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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道闭锁与肝移植专题·论著·

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及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在胆道闭锁
肝纤维化中的作用研究

高　婷１　詹江华２　陈　扬１　张爱华２　卫园园１

【摘要】　目的　研究ｃ—Ｊｕｎ氨基末端激酶２（ｃ—Ｊｕｎ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ｋｉｎａｓｅ，ＪＮＫ２）、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
剂—１（ｔｉｓｓｕ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１，ＴＩＭＰ—１）及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 在胆道闭锁（ＢＡ）肝组织中的表达情
况及在肝纤维化进程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胆管扩张症肝活检病例１０例，为胆扩组；ＢＡ肝活检病例
１５例，为ＢＡ组；ＢＡ晚期因肝功能衰竭而行肝移植患者自体肝活检１０例，为肝移植组。采用 ＨＥ染色
观察并评价肝标本纤维化程度；免疫组化染色检测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及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在肝组织中的表达；实时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ｑＲＴ—ＰＣＲ）检测肝组织中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及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基因表达情况。　结
果　①ＨＥ染色：胆扩组偶可见少许纤维细胞增生；ＢＡ组汇管区增宽，纤维组织增生、桥接纤维化现象
普遍，可见假小叶形成；肝移植组汇管区明显增宽，纤维组织增生较重，广泛桥接纤维组织形成，假小叶

显著。②免疫组化：胆扩组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及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表达为弱阳性，ＢＡ组及肝移植组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
及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蛋白均在肝细胞、汇管区胆管上皮细胞及血管内皮细胞胞质中阳性表达。③半定量分析：
三组ＪＮＫ２（０１２２±０００８、０１８２±００１７和０１９８±００３３），ＴＩＭＰ—１（０１２３±０００９、０１８５±００１２和
０２０１±００１７）和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０１２６±００１２、０１９４±０００８和０２０８±００３３）表达比较，差异有显著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三组中，ＢＡ组及肝移植组 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及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表达明显高于胆扩组（Ｐ
＜００５）；肝移植组 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及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蛋白含量与 ＢＡ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值均 ＞
００５）。④ｑＲＴ—ＰＣＲ：三组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和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ｍＲＮＡ表达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０２２１
（０１７）ｖｓ１３９５（１２２）ｖｓ１０９５（１２１），Ｈ＝１７６８６，Ｐ＝０００３；０４３９（０３１）ｖｓ１４０４（０８５）ｖｓ１５７１
（０６６），Ｈ＝２０６４８，Ｐ＝００００；０９１７（００９）ｖｓ１８０２（１３５）ｖｓ１９５７（１３０），Ｈ＝１５５５５，Ｐ＝０００７），ＢＡ
组及肝移植组肝内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及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ｍＲＮＡ表达含量比胆扩组高（Ｐ值均小于００１７）。　结
论　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及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在ＢＡ患儿随着肝纤维化加重而表达升高，表明其可能参与并促进 ＢＡ
肝纤维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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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道闭锁（ｂｉｌｉａｒｙａｔｒｅｓｉａ，ＢＡ）是危及婴幼儿生
命的肝胆系统疾病之一，以肝内外胆管进行性炎症、

纤维性梗阻及胆汁淤积为特点，导致进行性肝纤维

化和肝硬化，是婴幼儿时期肝移植的主要指征［１－２］。

ＢＡ患儿早期行Ｋａｓａｉ手术虽能缓解胆汁淤积症状，
但仍有２／３的患儿肝纤维化继续进展，最终发展成
为肝硬化［３］。有研究证实转化生长因子—β１（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β１，ＴＧＦ—β１）蛋白能够调节机
体细胞生长、分化、凋亡，ＴＧＦ－β１／Ｓｍａｄｓ促纤维化
通路在 ＢＡ肝纤维化进程中起重要作用［４］；而 ｃ—
Ｊｕｎ氨基末端激酶 ２（ｃＪｕｎＮ—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ｋｉｎａｓｅ，
ＪＮＫ２）对Ｓｍａｄ２／３蛋白磷酸化等起重要作用［５］；有

研究证实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１（ｔｉｓｓｕｅｉｎｈｉｂ
ｉｔｏｒｓ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１，ＴＩＭＰ—１）参与肝纤维化
过程中的组织重塑，与肝纤维化程度密切相关［６］；

而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作为ＴＧＦ—β１信号通路产物，已被证实
在动物模型肝纤维化中表达增多［７］。但以上三种蛋

白在ＢＡ肝组织中不同纤维化时期表达情况尚不十
分清晰，本研究旨在检测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及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
三种蛋白在ＢＡ患儿肝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探讨其
在ＢＡ患儿肝纤维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材料与方法

一、标本来源与分组

本研究收集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入住

天津市儿童医院且确诊为胆管扩张症的患儿１０例
（为胆扩组），其中男性４例，女性６例，日龄２４８～
２１２３ｄ，平均（１０３２±５９５）ｄ；ＢＡ患儿１５例（为 ＢＡ
组），其中男性７例，女性８例，日龄１９～９５ｄ，平均
（５４±１８）ｄ。另外收集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行肝移植的患儿（均已行

Ｋａｓａｉ手术，后因肝功能衰竭行肝移植）１０例（为肝
移植组），其中男性６例，女性４例，日龄２１９～２１７６
ｄ，平均（１０３３±５１６）ｄ。本实验均通过天津市儿童
医院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且患

儿监护人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二、主要试剂与仪器

ＴＩＭＰ—１一抗工作液，二抗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
记的羊抗兔聚合物）、３，３－二氨基联苯胺（３，３—ｄｉａ
ｍｉｎｏｂｅｎｚｉｄｉｎｅ，ＤＡＢ）显色试剂盒，均购自北京中杉
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ＪＮＫ２一抗（１∶２００），Ｃｏｌ
ｌａｇｅｎⅢ一抗（１∶４００）购自北京博奥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ｑＲＴ—ＰＣＲ）引
物由北京奥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设计及合成，引物

序列见表 ２。主要仪器：ＩＱ５实时定量 ＰＣＲ仪（美
国 Ｂｉｏ－Ｒａｄ公司），手执式组织匀浆机（德国 ＩＫＡ
公司）。ＦａｓｔＱｕａｎｔＲＴＫｉｔ（ＷｉｔｈｇＤＮａｓｅ）、ＴＲＩｚｏｌ（天
根生 化 公 司），ＳｕｐｅｒＲｅａｌＰｒｅＭｉｘＰｌｕｓ（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定量分析所用的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Ｐｌｕｓ５０自动分
析系统购自美国 Ｍｅｄｉａ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公司。

三、实验方法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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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组织学检测：将蜡块标本连续４μｍ切片，分
别进行ＨＥ染色及免疫组化染色。①ＨＥ染色。病
理切片经二甲苯脱蜡，梯度乙醇水洗，浸染苏木素５
ｍｉｎ，经酸化伊红乙醇液浸染２ｍｉｎ，梯度乙醇脱水，
透明剂浸泡至透明，中性树胶封片等一系列操作，在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肝组织细胞形态、肝纤维化程度。

②免疫组化染色。病理切片脱蜡至水，枸橼酸盐缓
冲液进行抗原修复１５ｍｉｎ，冷却至室温，ＰＢＳ缓冲
液冲洗５ｍｉｎ×３次，于 ３％ Ｈ２Ｏ２３７℃中孵育 １０
ｍｉｎ，再用ＰＢＳ冲洗５ｍｉｎ×３次，滴加一抗（ＪＮＫ２、
ＴＩＭＰ—１及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于冰箱中４℃过夜，次日取
出置于室温，ＰＢＳ洗５ｍｉｎ×３次，加二抗于３７℃下
孵育３０ｍｉｎ，ＰＢＳ洗５ｍｉｎ×３次，经ＤＡＢ显色５～
１０ｍｉｎ，镜下观察染色情况，充分水洗，苏木素液染
核，脱水、透明、中性树胶封片，于低倍镜（×１００）下
观察染色（棕色）区域，高倍镜（×４００）下辨别阳性
细胞种类及表达情况。③ｑＲＴ—ＰＣＲ。术中取各组
患儿肝右叶前缘为实验标本，置无菌 ＥＰ管中储存
在－８０℃冰箱，依照 ＴＲＩｚｏｌ法研磨并提取总 ＲＮＡ，
经反转录后，合成ｃＤＮＡ。ＰＣＲ反应体系共２０μＬ，
其中包括上、下游引物各０５μＬ，ｃＤＮＡ模版１μＬ，
１０μＬ２×ＳｕｐｅｒＲｅａｌＰｒｅＭｉｘ，无酶水补足到２０μＬ。
９５℃预变性１５ｍｉｎ，９５℃变性１０ｓ，５８℃退火２０ｓ，
７２℃延伸３２ｓ，扩增４０个循环。分别测定样本内
参（ＧＡＰＤＨ）、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及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的基因扩
增的Ｃｔ值，每个样本重复３次，取３次结果平均值
为最终Ｃｔ值；ΔＣｔ＝每个基Ｃｔ值—内参Ｃｔ；样本基因
相对定量＝２－ΔＣｔ。

表１　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及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引物序列
Ｔａｂｌｅ１　Ｂａｓ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ｐｒｉｍｅｒｓｆｏｒｑＲＴ—ＰＣＲｆｏｒＪＮＫ２，

ＴＩＭＰ—１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

基因名称 引物序列（５′→３′）
产物

大小（ｂｐ）

ＧＡＰＤＨ
上游：ＡＣＡＧＴＣＡＧＣＣＧＣＡＴＣＴＴＣＴＴ

下游：ＴＴＣＣＣＧＴＴＣＴＣＡＧＣＣＴＴＧＡＣ
２５２

ＪＮＫ２
上游：ＧＣＣＡＡＣＴＧＴＧＡＧＧＡＡＴＴＡＴＧＴＣＧ

下游：ＧＧＴＧＧＴＧＧＧＧＣＴＴＣＴＧＣＴＴ
２４６

ＴＩＭＰ—１
上游：ＣＡＣＣＡＧＡＧＡＡＣＣＣＡＣＣＡＴＧＧＣ
下游：ＣＡＣＴＣＴＧＣＡＧＴＴＴＧＣＡＧＧ

５０９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
上游：ＴＴＧＡＡＧＧＡＧＧＡＴＧＴＴＣＣＣＡＴＣＴ
下游：ＡＣＡＧＡＣＡＣＡＴＡＴＴＴＧＧＣＡＴＧＧＴＴ

８３

　　四、免疫组化结果判断免疫组化阳性标准［８］

１．定性分析：根据染色强度分为无棕黄色（阴
性）、淡棕黄色（弱阳性）、棕黄色 （阳性）、棕褐色

（强阳性）。

２．半定量分析：每张切片于阳性部位处取５个
不同视野１００倍显微镜下图片，经 ＩＰＰ（Ｉｍａｇｅｐｒｏ
ｐｌｕｓ）５０分析图片计算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及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
蛋白的平均光密度值（ＡＯＤ），ＡＯＤ＝肝组织阳性细
胞光密度总和／阳性面积。

五、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分析，正态分布的计
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多组间比较采
用方差分析，多重比较方差齐性用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法，非
齐性用Ｔａｍｈａｎｅ法；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
数及四分位数间距［Ｍ（ＩＱＲ）］表示，多组间比较使
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检验，多重比较用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法
进行显著性水平校正。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　果

一、ＨＥ染色结果
胆扩组肝组织标本中可见少许纤维细胞增生、

少量炎症细胞；ＢＡ组肝组织标本中可见肝细胞变
性，偶有坏死，炎细胞大量增生，汇管区增宽，纤维组

织增生、桥接纤维化普遍，有假小叶形成；肝移植组

肝组织标本中肝细胞严重变形、坏死，汇管区增宽显

著，纤维组织增生较重，广泛桥接纤维化，假小叶明

显（见图１）。
二、免疫组化定性分析结果

ＪＮＫ２蛋白：在三组肝组织标本的肝细胞、血管
内皮细胞及汇管区胆管上皮细胞胞质中均有表达，

在胆扩组表达呈弱阳性，在 ＢＡ组和肝移植组表达
呈阳性（图２Ａ～Ｃ）；ＴＩＭＰ—１蛋白：在胆扩组肝组织
标本的肝细胞、汇管区胆管上皮细胞及血管内皮细

胞胞质中呈弱阳性表达；在 ＢＡ组及肝移植组肝组
织标本的肝细胞、汇管区胆管上皮细胞及血管内皮

细胞胞质中呈阳性表达（图 ３Ａ～Ｃ）；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蛋
白：在胆扩组肝组织标本中，仅在血管内皮细胞、胆

管上皮细胞及肝细胞胞质中有弱阳性表达，而 ＢＡ
组及肝移植组在以上细胞胞质中呈阳性表达（图

３Ｄ～Ｆ）。
三、三种蛋白免疫组化半定量分析结果

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和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蛋白在三组间的表
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两比较发现ＢＡ
组和肝移植组肝组织标本中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和Ｃｏｌｌａ
ｇｅｎⅢ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胆扩组（Ｐ＜００５），但
ＢＡ组与肝移植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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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组肝组织标本肝纤维化程度比较 （ＨＥ，×１００），Ａ：胆扩组；Ｂ：ＢＡ组；Ｃ：肝移植组。黄色箭头表示肝细胞空泡样变；
　图２　ＪＮＫ２在三组肝脏组织标本中的表达情况（ＩＨＣ，×１００），Ａ：ＪＮＫ２在胆扩组的表达；Ｂ：ＪＮＫ２在ＢＡ组的表达；Ｃ：ＪＮＫ２
在肝移植组的表达。黄色箭头为胆管上皮细胞、红色箭头为血管内皮细胞、绿色箭头为肝细胞；　图３　ＴＩＭＰ—１及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Ⅲ在三组肝脏组织标本中的表达情况（ＩＨＣ，×１００），Ａ：ＴＩＭＰ—１在胆扩组中的表达；Ｂ：ＴＩＭＰ—１在ＢＡ组的表达；Ｃ：ＴＩＭＰ—１在
肝移植组的表达；Ｄ：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在胆扩组的表达；Ｅ：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在ＢＡ组的表达；Ｆ：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在肝移植组的表达。黄色箭头为
胆管上皮细胞、红色箭头为血管内皮细胞、绿色箭头为肝细胞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ｃｔｉｓｓｕ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ＨＥ，×１００）；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ＪＮＫ２ｉｎｈｅｐａｔｉｃｔｉｓｓｕ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ＩＨＣ，×１００）；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ＩＭＰ－１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ｉｎｔｈｅｌｉｖ
ｅｒｏｆ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ＩＨＣ，×１０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儿肝内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蛋白半定

量表达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ｅｍｉ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ｒａｈｅｐａｔｉｃ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
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 ｉｎ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

分组 ＪＮＫ２ ＴＩＭＰ—１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

胆扩组（ｎ＝１０） ０１２２±０００８　 ０１２３±０００９　 ０１２６±００１２　

ＢＡ组（ｎ＝１５） ０１８２±００１７ａ０１８５±００１２ａ０１９４±０００８ａ

移植组（ｎ＝１０） ０１９５±００３３ａ０２０１±００１７ａ０２０８±００３３ａ

Ｆ值 　７５６８７ 　９９４１８ 　５４００１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注：ａ，与胆扩组比较，Ｐ＜００５

　　四、肝脏组织标本中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和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ⅢｍＲＮＡ表达水平比较

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和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在三组间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两比较发现 ＢＡ组及
肝移植组肝组织标本中表达水平高于胆扩组（Ｐ＜
００１７），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儿中 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 ｍＲＮＡ相

对含量比较［Ｍ（ＩＱＲ）］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ＪＮＫ２ｅｔｃｍＲ

Ｎ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Ｍ［（ＩＱＲ）］

分组 ｎ ＪＮＫ２ｍＲＮＡ ＴＩＭＰ—１ｍＲＮＡ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ｍＲＮＡ

胆扩组 １０ ０２２１（０１７） ０４３９（０３１） ０９１７（００９）

ＢＡ组 １５ １３９５（１２２）ａ １４０４（０８５）ａ １８０２（１３５）ａ

移植组 １０ １０９５（１２１）ａ １５７１（０６６）ａ １９５７（１３０）ａ

Ｈ值 １７６８６ 　２０６４８ １５５５５

Ｐ值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注：ａ，与胆扩组比较，Ｐ＜００１７

讨　论

ＢＡ患儿以肝内外胆管梗阻，肝脏进行性炎症
及纤维化为主要病理特征，早期行 Ｋａｓａｉ手术可改
善胆汁淤积，但不能终止其纤维化进程［９］。已有实

验研究证实ＴＧＦ—β１信号通路在 ＢＡ肝纤维化过程
中起促进作用。在 ＢＡ肝纤维化进程中，肝脏内
ＴＧＦ—β１信号通路经各种因子刺激下被激活，进而
诱导肝细胞细胞质内的Ｓｍａｄ２／３磷酸化，生成磷酸
化—Ｓｍａｄ２／３（ｐ—Ｓｍａｄ２／３），ｐ—Ｓｍａｄ２／３与 Ｓｍａｄ４
形成络合物，并向细胞核内移动，启动细胞外基质蛋

白基因转录，促进肝纤维化进程［２，１０－１１］。ＪＮＫ２、
ＴＩＭＰ—１及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作为ＴＧＦ—β１信号通路的调节
蛋白及产物，在肝纤维化中的作用已有研究［５－７］。

但其在ＢＡ患儿肝脏中的表达情况尚未见报道。本
研究通过从蛋白水平及基因水平检测 ＪＮＫ２、ＴＩＭＰ—

１及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在 ＢＡ肝内表达情况，探讨这几种因
子在ＢＡ肝纤维化进展的作用。

一、ＪＮＫ２主要参与ＴＧＦ—β１信号通路相关蛋白
磷酸化及核易位过程，进而促进肝纤维化进程。

ＪＮＫ２是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ｍｉｔ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ＭＡＰＫ）信号通路中的不同亚型，Ｊｉａｎｇ
Ｙ等研究结果显示ＭＡＰＫ信号蛋白抑制剂通过阻断
Ｓｍａｄ２／３磷酸化及ｐ—Ｓｍａｄ２／３与Ｓｍａｄ４核易位，
阻断Ｓｍａｄ２／３／４复合物形成，进而导致血浆纤溶酶
原激活物抑制剂—１（Ｐｌａｓｍａ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ｉｎ
ｈｉｂｉｔｏｒ—１，ＰＡＩχ２１）蛋白及 ｍＲＮＡ表达降低，提示
ＪＮＫ２信号蛋白参与并促进肝纤维化进程［１２］。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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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Ｋ１／２蛋白在ＢＡ肝纤维化中的作用，已在前期研
究中得到证实［１３］。本研究结果显示，ＪＮＫ２在 ＢＡ
患儿肝脏组织中肝细胞、汇管区血管内皮细胞及胆

管上皮细胞胞质等中阳性表达，其表达水平较对照

组明显增高，ＢＡ组 ＪＮＫ２免疫组化半定量及 ｍＲＮＡ
表达量均较对照组高，提示其可能在 ＢＡ肝纤维化
进程中起促进作用。

二、ＴＩＭＰ—１参与ＢＡ肝纤维化过程中的的组织
重塑过程

ＴＩＭＰ—１由活化的肝星状细胞产生，其通过抑制
基质金属蛋白酶（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ＭＭＰｓ）
和通过抗细胞凋亡和增殖来影响 ＭＭＰ之间的相互
作用，具体通过促进可溶性 ＭＭＰ与膜结合位点之
间的相互作用，使可溶性 ＭＭＰ在细胞—基质界面活

化，进而使细胞通过基质迁移，活化的 ＭＭＰ通过降
解正常肝脏基质和抑制积累的纤维状胶原蛋白降

解，来促进肝纤维化［６，１４］。已有研究证实，在终末期

肝硬化患者中，ＴＩＭＰ—１基因表达和血清水平上
调［１５］。而其在ＢＡ肝组织中的表达及与 Ｋａｓａｉ术后
肝纤维化进展的关系则有不同观点。本研究结果证

实，其在ＢＡ患儿肝脏组织标本中肝细胞胞质、汇管
区血管内皮细胞胞质及胆管上皮细胞等呈阳性表

达，其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增高，ＴＩＭＰ—１ｍＲＮＡ
表达量也较对照组高。这些实验结果表明ＴＩＭＰ－１
可能通过抑制 ＭＭＰ—９等及影响 ＭＭＰ之间相互作
用，进而有助于肝脏组织肝纤维化过程中组织重塑

过程，并加速ＢＡ肝纤维化进程。
三、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作为ＴＧＦ—β１信号通路产物，与

ＢＡ肝纤维化形成直接相关
在ＢＡ肝纤维化进展中，肝星状细胞具有关键

作用，当肝组织受损后，在各种细胞因子及炎症因子

作用下，激活ＴＧＦ—β１信号通路，最终使肝星形细胞
转换成肌成纤维细胞，使富含胶原蛋白的细胞外基

质过量沉积如Ｃｏｌｌａｇｅｎ，发生肝纤维化［１６］。ＳｆｅｒｒａＲ
通过动物模型证实在肝纤维化过程中，α—平滑肌肌

动蛋白、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Ｉ—Ⅲ和结缔组织生长因子的表达增
加，同时伴随着 ａｖβ６、ＴＧＦβ１、Ｓｍａｄ３等表达上
调［７］。ＳｕｏｍｉｎｅｎＪＳ等研究证实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Ⅰ在 ＢＡ肝
组织中表达较对照组高，且 Ｋａｓａｉ手术时表达量少
的自体肝生存率较表达高者预后好［１７］。而对于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在 ＢＡ的作用目前未见文献报道。本实
验结果显示，在胆扩组肝组织标本中仅在血管内皮

细胞、胆管上皮细胞及肝细胞胞质中有弱阳性表达；

在ＢＡ组及肝移植组肝组织标本中，以上细胞胞质

中呈阳性表达，且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在ＢＡ组及肝移植组无
论在蛋白水平还是基因水平表达均高于胆扩组。由

此表明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作为ＴＧＦ—β１信号通路产物，在肝
纤维化进程中，可能随着肝纤维化严重程度增加而

持续增多，说明其在肝纤维化后期加速肝硬化进程。

综上所述，ＴＧＦ—β１在ＢＡ患儿肝纤维化中起促
进作用，在肝纤维化早期阶段其促进作用大于晚期

肝硬化阶段。另外，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及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在
肝纤维化过程中表达明显增高，ＪＮＫ２可通过影响
ＴＧＦ—β１信号通路蛋白磷酸化及核易位进而促进肝
纤维化进程；而 ＴＩＭＰ—１则有利于肝脏组织肝纤维
化过程中组织重塑，促进肝纤维化进展；ＣｏｌｌａｇｅｎⅢ
作为ＴＧＦ—β１信号通路产物细胞外基质的组成部分
之一，尤其是在肝硬化时期，对肝纤维化进程起直接

作用。以上几种蛋白对ＢＡ肝纤维化不同时期都有
相应的促进作用，在将来的研究中，是否可以通过相

关抑制实验来终止或是延缓肝纤维化进程，还有待

更进一步通过建立ＢＡ小鼠慢性纤维化模型行体外
抑制实验来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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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丁美云，高婷，卫园园，等．ｐ—ｓｍａｄ３在胆道闭锁肝纤维
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Ｊ］．临床小儿外科杂志，２０１６，１５
（１）：２９—３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６３５３．２０１６．０１．
００９．
ＤｉｎｇＭＹ，ＧａｏＴ，ＷｅｉＹ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ｐｓｍａｄ３ｉｎｈｅｐａｔｉｃ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ｏｆｂｉｌｉａｒｙａｔｒｅｓｉａ［Ｊ］．ＪＣｌｉｎ
ＰｅｄＳｕｒ，２０１６，１５（１）：２９—３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
—６３５３．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９．

１２　ＪｉａｎｇＹ，ＷｕＣ，ＢｏｙｅＡ，ｅｔａｌ．ＭＡＰＫ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ｍｏｄｕｌａｔｅ
Ｓｍａｄ２／３／４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ｙｔ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ｙｏｆｉｂｒｏ

ｂｌａｓｔｓｖｉａＩｍｐ７／８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ＭｏｌＣｅｌ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２０１５，
４０６（１—２）：２５５—２６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１０１０—０１５—２４４３—ｘ．

１３　高婷，詹江华，丁美云，等．整合素αｖβ８、ｐ３８及 ＥＲＫ１／２
在胆道闭锁患儿肝脏中的表达及意义［Ｊ］．天津医药，
２０１６，４４（７）：８２１—８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５８／２０１５０２４２．
ＧａｏＴ，ＺｈａｎＪＨ，ＤｉｎｇＭ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ｉｎαｖβ８、ｐ３８ａｎｄＥＲＫ１／２ｉｎｔｈｅｌｉｖｅｒ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ｂｉｌｉａｒｙａｔｒｅｓｉａ［Ｊ］．ＴｉａｎｊｉｎＭｅｄＪ，２０１６，４４
（７）：８２１—８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５８／２０１５０２４２．

１４　ＣｏｎｓｏｌｏＭ，ＡｍｏｒｏｓｏＡ，ＳｐａｎｄｉｄｏｓＤＡ，ｅｔａｌ．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
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ａｓ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ｖｉｅｗ）［Ｊ］．Ｉｎｔ
ＪＭｏｌＭｅｄ，２００９，２４：１４３—１５２．ＤＯＩ：１０．３８９２／ｉｊｍｍ＿
０００００２１７．

１５　ＫｅｒｏｌａＡ，ＬａｍｐｅｌａＨ，ＬｏｈｉＪ，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ＭＰ—７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ｂｉｌｉａｒｙ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ｓｎａｔｉｖｅ
ｌｉｖｅｒ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ｐｏｒｔｏｅｎｔｅｒｏｓｔｏｍｙｉｎｂｉｌｉａｒｙ
ａｔｒｅｓｉａ［Ｊ］．ＪＰａｔｈｏｌＣｌｉｎＲｅｓ，２０１６，２（３）：１８７—１９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ｃｊｐ２．５０．

１６　ＲａｍｍＧＡ，ＮａｉｒＶＧ，ＢｒｉｄｌｅＫＲ，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
ｐａｔｉｃｐａｒ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ａｎｄｎｏｎｐａｒ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ｃｅｌｌｓｔｏｈｅｐａｔｉｃｆｉ
ｂ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ｂｉｌｉａｒｙａｔｒｅｓｉａ［Ｊ］．ＡｍＪＰａｔｈｏｌ，１９９８，１５３
（２）：５２７—５３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００２—９４４０（１０）６５５９５—２．

１７　ＳｕｏｍｉｎｅｎＪＳ，ＬａｍｐｅｌａＨ，ＨｅｉｋｋｉｌＰ，ｅｔａｌ．Ｍｙｏ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
ｔｉｃｃｅｌ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ｎａｔｉｖｅｌｉｖｅ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ｖａｒｉｃｅｓｉｎｂｉｌｉａｒｙ
ａｔｒｅｓｉａ［Ｊ］．Ｗｏｒｌｄ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２）：３３１２—
３３１９．ＤＯＩ：１０．３７４８／ｗｊｇ．ｖ２０．ｉ１２．３３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２—０２）
（本文编辑：王爱莲　仇　君）

本刊引文格式：高婷，詹江华，陈扬，等．ＪＮＫ２、ＴＩＭＰ—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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