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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乳腺癌组织 ERα、ERβ的表达及其意义

汪子书 ,秦凤展 ,吴　穷 ,佘明金

[ 摘要] 目的:研究雌激素受体α(ERα)与 ERβ mRNA 及 ERα蛋白在女性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 , 并探讨 ER亚型的表达与乳腺

癌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及其表达意义。方法:采用 RT-PCR 及免疫组化 S-P 法 , 检测 52 例乳腺癌组织及 19 例乳腺纤维

腺瘤组织中 ERα与 ERβ mRNA 及 ERα蛋白的表达。结果:ERβ mRNA 总表达率在乳腺癌组织中为 51.9%,高于其在乳腺纤

维腺瘤组织中的表达率 21.1%(P<0.05);ERαmRNA 单独表达率在乳腺纤维腺瘤组织中为 63.2%, 高于其在乳腺癌组织中

的表达率 25.0%(P<0.05);ERα与 ERβ mRNA 共表达表型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率为 51.9%,高于其在乳腺纤维腺瘤组织

中的表达率 15.8%(P<0.05);在乳腺癌组织中 ERα与 ERβ 共表达表型与淋巴结转移有一定关系(P <0.05), 并趋向于更高

的肿瘤病理学分级;ERα蛋白在乳腺癌及乳腺纤维腺瘤两种组织中的表达率相似。结论:在乳腺癌组织中 ERα与 ERβ 共同表

达可能是乳腺癌患者预后不良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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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R 737.9　　　[ 文献标识码] A

Express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estrogen receptorαand estrogen receptorβ in female breast cancer
WANG Zi-shu , QING Feng-zhan ,WU Qiong , SHE Ming-jin

(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 , Af f 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 Anhui 233004 ,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estrogen receptor subtype ERα/β gene mRNA and ERαprotein in female breast

cancer , and to investig ate the expression significance of ER subtype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ER subtype

and the clinic pathologic behavio r of breast cancer.Methods: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S-P me thod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ERα/β gene m RNA and ERαpro tein in 52 fresh breast

cancer samples and 19 fresh breast fibro adenoma samples.Results:The to tal positive rate of ERβ mRNA was 51.9% in breast cancer ,

w 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breast fibroadenoma(P <0.05).The positive rate of ERαmRNA alone in breast

fibroadenoma w as 63.2%, which w 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breast cancer(P <0.05).The coexpression ra te of ERαand

ERβ mRNA in breast cancer w as 51.9%, higher than that(15.8%) in breast fibroadenoma(P <0.05).The phenotype of

coexpression ERαand ERβ in breast cancer was associated w ith positive lymph node(P <0.05), and there was a trend tow ard higher

g rade.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 een the positiv e rate of ERαprotein in breast cancer and breast fibroadenoma.

Conclusions:The coexpression of ERαand ERβ in breast cancer may be a poo r prognostic facto r fo r patients w ith breast cancer.

[ Key words] breast neoplasms;estro gen receptor;gene

　　研究表明 ,在乳腺癌组织中有雌激素受体 α

(ERα)及 ERβ mRNA 的表达 ,但文献报道 ER两种

亚单位在乳腺癌组织中具体表达情况尚存差异 。

ERα与 ERβ通过 DNA中 AP1(activating protein 1)

位点进行信号传递时所介导的雌激素效应完全相

反 ,并且雌激素拮抗剂与 ERβ结合通过此位点发挥

雌激素样作用 ,提示 ERβ在雌激素拮抗剂耐药方面

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R亚单位 mRNA在乳腺癌

组织中的表达情况与乳腺癌患者的淋巴结转移 、肿

瘤的病理学分级和月经状态等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

关系 ,目前尚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检测了 52例乳

腺癌及 19 例乳腺纤维腺瘤组织中 ERα与 ERβ

mRNA及 ERα蛋白的表达 , 分析了 ERα与 ERβ

mRNA及 ERα蛋白在两种组织中表达的差异及其

与乳腺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初步探讨了乳

腺癌抗雌激素治疗耐药可能涉及的部分机制 ,并期

望为临床乳腺癌患者提供更有价值的预后指标 。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收集 2002年 7 ～ 12月本院病理科

新鲜的女性乳腺癌组织标本 52例 ,乳腺纤维腺瘤组

织标本 19例 。每份标本用 1×PBS 冲洗两遍后分

两部分 ,分别用于抽提总 RNA 及免疫组化 ER蛋白

检测。71 例患者术前均未行任何治疗 ,年龄 26 ～

84岁 。乳腺癌组织标本病理学分级 Ⅰ级 12 例 , Ⅱ

级24例 , Ⅲ级 16 例;绝经前 30 例 ,绝经后 22 例。

于上海生物研究所购买 ERα与 ERβ 双阳性乳腺癌

细胞株 T-47D及双阴性乳腺癌细胞株 SK-BR-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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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作本实验阳性及阴性对照。

1.2　总 RNA提取　使用 Trizol试剂 ,按说明书操

作(GIBCOBRL 产品),每份标本取 1 g 组织 ,721分

光光度计测OD260值定量 ,取 5μl于 1.8%变性胶电

泳分析总 RNA 完整性 ,本法提取的 RNA 可见 18S

和 28S两条带 。

1.3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

1.3.1　cDNA制备　用第一链合成试剂盒(加拿大

FBI 产品)制备 cDNA ,按说明书操作。

1.3.2引物序列　ERα、ERβ及内参照 GAPDH引物

均由上海 Sangon 公司合成 ,其序列分别如下:ERα

(148 bp)
[ 2]
, 5′-TGTGCAATGACTATGCTTCA-3′,

5′-GCTCTTCCTCCTGTT TTTA-3′; ERβ (241

bp)
[ 2]
, 5′-GTCCATCGCCAGTTATCACATC-3′,

5′-GCCT TACATCCT TCACACGA-3′;GAPDH(268

bp)
[ 3]
, 5′-ACAG TCCATGCCATCACTGCC-3′, 5′-

GCCTGCTTCACCACCTTCTTG-3′。

1.3.3　PCR反应体系及条件 　ERαPCR反应体

系:终体积 50 μl ,分别含有 10×buf fer 5 μl、MgCl2

3μl 、dNTPs 1 μl 、cDNA 2 μl 、taq 酶 1 μl 、上下游引

物 1.2 μl×2。PCR反应条件为:94℃ 45 s ,54℃45

s , 72℃45 s ,扩增 30个循环;72℃延伸 5 min;4℃保

存。ERβ PCR反应体系:终体积 50μl ,分别含有 10

×buffer 5 μl 、MgCl2 3 μl 、dNTPs 1 μl、cDNA 1 μl 、

taq酶 1 μl 、上下游引物 2.5 μl×2。PCR反应条件

为:94℃45 s ,58.5℃45 s ,72℃45 s ,扩增 30个循

环;72℃延伸 5 min;4℃保存 。GAPDH 反应体系:

终体积 50μl ,分别含有 10×buffer 5 μl、MgCl2 3μl 、

dNtp 1μl、cDNA 2μl 、taq酶1 μl 、上下游引物 1.2 μl

×2。PCR反应条件为:94℃ 60 s , 58℃ 60 s , 72℃

90 s ,扩增 25个循环;72℃延伸 5 min;4℃保存 。

1.3.4　PCR产物测定　PCR产物在含 0.5 μg/ml

EB的 2%琼脂糖凝胶电泳 ,结果照相 。样本表达内

参照 GAPDH ,说明制备的 cDNA 是完整的 ,可用于

ERα和 ERβ mRNA 的检测(见图 1 , 2)。每例样本

的PCR重复 3次 ,减少误差 。所有操作均设阳性 、

阴性和空白对照 。

1.4　免疫组化 S-P 法　按说明书操作(福州迈新生

物技术开发公司产品)。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χ2检验和秩和检验 。

2　结果

　　ERβ mRNA 总表达率在乳腺癌组织中为

51.9%,高于其在乳腺纤维腺瘤组织中的表达率

21.1%(P<0.05);ERαmRNA 及 ERα蛋白在乳腺

癌及乳腺纤维腺瘤两种组织中的总表达率相似(见

表 1)。ERα单独表达 、ERβ 单独表达 、ERα与 ERβ

共表达 、ERα与 ERβ都不表达四种表型在乳腺癌和

乳腺纤维腺瘤组织中的表达差异见表 2。乳腺癌组

织中 ERα、ERβ共表达表型与淋巴结转移 、肿瘤病理

学分级及月经状态的关系见表 3 、4 。

表 1　两种组织中 ERα、ERβ mRNA 和 ERα蛋白的表达

组织类型 n
ERαmRNA

总表达

ERβ mRNA

总表达

ERα蛋白

表达

乳腺癌 52 40 27 32

乳腺纤维腺瘤 19 15 4 12

合计 71 55 31 44

χ2 — 0.02 5.39 0.02

P — >0.05 <0.05 >0.05

表 2　两种组织中 ER四种表型的表达

组织类型 n
ERα

单独表达

ERβ

单独表达

ERα、ERβ

共表达

ERα、ERβ

不表达
uc P

乳腺癌 52 13 0 27 12

乳腺纤维腺瘤 19 12 1 3 3 2.581 <0.01

合计 71 25 1 30 152.3

表 3　乳腺癌 ER亚型与淋巴结转移 、月经状态的关系(n)

ER亚型 n
淋巴结转移

LN+　　LN-

月经状态

绝经前　绝经后

ERα 13 4 9 7 6

ERβ 0 0 0 0 0

ERα、ERβ 共表达 27 20 7 16 11

ERα、ERβ 不表达 12 4 8 7 5

合计 52 28 24 30 22

χ2 — 9.26 0.11

P — <0.01 >0.05

表 4　肿瘤分级与 ERα、ERβ 共表达表型和其它表型的关系(n)

肿瘤分级
ERα、ERβ

共表达
ERα

ERα、ERβ

不表达
合计 Hc P

Ⅰ 2 5 5 12

Ⅱ 13 6 5 24 8.53 <0.05

Ⅲ 12 2 2 16

合计 27 13 1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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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乳腺癌是女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研究

资料提示 ,雌激素是乳腺癌重要的有丝分裂刺激剂 ,

它的这种促分裂作用通过乳腺组织中的雌激素受体

(ER)介导[ 1] ,ERα阳性成为乳腺癌患者抗雌激素治

疗的依据 。但是由于获得性耐药大多数开始抗雌激

素治疗有效的患者最终会复发 ,这种获得性耐药的

机制至今仍未阐明。

雌激素受体属核受体超家族成员 ,是一类配体

活化的转录调节因子 ,现已知它有 ERα、ERβ及 ERγ

三种亚型存在 ,但在人类乳腺癌组织中目前仅发现

有 ERα及 ERβ两种亚型表达
[ 4]
。就功能而言 , ERα

和 ERβ均可通过两种方式介导基因转录:(1)通过

经典的雌激素反应元件(est rogen response element ,

ERE)进行信号传递 , ERα与 ERβ通过这种方式介

导的雌激素及抗雌激素效应是一致的[ 5] 。(2)通过

AP1增强子元件进行信号传递 。在这一信号通路

中 ,与配体结合的受体二聚体需要转录因子 Fos和

Jun的共同作用而进行转录激活 。当通过 AP1位点

进行信号传导时 ,ERα与 ERβ介导的雌激素效应完

全相反。雌激素与 ERα结合激活转录 ,而与 ERβ结

合则抑制转录。但是 ,所有类型的雌激素拮抗剂与

ERβ结合后 ,都是 AP1 位点的强力转录激活子 ,以

雌激素激动剂而非拮抗剂的方式起作用的[ 5] 。

ER亚型在正常乳腺及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情

况 ,不同的文献报道尚有差异
[ 3 ,6 ～ 9]

。其原因可能

是被检测标本的不同及检测方法的差异 。本研究以

乳腺纤维腺瘤作对照 ,分别采用 RT-PCR及免疫组

化S-P 法检测 ,发现 ERαmRNA 及 ERα蛋白的总

表达率在乳腺癌和乳腺纤维腺瘤两种组织中差异均

无显著性(P >0.05),且均有较高的表达 ,提示其在

介导雌激素产生的细胞增殖作用 ,形成腺瘤和乳腺

癌的过程中有重要意义 。同时 ,两种不同检测方法

的检测结果的一致性似乎表明 RT-PCR法较免疫

组化 S-P 法更灵敏些 。另外 ,与乳腺纤维腺瘤比较 ,

乳腺癌的 ERβ mRNA总表达率显著增高 ,提示其可

能在调节乳腺癌的生物学性状方面另具意义。ERβ

介导基因转录效应当通过 AP1位点进行信号传导

时 ,抗雌激素药物的作用被逆转而发挥转录激活效

应
[ 5]
,所以 ERβ mRNA过度表达可以部分解释为什

么抗雌激素药物三苯氧胺(TAM)能刺激部分乳腺

癌细胞的生长 ,同时这也可能与一些乳腺癌患者内

分泌治疗失败的机制有关。Speirs等[ 10]采用 RT-

PCR法研究表明 ,在 TAM 耐药的乳腺癌患者(即接

受 TAM 治疗中肿瘤复发)及 TAM 耐药细胞株中均

有 ERβ mRNA 水平明显上调 ,提示 ERβ 过度表达

可能在 TAM 耐药中有重要作用 ,但还不能确定这

种表达上调是导致耐药的原因 ,还是耐药的结果 ,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Dotzlaw 等[ 11] 的研究表明 ERβ

的表达与PR呈负相关关系 ,而 PR阳性通常表示乳

腺癌较好的预后和内分泌治疗有效 ,这种负相关提

示 ERβ mRNA的过度表达可能有较差预后 ,并和内

分泌激素治疗失败的机制有关。

本研究的乳腺癌组中 , ERα与 ERβ共表达表型

的表达率为 51.9%,高于另外三种表型的表达率。

进一步分析发现 , ERα与 ERβ共表达表型与患者的

淋巴结转移及肿瘤的病理学分级有一定关系 ,而与

患者的月经状态无明显关系 。它多见于淋巴结阳性

患者 ,并趋向于更高的病理学分级。而更高的病理

学分级及淋巴结阳性是乳腺癌患者较差的预后因

素 ,ERα与 ERβ共表达表型与它们显著相关 ,提示

该表型可能是乳腺癌患者预后不良的指标 。ERα与

ERβ可结合形成同源(αα、ββ)或异源(αβ)二聚体 ,这

就意味着有三种可能的雌激素信号传导路径。在那

些单独表达 ERα或 ERβ的组织中 ,信号是通过特定

的受体二聚体(αα或 ββ)传导的 , 而在那些共表达

ERα与 ERβ的组织中 ,信号就可能被αβ 异源二聚

体介导 。因此在同一乳腺癌组织中共表达 ERα与

ERβ ,可能会由于 ERα与 ERβ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相

互影响 ,导致了对雌激素或雌激素拮抗剂产生不同

的反应性 ,同时也可能导致出现 ER介导的信号传

导的紊乱 。由此推测在共表达 ERα与 ERβ 的乳腺

癌组织中 ,由于 ERα与 ERβ间的相互作用 ,出现 ER

信号传导的紊乱及对雌激素的异常反应性 ,使癌组

织从激素依赖性向激素非依赖性或其它更具攻击性

的基因型转变 ,最终导致比较差的预后。另外 ,如果

该乳腺癌组织中 ERβ过高表达或被激活 ,通过 AP1

位点进行信号传导还可以解释一些患者抗雌激素治

疗失败的原因。

雌激素受体是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和预后评估的

一个重要指标。几年前 ERβ的发现 ,使我们重新评

估雌激素受体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在乳腺肿瘤发生 、

发展及耐药机制方面的意义 ,也为这方面的研究提

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本研究结果提示 ERβ 在乳腺

癌的内分泌治疗耐药机制中有重要意义 , ERα与

ERβ共表达表型可能是乳腺癌患者一项预后不良的

指标。但本研究的结果尚缺乏大量临床前瞻性随机

对照研究资料去验证 , 这也将是今后这方面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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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氧化二砷对恶性黑色素瘤 A375细胞株凋亡的诱导作用

马　佳 ,陈素莲 ,陈治文

[ 摘要] 目的:研究三氧化二砷(As2O 3)对人恶性黑色素瘤 A375细胞株凋亡的诱导作用。方法:采用流式细胞术(FCM)检测不

同浓度的三氧化二砷诱导 A 375细胞的早期凋亡率和晚期凋亡率。结果:As2O 3 浓度分别为 5 μmol/ L、10 μmol/ L 、20 μmol/ L

时 , A375细胞的早期凋亡率分别为 9.75%、50.9%和 43.7%, 晚期凋亡率分别为 2.10%、4.61%和 11.2%,总凋亡率分别为

11.85%、55.51%和 54.9%。结论:As2O3 可诱导 A375细胞早期凋亡和晚期凋亡 , 10 μmol/ L 和 20 μmol/ L的 As2O 3 可明显增

加 A375细胞总凋亡率 。

[ 关键词] 黑色素瘤;三氧化二砷;A 375细胞株;凋亡

[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R 739.5;O 612.5　　　[ 文献标识码] A

Effect of arsenic trioxide on induction of apoptosis of melanoma A375 cells
MA Jia , CHEN Su-lian , CHEN Zhi-w en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 Bengbu Medical College , Anhui 233003 ,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effect of arsenic trioxide on induction of apoptosis o f melanoma A375 cell line.Methods:Early

apoptosis rate and la te apoptosis rate in A 375 cells were analysed by flow cy tometry.Results:Af ter pretreated with arsenic trioxide o f 5

μmol/ L , 10 μmol/ L , and 20μmol/ L , the early apoptosis rate in A375 cells were 9.75%, 50.9%, and 43.7%, respectively.The late

apoptosis rate in A375 cells w ere 2.10%, 4.61%, and 11.2%, respectiv ely.The to tle apoptosis rate were 11.85%, 55.51%, and

54.9%, respectively.Conclusions:The early and the late apopto sis rate in A 375 cells w ere induced by arsenic trioxide.

[ Key words] melanoma;arsenic trioxide;A375 cell line;apoptosis

　　三氧化二砷(As2O3)是我国传统中药的主要成

分 ,长期以来 ,砷及其化合物一直被认为是剧毒物

质 ,随着医学的发展 ,砷的毒理 、药理研究也有了进

展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应用其治疗以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为主的恶性血液病和某些实体瘤 , 疗效显

作的重点。本实验通过设定阳性 、阴性及空白对照

减少了系统误差 ,提高了实验的特异性 。目前 ,免疫

组化的方法测定的 ER蛋白状态只是测定了 ERα,

随着 ERβ单克隆抗体的开发及应用 ,常规测定 ERβ

的蛋白表达将成为可能 ,这对完善乳腺癌内分泌治

疗的纳入标准和开发应用 ER亚型的调节剂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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