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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患者 MMP-2、CEA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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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胃癌患者基质金属蛋白酶 2(MMP-2) 、癌胚抗原 (CEA)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采用免疫组化 S-P法测

定胃癌患者活检或手术标本中的 MMP-2表达, 采用免疫放射分析法 (IRMA)检测空腹血清 CEA水平, 并分析其与分化程度 、

TNM分期 、淋巴结 、肝 、胰转移和腹膜 、脉管受侵犯的关系。结果:CEA血清水平与淋巴结 、肝脏 、腹腔转移均有一定关系 (P<

0.01 ～ P<0.005),而与胃癌分化程度 、胰腺转移 、脉管转移 、临床分期均无关系 (P>0.05) 。 MMP-2表达强度与淋巴结 、肝

脏 、胰腺 、脉管和腹腔转移与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5),与胃癌分化程度 、临床分期均无明显关系 (P>0.05)。结论:

MMP-2、CEA在胃癌的发生和侵袭转移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 联合检测 MMP-2、CEA的表达有望成为判断胃癌病变发展 、预测

肿瘤转移潜能的客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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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xpressionandclinicalsignificanceofmatrixmetalloproteinase-2 (MMP-2 ) andcarcino

embryonicantigen(CEA) inpatientswithgastriccarcinoma.Methods:BiopticandresecticspecimenswereexaminedbyS-P

immunohistochemicalmethodforMMP-2;thecontentofserumCEAwasdetectedbyimmunoradicmetricassay, andtheirrelationswith

thedifferentiationdegreeofgastriccarcinoma, TNM stage, lymphnodemetastasis, livermetastasis, pancreasmetastasis, degreeof

peritoneumandvascularsysteminvovlementwereanalyzed.Results:ExpressionofCEAwaspositivelyrelatedtothelymphnode

metastasis, livermetastasisandperitoneummetastasis(P<0.01 -P<0.005), butwasnotrelatedtothedifferentiationofgastric

carcinoma, pancreasmetastasis, vascularsystemmetastasisorTNMstage(P>0.05).ExpressionofMMP-2 proteinwaspositively

relatedtothelymphnodemetastasis, livermetastasis, pancreasmetastasis, vascularsystemmetastasisandperitoneummetastasis(P<

0.005) , butwasnotrelatedtothedifferentiationdegreeofgastriccarcinomaorTNMstage(P>0.05).Conclusions:CEAandMMP-2

mayplayanimportantroleintheformation, invasionandmetastasisofgastriccarcinoma.Expressionofthemmightserveasan

objectiveindicatorforestimatingtumorpregressandpredictingthemetastasisofcancer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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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预后较差,即

使采用广泛淋巴结清扫的根治术, 5年生存率仍不

超过 35%。治疗失败的相当一部分是肿瘤转移 。

一旦发现有远处转移包括淋巴结 、肝脏 、胰腺 、脉管

及腹膜转移肯定已失去最佳治疗时机 。有效筛检转

移的高危病例并予以及时治疗是提高胃癌治疗效果

和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传统的腹腔脱落细胞学

(PLC)检查和远处淋巴结穿刺活检以及影像学检查

难以发现早期转移征象, 且 PLC检查由于灵敏性较

低, 难以早期发现腹腔内脱落的游离癌细胞

(ECC)
[ 1]
。胃癌预后的改观有赖于早期诊断 、远处

转移的早期发现及合理选择治疗方案。本研究通过

检测胃癌患者基质金属蛋白酶 2(MMP-2)和癌胚抗

原 (CEA), 探讨两者在胃癌诊断和转移的早期预测

价值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胃癌患者 82例, 男 43例, 女 39

例;年龄 34 ～ 78岁 。为我院 2004 ～ 2006年消化内

科和肿瘤外科住院患者。 82例均经胃镜活检或手

术病理证实。分化较差组为低分化腺癌 、印戒细胞
癌和未分化癌, 分化较好组为高分化乳头状腺癌和

中分化管状腺癌。 TNM分期:Ⅰ期 8例, Ⅱ期 10

例, Ⅲ期 21例, Ⅳ期 43例 。通过 B超 、彩超 、CT、增

强 CT、MRI、肝穿刺 、淋巴结穿刺 、腹腔积液找脱落
细胞 、腹膜穿刺送病理活检等确定其是否有胰腺 、肝

脏 、淋巴结 、腹膜 、脉管转移。

1.2　方法　于患者肘静脉采血,静置 1h,分离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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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 -20 ℃贮存备用待查 。血清 CEA测定采用免

疫放射分析法 (IRMA) , IRMA试剂盒购自北京北方

生物技术研究所 。试验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 MMP-2采用免疫组织化学 S-P法 。将制好

的组织切片经二甲苯脱蜡, 梯度乙醇脱水后行免疫

组化染色。按试剂盒说明书步骤进行操作 。PBS代

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一抗为鼠抗人 MMP-2单克

隆抗体,为即用型试剂, SP免疫组化试剂盒购自福

州迈新生物技术公司 。

1.3　结果判断　CEA血清标本由专人按说明书操

作 。血清正常值 <15 ng/ml、 >20 ng/ml为阳性 。

MMP-2定位于胞质,有棕黄色颗粒沉着。采用双盲

法,每张切片由两位病理医师独立观察, 在高倍镜

( ×400)下计数 10个视野,根据细胞质的染色程度

及染色细胞百分率进行评分,基本不着色者为 0分,

着色淡者为 1分,着色深者为 2分;着色细胞占计数

细胞百分率 <5%为 0分, 5% ～ 25%为 1分, 26% ～

50%为 2分, >50%为 3分 。将每张切片着色程度

得分与着色细胞百分率得分各自相乘, 为其最后得

分 。 0 ～ 1分为阴性 ( -), 2 ～ 3分为低度阳性 ( +) ,

4分及以上为高度阳性 ( )。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χ
2
检验和四格表确切概率

法 。

2　结果

　　CEA血清浓度与淋巴结 、肝脏 、腹腔转移均有

一定关系 (P<0.01 ～ P<0.005), 但与胃癌分化

程度 、胰腺转移 、脉管转移, 临床分期均无明显关系

(P>0.05) 。 MMP-2表达强度与淋巴结 、肝脏 、胰

腺 、脉管 、腹腔转移与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05), 而与胃癌分化程度 、临床分期均无明显关
系 (P>0.05) (见表 1)。

3　讨论

　　胃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 居全球肿瘤发

病率和癌症死亡率的第二位。部分胃癌患者治疗时

在淋巴系统 、血循环 、骨髓 、肝 、肺等组织和器官中已

发现微转移,而目前常规检查如 CT、MRI及普通病

理检查等方法都难以发现, 肿瘤标志物的发现提高

了胃癌患者微转移的检出率。

3.1　CEA及临床意义　CEA最早从结肠癌组织中

检测到,是一种相对分子量为 18×10
4
的糖蛋白,胚

胎表达,正常成人不表达,伴有肿瘤如胃癌 、大肠癌

等发生时重新表达, 是较早被临床应用的肿瘤标志

物 。CEA在多种消化系统肿瘤中都有不同程度的

升高, 其阳性率与肿瘤分期及转移等因素相关,应用

　表 1　胃癌患者病理和临床因素与血清 CEA、MMP-2表达

之间的关系 [ n;表达阳性率 (% ) ]

病理特征 n CEA χ2 P MMP-2 χ2 P

分化

　高 +中 28 17( 60.7) 0.85 >0.05 16( 57.1) 0.09 >0.05

　低 54 27( 50.0) 29( 53.7)

TNM分期

　Ⅰ +Ⅱ 18 6( 33.3) 0.50 >0.05 7( 38.9) 1.14 >0.05

　Ⅲ +Ⅳ 64 36( 56.3) 34( 53.1)

淋巴结转移

　无 58 18( 31.0) 10.99 <0.005 17( 29.3) 17.13 <0.005

　有 24 17( 70.8) 19( 79.2)

腹膜转移

　无 60 19( 31.7) 16.35 <0.005 15( 25.0) 28.58 <0.005

　有 22 18( 81.8) 20( 90.9)

肝脏转移

　无 66 18( 27.3) 7.10 <0.01 16( 24.2) 11.55 <0.005

　有 16 10( 62.5) 11( 68.8)

胰腺转移

　无 70 13( 18.6) 3.19 >0.05 13( 18.6) 8.78 <0.005

　有 12 5( 41.7) 7( 58.3)

脉管侵犯

　无 73 5 ( 6.8) — 0.168■ 5( 6.8) 13.49 <0.005

　有 9 2 ( 22.2) 5( 55.6)

　　■示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RT-PCR方法检测外周血 CEAmRNA表达对监测肿

瘤复发有一定意义
[ 2]
。CEAmRNA主要存在于肿

瘤细胞内,因此以其作为肿瘤标志物进行微转移检

测, 可以在骨髓 、外周血 、淋巴结及腹腔灌洗液等进

行
[ 3, 4]
。胃癌细胞侵犯浆膜或腹腔淋巴结并脱落入

腹腔,称之为腹膜亚临床转移。 PLC是检测脱落癌

细胞最常用的方法, 但其缺点是检测敏感性低
[ 5]

,

由于肿瘤细胞少和肿瘤细胞的蜕变, 靠形态学检查

有较高的漏诊率 。因此 CEA便成为胃肠道肿瘤检

测的一项常用指标 。

本研究结果显示, CEA血清浓度测定与淋巴结

转移 、肝脏 、腹腔转移均有一定关系 (P<0.01 ～

P<0.005) ,因此 CEA从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胃癌

发生远处转移的风险和概率。当然也不排除 CEA

阳性,无明确远处转移发现, 但体内已发生微转移,

目前的技术手段还无法检测。另有一部分病例

CEA阴性, 但已有明确远处转移, 这种转移很可能

和其它肿瘤标志物的表达有关。检测胃癌患者外周

血 CEA的表达情况对及早发现患者转移的倾向有

很重要的价值,以指导诊断治疗。对于 CEA表达阳

性者可作为高危人群加强随访和术后检测, 提高胃

癌患者 5年生存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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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MMP-2及临床意义　肿瘤的浸润和转移是决

定其预后的最重要因素
[ 6]
。细胞外基质 (ECM)和

基底膜是肿瘤侵袭和转移的屏障
[ 7]
。研究表明

[ 8]
,

肿瘤细胞必须具备降解 ECM及基底膜的能力, 通过

与 ECM结合,溶解 ECM, 向外扩散 、侵袭和转移至

邻近组织及远处器官。许多酶类可以降解 ECM中

的大分子蛋白, 其中最重要的蛋白酶是 MMPs
[ 9]
。

MMPs通过降解 ECM、破坏基底膜以及促进肿瘤血

管新生而促进肿瘤浸润和转移 。

MMP-2是一种锌离子依赖的蛋白酶, 分子量为

72 kDa,以酶原形式分泌, 不具有酶活性, I型膜型

MMP可将其激活, 被激活后的 MMP-2能水解细胞

基底膜及外基质中的Ⅳ型 、Ⅴ型胶原和纤维连接蛋
白成分,导致基底膜破坏, 肿瘤细胞遂浸润结缔组织

基质, 侵犯小血管和淋巴管而发生转移
[ 10, 11]

。正常

情况下, 组织合成分泌 MMP-2量少,在炎症 、肠化 、

增生 、损伤等刺激下, 合成分泌 MMP-2量增多, 基底

膜破坏, 导致肿瘤发生侵袭 。在增生 、损伤等刺激

下, 有转移倾向的癌细胞及其间质内有大量的

MMP-2分泌, 对基底膜中的 Ⅳ型胶原有破坏作用,

也能促进其浸润型生长。

本研究发现,胃癌患者伴淋巴结 、肝脏 、胰腺 、脉

管及腹腔转移, MMP-2表达有增高的趋势 (P<

0.005), 而 MMP-2表达与癌组织分化程度及临床分

期均无明显关系 (P>0.05) 。说明 MMP-2在胃癌

的发展过程及肿瘤的浸润和转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本实验示胃癌患者 MMP-2表达阳性从一定

程度上可以预测患者发生浸润 、转移的潜能和风险,

而 CEA与淋巴结 、肝脏 、腹腔转移均有一定关系,

MMP-2在胃癌中的表达预测胃癌临床生物学特性

和胃癌中 CEA表达有共性, 它们联合检测对早期预

测 、及时发现胃癌患者具备转移倾向或发生微转移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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