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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中 M2 巨噬细胞标志物与 NF鄄资B p50 相关性研究

吴婧婧1,2,孙妩弋2,魏摇 伟2

[摘要]目的:探讨不同分期肝细胞癌病人组织中 M2 巨噬细胞及核因子 资B (NF鄄资B)p50 的表达情况,并分析其表达的相关

性。 方法:整群收集 2012 - 2015 年 80 例肝细胞肝癌病人和 10 例肝内胆管结石病人(对照组)的组织标本,采用免疫荧光双染

法检测 CD163 和 CD206 的表达;收集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 20 例接受肝细胞癌手术病人的新鲜组织标本,采用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不同分期的肝癌组织中 CD163、CD206 的表达及 NF鄄资B p50 的表达。 结果:肝癌病人石蜡组织切片中 CD163 和

CD206 的共定位高于对照组,芋 + 郁期肝癌切片中的共定位高于玉 + 域期;Western blotting 结果表明,肝癌组织中 CD163、
CD206 及 NF鄄资B p50 的表达高于癌旁组织(P < 0. 05 ~ P < 0. 01),芋 + 郁期肝癌组织中的表达高于玉 + 域期(P < 0. 01)。
NF鄄资B p50 与 CD163、CD206 的表达均呈正相关( r = 0. 963、0. 944,P < 0. 01)。 结论:随着肝癌进展,M2 巨噬细胞数量和 NF鄄资B
p50 的表达均升高,提示两者可能具有协同作用,共同促进肝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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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M2 macrophage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NF鄄资B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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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expression of M2 macrophages and nuclear factor 资B(NF鄄资B) p50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tage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Methods: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D163 and
CD206 in 80 cases of paraffin sections of patients with HCC and 1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hepatolithiasis(control group) were detecte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D163,CD206 and NF鄄资B p50 in 20 cases of fresh liver tissue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tages of HCC were
detect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from October 2015 to January 2016. Results:The co鄄localization of CD163 and CD206 in paraffin
section of HCC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and the co鄄localization of which in TNM 芋 +郁 stage HCC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NM 玉 + 域stage HCC. The results of Western blotting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D163,CD206 and NF鄄资B p50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issu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para鄄carcinoma tissue(P < 0. 05 to P < 0. 01),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D163,CD206 and NF鄄资B p50 in 芋 +郁 sta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issu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玉 +域 sta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issue(P < 0. 05 to P < 0. 01). The expression of NF鄄资B p50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s of CD163 and
CD206( r = 0. 963,r = 0. 944,P < 0. 01). Conclusion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ver tissue,the number of M2 macrophages and NF鄄资B
p50 level increase,which suggest that the two may have synergistic effects to promote the progression of liver cancer.
[Key word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tumor associated macrophages;nuclear factor 资B p50

摇 摇 原发性肝癌是一种高度恶性肿瘤,在引起肿瘤 相关性死因中居第二位,大多数肝癌病人就诊时已

处于进展阶段,无法接受根治性治疗,预后差,复发

率 和 病 死 率 高[1 - 2]。 肝 细 胞 癌 (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约占原发性肝癌中的 90% [2]。 欧

洲肝脏病学会和美国肝脏病学会推荐的治疗 HCC
的主要治疗手段包括手术切除、经动脉化疗栓塞术、
肝移植及局部消融等[3]。 尽管近年来这些手段有

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肝癌转移和复发率较高,预后

仍较差。 所以,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治疗方法。
近年来,伴随着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工程

的发展,肿瘤免疫治疗已成为最有潜力的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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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肿瘤中浸润的巨噬细胞称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tumor 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为一类重要的

免疫细胞。 TAM 被认为主要是 M2 型巨噬细胞[4],
主要作用是免疫抑制,促进血管生成,分泌多种促进

肿瘤生长的因子等。 核因子 资B(nuclear factor 资B,
NF鄄资B)是一种细胞核转录因子,广泛存在于真核细

胞中。 NF鄄资B 参与了机体炎症反应、免疫应答及细

胞凋亡等,可以通过调节细胞因子等,促进肿瘤血管

生成、浸润和转移。 NF鄄资B p50 是其重要家庭成员

之一,对于 NF鄄资B 蛋白在肿瘤中扮演的角色起到重

要作用。 但 NF鄄资B 与 M2 巨噬细胞的关系尚不明

确。 本文研究了肝癌中 M2 巨噬细胞及 NF鄄资B p50
的表达情况,探讨它们在不同分期肝癌中表达的相

关性。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本研究整群收集 2012 - 2015 年在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初次诊断并接受手术的

80 例 HCC 病人和 10 例肝内胆管结石病人(对照

组)的石蜡标本;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安

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手术切除的

HCC 病人肝癌新鲜组织 20 例及癌旁新鲜组织 6 例

(对照组)。 取分界线以外相应一侧 2 cm 的组织为

癌旁组织。 全组病例需符合的条件有:(1)手术前

未接受过化疗或放疗;(2)有 TNM 分期等资料;(3)
标本组织学经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专

家再次确诊为 HCC。
HCC 病人肝组织石蜡切片中临床分期玉 + 域

期病人 34 例(42. 5% ),芋 + 郁期 46 例(57. 5% );
HCC 病人新鲜肝组织标本中临床分期玉 + 域期病

人 12 例(60% ),芋 + 郁期病人 8 例(40% )。 分期

标准按照美国肿瘤联合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2010 年对原发性肝癌分期(第六

版)制定的 TNM 分期。
1. 2摇 试剂与仪器摇 CD163、CD206 抗体(美国 Santa
Cruz 公司);AlexaFluor594、AlexaFluor488 荧光二抗

(美国 ThermoFisher Scitific 公司);无水乙醇、甲醇、
二甲苯(上海中试化总公司);Triton X鄄100 和 DAPI
(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公司);山羊血清(美国 Gibco
公司);分离胶缓冲液、浓缩胶缓冲液、Western 一

抗、二抗稀释液(江苏碧云天公司);BCA 蛋白定量

试剂盒(美国 Thermo)。
石蜡切片机、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德国莱卡

(Leica)仪器有限公司];电泳仪(美国 BIO鄄RAD 公

司);4 益冰箱(海尔);高速台式冷冻离心机(美国

Sigma 公司)。
1. 3摇 方法摇
1. 3. 1摇 免疫荧光染色检测 CD163 和 CD206 的共表

达摇 HCC 组织经甲醛固定,梯度乙醇脱水后,将组

织和蜡块置于包埋框内,冷却后即成蜡块。 进行防

脱处理后,Leica 切片机切成厚 4 ~ 6 滋m 薄片,将蜡

片裱贴于载玻片上,烤干待用。 梯度乙醇脱蜡后,用
Triton 浸润切片。 用枸橼酸盐修复抗原后,滴加 3%
过氧化氢阻断内源性过氧化酶。 玻片上滴加山羊血

清室温下孵育 20 min, PBS 洗 3 次,每次 3 min。
CD163 和 CD206 均以 1 颐 50 稀释,混合后滴加在切

片组织上,放置于湿盒中,4 毅C 孵育过夜后,将湿盒

从冰箱取出,复温,PBS 洗 3 次,每次 3 min。 在切片

组织上滴加羊抗兔或羊抗鼠(稀释度 1颐 100)荧光二

抗,37 益避光孵 1 h;PBS 洗 3 次,每次 3 min。 在切

片组织上滴加 DAPI 染色,室温避光孵育 10 min,
PBS 洗 3 次,每次 3 min。 滴加抗荧光淬灭剂后,将
盖玻片覆盖在组织上,固定后,显微镜下观察并

拍照。
1. 3. 2 摇 新鲜肝癌组织蛋白的提取 摇 将 RIPA 和

PMSF 按 100颐 1 配制裂解液。 从 - 80 益冰箱取出冻

存肝脏组织,每例剪取约 50 mg,用 PBS 冲洗,放入

匀浆器中,按 10 滋L / mg 组织加入裂解液。 冰上研

磨 10 min,4 益、14 000 r / min 离心 20 min,吸取上

清,即为总蛋白。
1. 3. 3 摇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CD163、CD206 及 NF鄄
资B p50 的表达摇 配制 10% 的 SDS鄄聚丙烯酰胺分离

胶,进行上样、电泳、转膜等操作,用 5%脱脂奶粉室

温下封闭 2 h。 然后加入一抗 4 益孵育过夜。 TBST
洗 3 次,每次 5 min。 加入二抗室温孵育 2 h,再用

TBST 洗 3 次,每次 5 min 后, ECL 试剂盒显影,
Image鄄J 软件分析图片。 以 茁鄄actin 为内参,结果以

目的条带与 茁鄄actin 条带灰度值的比值作为目的蛋

白的相对表达量。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方差分析、q 检验和直线相

关分析。

2摇 结果

2. 1 摇 HCC 病人肝组织切片中 CD163 和 CD206 的

共表达摇 绿色荧光标记 CD206 蛋白,红色荧光标记

CD163 蛋白,DAPI 染细胞核,Merge 可显示绿色和

红色荧光共定位情况,两种荧光重合的细胞表示该

细胞存在 CD206 和 CD163 的共定位。 免疫荧光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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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结果显示,对照组中 CD163 和 CD206 的共表达较

少,且荧光强度较弱,而 TNM玉 + 域期病人肝组织

切片中 CD163 和 CD206 的共表达增多,荧光强度增

加。 随着肝癌进展, TNM 芋 + 郁期中 CD163 和

CD206 的共表达明显比 TNM玉 + 域期病人增多,且
荧光强度明显增强(见图 1)。

2. 2 摇 HCC 病人新鲜肝组织中 CD163 和 CD206 的

表达摇 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CD163 和 CD206
在肝癌病人肝组织中表达上升,芋 + 郁期病人上升

较玉 +域期病人更为明显(P < 0. 05 ~ P < 0. 01)(见
图 2、表 1)。

2. 3摇 HCC 病人肝脏组织中 NF鄄资B p50 的表达 摇
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NF鄄资B p50 的表达在肝癌

病人肝组织中上升,芋 + 郁期病人上升较玉 + 域期

病人更为明显(P < 0. 01)(见图 3、表 1)。
2. 4摇 HCC 病人肝脏组织中 M2 巨噬细胞与 NF鄄资B
p50 表达的相关性 摇 相关性分析发现,肝癌病人肝

脏组织中 NF鄄资B p50 与 CD163、CD206 的表达在各

组中呈现明显正相关 ( r = 0. 963,P < 0. 01; r =
0. 944,P < 0. 01)(见图 4)。

3摇 讨论

摇 摇 HCC为消化系统常见肿瘤之一,病因尚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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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1摇 不同分期肝癌病人新鲜肝脏组织中 CD163、CD206、
p50 表达相对灰度值的比较(x 依 s;ni = 3)

分组 CD163 CD206 p50

对照组 0. 32 依 0. 05 0. 34 依 0. 05 0. 31 依 0. 04摇

玉 +域期 0. 48 依 0. 07** 0. 62 依 0. 04* 0. 85 依 0. 04**

芋 +郁期 0. 81 依 0. 08**吟吟 0. 88 依 0. 07**吟吟 1. 79 依 0. 04**吟吟

F 40. 044 66. 482 991. 034

P <0. 01 < 0. 01 < 0. 01
MS组内 0. 005 0. 003 0. 003

摇 摇 注:相对灰度值 =目的蛋白灰度值 / 茁鄄actin 灰度值;q 检验:与 control 组比

较*P <0. 05,**P <0. 01;与玉 +域期组比较吟吟P <0. 01

明确,且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5 - 7]。 HCC 是多步

骤、多阶段发生的疾病,高侵袭性和转移能力是其特

点,也是影响病人疗效和预后的主要因素。 HCC 的

发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肿瘤微环境已被

证实在肿瘤的发展转移和复发过程中起到重要作

用,肿瘤微环境包括肿瘤细胞、细胞外基质和基质细

胞(包括成纤维细胞、免疫和炎性细胞、脂肪细胞

等) [8],而巨噬细胞是肿瘤微环境中浸润的一类重

要免疫细胞。
在本研究中,CD163 和 CD206 被用来标记 M2

巨噬细胞,检测 M2 巨噬细胞在不同分期肝癌样本

中的表达。 CD163 是一种在人体中被 CD163 基因

编码的蛋白质,是对血红蛋白 - 结合珠蛋白复合物

高亲和力的清道夫受体,其是一类吞噬细胞表面的

跨膜蛋白。 CD163 仅仅在单核 - 巨噬细胞系中表

达,在多种含成熟巨噬细胞的组织器官中高表达,如
肺泡巨噬细胞、脾脏的血浆巨噬细胞、肝脏巨噬细胞

( 枯否细胞)等[9] 。CD206,即甘露糖受体1,是一种

主要存在于巨噬细胞和未成熟 DC 细胞的 C 型凝集

素。 有报道[10]称,其可促进巨噬细胞活化、抗原提

呈和免疫应答。 CD163 和 CD206 是公认的鉴定 M2
型巨噬细胞的标志物[11 - 12],研究它们的共定位更能

准确地定位 M2 型巨噬细胞。 在本研究中,CD163
和 CD206 在肝癌组织石蜡切片中的共定位明显高

于对照组表达,同时在芋 + 郁期的共定位明显高于

玉 +域期,提示 M2 巨噬细胞的表达可能与 HCC 的

恶性度及转移有关。 肝癌新鲜组织的 Western
blotting 结果也显示,M2 巨噬细胞在肝癌组织中的

表达高于癌旁组织,同时晚期肝癌中 CD163 和

CD206 的表达明显高于早期肝癌。
NF鄄资B 家庭主要成员包括 RelA(p65)、c鄄Rel 和

RelB、NF鄄资B1 ( p50 蛋白及其前体 p105)、NF鄄资B2
(p52 蛋白及其前体 p100)。 有研究[13] 表明,NF鄄资B
可通过持续活化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减少凋亡,提高

肿瘤细胞的浸润和转移能力[13]。 在哺乳动物中,
p50 是最重要的蛋白之一,参与了多种肿瘤细胞的

表达,发挥重要作用。 经典的 NF鄄资B 信号通路参与

了机体的自身免疫[14],而脊椎动物的炎症反应是自

身免疫的重要表现形式。 肝癌是典型的炎症 -肿瘤

相关疾病。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肝癌进展,p50 表

达明显增高。 相似的,PORTA 等[15] 报道 p50 参与

了结直肠癌的进展。 同时 M2 巨噬细胞的数量也增

多,而进一步研究 NF鄄资B p50 的表达与 M2 巨噬细

胞的相关性发现,NF鄄资B p50 蛋白的表达与 M2 巨噬

细胞的表达呈显著正相关。 既往研究[16 - 17] 表明,
TAM 可释放多种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基
质金属蛋白酶等,促进肿瘤进展。 TAM 促进肿瘤生

长浸润可能与其高分泌白细胞介素鄄10、肿瘤坏死因

子鄄琢 等细胞因子,激活 NF鄄资B 通路,上调 NF鄄资B
p50 蛋白的表达相关。 而 NF鄄资B 从细胞质进入细胞

核内,调控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上调信号转导和转

录激活因子鄄3 等的表达,进一步促进肿瘤进展[18]。
同时,NK鄄资B p50 能诱导 M2 巨噬细胞相关基因,是
M2 巨噬细胞驱动的炎症反应中的重要组分[19],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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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M2 巨噬细胞和 NK鄄资B p50 可能存在协同作用,
共同促进肝癌进展。

综上所述,随着肝癌的进展,M2 巨噬细胞和

NK鄄资B p50 的表达均上升,且具有明显相关性,提示

M2 巨噬细胞增多,可能通过激活 NF鄄资B 信号通路,
上调 p50 表达,促进了 HCC 的恶性进程;而 p50 表

达的上升可能进一步增多 M2 巨噬细胞,从而进一

步促进肝癌的进展。 本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了解

M2 型巨噬细胞促进肿瘤浸润生长的机制,为肝癌靶

向治疗提供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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