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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加综合征研究进展
李胜利祖茂衡陆召军
我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以膜性梗阻为主，西方国家主要是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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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下腔静脉血栓性阻塞。两方国家ＢＣＳ患者主要为年轻

Ｚｈａｏ－ｊｕｎｌ．

女性，而在亚洲国家主要为巾年人，无性别差异。最近欧洲

ＣｏＨｅｇｅ，

队列研究资料表明，患者性别比例随地理位置有所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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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性别比为１：１，平均年龄约为４５岁““。
但在我国，根据近１０年来国内文献报告，ＢＣＳ在黄河和
淮河中下游区域已经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其发病率在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ｕｄｄ—Ｃｈｉａｒｉ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ＪＡＫ２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省交界地区高达１０／１０万““。根据

ｐｏｉｎｔ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间国内文献报道，我国接受外科手术和介入治
疗的ＢＣＳ病例已经超过６０００例，其中介入治疗已超过３０００

布加综合征（Ｂｕｄｄ．Ｃｈｉａｒｉ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ＢＣＳ）是由各种原

例。郭恩浦等“４一收集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有可靠影像和临床资料

因引起的较大肝静脉或肝段下腔静脉部分／完全梗阻性肝静

的长期生活在山东省境内的ＢＣＳ患者１５９２例，其中菏泽市

脉——下腔静脉ｊｌ｝ｔ液回流障碍，导致淤ｍ性门静脉高压症和

立医院７５１例、菏泽单县中心医院３８２例、徐州医学院附属

下腔静脉高压症两大综合征…。它是一类从肝小静脉及下

医院３５例、山东省立医院２１４、北京宣武医院９８例、其他各

腔静脉与右心房静脉交汇处各段狭窄或阻塞而致肝静脉血

医院１１２例。自１９８３－－２００１年，Ｘｕ等“５。已经收治各种类型

流受阻失调为特征的一类总称【２］。ＢＣＳ在世界范围内是一

ＢＣＳ １２８０例。Ｗａｎｇ等”引与他人合作在全国１００多个医疗中

种罕见病，随地域不同，在发病特点及致病因素方面存在着

心从１９８１—２００３年共收治２６７７例ＢＣＳ患者，平均年龄为

差异。我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以膜性梗阻为主，而西方国家

３０．８岁，男性１７８０例，女性８９７例；其中２５４６例接受手术或介

主要是肝静脉／下腔静脉ｍ栓性阻塞。ＢＣＳ病阒复杂，尚未

入治疗，其余１３ｌ例接受药物治疗。近５年来资料表明，ＢＣＳ

完伞明确，最近有关ＢＣＳ患者存在酪氨酸激酶外显子点突变

除了在黄淮流域继续保持较高的发病率外，我国华中、华南、

的情况不断有学者报道。同前我国ＢＣＳ除在黄淮流域继续

华东和东北地区的患病率不断增加。ＢＣＳ介入治疗几乎在

保持较高发病率外，其他地区也不断增多。而我国有关ＢＣＳ

国内的每个省市均已开展，但是国内有关ＢＣＳ病因和发病机

流行病学资料缺乏，凡病因学进展缓慢。为此综合国内外文

制的研究进展缓慢““。目前有关ＢＣＳ的流行病学资料非常

献，就ＢＣＳ流行病学特征、病因概况及今后的研究趋势作一

缺乏，特别是ＢＣＳ病因学方面的资料。因此，开展针对ＢＣＳ

综述。

流行病学的病岗调查，从分子水平认识ＢＣＳ提供理论基础，

１．流行病学特征：ＢＣＳ临床症状多样且复杂，许多疾病

进一步为探索致ＢＣＳ的人群外部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等町疑

如血栓或恶性肿瘤都可致该病Ｊ｛。在丹麦，根据入院病例注

病因提供资料及信息，并最终为有针对性地预防及治疗ＢＣＳ

册系统查询１９８ｌ一１９８５年ＢＣＳ病例，估计年发病率约为０．５／

提供科学的依据。

１００万；与此类似，法国经伞国调查约为０．４／１００万…］。瑞典

２．病阗研究概况及最新研究趋势：日前ＢＣＳ病因主要有

对全国多个医疗中心（包括所有的大学附属医院及肝脏移植

先天性遗传岗素、后天获得性因素及其他外部闪素三大类；

中心）回顾性收集１９８６－－２００３年所有的ＢＣＳ患者，经平均年

单一致病因素少见，病阒复杂，部分病因尚存在分歧。ＢＣＳ

龄标准化转换得出发病率与患病率每年分别为ｏ．８／１００万、

患者中，约有７５％的患者病岗已明确““。本次从国外多个研

１．４／１００万ｈ！。１９８０年代后期，日本发病率为０．２／１００万【８】。然

究中心最新的数据可以看出，原发性的ＢＣＳ被认为是一多病

而在尼泊尔，这种疾病的患病率至少是常见病的１０倍以上，

因导致的疾病，许多促凝因子的失调导致在这一极为不常见

并且是肝脏病科入院率的首要病闪０５，９２。亚洲与西方国家

的位置形成血栓。在至少３５％的患者当巾观察到其血栓要

ＢＣＳ有所不同：亚洲人通常在下腔静脉末端（入房处）阻塞或

比普通人群高出许多倍１１９．２０］Ｏ国内研究表明，ＢＣＳ组与正常

狭窄，而两方国家ＢＣＳ患者下腔静脉开口通畅。但印度这种

对照组在血小板外形和内部结构上有明显差异。ＢＣＳ组的

情况正相反，下腔静脉末端阻塞或狭窄所占比例非常小“０’“】。

血小板面积、短径、形状阕子、旺颗粒数、Ⅱ颗粒数／ｌａｍ２较对照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１０．０２７

组减少，而比表面积则较对照组增大。ＢＣＳ患者血小板超微

作者单位：２２１００２徐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李胜利、陆召军）；徐州

结构的这些形态改变提示血小板处于活化状态。血小板被

医学院附属医院介入科（祖茂衡）

激活是ＢＣＳ患者普遍存在的现象。另有，ＢＣＳ患者术后血小

通信作者：陆召军，Ｅｍａｉｌ：１２３ｚｊ＠１６３．ｃｏｒｎ

板数明显升高【２“…。而与其他血栓性疾病相比，单一致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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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非肿瘤）是极为罕见的。这种多因素现象表明：首先就个

ＦｖＧｌ６９１６Ａ基因差异的诊断是直接建立在ＰＣＲ检测基础

体而言，可能是由多种不常见的病因共同引起的；其次，不同

上。在ＢＣＳ患者中夜间血红蛋白尿疾病及自塞氏病通常也

地１）（或不同群体，疾病呈现不同的特征是由于不同的多种致

能观察到““１。最近有学者提出家族性地中海热也可能是

病因素所引起的（表１）ｔｍｏ

ＢＣＳ的一个诱凶ｂ“。

表１原发件ＢＣＳ患者主要危险因素暴露率㈨
主要危险因素

暴露率（％）

ＢＣＳ患者中约有５０％为ＭＰＤ。在最近一项至关重要的
ＭＰＤ领域中确认单突变（酪氨酸）即在骨髓细胞中酪氨酸激
酶突变ＪＡＫ２附着在髓系细胞生成因子受体上通过ＪＡＫ２基

遗传因素
抗凝血酶缺乏症

Ｏ

因磷酸化Ｂ１，由配体（促红细胞生成素或其他生长因子）释放

蛋白Ｃ缺乏

Ｏ

信号激活髓系细胞前体增殖或分化为成熟的细胞。ＪＡＫ２激

蛋白Ｓ缺乏症

Ｏ

杂合子五冈子突变

Ｏ

杂合子Ｇ２０２１０Ａ促凝突变

５加７加７ Ｏ

ＪＡＫ２…”突变阳性ＭＰＤ

Ｏ

ＪＡＫ２…”突变阴性ＭＰＤ

∞ｍ ０

抗磷脂抗体综合征

ｍＯ

ＰＮＨ

其他常见病因

氨酸残基被苯丙氨酸残基取代。目前已经明确在ＪＨ２结构
域巾存在３个激酶抑制区：１Ｒ１（６１９～６７０）、ＩＲ２（７２５—７５７）

获得性阑素

Ｂｅｈｃｅｔ’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酶基因第６１７位的突变发生在假激酶结构域的ＪＨ２区域，缬

５Ｏ
Ｏ
２， Ｏ

和ＩＲ３（７５８—８０７）；而Ｖ６１７Ｆ正好位于ＩＲＩ抑制Ⅸ的氨基端，
当它被大分子芳香族氨基酸苯丙氨酸取代之后，发生空间
构象改变，失去对于ＪＨｌ的抑制作用，导致激酶活性增强。

但在正常生理情况下，ＪＩ－１２结构域对于Ｊｉｌｌ激酶活件具有负
性调控作用。酪氨酸激酶ＪＡＫ２和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ＴＡＴ）组成

外部因素
女性口服避孕药

Ｏ

信号通路调节细胞因子１受体：促红细胞生成素（ＥＰＯ）、粒细

多重因素包括本地因素

Ｏ

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ＧＭ．ＣＳＦ）以及血小板生成素

原因未明

∞弱５ Ｏ

注：ＭＰＤ：慢性骨髓增殖失调综合征
下腔静脉或肝静脉由于肿瘤侵袭或占位、肝纤维化或脓

（ＴＰＯ）。ＪＡＫ２…”突变导致其独立或高敏感于生长因子受
体，持续不断的产生激活信号，最终导致血液障碍而表现出
血液失调综合症ｂ８“］。

仲而致ＢＣＳ，这种情形称为继发性ＢＣＳ。病例报告中常见

酪氨酸激酶外显子点基因突变能够在粒细胞或其他血细

ＢＣＳ合并肝癌情况ｍ】。我国台湾报道１例急性ＢＣＳ患者（５９

胞中检测到。ＪＡＫ２””突变分别在真性红细胞增多症与原发

岁男性），由肾细胞恶性肿瘤伴下腔静脉和肝静脉癌栓而致

性血小板增多症或特发性骨髓纤维化中占约８０％和５０％【４“。

ＢＣＳ乜“。单一的危险因素在ＢＣＳ患者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因

在原发性ＢＣＳ，这种突变已检测到３７％一４５％№４１，而大约有

此可被看作是继发性ＢＣＳ。绝大多数ＢＣＳ患者都有一个根本

８０％伴有ＭＰＤ的ＢＣＳ患者出现ＪＡＫ２…”基因突变ｍ瑚】。

的（潜在的）失调并存在一个或多个促凝因素，主要是ＭＰＤ、

ＪＡＫ２基因的其他体细胞突变或其他基因突变也已检测到，

口服避孕药、ＦＶＬｅｉｄｅｎ突变及抗磷脂抗体综合征。ＭＰＤ特

但它们似乎只占病例的极少一小部分∞］。２００７年西班牙学

别是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在ＢＣＳ患者中大约占５０％，但是只

者报道１例３６岁女性急性ＢＣＳ患者同时具有ＦＶ Ｌｅｉｄｅｎ突变

有不到１０％的伴有明显ＭＰＤ的患者发展成为ＢＣＳ晗”。白塞

及ＪＡＫ２…”突变ｍ１。Ｊａｓｐｅｒ等ｍｏ检测到７例（７／１７）、Ｐａｔｅｌ等㈣１

氏病（Ｂｅｈｃｅｔ’Ｓ）通常致ＢＣＳ患者涉及到下腔静脉（ⅣＣ）病

检测发现２４例（２４／４１）的ＢＣＳ患者存在ＪＡＫ２突变。最近发

变。单纯性的肝静脉病变也有报道ｍ讲】，在白塞氏病流行区，

现日本１名年轻女性ＢＣＳ患者也存在ＪＡＫ２“”突变ｂ“。

它是ＢＣＳ的首要病因。对于ＢＣＳ合并血栓的患病情况还存

２００７年Ｓｃｏｔｔ等ｂ纠采用等位基因特异性ＰＣＲ（ＡＳ．ＰＣＲ）方法

在地区差异，特别是下腔静脉病变汹１。在西方，口服避孕药与

在１０例ＪＡＫ２“”突变阴性的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及特发性红

ＢＣＳ联系更为紧密；而在亚洲一些国家，低水平的卫生状况

细胞增多症患者中，于酪氨酸激酶ＪＡＫ２的外显子上又检测

或者说较低的社会经济状况与ＢＣＳ有着较密切的联系。

到４个新的点突变，分别是Ｋ５３９Ｌ突变（亮氨酸替代赖氨

有关ＢＣＳ的病因还存在其他一些分歧。长期以来女性

酸）、Ｎ５４２一Ｅ５４３ｄｅｌ突变（导致５４２位天冬酰氨及５４３位的谷

妊娠被视为ＢＣＳ的一个诱因妇“，但近来Ｒａｕｔｏｕ等¨０’“１对于女

氨酸缺失）、Ｆ５３７一Ｋ５３９ｄｅｌｉｎｓＬ突变（从第５３７位的苯丙氨酸

性妊娠是否致ＢＣＳ提出质疑。Ｖａｌｌａｂ２３认为蛋白Ｃ、蛋白ｓ及

到第５３９位的赖氨酸由单个亮氨酸替代）及Ｈ５３８ＱＫ５３９Ｌ突

抗凝血酶缺乏很难确认为该病病因：①这些凝Ｉｆ｝Ｌ抑制因子在

变（第５３８位的谷氨酰由组氨酸替代及第５３９位的亮氨酸由

肝脏中合成；②这种缺乏的诊断是建立在血浆水平上的（绝

赖氨酸替代）。其中１例１４岁的女性ＢＣＳ患者存在上述的突

大多数突变是潜在的，通过分子生物学检验很难断定）；③

变。为此有学者便提出对于ＢＣＳ患者的早期诊断来讲，检测

ＢＣＳ患者肝功能障碍也会非特异性地降低凝血抑制因子；④

ＪＡＫ２；＇ｂ显子点突变可能是最好的Ｔ具旧】。

通常不可能彻底的进行家族性检查∞］。也有研究涉及ＢＣＳ

针对这一突变，国外最近发现抗癌药物Ｅｒｌｏｔｉｎｉｂ对酪氨

及门静脉血栓形成（ＰＶＴ）患者中ＦＶⅢ升高¨２‘３纠；不过ＦＶⅢ

酸突变体激酶活性有特异抑制效果，实验还显示对携带

是一种急性的时相反应蛋白，它的增加可以反映肝脏本身疾

ＪＡＫ２“”的ＨＥＬ细胞系也具有抑制作用，这表明抗癌药物

病程度，而不是遗传性的血栓形成。Ｇ２０２１０基因突变及

Ｅｒｌｏｔｉｎｉｂ是一种潜在的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等骨髓增生疾病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ｌＯｆｔ第３１卷第ｌＯ期Ｃｌｍａ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０

·１１９４·

的治疗药物ｂ“，但该药物对ＢＣＳ患者的疗效还有待于今后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ｓｔｕｄ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实验证实。
综上所述，南于ＢＣＳ的有关病因不是太清楚，部分病因
也存在争议，还没有很明确及有效预防该病的方法。以上
有关ＢＣＳ患者酪氨酸激酶外显子点突变的情况也只是个案
或小样本量的报道，还没有见到有关大样本量就其突变的
程度报道。目前有关我国ＢＣＳ患者ＪＡＫ．２外显子点突变的
情况还不是太清楚，有必要通过ＡＳ．ＰＣＲ实验了解其突变程
度（相关实验本课题组正在进行中）。因此，开展有关Ｂ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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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方面的研究，并从基因水平阐明ＢＣＳ发病的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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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预防ＢＣＳ的综合手段，同时展开针对ＪＡＫ２突变点的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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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物的临床实验，为ＢＣＳ的早治疗及寻找治疗靶点提供

郭恩浦，张辉，张帆．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山东省布加综合征人群分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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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Ｊ Ｋｏｈｔａｒｏ Ｔｏｙａｍａ，Ｍａｓａｍｉｔｓｕ Ｋａｒ＇ｄｓａｗａ，Ａｒｉｔｏ Ｙａｍａｎｅ，ｅｔ ａ１．Ｌｏｗ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ｍｙｅｌｏｐｍ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３０：２０３１－２０３８．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ｄ ｒｅｖｉｓ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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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Ｂｕｄｄ－Ｃｈｉａ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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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ｃｉ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ｂｏｒｄｅｎ ｏｆ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ＩＩ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Ｈａ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２００６．９１（１２）：１７１２－１７１３．

４８４．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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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ｍｙｅｌｏ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３６］Ｚｉａｋａｓ ＰＤ。Ｐｏｕｌｏｕ ＬＳ，Ｒｏｋａｓ ＧＩ，ｅｔ ａ１．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ａｌ

ａｇ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Ｐａｔｈ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７４：７２—８０．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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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ＣｌｉｎＰｒａｃｔ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０１ Ｈｅｐａｔ０１．２００６。３：５０５—５１５．

［３９ Ｊ

ａｎｄ

Ｈ．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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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Ｂ．Ｂｕｄｄ—Ｃｈｉａｒｉ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Ｏ，Ｋｒｅｉｐｅ

ｏｆ ＪＡＫ２：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ｌｄ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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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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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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