加以验证干扰效率。采用免疫共沉淀（RBD-GST 沉淀活性 RAS）联合免

疫印迹（以 anti-KRAS 为一抗）方法检测上述两株稳转细胞株的 KRAS 活性。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两株稳转细胞 KRAS mRNA 表达，免疫印迹法检测 KRAS 蛋白水平、细胞膜和细胞浆的 KRAS

比率、GTP 酶活化蛋白（GAP）中 RASAL1 表达、KRAS 的棕榈酰化修饰水平。为进一步探讨 DJ-1

调控 KRAS 蛋白水平机制，在两株稳转细胞株中，转染 KRAS-Flag 标签载体 48 小时后，以

cycloheximide 抑制细胞蛋白合成，免疫印迹法（anti-Flag 为一抗）检测蛋白合成抑制后 0、4、8、

12 小时 KRAS-Flag 水平，计算降解速率；采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检测 KRAS 转录水平。 

结果 稳定转染 DJ-1 shRNA BxPC-3 细胞株的 DJ-1 mRNA 和蛋白水平均较对照细胞株显著减低

（P<0.05, N=3）。在 EGF 刺激条件下（20nmol），干扰 DJ-1 的 BxPC-3 细胞 KRAS 活性减低 48.4%

（P<0.05, N=3）。干扰 DJ-1 后，BxPC-3 细胞 KRAS 的蛋白水平较对照组下降 58.1±5.1% （P<0.05, 

N=3)，mRNA 水平较对照组下降 42.8%（P<0.05，N=3）、KRAS 的膜浆比较对照组减低 44.1% 

(P<0.001, N=3)、KRAS 棕榈酰化修饰水平亦减低（P<0.05, N=3）。我们研究结果还显示 RASAL1

在 BxPC-3/DJ-1 shRNA 中表达较对照细胞上升 0.68 倍（P<0.05, N=3），干扰 RASAL1 可以逆转

干扰 DJ-1 引起的 KRAS 活性减低。我们在 BxPC-3/DJ-1 shRNA 和 BxPC-3/NC shRNA 中观察外

源性 KRAS-Flag 的降解速率，结果显示两者间 KRAS 降解速率无明显差异。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

统检测 KRAS 转录水平，DJ-1 干扰组减低 23%（P<0.05, N=3）。 

结论 在胰腺癌中，DJ-1 可能通过上调 KRAS 转录、促进 KRAS 膜转位、棕榈酰化修饰、下调 RASAL1

等多种途径促进 KRAS 活化。 

 
 

PU-2058 

Alteration of the fecal microbiota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chronic pancreatitis 

 
chunhua zhou,Yuting Meng,Jiajia Xu,Xue Fang,Jiulong Zhao,Wei Zhou,Guixiang Li,Jun Gao,Ling Zhang,Lianghao 

Hu,Zhuan Liao,Duowu Zou,Zhaoshen L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No. 168 Changhai 

Road， Shanghai 200433 (China); Shanghai Research Institute of Pancreatic Diseases; 

 
Objective Emerging evidences suggest that gut microbiota dysbiosis plays a role in Chronic 
pancreatitis (CP). However, the alterations in fecal microbiome in Chinese CP patients re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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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known. Gut bacteria contribute to nutrient metabolism and produce small molecules termed the 
―metabolome‖,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P. Here,we profiled the difference in 
gut microbial composition,structure and metabolome in CP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Methods We conducted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CP patients (n =77) with healthy controls

（n=83）. Faeca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Microbiomes and Bacteria-host co-metabolites were 

analysed by 16S ribosomal ribonucleic acid (RNA) sequencing and gas chromatography coupled 
to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GC-TOFM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ecal microbiota and 
CP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the fecal microbiot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CP patients 
than healthy controls. Genera Escherichia-Shigella, Klebsiella, Phascolarctobacterium, 
Romboutsia were enriched in the feces of CP patients. A signature defined by increased 
abundance of four genera and decreased abundance of eight genera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CP 
(AUC=0.79). There are ten different intestinal metabolomes between CP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The abundance L-Proline,5-Dodecenoic acid,Dodecanoic acid,Stearic acid,Arachidic 
acid,Phenylacetic acid,Palmitic aci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P patients than healthy controls. 
The abundance of Hydrocinnamic acid was lower in CP patients than healthy controls. We found 
that multiple KEGG (level 3) categories were disturbed in CP from 16S rRNA sequencing data with 
PICRUSt analysis. The pathways enriched in CP highlighted pathogenic Escherichi.coli 
infection,Shigellosis,Bacterial invasion of epithelial cells, Lipopolysaccharide biosynthesis 
proteins,Bacterial toxin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esents that dysbiosis was found in the gut microbiome in Chinese CP 
patients. Gut microbiota i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and diagnostic biomarker for CP. 
Modification of the microbiota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CP. 
 
 

PU-2059 

SphK1 通过调控 FAK/p-FAK 促进结肠癌细胞 

上皮间质转化及迁移 1 

 
徐春燕,黄杰安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明确 FAK 抑制剂(PF-562271)能够抑制结肠癌细胞的 EMT 及转移；SphK1 抑制剂(SKⅠ-Ⅱ)

通过降低 FAK/p-FAK 表达从而抑制由 FAK/p-FAK 介导的 EMT 及转移。 

方法 应用FAK抑制剂(PF-562271)干预结肠癌细胞株RKO和HT29,检测抑制FAK/p-FAK表达后，

细胞内 EMT 标记物（E-cadherin 和 Vimentin）的表达，细胞迁移能力的变化；应用 SphK1 抑制剂

(SKⅠ-Ⅱ)干预结肠癌细胞株 RKO 和 HT29,检测抑制 SphK1 表达后，细胞内 FAK、p-FAK、EMT

标记物（E-cadherin 和 Vimentin）的表达，胞迁移能力的变化。 

结果 应用 FAK 抑制剂(PF-562271)干预结肠癌细胞株 RKO 和 HT29 后,细胞内 FAK、p-FAK 表达

减少，Vimentin 表达减少，E-cadherin 表达增加，细胞迁移能力减弱；应用 SphK1 抑制剂(SKⅠ-

Ⅱ)干预结肠癌细胞株 RKO 和 HT29 后, 细胞内 SphK1 表达减少，FAK 表达无明显改变，p-FAK 表

达减少，Vimentin 表达减少，E-cadherin 表达增加，细胞迁移能力减弱。表明 FAK 抑制剂(PF-562271)

降低 FAK/p-FAK 表达从而抑制结肠癌细胞发生 EMT 及迁移；SphK1 抑制剂(SKⅠ-Ⅱ)减少 FAK 磷

酸化，抑制结肠癌细胞发生 EMT 及迁移。 

结论 SphK1 通过调控 FAK 磷酸化，影响由 FAK/p-FAK（Tyr397）介导的上皮间质转化，从而参与

调节结肠癌细胞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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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0 

腺瘤性肠息肉切除后肠镜随访时间间隔的比较观察 

 
张莉

1
,任宏宇

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评估腺瘤性结肠息肉切除术后 1 年,复查肠镜的必要性,分析影响息肉复发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885 例结肠腺瘤性息肉患者的病例资料，按照术后首次随访时间不同（0.5 年、1.0

年、1.5 年）分为 A、B、C 三个组，第二次随访的时间均为首次息肉切除术后的第 3 年，比较三组

间首次与第二次肠镜监测下息肉复发率的差异及影响复发的因素。 

结果 首次肠镜随访，A 组息肉的复发率为 4.15%，B 组的息肉复发率为 18.79%，C 组的息肉复发

率为 21.62%（A 组与 B 组、C 组比较均有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 组与 C 组比较 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第二次肠镜随访，A 组息肉的复发率为 39.9%，B 组的息肉复发率为 26.11%，

C 组的息肉复发率为 25.41%（A 组与 B 组、C 组比较均有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 组与 C

组比较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结肠腺瘤性息肉切除术后进行肠镜初次监测的时间为 1.0-1.5 年，随后第二次肠镜随访的时间

为首次息肉切除术后的第 3 年。 

 
 

PU-2061 

粪菌移植体系成功治疗 1 例特殊的溃疡性结肠炎 

 
王宏刚,张梦辉,沈鹏,马天恒,吴尚农,杨晓钟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5 氨基水杨酸（5-ASA）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UC）的一线药物，有少数患者对该药过敏或者

不耐受。因此，临床上常需考虑应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这类 UC 患者。但是，如果某个患者对

5-ASA 过敏且对免疫抑制剂不耐受，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我们在临床工作中遇到

这例相对罕见的病例，并成功地应用粪菌移植（FMT）技术为患者解决难题。 

方法 一位 47 岁、男性、有 9 年 UC 病史的患者在我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消化科

住院诊治。这位病人在过去的 9 年中接受了 5-ASA 类药物治疗，包括柳氮磺胺吡啶和美沙拉嗪（国

产和进口），可是他在服药后出现了全身多处的皮肤瘙痒和皮疹，停药 10 天后症状好转，再次服药

又出现同样症状，再次停药约 10 天后皮疹消退，我们诊断其为对 5-ASA 过敏的 UC。我们尝试予

硫唑嘌呤对其治疗，遗憾地是该患者出现明显的骨髓抑制，遂停用免疫抑制剂，予激素诱导缓解，

但患者 UC 反复发作，频繁在我院就诊，几乎每隔 1 月就因病情加重来我院静脉输注激素治疗。我

们向该患者推荐了生物制剂，但是他的经济条件不允许。 

结果 经过与患者充分沟通，我们为其实施了 FMT 治疗。通过筛查，我们选择了一位 13 岁的男性少

年作为该患者的粪菌供体（1 号供体）。供体解出一次正常大便，我院微生态治疗中心团队采取以

下步骤：混合盐水、搅拌、条件性过滤、重悬、再过滤、离心、再重悬，将粪菌制备完成，耗时约

1 小时。同时，患者肠道准备已充分，经肠镜予移植入制备好的粪菌液至末端回肠和全结肠，完成

FMT 操作。术后予禁食 6 小时，逐渐过渡至流质、半流质及正常饮食。术后 3 天患者症状明显好转，

由 FMT 前的每天 8 次脓血便减少至 2 次成形软便，便血和腹痛症状明显好转。术后 1 月复查肠镜

已未见明显肠道溃疡，并再次行 FMT 治疗以经验性巩固疗效。患者在未服药情况下正常生活。可惜

的是，该患者于 FMT 术后 1 年再次出现解粘液脓血便。我们对其再次实施 FMT，而此次粪菌供体

选择的是另一位已通过筛查的健康人（2 号供体）。很遗憾，FMT 术后 1 周我们并未见到患者的症

状改善。于是我们更换供体（3 号供体），再次行 FMT 治疗，同样无效。我们再次联系 1 号供体为

其提供粪菌，而此次 FMT 效果很好，目前该病人已 FMT 术后 2 月，肠道症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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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 5-ASA 过敏或者免疫抑制剂不耐受的难治性 UC，FMT 体系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疗策略。 

 
 

PU-2062 

SphK1 通过 Cx43 调节 VM 生成促进结肠癌侵袭转移 3 

 
徐春燕,黄杰安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明确过表达 SphK1 的 HT29 细胞通过增加 FAK/p-FAK 表达从而促进由 FAK/p-FAK 介导的

EMT 及转移。 

方法 明确过表达 SphK1 的 HT29 细胞通过增加 FAK/p-FAK 表达从而促进由 FAK/p-FAK 介导的

EMT 及转移。 

结果 过表达 SphK1 的 HT29 细胞内 SphK1 表达增加，FAK 表达无明显改变，p-FAK 表达增加，

Vimentin 表达增加，E-cadherin 表达减少，细胞表面微绒毛及伪足增多，细胞迁移能力增强。表明

过表达 SphK1 通过增加 FAK 磷酸化从而促进由 FAK/p-FAK 诱导的 EMT 及细胞迁移。 

结论 SphK1 通过调控 FAK 磷酸化，影响由 FAK/p-FAK（Tyr397）介导的上皮间质转化，从而参与

调节结肠癌细胞迁移。 

 
 

PU-2063 

SphK1 通过 Cx43 调节 VM 生成促进结肠癌侵袭转移 4 

 
徐春燕,黄杰安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明确应用 FAK 抑制剂(PF-562271)抑制过表达 SphK1 的 HT29 细胞内 FAK/p-FAK 表达后，细

胞 EMT 受到抑制，迁移能力减弱。 

方法 使用 FAK 抑制剂(PF-562271)干预过表达 SphK1 的 HT29 细胞，检测与未使用 FAK 抑制剂干

预的过表达 SphK1 的 HT29 细胞相比，细胞内 FAK、p-FAK、E-cadherin、Vimentin 的表达变化，

细胞表面微绒毛及伪足、细胞迁移能力的变化。 

结果 使用 FAK 抑制剂(PF-562271)干预过表达 SphK1 的 HT29 细胞后，与未使用 FAK 抑制剂干预

的过表达 SphK1 的 HT29 细胞相比，细胞内 FAK、p-FAK 表达减少，Vimentin 表达减少，E-cadherin

表达增加，细胞表面微绒毛及伪足减少，细胞迁移能力减弱。表明由过表达 SphK1 诱导的结肠癌

HT29 细胞上皮间质转化及转移可以被 FAK 抑制剂(PF-562271)所抑制。 

结论 SphK1 通过调控 FAK 磷酸化，影响由 FAK/p-FAK（Tyr397）介导的上皮间质转化，从而参与

调节结肠癌细胞迁移。 

 
 

PU-2064 

葡萄糖饥饿/乏氧肿瘤微环境对胃癌细胞 MMP-2、 

MMP-9 的表达调控及意义 

 
肖士渝,周丽雅,李司柱,江文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我们前期研究发现胃粘膜从良性病变进展至恶性病变进程中，伴有 MMP-2、MMP-9 表达上调

及恶性细胞周缘 IV 型胶原降解增加。乏营养/乏氧的肿瘤代谢微环境是否可影响胃癌细胞 MM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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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P-9 的表达尚缺乏相关研究，以及瘤细胞外基质降解产物（主要是脯氨酸）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中

是否发挥一定的作用亦不明确。本实验拟通过体外细胞培养模型探讨葡萄糖饥饿和或低氧微环境下

胃癌 AGS、MKN28 细胞 MMP-2、MMP-9 表达变化及意义，并探讨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以胃癌 AGS（低分化）和 MKN28（高分化）细胞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在低葡萄糖浓度梯度以

及低氧（1%O2）伴或不伴葡糖糖饥饿条件下培养， Western Blot、RT-qPCR分别检测细胞中MMP-2、

MMP-9 表达变化，明胶酶谱实验检测细胞培养上清中 MMP-2、MMP-9 活性。两种细胞分别在葡萄

糖饥饿（0mM）及葡萄糖饥饿并额外添加外源性脯氨酸（5mM）培养基中培养，CCK-8 检测两组细

胞活力，流式细胞术检测两组内早期凋亡及晚期凋亡细胞比例。上述实验均独立重复三次。 

结果 葡萄糖饥饿上调胃癌 AGS、MKN28 细胞内 MMP-2、MMP-9 转录和蛋白表达，酶活性增强，

三者呈现低糖浓度梯度（5mM，1mM，0.5mM，0.05mM，0mM）依赖和时间（0h，6h，12h，24h）

依赖。在葡萄糖完全缺乏条件下，MMP-2、MMP-9 表达及酶解活性达到最大。低氧单一作用下亦可

上调 MMP-2、MMP-9 表达及酶活性，而同时伴随葡萄糖饥饿（0mM）可进一步增强 MMP-2、MMP-9

表达和酶的活性。CCK-8 检测发现额外添加外源性脯氨酸（5mM）可明显改善胃癌细胞在葡萄糖饥

饿（0mM）条件下的细胞活力，流式分析结果表明葡萄糖饥饿条件下外源性额外添加的脯氨酸可减

少早期凋亡细胞的比例，但深入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结论 乏营养/乏氧条件下，胃癌细胞内 MMP-2、MMP-9 的表达和活性增强，继而可引发肿瘤细胞

周围的 ECM 中 IV 型胶原降解增多。胶原中的主要成分以脯氨酸和羟脯氨酸为主，其降解产生的游

离脯氨酸可通过肿瘤细胞表面的氨基酸运载体进入胞内作为肿瘤细胞能量代谢底物的补充并减少瘤

细胞的凋亡，支持瘤细胞生长。综上，葡萄糖饥饿/乏氧的肿瘤微环境可上调 MMP-2 和 MMP-9 转

录和表达、增强其酶解活性，继而参与了胃癌的局灶浸润和远处转移。 

 
 

PU-2065 

单发与多发结肠息肉的临床及病理特征对比分析 

 
张莉

1,2
,任宏宇

2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对比分析该院 1260 例单、多发结肠息肉的临床和病理特征。 

方法 1260 例病理诊断明确的结肠息肉切除患者按照镜下息肉数目分为单发息肉和多发息肉两组，

记录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症状、既往史、息肉数目、息肉的病理类型，比较单发与多发大肠息肉

临床和病理特征的差异。 

结果 1260 例结肠息肉患者中，单发结肠息肉 856 例，多发结肠息肉 404 例。无论是单发还是多发

息肉在男性患者中的检出率均高于女性（p＜0.05）；单发息肉在 50 岁以下年龄组患者中的检出率

高于 50 岁以上年龄组，而多发息肉在 50 岁以上年龄组中的检出率高于 50 岁以下年龄组（p＜0.01）;

无论是单发息肉还是多发息肉，在有症状患者中的检出率均高于无症状患者(p＜0.01)；以腹泻、便

血为首要症状的患者多发性息肉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单发息肉(p＜0.01) 。在绒毛状腺瘤中多发性息肉

的检出率高于单发息肉，其余病理类型中均是单发息肉的检出率高于多发息肉（p＜0.05）。 

结论 结肠息肉好发于男性，高龄、首发症状为腹泻及便血者有更高的多发息肉检出率，且多发性息

肉中绒毛状腺瘤的检出率高于单发息肉，临床中对此类病人行内镜检查时,应更为仔细，减少多发息

肉的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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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6 

Helicobacter pylori and risk of metachronous recurrence 
after endoscopic resection for early gastric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hiyu Xiao,Sizhu Li,Liya Zhou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Objective Endoscopic resection (ER) is widely accepted as the curative treatment for early gastric 
cancer (EGC), but risk of metachronous gastric lesions in the remnant stomach is higher than after 
gastrectomy. However, the impac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pylori) eradic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tachronous lesions remains controversial.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with 
meta-analysis to evaluate H.pylori status and the incidence risk of metachronous cancer.  
Methods 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searched the following electronic databases for identifying 
potential studies: Pubmed, 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 and Web of Science until the end of 
March 2018. Reference list of all primary studies and review articles were checked for additional 
reference. The risk ratio (R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of each study were reported as the 
measure of effect size. Preplanned subgroup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regard to study 
design (RCT or Cohort study) and primary outcome (either dysplasia and gastric cancer or gastric 
cancer only). Fixed-effects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for those with heterogeneity I

2
<40%. 

Heterogeneity test, publication bias test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were also performed.  
Results 20 eligible studies were identified in systematic review, 17 out of 20 studies were further 
included in meta-analysis. All included studies for meta-analysis were considered as high or 
moderate quality by using Cochrane risk of bias tool for RCT and Newcastle-Ottawa scale for 
cohort studies. Eradication of H.pylori was associated with overall 50% lower odds of 
metachronous events (including gastric cancer and dysplasia) (RR=0.50; 95%CI, 0.41-0.61) and 
54% lower incidence of metachronous gastric cancer (RR=0.46; 95%CI, 0.35-0.60). Similarly, 
meta-analysis of prospective and retrospective studies respectively also suggested a preventive 
role of H.pylori eradication for metachronous recurrence. Heterogeneity and publication bias were 
not observed across the above studies, and sensitivity analyses showed consistent results. 
Furthermore, random effect meta-analysis of 7 studies(I

2
=73.2%, p=0.001) involving eradicated 

group and H.pylori non-infection population showed that occurrence of metachronous lesions after 
H.pylori eradication was comparable to those without H.pylori infection at the time of gastric 
cancer or dysplasia diagnosis(RR=0.85; 95%CI, 0.43-1.68). Four of above seven studies whose 
primary outcome was metachronous gastric cancer were further analyzed within fixed-effect 
model (I

2
=0.0%, p=0.776), indicating that the incidence risk of metachronous cancer was higher in 

the negative group than in the eradicated group though the significance was not observed 
(RR=0.48; 95%CI: 0.28-0.82). Publication bias was also not detected in these two groups. 
Conclusions Eradic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can provide partial protection against secondary 
gastric neoplasm, metachronous risk was comparable between H.pylori eradication group and 
non-infection population. The quantitative benefit of H.pylori eradication among high-risk 
populations seemed greater than among asymptomatic individuals. Background gastric mucosa 
with intestinal metaplasia or severe atrophy and genetic or environmental co-effectors also share 
the determining risk factors in the occurrence of metachronous events. Studies evaluating when 
the eradication therapy should be performed in such patients are warranted to magnify the impact 
of H.pylori eradication on overall reduction in metachronous gastric le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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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67 

比较超声内镜与 CT、MRI 在胰腺疾病诊断中的价值 

 
张志宏,李良平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评估不同检查方法对同一胰腺病变的诊断准确率及误诊率。 

方法 纳入 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四川省人民医院 70 例。纳入标准：1）年龄 18~70 岁；2）

常规腹部 B 超或平扫 CT 发现胰腺可疑病灶或体检发现 CA199 升高，愿意进一步行增强 CT、MRI

及 EUS/EUS-FNA 等检查者。排除标准：1）>70 岁或心肺肝肾等功能不全，不能和/或不愿做增强

CT 或 MRI 者；2) 不能耐受胃镜及超声内镜；3）血小板下降或凝血功能障碍不能行 EUS-FNA 者。

以外科手术后病理诊断或治疗随访的临床结局作为金标准，评估诊断的准确率，阳性诊断率及误诊

率。 

结果 不同检查方法的阳性诊断率相差较大。EUS/EUS-FNA 为（91.4%），较 CT（68.6%）及 MRI

（84.3%）更高，而其误诊率最低。各检查方法对于肿瘤大小的判断均较手术切除后的标本偏小，

而三者对于胰腺病灶是否侵犯周围血管则差异不大。不同检查方式导致的误诊率差异较大，

EUS/EUS-FNA 在诊断囊性变的胰腺癌，神经内分泌肿瘤，胰岛素瘤，胰腺结核等方面优于或略优

于 CT 及 MRI，而 CT 及 MRI 在自身免疫性胰腺炎方面则优势更为明显。 

结论 不同的检查方法对不同胰腺疾病诊断的准确率存在差异，并且各有优劣，但由于本研究所纳入

的病例数有限，因此结论尚有待更多的病例数据加以证实。 

 
 

PU-2068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127 
cases of pancreatic cancer 

 
Xueting Li,Hui Liu,Liya Huang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Pancreatic cancer (PaC) is a fatal malignancy with poor overall survival.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factors of 
pancreatic cancer in order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for 127 cases of PaC from 2010 to 2013 at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s. 
Results There were 127 PaC cases, including 92 (72.4%) males and 35 (27.6%) females. The 
age ranged from 36 to 82(median, 62.17). There were peaks at 50–60 years(34,26.8%) and 60–70 
years(52,40.9%)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aC age,the rest proportion of age grouping were ≤40 years 
(5,3.9%), 40-50 years (13,10.2%), >70 years (23,18.1%).It showed that the age of onset of PaC 
was mainly distributed over 60 years old.The symptoms of PaC were complicated,the most 
common one of the first symptom was abdominal pain(61,48% ), followed by jaundice(59,48%),the 
others symptoms including upper abdominal fullness and discomfort,feeble,etc.There were 104 
PaC cases diagnosed by CT and 36 confirmed cases relied on MRCP. The Mean survival period 
of 127 PaC patients was 10.54±8.53 months, and the median survival stage was 9.00 months;the 
1-year,2-year,and the 3-year survival rate in sequence was 39.37%, 5.51%, 3.14%.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veral survival with these groups which was grouped 
by age, gender, tumor location, diabetes history,drinking history, smoking history, history of 
pancreatitis, CEA,PNI, NLR, PLR (P>0.05). However,we found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the survival time of each group grouped by TNM staging, serum tumor markers 
CA199 values and CA125 values, and treatment methods (P<0.05). It followed that it had a poor 
prognosis if the tumor with distant metastasis ,later of the tumor staging , increaser of the serum 
CA199 and CA125 , and patients of the non-radical. In the group of newly diagnosed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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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urvival time between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finders and the patients without a medical (P<0.05), and the survival period was 
longer than the other groups. The survival rates of each group was compare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survival rate of each group grouped by gender, sage, tumor 
location, drinking history, smoking history, diabetes history, history of pancreatitis, CEA, CA125, 
PNI, NLR, PLR, etc.The survival curve of pancreatic head cancer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ancreatic body and tail cancer, and pancreatic body cancer higher than pancreatic tail cancer. 
The survival curve of patients in stage I-III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stage IV. The survival curve of 
patients with CA199<542 U/ml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A199≥542 U/ml. The survival curve of 
patients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after non-radical surgery.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finders were higher than the survival curves of the other four groupers. The Log Rank 
test abov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dicating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pancreatic 
head cancer , TNM stage early, CA199 value is low, and the survival rate after radical surgery is 
higher.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survival of pancreatic cancer by COX univariate analysis 
included tumor location, CA199 serum marker, TNM staging, and treatment(P<0.05). The results 
of COX multivariate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NM staging and tumor makers CA199 serum level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Suggesting that the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ncreatic 
cancer prognosis including tumor location, CA199 serum marker,TNM staging and treatment 
methods, among which TNM staging and elevated serum CA199 tumor markers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Conclusions In the 127 PaC cases,The male patients were in multitude.The first symptom were 
mainly included abdominal pain and jaundice.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gnosis of pancreatic 
cancer include tumor location, CA199 tumor serum marker, TNM staging, and treatment methods. 
Among them, TNM staging and elevated serum CA199 tumor markers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prognosis of pancreatic cancer. 
 
 

PU-2069 

DSA 下与内镜下放置食道支架治疗中晚期食道癌的临床体会 

 
文静 

南昌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原:南昌铁路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 DSA 下与内镜下放置食道支架治疗中晚期食道癌的疗效、操作方法及其优缺点。 

方法 将 22 例食道癌患者随机分为二组，第一组采用 DSA 下经导丝导管技术，引入支架输送器，在

X 线监视下放置食道支架。第二组采用在胃镜直视下插入导丝，并计算狭窄段长度，沿导丝引入支

架输送器，根据计算长度放置食道支架。 

结果 二组患者均成功放置食道支架，吞咽困难等症状均明显改善；二组均出现有胸骨后疼痛及异物

感、食物反流、支架移位、食道再狭窄等并发症，但均无严重并发症发生，二组无显著性差异。但

DSA 下较胃镜下放置食道支架操作更为简便、操作时间更短、支架放置位置更准确、患者痛苦更少。 

结论 DSA 下与内镜下二种方法放置食道支架治疗中晚期食道癌，均能将食道支架准确、有效地放

置成功，但 DSA 下放置食道支架操作更简便、支架放置位置更准确、患者痛苦更少，易于为广大患

者接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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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70 

动脉灌注化疗联合艾迪注射液治疗胃癌临床疗效观察 

 
文静 

南昌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原:南昌铁路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比较动脉灌注化疗联合艾迪注射液治疗胃癌与单纯动脉灌注化疗治疗胃癌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36 例经胃镜及病理确诊为胃癌、因各种原因放弃手术治疗的患者,将其随机分为 2 组,第

一组为治疗组,采用 Seldinger 法将 5F 导管置于腹腔干动脉造影,根据造影显示肿瘤血管及染色情况,

超选择靶血管进行药物灌注治疗,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选取药物:5-Fu 500-1000mg、THP 30-60mg、

DDP 60-90mg(L-OHP 150mg)、MMC 10-12mg 中的 2-3 种进行灌注治疗,每次化疗间隔时间为 4 周,

最多共化疗 3 次,同时加用艾迪注射液 100ml 加入生理盐水或 10%葡萄糖注射液 500ml 中静脉滴注,

每天一次，连用 10 天。第二组为对照组,单纯使用动脉灌注化疗，方法同前。比较二组的临床症状

改善情况、化疗后不良反应（胃肠道反应、白细胞减少等反应）以及在胃镜及 CT 下病灶的改善情

况等方面的差异。 

结果 二组治疗后在胃镜及 CT 下病灶的改善无明显差异，但治疗组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及减轻化疗

不良反应方面明显优于第二对照组,明显减少了化疗造成的白细胞减少的发生率，增加了患者对化疗

的耐受性，改善了生存质量，这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动脉灌注化疗联合艾迪注射液治疗胃癌,疗效显著, 可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减轻化疗不良反应，

适宜人群广,应推广于临床应用。 

 
 

PU-2071 

胃癌组织 HIF-lα、GLUT-1 及 LDH-5 表达及其与 

病理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王华欣,尉鹏 

丹江口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胃癌组织缺氧诱导因子-1α（HIF-lα）、葡萄糖转运蛋白 1（GLUT-1）及乳酸脱氢酶-5（LDH-5）

表达及其与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 选自我院于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行胃癌切除术标本 93 例作为观察组，取癌旁组织

作为对照组。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 HIF-lα、GLUT-1 及 LDH-5 表达。比较两组 HIF-lα、GLUT-1 及

LDH-5 阳性表达情况，不同性别、年龄、临床分期及分化程度 HIF-lα、GLUT-1 及 LDH-5 表达情况。 

结果 观察组 HIF-lα、GLUT-1 及 LDH-5 阳性表达率高于对照组，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不

同性别和不同年龄 HIF-lα 阳性表达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III~IV 期 HIF-lα 阳性表达率高于

I~II 期，低分化 HIF-lα 阳性表达率高于高、中分化，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不同性别和不同

年龄 GLUT-1 阳性表达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III~IV 期 GLUT-1 阳性表达率高于 I~II 期，

低分化 GLUT-1 阳性表达率高于高、中分化，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 LDH-5

阳性表达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III~IV 期 LDH-5 阳性表达率高于 I~II 期，低分化 LDH-5 阳

性表达率高于高、中分化，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胃癌组织 HIF-lα、GLUT-1 及 LDH-5 呈高表达，且与临床病理特征具有明显相关性，随着临

床分期升高和分化程度严重 HIF-lα、GLUT-1 及 LDH-5 表达越高，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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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72 

Protective role of ABCG2 against oxidative stress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its potential underlying mechanism 

 
Shuang Nie

1
,Yaqing Huang

2
,Mengyue Shi

1
,Xuetian Qian

1
,Hongzhen Li

1
,Chunyan Peng

1
,Bo Kong

1
,Xiaoping 

Zou
1
,Shanshan Shen

1
 

1.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2.Children'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Objective Colorectal cancer (CRC),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ncer types worldwide, is 
associated with a high mortality rate, and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ion have a vital role in this 
malignancy. A previous study by our group indicated that ATP binding cassette subfamily G 
member 2 (ABCG2) is capable of protecting cells from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mediated 
cell damage and death.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aim i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ABCG2 in CRC by 
utilizing clinical samples and cell lines. 
Methods ABCG2 and NF-kB expression in 83 colorectal cancers, 22 adenomas and 22 nomarl 
colorectum tissue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BCG2 
expression and CRC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were analyzed. 
Utilizing letiviral transfection to generate the stable ABCG2-knockdown HT-29 cell lin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 of oxidative stress markers, inflammation factors and 
anti-oxidants in shABCG2 cells and negative control cells. 
Results The levels of oxidative stress markers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were increased, while the 
levels of anti-oxidants were decreased in CRC tissues or patients’ serum. Interestingly, high 
expression of ABCG2 in CRC tissues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which might be the 
feedback of over-oxidative reaction. Further in vitro studys indicated that downregulation of 
ABCG2 induced ROS generation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s, and inhibited the production of 
anti-oxidants. The nuclear factor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was activated under oxidative stress 
induced by ABCG2-knockdown.  
Conclusions Present results suggest that ABCG2 may relieve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via inhibiting the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in cell models, and may thus have a potential 
protective role in CRC. This information could provide novel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future 
targets for CRC therapy. 
 
 

PU-2073 

Study on the clinicopathology of the heterotopic pancreas 
and its potential for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Shuang Nie,Mengyue Shi,Xuetian Qian,Hongzhen Li,Bo Kong,Xiaoping Zou,Shanshan Shen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bjective Heterotopic pancreas (HP) is an incidental finding during operative or endoscopic 
procedures. The incidence of its malignancy was rare, while some carcinoma cases arising from 
HP were reported. Largeclinicopathological studies with systematic analysis remain lacking and 
whether HP has more malignant potential than normal pancreas remains unclear. We performe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HPby comparing the expression of some molecular markers among HP, 
pancreatic cancer and normal pancreas, to figure out whether HP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from pancreatic cancer or normal pancreas and to avoid overtreatment of HP. 
Methods Paraffin-embededsections of 92 HPs in upper digestive tract treated by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50 pancreatic cancers and 50 normal pancreatic tissues by surgery 
were collected. Molecular markers of secretory function of pancreas (insulin, trypsin), epithelial 
cell of pancreaticducts (CK19) and potential malignancy of pancreas (Ki67, p53, CD133, CD56, 
PDK2, Cyclin D1, p16)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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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average follow-up time of 92 HP patients was 48.5 months. No recurrence and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was found after ESD. 56.5%(52/92) HP patients were asymptomatic. 
According to Heinrich Classification, the percentage of type I, II, III of HP was 27.2%, 63% and 9.8% 
respectively. Turning to the results of immunohistochemistry, insulin and trypsin expressed more 
intensively in HP than in cancer (p<0.0001, p<0.0001), but not as strong as in normal pancreas 
(p<0.0001, p=0.0006).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expression intensity of CK19, PDK2 and 
p53 between HP and normal pancreas, but in pancreatic cancer, they all dramatically increased 
(p=0.0015, p<0.0001, p<0.0001). The average expression of the Ki67 index in pancreatic cancer 
was 20.1%,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HP (2.1%) and normal pancreas (1.2%) (p= 0.0059).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CD56 in HP and normal pancreas was consistent, but promine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ancer tissues (p<0.000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expression of CD133, 
Cyclin D1 and p16 between HP, normal pancreas and pancreatic cancer tissue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HP had no special clinical manifestation. Its secretory 
function was poorer than normal pancreas. Due to the fact there was no malignant event of our HP 
samples eventually, we couldn’t yet conclude HP had the same malignant potential as normal 
pancreas. It still need long-term follow-up of HP patients, and the sample capacity should be 
enlarged for further research to clarify the HP’s potential of malignancy. 
 
 

PU-2074 

经双气囊小肠镜检查发现少见原发性小肠腺癌的临床意义及特点 

 
杜亚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小肠腺癌（Primary small bowel adenocarcinoma，PSBA）的临床特点、诊治方

法、治疗及预后，从而提高小肠肿瘤的诊断水平。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 1 例原发性小肠腺癌的临床资料，分析其确诊过程、临床、病理、治疗的

特点 

结果 对不明原因的小肠病变，可行双气囊小肠镜检查(Double—balloon Enteroscopy，DBE)，取病

理行免疫组化，获得组织学证据。 

结论 小肠病变,因部位特殊，起病隐匿，普通检查容易漏诊，缺乏有效的确诊手段，双气囊小肠镜

检查对小肠病变可以明确病变性质及部位，是较为有效的检查措施。 

 
 

PU-2075 

小肠克罗恩病的早期诊断：十年临床资料回顾分析 

 
杨川华,邬思远,孙筱,张尧,戈之铮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院） 

 

目的 探索早期诊断小肠克罗恩病（CD）的途径 

方法 比较分析 2005-2009 年和 2010-2014 年住院 CD 患者的临床资料，并按照 Montreal 标准进行

分类 

结果 471 例患者入组，2005-2009 年 155 例，2010-2014 年 316 例。两组诊断年龄、累及部位和

疾病行为（B1：51.6% vs 46.2%；B2：34.8% vs 40.2%；B3：13.5% vs 13.6%）无显著差异，同

期检查方法发生显著变化：小肠影像学检查（43.9% vs 9.2%）和手术（16.8% vs 3.8%）在 2010-2014

年的患者中使用显著减少；而 CT（16.8% vs 31.0%）、小肠 CT 成像（CTE）（38.7% vs 69.6%）、

磁共振成像（0.0% vs 12.7%）和小肠镜（34.2% vs 45.3%）在 2010-2014 年使用显著增多；发现

小肠病灶较影像学更敏感的小肠胶囊内镜使用率没有显著变化（11.0% vs 8.2%）。我们的结果提示

新方法的应用没有让更多的患者在没有并发症（B2，B3）的早期（B1）得到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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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提高 CD 的早期诊断率？以往的研究报道：小肠的狭窄发生率较结肠累及者更高，我们将

小肠累及的 CD 患者分为单纯小肠 CD（117 例）和小肠+结肠累及的 CD（300 例）。比较两组狭

窄发生率，单纯小肠 CD 组显著高于小肠+结肠累及 CD 组（P = 0.001），包括梗阻的发生率（P = 

0.002）。发病-病灶发现间期，单纯小肠 CD 组显著长于小肠+结肠累及 CD 组（20.1 月 vs 15.0 月，

P < 0.001）。此结果提示：单纯小肠 CD 患者发病后没有及时得到诊断。 

进一步分析两组临床表现，单纯小肠 CD 组贫血（44.4% vs 29.3%）和恶心呕吐显著多于小肠+结

肠累及 CD 组，而恶心呕吐和梗阻相关。腹痛是两组发生率最高的症状（74.4% vs 73.0%），其次

是消化道出血（63.2% vs 72.3%）。单纯小肠 CD 组的消化道出血+贫血发生率 94.0%，通过检测

粪便隐血+血常规就可以发现。 

结论 （1）理论上更敏感的新方法没有诊断更多的 B1 患者，提示小肠 CD 的早期诊断仍有困难。

（2）我们的设想：给于所有腹痛或因其他表现至消化科就诊患者，常规检查粪便隐血+血常规，及

时发现消化道出血和不明原因的贫血，使患者及早进入相应的检查流程，更多小肠胶囊内镜在没有

并发症时使用，有可能提高 B1 小肠 CD 的诊断率。我们的假设还需要临床实践证实。 

 
 

PU-2076 

认知行为干预在青年急性胰腺炎患者中的应用及效果观察 

 
冯欣伟,王蓓,张珠华 

上海长征医院 

 

目的  探讨认知行为干预在青年急性胰腺炎患者的应用及效果观察。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上海市某三甲医院消化内科收治住院的 54 例年龄<40 岁

的急性胰腺炎青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及对照组各 27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实

验组接受认知行为干预及常规护理，出院后进行每周 1 次、持续 4 周的认知行为干预。应用生活质

量评定量表(QLQ-C30)、简明健康状况问卷(SF -36)对患者生活质量进行调查和评定，并对两组患者

住院时间、治疗费用、疾病的复发率和病死率进行评价。 

结果 干预前两组一般资料，QLQ-C30 和 SF-36 量表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后观察组 QLQ-C30 和 SF-36 量表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而住院时间、治疗费用、疾病的复发率和

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认知行为干预能有效提高青年胰腺炎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降低疾病的复发率和并发

症的发生率。 

 
 

PU-2077 

高转移胃癌细胞分泌的外泌体中 miR-17-92 激活低转移 

胃癌细胞共同促进胃癌远处转移 

 
陈升,刘彩芳,吴琼,时永全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由胃癌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参与了肿瘤细胞间的信息交流，从而共同促进了胃癌细胞发生远处转

移。然而，这种由肿瘤细胞分泌外泌体所产生的促转移微环境的明确机制尚不清楚。 

方法 利用多次 Transwell 筛选法从胃癌细胞系 SGC7901 和 MKN28 分别筛选出高转移能力细胞

SGC7901/MKN28-M 和低转移能力细胞 SGC7901/MKN28-NM；差速超高速离心方法获得癌细胞的

外泌体并通过透射电镜，NTA 和外泌体蛋白 marker 鉴定。Transwell 实验，划痕实验和裸鼠尾静脉

成瘤实验评价高转移能力细胞分泌外泌体对低转移胃癌细胞的促迁移和和侵袭作用。通过MicroRNA

芯片和 Real-time PCR 筛选出高低转移细胞分泌的外泌体中显著差异的 MicroRNA。利用报告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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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0 条癌性通路中筛选出高转癌细胞外泌体对低转细胞通路激活作用。以炎症和趋化因子的 PCR

芯片及 ELISA 筛选出活化的低转移细胞分泌增强的细胞因子。收集正常人，未发生远处转移及远处

转移病人血清并检测血清外泌体中 MicroRNA 的表达差异并作统计分析。胃癌组织芯片分析癌旁组

织，胃癌组织和胃癌远处脏器转移中的 MicroRNA 表达情况。 

结果 体外实验表明高转移的胃癌细胞通过分泌外泌体增强低转移胃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及能力。体

内实验表明高转移的胃癌细胞通过分泌外泌体增强低转移胃癌细胞的肺转移能力。高转的胃癌细胞

分泌外泌体中高表达的 miR-17-92 基因簇可以激活低转细胞 NF-κB 通路。活化的低转移细胞通过分

泌趋化因子 CCL22 进一步促进肿瘤进展。临床数据显示血清外泌体中 miR-17-92 表达高低与胃癌

病人的远处器官转移有关。组织芯片结果表明胃癌远处转移的脏器中 miR-17-92 的表达最强，其次

是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 

结论 不同转移能力的胃癌细胞之间可以通过分泌外泌体中 miR-17-92 进行细胞之间的相互交流，从

而加强了低转移能力细胞在体内外的转移能力。从而为胃癌远处脏器转移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潜在

的靶点和和对策 

 
 

PU-2078 

益生菌和中药与标准四联药物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疗效及 

安全性的平行对比临床观察 

 
刘东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同步平行对比研究我院目前常用的几种根除幽门螺杆菌方案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 13
C 呼气试验阳性的慢性胃炎患者 600 例，随机分组分为 3 组，基础用药统一为雷贝拉

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A 组使用胶体果胶铋胶囊，B 组使用整肠生胶囊，C 组使用中药胃得安

胶囊，疗程 14 天，治疗结束 4 周后复查 13
C 呼气试验，阴性者为幽门螺杆菌根除成功。结果：比

较 3 组患者幽门螺杆菌根除率、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除菌率高低依次为 B 组> A 组> C 组，但三者并无统计学意义，差异不显著(P>0.05）。初治

组中除菌率三者无统计学差异(P>0.05），复治组中 B 组除菌率明显高于 A 组和 C 组，差异显著

(P<0.05）见表 2。不良反应发生率 A 组最高，C 组最低，差异显著(P<0.05）见表 3。 

结论  3 组联合用药方案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均有显著的临床疗效，益生菌整肠生胶囊组在复治的除

菌治疗中有更好的疗效，中药胃得安胶囊组取得和四联铋剂组除菌同样疗效，且不良反应少。 

 
 

PU-2079 

Tips 术后肝性脑病的预见性护理 

 
赵蓉,周爽,王姣姣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探讨 TIPS 术后发生肝性脑病的预见性护理。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在陆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消化内科行

TIPS 术的患者 4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4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采取

预见性护理，比较两组肝性脑病的发生率。对照组术后返回病房后给予心电监护、吸氧、术侧肢体、

穿刺点及患者主诉情况的护理，按照要求 30min 监测生命体征 1 次，连续监测 2 小时后，间隔 2 小

时监测 1 次至 24 小时，患者如有不舒服报告医生给予及时对症处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预

见性护理措施，具体方法如下：1、病情观察 ①加强护士的理论知识培训，结合临床表现提高病情

观察的能力；②30min 巡视病房连续巡视 2 个小时后改为 1 小时巡视至术后 24 小时，与患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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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采取简单的提问方式，如：计算力、定向力、家庭成员情况以及十以内的加减法等测试来判

断患者的时间、地点、定向力、计算力有无异常，并向家属交代注意 观察患者有无性格改变及精神

状态等方面的异常改变；2、健康教育 向患者及家属介绍 TIPS 术与肝性脑病的有关知识，使其认

识到肝性脑病的诱发因素及临床表现，并嘱咐做好避免诱因的各类措施；3、饮食护理 加强饮食管

理，术后禁食 24 小时，指导患者及家属正确的膳食搭配，术后一周内禁食豆类、肉类等含高蛋白食

品，严格限制蛋白质的摄入量，蛋白质摄入量在术后 2d 限制在 20g/d 以内，每 3-5d 增加 10g 蛋白

质，以逐渐增加患者对蛋白质的耐受性，最后增加到 0.8-1.0g/（kg.d）；4、药物使用 及时使用抗

肝性脑病药物，准确记录出入量，避免快速和大量的排钾利尿和放腹水，及时纠正低钾、低钠和低

氯血症及碱中毒；5、去除和避免诱发因素 TIPS 术后患者肠蠕动减弱，卧床、活动减少，易发生便

秘，常规给予口服乳果糖保持大便通畅；6、预防感染 加强病房管理，限制探视，保持病房空气流

通，做好基础护理。 

结果 观察组TIPS术后发生肝性脑病的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TIPS术后发生肝性脑病的几率，P<0.05。 

结论  预见性护理应用在 TIPS 术后患者的管理中，可以对患者病情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与判断，提前

预知存在风险，从而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对挽救患者的生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U-2080 

对病人及家属的心理护理 

 
吴娟娟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心理护理已成为现代护理模式和护理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直接关系到病人是否能得到及时正确的医治。疾病治疗的成败与护理工作质量有密切的关系，要

提高医疗护理质量，除了给病人做好基础护理外，还必须注意病人的心理状态，了解和掌握病人的

心理需要，消除各种不良的心理因素，以取得病人的积极配合。 

方法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单纯性地为病人做心理护理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只有通过家属的积

极配合，通过家属与患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熟悉的表达方式，使病人的心理护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使护理计划得以顺利实施，既有利于病人的康复，又能减少护患纠纷的发生， 

结果 然而我们同时发现大部分家属也比较紧张、焦虑、恐惧。他们过分照顾病人、夸大病情，对医

务人员提出过高要求，所以我们要想做好病人的心理护理，首先要做好病人家属的心理护理。 

结论 很多患者在发现自己患病后，都会引起心理的一些忧虑，尤其是患病较为严重的病人会产生恐

慌，焦躁，负担这些心理的变化势必会影响病人的康复，所以做好全面的心理护理是首要之选。 

 
 

PU-2081 

ACT 疗法在改善肝硬化腹水住院患者心理灵活性中的运用 

 
李燕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 ACT 疗法在改善肝硬化腹水住院患者心理灵活性中的运用。 

方法 选取 2017 年 5 月-2017 年 8 月我院消化内科入院的 96 例肝硬化腹水住院患者为对照组，对

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治疗、护理及出院指导。选取 2017 年 9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消化内科入院的 89

例肝硬化腹水住院患者为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由 ACT 治疗小组实施 ACT 疗法。干预前及干

预后填写调查问卷，比较两组患者心理灵活性、焦虑抑郁水平、免疫功能的水平。 

结果 实验组心理灵活性、免疫功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焦虑抑郁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 

对照组，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治疗、护理及出院指导。选取 2017 年 9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消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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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入院的 89 例肝硬化腹水住院患者为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由 ACT 治疗小组实施 ACT 疗法。

干预前及干预后填写调查问卷，比较两组患者心理灵活性、焦虑抑郁水平、免疫功能的水平。 

结论 在住院患者心理健康教育中运用 ACT 疗法能提高患者心理灵活性、缓解焦虑抑郁、提升患者

免疫功能。farea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实验组心理灵活性、免疫功能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P<0.05），焦虑抑郁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治

疗、护理及出院指导。选取 2017 年 9 月-2017 年 12 月我院消化内科入院的 89 例肝硬化腹水住院

患者为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由 ACT 治疗小组实施 ACT 疗法。干预前及干预后填写调查问卷，

比较两组患者心理灵活性、焦虑抑郁水平、免疫功能的水平。 

 
 

PU-2082 

同质性团体心理辅导在改善肝硬化腹水患者 

配偶心理状况中的应用 
 

卢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同质性团体心理辅导在改善肝硬化腹水患者配偶心理状况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我院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入院的肝硬化腹水患者配偶 100 名，将 2017 年 1 月

—2017 年 6 月入院的 52 名患者配偶设为对照组，给予患者和配偶消化内科常规护理及健康指导、

个性化心理护理。2017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入院的 48 名患者配偶为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

予同质性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前、后观察两组配偶的负性情绪（焦虑、抑郁）及患者社会支持的情

况。 

结果 干预后实验组的配偶负性情绪低于对照组，患者社会支持度高于对照组（P<0.05），配偶的

负性情绪与患者社会支持度成负相关。 

结论 同质性团体心理辅导提高配偶社会支持，改善患者情绪状况，有利于患者身心疾病康复。 

 
 

PU-2083 

内镜、手术及生长抑素类似物治疗后 1 型胃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复

发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 

 
陈楚岩,徐天铭,李景南 

北京协和医院 

 

目的 1 型胃神经内分泌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 NEN）的发病率正逐年升高，但是其治疗方

法仍存在争议。目前主要的治疗手段有内镜下切除、手术切除及生长抑素类似物治疗。最新的 ENETS

指南推荐对直径＜1cm 的 1 型胃 NEN 进行 1-2 年内镜随访观察，对直径≥1cm 或有浸润固有肌层可

能的 1 型胃 NEN 进行内镜切除，难以切除的多发病灶则可以选用生长抑素类似物进行治疗。胃 NEN

经常发生胃内复发，但是由于 NEN 的低发病率，目前仍没有大型临床研究对各种手段的治疗效果及

复发率进行对比。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 1 型胃 NEN 在治疗后的复发率，以帮助确定合适的随访策

略。 

方法 以 type 1 gastric neuroendocrine tumor、recurrence 等为检索词检索 200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MEDLINE、EMBASE、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的英文文献。应用 Stata14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总共有 13 篇文献符合纳入标准，共涉及 294 个研究对象。Meta 分析的结果显示：总体复发

率为 24.4%（95% CI：14.3%-34.4%， I
2
=82.7%）。涉及手术治疗的文献共 3 篇，复发率为 8.4%

（95% CI：1.4%-15.4%，I
2
=0）。涉及生长抑素治疗（治疗后停药观察）的文献共 2 篇，复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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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95% CI：12.8%-44.7%，I
2
=0）。涉及内镜治疗（包括钳夹、EMR 或 ESD）的文献共 8

篇，内镜治疗后的复发率为 29.8%（95% CI：14.0%-45.7%，I2=88.3%），存在较大异质性，进行

亚组分析后，肿瘤直径≤5mm 的复发率为 43.7%，＞5mm 的复发率为 32.6%（p=0.45）；胃泌素

≥600pg/ml 的复发率为 29%，胃泌素＜600pg/ml 的复发率为 63.6%（p＜0.05）；CgA≥100ng/ml

的复发率为 63.6%，CgA＜100ng/ml 的复发率为 29%（p＜0.05）。 

结论 1 型胃 NEN 复发率较高。手术治疗由于切除了全胃或胃窦，可使复发率显著降低，但是患者

所受创伤较大，近年来被认为是过度治疗。最新研究中，生长抑素类似物治疗提倡使用至肿瘤消退

后停药，但是停药后复发率较高，需要进行规律的内镜随访。内镜治疗的文献存在较大异质性，可

能由于操作者水平差异而产生区别，有趣的是亚组分析发现胃泌素升高并不与高复发率正相关。 

 
 

PU-2084 

慢性肝病慢病管理模式在肝硬化腹水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王红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慢性肝病慢病管理模式在肝硬化腹水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6 年 4 月-2018 年 4 月 50 例自愿参加慢病管理的肝硬化患者，并对其进行为

期 1 年的慢病管理，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了解情况、生活质量以及并发症的差异。 

结果 采用慢病管理模式后，患者对疾病基础知识、用药知识、饮食知识、皮肤护理知识和病情监测

知识的了解人数显著多于慢病管理前，患者好的行为方式，如远离危险因素（禁烟、禁酒，避免辛

辣坚硬刺激性食物，远离肝损伤环境和食物药物，控制体重）、饮食、休息活动、服药以及复诊依

从性均显著优于管理前，而消化道出血和肝性脑病等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低于管理前，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采用慢病管理模式后，患者生活质量量表各纬度得分显著高于管理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慢病管理模式实施后，肝硬化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水平明显提升，患者的行为方式、复

诊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提高。 

  
 

PU-2085 

环状 RNA 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表达谱分析及对 

肠上皮细胞屏障功能的影响 

 
王婷婷,张育军,高芳芳,叶磊,韩影,刘玉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1.明确环状 RNA 及 mRNA 在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肠粘膜组织中的表达谱改变；2.探究来

源于 ABR 基因的环状 RNA circ-ABR 对于肠上皮细胞屏障功能的影响。 

方法 1.我们采用环状 RNA 及 mRNA 芯片对 5 位 UC 患者中受累肠粘膜组织及非受累肠粘膜组织进

行表达谱分析；2.对表达改变明显的环状 RNA 及 mRNA 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并构建二者的共

表达网络；3.结合表达倍数改变及原始信号值大小，我们对 30 对 UC 患者受累及非受累肠粘膜组织

中的部分环状 RNA 及 mRNA 使用 qRT-PCR 进一步验证，挑选重点关注的环状 RNA；4.使用 LPS、

TNF-α、IL-1β 刺激结肠上皮细胞系 CACO2、HT-29 及 NCM460 细胞体外模拟肠炎发生，检测重点

关注环状 RNA 的表达改变。 

结果 1.UC 患者受累组织相较于非受累组织中差异倍数>1.5 且 P<0.05 的环状 RNA 共有 110 个表达

上调、152个表达下调；2.通过qRT-PCR我们验证出与肠上皮细胞屏障相关的分子：CLDN-2、ZO-1、

CLDN-8、occludin 等在 UC 患者受累组织中表达明显改变（P<0.05），而环状 RNAcirc-PRK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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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SOD2、circ-PKD1 在 UC 受累组织中明显上调（P<0.05），而 circ-ABR、circ-SATB、

circ-ZKSCAN1 在 UC 受累组织中明显下调（P<0.05）；3.通过对上述表达异常的环状 RNA 及与肠

上皮屏障相关分子进行相关性分析，我们发现 circ-ABR 与肠上皮屏障分子 CLDN-8 及 ZO-1 均有正

相关性，而与上皮细胞孔道蛋白 CLDN-2 具有负相关性；4.使用 LPS、TNF-α、IL-1β 刺激结肠上皮

细胞系 CACO2、HT-29 及 NCM460 细胞 1-7h 后，均可发现 circ-ABR 表达出现下调，而 circ-SOD2

表达出现上调，与 UC 肠粘膜组织中的表达改变情况一致。 

结论 UC 患者肠粘膜组织中多种环状 RNA 均出现表达异常，circ-ABR 与肠上皮细胞屏障功能相关

分子具有相关性且在体外实验中 circ-ABR 可因炎症因子的刺激出现表达下调，这提示环状 RNA 可

能通过影响肠上皮屏障功能参与了 UC 的发病。 

 
 

PU-2086 

循证护理在反流性食管炎病人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徐永香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了解循证护理在反流性食管炎病人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在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进入医院进行治疗的 140 例反流性食管炎患者，将其平分

为对比组和研究组。对比组使用常规的护理方法，而研究组则使用循证护理，并且了解两种护理方

法的具体效果. 

结果 研究组的护理效果显著优于对比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的满意程度评分显著

优于对比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运用循证护理方法进行护理反流性食管炎患者,可以有效有效解决缓解患者的症状，提高患者

护理的效果。并且其患者为主，明显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PU-2087 

食道胃钡餐检查可安全有效检测老年胃食管返流病 

 
张岱,王儒阳,王炳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食道胃钡餐检查检测老年胃食管返流病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方法 随机选取年龄大于 75 岁、有烧心和/反酸症状的门诊就诊患者，同意胃镜检查的 23 例（男性

17 例，女性 6 例，最大年龄 88 岁）患者按照常规进行，其中 16 例采用无痛胃镜检查；家属或患者

对胃镜有顾虑，或有心脏疾病而不同意胃镜检查并接受食道胃钡餐检查的 34 例（男性 21 例，女性

13 例，最大年龄 91 岁）患者。 

结果 符合胃食管反流病诊疗指南的患者16例（69.6%，6例伴随食管裂孔疝，2例合并巴瑞特食管），

其他 7 例未见明显异常；接受食道胃钡餐检查的 34 例中 32 例（94.1%）有明显的食道胃连接处增

宽或钡剂残留，或在钡剂达到十二指肠而食道下段仍有团状钡剂残留，部分患者透视下可见返流，

检查床太高>22 度、并略向左侧倾斜后反流停止。胃镜检查有 3 例发生不同程度的呛咳，钡餐透视

仅有一例。  

结论 食道胃钡餐检查检测老年胃食管返流病的安全性和准确性均好于胃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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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88 

降脂益生菌调节胆固醇代谢改善小鼠非酒精性脂肪肝 

 
曹少锋,郑鹏远,梅璐,黄煌,孙向东,蒋杰,任士萌,赵锐豪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原: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一种由鼠李糖乳杆菌 DM9054 和植物乳杆菌 86066 组成的降脂益生菌联合制剂对非酒精

性脂肪性肝病(NAFLD)小鼠胆固醇代谢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 

方法 24 只雄性 LDLR-/-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及益生菌干预组。高脂饮食(HFD)15 周建立

小鼠 NAFLD 模型，造模同时给予干预组鼠李糖乳杆菌 DM9054 联合植物乳杆菌 86066 灌胃，对照

组及模型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实验过程中，我们监测各组小鼠体重变化。实验结束后，检测

小鼠血清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的

水平差异。检测小鼠肝脏组织病理变化。使用 Realtime PCR 检测小鼠肠道内法尼脂受体(FXR) 

mRNA、顶端膜钠依赖的胆汁酸转运体(ASBT)mRNA、纤维生长因子 15(FGF-15) mRNA 和三磷酸

腺苷结合盒转运体 G5(ABCG-5)mRNA 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检验小鼠肝脏胆固醇 7α-羟化酶

(CYP7A1)、法尼脂受体(FXR)、三磷酸腺苷结合盒转运体 G8(ABCG-8)、清道夫受体 BI(SR-BI)、

3-羟基-3-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 A 还原酶(HMGCR)、胆盐输出泵(ABCB-11)、纤维生长因子受体

4(FGFR-4)和胆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2(SREBP-2)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与模型组相比，降脂益生菌干预组小鼠体重减轻 (P<0. 05)；小鼠血清 TC、TG、LDL 水平降

低，HDL 水平升高 (P<0.05)；小鼠肝脏脂肪变性和炎性细胞浸润的现象显著减少；小鼠肠道 ASBT 

mRNA 和 ABCG-5 mRNA 表达水平明显降低(P<0.05)，FGF-15 mRNA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5)，

FXR mRNA 表达水平无统计学差异(P>0.05)；小鼠肝脏 FGFR-4 蛋白表达水平升高(P<0.05)，

SREBP-2 和 HMGCR 蛋白表达水平降低(P<0.05)，FXR、CYP7A1、SR-BI、ABCG-8、ABCB-11

蛋白表达水平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由鼠李糖乳杆菌 DM9054 和植物乳杆菌 86066 组成的降脂益生菌联合制剂可能通过下调

SREBP-2 表达水平，抑制 HMGCR 表达，减少胆固醇的生成；通过激活 FXR-FGF15 通路调节胆

汁酸代谢从而起到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作用。 

 
 

PU-2089 

肠道细菌相关SFRP1通过抑制 Th17细胞分化调节肠道炎症发生 

 
肖捷,王金霞,彭坤,高采平,何冲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分泌型卷曲相关蛋白 1（secreted frizzled related protein 1, SFRP1）在 IBD CD4
+
 T 细胞

中表达水平以及肠道细菌对其表达的影响，研究 SFRP1 调节 IBD 肠黏膜 Th17 细胞分化、维持肠道

稳态的免疫机制。 

方法 收集无特殊病原菌（SPF）和无菌（germ free, GF）小鼠 CD4
+ 
T 细胞，qRT-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 SFRP1 表达。慢病毒（lentivirus, LV）转染 CD4
+ 
T 细胞，过表达 SFRP1，并激活、诱导

分化后检测细胞增殖、凋亡、向各个 T helper 细胞亚群方向分化的情况以及相关细胞因子表达。高

通量芯片测序，检测 SFRP1 下游调控的基因并体外验证。建立小鼠 TNBS 诱导急性结肠炎模型，

并通过尾静脉体内注射 LV- SFRP1 shRNA，观察结肠炎症程度，分析肠黏膜内 CD4
+
 T 细胞增殖、

凋亡及相关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收集活动期CD、UC患者及肠镜无异常者的肠黏膜和外周血CD4
+，

qRT-PCR 检测 SFRP1 表达。 

结果 GF 小鼠脾脏、肠黏膜 CD4
+ 

T 细胞表达 SFRP1 较 SPF 小鼠明显增高。Pam3CSK 刺激 SPF

小鼠CD4
+ 
T细胞后SFRP1表达明显下降，但TLR2或MyD88敲除的CD4

+ 
T细胞无此效应。SFRP1

过表达的 CD4
+ 
T 细胞向 Th17 方向分化能力明显下降，Th17 相关致病性标记因子（CXCL3、CS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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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23R）表达下调。免疫共沉淀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提示 SFRP1 与 STAT3 直接结合，并抑制

STAT3 信号通路激活。接受 LV-SFRP1 shRNA 的 TNBS 小鼠结肠炎明显加重，肠黏膜内炎症细胞

（F4/80
+巨噬细胞、MPO+中性粒细胞、CD11c+ 树突细胞）浸润以及 IL-17A

+
 CD4

+ 
T 细胞比例、数

量明显增多。活动期 IBD 患者肠黏膜组织及外周血 CD4
+中 SFRP1 表达显著下降，并与 IBD 疾病

严重程度呈负性相关。 

结论 SFRP1 表达受肠道细菌负性调控，并通过下调 STAT3 通路激活，抑制致病性 Th17 细胞分化，

在 IBD 发生中扮演了免疫保护的角色。SFRP1 可能成为 IBD 治疗新靶点。 

 
 

PU-2090 

晚期老年胃癌患者肠内营养途径选择的体会 

 
张岱,王炳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晚期老年胃癌患者肠内营养途径的选择技巧 

方法 回顾性总结了过去 5 年内科收治的年龄大于 65 岁的晚期胃癌患者 45 例，男性 41 例，女性 4

例。35 例位于胃窦部，3 例位于贲门部，1 例位于胃角小弯侧，残胃癌 6 例。13 例（包括 3 例餐位

癌）内镜下放置胃空肠营养管，1 例介入下胃造瘘放置空肠营养管，3 例放置鼻胃管（均为残胃癌）；

其余 18 例经口进食和周围静脉营养。2 年来，我们前瞻性观察和随访 2 例胃造瘘置管营养和 1 例残

胃癌患者空肠营养。 

结果 单纯内科保守治疗和周围静脉营养的 18 例患者在院 7-45 天，3 例因消化道大出血死亡，2 例

重度低蛋白血症及恶液质死亡，其余患者出院或自动退院，但出院时营养评分均降低 50%以上，并

与住院时间长短有关。内镜下放置营养管的 13 例患者均于 2 周之内出院，与入院时相比，营养评分

无变化或略有提高；3 例放置鼻胃管的患者中有 2 例经常出现胃潴留和反复少量消化道出血导致持

续贫血，住院时间明显延长。前瞻性随访一例残胃癌患者 15 个月，尽管偶有大便潜血阳性，但生命

体征平稳，营养状态稳定；一例空肠营养患者尽管发生胃的慢性穿孔，也没有发生弥漫性腹膜炎的

改变；内镜下胃造瘘患者开始行胃内营养 2 个月后，因胃潴留改为内镜直视下经造瘘管置入空肠营

养管进行营养，随访 3 个月余生命体征平稳，营养评分稳定，生活质量良好。 

结论 晚期老年胃癌患者肠内营养途径以内镜下造瘘置入空肠营养管为首选，不仅能够提高患者的营

养，还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 

 
 

PU-2091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治疗晚期胃癌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英南,吴忱思,张瑞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评估在真实世界中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晚期胃癌患者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分析我院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接受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的 33 例晚期胃癌患者，直至出

现疾病进展、不可耐受的不良反应或死亡，分析其疗效和安全性。 

结果 24 例患者可进行疗效评价，其中 CR 者 0 例，PR 者 5 例（20.8% ），SD 者 12 例（50%），

PD 者 7 例（29.2%），ORR 为 20.8%，DCR 为 70.8%。患者中位 PFS 为 3.4 个月，中位 OS 为

5.6 个月。常见的不良反应为乏力、高血压、食欲不振及手足综合征等。COX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

分析显示，随着阿帕替尼治疗线数的增加患者疾病进展风险增加（HR=1.962，95%CI为1.267-3.038，

P=0.003），死亡风险增加（HR=2.496，95%CI 为 1.493-4.173，P=0.000）；同时发现阿帕替尼

联合化疗降低了疾病进展风险（HR=3.311，95%CI 为 1.336-8.206，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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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甲磺酸阿帕替尼在晚期胃癌的治疗中具有较好的疾病控制及生存获益，不良反应可耐受，值得

推广。 

 
 

PU-2092 

Identification of sequence polymorphisms in the 
mitochondrial cytochrome c oxidase genes as risk factors 

for gastric cancer 

 
yingnan wang,Hongcai Wang,Zhanjun Guo,Ruixing Zhang 

The Fourth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Objective Gastric cancer (GC) is histologically and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and is influenced 
by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In this study, we sequenced the cytochrome c oxidase (COX) 
genes in mitochondrial DNA (mtDNA) coding region to identify th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that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gastric cancer. 
Methods We evaluate SNPs in the COX genes of mtDNA coding region in GC patients with a 
case-control study. The χ2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single SNP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116 GC patients and 120 healthy controls. 
Results In this study, the frequent allele of 9540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for GC, whereas the frequent allele of 9548G wa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risk to GC.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analysis of the genetic polymorphisms COX genes may be useful for 
diagnosis of high-risk individuals for GC. 
 
 

PU-2093 

pi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in colorectal cancer using deep 
sequencing 

 
尹洁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Objective Colorectal cancer remains a serious threat to human health with high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Piwi-interacting RNA (piRNA) is a novel class of non-coding RNAs (ncRNAs), 
which are expressed aberrantly in many types of tumors. However, Changes in pi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colorectal cancer have not been investigated. This part of the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pi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screen out 
colorectal cancer-related piRNAs. 
Methods Deep sequencing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pi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betwee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and adjacent tissues, as well as screen for colorectal 
cancer-related piRNAs. Then, the expression of these colorectal cancer-related piRNAs was 
verified by real-time PCR, and further analyzed for any correlation with patients’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Deep sequencing showed that global piRNAs of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and adjacent 
tissues accounted for 0.17‰ and 0.23‰ of small ncRNAs in the species, respectively, and for 
0.11‰ and 0.08‰ of small ncRNAs in the expression, respectively. Although the expression of 
piRNAs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and adjacent tissues was extremely low, it was marked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tissues, and the global piRNAs expression was up-regulated in 
colorectal cancer. We identified 33 up-regulated piRNAs and 2 down-regulated piRNAs in 
colorectal cancer, among which piR-18849, piR-19521 and piR-17724 are the top three 
up-regulated piRNAs in colorectal cancer. Real-time PCR further confirm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piR-18849, piR-19521 and piR-17724 was higher in 80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than tha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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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red adjacent tissues. Moreover, the expression of piR-18849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degree of tumors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piR-19521 expression only 
associated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degree of tumors. However, there were no an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piR-17724 and the patient's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onclusions These data reveals that the global expression of piRNAs is up-regulated in 
colorectal cancer, suggesting that piRNAs may be involved in colorectal tumorigenesis. piR-18849 
and piR-19521 could be prognostic biomarkers for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PU-2094 

基于常规临床资料的原发性肝癌胸腹部转移的 

诊断及其预测因素分析 

 
胡佳

1,2
,王婷

1,2
,张焜和

1,2
,陈思海

1,2
,何瑜婷

1,2
,袁海良

1,2
,王玉琪

1,2
,吕农华

1,2
 

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江西省消化疾病研究所 

 

目的 原发性肝癌（PHC）是否存在胸腹部转移，往往需要较复杂或昂贵的检查才能明确。本研究以

常规临床资料为变量，通过机器学习建立 PHC 胸腹部转移的数学诊断模型，评价其诊断价值，分析

主要的预测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本院住院治疗的 PHC 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人口学、病因学、实验室检查、影像

学检查等。利用 SPSS Modeler14.1，按 7:3 的比例随机将病例分为训练组和验证组，通过支持向量

机（SVM）和决策树（DT）建立转移诊断模型，计算各模型诊断转移的敏感度（SEN）、特异度(SPE)、

准确度(ACC)、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值(NPV)，并探讨模型中自变量的贡献度。 

结果 共 330 例患者有完整资料，训练组 225 例，验证组 105 例。训练组中男性 182 例（80.9%），

女性 43 例（19.1%），平均年龄 55.7±11.5 岁，有转移 91 例（40.4%），无转移 134 例（59.6%）；

验证组中男性 80 例（76.2%），女性 25 例（23.8%），平均年龄 56.6±12.5 岁，有转移 43 例（41.0%），

无转移 62 例（59.0%）。利用特征选择优选 22 项临床因素为重要变量（P<0.05），包括肝内肿瘤

状态（最大直径、多病灶和血管侵犯）、肿瘤标志物（CA12-5、CA19-9 和 CEA），血常规（WBC、

NEUT 和 PLT）、肝功能（ALT、AST、TBIL、DBIL、ALB、GLB、GGT 和 ALP）、临床状态（肝

硬化、腹水和感染）、性别及乙肝病史。在训练组，SVM 模型诊断转移的 SEN、SPE、ACC、PPV

和 NPV 分别为 67.5%、75.4%、72.4%、61.5%和 79.9%， DT 模型分别为 71.4%、73.5%、72.9%、

54.9%和 85.1%；在验证组，SVM 模型分别为 80.0%、83.1%、81.9%、74.4%和 87.1%，DT 模型

分别为 71.9%、72.6%、72.4%、53.5%和 85.5%。进入 SVM 模型的变量（贡献度）为感染（61%）、

肝硬化（15%）、CA19-9（15%）、CA12-5(7%)和肿瘤最大直径（2%）；进入 DT 模型的变量（贡

献度）为感染（44%）、CEA（22%）、乙肝病史（22%）和肿瘤最大直径（12%）。 

结论 利用常规临床资料建立数学模型，可以一定程度诊断 PHC 胸腹部转移，肿瘤特点、肿瘤标记

物、临床状态和乙肝病史是 PHC 转移的主要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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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95 

Expanding the Proposed Indications for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to Include Mixed-type Early Gastric 

Cancer: A Twelve-year Retrospective Study 

 
Yuan Sheng,Haibo Wu,Kaiguang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Objective Mixed-type early gastric cancer (EGC) is more aggressive, and the suitability of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for mixed-type EGC is controversial. We explored the 
expansion of the proposed indications for ESD and whether mixed-type EGC should be included.  
Methods We reviewed clinicopathological data from 123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radical surgery 
for EGC. Magnifying endoscopy with narrow-band imaging (ME-NBI) data from 25 patients with 
mixed-type EGC were also collected. Lesions were classified as mixed type (predominantly 
differentiated (MD) and predominantly undifferentiated (MU) type) and non-mixed type 
(differentiated and undifferentiated type). We explored the feasibility of ESD by analyzing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lymph node metastasis (LNM), and the ME-NBI features of 
mixed-type EGC.  
Results Mixed-type EGC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LNM. The MU type primarily exhibited 
a corkscrew microvascular pattern and an absent microsurface pattern. Regarding the indication 
for ESD, LNM risk was less than 1% for the MD and differentiated types;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undifferentiated type, the MU type was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ly higher LNM risk 
(P<0.01). 
Conclusions MD type but not MU type may be treated with ESD. The specific ME-NBI pattern of 
MU type may be an auxiliary diagnostic marker.  
 
 

PU-2096 

绿茶对大鼠胃粘液屏障和胃排空的影响及其量-效关系 

 
贾林

1
,邓祺

1
,郭婉薇

2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 

2.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为了探究不同浓度的绿茶水浸液对大鼠胃部的黏液屏障和胃排空率的影响，以及不同浓度的绿

茶水浸液对机体胃部是否存在保护作用和不良影响，从而为广大人群提供健康的饮食建议。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用 48 只 5 周龄大小，体重 150-180g 的 SPF 级雄性大鼠，标号并

随机分成 4 组：空白对照组、1.5g 组、3g 组和 6g 组（克数表示每 100ml 水配绿茶的重量）。实验

组的大鼠喂养绿茶，绿茶每天更换，采用不同克数茶叶和 100 毫升自来水，85℃水煮制 5 分钟后过

滤，用保鲜膜封口放至室温再装进饮水瓶供大鼠饮用；对照组则饮用 85℃煮制 5 分钟后的自来水，

其余饲养条件一致，饲养一个月后进行各项指标测定，包括：血清 PGⅠ、PGⅡ和 PGE2，胃酸分

泌量，胃粘液厚度，胃排空率，胃粘膜炎性指数以及胃粘膜氨基己糖含量等。血清 PGⅠ、PGⅡ和

PGE2含量的测定采用大鼠心脏取血，离心后取上层血清，用 ELISA 方法测定。胃酸分泌量采用―30

分钟酚红剩余量法‖测定。胃酸分泌量采用―1 小时胃酸收集法‖测定。胃黏液层厚度：分离胃黏膜并

切成薄片，直接放在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测量黏液层厚度。胃黏膜炎症程度采用 Rauws 分级标准

进行评分。 

结果 1.绿茶对胃黏液层厚度有明显作用，绿茶浓度越高，大鼠胃粘液层厚度越薄，且对照组与 3g

组、6g 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绿茶能影响大鼠胃排空率，绿茶浓度越高，胃排空率越高，

除 3g 组和 6g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绿茶能影响大鼠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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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分泌量，绿茶浓度越高，胃酸分泌量越高，但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血清 PGⅠ、PGⅡ和

PGE2，胃黏膜炎性指数以及胃黏膜氨基己糖含量等指标，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绿茶能降低大鼠胃黏液层厚度，浓度越高，黏液层越薄；2. 绿茶能提高大鼠胃排空率，浓度

越高，排空率越高。 

 
 

PU-2097 

Bcl-9 通过维持肠上皮屏障功能及抑制炎症因子分泌 

参与调节肠黏膜炎症发生 

 
彭坤,王金霞,肖捷,高采平,何冲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 B 细胞淋巴瘤因子-9（BCL-9）在 IBD 肠上皮细胞（IEC）中的表达水平，探索其对肠道

屏障功能的影响及肠黏膜炎症发展的调控作用。 

方法 收集 CD、UC 患者及肠镜无异常者的内镜肠黏膜活组织检查标本，分离提取 IEC，qRT-PCR、

western blot 检测 IEC 中 Bcl-9 的表达水平。免疫组织化学分析肠黏膜内 Bcl-9 原位表达。体外培养

IBD 患者原代 IEC，使用多种细胞因子（如 TNF-a、IL-6 等）刺激后，检测 Bcl--9 表达及肌球蛋白

轻链激酶（MLCK）激活水平。构建表达 Bcl-9 shRNA 的慢病毒载体（LV-Bcl-9 shRNA），转染肠

上皮细胞系 SW480 和 HCT116，检测跨上皮细胞电阻抗（TEER）及紧密连接蛋白（TJ）表达、

MLCK 激活水平，分析炎症细胞因子表达。建立小鼠 DSS 诱导急性结肠炎模型，并通过尾静脉体内

注射 LV-Bcl-9 shRNA，观察结肠炎症程度，收集肠上皮细胞并培养过夜，ELISA 检测培养上清液中

炎症因子表达水平，FITC-dextran 检测肠组织通透性，western blot 及免疫荧光染色检测肠上皮 TJ

表达。 

结果 活动期 IBD患者 IEC中BCL-9表达较正常对照显著降低，并且与 IEC内MLCK激活呈负相关。

TNF-a 刺激原代 IEC 后，Bcl-9 表达显著下调，MLCK 信号通路激活明显上调。LV-Bcl-9 shRNA 转

染后，SW480 和 HCT116 细胞内 MLCK 激活明显上调，TEER 明显下调，ZO-1、occludin 等紧密

连接蛋白表达较对照组显著降低，IL-1b、IL-6、TNF-a 等炎症因子表达水平显著上调。接受 LV-Bcl-9 

shRNA 的 DSS 小鼠结肠炎明显加重，结肠组织炎性损伤、炎性细胞浸润较对照组明显加重，IEC

内 MLCK 激活显著上调，结肠通透性明显升高，ZO-1、occludin、E-cadherin 表达显著下降，肠黏

膜组织内 IL-1b、IL-6、TNF-a 水平明显升高。 

结论 Bcl-9 在 IBD 患者 IEC 中表达显著降低，并通过抑制 MLCK 激活，加强 IEC 内紧密连接蛋白

表达，阻断促炎症细胞因子分泌，参与抑制肠道炎症的发生。Bcl-9 为临床上靶向治疗 IBD 提供了

新的思路。 

 
 

PU-2098 

无痛胃镜未必适合高龄患者的单纯胃镜检查及各种营养管的置入 

 
刘露露

1
,王炳元

2
 

1.襄阳市中心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最常用的无痛麻醉药物是丙泊酚，其说明书中明确提出如产生低血压或暂时性呼吸停止时，需

加用静脉输液或减慢给药速度；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肝肾疾病及衰弱患者应慎用，大于 55 岁的

患者用量宜减少 20%。高龄患者几乎都存在着这些不同的风险。临床上更常见的是呼吸功能恢复的

延迟和吸入性肺炎，特别是进行各种营养管置入时耗时过长，这种风险就更大。所以探讨高龄患者

胃镜检查及胃镜下各种营养管植入术时无痛麻醉的利与弊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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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随机抽取进行无痛胃镜进行放置空肠营养管的高龄患者（>70 岁）10 例，按照麻醉科常规评

估后进行麻醉后胃镜直视下放置空肠营养管；前瞻性选取 10 例高龄患者，非麻醉状态下进行胃造瘘

2 例，放置空肠营养管 8 例。观察患者的苏醒时间，是否有呛咳和是否用抗生素治疗。 

结果 无痛胃镜患者苏醒时间最短 5 分钟，最长 1 小时，完全清醒最长达 4 小时；2 小时后仍有 4 例

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呛咳；3 例因怀疑吸入性肺炎而应用抗生素。清醒状态下置管患者一直保持清

醒状态，配合良好（包括 2 例胃造瘘患者），未发生吸入性肺炎；胃造瘘患者预防性应用抗生素 1

周。两组患者对营养液的耐受性无差别。 

结论 除操作者技术之外，高龄患者胃镜检查或胃镜下空肠营养管置入术在清醒状态下进行为好。 

 
 

PU-2099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及球囊扩张术治疗贲门失迟缓疗效观察 

 
徐洪雨,狄育竹,杨幼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贲门失弛缓症是一种食管运动性疾病，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传统

的外科肌切开术(Heller 术)、肉毒杆菌毒素、支架植入术、内镜下球囊扩张治疗，自 2008 年日本学

者创建的 POEM 问世后，在大型消化内镜中心得到推广，本次研究我们采用主观评估指标 Eckardt

评分，客观评估指标 TBE 高度测定，比较两种治疗方式的临床疗效。 

方法 分别收集 2014.4 至 2017.4 在我院经 POEM 和 PD 治疗的 AC 患者，术前记录患者体重指数、

食管扩张 Henderson 程度、贲门失弛缓症临床症状评分系统（Eckardt 评分）、定时钡餐食管成像

（Timed barium esophagram，TBE）、术中及住院时间、住院花费、及患者满意程度相关指标。 

结果 POEM 组与 PD 组术后第 1、3、12 月的 Eckardt 评分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在术后 1、3 月的 Eckardt 评分比较结果，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术后

12 月时， POEM 的 Eckardt 评分低于 PD 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OEM 组患者满意度高，但总

住院时间和费用花费更高。而 PD 组的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安全性更好，术后患者不适

感发生率低。 

结论  1、贲门失迟缓症 POEM 长期疗效优于球囊扩张治疗 2、POEM 花费更高，住院时间长。 

 
 

PU-2100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对急性胰腺炎病情 

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 
 

郭宏华,狄艳青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多种原因引起的急性全身性炎症疾病。近年来，其

发病率逐年上升，病死率仍居高不下。本研究旨在探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LR）在预

测 AP 病情严重程度方面的价值，为后续的治疗及改善预后做出贡献。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收集 240 例 AP 患者的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指标。依据 2012 年亚特兰大修订分类

标准分为轻症组和重症组。应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最终 43 对

纳入研究。采用 K-S 检验进行正态性检验，均数比较分别使用 t 检验、秩和检验、卡方检验，以 α=0.05

为检验水准。两组间 NLR 的比较和 NLR 随入院时间的变化趋势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入院不同

时间 NLR 对疾病严重程度的诊断正确性评价采用 ROC 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灵敏度、特异

度等指标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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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重复测量设计方差分析结果示两组患者入院时、入院后 24h 和 48h NLR 有统计学差异

（P<0.001），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入院时和入院 24h NLR 有统计学差异（P=0.025），入院时和

入院 48h NLR 有统计学差异（P<0.001），入院 24h 和入院 48h NLR 没有统计学差异（P=0.068）。

两组患者在入院时、入院后 24h、48h NLR 的变化趋势，呈线性下降趋势（P<0.001）。根据入院

不同时间 NLR 对疾病严重程度的评价正确性绘制 ROC 曲线并计算 AUC，得到入院时、入院 24h 、

48h NLR 诊断 SAP 的 AUC 分别为为 0.660、0.654、0.746。按照 Youden 指数最大的方法确定 NLR

的诊断截断值，入院时 NLR 的截断值为 14.76，灵敏度为 60.5%，特异度为 72.1%；入院后 24h NLR

的截断值为 10.49，敏感度为 67.4%，特异度为 65.1%；入院 48h NLR 的截断值为 6.61，敏感性为

93.0%，特异性为 53.5%。 

结论 1.胆源性因素仍是临床轻症急性胰腺炎的主要病因，但重症急性胰腺炎主要以高甘油三脂血症

为主。2.入院后不同时点 NLR 评估急性胰腺炎病情严重性的截断值是有差异的，是动态变化的。3.

入院后 48h 的 NLR 水平能够更好地反映急性胰腺炎患者病情的严重性。 

 
 

PU-2101 

浅谈慢性胃炎的中西医结合诊治 

 
王彦斌,孙敏娴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关于慢性胃炎的中西医结合诊治的方向方法 

方法 查阅大量慢性胃炎诊治的中西医文献 

结果 国内对于慢性胃炎的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很多，主要以临床疗效观察为主，缺乏以实验为基础的

基础研究，入组病例较少，缺乏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双盲研究，临床研究的可重复性差。 

结论 随着西医的进展，方法得当，慢性胃炎的中西医结合会取得更多新的发现和进展 

 
 

PU-2102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Background Music on 
Colonoscopy 

 
Qiuyu Chen,Wei Zhao,Xin Zhang,Bin Wang,Junling Liu,Yuming Wang,Qingxiang Yu,Bangmao Wa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Colonoscopy is an essential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other 
diseases. Patients generally feel pain and are poorly tolerated by common colonoscopy for the 
reason of the invasiveness, while anesthesia colonoscopy cannot be applied to all patients. 
Therefore, finding a way to reduce the pain of common colonoscopy has important clinical 
implications. Previous research found that music therapy can reduce anxiety and pain. This 
research worked with the effects of background music on the tolerability, pain level, and overall 
efficacy of colonoscopy, and attempt to study the mechanisms.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olonoscopy at the Digestive Endoscopy Center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Airport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2017 were 
consecutively enrolled in this research. All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music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s, according to whether background music was played during the 
colonoscopy. Background music was played in a loop in the OR while patients undergoing 
common colonoscopy; keep the room quiet during the colonoscopy procedures of the controls. 
Autonomic nerve function examinations were performed on all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colonoscopy; at the end of the procedures, the pain intensity reports were measured by patients. 
Subjects and the physician evaluated whether music helps during the process. The 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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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that complete the colonoscopy (reaching the cecum), time of the procedures, and intestinal 
polyp detection rate were recored. 
Results The pain self-evaluation in the music interven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s (3.00 (2.00,4.00) vs. 3.50 (3.00,6.00),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the change in 
the parasympathetic components of the autonomic nervous activity after colonoscopy in the music 
intervention group increased, while the change in the sympathetic components decreased. 92% of 
patients in the music intervention group thought that background music had beneficial effects to 
relieve their pain; the colonoscopy physician thought that background music helped among 96% of 
the processes. The ratio of cases that complete the colonoscopy (reaching the cecum) to all the 
case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usic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s (97.4% 
vs. 92.5%, χ

2
=0.949, p=0.329); the time of the procedures was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6.00 

(5.00, 8.00) min vs 9.50 (5.75, 10.25) min,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etection rate of polyps betwee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A small sample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research found that playing background 
music during the routine colonoscopy can reduce patient pain, improve tolerance to colonoscopy, 
shorten time of colonoscopy procedures,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background music regulating 
autonomic nerve function. 
 
 

PU-2103 

分级心理护理在减轻消化内科病人文化休克中的应用 

 
徐爱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探讨分级心理护理在减轻消化内科住院病人文化休克中的运用。 

方法 对照组（100 例）给予常规心理护理；实验组（100 例）根据 SCL-90 评分结果给予分级心理

护理。出院时对照组及实验组分别填写综合医院成年住院病人应激源评定量表、住院病人心理评定

量表。 

结果 实验组对住院应激的反应明显小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文化休克心理症状较对照组明

显减轻（P<0.05） 

结论 分级心理护理在减轻消化科病人文化休克带来的不良心理反应，提高病人更有效地适应住院生

活能力方面具有显著作用。 

 
 

PU-2104 

结直肠癌患者粪便中 SOX21 基因甲基化检测的临床意义 

 
王农荣

1
,邹鸿志、刘相林

2
,牛凤、赵荣淞、齐岩

3
 

1.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2.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广东省胃肠病学研究所 

3.广州市康立明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目的 评估启动子区甲基化的 SOX21 基因作为结直肠癌粪便基因检测标志物的价值。 

方法 采用定量甲基化特异性 PCR（qMSP）技术在 105 对配对肠癌与癌旁正常组织，以及 240 例

粪便标本（包括 80 例肠癌、77 例腺瘤和 83 例正常）中检测 SOX21 基因的甲基化水平，计算灵敏

度、特异性和 ROC 曲线下面积，并分析 SOX21 基因甲基化与结直肠癌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结果  组织标本结果显示，在特异性为 97.1%（102/105）时，甲基化的 SOX21 基因可以检出

84.8%(89/105)的结直肠癌，检出率与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无关；粪便标本结果显示，在特异性为

97.6%(81/83)时，SOX21 对结直肠癌和腺瘤的灵敏度分别是 80%(64/80)和 33.8%(26/77)，对结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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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癌的检出率只与肿瘤发生部位有关（P<0.001），而与年龄、性别、肿瘤大小、分化程度以及 TNM

分期无关。 

结论 在结直肠癌组织和粪便标本中，SOX21 基因启动子区均发生异常高甲基化。甲基化的 SOX21

基因是结直肠癌粪便基因检测的潜在良好标志物。 

 
 

PU-2105 

社会心理因素对胃粘膜肠上皮化生的影响 

 
刘洁,韩川,时永全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目的 分析社会心理因素对胃粘膜肠上皮化生患者的影响。 

方法  纳入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门诊就诊的 200 例患者，其中病理诊断慢性萎缩性胃炎伴

肠上皮化生患者（100 例）作为病例组，内镜诊断慢性浅表性胃炎的患者（100 例）作为对照组，

所有研究对象均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A）、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

生活事件量表（LES）进行评估分析，应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统计对比两组间有无显著差异。 

结果 病例组的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13.93±6.10）显著低于对照组评分（20.63±9.7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的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14.75±9.47）显著高于

对照组评分（11.08±7.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艾森克人格问卷（EPQA）评分和生

活事件量表（LES）评分结果显示，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均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社会心理因素对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的进展有重要影响，抑郁与胃肠化生的进展呈正

相关，而焦虑与胃肠化生的进展呈负相关，因此在临床上针对胃粘膜肠上皮化生高危患者应考虑心

理干预治疗。 

 
 

PU-2106 

长链非编码 RNA DANCR 通过竞争结合 miR-27a-3p 

调控肝癌增殖与侵袭迁移的机制研究 

 
郭丹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 RNA (LncRNA) DANCR 在肝细胞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通过竞争结合

miR-27a-3p 调控肝癌增殖与侵袭迁移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qRT-PCR 法检测DANCR 在肝癌细胞系（MHCC-97H、Huh7、HCC-LM3、HepG2、MHCC-97L、

Hep3B、SMMC-7721）及永生化肝细胞 LO2 的表达；培养人肝癌细胞 Hep3B 和 SMMC-7721，应

用 RNA 干扰( RNAi) 技术下调 DANCR 的表达，然后通过 qRT-PCR 检测 miR-27a-3p 的变化， EdU

实验、Transwell 实验检测下调 DANCR 表达对肝癌细胞增殖和转移的影响，Western blot 检测

DANCR 对 ROCK1/LIMK1/COFILIN1 信号通路的影响；瞬时转染 miR-27a-3p mimics 和 inhibitor，

通过EdU实验、Transwell实验检测miR-27a-3p的变化对肝癌细胞增殖和转移的影响，通过Western 

blot 检测 miR-27a-3p 的变化对 ROCK1/LIMK1/COFILIN1 信号通路的影响。 

结果 与永生化肝细胞 LO2 相比，DANCR 在肝癌细胞系中表达较高，Hep3B 和 SMMC-7721 尤为

明显（图 1A）。下调 DANCR 表达对可以抑制肝癌细胞 Hep3B 和 SMMC-7721 增殖(图 3A、B)及

侵袭、迁移能力(图 4A、B、C)；下调 DANCR 表达后 LIMK1 表达减少（图 5）。应用 ANNOLNC

等生物信息学数据库预测 miR-27a-3p 与 DANCR 具有潜在结合位点（图 2），qRT-PCR 结果显示

DANCR 下调后 miR-27a-3p 表达明显升高(图 1C)；同时 miR-27a-3p inhibitor 可以逆转 DANCR 表

达下调对肝癌细胞增殖(图 3A、B)及侵袭迁移（图 4A、B、C）的抑制作用；miR-27a-3p 瞬时转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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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miR-27a-3p 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图 3C、D）及侵袭迁移（图 4D、E、F）,western blot 发

现 miR-27a-3p 影响 LIMK1 表达（图 5）。 

结论  LncRNA DANCR 可能通过竞争结合 miR-27a-3p 影响 ROCK1/LIMK1/COFILIN1 信号通路，

从而促进肝癌细胞的增殖与侵袭迁移。 

 
 

PU-2107 

肝硬化门静脉血栓形成相关危险因素研究 

 
丁艳菲,杨卓鑫,郑文文,袁文杰,高艳景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探讨肝硬化患者门静脉血栓（PVT)形成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 1670 例肝硬化患者病例资料，将其中 217 例

发生 PVT 者纳入 PVT 组，随机选择 250 例未发生 PVT 者纳入非 PVT 组。记录两组患者的一般资

料、实验室检查结果、临床表现及并发症、手术及药物应用史情况，运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

方法寻找肝硬化 PVT 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13%的肝硬化患者并发 PVT，肝功能分级以 Child-Pugh B 和 C 级为主。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

在 D-二聚体、Hb、TBiL、重度食管静脉曲张、脾切除手术、止血药物及心得安使用方面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重度食管静脉曲张（OR=6.918，P=0.018）、

脾切除手术（OR=4.281，P=0.007）、D-二聚体升高（OR=5.007，P＜0.001）为肝硬化 PVT 形成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止血药物、心得安、D-二聚体升高、重度食管静脉曲张、脾切除术均可能与肝硬化 PVT 的形

成有关，其中重度食管静脉曲张、脾切除术、D-二聚体升高为肝硬化 PVT 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 

 
 

PU-2108 

规范化使用橡皮瓶塞加 HP 敷料在防止腹腔穿刺漏液中的应用 

 
高玉霞,江秋霞,于颖,张文梅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介绍一种适合大量腹水患者腹腔穿刺放腹水后，能有效地防止穿刺点腹水渗漏的护理方法。 

方法 针对性选取 10 例大量腹水患者，行腹腔穿刺放腹水后穿刺点常规给予无菌纱布+3M 透明敷料

加压固定后出现穿刺点渗漏现象者，再次消毒处理后给予西林瓶橡皮瓶塞+HP 透明敷料加压固定。

首先操作前在科室内制定―腹腔穿刺外渗橡皮塞加压固定流程‖后，规定统一大小、规格的橡皮塞和

HP 透明敷料，科内护理人员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按操作流程给患者进行规范化操作。然后再观

察使用西林瓶橡皮塞+HP 透明敷料加压固定方法后，患者原腹腔穿刺点在固定后 24 小时内渗液漏

液情况、局部皮肤情况、患者的舒适度、对护理的满意度、护士自我评价等指标。 

结果 观察显示在患者腹腔穿刺放腹水后穿刺点常规行无菌纱布+3M 透明敷料固定后出现渗液漏液

情况时，西林瓶橡皮瓶塞+HP 透明敷料加压固定法仍能有效的防止腹腔穿刺漏液现象的发生，患者

无不适感觉、局部皮肤未见红肿热痛等感染迹象及加压不当所致的局部组织破溃、对护理满意度提

高、护士自我评价操作简便及观察更加方便，总体效果显著，优于传统方法。 

结论 对于大量腹水患者行腹腔穿刺放腹水后，针对穿刺点，使用西林瓶橡皮瓶塞+HP 透明敷料加

压固定的方法能有效地防止腹腔穿刺放腹水术后穿刺点的腹水渗漏，预防穿刺点的感染，提高患者

舒适度，减轻医护人员因频繁换药而增加的工作量,减轻医疗费用，减少医患纠纷，是一种经济实惠、

方便有效的护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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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09 

肝硬化并发肝性脑病患者应用益生菌制剂和 

乳果糖的疗效及预后比较 

 
王桢李,金珍婧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以常规治疗作比较，以探讨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益生菌制剂或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乳果糖

对治疗 HE 的疗效及预后比较。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就诊于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 HE 患者(C 型)，所有

患者均符合２０１３年制定的《中国肝性脑病诊治共识意见》的诊断标准，且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

的患者病历共 75 例。依据治疗方法不同，以其是否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益生菌制剂或乳果糖分为

对照组（A 组）、乳果糖组（B 组）和益生菌组（C 组）。3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HE 分期等基本

临床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结果 1、临床疗效情况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益生菌制剂或乳果糖的近期临床疗效类似，均显著优

于常规治疗组,在远期疗效方面，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益生菌制剂虽不能降低死亡率，但在减少

HE 复发及其延长 HE 复发间隔时间方面具有重要益处，而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乳果糖亦不能降低

死亡率，但在减少 HE 复发及其延长 HE 复发间隔时间方面要优于对照组，但不如在常规治疗基础

上加用益生菌制剂有效。 

2、生化指标治疗前后变化情况 根据数据统计，3 组治疗前 TBIL、PT、内毒素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0.05）。治疗后 1 个月、3 个月，3 组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0.05），其中乳果糖组、益生菌组的 TBIL、PT 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且益

生菌组下降幅度更为显著(P< 0.05)，而内毒素水平在治疗后 1 个月，益生菌组与乳果糖组相比无显

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 3 个月，益生菌组和乳果糖组相比下降幅度更为显著，具

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明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益生菌制剂相对于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乳果

糖或常规治疗能够更促进肝功能恢复，从而改善临床症状和预防 HE 发展。 

3、住院相关 乳果糖组与益生菌组的苏醒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乳果糖组与益生菌组的

苏醒时间无统计学差异（p> 0.05）。三组间住院时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 

结论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益生菌制剂或乳果糖均可显著促进肝功能恢复，对于减轻 HE 症状、改

善预后和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且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益生菌制剂比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

用乳果糖更有益处，因此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PU-2110 

莫沙比利联合质子泵抑制剂（PPI）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研究 

 
谷源波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目的 观察莫沙比利联合质子泵抑制剂（PPI）治疗胃食管反流病（GERD）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吉林市吉化总医院从 2009 至 2016 年期间经胃镜检查确定胃食管反流病病人 130 例。随

机分为治疗组为莫沙比利联合质子泵抑制剂（PPI），对照组为但用质子泵抑制剂（PPI）。并以问

卷及电话回访等形式对烧心、反酸、上腹痛等症状的频率及程度进行比较。比较治疗后 2 周末及 4

周末患者上述症状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及对照组评分基本一致；治疗 2 周末及 4 周末治疗组及对照组症状评分均有明显

下降，治疗前后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治疗组在治疗 2 周及 4 周末症状缓解率优于对照组。 

结论 莫沙比利联合质子泵抑制剂（PPI）治疗胃食管反流病能更快缓解烧心、反酸、上腹痛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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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11 

蓝激光成像技术在上消化道早癌中的诊断价值 

 
李千迅 

吉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蓝激光成像技术在上消化道早癌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80 例上消化道可疑病变病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40 例，对照

组给予传统的消化系统内窥镜进行诊断，研究组给予蓝激光成像技术，比较两组图像辨识度、诊断

确诊率。 

结果 研究组图像辨识度（96.00%）显著高于对照组（86.00%），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研究组诊断确诊率（97.50%）显著高于对照组（90.00%），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蓝激光成像技术在上消化道早癌中的诊断价值显著，图像辨识度显著高于传统的内窥镜，也可

提高上消化道早癌诊断确诊率，值得进一步推广。 

 
 

PU-2112 

血清总胆红素可作为溃疡性结肠炎严重程度的预判指标 

 
张梦辉

1
,汪忠红

2
,王宏刚

1
,杨晓钟

1
 

1.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2.淮安市洪泽区人民医院 

 

目的 评价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与健康人群的血清总胆红素（TB）水平的差异，并分析 TB 与

UC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 2013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在我院消化科住院的 UC患者共 308例，随机选取我院健

康体检者 308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人群的外周血 TB浓度差异。根据 Truelove-Witts评分标准将

所有纳入的 UC患者分为轻中度和重度，比较不同严重程度的 UC患者的白细胞（WBC）、血红蛋

白（Hb）、血小板（PLT）、白蛋白（Alb）以及 TB水平的差异。为明确 TB与 UC严重程度的关

联性，按照 TB四分位间距将患者分为四组，以最高 TB组作为参照，对各组数据进行 Logistic回归

分析。 

结果 UC患者的血清WBC和 PLT高于健康人群。相比而言，UC患者的 TB、Hb和 Alb较健康对

照组更低(P<0.001)。重度 UC患者的血清 TB、Hb和 Alb水平低于轻中度 UC(P<0.001)，而WBC

和 PLT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B<11.20μmol/L 提示 UC 更为

严重。TB≤7.90μmol/L和 7.91-11.20μmol/L组预判重度 UC的比值比（OR）分别为 2.97和 3.40。 

结论 UC 患者外周血 TB 浓度降低，且与 UC 疾病严重程度相关。 

 
 

PU-2113 

消化科慢病管理护理门诊的构建与实践 

 
高玉霞,江秋霞,班春景,王巧民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目的 为改善消化科慢性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做好慢病患者的管理工作、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和专科护

士积极性，设立消化护理专病门诊，提升消化护理学科发展。 

方法 2015 年 5 月，在护理部及科主任的大力支持下，我科开设了消化护理专病门诊，安排 1 名工

作 20 年以上的主管护师和 1 名护士长轮流出诊，负责护理门诊的护士必须具有丰富的临床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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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较强的护患沟通能力，还要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营养课程及健康管理师培训并具备相关

专业能力。患者看完门诊后由接诊医生开具单据后直接来护理门诊看诊，也可在出院后携出院小结

直接来护理门诊就诊。目前我科护理门诊对广大患友免费开放，接受消化科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

肠病、反流性食管炎、消化道早癌等慢病患者的现场咨询，心理、生活质量等问卷调查，为患者进

行针对性的情绪管理、用药指导、饮食宣教、电话随访等，包括口服免疫抑制剂、激素及输注类克

等药物日常注意事项、药物保留灌肠居家指导、肠内营养宣教及指导、食物烹饪方法指导等，探索

消化科慢病患者情绪状态及管理方法、知识需求内容方式与规范化管理方案。 门诊实施 3 年，每周

安排 3 次门诊，每次半个工作日，人均接诊时间>30 分钟，目前接诊慢病患者 1050 例次、生活质

量及心理评估 660 例次，心理疏导 278 例次，饮食指导 475 例次，针对性及追踪性电话随访 294

例次，健康教育 969 例次,现场示教 59 例次。 

结果  慢病管理患者在消化专科护理门诊年均接诊量逐年增加，帮助患者缓解情绪，获取更多疾病

治疗及护理知识；通过门诊满意度调查医生及患者的满意度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慢病患者对护理门诊这种管理方式总的评价较高。 

结论 开展专科护理门诊，有利于解决慢病患者疑难护理问题，提供延续性专业护理，有效地加强了

对慢病患者的管理，推动护理学科的发展。 

 
 

PU-2114 

COX-2 和 CEA 在大肠肿瘤中表达的研究 

 
张辉 

大连市中心医院 

 

目的 分析 COX-2 和 CEA 在大肠肿瘤不同发展阶段的表达，研究 COX-2 和 CEA 在大肠肿瘤发生

中的变化与各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在大肠肿瘤中表达的相关性。 

方法 随机选取大连市中心医院病理科于 2012 年 7 月-2014 年 7 月间经手术切除大肠腺癌的存档石

蜡切块 50 例，另外取大肠腺癌远端部位距肿瘤边缘 15cm 外，经病理证实为正常大肠黏膜组织 50

例，选取消化内镜活检为大肠腺瘤的组织 50 例，利用免疫组化对三组标本进行染色，分析 COX-2

和 CEA 在其中的表达。免疫组化染色的结果判断标准：记数 10 个高倍视野染色阳性细胞所占总数

的百分数。阳性染色细胞数 0-10％为―-‖、10-25％为―+‖、25-50％为―++‖、50-100％为―+++‖。应用

X
2检验方法分析 COX-2 及 CEA 在大肠腺癌、大肠腺瘤、正常大肠粘膜三组中的表达情况，以及两

者与各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采用 Spearman 关联性分析 COX-2 和 CEA 在大肠腺癌中表达的

相关性。 

结果 1.COX-2、CEA 在正常大肠黏膜组织中无阳性表达；大肠腺癌、大肠腺瘤中 COX-2、CEA 表

达率均明显高于正常粘膜组织.2.COX-2、CEA 表达随大肠腺癌分化程度的降低而逐渐增高。大肠腺

癌组织中 COX-2、CEA 表达率在淋巴结转移组明显高于淋巴结未转移组。3.COX-2 和 CEA 在大肠

腺癌中表达的相关性：在大肠腺癌中 COX-2 和 CEA 均阳性表达的 36 例，COX-2 和 CEA 均阴性

表达的 8 例， COX-2 阳性 CEA 阴性表达 4 例,COX-2 阴性 CEA 阳性表达 2 例，利用 Spearman

关联性分析，r= 0.656 ，P<0.05。因此得出在大肠腺癌组织中 COX-2 和 CEA 表达水平之间呈正相

关。 

结论 1. COX-2 表达在正常大肠黏膜、大肠腺瘤、大肠腺癌中呈上升趋势。2. CEA 表达在正常大肠

黏膜、大肠腺瘤、大肠腺癌中呈上升趋势。3. COX-2 表达与大肠癌生物学特性有关，与淋巴结转移

和 Dukes 分期相关联。与大肠癌患者的年龄、性别、发病部位均无相关性。4.CEA 表达与大肠腺癌

生物学特性有关，与淋巴结转移和 Dukes 分期相关联。与大肠癌患者的年龄、性别、发病部位均无

相关性。5.COX-2 和 CEA 在大肠腺癌中表达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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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15 

降钙素原及白细胞/血小板比率对肝硬化并发 SBP 

的诊断价值的探讨 

 
郭宏华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肝硬化合并 SBP 可致病情迅速恶化，然而，SBP 起病隐匿，临床表现多样，早期诊断困难。

腹水培养是 SBP 诊断的金标准，但漏诊率较大。本研究探讨外周血 PCT 及 WBC / PLT 比率与 SBP

的关系，从而获得 SBP 的早期诊断指征。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选取 2014 年 1 月-2018 年 1 月间就诊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消化内

科并明确临床诊断为肝硬化合并腹水的患者共 486 例，共分为 2 组，合并 SBP 患者 103 例作为 SBP

组，单纯腹水患者 383 例作为对照组，收集上述患者入院时 PCT、WBC、PLT。统计使用 SPSS 22.0

计算机软件，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和 Z 检验。采用准确性检验中用 ROC 曲线确定诊断临界值，计

算敏感性和特异性。 

结果 SBP 组 Child-Pugh 评分、并发症种类数与对照组比较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SBP

患者并发症种类≥2种为56.3% ，电解质紊乱、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分别占所有并发症的44.1%、

23.5%、14.7%。 

利用 Z 检验比较 SBP 组与对照组的外周血 PCT 水平，SBP 组的 PCT 水平（1.76±0.83ng/mL）显

著高于对照组 PCT 水平（0.25±0.16ng/mL），两组间具有统计学意义。SBP 组外周血 WBC 水平

（9.58±6.35）及 WBC/PLT（0.14±0.11）比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WBC（5.56±3.96）和 WBC/PLT 比

率（0.08±0.08），两组间具有统计学意义。 

利用准确性检验，分析 SBP 组与对照组 PCT 及 WBC/PLT 比率：诊断 SBP 的外周血 PCT 临界值

取 0.5ng/mL，敏感性为 83.5%，特异性为 87.7%，AUC 为 0.85（95％CI：0.81-0.90）；诊断 SBP

的WBC/PLT比率临界值取 0.1，敏感性为 70.9%，特异性为 60.1%，AUC为 0.72（95％CI：0.66-0.78）。

PCT 联合 WBC/PLT 比率可提高 SBP 早期诊断率。 

结论 1.SBP 组肝硬化的并发症发生率最高，SBP 患者并发症种类≥2 种为 56.3% ，其中电解质紊

乱、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分别占所有并发症的 44.1%、23.5%、14.7%。 

2.SBP 组 PCT 及 WBC/PLT 比率较对照组均明显升高，两组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PCT 联

合 WBC/PLT 比率可提高 SBP 早期诊断率。 

 
 

PU-2116 

纵轴超声内镜和 MRCP 在 疑诊胆总管结石患者 

ERCP 术前诊断价值比较 

 
王剑 

武汉市中心医院 

 

目的 以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结果为金标准，回顾性分析纵轴超声内镜(EUS)及磁共振胆胰

管造影(MRCP)检查对胆管结石的诊断率，并比较采用不同术前检查方法对 ERCP + 取石术治疗胆

总管结石平均住院天数的影响。 

方法 回顾分析2016 年1 月至2017 年10 月武汉市中心医院治疗的 90 例 胆总管结石 患者临床资

料，分为术前单纯行 MRCP 检查组(单纯 MRCP 组)35 例、术前行 MRCP 联合纵轴 EUS 检查组

(MRCP + EUS 组)25 例及术前单纯行 EUS 检查组(单纯 EUS 组)30 例，以 ERCP 术中观察作为

金标准，入组患者均经 ERCP 术证实有胆管结石或胆泥，分析三组患者确诊率，并比较三组患者平

均住院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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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单纯 MRCP 组确诊胆总管结石及胆泥共 26 例(74.3 %)，MRCP + EUS 组诊断出 23 例

(92.0%)，单纯 EUS 组诊断出 27 例(90. 0%),MRCP+ EUS 组和单纯 EUS 组诊断率更高(P ＜0. 

05)。单纯 EUS 组平均住院天数低于单纯 MRCP 组及 MRCP + EUS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 01)。 

结论 ERCP 术前行 MRCP 联合纵轴 EUS 检查或单纯行 EUS 检查对判断胆总管内泥沙样结石方

面更加精确。且单纯行 EUS 检查可缩短患者住院时间。 

 
 

PU-2117 

肝癌合并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不同治疗方法研究 

 
彭志,高艳景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探讨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和（或）肝癌射频消融术联合内镜下治疗对不能手术切除或不愿行手术

治疗的肝癌合并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不能手术切除或不愿行手术治疗的肝癌合并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患者 35

例，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和（或）肝癌射频消融术联合内镜下食管胃底曲张静脉治疗的联合治疗组（简

称联合组）患者 16 例，其中 13 例男性，3 例女性，年龄在 39~6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57.13±7.51

岁。单纯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和（或）肝癌射频消融术的治疗组（简称单纯组）的患者共 19 例，其

中 15 例男性，4 例女性，年龄在 45~78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60.31±9.38 岁。所有患者均需完善术

前检查：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凝血系列、甲胎蛋白、腹部 CT/腹部超声，评估肝脏 Child-Pugh

分级、肝癌的分期及 ECOG 评分，随访患者的生存时间、再出血的发生以及与其可能相关的危险因

素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随访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3 月 1 日，35 例患者中失访 3 例（8.57%），联合组和单纯组患者的

中位生存期为 34 月 VS 16 月，1、2、3 年的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87.5% VS 35.7%、37% VS 22.2%、

16% VS 0%，两组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244）；治疗后联合组和单纯组再出血的发生率

为 12.5% VS 52.6%，两组差异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13）；相关分析显示再出血的发生、血

小板、甲胎蛋白、肝癌分期及门静脉癌栓形成是影响不能手术切除或不愿手术治疗的肝癌合并肝硬

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患者生存率的相关因素（P＜0.05）；年龄、治疗方式、白蛋白是影响肝癌合并

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患者再出血发生的相关因素（P＜0.05）。 

结论 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和（或）肝癌射频消融术联合内镜下治疗对不能手术切除或不愿手术治疗的

肝癌合并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是安全、有效、可行的，可延长该类患者的生存时间及预防食管

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再出血的发生。 

 
 

PU-2118 

肝癌组织内 GPC3 的表达程度对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  

预后评价的 meta 分析 

 
赵曌,赵平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既往研究对原发性肝细胞癌 (Hepa 患者肝癌组织中的肿瘤标志物与肝癌预后及临床特征间的

关系尚有争议，本文拟对既往研究进行系统评价,以了解原发性肝癌患者肝癌组织中磷脂酰基醇蛋白

聚糖-3(glypican-3,GPC3)的表达程度与肝癌预后及临床特征间的关系。探讨 GPC3 的高表达在原发

性肝细胞癌患者预后及临床病理特征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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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制定检索策略，列出完整检索式，使用计算机检索 PubMed, EMBASE,Cochrane 图书馆进行

文献检索，检索时间从建库至 2017-2，同时为本文设定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采用 RevMan5.3 软

件进行 meta 分析，Endnote X7 软件进行文献汇总。并通过计算危险比 ( HＲ) 及肝癌患者治疗后

总体生存期（OS）、无病生存期（DFS）评价 GPC3 预测肝细胞癌患者临床预后的价值。数据提

取方式包括从文章中直接摘录。若从文章中无法摘录则应用 Engauge Digtizer version4.1 从 Kaplan 

-Meier 生存曲线中进行数据提取。 

结果 结果显示: 高表达 GPC3 患者的总生存期 (OS)短于低表达 GPC3 患者，提示高表达 GPC3 与

肝癌不良预后相关。高表达 GPC3 患者的无病生存期 (DFS)短于低表达 GPC3 患者，增加了肝癌患

者的死亡风险。各项研究间均未存在统计学异质性（I
2分别为 4%、22%）。 

高表达 GPC3 与肿瘤脉管浸润，中-低级肿瘤分化以及进展期 TNM 分期正相关。而与多发肿瘤(OR 

=1.63, 95%CI: 0.71-3.73,P =0.25)、肿瘤大小（大于 5cm vs 小于 5cm）(OR = 1.31, 95%CI: 0.91-1.87，

P =0.15)、肝硬化(OR = 1.37, 95%CI: 0.98-1.91, P =0.06)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1.GPC3 的表达程度与原发性肝癌术后患者总体生存期及无病生存期间具有明显相关性。随着

GPC3 在肝癌组织中表达程度的增加，肝癌患者术后的总生存期及无病生存期均缩短。表明高表达

的 GPC3 与肝癌患者不良预后相关。 

2.GPC3 的表达程度还与原发性肝癌患者某些临床病理特征相关，如肿瘤脉管浸润、中-低级肿瘤分

化、进展期 TNM 分期等。表明随着 GPC3 的表达程度升高，肿瘤的生物学行为恶性程度增加。 

 
 

PU-2119 

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乳果糖口服液、二甲硅油散联合应用  

在老年便秘患者结肠镜检查肠道准备中的应用效果 

 
罗斌 

江西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乳果糖口服液、二甲硅油散联合应用在老年便秘患者结肠镜检查肠道

准备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收集我院于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行结肠镜检查的年龄＞60 岁老年便秘患者 120 例，

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准备）和观察组（在常规准备的基础上加用乳果糖口服液、二甲硅油散）各

60 例；对照组常规准备方法为术前 2 天进食低纤维饮食，检查前一天晚上服用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1

盒，检查当天早6时许再服用聚乙二醇电解质散2盒，(1盒聚乙二醇电解质散用温开水稀释成1000ml,

共需饮用约3000ml)。观察组准备方法为在常规准备的基础上，于检查前1天服用乳果糖口服液20ml/

次 每日3次，二甲硅油散使用方法为最后一口服用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液的同时服用二甲硅油散50ml。

观察两组肠道准备清洁情况（肠道准备的效果评价采用 boston 肠道准备量表）；完成肠镜检查时间. 

结果  所有患者均完成肠道准备，肠镜由 10 年以上的肠镜操作经验的医师完成。两组患者在肠道准

备清洁情况、完成肠镜检查时间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对于老年便秘患者肠道准备联合使用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乳果糖口服液、二甲硅油散可提高肠

道准备清洁效果，缩短肠镜检查时间，同时提高老年便秘患者肠镜检查的安全性，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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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20 

离子通道 TRPV1 功能异常促进小鼠炎症相关性 

结肠癌发生和进展 
 

王超卉,吴婷,柯子良,戴芸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瞬时受体电位通道香草素亚型 1（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vanilloid 1, TRPV1)是配体门控

非选择性阳离子通道之一，活化后可引起胞内阳离子尤其是 Ca
2+浓度增加，进而激活相关的细胞内

信号通路，在痛觉传导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 TRPV1 在非神经细胞中的功能及疾病（如炎症、

肿瘤）中的作用也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旨在探讨 TRPV1 在小鼠炎症相关性结肠癌中的作用及其

相关机制。 

方法 利用基因打靶技术构建 Trpv1 G564S 突变导致 TRPV1 通道持续开放的功能增强型小鼠

（Trpv1 G564S
+/+）；应用氧化偶氮甲烷/葡聚糖硫酸钠（AOM/DSS）诱导的小鼠炎症相关性结肠

癌模型，探讨 TRPV1 功能增强后对结肠肿瘤发生和进展的影响。实时定量 PCR 和 ELISA 检测结肠

肿瘤组织中细胞因子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小鼠肿瘤组织中主要免疫细胞数量和表型。免疫组化及

免疫荧光检测结肠组织中 calcineurin 表达及 NFATc2 活化情况，探讨 TRPV1 通道功能增强后对

calcineurin/NFATc2 通路的影响。 

结果 Trpv1 G564S
+/+小鼠受 AOM/DSS 刺激后，结肠肿瘤数量及平均肿瘤负荷较野生型显著增加，

且 Trpv1 G564S
+/+小鼠死亡率明显高于野生型。Trpv1 G564S

+/+小鼠结肠组织中促炎细胞因子及趋

化因子（IL-1β、IL-6、IL-17a、CCL-2 及 GM-CSF）表达亦显著高于野生型。流式细胞分析显示：

Trpv1 G564S
+/+小鼠结肠肿瘤组织中总巨噬细胞及 M2 型巨噬细胞数量均显著高于野生型。免疫组

化分析显示：calcineurin A，B 亚单位及 NFATc2 主要表达于肿瘤间质细胞中；Trpv1 G564S
+/+小

鼠 calcineurin A，B 亚单位表达均显著高于野生型，且 NFATc2 表达及细胞核易位也较野生型明显

增强。进一步的免疫荧光共定位显示：Trpv1 G564S
+/+小鼠肿瘤组织中巨噬细胞 NFATc2 表达明显

高于野生型，提示：TRPV1 通道功能增强可引起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中 calcineurin/NFATc2 通路过

度活化，从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和进展。 

结论 TRPV1 通道功能增强可促进小鼠炎症相关性结肠癌的发生和进展，其机制可能与促进肿瘤相

关巨噬细胞的募集和活化相关。TRPV1 通道有可能成为炎症相关性结直肠癌防治的新靶点。 

 
 

PU-2121 

AFP 与原发性肝细胞癌术后进展和复发的关系 

 
戴晶,赵平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研究 AFP 与原发性肝细胞癌术后的进展和复发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到 2014 年 6 月于中日联谊医院就诊并手术的原发性肝细胞癌。共有

172 例纳入本研究，随访手术前、手术后从 8 周开始每 2-4 个月检查一次持续到 3 年的原发性肝细

胞癌术后的进展和复发的 AFP 的值。 

结果  在 ALT≤40U/L 时，乙肝相关肝细胞癌和非病毒感染相关肝细胞癌患者中，AFP 比率与原发性

肝细胞癌患者的进展具有显著相关性（乙肝相关肝细胞癌，p＜0.01，非病毒感染相关肝细胞癌，p

＜0.02）。在 ALT≤40U/L 时，乙肝相关肝细胞癌和非病毒感染相关肝细胞癌患者中，高 AFP 比率

与原发性肝细胞癌的复发具有显著相关性（乙肝相关肝细胞癌，p＜0.001，非病毒感染相关肝细胞

癌，p=0.007）。 

结论 高 AFP 比率与原发性肝细胞癌术后进展和复发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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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22 

射频消融术治疗慢性放射性直肠炎 

 
姚荔嘉,柳刚,王雯 

福州总医院消化内科 

 

目的 慢性放射性直肠炎是盆腔肿瘤放疗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目前放射性的直肠炎的临床治疗包括

辅助药物治疗、粪菌移植、内镜治疗、营养支持及外科手术。其中，射频消融术（RFA）可能成为

放射性直肠炎内镜治疗方式中新兴的一种方法，但相关研究较少。该文研究 RFA 治疗慢性放射性直

肠炎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以内镜下确诊慢性放射性直肠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前瞻性纳入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05 月我

院因盆腔肿瘤放疗后出现慢性放射性直肠炎的患者 36 例，以临床症状评分（腹泻、出血、里急后重

/肛门疼痛感）、内镜下评分（粘膜病变的严重程度）、输血量、血红蛋白浓度及 RFA 治疗发生的

并发症（溃疡、出血等）为评估指标，研究时间为 RFA 治疗前/后 3 个月，观察 RFA 在慢性放射性

直肠炎的临床治疗效果及安全性风险评估。 

结果 共 36 个病人，平均经过两次 RFA 治疗，未见明显围手术期并发症。患者经过 RFA 后症状评

分、内镜下评分明显下降，其中有 3 例患者出现直肠溃疡，但未见局部症状；所有病人血红蛋白水

平均升高，其中 12 个病人曾有输血依赖，经 RFA 治疗后 7 个病人无需再输血。 

结论 RFA 可减轻慢性放射性直肠炎患者的临床症状，内镜下见患者直肠粘膜病变明显改善，同时

增加病人的血红蛋白浓度，并减少输血需要。射频消融术可成为放射性直肠炎内镜治疗方式中新兴

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PU-2123 

胃镜下 E-NOTES 经脐保胆取石术及胆囊息肉切除术的临床观察 

 
张晓兰,王雯,李达周,刘建强,林五连,何小健,许斌斌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九三医院）/东方医院 

 

目的 探讨胃镜下 E-NOTES 经脐保胆取石术及胆囊息肉切除术临床疗效及可行性。 

方法 ①患者纳入标准：有症状与无症状的单发或多发结石或息肉（结石或息肉≤3 枚）；胆囊收缩

功能良好；胆囊壁厚≤3mm；胆囊管、胆总管通畅；心肺功能正常；患者及家属有强烈保胆意愿。

②手术方法：即沿脐下弧形切开约 1cm 切开，运用我科自主研发的 Trocar 引导胃镜入腹腔，予勾

刀切开胆囊，可见墨绿色胆汁渗出，予内镜充分吸净胆汁，暴露结石及息肉，予异物网篮取出结石，

活检钳钳除或圈套器电凝切除胆囊息肉，后予钛夹夹闭胆囊壁切口。③观察指标：手术时间、术中

出血、术后胆瘘、术后迟发性出血等并发症发生率、胆囊结石复发率及胆囊收缩功能的改变。术前、

术后 24 小时血常规、CRP、降钙素原等炎症指标及生化指标的对比。 

结果 ①所有纳入 18 例患者均顺利成功取石及息肉完整切除。②手术时间均<2 小时，术中出血均仅

在胆囊壁切开时少量出血，予热止血钳电凝后未见明显渗血。③目前手术患者仅 2 例术后出现腹痛，

查体上腹存在压痛，但无反跳痛，且均在 24 小时内完全缓解。均无发热、迟发性出血、胆瘘等并发

症发生。术后 48 小时进食流质饮食后均无明显腹痛，仅 1 例出现腹胀症状，但次日缓解，均无恶心、

呕吐等不适。④术前、术后24小时血常规对比示，白细胞计数术后 24小时较术前有所升高，但 p>0.05，

其余指标术前、术后均无统计学差异。⑤住院时间为 5.5±0.51 天。⑥术后 3 个月复查胆囊收缩功能，

与术前对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术后 6 个月复查胆囊结石及息肉均未见复发现象。 

结论 胃镜下 E-NOTES 经脐保胆取石术及胆囊息肉切除术具有手术路径短、避免腹腔污染、手术可

操作性强、手术时间短、疗效切实可靠、并发症少的优势，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微创手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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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24 

内镜下粘膜剥离术治疗胃巨大间质瘤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雷宇鹏,周晓东,陈峭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黏膜剥离术（ESD）治疗胃巨大间质瘤（LGSTs）的临床疗效及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1 例行内镜下黏膜剥离术的胃巨大间质瘤（直径≥３cm）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

治疗结果及随访数据，分析病灶完整切除率、并发症发生率及相关风险因素等。 

结果  40 例（97.56％）完整切除瘤体，瘤体平均直径为（3.49±0.90）cm，平均手术时间（76.07±37.01）

min，术后平均住院天数（5.02±2.01）天。术中及术后出血各 2 例（4.88%），术中意外穿孔 4 例

（9.76%），术后穿孔 1 例（2.44%），主动穿孔 12 例（29.27%），术后感染 6 例（14.63%）。

起源于固有肌深层或分布于胃底部的胃巨大间质瘤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增高（P＜0.05）。术后

随访 6 月～36 月，均未见肿瘤复发及远处转移。 

结论 ESD 治疗胃巨大间质瘤疗效确切，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病变起源于固有肌深层及位

于胃底部可能是 ESD 并发症的危险因素。 

 
 

PU-2125 

以皮肤转移瘤为首发表现的胆管细胞癌 1 例 

 
杨红岩,邵雪,张传辉,金珍婧,杨岚岚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并学习胆管细胞癌皮肤转移 

方法 查阅中外文献并结合我院临床病例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胆管细胞癌（ＣＣＡ）是一种异质性强的恶性肿瘤，其发生位置遍布于毛细胆管到胆总管，可

起源于胆道系统的任何部位。根据解剖部位，胆管癌可分为肝内胆管癌（ｉＣＣＡ）、肝门部胆管

癌（ｐＣＣＡ）、远端胆管癌（ｄＣＣＡ）。肝内胆管癌是原发性肝癌中发病率占据第二的肿瘤，

占所有消化系肿瘤约３％。早期起病隐匿，症状不明显，发现时常为晚期。转移途径包括血行转移、

淋巴转移、种植转移和直接浸润，肝内转移是血行转移最早和最常发生的部位，肝外转移最常见的

转移部位为肺，而皮肤转移非常罕见。胆管癌发生皮肤转移时，预后不佳，中位皮肤转移后的生存

期为 4 个月。皮肤转移倾向于在胆管癌的晚期病例中出现,胆管癌的皮肤转移可分为两种类型，包括

经皮胆道引流转移和远处区域转移，前者为肿瘤沿引流导管通道转移，后者与远距离播散有关。我

院患者主要以腹壁包块为首发临床表现，腹壁包块一般由腹壁本身的病变引起，也可由转移性肿瘤

引起。腹壁本身良性病变主要有：脂肪瘤、皮肤乳头状瘤、痣、纤维瘤、神经纤维瘤、血管瘤、皮

样囊肿、表皮样囊肿、腱鞘或滑液囊肿、腹壁疝、子宫内膜异位症等。腹壁恶性肿瘤多为继发性，

常见原发灶为：肝癌、胆囊癌、结肠癌、胃癌。少数为原发灶，以肉瘤为主。患者入院后，对包块

进行穿刺活检，病理回报 CK8/18(+)、CK19(+)、CK5/6(+)，支持胆管癌类型。患者自发现腹壁包块

至进展为死亡为 1.5 个月，远小于一般中位生存期，提示我们胆管癌发生皮肤转移时，恶性程度高、

进展快、生存期短。 

结论 胆管癌皮肤转移倾向于在胆管癌的晚期病例中出现，发生皮肤转移时，预后不佳，同时也可得

出胆管癌发生皮肤转移时，恶性程度高、进展快、生存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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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26 

磁共振波谱分析在肝脏病变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张千,亓文骞,王江滨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磁共振波谱成像评估肝脏占位性病变，以探讨其在肝脏局灶性病变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肝脏局灶性病变,应用点分辨选择波谱技术行单体素扫描：TR＝1265 ms，TE＝144 ms，NEX

＝8，每个患者分别采集病变区域及自体相对正常肝脏谱线。扫描完成后，应用 SAGE 软件测量谱

线中 cho 峰高、cho 峰下面积、lip 峰高和 lip 峰下面积。 

结果 肝癌的 cho 峰高和峰下面积明显高于非肿瘤组织，cho 峰高/lip 峰高和 cho 峰下面积/lip 峰下面

积高于自体非肿瘤组织；转移瘤的 cho 峰高和峰下面积明显高于自体非肿瘤组织；局灶性结节增生

的 lip 峰高和峰下面积低于自体正常肝组织；血管瘤的 cho 峰高、lip 峰高和峰下面积均明显低于正

常肝组织，cho 峰下面积/lip 峰下面积明显高与正常肝组织；脓肿的 cho 峰低，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结论 磁共振质子波谱能在分子水平无创性地观察到肝脏局灶性病变的代谢异常，cho 峰升高是恶性

肿瘤的波谱特征，有助于良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 

 
 

PU-2127 

恩替卡韦联合强肝胶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的临床疗效 

 
陈岩,鲁素彩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恩替卡韦联合强肝胶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的疗效 

方法 将 224 例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单独用恩替卡韦治疗,观察

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强肝胶囊,疗程 48 周,监测两组临床症状积分、病毒转阴率、肝功能和肝纤

维化主要指标的变化。 

结果 治疗前两组各临床症状积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治疗后两组临床症状积分均有明显改善，治疗

后两组临床症状积分均有明显改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

组；观察组 HBV-DNA 转阴 86 例(76.79%)，对照组 80 例(71.43%)，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两组

患者治疗前肝功能指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观察组作用均好于对照

组；两组患者治疗前肝纤维化血清学指标差异无显著性，治疗后肝纤维化血清学指标均下降，治疗

前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结论 恩替卡韦作为慢性乙肝病毒的一线用药治疗效果显著，耐药率发生率也低，不良反应少；应用

恩替卡韦联合强肝胶囊治疗慢性乙肝病毒肝硬化对肝硬化临床症状、病毒转阴率、肝功指标、肝纤

维化指标效果更显著，对肝纤维化的阻止作用优于单独用药。 

 
 

PU-2128 

恩替卡韦对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长期抗病毒

疗效及其与肝组织学改善的关系 

 
徐严,张永贵,亓文骞,王江滨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探讨恩替卡韦长期抗病毒治疗乙型肝炎肝硬化的临床疗效及其对肝组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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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未经过抗病毒治疗的 103 例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及 113 例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给

予恩替卡韦 0.5 mg，日 1 次口服，比较代偿期和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患者抗病毒治疗 288

周的疗效以及与疾病进展的关系。此外还对 38 例于治疗前后接受肝组织学检查的患者进行组织学疗

效评价。率的比较采用 χ
2检验，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 

结果 抗病毒治疗至 288 周 Child-Pugh 评分明显下降，其中 Child-A 及患者比例明显增加，Child-B

级患者比例明显下降，且已无 Child-C 级患者，与治疗前比较 P 值＜0.05。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抗

病毒治疗 288 周期间疾病进展率为 4.6%，而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均未发生疾病进展。38 例行肝组织

学检查的患者抗病毒治疗至 288 周时，52.6%的患者 Knodell 炎症坏死评分为 0～3 分，平均下降

3.5 分；89.5%的患者 Ishak 纤维化评分下降≥1 分，平均下降 1.3 分。 

结论 无论是代偿期还是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在长期接受恩替卡韦抗病毒治疗后不仅可以

使病毒持续抑制、肝功能明显改善，还可使已经发生肝硬化患者的肝组织炎症坏死评分及纤维化评

分明显下降，延缓和阻止肝硬化患者的疾病进展。 

 
 

PU-2129 

KKAy 小鼠肝脏中 Poldip2 表达抑制导致血糖异常的研究 

 
岳萍萍,孔德润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旨在通过对 2 型糖尿病模型鼠 KKAy 中注入聚合酶 delta 作用蛋白 2(Poldip2)腺病毒，探讨其

对于胰岛素信号通路和小鼠肝脏的糖代谢的调节作用。 

方法 利用特殊的糖尿病模型鼠即 KKAy 小鼠，将其随机分为磷酸盐缓冲液（PBS）组，绿色荧光蛋

白（GFP）组和尾静脉注入 Poldip2 组。C57BL/6J 小鼠作为正常对照组。利用 Western blot 方法

探究KKAy小鼠体内 Poldip2 的蛋白变化情况以及胰岛素信号通路PI3K/Akt中的蛋白变化与正常小

鼠的差异，以及糖异生关键酶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PEPCK），葡萄糖-6-磷酸酶（G6Pase）

表达变化，并用 RT- PCR 再次从 RNA 水平进一步验证 PEPCK，G6Pase 的 mRNA 相对表达水平

变化。 

结果（1）经随机分组后，四组干预后体重均未见明显变化。但 Poldip2 组干预后空腹血糖水平较干

预前得到明显改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BS 组和 GFP 组过氧化氢的水平显著降低，两组的胰岛

素水平却明显升高。（2）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BS 组和 GFP 组 Poldip2 的表达被显著抑制，两组

的 Catalase 表达水平明显下降。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BS 组和 GFP 组的磷酸化 10 号染色体缺失

的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p-PTEN）与 PTEN 的比值显著降低，Rictor 活性也明显下降。与 PBS

组、GFP 组相比，Poldip2 组中 p-PTEN 与 PTEN 的比值升高至正常水平。（3）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其余 3 组中总 Akt 表达水平无明显变化，但 PBS 组和 GFP 组中 Akt 的丝氨酸 473 位点磷酸化（p- 

Akt473)和 Akt 的苏氨酸 308 位点磷酸化(p- Akt308)的表达显著降低。PBS 组和 GFP 组的 p-FoxO1

与 FoxO1 的比值显著低于对照组。（4）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BS 组和 GFP 组 PEPCK 和 G6Pase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而与 PBS 组、GFP 组相比,Poldip2 组 PEPCK 和 G6Pase 显著降低。（5）通

过 RT-PCR 中得到的结果是与 Western blot 相一致的。 

结论 Poldip2 能够改善小鼠的糖代谢，机制可能是通过升高 Poldip2 的表达，激活 NOX4 从而产生

H2O2，过度氧化抑制了 PTEN 的活性，进而激活 Akt 的活性，改善了胰岛素信号通路及糖代谢的紊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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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30 

CXCL10 基因启动子区 G-201A 单核苷酸多态性  

与隐匿性 HBV 感染的关系 

 
亓文骞,王眭,张千,王江滨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探讨 CXCL10 基因启动子区 G-201A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慢性 HBV 感染者发生隐匿现象的

关系 

方法 用直接测序法对源自中国东北部 5 家肝病中心通过经皮穿肝活体组织学检查而诊断的总计 61

例 OBI 患者进行 CXCL10 基因启动子区 G-201A 和 C-1513T 位点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探讨其

与 OBI 患者血清低水平 CXCL10 间的关联，并对慢性 HBV 感染者发生隐匿现象的多因素进行综合

评价。 

结果 1.与血清阳性慢性 HBV 感染者相比，血清阴性隐匿性 HBV 感染者血清 CXCL10 水平、肝组

织 CXCL10 免疫染色评分、肝组织 CXCL10mRNA 表达水平均明显下降，P 值分别<0.05。2.血清

阴性隐匿性 HBV 感染者 CXCL10 基因启动子区 G-201A 位点 G/G 基因型比例明显高于血清阳性慢

性 HBV 感染者，而 G/A 及 A/A 基因型比例明显低于血清阳性慢性 HCV 感染者，P 值<0.05。C-1513T

位点各基因型分布在血清阴性隐匿性 HBV 感染者和血清阳性慢性 HBV 感染者间无明显差异。

3.  G-201A 位点 G/G 基因型者的平均血清 CXCL10 水平、肝组织 CXCL10 免疫染色评分及肝组织

CXCL10mRNA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非 G/G 基因型者，P 值分别<0.05。4.  肝组织 METAVIR 评分结

果表明 ,血清阴性隐匿性 HBV 感染者肝组织炎症活动度较慢性乙型肝炎者明显下降，P<0.05；但纤

维化分期评分在两组患者间无明显区别。然而 CXCL10 基因启动子区 G-201A 位点为 G/G 基因型患

者，肝组织 METAVIR 炎症活动度评分和纤维化分期评分均明显低于非 G/G 基因型患者，P 值分别

<0.05。5.多变量分析表明，仅 CXCL10 基因启动子区 G-201A 位点 G/G 基因型才是 HBV 感染者发

生血清阴性隐匿现象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宿主自身 CXCL10 基因启动子区 G-201A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是慢性 HBV 感染者发生隐匿现

象的重要影响因素 

 
 

PU-2131 

1 例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术治疗巨大食管憩室报道 

 
张国新,李璇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食管憩室是一种少见的食管疾病，有症状的食管憩室的主要治疗手段为外科治疗。我们研究的

目的是评价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食管憩室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收集江苏省人民医院 2018 年 4 月的 1 例使用 overstitch 缝合术成功缝合的巨大食管憩室患者

基本资料。主要评价指标为患者症状及钡餐结果，次要指标为术中及术后并发症、手术总时间及缝

合时间、缝合线使用数量。 

结果 患者为 37 岁女性，主要症状为烧心与反流，内镜提示贲门上方一大小约 6.0±5.0cm 的憩室。

CT 及上消化道造影均考虑为巨大食管憩室。予以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术中共使用缝线 5 根，手

术总时间为 78 分钟，缝合时间为 61 分钟。术中及术后无出血、穿孔，术后无发热。术后 3 天复查

上消化道造影可见食管憩室明显缩小、少量造影剂渗入憩室内。随访 1.5 月，患者症状完全缓解。 

结论 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食管憩室是安全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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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32 

超声内镜弹性成像在胃粘膜下肿瘤诊断中的价值 

 
叶颖剑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初步评价超声内镜(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EUS)-弹性成像鉴别诊断胃粘膜下肿瘤良恶

性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50 例患者，通过超声内镜诊断胃粘膜下肿瘤，同时进行了定性和半定量的超声内镜弹性

成像 ,所有患者经历了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 (Endoscopic ultrasound-guided fine-needle 

aspiration biopsy ,EUS-FNA)或内镜下切除或手术切除得出明确的病理。通过比较弹性评分和病理

学，探讨 EUS-弹性成像技术在诊断及鉴别胃粘膜下肿瘤良恶性的准确性。 

结果  50 例患者经病理诊断最终确诊为异位胰腺的有 8 例患者，平滑肌瘤的有 11 例，脂肪瘤的 4

例，神经鞘瘤额 2 例，胃间质瘤的有 25 例（其中包括 8 例低危组，10 例中危组和 7 例高危组）。

以弹性评分 1～2 分（良性）和 3～5 分（恶性）作为超声内镜弹性的诊断标准，得出其对于胃粘膜

下恶性肿瘤的诊断敏感性为 88.2%，特异性为 81.8%，总准确性达 84%。良、恶性肿瘤的弹性应变

率(strain ratio，SR)值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 ＜ 0. 05)，病变区域 A 的应变率比较差异具有明显统

计学意义( P ＜ 0. 05)。 

结论 EUS-弹性成像技术对于于胃粘膜下肿瘤良恶性的鉴别诊断效能较高,可以作为早期鉴别胃粘膜

下肿瘤良恶性的方法之一, 值得我们在临床应用中推广。 

 
 

PU-2133 

原发性小肠淋巴瘤临床特征与预后相关因素分析项 

81 例样本的单中心研究 

 
顾于蓓,许彭鹏,吴强强,钟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探讨原发性小肠淋巴瘤（PSIL）患者临床特征和预后因素 

方法 纳入 2000-2017 年瑞金医院初治 PSIL 患者，收集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内镜、影像、病理特

征、生存情况，以及治疗方案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 研究共纳入 81 例 PSIL 患者，男 54 例，女 27 例，中位年龄 57 岁。①临床表现：腹痛（59.3%）

与 B 症状（39.5%）最为常见,其他表现为肠梗阻、消化道出血、消化道穿孔与腹部包块。②内镜与

影像特征：病变受累部位依次为空回肠（90.1%）、十二指肠（6.2%）、多部位同时受累（3.7%）。

40 例患者行内镜检查，其特征依次为弥漫浸润型（37.5%）、溃疡型（35%）、隆起肿块型（17.5%）、

表浅病变型（10%）。68 例患者行 CT 检查，其分型为浸润型(36.8%)、肠腔动脉瘤样扩张型（29.4%）、

肠系膜型(8.8%)、息肉肿块型（5.9%）、混合型（19.1%）。③病理分型：所有患者经内镜活检（22.2%）

或手术病理（77.8%）确诊，病理类型包括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77.8%）、MALT 淋巴瘤（11.1%）、

外周 T 细胞淋巴瘤（6.2%）、NK/T 细胞淋巴瘤（2.4%）、肠病相关性 T 细胞淋巴瘤（1.2%），滤

泡性淋巴瘤（1.2%）。④预后分析：中位随访时间 28.7 月（范围：0.4-167.0），2 年无进展生存

率及总生存率分别为 55.2％和 58.9％。单因素分析显示病理类型、年龄、ECOG 评分、结外病变数

目、国际预后指数（IPI）和巨大包块为影响总生存期的预后因素。多因素分析示 IPI 增高[RR=2.041，

95％CI 1.328-1.139，P=0.001]、病理类型（NK/T 细胞淋巴瘤、外周 T 细胞淋巴瘤、肠病相关性 T

细胞淋巴瘤）（RR=1.855，95％CI 1.243-2.769，P=0.003）与巨大包块（RR=3.896，95％CI 

1.428-10.627，P=0.008）为独立的不良预后因素。手术组和非手术组的 2 年累积总生存率分别为

63.4％和 52.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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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PSIL 临床表现较为隐匿，当前内镜确诊率较低。结合内镜、影像检查与手术可提高诊断能力。

该病预后不佳，IPI 增高、病理类型（NK/T 细胞淋巴瘤、外周 T 细胞淋巴瘤、肠病相关性 T 细胞淋

巴瘤）与出现巨大包块提示预后不良，手术不能改善 PSIL 患者的总生存情况 

 
 

PU-2134 

Overstitch 缝合胃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创面初探 

 
李璇,张国新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背景,内镜下黏膜剥离术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较外科手术的侵袭性小，

但大的黏膜缺损仍会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我们此项研究的目的是评价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胃

ESD 术后黏膜缺损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于江苏省人民医院接受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 ESD 术后创

面的患者信息。主要评价指标为术中和术后并发症、手术总时间、缝合时间、术后 1、2、24 小时

患者的视觉模拟评分 (Visual Analogue Score，VAS)、住院时间和病人满意度。 

结果 共纳入 4 例患者，其中 1 例男性、3 例女性，平均年龄为 62.50±14.08 岁。病灶平均直径为

2.02±0.69 厘米，其中胃窦 1 例、胃底 1 例、胃体 2 例，剥离后的创面平均直径为 4.65±0.60 厘米。

平均手术总时间为 84.74 ± 15.20 分钟、平均缝合时间为 8.26 ± 0.96 分钟，所有患者均只使用 1 根

缝合线。术后 2 小时腹痛评分最高(3.57±0.96)、其次 1h (2.25±0.5)、24h (1.50±0.58)，术后平均住

院天数为 2.25±0.5 日。术后平均随访 4.25 月，所有患者均未发生并发症。 

结论 内镜下 overstitch 缝合胃 ESD 术后黏膜缺损是可行并安全的。 

 
 

PU-2135 

患者肠道准备自我评估在肠镜诊疗中的意义 

 
吴宇,彭誉,练光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探讨电子结肠镜诊疗前患者肠道准备自我评估在肠镜诊疗中的意义。 

方法 随机选取 2018 年 1 月~4 月在我院消化内镜中心行电子结肠镜诊疗的 805 例门诊患者，预约

时常规宣教，并加强对最后一次大便性状观察的宣教提醒。在肠镜检查前，参照我院自制的肠道准

备对比图，患者对最后一次大便性状进行自我评估，同时，采用单盲方法由同一内镜医生对患者肠

道准备情况进行 Boston 肠道准备量表(the Boston bowel preparation scale,BBPS)评分，再综合分

析患者自我评估与医生 BBPS 评分的符合率。 

结果 所有患者均完成术前肠道准备自我评估，除其中 8 位患者因肠道准备情况极差未能完成肠镜外，

其余 797 名患者均完成了 BBPS 评分。统计结果显示，最后一次排便时间在肠镜检查前 4 小时内的

患者，其肠道准备自我评估情况与 BBPS 得分符合率为 97.1%；最后一次排便时间在肠镜检查前 4

小时以上的患者，其肠道准备自我评估情况与 BBPS 得分符合率为 58.7%，且肠道准备自我评估情

况优于肠镜检查中根据 BBPS 评分的实际情况。 

结论  肠镜诊疗前运用自制的肠道准备对比图让患者进行自我评估的方式，能有效的发现肠道准备

情况不理想的患者。通过加强检查前的宣教，引起患者对肠道准备自我评估的重视，对于提高肠镜

诊疗的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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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36 

奇壬醇对炎症性肠病 CD4+ T 细胞免疫调节作用及机制研究 

 
石岩 

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目的 探索二萜类天然化合物奇壬醇 (Kirenol) 对炎症性肠病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IBD) 

CD4
+ 

T 细胞免疫调节作用及机制。 

方法 体外分离培养 IBD 患者外周血 CD4
+ 
T 细胞，实验组细胞加入 Kirenol (20mM)，对照组细胞加

入等体积 PBS，培养 4 天后收集细胞及上清液，利用 qRT-PCR 和 ELISA 检测 CD4
+ 

T 细胞各亚型

（Th1、Th2、Treg、Th17）细胞特异性细胞因子和转录因子表达，利用 Western blot 检测磷酸化

STAT1、STAT3 以及 STAT5 表达。构建 TNBS 诱导的急性实验性小鼠结肠炎模型，实验组和对照

组分别给予 Kirenol (4mg/kg)和 PBS 灌胃，每日记录体重，四天后取结肠组织测量其长度，利用 HE

染色、流式细胞分析、qRT-PCR 等技术分析各组小鼠肠黏膜炎症差异。 

结果 Kirenol 可体外抑制 IBD 中 Th1 相关 (IFN-g、T-bet) 和 Th17 细胞相关(IL-17A、RORC)炎症

因子和转录因子表达，促进 Treg 细胞中 Foxp3 和 IL-10 表达。在 TNBS 诱导的小鼠结肠炎模型中，

Kirenol 可显著抑制 TNBS 引起的小鼠体重降低及结肠组织缩短程度。HE 染色表明，Kirenol 治疗组

小鼠结肠组织溃疡数目及浸润的炎症细胞数与对照组小鼠相比明显降低。流式细胞仪分析表明，

Kirenol 治疗后小鼠结肠组织中 Th1 和 Th17 细胞比例明显降低，Treg 细胞比例升高；促炎细胞因子

IFN-g、IL-17、TNF-a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相比于对照组明显降低，抑炎细胞因子 IL-10 明显增

加。此外，Kirenol 作用后的 IBD 患者 CD4
+ 
T 细胞和 TNBS 小鼠炎症肠黏膜组织中磷酸化 STAT1、

STAT3 相比于对照组显著降低，然而 STAT5 表达明显增加。 

结论 Kirenol可通过调节Th1、Th17和Treg细胞分化抑制 IBD中CD4
+ 
T细胞炎症免疫反应及TNBS

诱导的小鼠结肠炎。Kirenol 对 IBD 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 

 
 

PU-2137 

SEPT2 与 CDK2 的相互作用调控 HCC 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研究 

 
陆翠华,许晨舟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分别检测肝细胞肝癌（HCC）及癌旁组织中SEPT2和CDK2的表达情况；明确SEPT2和CDK2

在 HCC 中存在相互作用，并探究该相互作用在 HCC 发生发展中的意义。 

方法 运用免疫印迹（WB）技术检测 8 对 HCC 肿瘤及癌旁组织中 SEPT2、CDK2 和 PCNA 的表达

情况；运用免疫组化（IHC）技术检测 HCC 组织石蜡切片中 SEPT2、CDK2 和 Ki67 的染色情况；

运用免疫共沉淀（IP）和免疫荧光（IF）技术，明确 SEPT2 和 CDK2 在 HCC 细胞系中存在内源性

相互作用及共定位现象且在 293 工具细胞中存在外源性相互作用。胸苷刺激 HCC 细胞细胞，将周

期同步后释放，先通过流式细胞（FCM）技术确定胸苷刺激释放不同时间后细胞分别处于周期不同

阶段，再通过 WB 技术检测观察处于不同周期细胞的 SEPT2 和 CDK2 表达情况。 

结果 在 8 对 HCC 肿瘤及癌旁组织中，通过免疫印迹技术检测发现 SEPT2 和 CDK2 均在肿瘤组织

中表达较高并且与肿瘤增殖标志物 PCNA 在肿瘤组织中表达基本一致。免疫组化技术检测也发现

SEPT2和CDK2均在肿瘤组织中染色较深并且与肿瘤标志物Ki67在肿瘤组织中染色程度基本一致。

在 HCC 细胞系中，通过免疫共沉淀技术发现内源性的 SEPT2 和 CDK2 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而在

293 工具细胞中同时转染了 SEPT2 与 CDK2 的过表达质粒，通过免疫共沉淀技术也证实外源性的

SEPT2 与 CDK2 也存在相互作用。免疫荧光技术进一步证实了 SEPT2 和 CDK2 在 HCC 细胞系中

存在共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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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技术确定胸苷刺激释放后，细胞于不同时间点分别处于 G1/S 期、S 期和 G2/M 期。再通过

免疫印迹技术检测处于不同周期的细胞蛋白时发现，SEPT2 的蛋白表达水平会随着细胞周期进程从

G1/S 期开始逐渐增高，并于 G2/M 期达到最高水平随后便迅速降低。CDK2 的变化虽不明显，但也

存在微弱的相同变化情况。 

以上结果提示 SEPT2 和 CDK2 在肿瘤组织中均高表达且在肿瘤细胞的 G2/M 期发生相互作用。 

结论 SEPT2 和 CDK2 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且两者均在 G2/M 期表达最高。而 CDK2 作为周期依赖

性激酶，我们推测它与 SEPT2 的相互作用发生在 G2/M 期，并且是通过磷酸化修饰 SEPT2 来促进

G2/M 期的转化，从而促进 HCC 细胞周期进程加快，肿瘤细胞增殖，肿瘤发生发展。 

 
 

PU-2138 

谷氨酰胺转胺酶 2 通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2 通路调控 

克罗恩病中炎症相关的血管生成 

 
周高适,张盛洪,陈旻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炎症相关的血管生成是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病理生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2（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VEGFR2）相关通路是调

控克罗恩病中炎症诱导的血管生成最重要的信号通路之一。然而，TGM2 是否在炎症相关的血管生

成及CD中发挥作用尚未有研究。本研究通过揭示TGM2在CD中炎症诱导的血管生成的重要作用，

探讨 TGM2 是否能成为 CD 新的治疗靶点，有助于人们寻求新的 CD 治疗手段。 

方法 通过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及蛋白质免疫印迹明确 TGM2 在 CD 患者肠镜及手术标本中以

及 2,4,6-三硝基苯磺酸（TNBS）结肠炎小鼠与正常对照的表达差异。进一步通过免疫组化及免疫荧

光明确 TGM2 在手术标本及 TNBS 及硫酸葡聚糖（DSS）结肠炎中表达情况及定位。为了研究 TGM2

在 CD 中炎症相关的血管生成的作用，我们使用炎症因子处理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HUVEC），通过蛋白质免疫印迹明确 VEGFR2 相关通路的表达。最后，

我们通过 IL-9 中和抗体治疗 TNBS 结肠炎小鼠模型并评估小鼠的体重下降程度、结肠长度，及微血

管密度。 

结果 在 CD 患者和结肠炎小鼠中，TGM2 表达明显上调，TGM2 定位主要位于血管内皮细胞。分别

使用 IFN-γ、IL-23、IL-9 刺激 HUEVC 48 小时后，TGM2 的表达明显上调，成管能力上升。使用慢

病毒敲低 HUVEC 的 TGM2 及使用 TGM2 特异性抑制剂 GK921 处理 HUEVC 后，炎症因子对血管

内皮细胞成管的促进作用消失，VEGFR2 及相关通路磷酸化程度降低。使用 IL-9 中和抗体治疗 TNBS

结肠炎小鼠后，小鼠的体重下降程度、结肠长度，及微血管密度明显改善。 

结论 本研究提示 TGM2 通过上调 VEGFR2 相关通路诱导 CD 中炎症相关的血管生成，为 TGM2 成

为 CD 治疗的潜在靶点提供客观的理论证据。 

 
 

PU-2139 

核苷(酸)类药物不当停药一例 

 
王文睿,金珍婧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 

 

目的 对 1 例停用核苷(酸)类药物抗 HBV 后诱发肝衰竭患者的临床表现、诊疗经过进行分析，使临

床医师加深对抗 HBV 患者长期规范抗病毒治疗的了解，严密监测乙型肝炎病毒学、肝功、影像学等

指标，以实现为患者提供个体化、全面精准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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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收治的一例停用核苷(酸)类药物抗 HBV 后诱发肝衰竭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

并结合国内外相关报道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本例患者因进行性腹胀伴黄疸 1 个月入院，既往诊断为―乙肝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期‖，规律

口服阿德福韦酯抗病毒治疗，定期检查 HBV-DNA 回报小于检出值，自行停用―阿德福韦酯‖。入院后

肝功示转氨酶、胆红素明显升高，凝血酶原活动度下降，HBV-DNA 阳性，肝胆脾 CT 提示肝脏占位

性病变、肝硬化、腹腔积液，积极给予抗病毒、保肝、降黄、人工肝、支持、对症治疗，患者一般

状态好转后行肝脏射频消融治疗，术后随访肝功、HBV-DNA、AFP 均正常。 

结论 本例患者提示肝硬化患者给予长期规范抗病毒治疗对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减少耐药发生、控制

病情进展尤为重要。大量研究证实长期抗病毒治疗可降低慢乙肝患者原发性肝癌等临床事件的风险，

但是并不能完全阻止和清除原发性肝癌的发生。因此抗 HBV 治疗建议在专科医师指导下进行，不得

随意停药。应重视患者依从性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使患者充分了解规范抗病毒治疗的必要性。 

 
 

PU-2140 

从菌群到肠型——肠道菌群数学模型的动力学解释 

 
李铭,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肠道菌群的动态变化规律对菌群相关疾病的干预和预防至关重要。现有的数学模型不足以揭示

肠道菌群的动态变化规律，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1）不直接适用于目前广泛使用的高通量

测序获得的肠道菌群比例数据；2）稳定性极差，连续预测后模型迅速崩塌。我们基于 gLV 数学模

型进行了改进，使之适用于肠道微生态，并通过模型演算预测肠道菌群的动力学性质。 

方法 我们基于已经发表的肠道菌群密集时间序列 16s rRNA 基因高通量测序数据，对主要 OTU 的

动态变化建立数学模型。为适用于肠道菌群，我们在 gLV 数学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如下改进：设置

―排便触发生物量‖和―排便剩余生物量‖两个常数，肠道主要 OTU 动态变动大于肠道容量时，触发排

便算法并使肠道生物量由触发生物量减为剩余生物量。拟合实测数据并比较新模型与传统 gLV 数学

模型的稳定性和拟合度，并演算肠道菌群动力学特征。 

结果 排便触发模型能够很好的拟合肠道菌群密集时序数据，适用于非连续、相对定量的高通量测序

数据。在连续演算中，避免了个别物种的过度扩增。基于排便触发模型演算发现肠道菌群存在两种

动态变化形式——自发趋于稳定点或呈现周期性波动。两种形式的动态变化均可呈现肠型样聚类特

征。正常排便节律是维持菌群稳态的前提。肠道菌稳定性与总生物量正相关，通过抗生素或泻药消

减菌群总生物量能易化不同肠型间的转化。 

结论 排便触发模型能够更好地模拟肠道菌群的动力学变化，为精准干预肠道菌群提供了新的理论工

具。 

 
 

PU-2141 

Identification of Molecular Markers with High Diagnostic  
Value for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Gastric Cancer 

 
Congcong Min,Jing Zhang,Ye Wang,Shigang Ding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ported many molecular markers associ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LNM) in gastric cancer (GC), but thei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re not clear.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molecular markers with high diagnostic value for LNM in 
preoperative GC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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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six markers including CapG, TrkB, Prox-1, MMP-2, VEGF-C and 
VEGFR3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in preoperative gastroscopy biopsy 
specimens of 85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who underwent curative gastrectomy in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between January 2013 and December 2015. And the IHC results of them 
were collected by semi-quantitative integral method.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of these 
markers between tumors with and without LNM were compared by χ

2
 test. ROC curve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m for LNM in gastric cancer.  
Results Of the 85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LNM was detected in 34 (40%) patients.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of six markers including CapG, TrkB, Prox-1, MMP-2, VEGF-C, VEGFR3 
were respectively 85.3% (29/34), 76.5% (26/34), 67.6% (23/34), 64.7% (22/34), 61.8% (21/34) 

and 52.9% (18/34) in tumors with LNM,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LNM (P＜0.05). The 

areas under the ROC curves (AUCs) of the above six markers in the diagnosis of LNM in gastric 
cancer were 0.787, 0.761, 0.772, 0.724, 0.687 and 0.583, respectively. Among them, the AUCs of 

CapG, Prox-1 and TrkB were relatively larger than the other markers (P＞0.05) indicating higher 

diagnostic value for LNM of GC. The AUC of the three markers combined detection was up to 

0.859,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a single marker (P＜0.05). CapG had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94.1%) 

and Prox-1 had the highest specificity (88.2%).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the three markers had 
a specificity of 96.1%.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 of CapG, TrkB, Prox-1, MMP-2, VEGF-C and VEGFR3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LNM in gastric cancer. CapG, TrkB and Prox-1 showed higher 
diagnostic value for LNM of gastric cancer preoperatively. Combined detection of the three 
markers could improve the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diagnosis on LNM in gastric cancer. 
 
 

PU-2142 

lemmel 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刘梦晓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1 例 lemmel 综合征病例的临床特点、诊断与治疗经验，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并对该病的

诊断和治疗进行文献复习。 

方法 本例患者通过腹部超声、肝胆脾 CT、上消化道钡餐检查、磁共振胆胰管显像术（MRCP）、

无痛电子胃镜、无痛十二指肠镜等相关检查进行消化系统疾病的早期诊断，并及时行内镜下介入治

疗和术后病理诊断。 

结果 本例患者经影像学检查后及时行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并行相关介入治疗后，患者

恢复良好，术后病理为：（十二指肠）粘膜慢性炎，腺体增生，粘膜上皮有脱落。 

结论 对于可疑 lemmel 综合征的患者，及时行上消化道钡餐检查、磁共振胆胰管显像术（MRCP）、

十二指肠镜等相关检查可显著提高该病的诊断，有助于快速、准确地诊治本病，减少漏诊、误诊的

可能，结合患者症状体征及时行乳头括约肌切开术（EST）及鼻胆管引流术（ENBD）介入治疗，

避免不必要的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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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43 

Pneumatic dilation, more than a treatment of achalasia - 
Evaluation of compliance of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by 

Pneumatic dilation balloon before POEM 

 
hong Jin,Bin Wang,Wei Zhao,Lili Zhang,Qiuyu Chen,Bangmao Wa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Objective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POEM several years ago, the position of pneumatic dilation 
(PD) in the treatment of achalasia has been challenged. While, in the process of PD, the pressure 
of balloon changed according to volume of gas injected into it. Which might indicate the 
compliance of esophagogastric junction (EGJ), an important data considered by operator of 
POEM recently.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assess whether the pneumatic dilation balloon catheter 
combined with a precise pressure sensor allows for the evaluation of EGJ compliance, and then, 
help to predict the outcome of POEM in the treatment of achalasia. 
Methods In this prospectively designed study, 42 achalasia patients waiting for POEM and 9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enrolled. A series of small amount of gas were injected into the balloon 
after placement of the pneumatic dilation catheter and the pressure was recorded. Biopsies of 
esophageal muscle and mucosal tissue were obtained from achalasia patients in POEM for 
assessing the infiltration degree of inflammation by 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ing (HE) and 
fibrosis status by Masson staining. Both clinical evaluation and data of high resolution manometry 
were assessed before and 6 months after POEM. 
Results The EGJ compliance of 42 achalasia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s 
(P<0.05). Inflammatory infiltration present in 29 of 42 (69.1%) cases of achalasia with fibrosis in 23 
patients (54.8%). The EGJ complianc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ibrosis and inflammatory 
status respectively (P<0.05),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ckardt score and EGJ compliance 
were also confirmed (P<0.05). Moreover, the EGJ was significantly more distensible in patients 
who have not received previous treatment for achalasia (P<0.05). 
Conclusions Assessment of EGJ compliance with the novel measurement of pneumatic dilation 
balloon catheter might be able to reflect the degree of inflammation and fibrosis in esophagus of 
achalasia patients and predict the outcome of POEM. 
 
 

PU-2144 

LncRNA-AK012226促进db/db小鼠非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病细胞模型中的脂质蓄积 

 
陈杏田

1,2
,徐扬志

1
,赵丹

1
,陈婷

1
,古诚鑫

1
,余柑祥

1
,陈垦

2
,钟赟

1,3
,刘世明

1,3
,聂玉强

4
,杨辉

1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广州市心血管病研究所 

4.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是最常见的慢性肝脏疾病

之一。目前对 NAFLD 的治疗方法有限且效果不佳，因此阐明其发病机制并寻找可能的治疗靶点尤

为重要。越来越多证据发现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参与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但 lncRNA

在 NAFLD 发病中的作用了解甚少。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索 lncRNA 在 NAFLD 小鼠中的表达谱，并

从中发现及鉴定出参与 NAFLD 发病的新的 lncRNA。 

方法 我们以正常 C57BLK/S 小鼠作为对照，对患有 NAFL 的 db/db 小鼠肝脏进行基因芯片分析

(Mouse LncRNA Microarray V2.0, Arraystar)以研究其 lncRNA 和 mRNA 表达谱。随后挑选某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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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的差异表达 lncRNA 在小鼠肝脏组织和游离脂肪酸（FFA）诱导的 NAFLD 细胞模型中进行

qRT-PCR 验证。接下来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构建AK012226-mRNAs共表达网络和 GO分析、KEGG

信号通路分析。最后我们利用 siRNA 干扰 AK012226 表达，通过尼罗红染色和流式细胞术观察

AK012226 对 FFA 诱导 NCTC1469 细胞脂质蓄积的影响。 

结果 在 NAFL 小鼠肝脏中一共发现了 3360 个差异表达的 lncRNA 和 2685 个 mRNA。在 NAFLD

小鼠肝组织中对 5 个差异表达的 lncRNA (AK012226, B430212C06Rik, Fabp3-ps1, NR-040532, 

AK052193)进行 qRT-PCR 检测，结果也发现与基因芯片一致。另外 qRT-PCR 同样发现 AK012226

在FFA诱导的NCTC1469 NAFLD细胞模型中显著升高，因此我们挑选AK012226进行下一步研究。

AK012226-mRNA 共表达网络发现了 218 个共表达的 mRNA，对这些 mRNA 的生物信息学分析提

示其主要富集在 PPAR 信号通路。最后，尼罗红染色及流式细胞术发现通过 siRNA 干扰 AK012226

表达可以减少 FFA 诱导的 NCTC1469 细胞脂质蓄积。 

结论 本研究筛选出一系列与 NAFLD 相关的差异表达 lncRNA 和 mRNA，并发现 AK012226 可能对

促进 NAFLD 中的脂肪蓄积具有促进作用，为 NAFLD 的治疗提供了潜在的治疗靶点。 

 
 

PU-2145 

疏肝解郁胶囊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疗效观察 

 
魏思忱,孔郁,魏新亮 

沧州市中心医院 

 

目的 肠易激综合征常常伴随抑郁表现，探讨疏肝解郁胶囊的辅助治疗效果，并观察其对患者抑郁表

现和腹痛腹泻症状的改善情况。 

方法 选择伴抑郁表现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 96 例，年龄 30-60 岁，随机分为治疗组 48 例和对照组

48 例，对照组采用口服复方谷氨酰胺 4 粒 日三次，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 3 粒 日三次。治疗组

加用疏肝解郁胶囊 2 粒 日二次。疗程均为 12 周，治疗期间根据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并观察临

床疗效和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与对照组间人口统计学特征、体格检查和疾病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疗效评价：治疗组 48 例中有一例服药 4 周自行停药剔除，有效 42 例，有效率 89.4％,对照

组 48 例中有效例 30 例，有效率 62.5％。治疗组抑郁自评量表评分明显下降，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治疗组有 6 例出现恶心、头晕等不适，能耐受，继续服药逐渐好转，不良反应发

生率 12.5%。 

结论 疏肝解郁胶囊能明显改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抑郁症状和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且无明显不良

反应，是肠易激综合征治疗的一种有效方法。 

 
 

PU-2146 

早期肠内营养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疗效评价 

 
吴姿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评价早期肠内营养（Early enteral nutrition，EEN）和 延迟肠内营养（Delayed enteral nutrition，

DEN）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为临床实践提供循证医学依据。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知网（CNKI）、万方、维普

资讯网（VIP），检索时间为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纳入所有有关早期肠内营养和延迟肠

内营养 治疗 SAP 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RCT）。通过阅读文献题目、摘要

或全文，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的 RCT。选择并发症发生率、病死率、血清淀粉酶恢复时间、住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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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作为最后的分析指标。在对纳入研究的 RCT 进行质量评价和数据提取后，应用 RevMan 5.3 统

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有 20 项 RCT 纳入研究，共包括 1457 例患者，其中 EEN 组 735 例、DEN 组 722 例。EEN

组中所有 SAP 患者为入院 72h 内给予肠内营养，DEN 组中所有 SAP 患者 72h 后给予肠内营养。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 DEN 相比，EEN 组可以显著降低 SAP 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OR = 0.45，

95%CI（0.36，0.56），P<0.00001]、缩短 SAP 患者血清淀粉酶恢复时间[SMD= -1.83，95%CI（-1.98，

-1.68），P<0.00001]、同时缩短 SAP 患者在 ICU 住院天数[标准差= -2.03，95% CI（-2.81，-1.25），

P<0.00001]；但在病死率方面 EEN 组较DEN 组并未能降低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的死亡率[OR =0.60，

95%CI（0.36，1.03），P = 0.0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与 DEN 组相比，EEN 组可以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缩短淀粉酶恢复时间并缩短患者在 ICU 住院

天数，但不能明显降低 SAP 患者病死率。对 SAP 患者进行早期营养支持治疗，72h 内启动肠内营

养较延迟肠内营养可改善临床预后。 

 
 

PU-2147 

Whole exome sequencing of colitis associated colorectal 
cancer in long-standing ulcerative colitis 

 
Pengguang Yan,Jingnan Li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bjective Long-standing chronic colitis inflammation plays a vital role in carcinogenesis, it takes 
part in both tumor initiation and progression.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genetic landscape of 
colitis associated colorectal cancer (CAC) and provide specific therapeutic targets, we performed 
hybridization based whole-exome sequencing of tumor tissues from individual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under high risk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of target mutations. 
Methods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CAC at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UMCH) from 
2003 through 2017 were identified and medical records were reviewed for clinical history and 
basic information, archived pathology slides were reviewed by an experienced pathologist to 
confirm evidence of carcinoma. Only tumor tissues from patients under high risk of CRC (UC-HR, 
≥7 years of extensive colitis or ≥10 years of left-sided colitis) were involved in subsequent 
analyses.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local Ethics Committee of PUMCH (S-K378). 
Results  23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CAC were identified, 10 UC-HR patients with available 
archived formalin-fixed paraffin-embedded (FFPE) samples were enrolled in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including 7 males and 3 females. The median age was 44.87 (26-66) years and 
median disease duration was 17.6 (7-25) years. Most of the tumor sites were rectosigmoid/rectum 
(7), left colon (1) and right colon (2) made up of the rest. Besides genomic alterations in TP53 and 
APC, we had noticed several recurrent mutations in innate immune system and cytokine signaling 
in immune system, such as IL-32, IL-7R, DOK3 and NR1H2. Gene Ontology analysis identified 
enrichment in ontologies associated with cell differentiation, cell adhesion, methylation and 
cytoskeleton, the significantly enriched pathways were the major caner pathways including basal 
cell carcinoma, bladder cancer, endometrial cancer and pancreatic cancer. 
Conclusions Long-standing ulcerative colitis associated colorectal carcinoma have novel 
genome alteration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new information on potential mechanisms of 
carcinogenesis in chronic colitis and an excellent premise for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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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48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与外科手术治疗早期胃癌的有效性 

及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马丽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目的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与外科手术是早期胃癌（EGC）的常用治疗方法，但其相关风险

及获益目前仍存在争议，该研究旨在比较两种治疗方法在治疗 EGC 的有效性、安全性等方面的差

异。 

方法 检索 2012 年 1 月 -2017 年 12 月发表在中国知网数据库、维普数据库及万方数据库的有

关 ESD 与外科手术治疗 EGC 对比研究的所有中文文献，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对搜索的相关文献

进行二次筛选，并对纳入的研究进行质量评价，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总

共有 20 篇文献符合纳入标准，且大部分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小部分为随机对照研究。 

结果 Meta 分析的结果显示 ：ESD 与外科手术相比，复发率 [（26/2298，1.13%）vs（11/793，

1.39%），P =0.56]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虽然外科手术在整块切除率方面稍高于 ESD 组 [（423/444，

95.27%）vs（712/792，89.90%），P =0.001]，但是外科手术组的手术时间 [ 标准化均数差 SMD 

= -100.94，95%CI ：-135.68 ～ -66.56，P =0.000] 及住院时间（SMD=-7.66，95%CI ：-8.75 ～ 

-6.56，P =0.000）比 ESD 组延长，且术后并发症增多 [（131/3117，4.20%）vs（260/1261，20.62%），

P =0.000]。 

结论 对于 EGC 的治疗，两种治疗方法在复发率无明显差异，虽然 ESD 组在整块切除率上不及

外科手术组，但其具有创伤小、手术时间短、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少、住院时间短且恢复快等显著优

势，可作为 EGC 的首选治疗方法。 

 
 

PU-2149 

TANK 基因多态性与汉族人群无症状乙肝病毒携带者易感性研究 

 
宋起龙

1
,郑丹

1
,李晖

1
,何星星

1,2
,任换平

1
,吴杰

1
 

1.武汉市中心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肝病研究所 

 

目的 探讨多态性位点 rs3820998 与无症状乙肝病毒携带者易感性。 

方法 本实验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包括自发痊愈组 432 例，无症状乙肝病毒携带组 473

例。研究涉及的所有样本均是在 2007 年 9 月至 2010 年 8 月期间从武汉同济医院和协和医院的门诊

病人和住院病人获取的。收集患者外周血、实验室检查资料和临床病史以及影像学资料。提取患者

外周血中的基因组 DNA，再以此 DNA 为模板，用 Taqman-MGB 探针实时定量 PCR 技术检测

rs3820998 位点，进行基因分型，然后运用 t 检验、卡方检验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临床资料表明病例组中男性患者比例高于对照组（P<0.01）。‚各两组基因型频率均符合哈温

-伯格平衡（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两组最小等位基因频率（MAF）均大于 5%。这两个结

果说明研究人群有相对稳定的遗传背景，适合进一步统计学分析。③以自发痊愈组为对照组，在校

正性别、年龄因素的基础上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rs3820998 位点与无症状乙肝病毒携带者的

易感性相关(显性模型 P=0.003,OR=1.54,95%CI:1.163~2.03)。 

结论 在汉族人群中位点 rs3820998 与无症状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易感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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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50 

以贲门失弛缓症为首发表现的原发性肝癌 1 例 

 
张梦瑶,张倩,邵雪,金珍婧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贲门失弛缓症的发病机制、临床特点、影像学表现、原发性与继发性贲门失弛缓症的鉴别

及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以贲门失弛缓症为首发表现的原发性肝癌 1 例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本例因胃内烧灼感、恶心、呕吐 1 天入院，既往肝硬化病史 2 年，入院后患者进食困难，需进

一步完善胃镜检查明确恶心、呕吐原因，家属考虑患者高龄，暂不同意行胃镜检查，故行全消化道

造影，全消化道造影检查结果提示为贲门失弛缓症。考虑恶性肿瘤为贲门失弛缓症的病因之一，且

患者高龄，肝硬化病史较长，不除外其进展为肝癌的可能，进一步行肝胆脾 CT 平扫+三期增强检查，

结果提示肝左叶原发性肝癌，门静脉癌栓形成。患者原发性肝癌诊断明确，已出现门静脉癌栓，处

于肿瘤晚期，家属仅要求对症治疗，缓解患者症状为主，故继续保肝、降黄、止吐及对症支持治疗，

后患者恶心、呕吐好转出院。 

结论 贲门失弛缓症分为原发性与继发性，两者需要进行充分鉴别，继发性贲门失弛缓症患者的病程

一般短于原发性患者，多数患者就诊时为首次发作，发病年龄亦相对较晚，且恶性肿瘤是继发性贲

门失弛缓症最常见的病因，但通过食管测压、X 线钡餐造影、内镜检查一般难以与原发性贲门失弛

缓症相鉴别，极易造成误诊、漏诊，以致未能采用最佳治疗手段，治疗效果不佳。总结本例临床资

料，对于老年新发贲门失弛缓症患者，临床医师诊断时应细心谨慎，需综合考虑患者的病史、临床

表现，并完善相关检查，以区分其症状是原发性还是继发性，因两者的治疗手段截然不同，因此明

确贲门失弛缓症的病因格外重要，尤其警惕恶性肿瘤引起的继发性贲门失弛缓症。 

 
 

PU-2151 

和谐夹联合圈套器牵引在胃角病变 ESD 中的作用 

 
肖勇,陈明锴,于红刚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本文旨在探讨和谐夹联合圈套器牵引方法在胃角病变 ESD 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7 月期间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胃角病变（病

灶大小在 2cm-4cm）48 例 ESD 的临床资料，其中传统 ESD 方法 24 例，其中，14 例为 ESD 初学

者（LSE),10 例 ESD 熟练掌握者(MSE）；和谐夹联合圈套器牵引方法 24 例，其中 13 例为 LSE 操

作，11 例 MSE 操作 

结果 ① 所有 48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无转外科手术。② 牵引方法对比传统方法：病病完整切除率

（en bloc），100% vs 87.5%, P=0.074；R0 切除率 100% vs 100%, P=0.317; 迟发出血率 4.17% 

vs 12.5%, P=0.296；ESD 操作时间 56.46±8.66 minutes vs 72.42±12.22 minutes, P=0.004。③ 对

于不同 ESD 操作熟练程度者，ESD 初学者（LSE)比较熟练者（MSE）：牵引操作准备时间：59±4.91 

seconds vs 56.7±5.01 秒, P=0.881；ESD 术后出血率 4.17 % vs 12.5%, P=0.347)；ESD 操作时间

缩短率 25.17% vs 13.14%)。⑤ ESD 术中穿孔情况：对于 LSE 和 MSE 分别比较，牵引方法和传

统 ESD 方法的结果分别是 0% vs 21.43%, P=0.077 和 0% vs 10%, P=0.283。  

结论 和谐夹联合圈套器牵引可加快胃角病变 ESD 的操作效率，尤其对于 ESD 刚入门者更加有效，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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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内镜干预方式在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费效比研究 

 
肖勇,陈明锴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两种急诊内镜干预方式在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中的费效比，以期提供一种经济而有效

的处理模式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7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中完成急诊内镜并

明确出血部位的食管胃静脉曲张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种急诊内镜干预方式（A 组:仅预处理出血

靶血管联合序贯处理其它曲张血管；B 组：一次性联合处理所有曲张血管）的疗效和费效比。 

结果 所有急诊内镜均为入院后 12 小时内完成，共有 286 例患者中，男 172 例，女 114 例，平均年

龄为 54.36 岁。其中，A 组 163 例，平均年龄 56.25 岁，B 组 117 例，平均年龄 53.58 岁；② 286

例患者中，其中肝炎后肝硬化（包括乙型肝炎、丙型肝炎）142 例，酒精性肝硬化 56 例，血吸虫性

肝硬化 44 例，免疫相关性肝硬化 15 例，药物性肝硬化 8 例，原因不明 21 例。③ A、B 两组急诊

内镜资料显示：Child-Pugh 评分 7.24 VS 7.56 (P>0.05)，即时止血率 100% VS 95% (P>0.05)，5

天再出血率 3.2% VS 1.2% (P<0.05)，6 周死亡率 5.48% VS 6.78% (P>0.05)，一年内序贯治疗次

数 3.2 VS 2.8 (P>0.05)。④浓缩红细胞使用情况：急诊内镜治疗本次 1.8 IU VS 3.8IU (P<0.05)，一

年内 2.5 IU VS 4.0 IU(P<0.05)。 ⑤ 单次住院费用(万）两组：5.18 VS 4.23 (P>0.05)，一年内累计

住院费用：9.89 VS10.23 (P>0.05)。 

结论 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急诊内镜干预是有效方式，预处理曲张血管联合序贯治疗其它曲张血

管的方式较一次性处理所有食管胃曲张静脉的方式更为安全，可减少单次治疗血液制品用量，但是

可能提高单次住院的治疗成本。 

 
 

PU-2153 

重庆地区胃息肉的临床、内镜和病理特征分析 

 
何金龙,陈磊,陈文生,房殿春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目的 分析重庆地区胃息肉的临床、内镜和病理特征分析，为制定科学的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了西南医院消化内镜中心数据库 2007 年 1 月到 2016 年 12 月检出的 9993 例胃

息肉患者的临床资料、胃镜报告和病理资料 

结果 10 年间胃息肉的病理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增生性息肉所占比例由 68.77%下降到 39.83%，

而胃底腺息肉由 25.94%上升到 48.68%；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由 2007 年的 3.75%上升到 2015 年

的 5.87%；H.pylori 感染率由 57.78%下降到 37.72%。9993 例胃息肉患者中，有 124 例（1.24%）

发生上皮内瘤变，其中低级别 61 例（0.61%），高级别 63 例（0.63%）；上皮内瘤变发生率整体

上来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 2007 年的 3.58%下降到 2016 年的 0.85%。共 24 例发生癌变，癌变率

为 0.24%。反流性食管炎在胃底腺息肉和增生性息肉患者中发生率分别为 6.86%和 3.96%，在炎性

和腺瘤性息肉患者中未检出，在胃底腺息肉组中显著高于非胃底腺息肉组。H.pylori 感染率在胃底腺

息肉组中为 28.48%，显著低于非胃底腺息肉组。上皮内瘤变发生率在增生性、胃底腺、炎性和腺瘤

性息肉中分别为 0.51%、0.20%、2.09%和 47.09%。腺瘤性息肉癌变率最高，为 13.37%，增生性

息肉癌变率为 0.02%，胃底腺及炎性息肉中均未发现癌变者。 

结论 重庆地区 10 年间增生性胃息肉明显下降，几乎无恶变风险的胃底腺息肉已成为主要的病理类

型，因此临床中是否有必要对所有胃息肉进行切除治疗，应结合息肉病理类型、临床特征及患者意

愿后作出差异性的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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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镜引导下置入鼻胆管替代空肠营养管在毕Ⅱ式术后吻合口梗阻

患者中的效果及内镜护士配合的作用 

 
吴宇,卢朝霞,欧阳淼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观察胃镜引导下置入鼻胆管替代空肠营养管在毕Ⅱ式术后吻合口梗阻患者中的效果并探讨内

镜护士在其中配合的作用。 

方法 由医生随机选取 18 例普外科因胃癌行胃毕Ⅱ式术后吻合口梗阻的患者，在胃镜引导下置入鼻

胆管替代空肠营养管，内镜护士在术前、术中、术后对患者进行宣教和指导，并在术中配合医生置

管，观察置管成功率及治疗效果。 

结果 护士对 18 例患者在术前、术中、术后均予以宣教和指导，患者配合度高。内镜护士通过操作

各种消化内镜医用附件及耗材配合医生的置管，所有患者均一次置管成功，成功率为 100%。术后

复查胃镜，吻合口炎症、水肿明显改善，梗阻消除。 

结论 胃镜引导下置入鼻胆管替代空肠营养管在毕Ⅱ式术后吻合口梗阻患者中有明显改善梗阻的作

用。内镜护士通过对患者的宣教和指导，以及熟练掌握各种医用附件及耗材的产品性能，与医生默

契的配合，更有利于提高此类患者的置管成功率。 

 
 

PU-2155 

生物反馈联合乳果糖治疗出口梗阻型便秘临床研究 

 
杨梅,刘永东 

成都航天医院 

 

目的 观察生物反馈联合乳果糖治疗出口梗阻型便秘的疗效， 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3 月收治的符合罗马Ⅲ诊断标准的 FC 患者，所有患者均行

肛门直肠测压测定为出口梗阻型便秘，病程在半年及以上，经电子肠镜检查排除直肠肛门器质性病

变， 排除因全身性疾病、 药物性因素所致继发性便秘以及严重心律失常、不能配合治疗等患者。

根据随机数字表分为两组，生物反馈治疗组（BF 组）和生物反馈联合乳果糖治疗组（联合组），每

组 20 例，生物反馈治疗采用中国浙江宁波迈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全消化道动力检测仪和随机

安装的生物反馈训练程序，BF 组采用短期强化治疗方案，1 次/d， 30min/次， 5 次/w， 10 d 为 1 

个疗程， 连续做 2 个疗程，联合组在 BF 组治疗基础上加用乳果糖口服液，首次服用剂量 30 ml/

（次·d），后改为 20 ml/（次·d），均为晨起顿服，两组疗程均为 4 w， 4 w 后对患者进行临床评

估，并行肛门直肠压力测定。 

结果 两组治疗后临床症状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改善(P ＜0. 05)，联合组症状改善程度优于 BF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 肛门直肠测压评估中直肠静息压、力排结果提高(P＜0.05)，初始排

便、强烈排便及直肠最大耐受量均值下降(P＜0.05)，且联合组改善程度优于 BF 组(P＜0.05)，肛

管静息压、肛门直肠最大收缩压、 直肠初始感觉阈值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 P＞0.05)。 

结论 生物反馈联合乳果糖治疗出口梗阻型便秘有协同作用，可以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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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制联合目标教学法在消化内镜新护士准入培训中的应用 

 
吴宇,卢朝霞,余意,罗学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目的 评价导师制联合目标教学法在消化内镜新护士准入培训中的效果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月至 2018 年 1月我院消化内镜中心负责培训的 28 名消化内镜新护士为研究对

象，随机分为两组，A 组（对照组）采用一对一导师制教学法带教，B 组（实验组）采用导师制联

合目标教学法带教，评价并比较培训结束后两组护士专科理论、专业技能、内镜设备的使用及常见

故障的处理、与患者沟通进行健康指导能力的达标情况，以及独立工作后 3 个月内两组护士的应变

能力和内镜医生对内镜操作中护理配合的满意度情况。 

结果 培训结束后 B 组（实验组）的考核指标达标情况均优于 A 组（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 P〈0.05）。独立工作后 3 个月内， B 组（实验组）护士应变能力和内镜医生对内镜操作中

护理配合的满意度均高于 A 组（对照组）护士，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导师制联合目标教学法有利于消化内镜新护士的带教，对提高新护士的自我管理能力，强化老

师的带教意识，促进消化内镜新护士的成长和控制护理风险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PU-2157 

八宝丹胶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疗效观察 

 
连桂秀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目的 1/3 慢性 HBV 感染者将发展为严重的进展性肝病，最终导致肝内胆汁淤积、肝硬化和肝细胞

肝癌，目前慢性乙型肝炎治疗的主要环节是通过抑制病毒及控制肝纤维化以延缓或阻止病情向肝硬

化、肝癌发展。本试验应用八宝丹胶囊治疗 120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并对其改善肝内胆汁淤积及

抗肝纤维化的疗效进行了观察。 

方法  选择我院 2016 年 9 月-2018 年 1 月住院患者，其诊断符合 2015 年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修

订的《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指南》，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在常规西医综合治

疗，辅以八宝丹胶囊 0.6g 口服 3 次/天，2 周为 1 个疗程，连续 2 个疗程；对照组为常规西综治疗。

观察治疗前后两组肝功能及肝纤维化指标变化。 

结果 在 4 周治疗结束时，治疗组患者肝功能指标血清 ALB（37.72±4.47）g/L，较对照组升高[ALB

（34.96±4.83）g/L，P<0.05]，治疗组血清 TBL（47.17±41.01）μmol/L、ALT（75.89±79.64）IU/L、

AST（55.04±28.67）IU/L、γ-GGT（114.21±64.80）IU/L、PT（15.18±2.79）s，均较对照组显著

下降[TBL（77.20±54.84）μmol/L、ALT（166.20±272.74）IU/L、AST（78.68±58.83）IU/L、γ-GGT

（177.60±118.40IU/L、PT（17.71±3.86）s，P 均<0.05]；治疗组肝纤维化指标血清 PCⅢ

（112.65±104.11）μg/L，HA（316.25±114.07μg/L），LN（102.64±81.40）μg/L，Ⅳ-C（141.15±106.88）

μg/L，LSM（15.05±4.62）Kpa，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CⅢ（167.34±126.77）μg/L，HA（371.46±121.06）

μg/L，LN（136.76±85.56）μg/L，Ⅳ-C（187.18±111.43）μg/L，LSM（17.27±4.06）Kpa，P 均

<0.05]。 

结论 八宝丹具有多方面药理活性，可改善肝功能、肝内胆汁淤积，降低患者血清肝纤维化指标，其

有效性和安全性，可广泛应用于慢性乙型肝炎及肝内胆汁淤积及肝硬化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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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易激综合征及分型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陈岩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肠易激综合征及分型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12年 11月至 2017年 6月在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及住院部就诊的肠易激综

合征患者 110 例做为试验组。同时，选择同期来本院体检中心体检的 110 例健康体检人员做为对照

组，以快速尿素酶试验和 14C-尿素呼气试验来检测两组研究对象的 HP 感染状况。同时，将 HP 感

染的试验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试验组 1 给予口服 马来酸曲美布汀片 0.2g 3/次，蒙脱石散 3g 3

次/日 疗程 4 周；试验组 2 在试验组 1 的基础上给予口服艾司奥美拉唑 20mg 2 次/日，枸橼酸铋钾 

220mg 2 次/日，阿莫西林 1g 2 次/日，呋喃唑酮 100mg 2 次/日，治疗 2 周。观察并计算两组的治

疗效果。 

结果 试验组 110 例患者中有 68 例检测为幽门螺杆菌阳性，感染率为 61.8%；对照组 110 例健康体

检者中有 50 例检测为幽门螺杆菌阳性，感染率为 45.5%；试验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明显高于健康

体检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 1 治疗 4 周后总有效率为 55.89%（19/34）；

试验组 2 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85.3%（29/34），两组治疗效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试验组 4 种分型幽门螺杆菌检测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肠易激综合征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有相关性，但各分型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无显著关联。 

 
 

PU-2159 

芳香烃受体通过 MLCK 信号通路调控肠粘膜屏障功 

能影响肠道炎症形成的研究 

 
马海芹,赵小静,张红杰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建立 2,4,6-三硝基苯磺酸（TNBS）诱导的结肠炎模型，及体外构建 TNF-α 诱导

的 Caco2 肠上皮损伤模型，观察 AhR 对 IEB 功能及肠道炎症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机制。 

方法 选取 8-10 周龄的 C57BL/6（WT）鼠及 AhR 敲基因（AhR
-/-）鼠为研究载体，构建 TNBS 模

型；体外利用 TNF-α 构建肠上皮损伤模型。疾病活动指数（DAI）及组织病理评分评估肠道炎症；

FITC-Dextran 检测 IEB 通透性；透射电镜观察 TJ 超微结构；Western blot 和免疫荧光检测 TJ 蛋白

的表达与分布，以及 Western blot 检测 MLCK、MLC 和 p-MLC 的表达。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TNBS 组小鼠 DAI 评分及组织病理评分均显著增高（P<0.05），且 AhR
-/-鼠

TNBS 造模后 DAI 评分及组织病理评分较 WT 鼠 TNBS 造模后均更为增高（P<0.05）。比较各组小

鼠 IEB 功能发现，TNBS 组小鼠的 FITC-Dextran 渗透率较对照组显著增加（P<0.05）；透射电子

显微镜显示其肠上皮结构紊乱，细胞间隙增宽；免疫荧光显示 TJ 荧光强度减弱，完整性遭到破坏；

WB 显示 TJ 蛋白表达明显减少；且 AhR
-/-

 TNBS 组的肠粘膜屏障通透性较 WT TNBS 组升高更为明

显（P<0.05），TJ 超微结构破坏更为严重，蛋白表达更为减少。检测各组小鼠 MLCK 信号通路相

关蛋白发现，与对照组相比，TNBS 造模后小鼠肠组织中 MLCK 和 p-MLC 蛋白表达显著增加

（P<0.05）；且 AhR
-/-鼠肠组织中的 MLCK 和 p-MLC 表达较 WT 鼠升高更为明显（P<0.05）。体

外实验中，给予 AhR 的配体激动剂 FICZ 后可以一定程度上修复 TJ 蛋白的完整性，上调 TJ 蛋白表

达，降低肠粘膜通透性，并下调 MLCK 和 p-MLC 的表达；而给予 AhR 抑制剂 CH223191 之后，TJ

结构破坏更为明显，蛋白表达明显下降，肠粘膜通透性显著增加，MLCK 和 p-MLC 表达显著增加

（P<0.05）。 

结论 AhR 缺失加重结肠炎模型鼠肠粘膜屏障的损伤，且该作用可能与调控 MLCK 信号通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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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60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MMP quantitative array in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Jian Liu

1,2
,Liya Zhou

1
,Sanren Lin

1
,Bei Yao

1
,Jiansuo Zhou

1
,Xiue Yan

1
,Jingjing Lu

1
,Shiyu Xiao

1
 

1.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2.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MMP) profiling for auxiliary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GC), screening new diagnostic markers and comparing with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raditional serological tumor markers. 
Methods Serum samples from 12 GC patients and 10 non-neoplastic gastric disease (NGD)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Human MMP arrays were used to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7 major 
MMPs and 3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s (TIMPs) simultaneously. Then the levels of 
them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GC and NGD group and their diagnostic value was assessed 
by ROC curve. An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as performed. Additionally, the levels of alpha 
fetoprotein (AFP),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carcinoma antigen 125 (CA125), and 
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 in sera of the 12 GC patients were detected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assay. 
Results (1) the high expression of MMP subtypes (absolute concentration >10000pg/ml) include 
MMP-1, MMP-3, MMP-9 and TIMP-1; the medium expression (absolute concentration 
1000-10000pg/ml) include MMP-8, TIMP-2 and TIMP-4; and the low expression (absolute 
concentration <1000pg /ml) include MMP-2, MMP-10 and MMP-13. (2) Compared to the NGD 
group, except MMP-2, MMP-3 and MMP-13, other MMPs showed an increased trend in the GC 
group,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ly TIMP-4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GC group than NGD 
group (P<0.05). (3)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the MMPs were from 0.500 to 0.858, and 
the combined AUC of them was 0.858 (95% CI, 0.699-1.000) for the diagnosis of GC. Particularly, 
TIMP-4, whose AUC is the highest, was 0.858 (95% CI: 0.692-1.000). At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2438.3 pg/ml, its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for the diagnosis of GC were 83.3%, 80% 
and 81.8%, respectively. (4) KEGG enrichment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se proteins mainly wer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bladder cancer pathway, pathways in cancer and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hway. Furthermore, the positive rate of AFP, CEA, CA125 and CA19-9 in the GC group were 0, 
25.0%, 20.0% and 8.3%, respectively. And the combined positive rate was only 33.3%. 
Conclusion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conventional tumor markers is limited. However, TIMP-4 
may be a novel biomarker for the diagnosis and screening of GC, which warrants further 
validation. 
 
 

PU-2161 

多伦多肝细胞癌风险指数在我国肝硬化患者中的验证：  

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张慧娴,朱锦舟,奚黎婷,吴爱荣,许春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肝硬化作为肝细胞癌（HCC）的高危因素。简单有效的临床算法将有助于筛选 HCC 高危人群。

2017 年，西方学者建立了多伦多肝细胞癌风险指数（Toronto HCC Risk Index, THRI），主要包括

性别、年龄、肝硬化病因及血小板数，预测肝硬化发展为 HCC 的风险。考虑到西方与亚洲人群肝硬

化疾病谱的不同，本研究旨在我国进行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首次验证 THRI 在亚洲人群中

预测肝硬化发展成 HCC 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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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08 年 01 月至 2018 年 5 月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肝硬化的患者资料，包括肝硬

化病因、血常规、凝血功能、生化等首诊信息以及末次随访或确诊 HCC 时信息。绘制 ROC 曲线评

价 THRI 对于预测 HCC 发生的能力。据 THRI 评分 120 和 240 为界，将患者分为低危、中危及高危

组，采用 Logistic 回归及 Kaplan-Meier 法分析 THRI 与 HCC 发病风险的关系。 

结果 本研究最终共纳入肝硬化患者 520 例，平均随访时间 32.4 ± 23.2 月，共计 76 人发展为 HCC。

HCC 组的 THRI 评分为 279.5 ± 57.1，高于非 HCC 组（232.3 ± 67.6, p < 0.001）。以 THRI 绘制

ROC 曲线，曲线下面积 AUC 为 0.707（p < 0.001），当 cut-off 值取 226 时，敏感度 0.842，特异

性 0.486。THRI 低风险组 23 人、中风险组 248 人、高风险组 249 人，各有 0 人（0.0%）、20 人

（8.5%）及 56 人（22.5%）发展为 HCC。在校对相关因素后，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THRI 高风险

组与低风险组相比，发展为 HCC 的风险明显增加（p = 0.036, OR 1.026 [95% CI 1.002 - 1.051]）。

三组间 HCC 的累积发病率存在差异（Log rank, p < 0.001），其中低危组 5 年及 10 年累积发病率

均为 0.0%，高危组的 5 年累积发病率（34.3%）显著高于中危组（13.2%），而高危组和中危组的

10 年累积发病率分别为 75.1%和 81.0%。 

结论 本研究首次报道 THRI 在亚洲肝硬化人群中具有较好预测 HCC 风险的能力。其特点是对 HCC

发生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可有效区分 HCC 高危人群。临床上完善肝硬化患者 THRI 评分，并针对性

地增加高危患者的随诊频率，有助于 HCC 二级预防。 

 
 

PU-2162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comparison between lean and 
obes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JIAN JIAO,Yu Hong,Yanzhen Chen 

China-Japan Union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Objectiv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 is seen commonly in patients with metabolic 
abnormalities associated with obesity.This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characters of lean and 
obese NAFLD  individuals. 

Methods  496 NAFLD cases of  Obese (BMI≧25 kg/m2)  NAFLD group(n=101) and Lean (BMI 

< 25 kg/m2) NAFLD group(n=395) were investigated . Gender, ag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triglycerides (TG), cholesterol (CHOL), and the level of blood glucos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Male-dominated discrepancy of gender distribution was more evident in obese NAFLD 
group. Elevated ALT was more common in obese NAFLD group. 50-59 was the peak age of both 
lean and obese NAFLD.Normal TG patients were more common in Lean NAFLD group,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elevated  TG patients were higher in Obese NAFLD group.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portion of  elevated CHOL patients was found between two 
groups. In Lean NAFLD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was higher in normal fasting glucose 
group. 
Conclusions Sexual dimorphic exists in  lean NAFLD patients, but this trend was most 
pronounced during the stage of 40-49 age and disappeared after entering the 50-59 stage. In lean 
NAFLD patients,  normal level of TG and  blood glucose were more common, occurrence 
of  NASH was less than obese NAF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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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63 

双环醇通过调控自噬及抗氧化应激参与保护肝损伤的机制研究 

 
吕后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探索自噬及抗氧化 应激在双环醇保肝机制中所起的作用。 

方法 腹腔注射 CCl4诱发急性肝损模型。检测各组小鼠血清 ALT 变化。HE 染色评价鼠肝的病理结

构的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肝脏自噬通路相关蛋白 Atg12、Atg7、Atg5、p62、LC3、Beclin-1、

mTOR 的变化。透射电镜观察肝细胞内自噬体及自噬溶酶体的变化。RT-PCR 检测抗氧化应激相关

分子 HO-1、NQO1、GSTA-1 在 mRNA 水平的变化。用 HepG2 细胞诱导细胞损伤模型，Western Blot

检测 mTOR、p62、LC3 等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将已构建好的 GFP-LC3 质粒转染进 HepG2 细胞，

单用双环醇刺激及合用双环醇和 3-MA 刺激细胞进行比较。荧光显微镜下评估自噬流的变化。 

结果 CCl4造模后血清 ALT 明显升高且病理见变性坏死明显加重，双环醇保护组 ALT 较造模组显著

下降，病理示变性坏死减轻。双环醇治疗 24h 及 48h 组自噬相关蛋白 Atg7、LC3 II、Beclin-1、p62

在蛋白水平明显升高，P-mTOR 明显下降（P<0.05）。透射电镜检测发现双环醇治疗组肝细胞内自

噬体及自噬溶酶体数量增加。双环醇治疗组肝组织的抗氧化应激相关分子 HO-1、NQO1、GSTA-1

在 mRNA 水平明显升高（P<0.01）。细胞实验中，与正常组相比，CCl4+双环醇治疗组 p62、P-mTOR

蛋白水平下调，LC3 II 上调（P<0.05），以上变化可被自噬抑制剂 3-MA 逆转。荧光显微镜下进一

步验证，向 HepG2 细胞转染载有 GFP-LC3 基因的质粒，双环醇治疗组绿色荧光点（表示自噬体）

较正常组明显增多，加 3-MA 抑制后荧光点数量减少（P<0.01）。 

结论 双环醇通过上调肝细胞自噬水平及加强抗氧化应激能力来保护 CCl4诱导的急性肝损伤。 

 
 

PU-2164 

我国消化系统恶性肿瘤 2010-2014 年流行趋势：一项生态学研究 

 
奚黎婷,朱锦舟,张慧娴,吴爱荣,许春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 2010-2014 年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食管癌、胃癌、肝癌、结直肠癌）的流行趋势。 

方法 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数据，收集并分析四种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近年来在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

（简称两率）的流行趋势、性别和城乡差异及地理分布情况。人口标准化参照中国标准人口构成和

Segi’s 世界标准人口构成处理。 

结果 从 2010 年至 2014 年，我国食管癌、胃癌和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整体均呈现下降趋势；而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呈小幅度上升趋势，死亡率较平稳。（1）食管癌的总体发病率从 16.7/10 万降至

12.2/10 万，死亡率从 12.0/10 万降至 8.8/10 万；男性两率约为女性的 2.5 倍；农村地区约为城市的

2 倍；食管癌两率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北地区最高，南部最低。（2）胃癌发病率从 23.7/10 万降

至 19.5/10 万，死亡率 16.6/10 万降至 13.3/10 万；男性两率约为女性 2.5 倍；农村约为城市的 1.3

倍；我国西北部和东部地区胃癌两率最高，南部最低。（3）肝癌的总体发病率从 21.4/10 万降至

17.8/10 万，死亡率从 18.4/10 万降至 15.3/10 万；其中男性两率约为女性的 3 倍，农村地区约为城

市的 1.3 倍；肝癌的地理分布特点是南部明显高于其它地区。（4）结直肠癌发病率从 16.1/10 万升

至 17.5/10 万，死亡率五年波动于 7.6/10 万至 7.9/10 万之间；其中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与死亡率以南部、东北部较高，西北地区较低。 

结论 消化系统肿瘤是中国常见的恶性肿瘤，是国家癌症防治的重点。近年来，食管癌发病率与死亡

率呈下降趋势，与吸烟、饮酒、亚硝胺摄入等危险因素得到控制有关；胃癌两率的下降，主要与幽

门螺杆菌的筛查根除、胃镜检查及早癌治疗的普及有关；乙肝病毒感染的控制使肝癌的发病率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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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逐年下降；而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平缓上升，与我国居民饮食结构高脂化及久坐不运动等生活习

惯相关。 

 
 

PU-2165 

锌缺乏对溃疡性结肠炎的影响及其表观遗传学机制的研究 

 
张蕊,刘文天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的发病是遗传易感性、环境因素、免疫应答和感染四

个方面相互作用所致。近年来研究发现基因甲基化是某些免疫疾病和炎症反应的病因，摄食作为外

环境因素可以通过改变甲基供体含量或者改变关键酶活性调节甲基化过程; 此外实验证实锌缺乏可

以降低炎性细胞中 IL-6 启动子区域 CpG 岛的甲基化水平，从而促进炎症反应发生；而 DNA 甲基转

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s，DNMTs）的锌结合域控制着该酶的变构激活。因此我们推测，锌

缺乏可能通过降低 DNMTs 酶活性使 IL-6 启动子区域 CpG 岛的甲基化降低，导致 IL-6 表达增多、

炎性反应增强，从而促进 UC 发生发展。 

 方法 1. 选取 UC 患者 24 例作为实验组，30 例正常人为对照组。收集外周血血清用于锌和 IL-6 的

检测。肠镜下取结肠组织，进行酶活性检测和 DNA 甲基化检测。2. 对实验组进行日常饮食的问卷

调查，分析患者锌摄入水平及其相关影响因素。3. 采用锌离子检测试剂盒检测血清锌含量。4. 通过

MSP 方法检测人结肠组织样本的甲基化程度。5.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 IL-6 表达水平。6. 用

比色法试剂盒测定 DNMTs 酶活性。 

结果 UC 患者饮食中锌摄入量低于推荐饮食量；在 18 例锌摄入量低的患者中，体重偏低的人数约

占 41.7%。实验组的血清锌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P=0.88）。将 IL-6 基因启动子区域的

CpG 岛分为两部分进行分析，其中针对第一组-1069、-1061、-1057、-1001 位点的 MSP-1，和对

照组并无明显差异（P=0.37）；而针对第二组-628、-610、-574、-491 位点的 MSP-2，与对照组

相比有明显差（P=0.015）；实验组与对照组总体甲基化水平有明显差异（P=0.022）；且比较两种

引物及总体 IL-6 区域 CpG 岛的非甲基化 U+与甲基化 M+比值，实验组较对照组增多。实验组的血

清 IL-6 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UC 患者的 DNMTs 酶活性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00）。 

结论 1. UC 患者血清中的锌水平没有受到饮食摄入减低的影响。2. UC 患者血清 IL-6 表达的增高可

能与 IL-6 基因启动子区域的低甲基化相关。3. UC 患者存在结肠粘膜 DNMTs 酶活性降低的现象，

并且这个现象可能导致了 IL-6 启动子区域甲基化水平的降低。 

 
 

PU-2166 

结直肠息肉与血脂、血尿酸及 NLR 的相关性研究 

 
姚燕梅,王玉珍 

河北省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结直肠息肉的检出率及其与血脂、SUA 及 NLR 的关系。 

方法 对 2017 年 4 月-2017 年 11 月于河北省人民医院内镜室行结肠镜检查的 2005 例患者进行回顾

性分析，了解结直肠息肉的检出特点。并收集资料完整的 144 例结直肠息肉患者和 71 例对照患者

的 TG、TC、HDL-C、LDL-C、SUA 及 NLR 化验结果，比较对照组和结直肠息肉组、腺瘤性息肉

组和非腺瘤性息肉组及对照组间血脂、SUA 及 NLR 情况。 

结果 2005 例患者中息肉的检出率 29.77%，男性息肉检出率为 34.9%，女性为 22.9%，男性息肉

检出率高于女性(P=0.00)。年龄分为≤30 岁、31-40 岁、41-50 岁、51-60 岁、61-70 岁、≥71 岁，

息肉检出率分别为 4.9%、15.4%、23.9%、32.95%、38.9%、39.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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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息肉组高脂血症及 HUA 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TG、SUA 及 NLR 水平高于对照组，HDL-C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腺瘤性息肉组 TC、TG 及 NLR 水平高于非腺瘤

性息肉组，HLD-C 水平低于非腺瘤性息肉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腺瘤性息肉组与非腺

瘤性息肉组比较，SUA 水平无统计学差异(P＞0.05)。通过 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结直肠息肉

与 TG、SUA 及 NLR 水平呈正相关(P＜0.05)，与 HDL-C 水平呈负相关(P＜0.05)。 

结论 1.男性息肉的检出率高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息肉的检出率增高。 

2.高脂血症、HUA 可能是结直肠息肉的高危因素。 

3.高水平的 TG、SUA、NLR 及低水平的 HDL-C 与结直肠息肉的发生相关。 

4.高水平的 NLR、TC、TG 及低水平的 HDL-C 与腺瘤性息肉的发生相关。 

 
 

PU-2167 

miR-541-ATG2A/RAB1B 调控通路在肝癌恶性表型及 

耐药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许文萍,刘金培,冯吉锋,张新,谢渭芬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目的 明确微小 RNA-541（microRNA-544，miR-541）在体外对肝癌细胞多种恶性表型及耐药的影

响，在体内对皮下成瘤、转移的抑制作用以及对索拉菲尼抑癌效果的促进作用，并探讨相关机制。 

方法   肝癌细胞株转染 miR-541 mimic 或 miR-541 inhibitor 及其对照后，观察细胞增殖、克隆形成、

迁移及侵袭能力变化；加入梯度稀释的索拉菲尼，比较 IC50 差异，分析 miR-541 对肝癌细胞索拉

菲尼耐药的影响。高效表达 miR-541 的腺病毒 Ad-miR-541 及其对照病毒 Ad-MAX 感染肝癌细胞株

YY-8103，分别种植于裸鼠皮下，比较两组肿瘤的大小及重量；荧光素酶标记的 YY-8103 感染

Ad-miR-541 及 Ad-MAX 后经尾静脉注射于裸鼠体内，活体成像仪比较两组体内转移情况；YY-8103

细胞种植于裸鼠皮下，成瘤后瘤内注射Ad-miR-541及Ad-MAX，腹腔注射索拉菲尼及其对照DMSO，

观察 Ad-miR-541 和索拉菲尼联合治疗小鼠皮下成瘤的效果。软件预测 miR-541 下游靶基因，报告

基因验证是否为其直接靶基因。共转染 miR-541 inhibitor 及其靶基因小干扰片段，或共转染 miR-541 

mimic 及其靶基因过表达质粒，通过一系列补偿实验明确 miR-541 是否可以通过靶基因发挥抑制肝

癌的效果。 

结果 过表达 miR-541 可显著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克隆形成、迁移、侵袭及皮下成瘤能力，同时

可增加肝癌细胞对索拉菲尼的敏感性；而肝癌细胞转染 miR-541 inhibitor 则发挥相反作用。miR-541

腺病毒可抑制肝癌细胞在小鼠体内的皮下成瘤和转移能力，并促进索拉菲尼对皮下成瘤的抑制作用。

自噬相关基因 ATG2A 和 RAB1B 为 miR-541 的直接靶基因，下调靶基因可模拟 miR-541 抑制肝癌

细胞的增殖能力，两个靶基因部分介导了 miR-541 对肝癌细胞的增殖及迁移能力的抑制作用。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自噬关键蛋白 LC3 的变化、mRFP-GFP-LC3 示踪肝癌细胞自噬流的变化以及电

镜观察自噬泡等实验明确 miR-541 可抑制肝癌细胞的自噬。 

结论 miR-541 可在体内外抑制肝癌细胞的多种恶性生物学行为，同时增加肝癌细胞对靶向药物的敏

感性，而且可以部分通过抑制自噬相关基因发挥抑制肝癌的作用，该研究可能为肝癌的治疗提供新

的靶点，也为阐明肝癌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新的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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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68 

药物性肝损害患者自身抗体系列的测定及临床意义 

 
周贺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药物性肝损害患者自身抗体系列的测定旨在探讨影响药物性肝炎自身抗体表达的相关因素及

药物性肝损害免疫参与机制的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就诊于我院临床诊断为药物性肝炎患者 104 例，所有患者

均行自身免疫性肝病抗体系列及 ANA 抗体系列检查。分别记录患者性别、年龄、药物史、自身抗体

检出情况、肝功改变等。 

结果 1.DILI 患者主要检测出 6 种自身抗体，包括 ANA、AMA、PML、Ro52、gp210、sp100。 

2.DILI 患者的男女比例 1:2，女性患者的自身抗体阳性率为 81.43%，男性患者为 70.59%，结果无

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年龄分组，≤40 岁组的自身抗体阳性率为 78.57%，41-60 岁组的阳性

率 83.36%，≥61 岁组的阳性率为 70%，统计结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 

3.DILI 致病药物中药所占比例最大，为 57.7%，中药组的自身抗体阳性率为 80%，西药组为 75%，

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0.05）。 

4.根据用药时间分为 2 组，用药时间＞1 个月的患者自身抗体检出率为 88.7%，≤1 个月组为 61.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5.所选择 104例DILI患者中肝细胞型、胆汁淤积型、混合型其各自的自身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79.70%、

84%及 65%，3 组自身抗体阳性率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药物性肝脏损害程度的自身抗

体检出率分别为：1 级为 79.5%，2 级为 66.7%，3 级为 94.7%，4 级为 76.5%，各组结果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DILI 患者的自身抗体检出率为 77.88%。其中 ANA 最为常见，占 70.8%，大部分为核颗粒型，

以低滴度为主。引起 DILI 的药物以中药为主，中药与西药的自身抗体检出率无显著差异。DILI 患者

的自身抗体阳性率与性别、年龄、临床分型及严重程度无关，与患者的用药时间有关，用药时间越

长，自身抗体阳性率越高。 

 
 

PU-2169 

miRNA-182-5p 在结肠癌组织中表达的临床意义及预后分析 

 
何培元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结肠癌是一种常见恶性肿瘤，在我国已跃居恶性肿瘤第三位，且有上升趋势。绝大多数患者发

现时已属于中晚期治疗效果不理想。微小 RNA（microRNA）是一类能在转录后水平调节基因表达

的非编码小 RNA，与 mRNA 相比性质稳定，不容易降解，且分布非常广泛，通过调节不同的靶基

因来发挥不同的生物学作用，具有作为新一代肿瘤生物标志物的潜能。本文旨在探讨 miRNA-182-5p

在结直肠癌癌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中表达水平的差异对结肠癌的病理特征及临床意义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一 2017 年 11 月期间在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手术的 42 例结肠癌患者癌组织

样本及距肿瘤边缘 5 厘米处癌旁粘膜组织标本，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RT-PCR）检测结直肠

癌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中 miRNA-182-5p 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其表达的差异与结肠癌临床病理特征

的相关性。 

结果 结肠癌组织中 miRNA-182-5p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癌旁正常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miRNA-182-5p 表达量变化与患者年龄、性别、肿瘤大小、肿瘤部位均无关，P 值均>0.05；但在肿

瘤分化程度、浸润深度、远处转移及淋巴结转移组 miRNA-182-5p 表达量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miRNA-182-5p 在临床Ⅲ／Ⅳ期结肠癌患者中表达量显著高于Ⅱ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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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iRNA-182-5p 在结肠癌患者肠粘膜组织中存在异常表达，其表达量增高与结肠癌疾病进展及

不良预后呈正相关，说明结肠粘膜中异常表达的 miRNA-182-5p 可能成为判断结肠癌预后的潜在靶

点。 

 
 

PU-2170 

食管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疗效分析 

 
陆斌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内镜下套扎、硬化剂注射、组织胶注射法对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疗效。 

方法 选取我院 2012年 1月至 2015 年 12月因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治疗并诊断为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

裂出血的患者 68 例，观察患者经过内镜下序贯治疗后再出血的发生率，静脉曲张的消失率，以及并

发症情况。 

结果 68 例患者均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近期止血率 100%，62 例患者随诊 6 月后曲张静脉消失

或基本消失，并发症较少。 

结论 内镜下序贯治疗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安全有效值得推荐的。 

 
 

PU-2171 

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的病因分析 

 
于帆,亓文骞,王江滨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的病因构成及不同时间段主要病因的年发病趋势。进一步探讨急

性上消化道出血的病因与服用抗血小板药物，HP 感染和根除情况，以及抗病毒治疗等因素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0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间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住院，并诊断为上消化道出血的

患者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既往史及用药史、镜下表现、HP 感染情况及抗病毒治疗方案，分析急

性上消化道出血的病因特征。 

结果 (1)12 年间因急性消化道出血急诊就诊并行内镜明确病因诊断者 8186 例；在 5828 例非静脉曲

张性出血患者中，消化性溃疡是最常见的病因，占 38.6%；在 2227 例静脉曲张性出血中以 HBV 感

染者最常见，占 13.2%。(2)近 12 年来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的比例由 2002 年的 84.1%逐渐

下降至 20134 年的 54.1%；而静脉曲张性出血的比例则由 2002 年的 10.1%逐渐上升至 2013 年的

44.7%。（3）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服用阿司匹林、NSADs、氯吡格雷等药物的患者比

例均呈明显增高趋势，在有明确服药史的患者中，服用阿司匹林 300 毫克者最多见，且以服用 1-3

个月者的比例最高，达 43.7%；（4）在服用阿司匹林所致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未进

行 HP 检测的患者高达 97.8%；进行 HP 检测的患者中行根除治疗者仅有 0.4%。（5）在 HBV 感染

后肝硬化合并静脉曲张性出血的患者中，抗病毒治疗的知晓率为 33.4%；而在 HCV 感染后肝硬化

合并静脉曲张性出血的患者中，其抗病毒治疗的知晓率仅 19.6%。 

结论 对 12 年间 8186 例上消化道出血病例的分析表明：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的常见病因中，非静脉

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而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的比例则呈逐年上升趋势；

近年来服用阿司匹林等药物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比例均呈明显增高趋势，且以服用阿司匹林者 300

毫克、连续服用 1-3 个月者最多见；抗 HP 治疗和抗病毒治疗的知晓率分别对服用阿司匹林所致非

静脉曲张性出血和 HBV/HCV 感染后肝硬化合并静脉曲张性出血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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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72 

胃癌发生过程中胃黏膜与胃液菌群特征 

 
何丛

1
,夏忠奎

2
,肖亮

2
,彭超

1
,祝荫

1
,舒徐

1
,贾慧珏

2
,吕农华

1
 

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华大基因研究院 

 

目的 新近研究显示胃内拥有复杂的微生物群，胃内菌群结构紊乱与胃癌发生密切相关。然而，不同

研究对胃癌发生过程中胃内菌群结构变化的报道不一，且胃液中的细菌在胃癌发生中的作用及其与

胃黏膜菌群之间的差异仍不清楚。因此，我们系统分析比较了胃癌发生过程的不同组织病理阶段胃

黏膜菌群以及腔内菌群特征。 

方法 本研究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内镜中心收集 179 例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的胃黏膜组织，其中浅表

性胃炎患者 61 个，肠上皮化生患者 54 个以及胃癌患者 64 个。同时，我们还收集了同一批患者中

96 人的胃液样本（42 例浅表性胃炎，26 例肠上皮化生和 28 例胃癌）。对以上样本进行 16S rRNA

基因测序分析，研究胃癌发生过程中的不同病理阶段胃内菌群变化。 

结果 胃黏膜菌群结构与胃液菌群具有显著差异，黏膜菌群 alpha 多样性低于胃液菌群。幽门螺杆菌

阳性患者中幽门螺杆菌为胃内的优势菌，主要定植于胃黏膜，可显著影响胃内整体的菌群结构，其

丰度越高胃内物种多样性越低。在胃癌发生过程中，仅观察到胃黏膜菌群结构失衡，而胃液菌群结

构无明显变化。进一步分析胃黏膜菌群，我们在属水平鉴定出两种胃型，它们不仅组成和功能不同，

且在胃癌发生过程中的不同疾病阶段，不同胃型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我们分别在两个胃型

中探讨胃癌相关菌属，通过筛选肠化和胃癌变化一致的菌属并建立随机森林模型，在胃型 1 和胃型

2 中分别鉴定出 6 种和 16 种胃癌相关菌属。进一步应用 NCBI 数据库中两个独立人群样本（156 例）

进行验证，虽然受到建库和测序平台不同的影响，两种胃型特异性菌属对胃癌预测的 AUC 分别为

0.813 和 0.768。 

结论 本研究首次证实胃黏膜菌群而非胃液菌群可能与胃癌发生密切相关。人群胃黏膜菌群可分为两

种胃型，且在胃癌发生中具有不同的变化特征。因此，对人群进行胃型分类可更为精准的利用菌群

标志物诊断或预测胃癌。 

 
 

PU-2173 

消石利胆与艽龙胶囊联合治疗慢性胆囊炎消化不良的疗效观察 

 
李翠翠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观察消石利胆胶囊联合艽龙胶囊治疗慢性胆囊炎及其所致的胆源性消化不良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 2015 年 9 月-2018 年 1 月就诊于我院肝胆胰内科，确诊为慢性胆囊炎同时有 2 种或 2 种

以上消化不良症状的患者。慢性非结石性胆囊炎患者 132 例，随机分为 4 组，对照 1 组 32 例，给

予胆舒胶囊 2 粒，日 3 次口服；对照 2 组 32 例，给予消石利胆胶囊 3 粒，日 3 次口服；对照 3 组

33 例，给予胆舒胶囊 2 粒，日 3 次，联合复方阿嗪米特肠溶片（泌特）2 片，日 3 次口服；实验 1

组 35 例，给予消石利胆胶囊 3 粒，日 3 次，联合艽龙胶囊 2 粒，日 3 次口服。以上患者治疗疗程

均为 4 周。采用临床症状积分法评估记录患者治疗前后各症状变化情况，并统计治疗效果。 

结果 非结石性胆囊炎组患者治疗后结果  各组治疗结束后各症状评分均比治疗前下降，其中实验组

1 在缓解胆囊区压痛、右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口干口苦症状上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 1 与对照组 3 相比较，在缓解后背及右肩放射痛、嗳气、早饱及餐后饱胀、食

欲不振症状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缓解厌油腻方面实验组 1 优于对照组 1 和对照

组 2，P<0.05。在降低症状总积分（均值）方面，实验组 1 与对照组 1、对照组 2 相比，治疗后症

状总积分（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 1与对照组 3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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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结束后总有效率上，实验组 1 优于对照组 1、对照组 2，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 3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消石利胆与艽龙胶囊联合治疗慢性胆囊炎患者，可以有效缓解腹痛及各种消化不良症状，

治疗后总有效率高于单一用药。 

2、消石利胆与艽龙胶囊联合治疗在缓解某些症状（右上腹痛、胆囊区压痛、口干口苦、上腹部烧灼

感）方面优于胆舒胶囊联合泌特治疗组，有明显差异；在缓解早饱及餐后饱胀、嗳气、食欲不振等

方面两种联合治疗方案无明显差异。 

 
 

PU-2174 

肝螺杆菌感染不同品系小鼠消化道组织中肝螺杆菌特异性 

 
张永贵,王江滨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目的 对 H. hepaticus 感染的不同品系小鼠不同消化道组织中肝螺杆菌特异性 16SrRNA 基因进行分

析，为进一步探讨 H. hepaticus 在小鼠慢性肝炎、肝细胞癌等疾病中的作用奠定基础。 

方法 对来自我国不同地域 4 个实验动物中心和 11 个研究中心动物实验室的 102 只不同品系小鼠，

分别检测小鼠血清中抗 H.hepaticus 抗体、粪便中 H.hepaticus 抗原、粪便中 H.hepaticus 特异性

16SrRNA 基因，分析 H.hepaticus 在我国实验室小鼠中的感染状况，在此基础上对 H. hepaticus 感

染的不同品系小鼠不同消化道组织中肝螺杆菌特异性 16SrRNA 基因进行分析，并对不同品系实验

室小鼠胃、小肠、盲肠和肝脏等组织微需氧分离培养及鉴定。 

结果 102 只不同品系实验室小鼠中有 12 只小鼠存在 H.hepaticus 感染，其中 A/J 小鼠感染率为

66.7%，明显高于 C57BL/6 小鼠感染率 5.1%（p<0.01）和 BABL/C 小鼠感染率 7.0%（p<0.01），

SCID 小鼠感染率为 21.4%。采用 PCR 法对存在 H.hepaticus 感染的 12 只不同品系实验室小鼠胃、

小肠、盲肠和肝脏等组织进行 H. hepaticus 特异性 16SrRNA 基因扩增，结果显示：12 只不同品系

实验室小鼠不同组织中检出 H. hepaticus 特异性 16SrRNA 特异性基因阳性率不同。其中，盲肠组

织阳性率为 66.7%，明显高于肝脏组织阳性率 16.7%（p<0.05）和胃组织阳性率 8.3%（p<0.01），

小肠组织阳性率为 33.3%。同时对 H. hepaticus 特异性 16SrRNA 阳性组织进行微需氧分离培养，

并通过菌落形态、生化反应、电镜观察以及进行 H. hepaticus 特异性 16SrRNA 基因扩增进行细菌

鉴定，仅在 1 只 A/J 小鼠的盲肠组织中分离出 1 株 H. hepaticu。 

结论 我国不同品系小鼠中存在 H. hepaticus 感染（约为 11.8%），A/J 小鼠感染率最高（66.7%）。

H. hepaticus 主要定植于盲肠。本研究分离培养出 1 株可疑菌株，经鉴定证实为 H. hepaticus。 

 
 

PU-2175 

功能性便秘患者的心理韧性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王美峰

1
,尚星辰

2
,顾芳臣

2
,卞秋桂

1
,林征

1
,林琳

1
 

1.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探索功能性便秘患者心理韧性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关系，为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找到切入点。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 中文版 Connor-Davidson 心理韧性量表 (CD-RISC)、社

会支持评定量表 (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对 130 例功能性便秘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运用 SPSS20.0 软件，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人口学和疾病特征患者心理韧性得分差别，心理韧性与社会支持、应对

方式的关系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患者心理韧性的独立预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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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功能性便秘患者的心理韧性和社会支持总分分别为（61.86±17.68）、（35.74±6.76）分。

2.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得分分别为（22.65±6.94）、（9.63±4.26）分。3.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人

口学及疾病资料的功能性便秘患者的心理韧性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4.相关分析显

示患者的心理韧性总分及各维度与社会支持总分及客观支持维度、积极应对方式得分呈正相关。5.

多因素分析显示积极应对方式是功能性便秘患者心理韧性的独立预测因子（P＜0.05）。 

结论 功能性便秘患者的心理韧性与社会支持及积极应对方式相关，提示针对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

干预可能有助于促进患者心理韧性水平的提高，为心理干预提供了着手点。 

 
 

PU-2176 

IgG4 相关肝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陈文旺

1
,姜海行

2
 

1.广西平南县人民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IgG4 相关疾病（IgG4-RD）是一种慢性、系统性、进行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主要临床特

征为血清 IgG4 水平显著升高、IgG4 阳性淋巴细胞浸润多器官或组织等。IgG4 相关肝病是 IgG4 相

关性疾病的类型之一。通过 1 例 IgG4 相关性自身免疫性肝病的临床病例报道，并对国内外文献报

道的病例进行复习，总结该病的临床特征和诊治方案，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从而减少对

该病的漏、误诊率。 

方法 以 2014 年 9 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一例 IgG4 相关肝病患者为研究对

象，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包括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表现、病理

学特点、诊断及治疗等。并在 PubMed、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万方、维普以及中国知网等数据库

中检索报道的病例，进行临床总结。 

结果 本例 IgG4 相关肝病患者临床表现为肝功能异常、血清球蛋白增高及 IgG升高（IgG4>4.28g/L），

抗核抗体阳性，肿瘤标志物未见异常。腹部超声表现为胆管扩张、淋巴结肿大；全腹 CT 平扫+增强

提示肝内胆管轻度扩张；肝脏病理活检表现为肝组织内大量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浸润，免疫组化提示

K 及 λ 呈多克隆性、CD38 及 CD138 证实多量浆细胞浸润、IgA、IgM 及 IgG4 显示 IgG+细胞为主，

IgG4 阳性细胞＞10/HPF。激素治疗后黄疸消退，肝功能恢复正常，血清球蛋白和 IgG 明显下降。

通过检索数据库，共检索到符合要求的外文文献 4 篇、中文文献 2 篇，包含 21 例患者。 

结论 IgG4 相关自身免疫性肝病是 IgG4 相关系统性疾病的表现形式之一，以血清球蛋白 IgG 增高

及肝组织中 IgG4 阳性浆细胞增多是其主要特点，需结合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及病理特征做出最终

诊断。IgG4 相关自身免疫性肝病属临床少见病，需要与 AIH、PSC 等疾病相鉴别。IgG4 相关自身

免疫性肝病激素治疗效果好，但需要长期维持用药。部分 IgG4 相关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可能在疾病

进程中合并其他 IgG4 相关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观察。 

 
 

PU-2177 

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治疗贲门失弛缓症中期疗效分析 

 
陈秀秉

1
,姜海行

2
 

1.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治疗贲门失弛缓症（Esophageal Achalasia，EA）的中期

疗效以及超声内镜在 POEM 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11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行 POEM 手

术的 47 例资料完整的 EA 患者，对其进行随访。术前完善 Eckardt's 评分、胃镜、食道钡餐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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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超声内镜了解贲门口、贲门上 5 cm、贲门上 10 cm、贲门上 15cm 处固有肌层及内环肌层的厚度；

术中记录黏膜下隧道长度，固有肌层切开长度、深度，及术中并发症情况；术后通过 Eckardt's 评分、

食道钡餐、电子胃镜及超声内镜等检查再次对患者进行观察评估。 

结果 所有患者术前超声提示食管管壁层次结构清楚，贲门处肌层最厚，与贲门上5cm、贲门上 10cm、

贲门上 15cm 处肌层相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术前贲门处固有肌层厚度与术前食管扩张

度呈正相关，与吞咽困难分级、病程、术前 Eckardt's 评分等无相关性。47 例患者均成功实施手术，

隧道长度 7-14cm，平均 9.23±1.34cm，肌切开长度 4-10cm，平均 6.89±1.42cm，手术时长 35-115

分钟，平均 51.5±18.4 分钟，术后平均住院时间 4.5 天。术后随访 12～54 个月，平均 28.6 个月。

术后随访期间，Eckardt's 评分、食管扩张度与术前相比显著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并发症发生率 19.1%（9/47），主要是气体相关并发症及术中少量出血，复发率 4.2%（2/47），并

发症发生率及疗效与隧道长度、肌切开长度无相关性。 

结论 1、POEM 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有效方法，其短期、中期疗效均较为显著。2、通过超声内

镜观察肌层的厚度和食管管壁层次，可以评估 POEM 手术的安全性及可行性。3、通过超声内镜观

察术后随访患者肌层厚度,可以评估手术的疗效。4、肌切开长度、隧道长度与 POEM 疗效及并发症

发生率无相关性，因此，适当缩短肌切开长度及隧道长度，可能有助于缩短手术时间，降低麻醉风

险，提高医师的工作效率。 

 
 

PU-2178 

miR-21/143/145/155/200a 在乙型肝炎肝硬化 

腹水中的表达及意义 
 

黄菲菲,姜海行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研究腹水中 miR-21、miR-143、miR-145、miR-155、miR-200a 的表达水平，探讨它们

作为区分肝硬化良性腹水和恶性腹水标记物的可能性。 

方法 收集 82 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的腹水标本，其中单纯肝炎肝硬化（良性）腹水组 66 例，肝

炎肝硬化伴肝癌（恶性）腹水组 16 例。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分别检测 miRNAs(miR-21、

miR-143、miR-145、miR-155、miR-200)在良性腹水组以及恶性腹水组中的表达。 

结果 单纯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作为对照组，腹水 miR-21 的表达水平在肝炎肝硬化伴肝癌患者中显

著升高(P=0.003)，而 miR-143、miR-145、miR200a 明显降低（P=0.026, P=0.003,P=0.045），

miR-155 表达无差异（P＞0.05）。单纯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经抗病毒药物治疗后，腹水 miR-21、

miR-155、miR-200a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0.05），miR-143、miR-145 表达无明显改变（P＞0.05）。

腹水 miR-155 与 child- pugh 分级呈负相关（r=-2.65，P=0.022）。miR-21、miR-143、miR-145、

miR-200a 与腹水 ADA/LDH/白蛋白、血清 AFP、child- pugh 分级、HBV-DNA 拷贝数均无显著相关

性（P＞0.05）。腹水 miR-143、 miR-145、miR-155、miR-200a 的表达水平分别俩俩正相关（P

＜0.05）。logistics 回归结果表明腹水 miR-21 过表达是乙型肝炎肝硬化伴肝癌发生的一个危险因素

（P=0.010）。腹水 miR-21 诊断乙型肝炎肝硬化伴肝癌的 AUC 是 0.774，特异性是 0.803，敏感性

是 0.688。 

结论 1. miR-21、miR-143、 miR-145、miR-145、 miR-200a 在乙型肝炎肝硬化良恶性腹水中存在

表达差异，可作为肝硬化良恶性腹水鉴别诊断的潜在分子标记物。2.miR-21 诊断乙型肝炎肝硬化伴

肝癌恶性腹水特异性最高，或作为区分乙型肝炎肝硬化良恶性腹水的分子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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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79 

盐酸小檗碱增强美沙拉嗪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李洪梅,张君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盐酸小檗碱辅助治疗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的疗效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将大鼠分为 5 组（n=8），其中 4 组予自由饮用蒸馏水配置的浓度为 5.5%的葡聚糖硫酸钠

(dextran sulfate sodium，DSS）溶液，剩余组予自由饮用蒸馏水，连续 7 天，形成 UC 大鼠模型。

第 8 天至 14 天给予正常对照组及 DSS 模型组大鼠蒸馏水灌胃，美沙拉嗪组、盐酸小檗碱组分别予

美沙拉嗪（420mg/kg）、盐酸小檗碱（100mg/kg）灌胃，盐酸小檗碱联合美沙拉嗪组予盐酸小檗

碱（100mg/kg）及美沙拉嗪（420mg/kg）联合灌胃。观察 5 组大鼠的疾病活动度（DAI 评分）以

及各组大鼠结肠组织病理学变化，酶联免疫吸附测定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检测大鼠血清 IL-9 表达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方法及免疫组织化学法分别检测大鼠结肠组织中 TLR2 mRNA、TLR2 蛋白的

表达水平。 

结果 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DSS 模型组疾病活动指数（DAI）评分、结肠组织病理学评分、IL-9、

TLR2 mRNA、TLR2 蛋白表达明显升高（P＜0.01）。2. 与 DSS 模型组对比，美沙拉嗪组、盐酸

小檗碱组第 14 天 DAI 评分、血清 IL-9 表达量有所下降（P＜0.05），与 DSS 模型组对比，美沙拉

嗪组结肠组织病理学评分明显下降（P＜0.01）；与 DSS 模型组对比，盐酸小檗碱联合美沙拉嗪组

大鼠第 14 天 DAI 评分、结肠组织病理学评分、血清 IL-9 表达量明显下降（P＜0.01）；与美沙拉嗪

组、盐酸小檗碱组对比，盐酸小檗碱联合美沙拉嗪组结肠组织病理学评分有所下降（P＜0.05）。3.

与 DSS 模型组对比，美沙拉嗪组、盐酸小檗碱组、盐酸小檗碱联合美沙拉嗪组大鼠结肠组织 TLR2 

mRNA、TLR2 蛋白的表达明显下降（P＜0.01）。与美沙拉嗪组、盐酸小檗碱组对比，盐酸小檗碱

联合美沙拉嗪组结肠组织 TLR2 mRNA、TLR2 蛋白表达有所下降（P＜0.05）。 

结论 盐酸小檗碱可能通过降低 IL-9 水平以及 TLR2 mRNA、TLR2 蛋白的表达增强美沙拉嗪治疗溃

疡性结肠炎的作用。 

 
 

PU-2180 

窄带成像技术联合超声内镜在壶腹部肿瘤中的诊疗价值 

 
唐硕,覃山羽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前瞻性研究窄带成像技术（NBI）联合超声内镜（EUS）在壶腹部肿瘤中的诊疗价值。 

方法 21 名影像学或内镜检查怀疑壶腹部病变的患者入选此研究，所有患者均行 NBI 及 EUS 检查，

20 名患者行术前活检，根据术前检查预测壶腹部肿瘤性质并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手术切下的标本

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以最终确诊。 

结果 NBI 联合 EUS 诊断壶腹部恶性肿瘤的敏感性为 94.12%，特异性为 100%，准确度为 95.24%，

阳性预测值为 100%，阴性预测值为 80%。术前活检诊断壶腹部恶性肿瘤的敏感性为 41.18%，特

异性为 100%，准确度为 50%，阳性预测值为 100%，阴性预测值为 23.08%。NBI 联合 EUS 诊断

壶腹部恶性肿瘤的准确性明显高于术前活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NBI 联合 EUS 检查可以较准确的在术前评估壶腹部肿瘤的良恶性，较术前活检有明显优势。

在术前活检的基础上利用 NBI 联合 EUS 判断壶腹部肿瘤的良恶性可以更好地指导手术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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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81 

抗 α4β7 整联蛋白类生物制剂治疗克罗恩病 

有效性与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熊琳琳,黄雪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评估抗 α4β7 整联蛋白类生物制剂治疗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方法 检索 PubMed、MEDLINE、EMBASE、维普、万方和 CNKI 等数据库，对抗 α4β7 整联蛋白

类生物制剂治疗克罗恩病的相关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研究（Randomised controlled trail ，RCT）进行

收集，主要收集指标是临床反应率、临床缓解率及不良事件。根据纳入、排除标准进行文献筛选及

数据提取，使用 Cochrane 手册及 Jadad 评分量表评价文献质量。使用 Stata12.0 软件对研究进行

各项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 6篇RCT纳入本研究，患者总人数为 3378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在临床反应率[RR=1.549，

95%CI（1.316，1.822），p≤0.001]、临床缓解率[RR=1.809，95%CI（1.583，2.068），p≤0.001]

方面，抗 α4β7 整联蛋白类生物制剂组高于安慰剂组。在不良反应包括严重不良事件[RR=0.976，

95%CI（0.643，1.480），p=0.908]、头痛[RR=1.105，95%CI（0.867，1.407），p=0.419]、腹痛

[RR=0.895，95%CI（0.725，1.104），p=0.301]、恶心[RR=1.127，95%CI（0.920，1.382），p=0.249]、

呕吐[RR=0.867，95%CI（0.628，1.198），p=0.388]、关节痛[RR=1.017，95%CI（0.758，1.364），

p=0.911]等方面，抗 α4β7 整联蛋白类生物制剂组与安慰剂组相对比，其发生率无明显差异；在鼻咽

炎发生率[RR=1.363，95%CI（1.075，1.728），p=0.010]、上呼吸道感染率[RR=2.836，95%CI

（1.794，4.485），p<0.001]方面，抗 α4β7 整联蛋白类生物制剂组高于安慰剂组。CD 恶化率

[RR=0.654，95%CI（0.443，0.966），p=0.033]方面，抗 α4β7 整联蛋白类生物制剂组低于安慰剂

组。 

结论 抗α4β7整联蛋白类生物制剂可使CD患者达到较好的临床反应及临床缓解。CD患者对抗α4β7

整联蛋白类生物制剂具有较好的耐受性，其严重不良反应少见，但应注意鼻咽炎的发生及上呼吸道

感染风险。 

 
 

PU-2182 

白细胞介素与肿瘤坏死因子表达变化与肠易激综合征相关性研究 

 
曾明曦 

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血清中 IL-1β、IL-10、IL-18 和 TNF-α 的表达变化，探讨它们

在 IBS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法)检测 IBS 患者血清中细胞因子 IL-1β、IL-10、IL-18 和

TNF-α 含量。 

结果 IL-1β、IL10、IL-18 和 TNF-α 在血清中的表达与对照组比较，腹泻型 IBS 组和便秘型 IBS 组

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腹泻型 IBS 组血清内 TNF-α 水平明显高于便秘型 IBS

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促炎性细胞因子和抗炎性细胞因子的失衡可能与 IBS 患者腹泻、腹胀、排便习惯改变等临床症

状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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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83 

姜黄素抑制 IL-21 调控滤泡辅助性 T 细胞和滤泡调节性 T 细胞缓

解小鼠实验性结肠炎的机制研究 

 
李世权,吕小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应用姜黄素干预 TNBS 诱导实验性结肠炎模型小鼠，观察姜黄素对 IL-21 分泌的抑制作用及对

滤泡辅助性 T 细胞和滤泡调节性 T 细胞的调控，进一步探讨姜黄素对缓解小鼠实验性结肠炎的作用

机制。 

方法 将 40只雄性C57BL/6 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Normal)；TNBS模型组（TNBS）；

TNBS+姜黄素组(TNBS+Cur)；TNBS+anti-IL-21 组（TNBS+anti-IL-21）；每组均为 10 只。TNBS

组、TNBS+Cur 组及 TNBS+anti-IL-21 组小鼠分别以 100 mg/kg 三硝基苯磺酸（TNBS）乙醇溶液

灌肠制备实验性结肠炎模型,正常对照组予相同体积的 50%乙醇溶液灌肠；每日评价各组小鼠的疾病

活动指数( DAI)变化 ；采集小鼠腹主动脉血、脾脏及结肠组织标本备检；HE 染色光镜下观察小鼠

结肠黏膜组织学改变并记录；采用 ELISA 法检测各组小鼠血清中 IL-21 的表达；流式细胞术检测各

组小鼠脾脏 CD4
+
CXCR5

+
PD-1

+
Tfh 细胞和 CD4

+
CXCR5

+
FoxP3

+
Tfr 细胞数量的变化情况；采用

western blot 法分别检测结肠黏膜组织 IL-21 及 Tfh 细胞相关分子 bcl-6、ICOS、PD-1 和 Tfr 细胞转

录因子 FoxP3 蛋白质的表达水平。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TNBS 组小鼠的 DAI、大体形态评分、组织学评分、血清 IL-21 蛋白水平、

脾脏中 CD4
+
CXCR5

+
PD-1

+
Tfh 细胞比例及结肠黏膜组织 IL-21 和 Tfh 细胞相关分子 bcl-6、ICOS、

PD-1 蛋白质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而 TNBS 组小鼠脾脏中 CD4
+
CXCR5

+
FoxP3

+
Tfr 细胞比例及结

肠组织 Tfr 细胞转录因子 FoxP3 蛋白质的表达水平显著下降(P 均＜0.05)；与 TNBS 组比较，TNBS+

姜黄素组和 TNBS+anti-IL-21 组以上各观察指标均显著下降，而 TNBS+ 姜黄素组和

TNBS+anti-IL-21 组小鼠脾脏中 CD4
+
CXCR5

+
FoxP3

+
Tfr 细胞比例及结肠组织 Tfr 细胞转录因子

FoxP3 蛋白质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 均＜0.05)。 

结论 TNBS 诱导实验性结肠炎小鼠体内 IL-21、Tfh 细胞表达水平升高，而 Tfr 细胞比例下降；姜黄

素可能通过抑制 IL-21 的分泌调节 Tfh 细胞和 Tfr 细胞数量之间的平衡，对 TNBS 诱导实验性结肠炎

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PU-2184 

Norrin 对胃癌细胞增殖的促进作用及可能机制 

 
刘磊,王斌,陈东风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目的 研究 Norrin 对于胃癌细胞增殖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方法 采用慢病毒转染的方法构建 Norrin 低表达人胃癌细胞株 MGC803（Lv-sh-Norrin 组），把转

染空泡病毒但并不影响Norrin表达的人胃癌细胞株MGC803（Lv-sh-ctrl 组）作为对照组，通过CCK8、

平板克隆、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等实验比较 Lv-sh-Norrin 组和 Lv-sh-ctrl 组两组 MGC803 细胞

增殖能力的变化。提取两组细胞的总蛋白进行 Western blot 实验，检测细胞内 Wnt/β-catenin 活性

变化。 

结果 1. Western blot 实验发现 Lv-sh-Norrin 组 MGC803 细胞的Norrin 表达含量显著低于 Lv-sh-ctrl 

组，表明成功构建 Norrin 低表达人胃癌细胞株 MGC803。 

2.CCK8 实验发现在 72h、96h、120h，Lv-sh-Norrin 组 OD 值均明显低于 Lv-sh-ctrl 组(p<0.05) OD

值，提示在人胃癌细胞株 MGC803 在干扰 Norrin 表达后，细胞增殖活性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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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板克隆形成实验发现在培养 7 天后，Lv-sh-Norrin 组 MGC803 细胞克隆形成数目明显少于

Lv-sh-ctrl 组(p<0.05),提示 MGC803 细胞内 Norrin 表达含量的降低会抑制细胞的增殖能力。 

4.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发现，Lv-sh-Norrin 组 MGC803 细胞相较于 Lv-sh-ctrl 组，G1 期细胞基

本不变，S 期细胞明显减少，而 G2 期明显增加（p<0.05），结果提示干扰 Norrin 表达后，人胃癌

细胞株 MGC803 发生 G2 期细胞阻滞。 

5. Western blot 检测发现 Lv-sh-Norrin 组的总 β-catenin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 Lv-sh-ctrl 组，提示干扰

Norrin 表达后，MGC803 细胞的 Wnt/β-catenin 通路活性受到抑制。 

结论 在人胃癌细胞株MGC803细胞中干扰Norrin的表达会导致MGC803细胞发生G2期细胞阻滞，

并明显抑制其增殖能力，同时经典的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活性受到抑制。Norrin 可能通过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促进胃癌细胞增殖，从而参与胃癌的发生发展。 

 
 

PU-2185 

96 例炎症性肠病患者营养状况评估 

 
张泽群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1、评估 IBD 患者的营养不良风险，利用 NRS 2002 评估量表、PG-SGA 量表对 IBD 患者进行

营养状态评估；分析 IBD 患者的临床特征，用药过程等对 IBD 患者营养状况的影响。2、探讨 IBD

患者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 。 

方法 1、 通过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科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入院的 96 例

炎症性肠病患者进行现况描述，收集每位患者相关资料，分析其一般临床特征，分别按照 NSR 2002、

PG-SGA 评分系统对每位患者进行营养状态评分。2、对所收集到的资料使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

学分析。 

结果 1、56 例存在营养风险者，平均年龄 44.07±15.77 岁，住院天数 15.36±7.16 天；UC 为 40 例

（71.4%），CD 为 16 例（28.6%）；男性 25 例（44.6%），女性 31 例（55.4%）；目前正使用

激素 19 例（33.9%）。40 例不存在营养风险者，平均年龄 21.28±14.2 岁，住院天数 11.05±6.42

天；UC 为 21 例（52.5%），CD 为 19 例（47.5%）；男性 26 例（65%），女性 14 例（35%），

目前正使用激素 3 例（7.5%）。患者疾病活动度越大，年龄越大，性别为女性，目前正使用激素，

发生营养不良的风险越大，住院天数越长（P<0.05）；患者营养不良风险与病程时间、吸烟史、既

往有无肠道手术切除史无明显关系（P>0.05）。 

2、此次纳入的96例病人有44例可确诊贫血，其中行铁三项、叶酸及维生素B12检测21例（47.7%），

确诊缺铁性贫血 13 例，其中行补铁治疗的只有 8 例。 

3、56 例存在营养风险者，近 2 周未行营养支持治疗 12 例（21.4%），行营养支持治疗 44 例（78.6%）；

40 例不存在营养风险者，近 2 周未行营养支持治疗 20 例（50%），行营养支持治疗 20 例（50%） 

结论 1、疾病活动度越强、性别为女性、年龄越大、目前使用激―素、炎症指标越高，BMI 越低，发

生营养不良的风险越大。2、营养支持治疗是 IBD 营养不良患者常见的治疗方法，但临床上仍有部

分存在营养风险的患者未行营养支持治疗。3、贫血是 IBD 患者常见的并发症，而缺铁性贫血和慢

性病性贫血是 IBD 患者贫血的主要类型，但是目前临床上仍存在不少缺铁性贫血的患者未行补铁治

疗。因此，对于 IBD 贫血的病人，应完善相关检查明确贫血原因，若患者为缺铁性贫血，应予以补

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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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86 

重症高甘油三酯性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特点研究 

 
唐永凤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重症高甘油三酯性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特点。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80 例中度重症、重症急

性胰腺炎患者资料，按病因分为 4 组：胆源性急性胰腺炎、酒精性急性胰腺炎、高甘油三酯性胰腺

炎及其他急性胰腺炎组。对患者的人口学资料、入院第一天血甘油三酯水平、急性胰腺炎的诊断、

病因、局部并发症，器官衰竭（ARDS、急性肾功能衰竭、低血压、DIC）其他临床结果（是否住 ICU，

住院时间、死亡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在 MSAP、SAP 患者中，胆道疾病仍然是第一大病因，高甘油三酯血症在本研究中成为了第

二大病因。HTG 在 SAP 组中构成比较 MSAP 组高，但无统计学差异。胆源性 AP 中位年龄为 50

岁，而酒精性 AP、HTGAP 中位年龄分别是 41 岁、37 岁，较胆源性 AP 明显年轻化，其年龄的分

布有统计学差异(P＜0.05)。各组男女病因分布均有差异(P＜0.05)。体重指数＞28 的患者中，各组

间无统计学差异。HTG 组中 ARDS、急性肾功能衰竭、ICU 入住率较其他组高，ARDS 在不同病因

的发生率中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低血压、DIC、胰腺坏死、死亡率其他组较低，但均无统计

学差异。随着甘油三酯水平升高，ARDS、急性肾功能衰竭发生率及 ICU 入住率增加，且与甘油三

酯水平存在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0.966、0.982、0.999）；其中 ARDS、急性肾功能衰竭在

不同水平的发生率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HTG 在 SAP 占比较其他病因高，HTGP 较其他病因出现 ARDS 发生率更高，随着甘油三酯水

平升高，更容易引起 ARDS、急性肾功能衰竭。 

 
 

PU-2187 

瑞巴派特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和激活自噬通路减轻 

乙醇过度刺激诱导的胃上皮细胞凋亡 

 
刘梦静,赵经文,姜葵,王邦茂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目的 本研究拟探索乙醇过度刺激胃黏膜上皮细胞是否激活内质网应激并诱导细胞凋亡。并进一步深

入研究瑞巴派特是否可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及激活自噬通路减轻乙醇过度刺激诱导的胃黏膜上皮细

胞凋亡，以期找到瑞巴派特新的作用途径，揭示新的作用机制，为瑞巴派特在临床应用提供更有力

的理论依据。 

方法 以胃黏膜上皮细胞系 GES-1 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乙醇造模，以及瑞巴派特给药干预。通过流

式 AnnexinV-FITC/PI 双染法检测细胞凋亡率；通过装有 JC-1 探针流式细胞术检测线粒体膜电位

（Δψ）的变化；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凋亡、内质网应激以及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通过

荧光显微镜观察自噬相关蛋白的变化。 

结果 1. 乙醇可诱导 GES-1 细胞凋亡且呈浓度依赖性方式。乙醇处理后凋亡相关蛋白 cleaved 

caspase3、CHOP、Bax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Bcl-2 表达水平明显下降，而 caspase8 表达水平无统

计学差异；Δψ 呈明显下降。瑞巴派特有效降低了 cleaved caspase3、CHOP、Bax 蛋白表达水平，

恢复了 Bcl-2 蛋白表达水平，部分恢复了 Δψ 的水平。 2. 乙醇可诱导 GES-1 产生内质网应激，显

著增加了 ATF6 蛋白表达，增加了 p-IREα 的磷酸化水平，对 p-eIF2α 的磷酸化没有明显作用。瑞巴

派特干预后，降低了 ATF6 蛋白表达水平，降低了 p-IREα 的磷酸化水平。3. 对自噬通路相关蛋白

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乙醇单独作用相比，瑞巴派特干预后 P62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LC3-II / LC3-I

自噬流明显增加，自噬相关蛋白 Atg5 和 Atg7 的表达水平明显增加，对 Beclin1 蛋白表达水平无影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消化系病学术会议                                        论文汇编 

1591 
 

响。通过转染 GFP-LC3 质粒，发现乙醇处理后 GFP-LC3 斑点的数量无明显改变；瑞巴派特干预后

可明显增加 GFP-LC3 斑点的数量。自噬抑制剂 3-MA 可抑制瑞巴派特的自噬激活作用。4. 对自噬

上游信号通路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乙醇单独作用相比，瑞巴派特干预后可明显增加 p-ERK 和 p-p38

的磷酸化水平，对 p-JNK 和 p-mTOR 的磷酸化水平无影响。 

结论 乙醇过度刺激胃黏膜上皮细胞可激活内质网应激并诱导细胞凋亡，且无法激活自身自噬通路。

瑞巴派特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和激活自噬通路减轻乙醇过度刺激诱导的胃上皮细胞凋亡。 

 
 

PU-2188 

内镜联合体外震波碎石治疗慢性胰腺炎胰管结石的护理 

 
陈燕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目的 探讨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联合体外震波碎石治疗慢性胰腺炎胰管结石的护理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8 年 1 月至 5月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消化内科行体外震波碎石联合ERCP 取石

的 21 例慢性胰腺炎胰管多发结石患者临床资料。患者人院后，护士积极配合医师给予相应术前、术

中、术后精心护理。 

结果 21 例患者经 ERCP 治疗后，均留置鼻胰引流管；体外震波碎石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腰背部

酸痛、局部组织损伤水肿，淀粉酶增高 8 例，发热 6 例，肉眼血尿 3 例，一次胰石取出成功 8 例。

余下患者部分取石，需 2-3 月后再次取石，21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治疗，出现的并发症给予相应对症

处理后症状减弱或消失，护理疗效满意。 

结论 内镜联合体外震波碎石治疗和有效的术前、术中、术后护理可提高疗效，有利于患者预后 

 
 

PU-2189 

抗菌肽 Cathelicidin 对结肠癌转移的抑制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王佳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目的 :Cathlicidin（LL-37）是一种具有抗炎作用的抗菌肽。我们之前已经证明过抗菌肽

Cathelicidin 可以抑制结肠炎相关的结肠癌发展。然而，抗菌肽 Cathelicidin 在结肠癌转移中的作用

尚不清楚。因此，我们抗菌肽 Cathelicidin 对结肠癌转移的治疗效果进行进一步研究。 

方法 方法:(动物模型)对裸鼠细胞静脉注射人结肠癌HT-29细胞。对照HA-Tag腺相关病毒(HA-AAV)

或 Cathelicidin-过表达的腺相关病毒 (CAMP-HA-AAV)，在同一天经静脉注射到裸鼠体内。4 周后，

通过免疫组化和实时 RT-PCR 检测肺、肝中 HT-29 细胞的存在。(细胞培养模型)人类结肠癌 SW620

细胞用于细胞迁移的测定。 

结果 结果：LL-37 孵育的 SW620 细胞可以剂量依赖性减少细胞迁移和破坏了细胞骨架结构，但不

影响细胞活力。添加 P2RX7 拮抗剂 KN62，而非 FPRL1 拮抗剂 WRW4，逆转了 LL-37 对细胞迁移

的抑制作用。与对照组相比，CAMP-HA-AAV 过表达组在注射 HT-29 的裸鼠的肺和肝脏中明显降低

CK20 蛋白 (减少 60%)和 TUBB3 mRNA (减少 40%)的表达。  腹腔注射 KN62 可以逆转

CAMP-HA-AAV 介导的 CK20 和 TUBB3 在注射 HT-29 的裸鼠的肺和肝脏的表达抑制作用。LL-37

孵育的 SW620 细胞增加了 miR-200c 的表达。miR-200c 的抑制逆转了 LL-37 介导的 TUBB3 表达

和对 SW620 细胞迁移的抑制。 

结论 结论: 抗菌肽 Cathelicidin 通过依赖于 P2RX7 和 miR200c 抑制 TUBB3 的表达来抑制结肠癌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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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90 

胃癌白细胞介素 IL1B 基因多态性及序列测定的研究 

 
何向民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检查国人胃癌中 IL1B 基因启动子区域-31 C/T 多态性，初步分析其基因型与胃癌的相关性。 

方法 应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分析技术，对收集的 50 例胃癌癌旁

正常组织和 50 例正常健康人外周血标本，提取 DNA 进行 PCR 扩增，然后用 Alu I 限制性内切酶对

PCR 产物进行消化，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对 IL1B 基因多态性进行分析并对 C/C、T/T 进行序列测定。  

结果 IL1B 基因 –31C 等位基因频率在正常人和胃癌患者中分别为 75%和 53%，–31T 等位基因频

率则分别为 25%和 47%。正常人和胃癌患者中 3 种基因型频率分别为–31C /–31C ：56%（28/50）

和 30%（15/50）；–31C /–31T ：38%（19/50）和 46%（23/50）；–31T /–31T：6%（3/50）和

24%（12/50）。携带–31T 等位基因增加罹患胃癌的危险性，–31C /–31T 杂合子和–31T /–31T 纯

合子分别增加 2.3 和 7.5 倍。并经 DNA 序列测定证实在 IL1B 基因启动子区域有一 TATA 框多态，

即-31 碱基发生 C→T 转换。 

结论 IL1B 基因启动子区域-31 C/T 多态性与国人胃癌易患性相关。 

 
 

PU-2191 

重组腺相关病毒介导的 EGFRvⅢ修饰树突状细胞诱导 CTL 细胞

对 EGFRvⅢ阳性胃癌细胞的选择性杀伤作用 

 
夏兴洲,李金丽,王万聪,李冲慧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重组腺相关病毒介导的EGFRvⅢ修饰树突状细胞诱导特异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

对表皮生长因子Ⅲ突变体（EGFRvⅢ）阳性胃癌细胞的选择性杀伤作用。 

方法 利用 rAAV 系统制备重组腺相关病毒（rAAV/ EGFRvⅢext/GFP）,感染由人外周血单核细胞衍

生而来的树突状细胞，诱导产生针对 EGFRvⅢ特异性的细胞毒性 T 细胞，流式细胞仪检测树突状细

胞表面 CD40、CD80、CD86、HLA-DR 分子的表达情况，Western blot 检测 EGFRvⅢext 在树突

状细胞的表达，MLR 检测 EGFRvⅢext 阳性树突状细胞诱导的特异性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的选择性

杀伤作用，ELISA 法检测细胞因子 IL-2 和 IFN-r 的分泌情况 

结果 （1）流式细胞仪检测树突状细胞表面 CD40、CD80、CD86、HLA-DR 表达结果分别是 76.23%、

86.32%、56.10%、72.56%。（2）rAAV 对树突状细胞感染率为 67.32%，EGFRvⅢext 蛋白在被

rAAV/EGFRvⅢext/GFP 感染的树突状细胞中显著表达，western blot 显示其分子量约为 58kDa。

（3）体外试验显示 EGFRvⅢext 阳性树突状细胞诱导的 CTL 对胃癌细胞有抗原依赖性激活和特异

性杀伤作用。（4）T 淋巴细胞与 EGFRvⅢext 阳性树突状细胞共培养的上清液中检测到显著的 IFN-r

和 IL-2。（5）与 EGFRvⅢext 阳性树突状细胞共培养使 T 细胞大量增殖。 

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体外，EGFRvⅢext 阳性树突状细胞显著加强针对 EGFRvⅢext 阳性胃癌细胞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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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92 

胃黏膜萎缩背景下 H.pylori 与 TLR4／CDX2 的相关性研究 

 
许琳

1
,陈婷

2
,王凤云

2
,唐旭东

2
,马祥雪

2
 

1.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2.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目的 H.pylori 是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CAG）及胃癌的重要致病因素。通过

观察在慢性浅表性胃炎（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CSG）、CAG 伴肠上皮化生（Intestinal 

Metaplasia，IM）、CAG 伴异型增生（Dysplasia，Dys）胃黏膜组织中 TLR4、CDX2 的表达差异，

探讨胃黏膜萎缩背景下 H.pylori、TLR4、CDX2 与胃癌前病变的相关性，为胃癌前病变的临床监测

提供分子生物学工具。 

方法 病例来源：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门诊和公开招募的患者；采用横断面临床研究设计；实验

方法：HE 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快速尿素酶试验；检测指标：TLR4、CDX2、MUC5AC、MUC6、

MUC2、CD10、TNFα、H.pylori。 

结果 共入组患者 69 例，其中 CSG 10 例（14.5%），CAG 伴 IM 30 例（43.5%），CAG 伴 Dys 29

例（42.0%）。TLR4 阳性率在 CSG 组为 80%，IM 组为 86.7%，Dys 组为 100%,在三组中呈上升

趋势（P<0.05）。CDX2 阳性率在 CSG 组为 40％，IM 组为 83.3％，Dys 组为 65.5％，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H.pylori 阳性组 CDX2 阳性率高于 H.pylori 阴性组（p>0.05）。MUC2 阳

性率在 IM 组、Dys 组高于 CSG 组（P<0.05）。MUC5AC、MUC6 在 Dys 组阳性率低于 CSG 组、

IM 组（P>0.05）。TNFα 在三组中的阳性率均为 100%， TNFα 阳性表达强度随着 CSG、IM、Dys

的发展呈上升趋势（p<0.05）。CDX2 与 MUC2（p<0.01），CDX2 与 CD10（p<0.01），TLR4

与 TNFα（p<0.01）之间密切相关。 

结论 1.TLR4 参与 H.pylori 的识别和宿主反应，促进了炎症因子 TNFα 的表达； 

2.联合检测 CDX2、CD10、MUC2 有助于肠上皮化生的诊断与鉴别； 

3.在 CSG，IM，Dys 这一发展过程中，黏蛋白 MUC5AC、MUC6 表达下降，MUC2 表达上升，提

示胃黏膜屏障功能减弱。 

4.H.pylori 通过 TLR4 识别并定植于胃黏膜，导致胃黏膜屏障功能受损，促进了肠化及异型增生的发

生发展。 

 
 

PU-2193 

肝血管系统疾病临床诊治进展 

 
曾海军,汤善宏,秦森,王孝平,曾维政 

成都军区总医院 

 

目的 肝脏供血非常特殊，包括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供血（门静脉供 65%-75%，肝动脉供 25%-35%），

汇合于肝窦后通过肝静脉回流至体循环，累及门静脉、肝动脉和肝静脉及其分支的病变都可引起供

血或引流区域肝组织缺血缺氧、门脉高压、上消化道曲张静脉出血、肝性脑病等。肝血管疾病包括

肝后性（布加综合征、肝窦综合征等）、肝内血管（动脉-门静脉瘘、肝动脉-肝静脉瘘、门体分流）

及肝前性（门静脉畸形等）；该类疾病为临床少见病，诊治相对困难，本文将对肝血管系统先天发

育相关疾病做一综述 

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分析临床上患者体征、血清学指标及影像学资料，对这类患者的病因、临床表

现、影像学特征及治疗做出综述。 

结果 肝血管系统包括门静脉、肝动脉、肝静脉及肝血窦，各脉管之间存在生理侧支通道。如胚胎时

期，来自胎盘营养物质丰富、氧含量较高的血液经脐静脉进入经脐部连接门静脉左支，在肝脏中裂

连接右侧门静脉，形成主门静脉，一部分血与门静脉血液相混，经肝静脉进入下腔静脉，另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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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静脉导管直接进入下腔静脉。出生后脐静脉断流，这些交通支在出生逐渐萎缩闭合，当门脉压力

升高后可再次开放；当外伤、穿刺、手术等因素也可使任意脉管之间异常相通，造成肝脏代谢、血

流动力学障碍。 

结论 这一类肝血管系统相关疾病在临床中较为少见，其发病原因较多，诊治较为困难，超声、增强

CT 及血管造影是其主要诊断手段，近年来介入技术发展迅速，介入治疗将占据主导地位。 

 
 

PU-2194 

溃疡性结肠炎 Access 数据库的初步建立 

 
陈修利,王英德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种慢性复发型疾病，近年来我国病例数量逐年上

升，由于临床及科研工作的迫切需求，UC 病例数据的整理、存储工作就变得愈加重要。本研究的目

的是如何利用国内临床最常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Microsoft Access 设计并建立溃疡性结肠炎

Access 数据库，从而更加有效、合理地存储、整理、分析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临床病例数据资料，

为临床及科研工作提供支持。 

方法 1.根据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特点，设计数据库字段，涵盖了流行病学、症状、体征、实验室检

查、影像学检查、治疗方案、治疗效果等各个方面的数据，尽可能全面地收录临床病例数据。2. 根

据设计好的数据库字段，将 125 条字段分别建立成为 11 个独立的数据库表，根据每一个字段的临

床意义设计其数据类型，特殊类型的数据则以科学化及减轻录入劳动强度为目的，通过字段属性列

表的选项来更改属性细节。3. 根据每个独立的表与表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表之间关系，通过表间

关系将独立的数据表合理地连接成为一体。4. 在每一个数据表的基础上建立窗体，制造图形化的用

户界面，并以整洁、美观为目的将各个窗体集合建立导航窗体，同时建立密码验证登录窗体。5. 根

据不同功能的需要，建立相对应的宏命令。6. 数据库框架建立完成后，利用联众数字化病案浏览器、

嘉和电子病历平台、中联医院信息系统（旗舰版）临床工作部件，搜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00 年 1 月 1 日以来的以―溃疡性结炎‖、―溃疡性结肠炎？‖及―炎症性肠病‖为主要诊断的既往及住院

病例，并逐个分析，对于满足以腹泻或黏液脓血便为主诉入院，辅助检查未见结直肠以外的消化道

病变的病例数据录入本数据库中。 

结果 溃疡性结肠炎 Access 数据库框架建立完成，成功生成 accdb 格式文件并保存，登录验证、窗

体打开、数据录入等各项操作均调试成功。数据库具备数据录入及存储、导入及导出、查询及报表

等多项功能，同时可对数据进行分析，并以多种图表形式显示分析结果。数据库可直接应用于临床

病例的存储、整理工作及科学研究工作，也可作为网络共享和教学工作的辅助工具。 

结论 本数据库为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病例的收集、整理、存储、分析等工作提供了强大而有力的辅助

和支持。 

 
 

PU-2195 

选择性白细胞吸附疗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毛靖伟,曲珂秋,王英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选择性白细胞吸附疗法（GMA）在日本及欧洲已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策略来减轻活动性 UC

患者的炎症反应，中国尚未在临床大规模应用，本研究主要探讨 GMA 治疗活动期 UC 的短期临床

疗效及安全性，为 UC 的治疗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方法 收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2015 年 9 月-2018 年 2 月应用 GMA 的活动期 UC

患者 27 例，分析治疗前后的改良 Mayo 评分、实验室指标[血红蛋白（HB）、白细胞数（W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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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粒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血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

白（CRP）]、Rachmilewitz 内镜指数（EI）以及不良反应情况。应用统计软件 SPSS23.0 进行统

计学分析，P＜0.05 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治疗前白细胞计数为(6.81±1.5)×10
9
/L，治疗后计数为(5.89±1.45)×10

9
/L（P＜0.001）；治

疗前血小板计数（306.85±128.94)×10
9
/L，治疗后计数为（266.33±100.82)×10

9
/L（P=0.002）；治

疗前血红蛋白为（122.33±23.97）g/L，治疗后为（118.15±20.61）g/L（P=0.032）。2. ESR 治疗

前为（21.77±17.08）mm/h，治疗后为（19.54±20.44）mm/h，该指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 CRP 治疗前为（20.21±33.5）mg/L， 治疗后为（8.4±12.37）mg/L，该指标治疗前后存在显著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38）。3.  27 例患者改良 Mayo 评分治疗前为（8.11±1.72）分，治

疗后为（3.04±1.22），治疗后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具备统计学意义（P＜0.001）。4. Rachmilewitz 

内镜指数治疗前（4.67±2.8）分，治疗后为（2.7±1.17）分，治疗前后差异显著，并且治疗后较治

疗前降低，具备统计学意义（P=0.002）。 

结论 GMA 治疗可有效改善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症状和肠道黏膜损伤，控制炎症活动且安全性

良好。 

 
 

PU-2196 

Establishment of stable cell lines in which the HBV genome 
replicating episomally on evaluation of antivirals 

 
Suofeng Sun,Shuangyin Han,Bingyong Zhang,Xiuling Li 

He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Since nucleot(s)ide analogs resistanc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ovel antiviral agents. To date most of studies 
on evaluation of anti-HBV drugs have been performed using cell lines where the HBV genome 
DNA is chromosomally integrated such as Hep2.2.15, in HBV-infected livers the viral genome 
replicates episomally in nucleus and cccDNA serves as a transcriptional template though. Another 
option may be HBV-infected cells using HepaRG or NTCP-overexpressing cells; however, 
development of the infection system is not only costly and laborious but its HBV expression level 
should be low.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established stable cell lines based on episomal-type pEB-Multi vectors 
stably replicating HBV wildtype and virus mutants resistant to Lamivudine, which are both 
sensitivity of Entecavir and against nucleoside analogues Lamivudine in mutants cell line. It is 
worth demonstrating how useful the established cell system is for evaluation of antiviral agents 
and investigation of mechanisms of their actions. 
Results We found HBV DNA level was suppressed by Entecavir as well as Lamivudine in wildtype 
cell line, but decreased only Entecavir treatment in Lamivudine resistant cell line. No effect on 
pgRNA were in both cell lines treated by Lamivudine and Entecavir.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table cell lines based on episomal-type pEB-Multi vectors were resistant to lamivudine but 
sensitive to Interferon or Entecavir and useful for evaluation of antiviral agents and investigation of 
mechanisms of their action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we constructed novel stable HBV-producing cell lines with HBV 
wildtype and Lamivudine resistant. These novel stable HBV-producing cell lines can provide 
valuable tools for screening antiviral agents and analyzing virus-host interaction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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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97 

白细胞吸附疗法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清细胞因子的影响 

 
唐海英,刘宁,王英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检测白细胞吸附疗法（GMA）治疗活动期 UC 患者前后，4 种血清促炎细胞因

子，血清白介素-6（Il-6）、白介素-8（IL-8）、白介素-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以及血清白介素-10（IL-10）水平的变化，评估 GMA 对 UC 患者血清血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探讨

血清细胞因子在 UC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 2017 年 04 月至 2018 年 01 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科住院，符合《炎症性

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2012 年广州），应用 GMA 联合 5-氨基水杨酸（5-ASA）治疗的活

动期 UC 患者 17 例；每周强化 GMA 治疗 2 次，GMA 治疗 5 次为 1 个疗程。入组患者应用 GMA

治疗 1 个疗程前后，分别检测血清 IL-6、IL-8、IL-1β、TNF-α、IL-10 水平，分析 GMA 治疗前后患

者上述血清细胞因子的变化。 

结果 （1）血清 IL-6在GMA 治疗前水平为（21.01±4.65）pg/ml，GMA 治疗 1个疗程后为（13.43±3.06）

pg/ml，两组相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42)。（2）血清 IL-8 在 GMA 治疗前水平为（261.58±55.54）

pg/ml，GMA 治疗 1 个疗程后为（201.85±41.96）pg/ml，两组相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0）。

（3）血清 TNF-α 在 GMA 治疗前水平为（57.11±6.73）pg/ml，GMA 治疗 1 个疗程后为（46.15±5.98）

pg/ml，两组相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46）。（4）血清 IL-1β 在 GMA 治疗前水平为（5.72±0.51）

pg/ml，GMA 治疗 1 个疗程后为（5.06±0.06）pg/ml，两组相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17）。（5）

血清 IL-10 在 GMA 治疗前水平为（5.81±0.73）pg/ml，GMA 治疗 1 个疗程后为（5.22±0.21）pg/ml，

两组相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28）。7 例患者经 GMA 治疗后复查肠镜,5 例患者肠粘膜部分愈合

(71%)，1 例患者肠粘膜全部愈合（14%），黏膜部分及全部愈合率达到（86%），仅 1 例患者肠粘

膜未愈合（14%）。 

结论 促炎细胞因子参与了 UC 的发病过程，GMA 对于活动性 UC 治疗有较好的效果。 

 
 

PU-2198 

利用共聚焦内镜观察炎症性肠病 gaps 形成及 

益生菌对 gaps 作用的研究 

 
刘君,李延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目的 上皮细胞的不断脱落（gaps） 是可能导致胃肠道上皮屏障破坏的潜在因素。在炎症环境下，

上皮屏障功能破坏的危险性增加。目前尚无在体观察益生菌对肠道 gaps 的影响及其机制的报道。本

研究旨在利用共聚焦显微内镜对炎症性肠病回肠 gaps 进行观察，并探索益生菌对上皮 gaps 的修复

作用。 

方法 研究分两个步骤： 

第一部分：纳入已知或怀疑炎症性肠病来我院就诊的门诊患者，对照组为健康查体者及息肉切除术

后复查患者。在静脉全麻下对所有入组患者行共聚焦显微结肠镜检查，所有患者在进镜至回肠末端，

静脉注射 6ml 荧光素钠，开启共聚焦模式对至少 5 个白光模式下正常的黏膜部位上皮细胞 gaps 进

行观察并采集图像。事后采用盲法对采集的图像进行分析，计数患者回肠末端 gaps 密度。 

第二部分：动物模型分为 TNBS 造模 IBD 大鼠组、益生菌 VSL#3 治疗 IBD 大鼠组和正常对照大鼠

组三组，利用小型动物活体共聚焦成像系统在体观察三组动物模型回肠末端上皮 gaps 密度（每 1000

个上皮细胞中 gaps 的数目），对大鼠回肠末端黏膜活检组织行免疫组化检测紧密连接蛋白 Occludin

和 ZO-1 的表达量，利用 ELISA 检测黏膜炎症因子 IL-1β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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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有 43 例患者入组临床研究，其中，19 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4 例克罗恩病患者与 20 例正

常对照患者。与正常对照组相比，IBD 患者的回肠末端上皮细胞 gaps 密度显著增加（p <0.001）。

动物研究中，与正常对照组大鼠相比，IBD 组大鼠回肠末端上皮 gaps 密度显著升高（p < 0.001）。

益生菌 VSL#3 治疗 IBD 组大鼠回肠末端 gaps 密度较 IBD 组大鼠显著降低（p < 0.001）。益生菌

治疗 IBD 组大鼠回肠末端黏膜紧密连接蛋白 Occludin 和 ZO-1 表达升高（p =0.028, p =0.002），

炎症因子 IL-1β 表达下降（p < 0.001）。 

结论 共聚焦内镜可以对炎症性肠病小肠 gaps 行在体观察，IBD 患者回肠末端 gaps 密度显著升高；

益生菌可能通过降低炎症因子表达，提高紧密连接蛋白表达的方式修复 IBD 动物模型回肠末端 gaps。 

 
 

PU-2199 

血清 D-二聚体、PT、FIB、PLT 在溃疡性 

结肠炎中临床意义的探讨 
 

李娜,褚胜苹,王英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分析 D-二聚体、PT、FIB、PLT 等指标在活动期 UC 中的临床意义，探讨活动期 UC 患者是否

存在血液高凝状态及继发纤溶亢进以及 D-二聚体、PT、FIB、PLT 能否作为评估 UC 患者病情严重

程度的指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5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1 日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住院

治疗的活动期 UC 患者 56 例，提取患者的一般资料、凝血指标和常规血液学指标，采用统计软件

SPSS22.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认为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D-二聚体与病情严重程度有相关性，呈正相关(r=0.44>0, p=0.002<0.05)。2.  PT 与 病 情 

严 重 程 度 有 相 关 性 ， 呈 正 相 关 (r=0.38>0, p=0.004<0.05)。 3. APPT 与病情严重程度

无 相 关 性 (r=0.12, p=0.387>0.05) 。  4.  FIB 与 病 情 严 重 程 度 有 相 关 性 ， 呈 正 相 关 

(r=0.65>0,p=0.000<0.05)。5.  PLT 与 病 情 严 重 程 度 有 相 关 性 ， 呈 正 相 关 (r=0.29, 

p=0.030<0.05)。6.  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前后患者实验室检查的比较：   6.1  治疗前后患者常规实验

室检查的比较：治疗前后患者的 Hb 有统计学差异(t=3.52，p=0.003<0.05)；治疗前后患者的 ALB

有统计学差异(t=4.60，p=0.000<0.05)；治疗前后患者的ESR有统计学差异(t=5.10，p=0.000<0.05)；

治疗前后患者的 CRP 有统计学差异(t=2.90，p=0.012<0.05)。6.2  治疗前后患者凝血相关指标的比

较：治疗前后患者的 D-二聚体有统计学差 异 (t=2.64 ， p=0.018<0.05) ； 治 疗 前 后 患 者 的 

PT 有 统 计 学 差 异 (t=5.02 ，p=0.000<0.05)；治疗前后患者的 APTT 有统计学差(t=4.68，

p=0.000<0.05)；治疗前后患者的 FIB 有统计学差异(t=5.84，p=0.000<0.05)；治疗前后患者的 PLT

有统计学差异(t=6.03，p=0.000<0.05)。 

结论 1. D-二聚体、PT、FIB 可作为评估 UC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指标，且均与 UC 病情严重程度呈

正相关。2.  英夫利西单抗治疗 UC 疗效确切可靠，有效率高，短期内可成功诱导缓解。   

3. D-二聚体、PT、APTT、FIB、PLT 可作为评估 UC 治疗效果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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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00 

CBX4 表达与 AFB1 相关性肝癌预后的关系研究 

 
王超,龙喜带,黄小英,吴雪铭,罗春英,覃宗帅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我们课题组的早期研究发现 CBX4 基因的异常表达涉及到肝细胞癌的演进。本研究的目的在于

探讨 CBX4 在黄曲霉毒素 B1(AFB1)相关性肝癌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分析它是否可以作为一种

判断 AFB1 相关性肝癌预后的标志物。 

方法 根据以医院为基础的回顾性调查设计理念，我们收集到符合标准的 AFB1 阳性的肝细胞癌患者

428 例，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肿瘤外科手术切除样本及相关临床病理资料和生存随访资料；通过

AFB1-DNA 加合物来评价 AFB1 的水平，使用 ELISA 检测肿瘤组织中 AFB1-DNA 水平；通过免疫

组织化学技术检测肿瘤组织中 CBX4 的表达水平，通过免疫组织化学积分法确定 CBX4 的相对表达

值；通过多因素模型分析 CBX4 表达对肝癌预后的影响。 

结果 ① 在肿瘤组织中，AFB1-DNA 加合物平均浓度为 1.98 umol/mol DNA，以此将 AFB1 分为高

低两个暴露层次，单因素与多因素 Cox 风险模型均显示 AFB1 是一个不良的预后指标；②CBX4 的

表达水平影响肝细胞癌的肿瘤分期、微血管密度等临床病理特征，其中 CBX4 表达上调的个体将面

对更高的肝硬化风险、更高级别的 BCLC 分期、和更高的微血管密度，但它与其他特征如肿瘤大小、

分化等没有关联性；③CBX4 表达水平影响肝细胞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④与低 CBX4 表达相比，

高 CBX4 表达增加肝细胞癌患者的总体死亡风险和肿瘤复发风险； ⑤多因素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与

肿瘤大小、BCLC 分期、微血管密度等传统判断预后的指标一样，CBX4 表达也展示出具有预后判

断价值，与低 CBX4 表达相比，高 CBX4 表达增加肿瘤患者的总体死亡风险 2.42 倍和肿瘤复发风险

3.56 倍；⑥交互分析 AFB1 和 CBX4 表达存对肝癌预后的影响存在相乘交互作用，对总体生存与肿

瘤无复发生存的影响交互值分别为 1.98 和 1.94。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肿瘤组织中 CBX4 的表达水平与 AFB1 相关性肝细胞癌预后相关，表达增

加是一个独立的不良预后指标，它的这种价值与 AFB1 间存在相乘交互影响。这些结果提示肿瘤组

织中 CBX4 表达可作为判断肝癌预后的一个重要潜在标志物，这种潜在作用可能与 CBX4 表达影响

肿瘤微血管密度和抗癌药敏感性相关。 

 
 

PU-2201 

胃病患者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检测及根除治疗疗效的分析 

 
陈修利,牛占欣,毛靖伟,王英德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目的 1、检测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患者及健康人群的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2、评价四联疗法对幽

门螺杆菌根除治疗的效果。 

方法 1、纳入 398 例于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2 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门诊行 14
C

呼气试验（14
C-urea breath test, 

14
C-UBT）检测的受检者，其中包括既往无消化系统疾病既往史、

近期无消化系统不适症状的健康体检者 256 例（健康体检组），经胃镜检查证实患有慢性胃炎的患

者 102 例，包括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及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慢性胃炎组），患有消化性溃疡的患

者 40 例，包括胃溃疡患者及十二指肠溃疡患者（消化性溃疡组）。各组受检者均采用 14
C 呼气试验

检测法行胃内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检测，以 14
C 呼气试验检测结果为阳性者判定为存在幽门螺杆菌感

染。比较体检组、慢性胃炎组、消化性溃疡组患者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2、选取体检组、慢性胃炎

组、消化性溃疡组中经 14
C 呼气试验检测为阳性结果并接受―雷贝拉唑钠肠溶片、枸橼酸铋钾、替硝

唑及克拉霉素‖四联疗法抗 Hp 治疗 10 天的受检者，分别为 98 例、56 例、32 例。停药 4 周后受检

者行 14
C 呼气试验检测进行复查，计算各组的转阴率，评估治疗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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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体检组中，14
C 尿素呼气试验所检测的幽门螺杆菌阳性率为 40.2%（103/256）；慢性胃炎

组中，14
C 尿素呼气试验所检测的幽门螺杆菌阳性率为 71.6%（73/102），与体检组相比，p<0.001；

消化性溃疡组中，14
C 尿素呼气试验所检测的幽门螺杆菌阳性率 87.5%（35/40），与体检组相比，

p<0.001，与慢性胃炎组相比，p=0.013，p<0.05。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体检组、慢性胃

炎组、消化性溃疡组中 14
C 呼气试验法检测结果为阳性并接受―雷贝拉唑钠肠溶片、枸橼酸铋钾、替

硝唑及克拉霉素‖四联疗法抗 Hp 治疗 10 天的受检者分别为 98 例、56 例、32 例。根据受检者停药

4 周后应用 14
C-UBT 复查的结果，计算出三组的 Hp 根除率分别为 37.8%（37/98）、39.3%（22/56）、

28.1%（9/32）。 

结论 1、慢性胃炎患者及消化性溃疡患者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均高于健康人群。2、―雷贝拉唑钠肠

溶片、枸橼酸铋钾、替硝唑及克拉霉素‖四联疗法对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有效，但根除率低，不能达

到临床预期。 

 
 

PU-2202 

microRNA-455-3p 在胰腺癌中表达下调并参与 

胰腺癌的增殖及耐药 

 
占婷 

武汉市第三医院 

 

目的 胰腺癌生存率低，化疗是延长生存期的主要治疗方式之一，而耐药性是包括胰腺癌在内的多种

癌症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阐明胰腺癌耐药机制对提高胰腺癌化疗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microRNA 作为基因表达的转录后调节因子，参与胰腺癌的发生、发展、转移和耐药。通过探讨

microRNA-455-3p 在胰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对胰腺癌增殖及吉西他滨耐药性的影响，为胰腺癌治

疗提供新的治疗靶点，提高化疗疗效。 

方法 首先我们用 q-PCR 检测 miR-455-3p 在胰腺癌组织及胰腺癌细胞中的表达情况。接着我们用 

miR-455-3p mimic 和 miR-455-3p inhibitor 及其相对应的对照质粒转染胰腺癌细胞后用 CCK8 法及

平板克隆法检测各组细胞的增殖情况。我们用不同浓度吉西他滨作用于胰腺癌细胞后，检测各组细

胞的 IC50 来探讨 miR-455-3p 对胰腺癌细胞对吉西他滨耐药性的影响。最后通过裸鼠皮下成瘤实验

我们进一步探讨 miR-455-3p 能对胰腺癌细胞成瘤能力的影响。 

结果 与癌旁组织相比，miR-455-3p 在胰腺癌组织中表达下调；与正常胰腺癌导管上皮细胞相比，

miR-455-3p 在胰腺癌细胞中表达下调；与对照组相比，miR-455-3p mimic 能够抑制胰腺癌细胞的

增殖，增加胰腺癌细胞对吉西他滨的敏感性，而 miR-455-3p inhibitor 能够促进胰腺癌细胞的增殖

并增加胰腺癌细胞对吉西他滨的耐药性；与对照组相比，miR-455-3p mimic 能够抑制胰腺癌细胞在

裸鼠上的成瘤能力。 

结论 miR-455-3p 在胰腺癌中表达下调，并且能够抑制胰腺癌细胞的增殖，增加胰腺癌细胞对吉西

他滨的敏感性。并且， miR-455-3p 能够抑制胰腺癌细胞的成瘤能力。 

 
 

PU-2203 

白藜芦醇通过促进枯否细胞表型转化改善四氯化碳 

诱导小鼠肝纤维化的实验研究 

 
于 冰,姜海行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构建 CCL4肝纤维化小鼠模型，探讨肝纤维化模型肝脏中 M(LPS)/M(IL-4)型枯否细胞的极化及

平衡对肝纤维化形成的影响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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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健康雄性 BALB/C 小鼠 18 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n=6）、CCL4肝纤维化模型组（n=6）、

白藜芦醇干预组（CCL4 +白藜芦醇组）（n=6），干预 4 周。H&E 和 Masson 染色及 Ishak、METAVIR

评分系统、羟脯氨酸测定判定肝纤维程度；QRT-PCR检测肝组织M(LPS)型巨噬细胞相关基因：iNOS、

TNF-α、MCP1、IL-1β 表达，M(IL-4)型巨噬细胞相关基因：Mrc1、Mrc2、Arg1、CD163 表达，以

及 IL-10 基因表达；免疫组化法检测肝组织 iNOS 及 CD206 标志物；TUNEL 与 iNOS 双染法检测

肝组织 M(LPS)型枯否细胞凋亡情况。 

结果 （1）H&E、Masson 染色、羟脯氨酸测定、Ishak 和 METAVIR 评分结果提示白藜芦醇可显著

改善 CCL4诱导的小鼠肝纤维化；（2）白藜芦醇干预组 F4/80 基因表达显著增高，提示白藜芦醇促

进枯否细胞参与组织修复过程；（3）与 CCL4组比较，白藜芦醇干预组 M(IL-4)标志：Arg1、CD163、

Mrc1、Mrc2 基因表达显著增高（P < 0.05），而 M(LPS)型标志物 iNOS 下降（P < 0.05），TNF-α

及 MCP1 轻微下降（P > 0.05），IL-1β 基因表达增高（P < 0.05）。免疫组化及免疫荧光染色结果

提示，与 CCL4组比较，白藜芦醇干预组 M(IL-4)标志物 CD206 表达显著增高（P < 0.05），而 M(LPS)

标志物 iNOS 表达显著下降（P < 0.05）。以上结果提示：白藜芦醇促进枯否细胞 M(LPS)型向 M(IL-4)-

样表型转化，但仍有 M(LPS)型标志物表达；（4）白藜芦醇干预组 IL-10 基因表达显著高于 CCL4

组（P < 0.05），提示白藜芦醇促进内源性 IL-10 基因表达；（5）TUNEL 与 iNOS 免疫组化双染结

果提示，白藜芦醇干预组 M(LPS)型枯否细胞凋亡率高于 CCL4组（P < 0.05），提示白藜芦醇促进

M(LPS)型枯否细胞凋亡。 

结论 白藜芦醇对 CCL4诱导的小鼠肝纤维化改善作用可能是通过促进巨噬细胞内源性 IL-10 表达及

促进 M(LPS)型枯否细胞凋亡，促使 M(LPS)型枯否细胞向 M(IL-4)-样表型转化，从而促进组织修复。 

 
 

PU-2204 

布拉氏酵母菌对轻中度溃疡性结肠炎治疗效果的临床研究 

 
毛靖伟,吴昊,王英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比较布拉氏酵母菌联合美沙拉嗪治疗轻中度活动期 UC 患者与单独应用美沙拉嗪治疗比较，

观察 Sb 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活动期轻中度 UC 患者 60 例，其中男 26 例，女 34 例，年龄为 18～75 岁，诊断标准参

照 2012 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协作组指定的《对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规范

的共识意见》，联合用药组 30 例（亿活 250mg，tid 联合美沙拉嗪 4g/d）和单独用药组 30 例（美

沙拉嗪 4g/d），治疗 8 周。治疗前、治疗后第 2 周、第 4 周、第 8 周进行症状学随访，比较 2 组患

者发热、腹痛、腹泻次数及大便性状等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记录治疗前、治疗后第 8 2 周内镜下

UC 活动度分级评分及病理组织学分级评分。 

结果 （1）联合用药组、单独用药组患者治疗前的症状评分、内镜评分及病理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2）联合用药组治疗 2 周后症状评分为 7.2±1.61，与治疗前症状评分（8.23±1.81）

比较，明显下降，有统计学差异（P<0.05）；单独用药组治疗 2 周后症状评分为 7.00±1.51，与治

疗前症状评分（7.87±1.87）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3）联合用药组治疗 4 周后症状评

分为 4.63±1.79，与治疗前症状评分（8.23±1.81）比较，明显下降，有统计学差异（P<0.05）；单

独用药组治疗 4 周后症状评分为 6.00±1.17，与治疗前症状评分（7.87±1.87）比较，明显下降，有

统计学差异（P<0.05）。（4）联合用药组治疗 8 周后症状评分为 3.57±1.87，内镜评分为 1.47±0.57，

病理评分为 0.97±0.56，总评分为 6.00±2.59；单独用药组治疗 8 周后症状评分为 4.83±1.29，内镜

评分为 1.57±0.63，病理评分为 1.3±0.47，总评分为 7.83±2.15。两组患者治疗 8 周后的症状评分、

内镜评分、病理评分及总评分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5）治疗 8 周后的联合用药组的临床

缓解率为 46.7%，单独用药组为 20.0%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布拉氏酵母菌联合美沙拉嗪治疗轻中度溃疡性结肠炎较单独应用美沙拉嗪相比，能更有效、更

快速地改善患者的症状、内镜及病理评分，提高临床缓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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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05 

大柴胡汤与双歧杆菌治疗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 

 
王雪娇 

吉林省人民医院 

 

目的 中西医结合从神经源性治疗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利用中药治疗便秘、腹痛的相关药方，中医

治疗抑郁及焦虑的相关药物，西医调节胃肠动力，改善便秘腹痛的药物，促进患者规律排便，减轻

患者腹痛，控制患者病情，防止症状复发，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方法 选取符合西医临床诊断肠易激综合征标准的患者 90 名，均为便秘型。年龄在 35 至 60 岁之间，

无心脏病、无其他肺疾病、无骨及关节异常、无神经系统及血液系统疾病，随机分为 3 组。西医组

给予双歧杆菌，缓解腹痛及便秘症状。中医组给予大柴胡汤加减。结合组给予双歧杆菌和大柴胡汤。

患者服药 1 周，2 周，1 个月,3 个月后分别观察各项指标。通过观察患者的腹痛程度，腹痛次数，

排便情况，SDS 抑郁评分评估疗效。统计学采用 spss21.0 处理数据，P<0.5 为有统计学差异，P>0.5

则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周后观察患者的治疗效果，西医组患者的腹痛次数、疼痛程度、排便情况与治疗前相比有统

计学差异，而 SDS 评分表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中医组腹痛次数、疼痛程度与治疗前相比无

统计学差异，其排便次数及 SDS 评分表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合组各项指标较治疗前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3 组各项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 周后 3 组用药后患者症状均有改善，中医组及

西医组的患者用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二者与结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 个月后随访各项结果较

用药 2 周后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 个月后随访结合组与前一次统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西医组

排便情况、SDS 抑郁评分较之前各次统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医组 SDS 评分结果较前一次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余 3 项指标较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大柴胡汤及双歧杆菌对于治疗肠易激综合征均有明显疗效。中医组对于缓解患者的精神状况明

显优于西医组，而西医组对于缓解腹痛程度、减少腹痛次数明显优于中医组，西医组较中医组起效

更快。结合组的疗效兼具上述两组优点。停药后，中医组和西医组均有不同程度的复发，结合组患

者普遍状况稳定。由此看来，大柴胡汤与双歧杆菌这种中西医联合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方法优于单

纯应用中药或西药。 

 
 

PU-2206 

16 例吡咯烷生物碱（PA）相关肝窦阻塞 

综合征（HSOS） 的临床病理分析 

 
保洁

1
,王泰龄

2
,徐芸

1
,侯宇格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服用含PA草药造成HSOS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肝穿刺活检病理组织学表现进行分

析，以提高对此类疾病病理组织学的认识，并促进对其发病机制的进一步研究。 

方法 回顾性收集具有完整临床资料的服用含PA草药造成HSOS患者的肝穿刺活检病理组织学标本。

采集患者一般情况、详细服药史及肝穿刺活检术的具体时间；收集临床资料进行临床分期；随访起

病 6 个月后的临床预后。对患者肝穿刺活检病理组织蜡块进行连续切片，行 HE、网织纤维、Masson

染色，以及 CD31、CD34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在光学显微镜下对不同临床分期患者的病理组织学表

现进行观察分析。 

结果 16 名纳入研究的患者中，进行肝穿刺活检时 4 名处于临床急性期，10 名处于亚急性期，2 名

处于慢性期。起病 6 个月后 9 名完全恢复，5 名呈慢性化，2 名死亡。通过对不同临床分期的肝穿

组织的病理学观察，将 PA 相关 HSOS 的病理发展过程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早期表现为窦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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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受损，红细胞进入窦内皮与肝细胞之间的窦周间隙，期间穿插有纤细的网状纤维，肝窦受压

相对狭窄；小叶中心带肝板出血性坏死，出血融合成片。中期出血带内红细胞溶解，网状纤维塌陷

密集，渐有胶原纤维沉积，尚有血流的腔隙充血扩张，部分渐覆有窦内皮；出血带周围肝板出现再

生现象，部分肝窦代偿性扩张。晚期出血带内大量胶原沉积形成大面积纤维瘢痕，但其内可见多数

有血流的扩张腔隙内覆血管内皮，边缘带肝细胞呈双排、再生，渐插入纤维间隔内。中央静脉血管

内皮的损伤和窦内皮同步。肝穿组织内重度出血损伤的肝小叶比例和患者预后无关。 

结论 利用网状纤维染色和 CD31、CD34 免疫组化染色， 可清楚的观察到 PA 相关 HSOS 的早期

改变，即红细胞通过受损的窦内皮进入窦周间隙，肝窦受压相对狭窄，小叶中心带肝板出血性坏死。

至中晚期可观察到肝板再生反应和血管改造，与大部分患者临床病程呈自限性一致。此病理分期和

肝穿刺活检的时间具有明显相关性。但无法根据穿刺活检标本出血损伤程度判断患者预后。 

 
 

PU-2207 

儿童获得性气管食管瘘临床内镜表现及处理 

 
王跃生 

河南省儿童医院 

 

目的 探讨儿童获得性气管食管瘘（TEF）的临床特点、内镜表现及手术方法的处理。 

方法 分析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 35 例在我院消化科治疗的儿童获得性气管食管瘘临床资料

及随访资料。 

结果 35 例食管异物分别为扣式电池、不规则铁片、游戏币、枣核、动物骨片、鱼刺；年龄最小 5

个月，最大 5.3岁；误吞异物时间(2.5±1.7)d；扣式电池比例最高 17(48.57％)，其余为枣核 6(17.14％)、

鱼刺 4(11.42％)、游戏币 3(8.57％)、不规则铁片 3(8.57％)、动物骨片 2(5.71％)；就诊时见异物停

留在食管第一狭窄处最多 25(71.43％)，异物停留在食管第二狭窄处 10(28.57％)；所有异物均于内

镜下取出，术中发现食管穿孔并食管气管瘘 23(65.71％)，术后 1 周内食管穿孔并食管气管瘘

12(34.29％)，无死亡病例；瘘口大小，瘘口≤5 mm 共 21(60％)，瘘口≥5 mm 及≤10 mm 共 10(28.57％)，

瘘口≥10 mm 共 4(11.43％)；处理方式，胃肠减压及鼻空肠营养管支持治疗 20(57.14％)，胃造瘘及

空肠造瘘养管支持治疗 8(22.86％)，内镜下钛夹缝合 3(8.57％)，外科手术修补 4(11.43％)；愈合时

间，5 个月 26(74.29％)，8 个月 6(17.14％)，12 个月 3(8.57％)。 

结论 儿童获得性气管食管瘘多因特殊异物嵌顿在食管，异物直接破坏食管组织，停留压迫，局部化

学因素导致组织损伤并发瘘管形成，处理关键是尽快确诊，尽早将其取出，根据病情选择合适的手

术方式及恰当的术后处理，多数预后良好。 

 
 

PU-2208 

M2 诱导剂调控 M(LPS)型巨噬细胞表型转化的体外实验研究 

 
于冰,姜海行 

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 

 

目的 通过体外实验验证 M2 型诱导剂及 M2 型条件培养基对 M(LPS)型巨噬细胞细胞的再极化作用。 

方法 1.诱导 M(LPS)型、M(IL-4)型 Raw264.7 极化。2. M2 型诱导剂及条件培养基对 M(LPS)型巨噬

细胞的作用。 

结果 （1）经用 M(LPS)型诱导剂 LPS(1ug/ml)诱导 24h 后，M(LPS)型标志 iNOS 呈高表达；经用

M(IL-4)型诱导剂 IL-4(5ng/ml)、白芦藜醇(30uM)刺激RAW264.7巨噬细胞24h后M(IL-4)标志物Mrc1、

Mrc2 呈高表达；共聚焦显微镜免疫荧光双染结果：经 LPS(1ug/ml)刺激 RAW264.7 巨噬细胞 24h

后，M(LPS)型标志物 iNOS 高表达；经用 M2 型诱导剂 IL-4(5ng/ml)、白芦藜醇(30uM)诱导 24h 后，

M(IL-4)型标志物 CD206 高表达。（2）M(LPS)型 Raw264.7 给予 M2 型诱导剂及 M2 型条件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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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培养 6h 后，M(LPS)型标志物：iNOS mRNA 表达下降，而 TNF-α mRNA 及 MCP1 mRNA 表达

未见明显抑制，IL-1β mRNA 表达增高；M(IL-4)型标志物：Mrc1 mRNA 表达增加；IL-10 mRNA 在

M(LPS) + LPS 组、 M(LPS) + IL-4 组及 M(LPS) + Res CM 组均增高。共聚焦显微镜免疫荧光双染

结果：予 M2 诱导剂 IL-4 或白藜芦醇及其条件培养基干预 M(LPS)型 Raw264.7 细胞后 iNOS 表达下

降，而 CD206 表达增强。提示：M(LPS)型 RAW264.7 予 M2 型诱导剂及其 CM 干预后，M(LPS)

型 RAW264.7 向 M(IL-4)-样细胞分化，但仍表达 M(LPS)相关标志。（3）细胞 A0-PI 双染、HO-PI

双染、TUNEL 染色结果提示：IL-4、白藜芦醇及 CM 促进 M(LPS)型 Raw264.7 细胞凋亡。 

结论 在炎症反应条件下，M2 诱导剂 IL-4 及白藜芦醇可以通过促进巨噬细胞内源性 IL-10 的表达及

促进 M(LPS)型巨噬细胞凋亡，使周围微环境从促炎向抗炎反应方向转变，从而诱导 M(LPS)型巨噬

细胞向 M(IL-4)-样表型分化，促进了炎症反应修复过程。 

 
 

PU-2209 

PTEN 和 p27 表达与胃上皮瘤变组织病理分级的关系及相关意义 

 
谢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比较 PTEN 和 p27 的表达与胃上皮内瘤变组织病理的关系并探讨其相关意义。 

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30 例正常胃黏膜组织，30 例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组织，30 例高级别上

皮内瘤变组织，30 例癌周组织及 30 例胃癌组织中 PTEN 和 p27 蛋白的表达。 

结果 正常胃黏膜组织、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组织、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组织、癌周组织及胃癌组织中

PTEN 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100%、86.7%、83.3%、93.3%、60.0%,p27 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分

别为 100%、86.7%、83.3%、90.0%、56.7%。胃癌组织中 PTEN 和 p27 的阳性表达率低于其他各

种组织（P<0.05），正常胃黏膜组织中 PTEN 和 p27 的阳性表达率高于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及高级别

上皮内瘤变组织（P<0.05），PTEN 和 p27 在癌周组织与正常胃黏膜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无统计学

差别（P>0.05），PTEN 和 p27 在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组织与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

无统计学差别（P>0.05）。胃癌组织中 PTEN 与 p27 的表达存在正相关关系（r=0.384，P<0.05）。 

结论 PTEN 和 p27 蛋白表达下调参与了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及胃癌的发生，PTEN

和 p27 蛋白在胃癌及不同级别上皮内瘤变中的表达水平改变可作为胃癌发生、发展动态过程中的客

观观察指标，二者间的协同作用强化了肿瘤细胞的恶性演进。 

 
 

PU-2210 

普拉梭菌及其上清液有助于缓解 TNBS 诱导小鼠肠炎的肠屏障缺

陷及下调 PD-L1 分子的表达 

 
周有连

1
,徐豪明

1
,聂玉强

1
,周永健

1
,何杰

1
,陈烨

2
,杜艳蕾

1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目的 探讨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F.prausnitzii）及其代谢产物即菌株培养上清液

对三硝基苯磺酸（TNBS）诱导的肠炎小鼠的治疗效果及对肠上皮紧密连接蛋白和程序性死亡受体配

体 1（PD-L1）蛋白的影响。 

方法 采用 TNBS-乙醇溶液灌肠构建小鼠急性肠炎模型，随机分为五组，每组 12 只雄性 6~8 周 SPF

级 BALB/c 小鼠：空白对照组采用 50%乙醇灌肠，模型组采用 TNBS-乙醇液灌肠+PBS（磷酸缓冲

盐溶液）灌胃，阳性对照组采用 TNBS-乙醇液灌肠+5-氨基水杨酸（5-ASA）灌胃，F.prausnitzii 组

采用 TNBS-乙醇液灌肠+F.prausnitzii 菌株灌胃，F.prausnitzii 上清液组采用 TNBS-乙醇液灌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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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rausnitzii 培养上清液灌胃。治疗 8 d 后实验结束，宰杀小鼠前，通过向肠腔内注入异硫氰酸荧

光素-葡聚糖（FITC-Dextran）溶液， 30min 后心脏取血取上清用荧光酶标仪测定 FITC 浓度间接反

映肠壁通透性。采用免疫组化、western blot 和免疫荧光法检测肠黏膜组织紧密连接蛋白 ZO-1 和

Occludin 蛋白及 PD-L1 蛋白的表达。 

结果 TNBS 模型组小鼠血清 FITC-Dextran 荧光强度比正常对照组显著增强，与 TNBS 模型比较，

F.prausnitzii 组，5-ASA 组及 F.prausnitzii 上清组的 FITC-Dextran 荧光强度变弱，尤其在 5-ASA 组

中最为明显。免疫组化、免疫荧光及 Western blot 法检测结果均提示 TNBS 组肠黏膜 ZO-1 及

Occludin 表达均减弱，PD-L1 表达增强，而 F.prausnitzii 组及 F.prausnitzii 上清组肠组织 ZO-1 和

occludin 表达上调，而 PD-L1 表达下调。 

结论 IBD 时肠上皮屏障显著破坏，肠上皮 PD-L1 表达显著上调，而 F.prausnitzii 及其上清液能有

效改善 TNBS 诱导的肠炎小鼠的肠上皮屏障缺陷，下调 PD-L1 的表达。 

 
 

PU-2211 

钛夹联合丝线法置入空肠营养管的临床观察 

 
卞孝平 

河南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钛夹联合丝线法在空肠营养管置入术中应用的成功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探讨其在临床应用

中的有效性及可行性。以期为患者提供简单有效，防止移位的手术方法。 

方法 选取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于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收治需给予空肠营养置入术的

患者 30 人，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每组各 15 例。观察组予以钛夹联合丝线法置管，对照组予

以常规内镜下空肠营养管置入。通过观察注水试验了解营养管是否通畅，观察腹部平片了解空肠营

养管的位置，并根据注水试验、腹部平片位置两项指标检验置管是否成功，并计算成功率。 

结果 经观察，钛夹联合丝线法置入空肠营养管成功 15 例，成功率为 100％，未出现并发症。常规

内镜下空肠营养管置入术成功 11 例，成功率为 73％，未出现并发症。两组比较 P＜0.05 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钛夹联合丝线法置入空肠营养管成功率高于常规内镜下空肠营养管置入术，无移位，此法简单

有效，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两组均未出现并发症，置入方法安全可靠。 

 
 

PU-2212 

RhoGDI2 在 CRC 中的表达及其对 CRC 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柳思琪,金珍婧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 RhoGDI2 在 CRC 临床组织标本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进一步明确该基因对结直肠癌患

者预后的影响，研究 RhoGDI2 在不同 CRC 细胞系中的表达，同时通过构建 RhoGDI2 稳定过表达

的 CRC 细胞系，明确 RhoGDI2 过表达对 CRC 细胞增殖、迁移、侵袭等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方法 1.通过免疫组化实验技术检测 RhoGDI2 在 CRC 组织与癌旁组织、转移淋巴结中的表达情况，

分析 RhoGDI2 的表达与相应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明确 RhoGDI2 与 CRC 患者预后的相关性；2.

应用 qPCR 及WB 实验技术检测 RhoGDI2 在 CRC 细胞系 HT29、SW620、HCT116 中的表达情况，

鉴别 RhoGDI2 表达水平不同的细胞系；3.构建 RhoGDI2 过表达慢病毒载体，转染低表达 RhoGDI2

的细胞，应用 qPCR 及WB技术验证RhoGDI2 已成功转入细胞，获得RhoGDI2稳定过表达细胞系，

同时获得阴性对照细胞系，并利用CCK8、transwell 小室实验研究RhoGDI2 表达对 CRC 细胞增殖、

迁移及侵袭等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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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RhoGDI2 表达在 CRC 患者癌旁组织、肿瘤原发灶及转移淋巴结三者中表达量逐渐升高，且

结果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2.RhoGDI2 mRNA 及蛋白在 HT29、SW620、HCT116 三

种 CRC 细胞系中表达量逐渐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RhoGDI2 mRNA 及蛋白

在 HCT116-RhoGDI2、HCT116-control 及 HCT116 三种 CRC 细胞系中表达量逐渐降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1）；4.过表达 RhoGDI2 的 HCT116 细胞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明显提高（P

＜0.01）。 

结论 RhoGDI2 在 CRC 组织中高表达，且与 CRC 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明显相关；高表达 RhoGDI2

的患者总生存期及无病生存期短，低表达 RhoGDI2 的 CRC 患者总生存期及无病生存期长；过表达

RhoGDI2 后 CRC 细胞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明显提高；RhoGDI2 可作为 CRC 的早期诊断及预后

的评判指标，是潜在的治疗靶点。 

 
 

PU-2213 

白介素-9 促进胰腺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的作用 及机制研究 

 
黄秋兰,覃山羽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研究 IL-9 促进胰腺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及侵袭的作用及机制，探讨胰腺癌细胞增殖、迁移和

侵袭过程中 JAK/STAT3 通路的变化，进一步明确 IL-9 是否通过激活 JAK/STAT3 通路来发挥促胰腺

癌细胞生长作用。 

方法 体外培养 PANC-1 细胞，分别使用不同浓度的 IL-9 干预 PANC-1 24h，采用 CCK-8 法检测细

胞的增殖能力，实时定量 PCR 检测细胞上 IL-9R 的 mRNA 表达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的凋亡，

Transwell
TM实验检测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细胞中信号转导子与转录激

活子 3（STAT3）及磷酸化 STAT3（p-STAT3）蛋白水平。在 IL-9 的机制研究中，分别使用各种不

同浓度的STAT3抑制剂AG490预处理PANC-1 24h后，再用 IL-9进行干预，干预 1h后采用Western 

blot 法检测细胞中 STAT3 和 p-STAT3 蛋白水平，干预 24h 后 CCK-8 法检测细胞的增殖，对比未

使用抑制剂前细胞的增殖、STAT3 和 p-STAT3 蛋白表达变化情况。 

结果 不同浓度 IL-9 干预相同时间后，PANC-1 的 IL-9R mRNA 表达水平及细胞增殖率随着 IL-9 浓

度的升高呈上升趋势，到 20ng/mL 时细胞的 IL-9R mRNA 表达水平及增殖率显著大于

0ng/mL(P<0.05)，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也呈浓度依赖性升高趋势，且在 20ng/mL 时差异最显著

(P<0.05)，细胞的凋亡率随浓度的升高有下降趋势，但各个浓度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与对照组相比，IL-9 干预后 PANC-1 细胞中的 p-STAT3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增高(P<0.05)，但 STAT3

蛋白水平无明显改变(P>0.05)，提示 IL-9 促进胰腺癌细胞增殖过程中可能激活 STAT3 磷酸化。对

比未使用抑制剂前细胞的增殖率，使用不同浓度 AG490 预处理后，IL-9 对 PANC-1 细胞的促增殖

作用减弱，在浓度为 80μmol/L 时最显著(P<0.05)，且 p-STAT3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0.05)，

但 STAT3 蛋白水平各组间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IL-9 可能通过激活 JAK/STAT3 通路激活胰腺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但对细胞凋亡无明

显影响，这一作用具有浓度依赖性，本研究深化认识了 JAK/STAT3 在胰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为胰腺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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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14 

基于激光诱导自体荧光诊断消化道早癌 

检测系统的研究及临床实验 

 
陈正义 

海口市人民医院 

 

目的 激光诱导自体荧光（LIAF）诊断技术是利用正常组织与癌变组织自体荧光光谱及强度存在明显

差异来诊断病变，克服常规取样活检容易出现微小病变和较深层病变漏检的缺点，使临床诊断早癌

变为现实。 

方法 该系统在相同条件下对海口市人民医院消化内镜中心 41 个患者进行在体连续 LIAF 光谱检测

和分析，以磷状细胞癌光谱图为中心分别与正常胃体组织，炎性组织、增生组织等进行横向分析比

较查找出其差异性 

结果 LIAF 光谱检测技术可以明确区分正常组织与癌变组织， 

结论 LIAF 光谱检测技术可以实时发现早癌和癌前病变，实现‖光活检‖。 

 
 

PU-2215 

复发性急性胰腺炎的病因及临床特征分析 

 
陈建,张海蓉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复发性急性胰腺炎（RAP）的病因及临床特征，以提高临床工作者对 RAP 的诊治。 

方法 选取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 546 例 AP 患者，收集其病历

资料并按发作次数分为初发组与复发组，分别对两组的致病因素及临床指标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1.一般临床资料：164 例 RAP 患者，平均年龄 43.16±12.64 岁，男 116 例（70.7%），女 48

例（29.3%）；382 例初发性 AP 患者，平均年龄 44.12±14.83 岁，男 241 例（63.1%），女 141

例（36.9%）；两组在平均年龄及性别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2.病因学分析：164 例 RAP 患者的病因依次为：胆源性 67 例（40.9%），酒精性 24 例（14.6%），

高脂血症性 34 例（20.7%），饮食性 23 例（14.0%），其它因素 3 例（1.8%）。382 例初发性 AP

患者的病因依次为：胆源性 158 例（41.4%），酒精性 84 例（22.0%），高脂血症性 47 例(12.3%),

饮食性 47 例(12.3%)，其他因素 10 例（2.6%），特发性 36 例(9.4%)。经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

后提示高脂血症是影响 AP 复发的高危因素（OR＝2.14，95%CI＝1.83-2.49，P＜0.001）。 

3.临床特征：546 例 AP 中，复发性急性胰腺炎 164 例，复发率为 30%，复发高峰期在 30-49 岁之

间，占 62.2%，复发周期主要集中在 1 年内，占 70.1%，复发次数波动在 1-10 次，平均为 2.36 次，

以复发 1 次比例最大，占 48.2%；复发组与初发组的病情情况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复

发组与初发组在糖尿病、脂肪肝及吸烟间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RAP 好发于中青年，且以男性为主；2.RAP 的主要致病因素按序依次为胆源性、高脂血症

及酒精性因素，其中高脂血症为 RAP 反复发生的高危致病因素；糖尿病、脂肪肝及吸烟亦是 RAP

的致病因素。3.AP 复发的高峰期主要在治愈后 1 年内，且复发的次数以 1 次为主。4.复发性 AP 的

重症比例较初发性 AP 低，且出现并发症比例亦较初发性 AP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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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16 

慢病毒介导 ToxoROP16Ⅰ/Ⅲ抑制 M1 炎性细胞对 

Caco-2 的保护性实验研究 

 
徐永伟,陈熙,李路,武艺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ToxoROP16I/III诱导 RAW264.7（Mφ）向 M2 型巨噬细胞极化，以此逆转病理性 Th1 免疫应

答，下调炎症反应发挥对 Caco-2 肠上皮细胞的保护性作用。旨在为 IBD 的免疫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方法 LPS 诱导 Mφ 向 M1 型巨噬细胞偏移激活经典途径，诱导 Th1 型免疫应答，与 Caco-2 细胞进

行 Transwell 共培养，建立体外 IBD 炎症模型。扩增弓形虫 ROP16I/III 基因片段，构建重组

pEGFP-ROP16Ⅰ/Ⅲ质粒，构建表达 ROP16I/III的重组慢病毒，转染 Mφ，向 M2 型巨噬细胞偏移激活

旁路途径，诱导 Th2 型免疫应答。观察稳转细胞株荧光蛋白表达。qRT-PCR 检测 TNF-a、IL-1β、

IL-6、TGF-β、IL-1、iNOS 和 Arg-1 的表达。蛋白免疫印迹检测 iNOS、Arg-1、ROP16Ⅰ/Ⅲ、Stat3、

p-Stat3、Stat6、p-Stat6、PD-L2、caspase3、caspase8 和 caspase9。Gress 法检测 NO 含量。

ELISA 检测上清中 TNF-a、IL-1β、IL-6、TGF-β 和 IL-10。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 

结果 构建 ROP16I/III重组慢病毒,成功稳转 Mφ，获得稳转细胞株，观察可见绿色荧光蛋白表达。蛋

白免疫印迹法检测 iNOS 表达增高，向 M1 方向偏移，与 Caco-2 细胞在 Transwell 共培养体系中

caspase3、caspase8、caspase9 细胞凋亡蛋白表达增加，Arg-1、p-stat3、p-stat6 和 PD-L2 表达

增高，向 M2 方向偏移，与 M1 共培养，细胞凋亡蛋白表达降低。Gress 法检测 NO 含量升高。ELISA

和 qRT-PCR 检测发现细胞因子 TNF-a、IL-1β、IL-6、TGF-β 和 IL-10 升高，M1 型细胞和 M2 型细

胞混合培养中上述炎性细胞因子表达降低。流式检测 M1 与 Caco-2 细胞在 Transwell 共培养中凋亡

增加，在 M2 逆转 M1 共培养中凋亡降低。 

结论 ToxoROP16Ⅰ/Ⅲ极化巨噬细胞向 M2 型偏移而诱导 Th2 型免疫应答，并能够抑制 M1 型炎性细

胞对 Caco-2 细胞的促凋亡作用，具有潜在的 CD 的免疫治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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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01 

基于串联质谱标签的质谱分析在炎症性肠病粘膜 

蛋白质组学中的研究 

 
宁龙贵,许国强 

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LT-02 

克罗恩病合并肛瘘患者的护理体会 

 
刘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LT-03 

大蒜素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疾病 

 
刘正茹,董卫国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LT-04 

改良保留灌肠方式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及护理观察 

 
肖娅,钱雅芬 

上海市同同济医院 

 
 

LT-05 

英夫利西单抗治疗 42 例中重度活动性克罗恩病的 

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刘维新,兰雨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LT-06 

106 例尿毒症并发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胃镜检查结果分析 

 
邓国华 

江西省萍乡市赣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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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07 

CD24 分子在炎症性肠病中的作用及机制 

 
孙海波,徐红,唐彤宇,时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LT-08 

个体化护理模式在炎症性肠病患者中的应用 

 
肖世莉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LT-09 

肠纤维化细胞因子相关机制与治疗进展 

 
曲素萱,林连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LT-10 

3.0T 小肠 MRI 对克罗恩病（CD）活动性判断的价值 

 
张旭栋,范一宏,蒋科芳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LT-11 

幽门螺杆菌与可能引起的相关性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王雪梅,于红刚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LT-12 

选择性白细胞吸附疗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杨翠萍,吴坚炯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北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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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13 

溃疡性结肠炎大鼠肺组织中 Sirt1 的表达及其与氧化 

应激和炎症反应的关系 

 
马升高

1
,孙倩

2
,郭保华

1
 

1.铁岭市中心医院 

2.原沈阳军区总医院实验动物科 

 
 

LT-14 

高脂饮食对不同周期溃疡性结肠炎小鼠血清 IL2， 

IL10 和 TNF-a 的影响 

 
李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LT-15 

白介素在炎症性肠病免疫发病机理中的作用 

 
郝志明,王立军 

盘锦市中心医院（原：盘锦市第二人民医院） 

 
 

LT-16 

克罗恩病黏膜快速愈合 2 例 

 
王少东,王震凯,陆恒,刘畅,李留影,杨玉华,袁博思,汪芳裕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LT-17 

奥硝唑联合美沙拉嗪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134 例临床疗效观察 

 
向阳,胡娜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 

 
 

LT-18 

对溃疡性结肠炎中 TLR4 相关基因及通路的生物信息学筛选 

 
曹卉,熊枝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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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19 

沙利度胺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出血效果分析 

 
周长江,孙利群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LT-20 

锡类散保留灌肠治疗溃疡性直肠炎的应用疗效观察 

 
吴细明 

鹰潭市人民医院 

 
 

LT-21 

运动对炎症性肠病抗炎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赵媛媛

2
,奚沁华

1
,钮美娥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苏州大学护理学院 

 
 

LT-22 

第二例粪菌移植患者疗效分析 

 
周长江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LT-23 

美沙拉嗪联合地衣芽孢杆菌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观察 

 
张瑞 

沈阳军区总医院 

 
 

LT-24 

基于文献计量的我国炎症性肠病自我管理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 

 
顾芳臣

1
,林征

1,2
,尚星辰

1
,罗丹

1
 

1.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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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25 

英夫利昔治疗克罗恩病 83 例疗效回顾 

 
窦晓坛,张晓琦,于成功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LT-26 

克罗恩病误诊为阑尾脓肿 1 例 

 
陈立平,韦旺,周琦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LT-27 

炎症性肠病患者英夫利昔单抗谷浓度和抗抗体监测及其临床意义 

 
谭晓燕,郝秀雪,王英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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