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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纤维生长因子 19 与代谢性疾病的研究进展
唐孟杰 1，王雪琴

2*

(1 南通大学医学院，南通 226001；2 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

[摘

要]

成纤维生长因子 19(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9, FGF19) 是 FGF19/21/23 亚家族的一员，具有调节胆汁酸的合

成，平衡糖代谢、脂代谢，减少饮食摄入等功能。FGF19 在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被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研究
表明其对多囊卵巢综合征、非酒精性脂肪肝、2 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治疗具有很大的潜能。本文就近年国内外对
FGF19 在代谢性疾病中的研究进展进行概括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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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纤维生长因子家族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s, FGFs) 由

节胆汁酸的代谢。J.A.HOLT 等 [9] 发现餐后胆汁酸的分泌增

22 个基因组成 (FGF1~FGF22)[1]，其中 18 个基因通过酪氨酸

加，进入肠道激活法尼醇 X受体 (farnesoid X receptor, FXR)

激酶 FGF 受体 (tyrosine kinase FGF receptor, FGFR) 传递信号。

刺激 FGF19 分泌，随后通过 FGFR4-β-Klotho 复合体及肠道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19(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9, FGF19) 属

菌群的作用使胆汁酸的合成减少。从分子角度出发，FGFR

于 FGF19/21/23 亚家族，主要表达于回肠，在脑、软骨、皮肤、视

通过诱导孤儿核受体 SHP与胆固醇 7α- 羟化酶 (cholesterol

网膜、肾脏、胆囊中也有所表达。FGF19 主要通过受体复合物

7α-hydroxylase, CYP7A1) 启动子结合从而抑制其 转录，导

(FGFR4-β-Klotho)的作用，激活下游信号通路，从而发挥调节

致胆汁酸的生成减少。但在一定情况下，患者血清中胆汁酸

胆汁酸的合成与分泌，平衡糖代谢、脂代谢，限制饮食摄入等

浓度无法激动 FXR，FGF19 的合成与分泌受抑制，脂肪泻与

[2-7]

。FGF19 对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发挥着不可忽视

胆汁酸生成增多的可能性增加 [15]( 图 1)。FGF19 与 FGFR 和

的作用，本文就近年对 FGF19 在代谢性疾病中的研究进展进

β-Klotho 结合，发挥不同的代谢作用。在肝脏中，FGF19 通

行综述。

过 SHP 抑制 CYP7A1 转录，降低胆汁酸以及脂肪的合成。同

功能

1

时，通过产生 CREB/PGC1α信号级联反应，FGF19 发 挥类

FGF19 的分子结构及其受体

1.1

FGF19 的 分 子 结 构 和 分 布

胰岛素作用，抑制糖异生，促进糖原及蛋白质的合成 ；在脑组
1999 年 日 本 学 者

织中，FGF19 调节AgRP/NPY 活性，减少饮食摄入量，减轻

T.NISHIMURA等 第一次 从胎儿脑内分离出 FGF19，随后

体质量，同时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与糖耐量 ；在脂肪组织中，

发现，FGF19 主要表达于回肠，在软骨、皮肤、视网膜、肾脏、

FGF19 激活 ERK1/2，增加胰岛素敏感性与能量消耗。

[8]

胆囊也有所表达 。FGF19 基因位于 11 号染色体 q13 区，由
[9]

FGF15/19

216 个氨基酸残基构成，N 末端为信号肽序列，因此可通过自
分泌和旁分泌的方式发挥作用。人类FGF19 与鼠类FGF15 为

β-Klotho
FGFR1/4

同源基因，约 50% 的氨基酸相同且编码的蛋白相似。
1.2

FGF19 受 体

FGFRs(FGFR1~FGFR4) 是 酪 氨 酸 激 酶

β-Klotho
FGFR4

ERK1/2

受体，由细胞外配体结合结构域、细胞内酪氨酸激酶结构
域、单个跨膜结构域构成。FGFs 的信号传导需要单跨膜蛋

SHP

胰岛素敏感性
能量消耗

敲 除 的野生 型小鼠 的 研 究中发 现，β-Klotho对于 FGF15/19

AgRP/NPY

CREB

PGC1g
CYP7A1

脂肪

白 ——Klotho 家 族 作为 辅 助 受 体 [10-13]。 在 对 β-Klotho 基 因

β-Klotho
FGFR1

胆汁酸合成
脂肪合成

肝脏
糖异生
糖原合成
蛋白质合成

和 FGF21 发挥生理 及药理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14]。FGF15/19
和 FGF21 与β-Klotho 结 合， 形 成 受 体 复合 物 (FGFR4-β-

图1

Klotho)，增强配体和受体之间的亲和力从而有效地激活胞外

大脑
饮食摄入量
体质量
胰岛素敏感性
糖耐量

FGF15/19 的生物学功能

调 节 激 酶 1、2(extracellular regulatory kinase 1、2, ERK1/2)

2.2

及其他下游激酶，最终发挥生理作用。

通 过舒张胆 囊平滑肌，抑制胆 囊收 缩 素 (cholecy-stokinin,

2

调节胆汁酸平衡

* [ 通信作者 ]

FGF19 还可调节胆囊充盈。FGF15/19

CCK) 促胆囊排空作用，增加胆囊充盈。FGF15 基因敲除小鼠

FGF19 的生物学特性

2.1

调节胆囊充盈

体内胆囊缩小 [16] ；给FGF15 基因敲除小鼠补充外源性 FGF15
FGF19 最主要的生物学特性是调

蛋白后，胆囊体积恢复正常。CCK 调节胆囊排空的位点为：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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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胆管及Oddi括约肌，然而FGF15/19 在这些部位均不表达，

FXR 激动剂能增加 FGF19 的促代谢作用。在小鼠腹腔内注

因此 FGF15/19 调节胆囊充盈的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射 FXR 激动剂 (GW4064)，能抑制肝脂肪变性及慢性炎症 [29]。

2.3

T.C.SCHREUDER等 [30] 在对 20 个NAFLD患者的研究中发现，

调节糖代谢、蛋白质

FGF19 能促进糖原与蛋白质的合

成，抑制糖异生，调节糖代谢。M.J.POTTHOFF 等

[17]

研究发现，

NAFLD 患者回肠中 FGF19 的合成与分泌未受损，而有胰岛素

肝脏组织中，
FGF19 利用环磷酸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AMP

抵抗的 NAFLD 患者 FGF19 在肝脏中的表达受损，这可能更

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CREB) 的磷酸化以及失活发

加导致 NAFLD 患者脂质稳态失调 ；
M.WOJCIK等 [31] 发现，与

挥类胰岛素效应。CREB 为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

肝功能正常的成年肥胖患者相比，有 NAFLD 的肥胖患者血清

辅 激 活 因 子 1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中 FGF19 明显降低。同时，丙氨酸转氨酶和三酰甘油的水平

coactivator 1-α, PGC1α) 及其他糖异生基因的调节剂。另外，

与 FGF19 呈负相关，进一步验证了FGF19 在 NAFLD发生发

在脂肪组织中，FGF19 与 FGFR1 和 FGFR4 结合，激活ERK1/2

展中的作用。

的活性，从而增加能量的消耗以及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2, 18]。

3.3

K.K.RYAN 等

[19-20]

报道，脑组织中的 FGF19 穿过血脑屏障与

FGF19 与 2 型糖尿病 (type 2 diabetes, T2DM)

T2DM 的

发病机制为胰岛素抵抗及胰岛素分泌不足。FGF19 的类胰

FGFR1 结合，降低 AgRP/NPY 神经元活性，限制饮食的摄入，

岛素效应在糖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L.FU 等 [22] 发现，在

从而维持血糖的动态平衡。

幼鼠侧脑室内注入 FGF19，可提高肥胖小鼠的糖耐量及代谢

2.4

调节脂 代谢

X.HUANG 等

[21]

发 现 FGF19 可 以 通 过
[22]

率，产生类胰岛素样效应 ；在 K.K.RYAN 等 [19] 的研究中，幼鼠

对

侧脑室内注入 FGF19 不仅能够提高肥胖小鼠的葡萄糖耐量

FGFR4 基因缺失的转基因鼠研究中发现，转基因鼠三酰甘油

还能减少饮食的摄入，从而降低体质量。这些降糖效应主要

和胆固醇水平增高。体内摄入 FGFR4 后，转基因鼠三酰甘

是通过刺激糖酵解生成乳酸，而非增加胰岛素的分泌或提高

FGFR4 受体 抑制胆固醇 和三酰 甘 油的合成。L.FU 等

。FGF15/19 的作用形式主要为 FG-

胰岛素的敏感性 [32]。肥胖患者及胰岛素抵抗患者较正常人体

F15/19-FGFR4-β-Klotho 复合物，因此，FGF15/19 与脂代谢

内 FGF19 表达降低。肥胖患者在 Roux-en-Y 胃旁路 手术后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具体机制仍不清楚。

血清FGF19 表达恢复正常，这可能与血糖稳态的恢复有关 [33]。

2.5

2016 年，J.GÓMEZ-AMBROSI 等 [34] 发现，减肥手术后体质量

油和胆固醇水平下降

促有丝分裂作用

[21]

FGF19 具有促有丝分裂作用。研究 [23]

发现FGFR4 能促进FGF19 在肝脏中的增殖并具有促癌作用。
[24]

减轻的肥胖患者血清中FGF19 有所增加，而控制饮食所致体

发现 C 末端结构域是 FGF19 识别 Klotho 蛋白不可

质量减轻的肥胖患者血清中FGF19 却无明显变化。同时，也

缺少的区域，而N 末端结构域是与 FGFR 相互作用至关重要

有报道 [35-36] 称 T2DM 患者血清中FGF19 较正常人相比无明显

的区域。因此，选择性地敲除识别 FGFR4 受体的区域，能消

改变。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X.WU 等

除 FGF19 促有丝分裂的活性，由此产生了许多 FGF19 变体

[25]

，

综上所述，FGF19 在胆汁酸的代谢、血糖的稳态、饮食

如 FGF19-M70 变体，既能促进糖代谢，维持胰岛素的敏感性

的摄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FGF19 具体作

及调节胆汁酸代谢，又不具备致癌作用。

用机制尚不清楚，相信随着对其信号通路和生物学功能的研
究，FGF19 及其衍生物将在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扮

3

FGF19 与代谢性疾病的研究进展

3.1

演重要角色。

FGF19 与多囊卵巢综合征 (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

P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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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与饮食习惯及吸烟的关系
王碧蓉 1 综述，周国雄 2 审校
(1 江苏省民政康复医院内科，南京 210003；2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

[摘

要]

近些年来，世界范围内炎症性肠病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的发病率居高不下。随着中国经济的

发展和饮食习惯的西方化，IBD 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本文复习了近年来关于 IBD 与饮食习惯及吸烟关系的相关文章，对比
了各项研究数据，发现高糖、高脂且缺乏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的饮食方式对 IBD 不利，而低糖、低脂且富含膳食纤维和微
量元素饮食方式对 IBD 具有保护性作用。吸烟被认为是克罗恩病独立的危险因素，同时也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保护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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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包括溃疡
性结肠炎 (ulcerative colitis, UC) 和克罗恩病 (Crohn's disease,
[1]

CD)，是胃肠道的慢性复发性疾病 。病因涉及环境和遗传等
[2]

多种因素 。IBD 在全世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在亚洲多个国
[3]

[ 文章编号 ]

1674-7887(2019)03-0203-03

IBD 有保护作用。
1.2

脂肪与 IBD 的关系

S.REIF 等 [13] 发现不饱和脂肪酸与

IBD 的发病呈正相关，同时发现动物脂肪和植物脂肪均为IBD
的高风险因素。A.TJONNELAND 等 [14] 研究发现亚油酸的摄

家尤为明显，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 ，这可能与人们生活习

入是 IBD 的高风险因素。而 S.JOHN 等 [15] 发现二十二碳六烯

惯的改变密切相关。IBD 和饮食习惯有关 [4]，吸烟和饮酒也

酸具有保护作用。

是引发IBD的重要因素[5-6]。时至今日，IBD的病因仍错综复杂。

1.3

本文阐述了饮食习惯和烟酒嗜好对 IBD 的影响，希望能为防

饮食方式与 UC 的发病密切相关。一项前瞻性研究 [17] 发现，

治 IBD 提供新的视角。

患者摄入高蛋白饮食更易引起 UC 的复发。

1

蛋白质与 IBD 的关系

1.4

饮食因素与 IBD 的关系

益生元与 IBD 的关系

已经有研究 [16] 报道富含蛋白的

针对肠道微生物的营养干预是

一种很有前景的治疗方法。益生元能选择性调节肠道菌群，

近些年来，在原本 IBD发病率低的地区，西式饮食方式

不良反应 少。F.SCALDAFERRI 等 [18] 报 道益 生 元能促 进 肠

的普遍与发病率的升高存在密切的联系。西式饮食方式就是

道有益菌的生长，增加短链脂肪酸和肠黏膜内细胞因子的产

过量地摄入糖和饱和脂肪，
少食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
且缺乏

生，增强免疫反应，减少肠黏膜表面的病原体。尽管已有动

食物多样性，西式饮食常被认为是 IBD 的一个危险因素 [7-8]。

物实验 [18] 支持这一观点，但人体试验的证据不足，益生元在

1.1

IBD 中的功效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糖类与 IBD 的关系

N.SAKAMOTO 等 [9] 发现过量摄入

甜食与UC发病率的升高有关。J.R.THORNTON等

[10]

发现高糖

饮食与 CD 的风险呈正相关。而 C.JAKOBSEN 等 [11] 发现多吃
水果、蔬菜可降低 IBD 的发病风险，同样的现象在 CD上也有
[12]

2

其他因素与 IBD 的关系

2.1

微量元素

饮食中的一些微量元素通过影响肠道免疫

认为多吃谷物副产品对预防治疗

系统参与 IBD 的病理过程。如 Toll 样受体 2 和 4 能被饱和脂

IBD 有益，这表明了高纤维饮食可能具有保护性作用。不同

肪酸激活，又可被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所抑制 [19]。除了脂肪

种类的糖类对 IBD 的影响不一样。单糖和二糖的摄入与 IBD

酸，维生素也是对肠道系统有重要调节作用的营养物质，维

的发病呈正相关，而纤维素这类不会被消化吸收的糖类却对

生素 A、C、D、E 等都参与其中。K.L.ERICKSON 等 [20] 发现

sion after Roux-en-Y gastric bypass[J]. Diabetes Care, 2013,

obesity an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he influence of acute

36(7):1859-1864.

hyperinsulinemia, very-low calorie diet and PPAR-α ago-

发现。M.G.RUSSEL 等

[3 4]

G ÓM E Z-A M BRO SI J, GA L L EG O -E S CU R EDO J M ,
CATALÁN V, et al. FGF19 and FGF21 serum concentrations

[35]

nist treatment[J]. Physiol Res, 2011, 60(4):627-636.
[36]

BRUFAU G, STELLAARD F, PRADO K, et al. Improved

in human obesity and type 2 diabetes behave differently after

glycemic control with colesevelam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diet-or surgically-induced weight loss[J]. Clin Nutr, 2017,

type 2 diabetes is not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in bile

36(3):861-868.

acid metabolism[J]. Hepatology, 2010, 52(4):1455-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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