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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in在食管癌的表达及其与Bcl一2相关性研究

李大鹏，王启之

[摘要]目的：探讨食管癌中survivin和BcI．2的表达及它们的相关性。方珐：收集经病理证实的40例食管癌、12例癌旁食管组

织及9例食管炎标本，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survivin和Bcl-2蛋白的表达。结果：82．5％食管癌组织survivin蛋白表达阳

性，survivin蛋白在食管癌中的表达与在食管炎及癌旁食管组织中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在不典型增生的食

管炎中可检测到survivin蛋白的表达；survivin蛋白的表达与食管癌分化程度和年龄无明显关系(P>0．05)；食管癌中survivin

蛋白的表达与Bcl-2蛋白的表达有一定关系(P=0．030)。结论：食管癌组织中survivin表达上调，与肿瘤分化及病理分型无

关，survivin蛋白的表达与Bcl-2蛋白的表达有一定关系；不典型增生食管炎中可检测到survivin蛋白的表达．提示survivin蛋

白的表达可能参与食管癌的发病，并在癌前病变向食管癌的转化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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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survivi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Bcl-2 in esophageal cancer

LI Da-peng．WANG Qi-zhi

(Department ofGastroente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Bel-2 in esophageal cancer．Methods：Forty

esophageal cancer’8 samples，12 samples of normal esophageal tissues adjacent to esophageal cancer and 9 esophagitis samples were

collected，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P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and Bcl-2 protein．Results：Positive

survivin protein expression Writ8 detected in 82．5％esophageal cancerous tissues．which Wflg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esophageal tissues adjacent to esophageal cancer and the esophagitis tissues(P<0．005)．Survivin protein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in

esophagitis with atypical hyperplasia，and 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was not related to its differentiation degree or the patients’age(P>

0．05)．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in esophageal cancer Was correlated to that of Bcl一2(P=0．030)．Conclusions：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in esophageal cancer tissue is up-regulated，but has no association with its pathology type or differentiation degree．survivin

protein is correlated to the expression of Bcl-2．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is detected in esophagitis with atypical hyperplasia，which

indicates that survivin may participate in the genesis of esophageal cancer and play a role in the progress of esophage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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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in是近年发现的凋亡蛋白抑制因子家族

的一个新成员，具有抑制细胞凋亡和调节细胞有丝

分裂的双重作用。已有报道¨,2j，survivin在肺癌、胰

腺癌、结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及淋巴瘤中的表达

与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关系，但在食管癌组织中的表

达与生物学行为关系及其与Bcl-2等凋亡相关基因

关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

测食管癌、食管炎、正常食管组织中survivin蛋白及

Bcl-2蛋白的表达，探讨survivin在食管癌发生、发展

中的作用及Bcl-2蛋白表达相互之间的关系。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2006—2007年，我科胃镜活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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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病理确诊食管癌40例。男17例，女23例；年龄

32—85岁。留取标本前均未经过化疗和放疗。其

中，鳞癌34例，差分化癌4例，差分化腺癌l例，食

管腺癌l例；病理分级I级9例，Ⅱ级24例，Ⅲ级7

例。40例中在本院手术12例，留取相应癌旁食管

黏膜。病理确诊食管炎胃镜标本9例(其中2例存

在重度不典型增生)。男5例，女4例；年龄57—

72岁。

1．2方法免疫组织化学采用链霉素抗生物素蛋

白连接过氧化物酶(S-P)方法：一抗survivin羊抗人

多克隆抗体，BcI-2兔抗人多克隆抗体，p53兔抗人

单克隆抗体(均为美国Santa Cruz公司产品)，一抗

工作浓度分别为l：100、1：50和1：75，SP试剂盒购

于美国Zymed公司。实验操作过程参照试剂盒说

明书进行，以Santa Cruz公司提供的已知阳性切片

作阳性对照，用磷酸盐缓冲液(PBS 0．01 mol／L，pH

7．4)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1．3结果判定免疫组织化学染色survivin阳性

 



反应为棕黄色或黄色颗粒，定位于胞质。Bcl-2定位

于细胞胞质及核膜上，呈棕黄色颗粒。双人盲法观

片，随机选择5个高倍镜(×400)视野，分别计数阳

性肿瘤细胞和肿瘤细胞总数，统计阳性细胞百分数，

按百分数分为5类：0分表示<5％；1分表示5％～

25％；2分表示>25％～50％；3分表示>50％～

75％；4分表示>75％。将染色强度分为4级：0表

示阴性；1表示弱阳性(+)；2表示中度阳性(++)；3

表示强阳性(卅)。参照Lu等旧1的方法，将强度、数

量积分相乘之积≥1表示免疫组化阳性表达。

1．4统计学方法采用r检验、秩和检验和四格
表确切概率法。

2结果

2．1 survivin蛋白阳性的表达 survivin蛋白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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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定位于胞质中，为棕黄色染色颗粒(见图1)。

40例食管癌中33例表达为阳性，阳性率82．5％。

差分化癌5例中survivin蛋白阳性4例(4／5)，高、

中分化癌35例中survivin蛋白阳性29例

(82．85％)，survivin蛋白在差分化癌和高、中分化癌

之间的表达无统计学意义。12例癌旁食管黏膜中

survivin蛋白表达0例阳性，9例食管炎标本survivin

蛋白表达2例阳性，2例阳性标本均存在重度不典

型增生。食管炎及癌旁食管黏膜中survivin蛋白的

表达与食管癌中survivin蛋白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Bcl一2的表达及其与survivin蛋白

表达的关系显示Bcl-2定位于细胞胞质及核膜上，

呈棕黄色颗粒(见图2)。40例食管癌中35例为阳

性，阳性率87．5％，与survivin蛋白的表达阳性率之

间有～定关系(P=0．030)(见表1)。

图1 8。rvivin表达，胞质中u』见人量棕黄色染色颗粒(sP×400)图2 Bcl一2表达，胞质及核膜上口r见人量棕黄色染色颗粒(sP×400J

表1 食管癌临床病理参数及Bcl-2蛋白表达与survivin

表达关系

临床观察项目n雨硅—嵩薏坐‰r P

与食管癌比较△△P<0．01；A示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2．2不同组织中Bcl-2蛋白的表达Bcl-2蛋白在

食管癌中的阳性表达率均高于食管炎和癌旁正常食

管黏膜(P<0．005)(见表2)。

表2癌旁食管黏膜、食管炎和食管癌中Bcl-2蛋白的表

达(／7,)

3讨论

survivin作为IAP家族的一员，是迄今发现最强

的凋亡抑制因子MJ。它通过与微管蛋白形成复合

物来抑制末端控制酶caspase一3、caspase-7或

caspase-9的活性口。J，从而抑制细胞的凋亡。

survivin还可与周期素依赖激酶(CDK4)相互作用，

使CD4K中p21释放出来，并与caspase-3相结合，

间接抑制caspase-3的活性，从而抑制凋亡。survivin

蛋白作为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类凋亡抑制蛋白，不仅

可抑制细胞凋亡，促进细胞增殖，参与细胞有丝分裂

的调节，是联系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界面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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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并可能参与血管的形成，与许多肿瘤的发病密切

相关[8]。survivin mRNA的表达，可有效抑制肿瘤细

胞的生长H1。

本研究结果显示，食管癌中survivin蛋白表达

阳性率为82．5％，而癌旁正常组织无表达，食管炎9

例中有2例表达，表明survivin在食管癌中选择性高

表达，而在癌旁非瘤组织和食管炎中表达明显降低。

本研究中，食管炎中survivin蛋白表达阳性2例经病

理证实均存在不典型增生，而无不典型增生病例则

无survivin表达，提示survivin的表达是食管癌发生

的苇要因素之一，可能在癌前病变向食管癌的转变

中发挥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survivin的表达与多

种肿瘤的生物学特性、分期密切相关¨引。但本研究

结果显示，survivin表达与食管癌分化程度和患者无

明显关系，可能与研究的样本量大小、抗体选择及实

验方法不同有关。

Bcl-2为研究较多的又一细胞凋亡的调控因子，

其功能是阻遏细胞凋亡，过表达已被证实存在于多

种肿瘤组织中¨1’12]。也证明，Bcl-2在食管癌中的

表达与其在食管炎及正常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食管癌组织中survivin蛋白的表达与

Bcl一2蛋白的表达密切相关(P<0．05)，与Tanaka

等¨o报道一致，在其它肿瘤的研究也证实这一

点ot3]，提示两者可能存在共同表达的路径，但

survivin和Bcl-2分别行使不同的抗凋亡功能。一方

面，survivin直接抑制caspase的活性014]，Bcl-2则通

过干扰细胞色素C自线粒体的释放，从而阻断

caspase蛋白酶连锁反应的激活；另一方面，survivin

基因和Bcl-2基因均由TATA缺乏、GC富集的启动

子序列所调控，并且主要在增殖活跃的细胞中转录，

提示可能存在转录活化的共同机制。本研究结果提

示，在食管癌中这两条抗凋亡路径可能会聚起来，协

同转化为强大的抗凋亡作用，促进食管癌的发生。

肿瘤的发生是一个多因素参与的多步骤过程，

发病机制复杂。survivin在人类肿瘤细胞中选择性

高表达，使得应用survivin特异性抗体免疫治疗以

及反义survivin基因治疗具有良好的靶向性、特异

性及安全性。本实验证明，survivin参与了食管癌的

发生、发展过程，并与Bcl-2有密切关系，提示两者

的联合检测有望成为食管癌临床诊断的参考指标，

并为食管癌的基因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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