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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在子宫颈上皮内瘤变、子宫颈癌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万俊1，余宁珠2，崔满华2

[摘要]．目的：探讨p16在子宫颈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以10例正常子宫颈组织为对照，采用免疫组

织化学法检测46例子宫颈上皮内瘤变、4l例子宫颈癌组织中p16的表达水平。结果：子宫颈上皮内瘤变组织中p16呈中高

表达，与对照组无统计学意义(P>0．05)；p16在子宫颈癌中呈低表达，与对照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子宫颈癌组

织中p16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和细胞分化程度有关(P<0．05)。结论：p16表达异常参与子宫颈癌的发生发展；p16的缺失可

能与子宫颈癌的恶性生物学行为有关；p16的检测可作为评价子宫颈癌恶性程度及判断预后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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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pl6 in the carcinogenesis ofcervical cancer．Methods：The expression ofpl6 in

the tissue of 46 cases of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and 41 cases of uterine cervix cancer were examined by using immunohis—

tochemical method SABC Ten cases of normal tissues acted as contr01．Results：Expression of p16 in the tissue of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P>0．05)，and that low in the tissue of cervical cancer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P<O．05)．In the cervical cancer group，the expression of p16 was correlated to the histological grade，clinical stage and lympho node

metastasis(P<0．05)．Conclusions：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16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arcinogensis of cervical cancers．

The low expression of p16 is correlated to the malicious biological behaviors of cervical cancers．p16 may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maker

to evaluate the malignancy degree and the prognosis of cervical cancer．

[Key words]cerical cancer；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p16；regulation of cell cycle

子宫颈癌是全球妇女恶性肿瘤中仅次于乳腺癌

的第二个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子宫颈上皮内瘤变

(CIN)是与子宫颈浸润癌相关的一组癌前病变，其

反映子宫颈癌发生发展中的连续过程⋯。近年研

究认为，肿瘤是一类细胞周期性疾病旧-J。在细胞

增殖周期中，最主要的调控点是G。期与s期之间的

调控点。因而，一旦通过这个点，细胞周期进程变得

不可逆H]。此调控点受控于细胞周期蛋白(cyclins)

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因子(CKIs)对细

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CDKs)的正负调节作

用"J，即正常细胞对G。_S期的调控同时需要

cyclin D1的正调控和p16的负调控。p16的失活，

可能引起细胞异常增殖和分化失控拍’川，最终导致

肿瘤的发生。

本研究采用免疫组化测定子宫颈癌及CIN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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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p16，旨在探讨子宫颈癌变过程中p16的变化，

为临床早期评估子宫颈上皮内瘤变的恶变倾向，监

测病情，判断预后提供可靠的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取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2000

年1月一2003年8月妇科手术切除，并经病理证实

的标本，子宫颈浸润癌41例(其中鳞癌32例，腺癌

9例)；CIN 1级11例，CIN 2级II例，CIN 3级24

例。41例手术前均未做放疗、化疗。年龄28～65

岁。临床分期依据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1995年

制定的标准，本资料41例子宫颈浸润癌的临床分期

为I～Ⅲ期(I期12例，Ⅱ期19例，Ⅲ期10例)，其

中有25例病理检查证实有不同程度的盆腔淋巴结

转移。此外，选择正常子宫颈组织12例作对照。

1．2试剂及方法取常规固定、包埋的组织块标

本，以5岬厚连续切片数张备用，分别用于HE染
色和免疫组化染色。

试剂：鼠抗人p16单克隆抗体(MAB-0223)，

DAB显色试剂盒均由福州迈新公司生产，操作按说

 



明书进行，用已知阳性的肺癌组织标本做p16阳性

对照，PBS代替一抗做阴性对照。
1．3 结果判定p16胞核染色以棕黄色颗粒为阳

性细胞。400倍显微镜下每张载玻片计数1 000个

细胞。依据染色阳性细胞所占细胞总数的百分数评

分(A)：<5％为0分，5％一25％为1分，26％～

50％为2分，>50％为3分；按染色强度评分(B)：

无色为0分。弱染色为1分，中等染色为2分，强染

色为3分；总分(A+B)≥3分为阳性表达，<3分

为阴性表达哺J。

1．4统计学方法采用疋2检验和秩和检验。

2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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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不同组织中p16的表达比较p16定位于正

常子宫颈上皮细胞和阳性病例细胞核中，基底层和

基底旁层细胞中表达较弱，但中间层和浅表层表达

增强，我们的观察与国外报道∽J一致。p16在正常

组(见图1)、CIN组(见图2)和子宫颈癌组(见图

3～6)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91．7％、54．3％和

3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见表1)。

图1 p16在正常组织巾的表达(sP x400)图2 p16在宫颈C]Ym中的表达(SP X400)图3 p16在宵颈原位癌中的表达(sP x400) 图4 p16在宫

颈腺癌(中分化)中的表达(sP x400)图5 p16在宫颈腺癌(低分化)中的表达(sP X400)图6 p16在官颈鳞痈(低分化)巾的表达(SP x400)

表1 3组p16正常子宫颈病变组织中的表达比较(n)

2．2 p16在CIN组织中的表达p16在组内的表

达也随病变的进展阳性率逐渐降低，分别为72．7％，

54．5％，45．8％，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p16的表达与子宫颈癌临床病理特征及临床

分期的关系 在子宫颈癌组织中p16的表达与细胞

分化程度有关，高分化组表达阳性率高于低、中分化

组(P<0．05)；与子宫颈癌是否存在淋巴结转移有

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子宫颈癌的临

床分期关系不大(P>0．05)；与子宫颈癌的病理分

型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2 CIN分级与p16的表达关系(n)

3讨论

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细胞生长周期的失

调在人类肿瘤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抑癌基因p16

是1994年美国Kamb等m1首次报道的一种新型抑

癌基因。在细胞周期中P16既是固有的调节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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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子宫颈癌临床病理参数与p16的表达关系(rt)

△示m值

是抑制肿瘤生长的关键成分，从而使细胞生长失控

向癌变发展111|。有研究报道，p16基因缺失与肿瘤

的转移和病程进展有密切关系，它在不同类型肿瘤

的发生发展中可能起着不同作用¨2|。

本研究中CIN组内，p16的表达也随着CIN 1_

CIN 2_cIN 3的演进，阳性率逐渐降低，CIN 1组阳

性率明显高于CIN 3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可能与例数过少有关，或与实验中出现的假

阳性率有关。后3组中阳性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子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的转归问题

一直是多年来I晦床十分关注的问题，通常CIN 1时，

可出现好转和恢复，随着不典型程度的加晕，则回复

正常和保持不变者区分率降低，而发展为原位癌者

则升高‘z3]。本组数据也可以表明有这样的趋势，

CIN】阳性率最高，而CIN 2及CIN 3较接近，说明

在中、重度子宫颈不典型增生组织中，p16可能已经

发生了一定数量上的失活或突变，但还没达到质变

的程度，这还需要我们去收集大量样本作更进一步

的研究。

本研究中正常子宫颈组织中p16表达最强，子

宫颈癌组织中有低表达，且显著低于C1N组和正常

子宫颈组织组(P<0．05)。在子宫颈癌组中低分化

组p16表达显著低于高、中分化组，p16在淋巴转移

组中的表达明显低于无淋巴转移者(P<0．05)。说

明p16低表达与子宫颈癌的发生有关，是肿瘤恶性

侵袭的进展性标志，表明子宫颈癌中可能存在p16

基因的缺失和突变，且在不同分化程度的肿瘤组织

中存在明显不同，可以推测p16基因在子宫颈癌组

织中表现为失活，是子宫颈癌发生发展过程中较晚

的分子事件。这可能提示临床医生可以把p16作为

判断子宫颈癌预后的一个指标。另外，本资料中

p16的阳性表达率与子宫颈癌的临床分期无关(P>

O．05)，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和临床诊断有关，因

为子宫颈癌的临床分期是以术前诊断为准，这样就

存在着与实际期别不一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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