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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组织 survivin mRNA 的表达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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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探讨生存素( survivin) mRNA 在肺癌组织中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及其预后的关系。方法:应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 RT-PCR)检测 41 例肺癌患者 、9 例良性肺疾病患者手术标本中的 sur vivin mRNA 表达,并随访 2 年, 将其表达及表达强度与

临床病理特征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肺癌患者手术标本癌组织中 survivin mRNA 表达的阳性率( 70.7%)均高于癌旁正常组织

( 17.1%)和良性肺疾病患者组织 survivn mRNA 表达的阳性率 ( 1/9) ( P<0.005);癌旁正常组织与良性肺疾病组织 survivin

m RNA 表达的阳性率差异无显著性( P>0.05) ;survivin mRNA 在肺癌组织的表达及表达强度与年龄 、性别 、病理分型 、病理分

级 、解剖部位分型及淋巴结和(或)不同肺叶及远处转移均无明显关系( P>0.05) , 但与预后有明显关系( P =0.001 8) 。结论:

肺癌组织检测 survivin mRNA 表达可以作为肺癌诊断的特异性分子标志物之一,且可独立作为预测肿瘤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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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survivin mRNA in lung cancer tissu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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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 assess the value of detection of survivin m RNA in lung cancer tissues.Methods:The specimens and the para-

carcinomatous normal tissues of 41 patients w ith lung cancer and 9 patients with benign pulmonary diseases were collected.Reverse

transcriptas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survivin mRNA expression in the specimens.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 ed-up for 2 years.The results w ere analyzed relatively.Results:The positiv e rate of survivin mRNA in the

carcinomatous tissues( 70.7%)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ara-carcinomatous normal tissues( 17.1%) and the benign pulmonary

diseases tissues( 1/9) ( P <0.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 een the para-carcinomatous normal tissues and the benign

pulmonary diseases tissues( P>0.05) .survivin mRNA expression w as not related to the age, sex , histolo gical subtype, differentiation,

patholo gic grading or lymph node metastases.Conclusions:Expression of survivin mRNA in the lung cancer tissue can be used as a

specific molecular marker fo r the diagnosis of lung cancer.I t can act 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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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是当前发生率和死亡率极高的恶性肿瘤之
一,且呈上升趋势,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传统的病理

形态学方法诊断肺癌早期确诊率只有约 15%, 尤其

是0 期肺癌患者还不到 0.6%, 总的 5 年生存率不

到15%[ 1] 。因而寻找新的诊断方法以提高患者生

存率显得尤为重要。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 肺癌是

一种基因性疾病,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

导致肺癌细胞的增殖异常和凋亡障碍是其发生发展

的关键, 且基因的异常早于形态学改变[ 2, 3] 。最近

发现的生存素( survivin)基因只在人类大多数肿瘤

组织和胚胎组织中表达, 成人已分化组织则表达下

调或不表达
[ 4]
。 survivin基因不仅能够抑制凋亡而

且在促进细胞增殖 、细胞转化中具有重要作用[ 5, 6] 。

作为凋亡抑制蛋白 ( 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 tein,

IAP)家族成员之一, survivin 独特的功能在肿瘤的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本研究

采用 RT-PCR 方法检测肺癌患者手术标本中

survivin mRNA 的表达, 并随访 2年, 将是否表达 、

表达强度与临床病理特征 、预后进行相关分析, 探讨

其临床意义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标本取自我院及蚌埠市第一 、第三

人民医院胸外科 2001 ～ 2002年 50例手术患者 。41

例经病理组织学确诊为肺癌,其中男 34例, 女 7例;

年龄 26 ～ 74岁。留取标本的患者术前均未进行过

化疗和放疗 。中央型肺癌 27例,周围型肺癌 14例;

鳞癌22例,腺癌 12例(包括肺泡细胞癌 3例) , 差分

化癌 7例;病理 Ⅰ级 3 例, Ⅱ级 24 例, Ⅲ级7例,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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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7例;伴有淋巴结和(或)不同肺叶及远处转移者

22例,不伴有转移者 19 例。同时留取癌旁正常组

织41例。良性肺疾病 9 例(肺炎性假瘤 3 例, 结核

球2例,肺囊肿 1例, 复发性气胸 1例, 支气管扩张

1例, 胸外伤致左下肺不张 1 例)作为阴性对照, 男

8例,女 1例;年龄 12 ～ 57岁 。

1.2　主要试剂　Trizol( Biobasic 公司, 上海生工生

物工程技术公司分装) ;逆转录试剂盒( fermentas公

司) ;dNTP 、Taq DNA聚合酶(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

术公司) ;DL 2000 DNA markers( MBI Fermentas公

司) ;焦碳酸二乙酯 ( DEPC) 、超纯水 、琼脂糖 、溴化

乙锭( EB) 、溴酚蓝(上海生工公司) ;PBS(经 DEPC

处理) ,电泳缓冲液( TBE) 、氯仿 、异丙醇 、75%乙醇

(经 DEPC处理) (自备) 。
1.3　方法　

1.3.1　标本的取样与保存　肺癌组织取自肿块中

央非坏死部分, 癌旁正常组织取自远离肿块 5 cm 以

上大体形态学正常的肺组织, 良性肺疾病组织取自

病变最严重部位。组织离体后分成两部分, 分别用

于做病理组织学和 survivin mRNA表达测定。用于

测定 survivin mRNA 表达的组织即刻用 DEPC处理

的冷磷酸缓冲液( PBS)冲洗 3次, 去除血迹 。1 h 内

放入液氮速冻, 在-80℃冰箱保存 。

1.3.2　RT-PCR法检测 survivin mRNA 表达　( 1)

提取 RNA:取组织 50 ～ 100 mg 在液氮中速冻,玻璃

匀浆器中彻底匀浆。按 Trizol试剂盒(上海生工生

物工程技术公司产品 ) 说明书用一步法提取总

RNA 。1.5%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其纯度。 ( 2)逆

转录合成 cDNA:取上述提取的 RNA 5 μl,寡聚脱氧

胸苷酸12 ～ 18[Oligo( dT) 12～ 18] 1μl,加去离子水 6μl,

共 12μl置于 PCR管中涡旋器上轻微混匀 3 ～ 5 s,

以上均冰上操作。70℃孵育 5 min 后, 冰上冷却,

4 000 r/min离心10 s。将PCR管置于冰上操作, 分

别加入:5 ×反应缓冲液 4 μl, RNA 酶抑制剂

( 20 u/μl) 1 μl, 10 mmol/L 脱氧核糖核苷三磷酸混

合液( dN TP) 2μl, 混匀, 4 000 r/min,离心 10 s,收集

产物。37℃孵育 5 min。加 Moloney 小鼠白血病病

毒( M-MuLV)逆转录酶 ( 200 u/μl) 1 μl, 终体积为

20μl。42℃孵育 60 min, 70℃加热 10 min 。冰上冷

却后即完成 cDNA的合成。置-20℃保存。 ( 3)检

测 survivin mRNA表达:survivin基因引物设计按参

考文献[ 7] ,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合成, 序列如

下:5′GGA CCA CCG CAT CTC TAC AT 3′

( survivin mRNA第 94 ～ 113 bp) , 5′GCA CTT TCT

TCG CAG T TT CC 3′( survivin mRNA 第 424 ～ 443

bp) 。目的基因 338 bp。β-actin 引物设计按参考文

献[ 7] , 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合成, 序列如下:

( F) 5′CGT CTG GAC CTG GCT GGC CGC GAC C

3′, ( R) 5′CTA GAA GCA TT TGCG GTG GAC

GAT G 3′。目的基因 600 bp。检测逆转录效率。

在25μl反应体系中含有上述合成的 cDNA 1 μl,

10 mmol/L dNTP 1 μl, 10 mmol/L MgCl2 1.5 μl,

0.5μmol/L上下游引物各 0.5 μl, Taq DNA聚合酶

1.25 u( 0.25μl) , 5 ×Taq DNA 聚合酶缓冲液

2.5μl,加超纯水至 25μl。进行热循环扩增,反应条

件为:95℃, 变性 1 min;55℃, 退火 1 min, 72℃, 延

伸1 min,共 31个循环 。

1.3.3　病理组织学检查　病理组织切片苏木精 伊

红( HE)染色由我院两位经验丰富的临床病理学专

家阅片作出病理诊断。
1.4　结果判定 　PCR 产物用 2%琼脂糖凝胶电

泳[ 9] (电压按 8 V/cm,电流 20 mA) , 溴化乙锭( EB)

显色,用内参照 β-actin检测逆转录效率。紫外线透

视下观察结果,可检测到 338 bp 阳性条带( survivin

mRNA)和 600 bp 的条带( β-actin) 。DL2000 DNA

markers为分子大小对照确定阳性琼脂糖凝胶电泳

条带。凝胶成像系统进行摄像并半定量分析。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 、t 检验 、χ2检验 、

秩和检验和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2　结果

2.1　肺组织总 RNA 鉴定 　上述提取的胶冻状的

RNA自然风干纯化后,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

RNA的纯度, A260/A280>1.8( A 值曾称光密度 OD

值) , 说明无蛋白污染。经 1%琼脂电泳鉴定, 见总

RNA有清晰的 28S和 18S 两条条带(见图 1) ,说明

RNA无降解, 无 DNA 污染 。RNA 样品加适量无

RNase的超纯水溶解, -80℃保存备用 。

2.2　肺癌组织 、癌旁正常组织及良性肺疾病组织手

术标本 survivin mRNA 表达　肺癌手术标本癌组

织 survivin mRNA 表达的阳性率 70.7%( 2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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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癌旁正常组织 17.1%( 7/41) 及良性肺疾

病组织( 1/9) ( P <0.005和 χ2 =8.59, P <0.005) ;

癌旁正常组织与良性肺疾病组织 Survivn mRNA 表

达的阳性率差异无显著性( χ2 =0.004, P >0.05)

(见表 1) 。

　表 1　癌旁正常组织 、肺癌组织手术标本 survivin m RNA

表达比较( n)

癌旁正常组织

survivin表达

癌组织 su rvivin表达

　+　　　-　
合计 χ2 P

+ 6 1 7

- 23 11 34 18.38 <0.005

合计 29 12 41

2.3　肺癌组织 survivin mRNA 表达产物凝胶成像

分析　经 RT-PCR扩增后 survivin mRNA 片段为

338 bp, β-actin为 600 bp, 与理论值相符 。用凝胶成

像分析系统进行摄像(见图 2 、3) 。

2.4　肺癌组织 survivin mRNA 表达及表达强度与

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根据凝胶成像分析系统电泳

图像, 将 survivin mRNA 表达产物进行半定量 (即

survivin mRNA条带在凝胶图像的平均密度/β-actin

条带在凝胶图像的平均密度) , 则可以发现 survivin

mRNA 在肺癌组织表达及表达的强度与年龄 、性

别 、解剖部位分型 、病理分型 、病理分级及是否伴有

淋巴结和(或)不同肺叶及远处转移均无明显关系

( P >0.05) , 但与生存期有明显关系( P<0.01) (见

表 2) 。

　表 2　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与肺癌组织 survivin m RNA表达

及表达强度的比较

观察项目 n
survivin mRNA

+　　-

阳性率

( %)
χ2 P

survivin m RNA/β-actin

( x ±s)
t P

年龄

　<60岁

　≥60岁

24

17

17

12

7

5

70.8

70.6
0.11 >0.05

0.604 1±0.213 5

0.535 8±0.201 4
1.03 >0.05

性别

　男

　女

34

7

25

4

9

3

73.5

57.1
0.17 >0.05

0.574 8±0.208 5

0.582 5±0.234 1
0.09 >0.05

部位分型

　中央型

　周围型

27

14

19

10

8

4

70.4

71.4
0.08 >0.05

0.570 0±0.204 9

0.587 0±0.223 8
0.24 >0.05

病理分型

　鳞癌 22 14 8 63.6 0.565 0±0.214 6

　腺癌 12 10 2 83.3 1.42
＊＊ >0.05 0.578 0±0.210 6 0.08

＊ >0.05

　差分化癌 7 5 2 71.4 0.602 0±0.226 5

病理分级
#

　Ⅰ～ Ⅱ级
☆

　Ⅲ～ Ⅳ级

27

14

19

10

8

4

70.4

71.4
0.08 >0.05

0.597 9±0.221 0

0.534 0±0.183 3
0.93 >0.05

转移

　阳性

　阴性

22

19

16

13

6

6

72.7

68.4
0.09 >0.05

0.606 3±0.223 0

0.538 5±0.189 1
1.04 >0.05

生存期

　>2年

　<2年

21

15

11

15

10

0

52.4

100.0
— 0.001 8

■
0.428 2±0.115 2

0.653 3±0.170 7
4.73 <0.01

　　注:#病理分级介于两者之间, 按上一级统计;☆肺泡细胞癌病

理分级为Ⅰ级,病理分型按腺癌统计;＊示 F 值;＊＊示 Hc 值;■

示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3　讨论

　　肿瘤的发生存在基因改变的复杂性和多因素

性,但细胞增殖和凋亡调控失常是普遍存在的因素。

肺癌是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许多与凋亡和增殖有

关的基因如 c-myc、p53 、凋亡抑制蛋白( inhibito r of

apoptosis protein, IAP )基因家族等都被发现在肺癌

中存在基因突变或异常表达。 survivin 基因是 1997

年Altieri发现, 属于 IAP 基因家族新成员, 定位于

染色体 17q25区。研究表明 survivin是迄今发现的

最强的凋亡抑制因子, 能够抑制 Caspase-3 、Caspase-

7 、Fas 、bax 以及一些放疗 、化疗诱导的凋亡[ 10] 。在

100多种肿瘤特异性表达基因中, 其表达的特异性

列前 4位[ 11] 。生理状态下, 在成人除子宫内膜组

织 、胎盘和胸腺组织中发现存在不同程度的 survivin

基因表达外,大多数组织均测不到其表达,而绝大多

数癌组织存在 survivin 表达, 不同癌组织表达阳性

率不同, 如胃癌的阳性率为 30%[ 12] , 乳腺癌的阳性

率 70.7%( 118/167) [ 13] ,胰腺癌的阳性率 76.9%～

88%[ 14, 15] ,肝癌的阳性率 70%( 14/20) [ 16] 。

本实验显示, 肺癌手术标本 survivin mRNA 的

表达阳性率为 70.7%, 明显高于癌旁正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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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及良性肺疾病组织( 1/9) ( P <0.005) 。因此

survivin mRNA 检出肺癌的敏感性是 70%, 特异性

为85%～ 90%。这略低于 Monzo 等[ 17] 报道的在

NSCLC中 85.5%( 71/83) 的阳性率, 高于王孝养

等[ 18]报道的 61%的阳性率。表明 survivin 基因在

肺癌组织中表达上调, 提示 survivin基因可能通过

抑制肺癌细胞凋亡, 对肺癌的发生 、发展起重要作

用。至于为何良性肺疾病有 survivin mRNA 表达,

至今仍无统一观点。但一般认为 survivin 基因的存

在代表着细胞学生物转化的中间环节, survivin表达

阳性提示组织学尚正常的组织存在癌变的可能
[ 19]
。

因此检测 survivin基因可能具有早期诊断价值 。但
尚待临床大量病例的随访 、证实。

本研究还发现, survivin mRNA 在肺癌组织中

的表达及表达强度与年龄 、性别 、解剖部位分型 、病

理类型 、病理分级及淋巴结和(或)不同肺叶及远处

转移无明显关系,提示用 RT-PCR方法检测 survivin

对于恶性程度 、病情轻重的预测无明显价值。这与

Tanaka等[ 13]在乳腺癌及王孝养等[ 18] 在 NSCLC 中

研究的结果相同 。本研究表明, survivin表达阴性的

患者, 术后经过 2 年的随访, 生存率为 100%, 而

survivin表达阳性的患者仅为 72%,且结果还显示

survivin 表达愈强, 生存期愈短, 预后愈差 。这与

Tanaka结论类似 。Tanaka等在研究乳腺癌时发现

survivin阳性的 118例乳腺癌组织凋亡指数( AI)平

均为 0.62%,显著低于 survivin阴性的49例乳腺癌

组织( AI=1.27%) 。AI<0.52%的病例, 5 年总生

存率为 84.6%( 66/78) , 显著低于 AI≥0.52%组的

患者 94.4%( 84/89) 。Angela 等[ 20]在黑素瘤的报

道中也指出 61.5%的 survivin阳性病例死于该病或

病情恶化, 仅 38.5%的病例无病生存,而 survivin阴

性病例 100%在经过中位数为 52.9个月的随访中

均无病生存 。另外张勤等[ 21]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检

测 NSCLC 时发现分期愈晚, 组织分化恶性程度愈

高, survivin阳性表达率愈高, NSCLC 5 年以下生存

组的 survivin 基因表达明显高于 5 年以上组( P <

0.05) 。因此检测 survivin 基因对预测肿瘤预后有

一定的价值,可单独作为预后不良的指标。

因此, 在肺癌组织检测 survivin mRNA 表达可

以作为肺癌诊断的特异性分子标志物之一, 且与预

后明显有关,可独立作为肺癌预后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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