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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探讨 MMP-2 、MMP-9及 T IMP-2 和细菌 L型感染在卵巢肿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免疫组化和革兰

染色方法检测 120 例卵巢肿瘤中的 MMP-2 、MMP-9 及 T IMP-2 表达,以及细菌 L型的检出率, 并用 χ2 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卵巢乳头状癌中 MMP-2 、MMP-9及 T IMP-2 的表达率均明显高于良性肿瘤( P <0.005) 。MMP-2 、MMP-9 在卵巢乳头

状癌中临床分期Ⅲ 、Ⅳ期中的表达率明显高于 Ⅰ 、Ⅱ期, 随着病理分级增高而显著增加( P<0.005) ,腹腔淋巴结有转移和有腹

腔积液者均高于无腹腔淋巴结转移和无腹腔积液者( P<0.05～ P<0.005) 。而 T IMP-2 阳性表达与 MMP-2、MMP-9 阳性表

达相反( P<0.05 ～ P<0.005) 。细菌 L 型检出率在恶性肿瘤与良性肿瘤差异无显著性( P>0.05) , 但随病理分级 、临床分期

增高而显著增加( P<0.005) ,腹腔淋巴结有转移和有腹腔积液者均明显高于无腹腔淋巴结转移和无腹腔积液者( P <0.005) 。

结论:MMP-2 、MMP-9 及 T IMP-2在卵巢肿瘤中不同程度异常表达及细菌 L型检出率与肿瘤的临床分期 、病理分级 、有无腹腔

淋巴结转移及有无腹腔积液者均有明显关系, L型感染可能为诱发肿瘤因素之一, MMP-2 、MMP-9 与 L 型感染可能有协同致

瘤作用。 T IMP-2 对卵巢肿瘤的进展可能也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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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MMP-2 、MMP-9 、TIMP-2 and infection of bacterial L-forms in ovarian neoplasms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YU Lan1, WANG Wan-y ing2, WANG Chao-fu3 , YAO Min1

( 1.Department of Pathology ,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233003;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 Af 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233004;3.Af f iliated Tumor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32,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MMP-2、MMP-9 、T IMP-2 and infection of bacterial L-forms in ovarian neoplasms

and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Methods: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w 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MMP-2、MMP-9

and TIMP-2 in 120 case of ovarian tumors.Gram' s straining was used to examine bacterial L-forms in these tissues.Results:The

postive rates of MMP-2、MMP-9 and TIMP-2 w ere higher in malignant tumors than that in benign ones( P<0.005).The positive

rates of MMP-2 and MMP-9 were higher in stage Ⅰ Ⅱ than tha t in stag e Ⅲ , Ⅳ, and which increased with the grade ( P<0.005).

The expression of these two proteinases w ere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lymph node involvement and ascites than those without that( P <

0.05 to P<0.005)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T IMP-2 w as opposite to MMP-2 and MMP-9 ( P<0.05 to P<0.005).The positive

rate of bacterial L-forms w as no t higher in malignant tumo rs than that in benign ones( P >0.05) , but it w as increased with clinical

stag e and pathological g rade ( P<0.005) .The expression of L-fo rms w as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lymph node involvement and ascites

than those without that( P <0.005) .Conclusions:In ovarian neoplasms, the abnormal expression of MMP-2 、MMP-9、TIMP-2 and

positive rate of bacterial L-fo rms have obvious relationship w ith clinical stage, pathological grade, lymph node involvement and ascites.

Bacterial L-forms is maybe one o f the inductiv e factors of the occur rence of tumor.MMP-2 、MMP-9 and bacterial L-forms perhaps

have the function of positive coopera tivity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occur rence o f ovarian neoplasms.T IM P-2 perhaps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ovarian neoplasms.

[ Key words] ovarian neoplasms;matrix metalloproteinase;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bacterial L-forms;immunohistochemical

　　基质金属蛋白酶 (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MMPs)在妇科恶性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相

应正常组织, 尤其是明胶酶( MMP-2和 MMP-9)的

高表达与妇科恶性肿瘤的侵袭和转移密切相关。

MMPs为降解细胞外基质所必需, 它可以被基质金

属蛋白酶抑制剂 (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

TIMPs)特异性地抑制。MMPs 、TIMPs 调节失衡在

肿瘤恶变与转移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细菌 L 型

感染极有可能成为诱发肿瘤因素之一 。我们采用免

疫组化 S-P 法检测卵巢肿瘤中 MMP-2 、MMP-9及

T IM P-2表达;采用革兰染色检测细菌 L 型检出率,

以探讨他们在卵巢肿瘤发生 、发展与浸润和转移的

关系及其临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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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　来源于我室 2000 ～ 2003年外检档案中

120例卵巢肿瘤蜡块,经重新切片复查, 其中乳头状

癌 97例( Ⅰ级 22例, Ⅱ级 39例, Ⅲ级 36例) ;良性

肿瘤 23例 。每例连续切片数张, 4 μm 厚, 分别行免

疫组化和革兰染色。

1.2　免疫组化 S-P 法　120 例卵巢肿瘤均行免疫

组化染色,第一抗体 MMP-2 、MMP-9及 TIM P-2单

克隆抗体( 1∶50) ,二抗及 S-P 复合物 1∶100, DAB 显

色(所有试剂均购自北京中山公司) 。分别设阳性 、

阴性和省略对照。阳性为肿瘤细胞浆内棕黄色

颗粒 。

1.3　革兰染色　检测肿瘤组织中 L 型感染情况,

用 10×100油镜观察并记数, 每例随机观察 10个视

野,取 L 型菌平均数, L型菌数≥30 个为阳性, <30

个或未查见 L 型菌者为阴性 。L 型形态多种多样,

有矩形体 、圆球体及原生小体等,尤其原生小体与病

毒颗粒大小相似 。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χ
2
检验。

2　结果

2.1 　不同类型卵巢肿瘤中 MMP-2 、MMP-9 及

TIMP-2表达及细菌 L 型检出情况　卵巢乳头状癌

中MMP-2 、MMP-9 及 TIMP-2 的表达率明显高于

良性肿瘤( P <0.005, 见图 1 ～ 3) ,细菌 L 型主要分

布于肿瘤间质或肿瘤细胞质内(见图 4) , 而细菌 L

型的检出率在肿瘤的类型间差异无显著性( P >

0.05) (见表 1) 。

　表 1　不同类型卵巢肿瘤中 MMP-2、MMP-9、T IMP-2 表

达及细菌 L型检出结果比较( n)

肿瘤类型 n MMP-2 MMP-9 TIMP-2 细菌 L 型

乳头状癌 97 72 74 59 25

良性肿瘤 23 5 6 5 3

合计 120 77 80 64 28

χ2 — 22.28 21.08 11.41 1.68

P — <0.005 <0.005 <0.005 >0.05

2.2　卵巢乳头状癌的组织学类型 、临床分期和病理

分级与 MMP-2 、MMP-9 、TIM P-2 表达及细菌 L 型

感染的关系　97 例乳头状癌中 MMP-2 、MMP-9 、

TIMP-2表达及细菌 L 型感染在不同的组织学类型

中差异均无显著性( P >0.05) ,临床分期 Ⅲ 、Ⅳ期均

高于Ⅰ 、Ⅱ期( P <0.05 ～ P <0.005) 。97例乳头状

癌分级中, Ⅰ级 、Ⅱ级和 Ⅲ级的 MMP-2 阳性表达率

分别为 40.9%、76.9%和 91.7%, MMP-9阳性表达

率分别为 40.9%、79.5%和 94.4%, 两种蛋白酶阳

性表达率均随着恶性肿瘤分级增高而显著增加( P

<0.005) ,而 TIMP-2 阳性表达率均随着恶性肿瘤

临床分期及病理分级增高而显著减低( P <0.005) 。

细菌 L 型检出率与病理分级 、临床分期差异均有显

著性( P<0.005) (见表 2, 图 3) 。

　表 2　卵巢乳头状癌组织学类型 、临床分期和病理分级与

MMP-2 、MMP-9 、T IMP-2 表达及细菌 L 型感染的

关系( n )

观察项目 n MMP-2 MM P-9 TIMP-2 细菌 L 型

组织学类型

　浆液性癌 87 65 68 54 22

　黏液性癌 10 7 6 5 3

　合计 97 72 74 59 25

　χ2 — 0.00 0.79 0.16 0.00

　P — >0.05 >0.05 >0.05 >0.05

临床分期

　Ⅰ 、Ⅱ期 53 31 32 38 6

　Ⅲ 、Ⅳ期 44 41 42 21 19

　合计 97 72 74 59 25

　χ2 — 15.12 16.13 5.80 12.76

　P — <0.005 <0.005 <0.05 <0.005

乳头状癌分级

　Ⅰ 22 9 9 20 1

　Ⅱ 39 30 31 28 7

　Ⅲ 36 33 34 11 17

　合计 97 72 74 59 25

　χ2 — 18.64 22.00 24.17 15.09

　P — <0.005 <0.005 <0.005 <0.005

2.3　各临床指标与 MMP-2 、MMP-9 、TIM P-2表达

及细菌 L 型感染的关系　卵巢乳头状癌中 MMP-

2 、MMP-9阳性表达在有腹腔淋巴结转移及有腹腔

积液者均高于无转移及无腹腔积液者( P <0.05 ～

P<0.005) , TIM P-2 阳性表达与 MMP-2 、MMP-9

相反( P<0.005) 。细菌 L 型检出率有腹腔淋巴结

转移和有腹腔积液者均高于无转移及无腹腔积液者

( P <0.005 ) 。不同年龄组 MMP-2 、MMP-9 及

T IM P-2阳性表达均无显著性( P>0.05) (见表 3) 。

3　讨论

　　MMPs是一类 Zn2+依赖的细胞外蛋白水解酶,

它可以降解基底膜, 促进恶性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

移 。MMP-2和 MMP-9是两种重要的 MMPs蛋白。

MMP-2和 MMP-9在肿瘤的发生发展, 尤其在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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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袭和转移过程中起重要促进作用 。MMP-2 可

以降解Ⅳ型胶原和明胶, 还具有调节肿瘤细胞黏附

作用, 因而成为研究肿瘤侵袭转移的热点[ 1] 。

MMP-2可通过选择性基质成分促进癌细胞失控性

生长 、突破基膜 、迁移 、黏附及肿瘤新生血管网形成,

与转移过程中癌细胞的存活以及细胞的恶性转化有

关[ 2] 。Davidson等[ 3]通过对 MMPs和血管生成因

子与卵巢癌预后价值评价的关系研究表明, MMP-9

同时表达于卵巢肿瘤间质细胞和肿瘤细胞, 且

MMP-9的过度表达与晚期卵巢癌的不良预后有关 。

　表 3　卵巢乳头状癌临床指标与 MMP-2、MMP-9 、T IMP-

2 表达及细菌 L 型感染的关系( n)

观察项目 n MMP-2 MMP-9 TIMP-2 细菌 L 型

年龄(岁)

　<60 72 55 56 42 22

　≥60 25 17 18 17 3

　合计 97 72 74 59 25

　χ2 — 0.68 0.34 0.73 3.34

　 P — >0.05 >0.05 >0.05 >0.05

腹腔转移

　有 45 42 42 20 22

　无 52 30 32 39 3

　合计 97 72 74 59 25

　 χ2 — 16.02 13.48 9.45 23.45

　 P — <0.005 <0.005 <0.005 <0.005

腹腔积液

　有 28 25 26 7 18

　无 69 47 48 52 7

合计 97 72 74 59 25

　 χ2 — 4.67 5.97 21.20 30.52

　P — <0.05 <0.05 <0.005 <0.005

　　而 TIM Ps与相应的 MMPs酶原及其活化形式

结合, 即 TIM P-2 与 MMP-2 结合, T IM P-1 与

MMP-9结合,从而抑制 MMPs的产生及其活性, 是

肿瘤发生恶性转化和转移的抑制因素。而 TIMP-2
是存在于机体内的组织型 MMP-2 抑制剂, 特异性

与 MMP-2 酶原和活性酶 1∶1 结合, 使之失活,

T IMP-2/MT I-MMP 复合物与 MMP-2 结合, 可使

之激活,所以 MMP-2 与 TIMP-2既相互拮抗, 又相

互协同,两者分布一致,两者的平衡对维持基底膜的

完整以及 MMP-2的正常功能有重要意义。Murphy

等[ 4]发现 TIMP-2可抑制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 bFGF)刺激的人血管内皮细胞增生。此发现表明,

T IMP-2不仅可通过抑制金属蛋白酶降解来阻止肿

瘤的浸润与转移, 而且还可以通过抑制 bFGF 所刺

激的新生血管形成阻止原发肿瘤的生长。

　　本研究表明, 恶性肿瘤中 MMP-2 、MMP-9 及

T IM P-2 的表达率均明显高于良性肿瘤 ( P <

0.005) 。Brown[ 5]认为,肿瘤中 MMPs和 TIMPs同

时表达增多的现象与机体的防御平衡机制被破坏有

关,即 MMPs的蛋白水解活性最终超过机体通过防

御性反应表达的 TIM Ps活性, 导致了肿瘤周围组织

的降解和重构,并侵袭血管和淋巴管,形成转移灶。

Mannello 等[ 6]认为, T IMP-1 和 TIMP-2 除能够抑

制 MMPs的活性 、抑制肿瘤的生长 、侵袭和转移外,

还有生长因子样作用, 能抑制血管生成并抑制细胞

的程序性死亡,后两者与抑制 MMPs活性无关。

MMP-2 、MMP-9 阳性表达率均随着恶性肿瘤

的病理分级增高而显著增加( P <0.005) , 临床分期
愈晚表达愈高( P<0.005) , 有腹腔淋巴结转移及有

腹腔积液者均高于无腹腔淋巴结转移及无腹腔积液

者( P <0.05) 。MMP-2 、MMP-9阳性表达在判断卵

巢恶性肿瘤的侵袭和转移,以及恶性程度和预后估

计上具有较为重要的临床意义。而 TIMP-2阳性表

达率与肿瘤临床分期 、病理分级 、有腹腔淋巴结转移

及有腹腔积液者比无腹腔淋巴结转移及无腹腔积液

者的关系与 MMP-2 、MMP-9相反, 说明Ⅳ胶原酶在

促进卵巢恶性肿瘤浸润和转移的同时, T IM P-2对

卵巢恶性肿瘤浸润和转移起抑制作用, 提示 MMP-

2 、MMP-9 、TIMP-2与卵巢恶性肿瘤发生发展有关,

尤其在肿瘤的浸润和转移过程起重要促进作用, 也

是评价卵巢恶性肿瘤预后的依据 。

　　细菌 L 型是细菌的细胞壁发生不同程度缺损

所致,其生物学行为和致病特征与病毒有相似之处,

细菌 L 型的原生小体类似病毒颗粒, 可侵入细胞内

生长 、繁殖,这样不断造成细胞和组织的损伤,而损

伤的组织可通过周围的组织增生来修复, 有可能引

起体细胞增生和不典型增生以至癌变[ 7] 。同时 L

型引起的慢性炎症灶内巨噬细胞可分泌自由基活性

氧, 引起细胞内产生小分子量的断裂因子, 导致

DNA损伤,断裂或使 DNA 发生错误修复[ 8] , 因此推

断细菌 L 型感染可引起 MMP-2 、MMP-9及 TIM P-

2过表达或伴有基因变异, 它们共同作用导致细胞

无限蓄积,以致发生恶性转化,在卵巢肿瘤的发生发

展和浸润及转移过程中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组细

菌 L型检出率与肿瘤临床分期 、病理分级 、有腹腔

淋巴结转移 、有腹腔积液比无腹腔淋巴结转移 、无腹

腔积液者均有明显关系( P<0.005) 。
(本文图 1～ 4 见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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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健安胶囊治疗乳腺增生病的实验研究

李　敏,廖松岩,李晓明, 祝晓光

[ 摘要] 目的:观察乳健安胶囊对实验性大鼠乳腺增生病的治疗作用。方法:复制动物乳腺增生模型, 灌乳健安,观察功能学 、组

织细胞学变化和性激素水平变化。结果:乳健安胶囊明显改善大鼠乳腺组织增生性病理形态学变化, 其主要表现为明显减少

乳腺小叶数和腺泡数 ,显著减小乳腺体积 、腺泡腔直径及乳房直径。同时显著降低血清雌二醇水平和血清孕酮水平( P <

0.01) 。结论:乳健安治疗乳腺增生病效果显著。

[ 关键词] 乳腺增生;乳腺, 动物;大鼠模型;乳健安;雌二醇;孕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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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Rujianan capsule on hyperplasia of mammary gland
LI M in, LIAO Song-yan, LI Xiao-ming , ZHU Xiao-guang

(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233003,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Rujianan capsule( RJAC) on mammary hyperplasia in rats.Methods:RJAC,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 as given to hyperplasia model o f rats by per or al.The changes of mammary histocy tes, function and sex

hormone w ere observed.Results:RJAC can mend hyperplastic pathologic changes.I t can reduce the volume and diameter of mammary

g land, the number of breast leaflets and acini.The serum estrogen( E2 ) level and the serum progesterone( P) level were decreased( P <

0.01) .Conclusions:RJAC is effective in treatment of hyperplasia of mammary g land.

[ Key words] hyperplasia of mammary glands;mammarg glands, animal;rat model;Rujianan;estraciol;progesterone

　　乳腺增生病是最常见的乳腺疾病, 可发生于青

春期开始以后的任何年龄妇女, 约占全部乳腺疾病

的 75%。现代医学认为,乳腺增生病的发生与内分

泌功能紊乱 、卵巢功能失调致使体内雌激素水平增

高或活性增强 、孕激素水平降低 、孕激素与雌激素比

例失调有关。西医治疗此病主要采用性激素疗法和

内分泌疗法。使用中医药治疗本病,疗效可靠,副作

用少, 已逐渐被临床广泛采用 。乳健安是我院药物

研究所研制的中药制剂, 本实验通过制备大鼠乳腺

增生模型进行乳健安药效学研究,为其临床治疗乳

腺增生病提供可靠的实验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Wistar 大鼠 60只,健康雌性未孕, 75 ～

85日龄,体重( 210±13) g 。由河南医科大学实验动

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医动字第 410116号 。

1.2　药物　乳健安胶囊,蚌埠医学院药物研究所提

供,批准号为 030720;乳增宁胶囊, 由安徽新力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蚌埠涂山制药厂提供, 国药准字

Z10950011;苯甲酸雌二醇注射液为上海通用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批准号:020402;黄体酮注射液

为上海通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批准号:

020404 。测定激素所用的放免试剂盒均由天津九鼎

医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

1.3　造模 、分组 、给药　将大鼠随机分为 6组, 每组

1 0只, 其中1组作正常对照组, 肌肉注射生理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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