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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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子宫颈肿瘤；子宫颈上皮内瘤变；ｐ１６；细胞周期调控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Ｒ

７３７．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１６ ｉｎ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ＡＮ Ｊｕｎｌ．ＹＵ Ｎｉｎｇ．ｚｈｕ２，ＣＵＩ Ｍａｎ．ｈｕｎ２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Ｎａ蟛ｎｇ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现泌Ｈｅａｈｈ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ｔｈ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ｏｆ ４６

ｃａｓｅｓ

ｗａｓ

（Ｐ＜Ｏ．０５）．Ｉｎ

ｏｆＮＪＭＵ，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ｐｌ６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ａｃｔ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ｓ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ｕｔｅｒｉｎｅ ｃｅｒｖｉｘ

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ｐｌ６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ｅ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１６

ｗａ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ａｄ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ｙｍｐｈｏ ｎｏｄｅ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ｐ１６ ｍａｙ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ｔｈｅ ｍａｌｉｃｉｏｕ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ｓ．ｐ１６ ｍａｙ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ｅ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

ｃｏｎｔｒ０１．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１６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０．０５），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ｌｏｗ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１６ ｉ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２１０００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ｎ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Ｊｉｌｉｎ １３００４１，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ａｎｄ ４１

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ＡＢＣ Ｔｅｎ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ｅｃｏｎｄ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ｓｉｓ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ａｓ

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ａｋ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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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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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殖周期中，最主要的调控点是Ｇ。期与ｓ期之间的

１．１

标本来源取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２０００

调控点。因而，一旦通过这个点，细胞周期进程变得

年１月一２００３年８月妇科手术切除，并经病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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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例）；ＣＩＮ １级１１例，ＣＩＮ ２级ＩＩ例，ＣＩＮ ３级２４

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ＣＤＫｓ）的正负调节作

例。４１例手术前均未做放疗、化疗。年龄２８～６５

的标本，子宫颈浸润癌４１例（其中鳞癌３２例，腺癌

用＂Ｊ，即正常细胞对Ｇ。＿Ｓ期的调控同时需要

岁。临床分期依据国际妇产科联盟（ＦＩＧＯ）１９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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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的标准，本资料４１例子宫颈浸润癌的临床分期

ｃｙｃｌｉｎ

肿瘤的发生。
本研究采用免疫组化测定子宫颈癌及ＣＩＮ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７－１０
［作者单位］１．江苏省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科，２１０００４；２．吉林大学
第二医院妇产科，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４１
［作者简介］万俊（１９７７一），女，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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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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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统计学方法采用疋２检验和秩和检验。
２结果
２．１

不同组织中ｐ１６的表达比较ｐ１６定位于正

细胞。依据染色阳性细胞所占细胞总数的百分数评

常子宫颈上皮细胞和阳性病例细胞核中，基底层和

分（Ａ）：＜５％为０分，５％一２５％为１分，２６％～

基底旁层细胞中表达较弱，但中间层和浅表层表达

５０％为２分，＞５０％为３分；按染色强度评分（Ｂ）：

增强，我们的观察与国外报道∽Ｊ一致。ｐ１６在正常

无色为０分。弱染色为１分，中等染色为２分，强染

组（见图１）、ＣＩＮ组（见图２）和子宫颈癌组（见图

色为３分；总分（Ａ＋Ｂ）≥３分为阳性表达，＜３分

３～６）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９１．７％、５４．３％和

为阴性表达哺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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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腺癌（中分化）中的表达（ｓＰ ｘ４００）图５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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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１６在宫颈腺癌（低分化）中的表达（ｓＰ Ｘ４００）图６

３组ｐ１６正常子宫颈病变组织中的表达比较（ｎ）

图４

ｐ１６在宫

ｐ１６在官颈鳞痈（低分化）巾的表达（ＳＰ ｘ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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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ＣＩＮ分级与ｐ１６的表达关系（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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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讨论
ｐ１６的表达与子宫颈癌临床病理特征及临床
在子宫颈癌组织中ｐ１６的表达与细胞

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细胞生长周期的失

分化程度有关，高分化组表达阳性率高于低、中分化

调在人类肿瘤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抑癌基因ｐ１６

组（Ｐ＜０．０５）；与子宫颈癌是否存在淋巴结转移有

是１９９４年美国Ｋａｍｂ等ｍ１首次报道的一种新型抑

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子宫颈癌的临

癌基因。在细胞周期中Ｐ１６既是固有的调节者，又

分期的关系

２２２

表３子宫颈癌临床病理参数与ｐ１６的表达关系（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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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