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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基于多重置换扩增技术的胃癌患者
胃内微生物的宏基因组学研究
胡远亮ꎬ程乃嘉ꎬ张朝军ꎬ黄
[ 摘要] 目的

云ꎬ张

炎

通过多重置换扩增技术(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ＭＤＡ) 与宏基因组鸟枪法测序

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胃癌患者和健康受试者胃内微生物的组成特征ꎮ 方法

纳入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在医院就诊的胃腺癌患者 ４ 例ꎬ健康受试者 ４ 例ꎬ收集受试者胃液标本ꎬ经过标本预处理、ＤＮＡ 提取、ＭＤＡ 扩
增提取的 ＤＮＡ、构建测序文库、高通量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ꎬ研究 ２ 组受试者胃内微生物的组成特征ꎬ寻找
与胃癌显著相关的菌种ꎬ并评估该方法用于胃内微生物宏基因组学研究的可行性ꎮ 结果

ＭＤＡ 能显著扩增

从胃液样本中提取的微量微生物 ＤＮＡ(２０７ ２７±３３ １７) 倍ꎬ扩增后的 ＤＮＡ 量能满足构建高质量测序文库的要
求ꎻ总体上看ꎬ所有样本共鉴定出 １３１ 个菌种ꎬ胃癌患者胃内菌群多样性显著低于健康受试者( Ｐ < ０ ０１ꎬｔ ＝
４ １８９) ꎻ在细菌门水平ꎬ受试者胃液菌群主要由变形菌门、拟杆菌门、厚壁菌门、梭杆菌门组成ꎻ优势物种的组

间差异分析表明ꎬ与健康受试者相比ꎬ牙髓卟啉单胞菌、口腔链球菌、干燥奈瑟菌在胃癌患者胃液中富集( Ｐ<
０ ０５) ꎮ 结论

ＭＤＡ 能有效用于扩增胃内微量微生物 ＤＮＡꎻ胃癌患者的胃液菌群构成与健康人存在显著差

异ꎻ部分口腔及上呼吸道条件致病菌与胃癌显著相关ꎬ是潜在的胃癌生物学标志物ꎻ通过全基因组扩增和高通
量测序相结合的方法可以从菌种甚至菌株的水平上寻找与胃癌发生、发展相关的微生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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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ꎻ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ꎻ Ｍｅｔａ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中国是世界上胃癌患者最多的国家ꎮ 据估计ꎬ

２０１５ 年中国新发胃癌６７９ １００ 例ꎬ有４９８ ０００ 人死于

１ ２

标本预处理

所有步骤均在层流的生物安全

柜中 进 行ꎮ 将 样 本 转 移 至 ５０ ｍＬ 离 心 管ꎬ 用 无 菌

ꎮ 众所周知ꎬ幽门螺旋杆菌(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

０ ９％氯化钠溶液稀释样本至 ５０ ｍＬꎬ充分混匀后低

然而感染者中ꎬ只有不到 １％的人最终发展成胃癌ꎬ

去含有食物残渣和人体细胞的沉淀ꎮ 上清用孔径 ５ μｍ

胃癌

[１]

ｌｏｒｉꎬＨＰ) 慢性感染是胃癌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

[２￣３]

ꎬ

提示胃癌的发生、发展还与其他因素相关ꎮ ＤＮＡ 测
序技术和生物信息学方法的发展使我们能够不依赖

传统的培养手段而对人体微生物进行研究ꎬ使得大
量有关人体微生物组的研究涌现

[４￣５]

ꎮ 其中ꎬ有不少

研究关注人体消化道微生物在胃部疾病中的作用ꎮ
多项基于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测序的研究已证实胃内菌

群构成复杂ꎬ除 ＨＰ 外还有其他多种微生物存在ꎬ并
且胃内菌群失调与胃癌密切相关

[６￣９]

ꎮ 然而ꎬ对细菌

温低速离心 １０ ｍｉｎ(４００ ｒ / ｍｉｎꎬ４ ℃ ) ꎮ 保留上清ꎬ弃
无菌滤膜过滤ꎬ保留滤液ꎬ弃去滤膜( 滤膜上有低速
离心未分离出的人体细胞和食物残渣) ꎬ滤液再用

０ ２２ μｍ 滤膜过滤( 此时细菌富集在 ０ ２２ μｍ 孔径
滤膜上) ꎬ弃去滤液ꎬ保留滤膜ꎮ 用灭菌剪刀把滤膜
剪成 ０ ５ ｃｍ × ０ ５ ｃｍ 大小ꎬ置于无菌培养皿中ꎬ用于
ＤＮＡ 提取ꎮ 经过预处理ꎬ标本中的人体细胞和食物
残渣等得到有效去除ꎬ将大大提高细菌 ＤＮＡ 提取的
质量ꎬ降低测序成本ꎬ并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性ꎮ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的分析很难精确到种的水平ꎬ而基于

１ ３

水平上分析特定微生态系统中的菌群特征ꎬ从而能够

方法把化学裂解和珠磨结合起来ꎬ保证了细菌 ＤＮＡ

全基因组测序的宏基因组学方法可以在种甚至菌株
更加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人体微生物和疾病的关系

[４]

ꎮ

ＤＮＡ 提取

采用 ＭＯ￣ＢＩＯ ＰｏｗｅｒＳｏｉｌ ＤＮＡ Ｉｓｏ￣

ｌａｔｉｏｎ Ｋｉｔ 对预处理后的滤膜碎片进行 ＤＮＡ 提取ꎬ该
提取效率ꎮ

本研究通过多重置换扩增技术(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１ ４

ＤＮＡ 扩增

方法研究胃癌患者和健康受试者胃内微生物的组成

１ ５

构建测序文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ＭＤＡ)与宏基因组鸟枪法测序相结合的
特征ꎬ从全基因组的角度探索胃菌群和胃癌的关系ꎮ
１

１ １

材料与方法
受试者筛选和标本采集

胃癌组( ＧＡ) 纳入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在医院就诊并经病理学

扩增ꎬ扩增反应时间为 ６ ｈꎮ

破碎仪打断纯化后的 ＤＮＡ 扩增产物ꎬ选取程序 ＤＮＡ

３００ 超声破碎ꎮ 片段化的 ＤＮＡ 经过 ０ ９ 倍 ＤＮＡ 体
积的 ＡＭＰｕｒｅ ＸＰ ｂｅａｄｓ 纯化后ꎬ使用 ＮＥＢＮｅｘｔ ｕｌｔｒａ

Ｄ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ｅｐ ｋｉｔ ｆｏｒ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试剂盒构建 ＤＮＡ 文库ꎮ

１ ６

文库质检

剂ꎬ未接受术前放化疗或内镜治疗ꎻ同期纳入无消化

１ ７

高通量测序

治疗

ꎬ４ 周内未使用质子泵抑制剂或其他制酸

系统症状ꎬ且胃镜检查正常的来医院查体人员作为

健康对照组( ＨＣ) ꎬ入组标准同胃癌组ꎮ 胃癌组共纳

用 ０ ９ 倍 ＤＮＡ 溶液体积的

ＡＭＰｕｒｅ ＸＰ ｂｅａｄｓ 纯化扩增产物ꎮ 使用 Ｃｏｖａｒｉｓ Ｓ２ 超声

证实的胃腺癌患者ꎬ纳入者 ６ 个月内未接受抗生素
[１０￣１２]

采用 ＭＤＡ 方法对提取 ＤＮＡ 进行

建库完毕后即送到北京大学生物

光学动态成像中心的测序平台进行质检分析ꎮ
文库质检完毕ꎬ即送到诺禾致源

公司ꎬ使用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ＨｉＳｅｑ Ｘｔｅｎ 测序平台进行双端
ＰＥ１５０ 测序ꎮ

入 ４ 例ꎬ年龄(６０ ４±６ ５) 岁ꎻ男女比例 ３ ∶ １ꎻ健康对

１ ８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并通过ꎬ受试者入组

并结合 ｂｏｗｔｉｅ２ [１４] 比对工具去除原始数据中的宿主

照组纳入 ４ 例ꎬ年龄( ５３ ２ ± ５ ３) 岁ꎻ男女比例 ３ ∶ １ꎮ
前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受试者空腹 １０ ｈ 后ꎬ于早上 ８ ∶

数据质控

使用 ｆａｓｔｑｃ 对测序原始数据进行

质量评估ꎬ用 Ｔｒｉｍｍｏｍａｔｉｃ [１３] 去接头和低质量序列ꎬ
序列ꎬ保留高质量的微生物 ＤＮＡ 序列ꎮ

３０ 到 １０ ∶００ 之间在胃镜检查室行胃镜检查ꎮ 待镜

１ ９

容器ꎬ取样完毕后立即将样本置于冰上ꎬ并于 ０ ５ ｈ

相对丰度ꎮ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统计软件ꎬ用 Ｒ 语言对数

头完全进入受试者胃中后ꎬ多部位吸取胃液至无菌
内运送至实验室处理ꎮ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ＭｅｔａＰｈｌＡｎ２ [１５] 对质控后的

数据进行物种注释ꎬ得到每个样本的物种类别及物种
据进行可视化ꎮ 组间菌种数目比较采 用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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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１

ｔ￣ｔｅｓｔꎮ 使用 ＳＴＡＭ [１６] 软件分析组间差异物种ꎮ 比较

组间优势物种相对丰度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ｔｅｓｔꎮ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２ １

结果

ＭＤＡ 能显著放大提取的微量胃液微生物 ＤＮＡ

各样本提取的微生物 ＤＮＡ 总量分布于 １ ~ ５ ｎｇꎬ

难以达到构建高质量宏基因组测序文库的要求ꎮ 通

图１

过 ＭＤＡ 扩增ꎬ各个样本的 ＤＮＡ 显著放大( ２０７ ２７±

３３ １７) 倍ꎬ可以直接用于全基因组文库的构建ꎮ 为

胃内菌群多样性( 菌种数目) 比较

了提高扩增效果的可比性ꎬ每个 ＤＮＡ 样本的扩增起
始量均为 １ ｎｇ( 表 １) ꎮ
表１

ＭＤＡ 能显著扩增各样本的微量微生物 ＤＮＡ

样品名称
ＧＡ１

扩增起始量( ｎｇ)

扩增后产量( ｎｇ)

１

２６６

１

ＧＡ２
ＧＡ３

２１０

１

ＧＡ４

１８６

１

ＨＣ１

２５０

１

ＨＣ２

２００

１

ＨＣ３

１７８

１

ＨＣ４

２１２

１

图２

１６１

注:ＧＡ１￣４ 和 ＨＣ１￣４ 分别代表胃癌组和健康对照组样本

２ ２

测序数据质量评估

样本的数据量、Ｑ２０ 值、

Ｑ３０ 值、测序错误率以及 ＧＣ 含量相关数据具体见表

２ꎮ 所有样本测序平均通量为 ３ ２８ＧꎬＱ３０ 值均大于
９１％ꎬ测序错误率均低于 ０ ０２％ꎬ可见测序质量较好ꎮ
表２

样品名

数据量

ＧＡ１

２.２９Ｇ

ＧＡ３

３.４２Ｇ

ＧＡ２
ＧＡ４
ＨＣ１
ＨＣ２
ＨＣ３
ＨＣ４

２ ３

全基因组测序数据质量评价

２.９８Ｇ
４.８６Ｇ
２.１２Ｇ
３.７４Ｇ
３.４６Ｇ
３.３７Ｇ

Ｑ２０ 值

Ｑ３０ 值

错误率

９５.６９

９２.２

０.０２

９５.９１

９１.８６

０.０２

９７.４３

９４.８６

０.０２

９６.６１

９２.２２

９７.５５
９７.８６
９７.７７
９７.２９

９３.８２
９４.２６
９４.０８
９３.７３

组间微生物组成的整体分布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ＧＣ 含量
５０.１７

２ ４ 组间显著差异的菌种 为了比较组间优势物
种的差异ꎬ 我 们 筛 选 出 各 个 样 本 中 相 对 丰 度 大 于
１％的优势物种ꎬ菌种相对丰度( ％) 经 Ｌｏｇ２ 变换ꎬ使
用 ＳＴＡＭＰ 软件对组间优势物种进行分析ꎮ 我们发
现牙髓卟啉单胞菌、口腔链球菌、干燥奈瑟菌在 ＧＡ
组中的相对丰度明显高于 ＨＣ 组(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ｔｅｓｔꎬＰ<０ ０５ꎬＷ ＝ １０ ０ꎬ图 ３) ꎮ

４３.２１
４３.０２
４２.０４
４０.４８
４９.２５
４５.５２
４１.７９

经测序数据质

控ꎬ去除低质量序列和宿主序列ꎬ得到高质量的微生

物 ＤＮＡ 序列ꎮ 用 ＭｅｔａＰｈｌＡｎ２ 对质控后的数据进行

物种注释ꎬ得到各样本物种组成及物种相对丰度ꎮ
所有样本共鉴定出 １３１ 个菌种ꎬ胃癌患者胃内菌群
多样 性 明 显 低 于 健 康 受 试 者 (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ｔｅｓｔꎬ Ｐ <
０ ０１ꎬｔ ＝ ４ １８９ꎬ图 １) ꎮ 在细菌门水平ꎬ受试者胃液
菌群主要由变形菌门、拟杆菌门、厚壁菌门、梭杆菌
门组成( 图 ２) ꎮ 同时ꎬＨＣ 组中 ＨＰ 的平均相对丰度

高于 ＧＡ 组(１４ １９％ ±２２ ２５％ ｖｓ ３２ ０５％ ±２８ ２４％)ꎬ
但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ｔｅｓｔꎬＰ ＝
０ ３８３ꎬＺ ＝ ０ ８７１) ꎮ

细菌门分类水平各样本的物种相对丰度堆叠柱状图

３

图３

组间显著差异的菌种

讨论
ＤＮＡ 测序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能不依赖于传统
的培养手段而对人体内大量无法培养的微生物进行
研究ꎬ不断更新着我们对人体微生物的认识 [４] ꎮ 人
体内细菌的数目大约与人体细胞的数目相当ꎬ且主
要集中在消化道 [１７] ꎮ 它们与人类共进化ꎬ在人体的
生长发育、稳态维持和疾病的发生、发展中都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ꎬ包括癌症 [１８￣２０] ꎮ 其中ꎬＨＰ 感染已
被证实是患胃癌的主要危险因素 [２￣３] ꎮ 同时ꎬ多项研
究也表明除 ＨＰ 外的胃内其他细菌也和胃癌的发
生、发展相关 [６￣７ꎬ９] ꎮ 然而以往的研究大多基于对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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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的分析ꎬ使用全基因组鸟枪法测
序对胃癌患者胃内菌群的研究微乎其微 [２１] ꎮ 本研
究使用 ＭＤＡ 技 术 扩 增 从 胃 液 中 提 取 的 微 量 细 菌
ＤＮＡꎬ并用扩增产物构建了高质量的测序文库ꎬ用于
高通量测序ꎬ得到了高质量的测序数据ꎬ并对数据进
行生物信息学分析ꎬ从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全基因组
扩增的方法用于人体胃内微生物组研究的可行性ꎮ
以往的研究主要把 ＭＤＡ 用于扩增真核细胞基
因组ꎬ特别是用于单细胞测序 [２２￣２３] ꎮ 也有不少学者
把 ＭＤＡ 用于扩增成分已知的微生物基因组ꎬ并对
其扩增的覆盖度和均匀度进行评估 [２４￣２５] ꎮ 还有一
些研究把细菌分选技术与 ＭＤＡ 技术结合起来ꎬ以
求 得 到 某 种 或 某 些 细 菌 的 全 部 基 因 组 序 列 [２６￣２７] ꎮ
这些研究都证明了 ＭＤＡ 用于扩增 ＤＮＡ 的可靠性和
有效性ꎮ 然而ꎬ很少有学者将 ＭＤＡ 用于扩增复杂
微生物样品中的 ＤＮＡꎮ 虽然我们未进一步对扩增
覆盖度和均匀度进行验证ꎬ但初步的分析结果证实
通过该方法可以从微量的 ＤＮＡ 中检测到大量精确
定位到种的微生物ꎬ证明了该方法用于胃内微量微
生物检测的可行性ꎮ
不少基于对胃黏膜细菌 １６Ｓ ｒＲＮＡ 基因的研究
发现ꎬ胃癌患者的 ＨＰ 感染率和 / 或 ＨＰ 相对丰度要
低于正常人和 / 或浅表性胃炎患者 [７ꎬ２８] ꎮ 可能原因
是 ＨＰ 慢性感染导致胃酸分泌减少ꎬ从而使其他本
不适应酸性环境的细菌能够在胃内更好存活ꎬ而又
反过来影响 ＨＰ 自身在胃内的定植 [２９￣３０] ꎮ 本研究收
集的 ８ 个样本中ꎬ４ 名健康人的胃液均检测到不同
丰度的 ＨＰ 序列ꎬ而 ４ 名胃癌患者有 ３ 名存在 ＨＰ 感
染ꎬ且健康对照组中 ＨＰ 的平均相对丰度高于胃癌
组ꎬ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胃癌患者 ＨＰ 感染率下降
的趋势ꎬ与之前的研究相符ꎮ 然而ꎬＨＰ 序列相对丰
度在 ８ 名受试者中差异较大( ２３ １２ ± ２６ ９５) ꎬ提示
ＨＰ 携带者个体之间感染程度差异较大ꎮ 在抗生素
耐药越来越严重的今天ꎬ这种个体之间感染程度的
巨大差异也许对 ＨＰ 感染控制策略的个体化制定有
一定指导意义ꎮ
我们从所有样本中一共鉴定出 １３１ 种细菌ꎬ并
发现与健康对照组比较ꎬ牙髓卟啉单胞菌、口腔链球
菌、干燥奈瑟菌在胃癌组中富集ꎮ 牙髓卟啉单胞菌
和口腔链球菌是人体口腔内的共生菌ꎬ而干燥奈瑟
菌主要定植于上呼吸道黏膜ꎬ它们在胃癌受试者胃
液中大量存在ꎬ也提示胃癌患者胃内微环境的变化
可能允许来自身体其他部位的特定细菌在胃内定
植ꎬ但这种定植与胃部疾病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
研究ꎮ 我们还发现胃癌患者胃液内菌种多样性显著
低于健康对照组ꎬ这与之前对胃黏膜菌群的研究一
致 [６￣７] ꎮ 本研究样本量较少ꎬ尽管样本采集和数据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８ Ｎｏ.３ꎬ Ｊｕｎ ２０１９

析均采用统一的方法ꎬ但只有通过更大样本量的研
究和多人群的验证才能进一步排除混杂和随机因
素ꎬ得到更加肯定的结论ꎮ
总之ꎬ我们首次把 ＭＤＡ 和宏基因组鸟枪法测
序结合起来研究胃癌患者胃内菌群的特征ꎬ证实了
该方法的可行性ꎮ 该方法可用于从菌种甚至菌株的
水平上研究与胃癌发生、发展相关的微生物ꎬ并可用
于微量病原体的检测ꎮ 同时ꎬ我们发现特定菌种在
胃癌患者胃液内富集ꎬ提示其作为胃癌生物学标志
物的潜在价值ꎮ 在以后的研究中纳入更多受试者ꎬ
涉及更广的人群ꎬ进一步证实该方法的可靠性ꎬ并探
索菌群与胃癌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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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Ｋｎｉｇｈｔ Ｒꎬ Ｃａｌｌｅｗａｅｒｔ Ｃꎬ Ｍａｒｏｔｚ Ｃ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Ｊ] .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Ｈｕｍ Ｇｅｎｅｔꎬ
２０１７ꎬ１８:６５￣８６.
[５] Ｈｕｍａ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ｈｕｍａ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 Ｊ] . Ｎａ￣
ｔｕｒｅꎬ２０１２ꎬ４８６(７４０２) :２０７￣２１４.
[６] Ｃｏｋｅｒ ＯＯꎬＤａｉ ＺꎬＮｉｅ Ｙꎬｅｔ ａｌ.Ｍｕｃｏｓ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ｄｙｓｂｉｏ￣
ｓｉｓ ｉ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Ｇｕｔꎬ２０１８ꎬ６７(６):１０２４￣１０３２.
[７]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ＲＭꎬＰｅｒｅｉｒａ￣Ｍａｒｑｕｅｓ ＪꎬＰｉｎｔｏ￣Ｒｉｂｅｉｒｏ Ｉꎬｅｔ ａｌ.Ｇａｓ￣
ｔｒｉｃ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 ｄｙｓｂｉｏｔ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Ｊ] .Ｇｕｔꎬ２０１８ꎬ６７(２) :２２６￣２３６.
[８] Ｌｏｆｇｒｅｎ ＪＬꎬＷｈａｒｙ ＭＴꎬＧｅ Ｚꎬｅｔ ａｌ.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ｎｓａｌ ｆｌｏ￣
ｒａ ｉｎ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ｌｏｒｉ￣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ＩＮＳ￣ＧＡＳ ｍｉｃｅ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ｇａｓｔｒ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ｌａｙｓ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
ｔｅｒ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１ꎬ１４０(１) :２１０￣２２０.
[９] Ｌｅｒｔｐｉｒｉｙａｐｏｎｇ ＫꎬＷｈａｒｙ ＭＴꎬＭｕｔｈｕｐａｌａｎｉ Ｓꎬｅｔ ａｌ.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ｃｏｍｍｅｎｓ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ｒｅｐｌｉ￣
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ｂ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
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ｌｏｒｉ ＩＮＳ￣ＧＡＳ ｍｏ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Ｇｕｔꎬ２０１４ꎬ６３(１):５４￣６３.
[１０] Ｄｅｔｈｌｅｆｓｅｎ Ｌꎬ Ｈｕｓｅ Ｓꎬ Ｓｏｇｉｎ ＭＬ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ꎬａｓ ｒｅ￣
ｖｅａｌｅｄ ｂｙ ｄｅｅｐ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 Ｊ ] . ＰＬｏＳ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０８ꎬ６(１１) :ｅ２８０.
[１１] Ｄｅｔｈｌｅｆｓｅｎ Ｌꎬ Ｒｅｌｍａｎ ＤＡ.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ｔａｌ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ｔｏ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ꎬ２０１１ꎬ１０８( Ｓｕｐｐｌ １) :４５５４￣４５６１.
( 下转第 １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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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８ Ｎｏ.３ꎬ Ｊｕｎ ２０１９

[８] Ｍａｒｉｅｔｔｅ Ｃꎬ Ｐｉｅｓｓｅｎ Ｇꎬ Ｂｒｉｅｚ Ｎꎬ ｅｔ ａｌ. 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Ｊ] .Ｌａｎｃｅｔ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１ꎬ１２(３) :２９６￣３０５.

[９] Ｗｅｉ ＭＴꎬＺｈａｎｇ ＹＣꎬＤｅｎｇ ＸＢꎬｅｔ ａｌ.Ｔｒａｎｓ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ｖｓ ｔｒａｎ￣

ｓｈｉａｔ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ｏ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ꎬ２０１４ꎬ２０ ( ２９) :

１０１８３￣１０１９２.

[１０] Ｋｕｒｏｋａｗａ Ｙꎬ Ｈｉｋｉ Ｎꎬ Ｙｏｓｈｉｋａｗａ Ｔ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ｄｉａｓｔｉｎａｌ

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Ｊ ] .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５７
(３) :５５１￣５５５.

[１１] Ｂａｒｂｏｕｒ ＡＰꎬＲｉｚｋ ＮＰꎬＧｏｎｅｎ Ｍꎬｅｔ ａｌ. Ｌｙｍｐｈａｄｅｎ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ＧＥＪ):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Ｊ] . Ａｎｎ Ｓｕｒｇ Ｏｎ￣
ｃｏｌꎬ２００７ꎬ１４(２) :３０６￣３１６.

[１２] Ｐｏｌｋｏｗｓｋｉ ＷＰꎬ ｖａｎ Ｌａｎｓｃｈｏｔ ＪＪ.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 ｌｅｎｇｔｈ

 １６１

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Ｊ]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ꎬ２０１７ꎬ２３( １５) :

２７２３￣２７３０.

[１４] Ｐａｐａｃｈｒｉｓｔｏｕ ＤＮꎬＦｏｒｔｎｅｒ ＪＧ.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ｓ￣

ｔｒｉｃ ｃａｒｄｉａ.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Ｊ] .Ａｎｎ Ｓｕｒｇꎬ１９８０ꎬ

１９２(１) :５８￣６４.

[１５] Ｆａｃｙ ＯꎬＡｒｒｕ ＬꎬＡｚａｇｒａ ＪＳ.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ｐ￣

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ｏ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 Ｊ ] . Ｊ Ｖｉｓｃ Ｓｕｒｇ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４９
(３) :ｅ１７９￣ｅ１８４.

[１６] Ｉｎａｂａ ＫꎬＳａｔｏｈ Ｓꎬ Ｉｓｈｉｄａ Ｙꎬ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ｎｏｖｅｌ
ｉｎ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ｊｅｊｕｎｏｓｔｏｍｙ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ｏ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Ｊ]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Ｓｕｒｇꎬ２０１０ꎬ２１１(６) :ｅ２５￣ｅ２９.

[１７] Ｂｒａｃａｌｅ ＵꎬＭａｒｚａｎｏ ＥꎬＮａｓｔｒｏ Ｐꎬｅｔ ａｌ. Ｓｉｄｅ￣ｔｏ￣ｓｉｄｅ ｅｓｏｐｈ￣
ａｇｏｊｅｊｕｎｏｓｔｏｍ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ｏ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
ｍｙ ｆｏｒ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Ｊ] .Ｓｕｒｇ Ｅｎ￣
ｄｏｓｃꎬ２０１０ꎬ２４(１０) :２４７５￣２４７９.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ｈｉａ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Ｓｉｅｗｅｒｔ ｔｙｐｅ Ⅱ ａｎｄ Ⅲ ａｄ￣

[１８] Ｏｋａｂｅ ＨꎬＯｂａｍａ ＫꎬＴａｎａｋａ Ｅꎬｅｔ ａｌ.Ｉｎ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ｅｓｏｐｈ￣

２０１３ꎻ１００:１０５０￣１０５４) [ Ｊ] .Ｂｒ Ｊ Ｓｕｒｇꎬ２０１４ꎬ１０１(６) :７３５.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Ｓｕｒｇ Ｅｎｄｏｓｃꎬ２００９ꎬ２３

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ｏｆ ｔｈｅ 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ｏｇａｓｔ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Ｂｒ Ｊ Ｓｕｒｇ

[１３] Ｈｏｓｏｄａ Ｋꎬ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ＫꎬＭｏｒｉｙａ Ｈꎬｅｔ 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ｉｅｗｅｒｔ ｔｙｐｅ Ⅱ ａｎｄ Ⅲ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ｏｐｈａ￣

ａｇｏｊｅｊｕｎａｌ 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ｏ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９) :２１６７￣２１７１.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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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Ｃｈｏ ＩꎬＹａｍａｎｉｓｈｉ ＳꎬＣｏｘ Ｌꎬ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ｌ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ｕｒｉｎｅ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ｄｉｐｏｓｉｔｙ[ Ｊ] .Ｎａ￣

ｔｕｒｅꎬ２０１２ꎬ４８８(７４１３) :６２１￣６２６.
[１３] Ｂｏｌｇｅｒ ＡＭꎬ Ｌｏｈｓｅ Ｍꎬ Ｕｓａｄｅｌ Ｂ. Ｔｒｉｍｍｏｍａｔｉｃ: ａ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ｔｒｉｍｍｅｒ ｆｏｒ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Ｊ].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４ꎬ

３０(１５) :２１１４￣２１２０.
[１４] Ｌａｎｇｍｅａｄ ＢꎬＳａｌｚｂｅｒｇ ＳＬ.Ｆａｓｔ ｇａｐｐｅｄ￣ｒｅａ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Ｂｏｗｔｉｅ ２[ Ｊ] .Ｎａ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２０１２ꎬ９(４) :３５７￣３５９.
[１５] Ｔｒｕｏｎｇ ＤＴꎬＦｒａｎｚｏｓａ ＥＡꎬＴｉｃｋｌｅ ＴＬꎬｅｔ 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ｌＡｎ２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ｍｅｔａｇｅｎｏｍｉｃ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Ｊ] . Ｎａｔ Ｍｅｔｈ￣

ｏｄｓꎬ２０１５ꎬ１２(１０) :９０２￣９０３.
[１６] Ｐａｒｋｓ ＤＨꎬＴｙｓｏｎ ＧＷꎬＨｕｇｅｎｈｏｌｔｚ Ｐꎬｅｔ ａｌ.ＳＴＡＭＰ: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 Ｊ ] .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４ꎬ３０(２１) :３１２３￣３１２４.
[１７] Ｓｅｎｄｅｒ ＲꎬＦｕｃｈｓ ＳꎬＭｉｌｏ Ｒ. Ａｒｅ ｗ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ｖａｓｔｌｙ ｏｕｔｎ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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