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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F-C和 VEGFR-3在卵巢癌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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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vascular endo the lial grow th facto r-C , VEGF-C)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3(vascu lar

endo thelial grow th fac to r re ceptor 3, VEGFR-3)与卵巢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化及核酸原位杂交方

法 , 检测 120例卵巢肿瘤中 VEGF-C及 VEGFR-3的表达 , 将表达结果与临床病理特征利用 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乳

头状癌中 VEGF-C和 VEGFR-3 mRNA及蛋白的表达阳性率均明显高于良性肿瘤(P <0. 005 ～ P <0. 01)。二者在乳头状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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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0. 05), 腹腔淋巴结有转移者高于无转移者

(P <0. 005 ～ P <0. 05)。结论:VEGF-C及其受体 VEGFR-3在卵巢肿瘤中不同程度异常表达与肿瘤的临床分期 、病理分级 、有

无腹腔淋巴结转移均有密切关系 ,通过检测 VEGF-C、VEGFR-3的表达有助于预测卵巢癌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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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ress ion ofVEGF-C and VEGFR-3 in ovarian cancer and its c lin ical s ignificance
YU Lan1 , GAN H ua i-yong1 , W ANG W an-y ing2

(1. D epartm ent of Pathology, B engbuMedica l College, B engbu 233030;

2. Department of Centra l Laboratory, TheF irst Affiliated Hospita l of BengbuM edica lCollege, B engbu 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 tive:To study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VEGF-C、VEGFR-3 expre ssion and c linicopa thologic fea tures in pa tien tsw ith

ova rian cancer.M ethods:Imm unohisto chem ica l sta ining and in situ hyb ridization w ere used to de tect the expression o f VEGF-C and

VEGFR-3 in 120 ca ses of ovarian cancer. The significance o fVEGF-C and VEGFR-3 exp ression w as ana lyzed sta tistica lly. R esu lts:The

postive ra tes of VEGF-C and VEGFR-3 m RNA and pro tein expre ssion w ere h igher in papillary ca rc inom as than those in benign ones(P

<0. 005 -P <0. 01). The expre ssion rates of VEGF-C and VEGFR-3 w ere highe r in clinica l stageⅠ , Ⅱ than those in stage Ⅲ , Ⅳ , and

wh ich we re increased w ith the grad ing(P <0. 005 - P <0. 05). And the expressions w ere highe r in pa tien ts w ith lymph node

invo lvemen t than those w ithou tm etastasis(P <0. 005 -P <0. 05). Conclusions:In ovarian cance r, the abnorm a l expre ssions o fVEGF-

C and VEGFR-3 had obv ious re lationship to c linical stage, pa thologica l g rade, lym ph node involvem en.t De tection o f VEGF-C and

VEGFR-3 in ovarian cance rm igh t be helpfu l to predic t p rognosis o f pa tients w ith ovarian cance r.

[ Keyw ords] ovarian neop la sm s;carcinom a, papillary;vascu la r endo the lia l g row th fac to r-C;va scu la r endo the lia l g row th fac to r recepto r-

3;imm unoh istochem istry;in situ hybridiza tion

　　浸润和转移是恶性肿瘤的重要特征 ,也是导致

肿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卵巢癌是妇科肿瘤

中病死率最高的一种
[ 1]

, 70%的患者就诊时已属晚

期 ,常形成难治的复发和转移。近年来 ,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C(vascula r endo thelia lg row th fac to r-C , VEGF-

C)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3(vascular endo thelial

grow th factor receptor 3 , VEGFR-3)在肿瘤淋巴管生

成和淋巴道转移中的作用成为医学界研究的焦点之

一
[ 2]

。 VEGFR-3属 VEGF酪氨酸激酶受体家族成

员 ,可表达于淋巴管内皮细胞 ,通过与 VEGF-C及

VEGF-D结合 ,诱导淋巴管内皮细胞增殖和淋巴管

的过度增生 ,可促使肿瘤的播散并引起淋巴结转

移
[ 3]

。但 Tang等
[ 4]
在胰腺癌中发现 ,除了癌组织周

围大量淋巴管增生和淋巴内皮细胞表达 VEGFR-3

外 ,肿瘤细胞本身也可较多地表达 VEGFR-3。本研

究通过检测 VEGF-C及其受体 VEGFR-3在卵巢乳

头状癌组织表达及与其相关指标分析 ,进一步探讨
VEGF-C及 VEGFR-3的表达与卵巢癌患者临床病

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选择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

科及妇瘤科 2000 ～ 2003年收治的 120例上皮性卵

巢肿瘤切除标本 ,其中卵巢乳头状癌 97例 ,病理分

级(WHO)为 Ⅰ级 22例 , Ⅱ级 39例 , Ⅲ级 36例;临

床分期为早期 (FIGOⅠ期和 Ⅱ期 )卵巢乳头状癌 53

例 ,晚期(FIGO Ⅲ期和Ⅳ期 )卵巢乳头状癌 44例;

类型为浆液性乳头状癌 87例 ,黏液性乳头状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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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腹腔淋巴结转移者 45例 。年龄 26 ～ 71岁 。

随机选择 23例卵巢乳头状瘤标本作为对照组 。蜡

块经重新切片复查 ,每例连续切片数张 , 4 μm厚 。

1. 2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VEGF-C单抗及二步法

免疫组化检测试剂盒均购自北京中山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VEGFR-3单抗购自武汉博士德公司。染色

方法按试剂盒说明进行。石蜡切片经二甲苯脱蜡和

梯度乙醇水化 ,使用微波炉进行抗原热修复 ,修复液

为 pH 6. 0的柠檬酸缓冲液。经 DAB显色 ,苏木精

复染 ,中性树胶封片。 VEGF-C和 VEGFR-3阳性的
判定以肿瘤细胞质染色有清晰淡黄色至棕黄色颗

粒 ,且阳性细胞占切片中肿瘤细胞总数的比例 >

10%。本研究将 VEGFR-3阳性内皮细胞形成的管

腔视为微淋巴管 ,管腔的判定标准为内皮细胞形成

的条索状 /隙状等孤立或簇状结构。分别设阳性 、阴

性和缺省对照。

1. 3　核酸原位杂交　VEGF-C m RNA和 VEGFR-3

mRNA原位杂交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有限公

司 。杂交步骤及杂交后检测程序均按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杂交阳性信号为肿瘤细胞和内皮细胞的核或

质内棕黄色细颗粒。分别设阳性和阴性对照。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χ
2
检验 。

2　结果

2. 1　不同卵巢肿瘤中 VEGF-C、VEGFR-3 m RNA蛋

白的表达情况 　卵巢乳头状癌中 VEGF-C 和

VEGFR-3 mRNA 表达阳性率分别为 57. 7%和

56. 7%, 卵巢乳头状瘤中 VEGF-C 和 VEGFR-3
mRNA表达阳性率分别为 8. 7%和 21. 7%。两组

VEGF-C、VEGFR-3 m RNA表达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0. 005 ～P <0. 01) (见表 1及图 1、2);卵

巢乳头状癌中 VEGF-C和 VEGFR-3蛋白表达阳性

率分别为56. 7%和 54. 6%,卵巢乳头状瘤中 VEGF-

C和 VEGFR-3蛋白表达阳性率分别为 17. 4%和

13. 0%,两组 VEGF-C、VEGFR-3蛋白表达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 <0. 005) (见表 1)。 VEGFR-3阳

性产物位于卵巢癌细胞质 、癌间质的淋巴管内皮细

胞 (见图 3、4)。 VEGFR-3阳性内皮细胞散在分布

于癌组织间质中 ,管腔内常可见癌栓 (见图 5)。

2. 2　临床病理参数与 VEGF-C和 VEGFR-3在卵巢

乳头状癌组织表达的关系　临床分期Ⅲ 、Ⅳ期卵巢

乳头状癌中 VEGF-C和 VEGFR-3 m RNA及蛋白的

表达均高于Ⅰ 、Ⅱ期 (P <0. 005 ～P <0. 05)。病理

分级中 , Ⅰ级 、Ⅱ级和 Ⅲ级 VEGF-C、VEGFR-3表达

阳性率均随着卵巢癌分级增高显著增加(P <0. 005

～P <0. 01),有腹腔淋巴结转移者均高于无转移者

(P <0. 005 ～P <0. 05),但 VEGF-C和 VEGFR-3的

表达在乳头状癌不同的组织学类型中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P >0. 05)(见表 2)。

　表 1　不同卵巢肿瘤中 VEGF-C、VEGFR-3 mRNA和蛋白

的表达(%)

肿瘤类型 n
VEGF-C

mRNA

VEGF-C

蛋白

VEGFR-3

mRNA

VEGFR-3

蛋白

乳头状癌 97 56 55 55 53

乳头状瘤 23 2 4 5 3

合计 120 58 59 60 56

χ2 — 17. 90 11. 49 9. 09 12. 92

P — <0. 005 <0. 005 <0. 01 <0. 005

　表 2　临床病理参数与卵巢乳头状癌 VEGF-C和 VEGFR

-3表达的关系(n)

观察项目 n
VEGF-C

　mRNA　蛋白　

VEGFR-3

　mRNA　蛋白　

组织学类型

　浆液性癌 87 51 51 52 50

　黏液性癌 10 5 4 3 3

　合计 97 56 55 55 53

　　χ2 — 0. 27 1. 27 3. 24 2. 73

　　P — >0. 05 >0. 05 >0. 05 >0. 05

临床分期

　Ⅰ 、Ⅱ期 53 23 24 25 20

　Ⅲ 、Ⅳ期 44 33 31 30 33

　合计 97 56 55 55 53

　　χ2 — 9. 84 6. 20 4. 32 13. 47

　　P — <0. 005 <0. 05 <0. 05 <0. 005

乳头状癌分级

　Ⅰ级 22 4 3 6 6

　Ⅱ级 39 21 26 20 23

　Ⅲ级 36 31 26 29 24

　合计 97 56 55 55 53

　　χ2 — 26. 23 21. 73 16. 57 9. 04

　　P — <0. 005 <0. 005 <0. 005 <0. 01

腹腔淋巴结转移

　有 45 33 31 32 30

　无 52 23 24 23 23

　合计 97 56 55 55 53

　　χ2 — 8. 37 5. 08 7. 10 4. 90

　　P — <0. 005 <0. 05 <0. 01 <0. 05

3　讨论

　　在肿瘤的侵袭中 ,脉管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 ,对肿瘤血管生成的研究已比较深入 ,作为第

一个被发现的淋巴管生成因子 , VEGF-C及 VEGFR-

3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 Kaipainen等
[ 5]
研究

发现 , VEGF-C及其受体 VEGFR-3是目前发现的唯

一一组能够调节胚胎组织淋巴管生成 ,并对成熟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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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淋巴管生理功能也具有调节功能的调节因子 。

有学者认为 ,肿瘤组织内无新生的淋巴管 ,肿瘤

的区域淋巴结转移是肿瘤细胞侵犯周围组织中既存

毛细淋巴管的结果。随着淋巴管内皮细胞特异性标

志物淋巴管内皮细胞透明质酸受体 (LYVE)-1的发

现 ,以及对淋巴管生成因子 VEGF-C 及其受体

VEGFR-3研究的深入 ,愈来愈多的实验证实 ,恶性

肿瘤存在毛细淋巴管的新生 ,即微淋巴管生成 。肿

瘤的微淋巴管密度(LMVD)和微淋巴管浸润 (LV I)

与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 VEGF-C /VEGFR-3的结
合信号是诱导淋巴管生成的关键性因素

[ 6, 7]
。目前

认为
[ 8]

, VEGF-C与 VEGFR-3结合 ,可诱导内皮细

胞的增殖和迁移 ,调控血管和淋巴管内皮的新生对

肿瘤的生长和转移起重要的调节作用。 VEGF-C由

癌组织产生后 ,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的形式作用于

VEGFR-3 , VEGF-C与 VEGFR-3结合后 ,通过 M EK /

ERK和 PI3-激酶 /Ak t途径促进淋巴管内皮增殖 ,引

起淋巴管的管腔增大和数目增多 ,并可能改变原有

和新生淋巴管内皮的通透性 ,改变肿瘤细胞和胞外

基质的黏附性 ,从而有利于肿瘤细胞向淋巴管内的

转移。 Furudoi等
[ 7]
用免疫组化方法研究发现 ,

VEGF-C在大肠癌中的阳性表达率为 46. 7%,且阳

性表达率与肿瘤的淋巴管侵犯与淋巴结转移显著相

关 。 K abash im a等
[ 10]
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胃癌中

VEGF-C的表达情况 ,发现 VEGF-C在有淋巴结转

移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 。研究表明 ,在

人类多种肿瘤存在淋巴管生成 。淋巴管内皮细胞胞

质高度减少导致管壁较薄 ,且淋巴管内皮细胞缺乏
紧密连接 ,因此与血管相比 ,淋巴管具有较高的通透

性 。新生毛细淋巴管发育差 ,缺乏基底膜和周细胞 ,

管腔较宽 ,当肿瘤膨胀生长 ,间质压力增高 ,固定淋

巴管的锚丝受到牵拉 ,淋巴管扩张。此外 ,淋巴管生

成也增加了肿瘤细胞与淋巴管的接触面积 ,以上因

素均导致肿瘤细胞容易通过毛细淋巴管壁进入管

腔 ,由此可见微淋巴管的生成促进了淋巴道转移 。

张卫东等
[ 11]
的研究发现 , VEGFR-3在非小细胞肺癌

的癌细胞中有较高的阳性表达 ,且阳性率随着肺癌

TNM分期增加而增高 ,并且肿瘤组织 VEGF-C的阳

性表达明显影响患者的预后 ,使患者的生存时间缩

短 。本实验结果显示 , 卵巢乳头状癌 VEGF-C 、

VEGFR-3的表达均显著高于乳头状瘤(P <0. 005 ～

P <0. 01),且乳头状癌中二者的表达水平与肿瘤的

临床分期 、病理分级及腹腔淋巴结转移均有一定的

关系(P <0. 005 ～P <0. 05)。这一结果与以上的研

究发现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这说明 VEGFR-3的表

达除了促使淋巴管新生增多和肿瘤的播散 ,并引起

淋巴结转移外 ,还可能通过自分泌模式增强对肿瘤

自身生长的调节 ,引起肿瘤组织细胞的增殖 。因此 ,

实验中 VEGFR-3阳性产物位于卵巢癌细胞质以及

癌间质的淋巴管内皮细胞 ,并且在一些 VEGFR-3阳

性淋巴管腔内可见癌栓的存在 。本实验结果表明 ,

卵巢癌中 VEGF-C和 VEGFR-3 mRNA的表达与蛋

白的表达基本相符 ,说明 VEGF-C和 VEGFR-3在基

因和蛋白水平表达基本一致 。 VEGF-C及其受体

VEGFR-3与卵巢癌有密切关系。 VEGFR-3可能作
为对卵巢癌患者进行预后判断的指标之一。

综上所述 ,本实验对于探讨卵巢癌的淋巴道转

移机制有重要价值 ,有望成为检测卵巢癌淋巴结转

移和判断预后的指标之一。随着肿瘤淋巴转移机制

的进一步阐明 ,阻断 VEGF-C与 VEGFR-3结合可能

成为治疗肿瘤淋巴转移的新靶点 。

　　(本文图 1 ～ 5见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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