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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汁酸与肠黏膜机械屏障功能关系的研究进展
陈泽洋

刘玉村

【 摘要】

王鹏远

肠黏膜机械屏障是维持机体内环境稳态重要

常见的疾病或病理状态，如长期高脂饮食、梗阻性黄疸，

的结构之一。 炎症性肠病、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及梗阻性黄疸

常伴有全身炎症反应、肠道炎症等疾病。 目前的研究结果已

患者不良的预后结局与肠黏膜机械屏障功能的破坏关系密

证实：上述继发病理生理过程与肠道屏障功能降低，肠道内

切。 长期高脂饮食、梗阻性黄疸导致胆汁酸代谢异常，而这

微生物、内毒素、过敏原等物质进入肠黏膜下层、血循环有

些病理状况常伴随肠黏膜屏障功能的破坏。 因此，胆汁异常
代谢与肠黏膜机械屏障功能的相互关系引起了研究者的兴
趣。 他们发现：胆汁中的重要成分胆汁酸与肠道屏障功能关

关 ［１－２］ 。 无论是长期高脂饮食还是梗阻性黄疸均伴有胆汁代
谢异常。 近年的研究结果证实胆汁中的主要成分———胆汁

酸与肠黏膜屏障密切相关 ［２－４］ 。 长期高脂饮食易引起胆汁酸

系密切。 笔者回顾近年的相关文献，从胆汁酸不足、胆汁酸

分泌过剩，常伴有全身炎症因子升高、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炎

过量及胆汁酸成分异常 ３ 种情况，对肠黏膜机械屏障功能的

酸水平与肠屏障功能障碍有关。 临床实践中常见的梗阻性

损害及其机制进行综述，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以期
为临床解决胆汁代谢异常对肠道屏障功能的影响，改善患者
预后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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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性肠病发病率升高等 ［５］ 。 这提示高脂饮食引起的高胆汁
黄疸，由于胆道阻塞，胆汁不能正常分泌进入肠腔，肠道内处
于低胆汁状态，也伴有肠道屏障功能异常。 这提示生理浓度
的胆汁才能维持肠道的屏障功能。
肠道黏膜屏障由机械屏障、免疫屏障、肠黏液及微生物
菌群构成。 机械屏障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由肠黏膜
上皮细胞及紧密连接两部分组成，上述结构一旦受损将影响
肠黏膜屏障功能（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ＢＦ） ［６］ 。 ＭＢＦ 严
重破坏时，肠黏膜通透性增大，肠道内的有毒物质、细菌等将
进入组织内环境中，引起强烈的炎症反应，进而诱发一系列
严重的临床结局，如发生肠道菌群易位进而引起脓毒血症、
多脏器衰竭等。 已有的研究结果证实：ＭＢＦ 的破坏与坏死性
小肠结肠炎、炎症性肠病、梗阻性黄疸患者术后全身感染的
发生密切相关 ［７－９］ 。 正常 ＭＢＦ 的维持有赖于正常分泌代谢
的胆汁。 笔者将重点阐述胆汁酸不足、过量及成分变化时对
肠黏膜机械屏障产生的破坏作用，为临床中提出 ＭＢＦ 保护
的相关措施提供新依据，并为与高脂饮食相关性的坏死性小
肠结肠炎和炎症性肠病等疾病的治疗，以及改善梗阻性黄疸
患者预后提出新策略。
１
１．１

胆汁酸缺乏对肠黏膜机械屏障功能的影响
影响肠道黏膜紧密连接的结构
紧密连接位于肠黏膜上皮细胞间，主要由跨膜蛋白及胞

质附着蛋白构成。 跨膜蛋白包括闭锁蛋白（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 、水闸
蛋白（ Ｃｌａｕｄｉｎ） 家族及结合黏附分子（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ｍｏｌｅｃ⁃
ｕｌａｒｓ，ＪＡＭ） 家族；胞质附着蛋白包括闭锁小带（ ｚｏｎｕｌａ ｏｃｃｌｕ⁃

ｄｅｎｓ，ＺＯ） 家族等。 紧密连接是细胞连接重要的形式之一，也
是维持组织完整性重要的力量之一，其结构主要受紧密连接
蛋白的数量及分布影响 ［１０］ 。

肠道内胆汁酸不足，最常见于梗阻性黄疸，肠腔内胆汁

酸浓度下降。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发生梗阻性黄疸的大鼠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９７５２．２０１８．０９．０１８

ＭＢＦ 受损，肠黏膜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 ＺＯ⁃１、Ｏｃｃｌｕｄｉｎ 及

通信作者：王鹏远，Ｅｍａｉｌ：ｐｅｎｇｙｕａｎ＿ｗａｎｇ＠ 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示：恶性梗阻性黄疸患者与正常受试者比较，除了紧密连接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３４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普通外科

Ｃｌａｕｄｉｎ⁃１ 的分布散乱且表达量下降 ［１１］ 。 另一项研究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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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 ＺＯ⁃１、Ｏｃｃｌｕｄｉｎ 及 Ｃｌａｕｄｉｎ⁃１ 表达量下降之外，Ｃｌａｕｄｉｎ⁃４

内去氧胆酸浓度不能引起上皮细胞层破坏。 肠黏膜上皮细

开放细胞旁路的作用，其表达水平升高可使肠黏膜通透性升

ＮＦ⁃κＢ 的持续激活可以导致肠道炎症的进展以及上皮细胞

的表达量增加
高

［１３］

［１２］

。 Ｙａｎｇ 等

。 Ｃｌａｕｄｉｎ⁃４ 被认为具有松解细胞间连接和

［１１］

发现梗阻性黄疸小鼠回肠黏膜通透性增

大，紧密连接蛋白 ＺＯ⁃１ 及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 的表达量下降；用不同浓
度的 小 鼠 胆 汁 体 外 干 预 ＩＥＣ⁃６ 肠 上 皮 细 胞 层， 发 现 浓 度

０ １％、１ ０％ 及 １０ ０％ 的胆汁均能改善细胞屏障功能，增加
ＺＯ⁃１ 及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 的表达。 胆汁的成分复杂，上述研究均证实
肠腔内胆汁缺乏将对 ＭＢＦ 产生影响，但目前对低浓度胆汁

胞的凋亡 与 ＮＦ⁃κＢ 的 激 活 密 切 相 关， 高 浓 度 胆 汁 酸 引 起
的凋亡 ［２０］ 。 高浓度胆汁酸亦可抑制肠黏膜上皮细胞的再
生。 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高脂饮食使胆汁酸合成分泌增
多，肠腔内及血清中浓度升高，能通过下调肠黏膜上皮干细
胞的功能，降低其向肠上皮细胞的分化能力而破坏 ＭＢＦ，而
胆汁酸的吸附剂考来烯胺可改善此病理过程 ［２１］ 。

肠上皮细胞的再生和凋亡在健康个体的体内能维持相

酸与生理浓度胆汁酸对紧密连接结构的直接研究较少，仍需

对平衡，而高脂饮食等因素引起分泌高胆汁酸打破了这种稳

进一步设计体外实验及动物模型验证其机制。

态，导致肠黏膜上皮细胞凋亡增多而再生减少，ＭＢＦ 受到破

１．２

坏。 为了恢复正常生理状态下的稳态，可采取改变不健康的

诱导肠黏膜上皮细胞凋亡和抑制细胞分裂增殖

生理浓度的牛磺脱氧胆盐能上调原癌基因 ｃ⁃ｍｙｃ 的表

达，使细胞周期由 Ｇ１ 期进入 Ｓ 期，促使肠黏膜上皮细胞增

生； 同 时 可 降 低 ＴＮＦ⁃α 的 活 性， 激 活 核 因 子⁃κＢ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Ｋａｐｐａ Ｂ，ＮＦ⁃κＢ） ，从而抑制天门冬氨酸特异性的半胱

饮食结构、服用胆汁酸吸附剂等降低肠腔内的胆汁酸浓度、
针对胆汁酸致细胞凋亡相关路径中的靶向用药等措施，其具
体疗效仍需进一步研究结果证实。

氨酸蛋 白 酶 （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 ） 通 路 的 激 活， 减 少 细 胞 凋 亡 的 发

３

时，患者小肠黏膜上皮细胞的增生受到明显抑制，凋亡速度

汁酸具有较高的亲水性而很少被近端小肠重吸收，当传输至

增快，光镜下小肠黏膜厚度降低，绒毛数量及密度下降，肠黏

末端回肠及结肠，少部分结合胆汁酸在肠腔内定植细菌的作

生 ［１４－１５］ 。 当肠腔内的胆汁酸浓度下降，如发生梗阻性黄疸

膜隐窝内有丝分裂细胞减少，凋亡的上皮细胞增加

［１６］

。

近年来，尽管术前评估技术不断提高、术后予患者强效
的抗生素预防感染，梗阻性黄疸患者术后感染相关并发症的

发生率及病死率仍居高不下。 明确低浓度胆汁酸造成 ＭＢＦ
损伤的具体机制，外源性补充胆汁酸或针对造成紧密连接结
构改变、细胞凋亡信号通路的具体靶点予以药物干预将有可
能显著改善梗阻性黄疸患者的预后，具体措施及其疗效有待
进一步研究结果证实。

胆汁酸成分异常对肠黏膜机械屏障功能的影响
胆汁酸可分为游离型胆汁酸和结合型胆汁酸，结合型胆

用下经过解偶联、脱氢等过程转化为强疏水性的次级胆汁
酸，如脱氧胆酸、石胆酸 ［２１－２２］ 。 当各种因素引起胆汁酸代谢
异常时，胆汁中不同类型胆汁酸的比例会发生变化从而对
ＭＢＦ 产生影响。

３．１

直接损伤肠黏膜上皮细胞

胆汁酸主要通过非特异性的脂溶性作用或通过诱导产

生活性氧 ／ 氮（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 ／ ＲＮＳ） ，对
肠黏膜上皮细胞造成直接损伤。 疏水性胆汁酸，如鹅脱氧胆
酸和去氧胆酸，可通过促使细胞膜中胆固醇和磷脂成分丢

２
２．１

胆汁酸过量对肠黏膜机械屏障功能的影响
影响紧密连接的结构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等

［４］

的研究结果发现：高脂饮食喂养小鼠后，

肠腔内次级胆汁酸及总胆汁酸的浓度升高，可通过使紧密连
接蛋白 ＺＯ⁃２、ＪＡＭ⁃Ａ 的表达量下降来造成 ＭＢＦ 破坏。 亦有
研究结果表明：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水平与胆汁酸浓度有
关，低浓度的去氧胆酸可使 Ｃｌａｕｄｉｎ⁃１ 的表达量增加；高浓度
的去氧胆酸使 Ｃｌａｕｄｉｎ⁃３ 和 Ｃｌａｕｄｉｎ⁃４ 的表达量下降 ［１７］ 。 紧
密连接蛋白表达量的减少及亚细胞位置的改变是导致紧密
连接结构改变、ＭＢＦ 受损的主要原因。 上述研究中不同类型
的高浓度胆汁酸可通过不同的信号通路、激活不同的受体对
紧密连接结构产生影响，明确其具体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是临
床用药、治疗的基本前提。
２．２

诱导肠黏膜上皮细胞凋亡和抑制细胞再生

Ｙｕｉ 等 ［１８］ 的研究结果证实：不同浓度的疏水性胆汁酸

对肠黏膜上 皮 细 胞 具 有 保 护 和 促 使 细 胞 发 生 凋 亡 的 双 向

失，导致细胞膜发生溶解发挥其细胞毒性 ［２３］ 。 另一项研究
结果显示：胆酸、熊脱氧胆酸、鹅脱氧胆酸可通过诱导脂质体
释放 ６⁃羧基荧光素造成磷脂酰胆碱脂质体的破坏进而导致
细胞膜丧失疏水性并发生溶解 ［２４］ 。 另一方面，胆汁酸可通
过激活几种质膜酶使 ＲＯＳ 产生增多，Ａｒａｋｉ 等 ［２５］ 的研究结果
显示：磷脂酶 Ａ２、环氧化酶、蛋白激酶 Ｃ、烟酰胺腺嘌呤二核
苷酸脱氢酶、黄嘌呤氧化酶位于胆汁酸诱导 ＲＯＳ 产生造成
细胞损害路径的上游，对应抑制剂能抑制 ＲＯＳ 的产生；而细
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１ ／ ２、磷脂酰肌醇 ３ 激酶、ｐ３８ 丝裂原活化
蛋白激酶和肌球蛋白轻链激酶位于该路径的下游，其抑制剂
能阻止 ＲＯＳ 对上皮细胞屏障造成损害。 去氧胆酸可通过激
活 ＮＦ⁃κＢ，从而 诱 导 型 一 氧 化 氮 合 酶 活 性 增 强， 催 化 生 成
ＲＮＳ 增多，ＲＯＳ ／ ＲＮＳ 能通过破坏细胞膜和线粒体膜对肠黏
膜上皮细胞造成损害 ［２６］ 。

３．２

影响紧密连接的结构

不同类型的胆汁酸可通过不同的信号通路引起紧密连

调节作 用，５００ μｍｏｌ ／ Ｌ 的 去 氧 胆 酸 能 促 使 细 胞 发 生 凋 亡，

接结构的改变。 Ｒａｉｍｏｎｄｉ 等 ［２７］ 发现鹅去氧胆酸和去氧胆酸

Ｓｔｅｎｍａｎ 等

化，进而导致紧密连接蛋白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 的去磷酸化及细胞骨架

而＜２００ μｍｏｌ ／ Ｌ 的去氧 胆 酸 及 鹅 去 氧 胆 酸 能 抑 制 此 过 程。
［１９］

给予小鼠高脂饮食后，此时小鼠肠腔内的去氧

胆酸浓度能对 ＭＢＦ 产生破坏作用；而与低脂饮食小鼠肠腔

能使表皮生长因子（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ＥＧＦ） 受体磷酸
结构的改变，引起 ＭＢＦ 的破坏；而 ＥＧＦ 能抑制上述改变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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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 ＭＢＦ 具有保护作用。 而在另一项随机双盲实验中，溃

４

这两项研究结果均表明：ＥＧＦ 可能对胆汁酸造成的 ＭＢＦ 破

或缺的部分。 胆汁酸的缺乏或过剩，对 ＭＢＦ 都有损害作用。

屏障，其机制与去氧胆酸作用于肠道神经元表面的毒蕈碱型

善炎症性肠病的重要环节。 梗阻性黄疸患者，采取减轻黄疸

受体或烟碱型受体，诱发神经反射，进而改变紧密连接结构

措施时，尽量选择内引流途径，以改善肠黏膜屏障功能。

疡性结肠炎的患者施行 ＥＧＦ 灌肠后病情得到显著缓解

［２８］

。

坏有一定治疗作用。 Ｓｕｎ 等 ［２９］ 发现：去氧胆酸能破坏肠黏膜

综上，肠道内生理浓度的胆汁酸是维持正常 ＭＢＦ 不可

临床上避免长期高脂饮食，不但对心血管系统有益，也是改

肠道微生物组学近年成为研究热点，不仅和肠道疾病本

有关。
３．３

小结

诱导肠黏膜上皮细胞凋亡

身，更与代谢疾病、心血管病、免疫性疾病、部分肿瘤等都密

胆汁酸诱导肠黏膜上皮细胞发生凋亡与胆汁酸的种类

切相关。 菌群变化通过影响胆汁酸代谢，从而改变肠道内胆

和生物学特性有关。 Ｐｏｗｅｌｌ 等

［３０］

发现随胆汁酸疏水性增加，

其诱导细胞发生凋亡的能力越强。 去氧胆酸和石胆酸的合
成增多可通过激活细胞内在的凋亡通路促使凋亡的发生，
包括启动线粒体的氧化应激、促进 ＲＯＳ 的合成、增加细胞色
素 Ｃ 的释放和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 的激活

［３１］

。 Ｇｌｉｎｇｈａｍｍａｒ 等

［２０］

认为：

汁酸组分比例，这也是部分代谢疾病和免疫性疾病发生的基
础，其中微生物———胆汁酸———肠黏膜屏障功能这一链条是
很多疾病病理生理变化的重要环节，值得深入研究。

胆汁代谢包括胆汁酸的组分及代谢途径，在种属间存在
较大差异。 啮齿类实验动物与灵长类动物间有很大差异。

去氧胆酸主要通过损伤肠黏膜上皮细胞的 ＤＮＡ 进而诱发细

这使得胆汁酸作用相关研究开展难度增加，更多研究需要来

活和转录因子激活蛋白⁃１、ＮＦ⁃κＢ 的表达量增加相关。

技术，代谢组学技术的成熟，菌群———胆汁酸代谢———肠黏

胞凋亡的发生， 其机制与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ＣＯＸ⁃２ 途径启动子的激

自人类，这是对研究方法学的极大挑战。 但是随着二代测序

３．４

膜屏障相互关系研究将会取得新的突破。

胆汁酸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
肠道发生菌群失调时可通过影响胆汁酸的代谢及初级

和次级胆汁酸的比例，进而对 ＭＢＦ 造成破坏。 炎症性肠病
患者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肠道菌群失调，与健康人群比较其
粪便和肠道黏膜内菌群多样性下降

［３２］

。 尤其是克罗恩病患

者，肠道内柔嫩梭菌、罗斯氏菌、乳酸菌、脆弱拟杆菌等菌群
数量减少 ［３３］ 。 而这些减少的菌群具有将初级胆汁酸转变为
次级胆汁酸的能力，因此炎症性肠病患者肠腔内次级胆汁酸
浓度下降，而初级胆汁酸浓度升高 ［３４－３５］ 。 已有的相关研究
结果证明次级胆汁酸对 ＭＢＦ 具有保护作用。 Ｄｕｂｏｃ 等 ［３４］ 对

１４ 例以腹泻症状为主的炎症性肠病患者及 １８ 例健康受试者
的粪便进行成分和菌群分析，其研究结果发现：炎症性肠病
患者粪便内初级胆汁酸浓度高，而柔嫩梭菌、双歧杆菌属的
细菌数量下降。 另一项研究检测了 ４２ 例炎症性肠病患者及

１９ 例健康受试者粪便及血清样本内胆汁酸浓度，其研究结果
显示：炎症性肠病患者体内次级胆汁酸浓度下降，同时体外
实验也证实次级胆汁酸能通过抑制 ＩＬ⁃８ 的释放缓解肠黏膜
炎症，进而保护 ＭＢＦ ［３５］ 。

胆汁酸代谢异常时，肠道致病菌的数量和侵袭力增加，

从而破坏 ＭＢＦ。 和健康人群比较，克罗恩病患者回肠黏膜内

黏附 侵 袭 性 大 肠 杆 菌 （ ａｄｈｅｒｅｎｔ⁃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ｉｌ，
ＡＩＥＣ） 的数量增多 ［３６］ 。 ＡＩＥＣ 主要通过其长极性菌毛（ ｌｏｎｇ
ｐｏｌａｒ ｆｉｍｂｒｉａｅ，ＬＰＦ） 锚定在特定的肠上皮细胞表面发挥其侵

袭性，破坏 ＭＢＦ ［３７］ 。 Ｃｈａｓｓａｉｎｇ 等［３８］ 的研究结果发现：胆汁酸
能促进 ＡＩＥＣ 的 ＬＰＦ 转录与表达，且呈剂量依赖性，因此胆汁
酸能增强 ＡＩＥＣ 对肠黏膜的破坏作用，其中鹅去氧胆酸的作用

最强。 胶原性结肠炎的发病机制与 ＭＢＦ 的破坏密切相关，
Ｍüｎｃｈ 等［３９］ 的研究结果发现：低浓度的二羟基胆汁酸能通过
增强大肠杆菌穿过肠黏膜上皮细胞的能力，进而破坏缓解期
胶原性结肠炎患者的 ＭＢＦ。 Ｄｅｖｋｏｔａ 等［４０］ 发现：采用饱和脂
肪酸为主的高脂饮食喂养小鼠后其结肠炎症状加重，这与胆
汁中牛磺胆酸的浓度升高导致沃氏嗜胆菌大量繁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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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Ｓｏｅｔｅｒｓ ＰＢ， Ｌｕｙｅｒ ＭＤ， Ｇｒｅｖｅ ＪＷ，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ｏｗｅｌ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 ．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 Ｃａｒｅ，２００７，１０（ ５） ：
６３２⁃６３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ＭＣＯ．０ｂ０１３ｅ３２８２ａ０７８０ｅ．
［９］ Ａｓｓｉｍａｋｏｐｏｕｌｏｓ ＳＦ， Ｓｃｏｐａ ＣＤ， Ｖａｇｉａｎｏｓ ＣＥ． 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ｊａｕｎｄｉｃｅ［ Ｊ］ ．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７，１３（４８） ：６４５８⁃６４６４． ＤＯＩ：１０．３７４８ ／ ｗｊｇ．ｖ１３．
ｉ４８．６４５８．
［１０］ Ｆöｒｓｔｅｒ Ｃ． Ｔｉｇｈｔ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８，１３０（ １） ：５５⁃７０．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４１８⁃００８⁃０４２４⁃９．
［１１］ Ｙａｎｇ Ｒ， Ｈａｒａｄａ Ｔ， Ｌｉ Ｊ， ｅｔ ａｌ． Ｂｉｌｅ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ａｎ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ｓｉｇ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ｋｉｎａｓｅ １ ／ ２ 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Ｊ］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Ｍｅｄ，２００５，３１ （ ５） ：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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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１３４⁃００５⁃２６０１⁃９．
［１２］ Ｗａｎｇ Ｎ， Ｙｕ Ｈ， Ｍａ Ｊ， ｅｔ 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ｉｇｈｔ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 ｏｆ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ｊａｕｎｄｉｃ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 Ｓｃａｎ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０，４５ （ ２） ：１９１⁃１９９． ＤＯＩ：
１０．３１０９ ／ ００３６５５２０９０３４０６７０１．
［ １３］ Ａｓｓｉｍａｋｏｐｏｕｌｏｓ ＳＦ， Ｖａｇｉａｎｏｓ ＣＥ， Ｃｈａｒｏｎｉｓ ＡＳ，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ｌ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ｊａｕｎｄｉｃｅ ａｌｔｅｒｓ ｃｌａｕｄｉｎ⁃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ｏｍｂｅｓｉｎ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ｔｅｎｓｉｎ ［ Ｊ ］ ．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６，１２（ ２１） ：３４１０⁃３４１５．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４８ ／ ｗｊｇ． ｖ１２．
ｉ２１．３４１０．
［ １４］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Ｊ， Ｔｏｌｅｄｏ Ａ， Ｂａｓｓ ＢＬ， ｅｔ ａｌ． Ｔａｕｒｏｄｅｏｘｙｃｈｏｌａ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
ｓｅｓ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ｍｙ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 ． Ｓｕｒｇｅｒｙ，２００４，１３５（２） ：２１５⁃２２１．
［１５］ Ｔｏｌｅｄｏ Ａ，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Ｊ， Ｗａｎｇ ＪＹ， ｅｔ ａｌ． Ｔａｕｒｏｄｅｏｘｙｃｈｏｌａｔｅ ｓｔｉｍ⁃
ｕｌ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Ｆ⁃ｋａｐｐａＢ［ Ｊ］ ． Ｄｉｇ Ｄｉｓ Ｓｃｉ，２００４，４９
（１０） ：１６６４⁃１６７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３ ／ ｂ：ｄｄａｓ．０００００４３３８３．９６０７７．９９．
［１６］ Ａｓｓｉｍａｋｏｐｏｕｌｏｓ ＳＦ， Ｓｃｏｐａ ＣＤ， Ｚｅｒｖｏｕｄａｋｉｓ Ｇ， ｅｔ ａｌ． Ｂｏｍｂｅｓｉｎ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ｔｅｎｓｉ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ｅｎｄｏｔｏｘｅｍｉａ，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ｊａｕｎｄｉｃｅ［ Ｊ］ ． Ａｎｎ Ｓｕｒｇ，
２００５，２４１（１） ：１５９⁃１６７．
［ １７］ Ｂｊöｒｋｍａｎ ＥＶ， Ｅｄｅｂｏ Ａ， Ｏｌｔｅａｎ Ｍ， ｅｔ ａ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ｂｉｌｅ 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ｔｒｙｐｓｉｎ ｉｎ ｖｉｔｒｏ ［ Ｊ ］ ． Ｓｃａｎ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３，４８ （ １０）：１１１８⁃１１２６． ＤＯＩ：１０． ３１０９ ／ ００３６５５２１．
２０１３．８２８７７２．
［ １８］ Ｙｕｉ Ｓ， Ｋａｎａｍｏｔｏ Ｒ， Ｓａｅｋｉ Ｔ． Ｂｉｐｈａｓ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ｂｙ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 ｂｉｌｅ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ＨＣＴ１１６ ｃｅｌｌｓ［Ｊ］． Ｎｕｔｒ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０９，６１（３） ：３７４⁃３８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 ／ ０１６３５５８０８０２５８２７４４．
［１９］ Ｓｔｅｎｍａｎ ＬＫ， Ｈｏｌｍａ Ｒ， Ｅｇｇｅｒｔ Ａ， 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ｖｅ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ｇｕ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ｈｙ⁃
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 ｂｉｌｅ ａｃｉｄｓ［ Ｊ］ ． 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Ｌｉｖｅｒ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２０１３，３０４（３） ：Ｇ２２７⁃Ｇ２３４． 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２ ／ ａｊｐｇｉ．００２６７．２０１２．
［ ２０］ Ｇｌｉｎｇｈａｍｍａｒ Ｂ， Ｉｎｏｕｅ Ｈ， Ｒａｆｔｅｒ ＪＪ． Ｄｅｏｘｙｃｈ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ＤＮＡ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
ＣＯＸ⁃２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ＮＦ⁃κＢ ａｎｄ
ＡＰ⁃１［ Ｊ］ ．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２００２，２３（ ５） ：８３９⁃８４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 ／
ｃａｒｃｉｎ ／ ２３．５．８３９．
［２１］ 周慧，罗声政，钱月琴，等．高脂饮食诱导高胆汁酸通过下调干
细胞功能损伤肠黏膜［ Ｊ］ ．胃肠病学，２０１６，２１（１０） ：６１０⁃６１４．
［２２］ Ｗｏｎｇ ＭＨ， Ｏｅｌｋｅｒｓ Ｐ， Ｃｒａｄｄｏｃｋ ＡＬ，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ｍｓｔｅｒ ｉｌｅａｌ ｓｏｄｉｕｍ⁃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ｂｉｌｅ
ａｃｉ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 Ｊ ］ ．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 １９９４， ２６９ （ ２ ） ： １３４０⁃１３４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００１６⁃５０８５（９８）８４９１１⁃１．
［２３］ Ｇüｌｄüｔｕｎａ Ｓ， Ｚｉｍｍｅｒ Ｇ， Ｉｍｈｏｆ Ｍ， ｅｔ 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ｒｓｏｄｅｏｘｙｃｈｏｌａｔｅ ｓｅ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Ｊ ］ ．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３，１０４（ ６） ：１７３６⁃１７４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００１６⁃
５０８５（９３）９０６５３⁃ｔ．
［２４］ Ｏ′Ｃｏｎｎｏｒ ＣＪ，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ＲＧ， Ｉｗａｍｏｔｏ Ｋ， ｅｔ ａｌ． Ｂｉｌｅ ｓａｌｔ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ｆ
ｅｇｇ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 ｌｉｐｏｓｏｍｅｓ ［ Ｊ ］ ． Ｂｉｏｃｈｉ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Ａｃｔａ，
１９８５，８１７（１） ：９５⁃１０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０００５⁃２７３６（８５）９００７２⁃０．
［２５］ Ａｒａｋｉ Ｙ， Ｋａｔｏｈ Ｔ， Ｏｇａｗａ Ａ， ｅｔ ａｌ． Ｂｉｌｅ ａｃｉｄ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ｔｒａｎｓｅｐｉ⁃
ｔｈｅｌｉａｌ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ｖｉａ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ｃｏ⁃２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 Ｊ］ ．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 Ｂｉｏｌ Ｍｅｄ，２００５，３９（ ６） ：７６９⁃
７８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ｆｒｅｅｒａｄｂｉｏｍｅｄ．２００５．０４．０２６．
［ ２６］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Ｈ，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Ｃ， Ｐａｙｎｅ ＣＭ， ｅｔ ａｌ． Ｂｉｌｅ ａｃｉｄｓ ａｓ ｃａｒｃｉｎｏ⁃
ｇｅｎ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ｓ［ Ｊ］ ． Ｍｕｔａｔ Ｒｅｓ，２００５，５８９
（１） ：４７⁃６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ｍｒｒｅｖ．２００４．０８．００１．
［２７］ Ｒａｉｍｏｎｄｉ Ｆ， Ｓａｎｔｏｒｏ Ｐ， Ｂａｒｏｎｅ ＭＶ， ｅｔ ａｌ． Ｂｉｌｅ ａｃｉｄｓ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
ｔｉｇｈｔ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ｃｏ⁃２ ｍｏｎｏｌａｙｅｒｓ
ｖｉａ ＥＧＦ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Ｌｉｖｅｒ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Ｓｕｒｇ，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Ｖｏｌ．１７，Ｎｏ．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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