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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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食管肿瘤；免疫组织化学；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Ｂｃｌ－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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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ｖｉｖｉｎ是近年发现的凋亡蛋白抑制因子家族

经病理确诊食管癌４０例。男１７例，女２３例；年龄

的一个新成员，具有抑制细胞凋亡和调节细胞有丝

３２—８５岁。留取标本前均未经过化疗和放疗。其

分裂的双重作用。已有报道¨，２ｊ，ｓｕｒｖｉｖｉｎ在肺癌、胰

中，鳞癌３４例，差分化癌４例，差分化腺癌ｌ例，食

腺癌、结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及淋巴瘤中的表达

管腺癌ｌ例；病理分级Ｉ级９例，Ⅱ级２４例，Ⅲ级７

与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关系，但在食管癌组织中的表

例。４０例中在本院手术１２例，留取相应癌旁食管

达与生物学行为关系及其与Ｂｃｌ－２等凋亡相关基因

黏膜。病理确诊食管炎胃镜标本９例（其中２例存

关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

在重度不典型增生）。男５例，女４例；年龄５７—

测食管癌、食管炎、正常食管组织中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蛋白及

７２岁。

Ｂｃｌ－２蛋白的表达，探讨ｓｕｒｖｉｖｉｎ在食管癌发生、发展

１．２方法免疫组织化学采用链霉素抗生物素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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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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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３一１０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资助项目（２００５ｋｊ３７７ｚｅ）

作阳性对照，用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

０．０１ ｍｏｌ／Ｌ，ｐＨ

［作者单位］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安徽蚌埠２３３００４

７．４）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作者简介］李大鹏（１９７６一），男，硕士，主治医师．

１．３结果判定免疫组织化学染色ｓｕｒｖｉｖｉｎ阳性

１９９

反应为棕黄色或黄色颗粒，定位于胞质。Ｂｃｌ－２定位

产物定位于胞质中，为棕黄色染色颗粒（见图１）。

于细胞胞质及核膜上，呈棕黄色颗粒。双人盲法观

４０例食管癌中３３例表达为阳性，阳性率８２．５％。

片，随机选择５个高倍镜（×４００）视野，分别计数阳

差分化癌５例中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蛋白阳性４例（４／５），高、

性肿瘤细胞和肿瘤细胞总数，统计阳性细胞百分数，

中分化癌３５例中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蛋白阳性２９例

按百分数分为５类：０分表示＜５％；１分表示５％～

（８２．８５％），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蛋白在差分化癌和高、中分化癌

２５％；２分表示＞２５％～５０％；３分表示＞５０％～

之间的表达无统计学意义。１２例癌旁食管黏膜中

７５％；４分表示＞７５％。将染色强度分为４级：０表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蛋白表达０例阳性，９例食管炎标本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示阴性；１表示弱阳性（＋）；２表示中度阳性（＋＋）；３

蛋白表达２例阳性，２例阳性标本均存在重度不典

表示强阳性（卅）。参照Ｌｕ等旧１的方法，将强度、数

型增生。食管炎及癌旁食管黏膜中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蛋白的

量积分相乘之积≥１表示免疫组化阳性表达。

表达与食管癌中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蛋白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

１．４统计学方法采用ｒ检验、秩和检验和四格

意义（Ｐ＜０．０１）。Ｂｃｌ一２的表达及其与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蛋白

表确切概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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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结果

性，阳性率８７．５％，与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蛋白的表达阳性率之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蛋白阳性的表达

２．１

图１

表１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蛋白阳性

８。ｒｖｉｖｉｎ表达，胞质中ｕ』见人量棕黄色染色颗粒（ｓＰ×４００）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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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有～定关系（Ｐ＝０．０３０）（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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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癌旁食管黏膜、食管炎和食管癌中Ｂｃｌ－２蛋白的表
达（／７，）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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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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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食管癌比较△△Ｐ＜０．０１；Ａ示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间接抑制ｃａｓｐａｓｅ－３的活性，从而抑制凋亡。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２．２不同组织中Ｂｃｌ－２蛋白的表达Ｂｃｌ－２蛋白在

蛋白作为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类凋亡抑制蛋白，不仅

食管癌中的阳性表达率均高于食管炎和癌旁正常食

可抑制细胞凋亡，促进细胞增殖，参与细胞有丝分裂

管黏膜（Ｐ＜０．００５）（见表２）。

的调节，是联系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界面的重要因

２００

子，并可能参与血管的形成，与许多肿瘤的发病密切

的联合检测有望成为食管癌临床诊断的参考指标，

相关［８］。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ｍＲＮＡ的表达，可有效抑制肿瘤细

并为食管癌的基因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

胞的生长Ｈ１。
本研究结果显示，食管癌中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蛋白表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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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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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ｉｎ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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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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