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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现代医学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从基因开始转向对表型

静。从阴阳学说来分析,ICC 属阳,平滑肌样表型细胞属阴,两

基因和蛋白质组学的研究,对疾病发病机制的认识也随之逐步升

者之间可以互相转化。

级,但众多慢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尚未阐明,治疗上也缺乏确切的

1.2

酪氨酸激酶受体 c-kit 信号途径/干细胞因子调控作用

方法。利用中医学从“关系”角度研究生命现象的特点,分析现

ICC 的发育依赖酪氨酸激酶受体 c-kit 信号途径,用中和

代医学各“实体”间的关系,并利用其规律指导现代医学发病机

[4]
抗体阻断 c-kit,则新生小鼠肠道无慢波产生 。干细胞因子

制和治疗的研究思路,将对医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stem cell factor,SCF)是 c-kit 的自然配体,“阴静阳躁”,

在研究慢传输型便秘(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STC)

在调控 ICC 表达过程中,SCF 属阳,c-kit 属阴,当有足够的 SCF

的发病机制后,笔者总结其发病机制研究思路及趋势主要有两

与 c-kit 结合后,c-kit 才能正常调控 ICC 的表达。表现出两

个：①从异常形态学上的新发现→调控因素的研究；②从影响

者相互依存的关系,研究 c-kit 信号途径对 ICC 的调控作用时,

[1]

胃肠动力激素的发现→形态学改变的研究 。从中医理论来看,

应同时观察 c-kit 与 SCF,才能客观判断。

无外乎从阴及阳、从阳及阴的研究,用中医“阴阳”学说可以

1.3

更明确地指导本病发病机制的研究。
1

雌性激素 β 受体的调控作用
有研究表明,阻断雌性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

慢传输型便秘发病机制中相关因子的阴阳观

可以导致 c-kit mRNA 几乎不表达。因此,ER 参与调控 c-kit

目前对 STC 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在相关机制的研究中,一

信号通路。雌性激素β受体(estrogen receptor β,ERβ)是

般较系统地以 Cajal 间质细胞(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

结肠内唯一表达的雌激素受体,主要在结肠上皮细胞表达。在

ICC)调控途径和 5 羟色胺(5-hydroxyptrytamine,5-HT)信号系

众多胃肠道上皮以及非上皮细胞的功能性分化过程中起到重

统异常为代表。现以 ICC 调控途径为例分析阴阳学说的体现。

[5]
要的调控作用 。ER 调控雌性激素的功能,STC 发病率有明显

1.1

性别差异,女性高发,女性体内雌性激素较男性高,依据《素

Cajal 间质细胞表型可塑性
[2]

ICC 是胃肠慢波的始动细胞 。研究发现,用封闭性 c-kit

问·阴阳应象大论》
“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雌性激素属

单抗注射小鼠腹腔可造成新生小鼠肠道 ICC 不发育,肠道慢波

阴,而具有调控雌性激素并参与调控 c-kit 信号通路的 ER 属

消失,进一步研究发现 ICC 发生了表型再分化,呈现平滑肌样

阳。推测 STC 患者体内雌性激素水平高于正常同龄人,导致 ERβ

[3]

表型 ；对于梗阻造成的 ICC 消失,在梗阻解除后又可恢复,说

表达下降,影响了 c-kit 信号通路,导致 ICC 表达下降,肠道慢

[4]
明 ICC 表型具有可塑性 。ICC 主动,而平滑肌样表型细胞主

波异常,从而出现 STC。此推测可在临床加以验证。
1.4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2006BAI12B05-1)；

干细胞白血病基因的调控
干细胞白血病(stem cell leukemia,SCL)基因最早发现于

江苏省 2008 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CX08B_189Z)

T 淋巴细胞急性白血病细胞内,编码一种螺旋-环-螺旋类转录

影响行针手法的使用,部分医师认为工作状况影响传统针刺手

创新(如新技术与传统方法的问题)、宣传教育及公众认知(如

法的使用,少部分医师认为患者的接受程度影响针刺手法的使

何宣传的问题)、科研(如机理揭示及临床疗效评价)等方面,

用,揭示出传统针刺手法在临床使用减少的部分客观因素。

所以需要各方努力方能有所改观。
[2]

而传统针刺手法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补泻手法 ,
如补泻手法与刺激量如何规范统一,补泻的效应如何明确衡量
等等,这些也都影响传统针刺手法的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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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关于传统针刺手法使用频率的结果高于最近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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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调查研究 ,但反映出的问题是基本一致的,即传统针

[3] 刘炜宏,齐淑兰,成 平,等.全国针灸临床现状初步调查与研究[J].中

刺手法在临床的使用情况正在萎缩,需要进一步寻找原因,予
以解决。其深层原因可能涉及价值评判(如收费问题)、继承与

国中医药信息志,2008,15(5)：2－3.

(收稿日期：2009-12-13,编辑：蔡德英)

·4·

Chines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on TCM

Mar.2010 Vol.17 No.3

因子。研究表明,SCL 是 c-kit 上游的重要调控基因,通过作用

化的中医学应该：明确概念,逻辑推理,重视关系本体论,建立体

于 c-kit 基因启动子调节 c-kit 表达,具有强烈的促 c-kit 表

[15]
现自身特色的检测指标体系,在系统论指导下还原分析 。

[6]

达作用 。按照《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在内,阳之守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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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研究的困惑

[2] Sanders KM, Koh SD, Ward SM. 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 as

随着科技的进步,研究的深入,在现代医学的研究过程中
发现,研究头绪越来越多,大多数慢性疾病的发病机制难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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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acemakers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J]. Annu Rev Physi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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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rihashi S, Nishi K, Tokutomi Y, et al. Blockade of kit signaling

现 ER 可分为 ERα、
ERβ,ERβ有 5 个异构型。
Nilsson 等 认为,ER

induces transdifferentiation of 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 to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

a smooth muscle phenotype[J]. Gastroenterology,1999,117：140－

可能导致基因在转录、翻译水平失调,从而使 ER 表达、功能异

148.

常。对于相关物质基因多态性的研究也证实基因多态性与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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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少有关 ,ERβ基因多态性也与原因不明月经过少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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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正如王永炎院士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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