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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连锁凋亡抑制蛋白在膀胱癌的表达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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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X连锁的凋亡抑制蛋白(XIAP)在膀胱移行细胞癌(BTCC)的表达情况，以及XIAP与BTCC病理分级、临床

分期的关系。方法：收集临床上经病理确诊的BTCC手术标本62例，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测定肿瘤组织中XIAP的表达情况，将

结果进行相关分析。结果：XIAP在膀胱肿瘤中的阳性表达率为67．7％，在正常膀胱移行上皮阳性表达率为23．1％，两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05)；在I、Ⅱ、Ⅲ级BTCC的阳性表达率分别是75．0％、57．9％和66．7％，在浅表性和浸润性BqlCC的

阳性表达率分别为63．9％和73．1％，阳性表达率各组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XIAP可能在BTCC的发生、发展

中发挥霞要作用。

[关键词]膀胱肿瘤；癌，移行细胞；免疫组织化学；X连锁凋亡抑制蛋向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737．14；R 730．21 [文献标识码]A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X-l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tein in bladder cancer

DONG Xue．chen91。LI Qing．wen2

(1．Department of Urology，Cixi People’S Hospital，Cixi Zhejiang 31 5300；

2．Department of U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X—l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tein(XIAP)in bladder 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

(BTCC)and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hological grades and clinical stages of BTCC．Methods：The epithelium

speciment of 62 cases of BTCC confirmed by pathological method were collect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XIAP was detected by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assay(SP methods)．Results：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XIAP in BTCC was 67．7％，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bladder tissues(23．1％)(P<0．005)．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in grade I，Ⅱand nl were 75．0％．

57．9％and 66．7％，respectively；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in stage Ta-TI and T2-T4 were 63．9％and 73．1％，respectively．

Conclusions：It is suggested that hish expression of XIAP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echanisms of tumofig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BTCC．

[Key words]bladder neoplasms；carcinoma，transitional cell；immunohistochemistry；X—l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tein

膀胱移行细胞癌(BTCC)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

肿瘤之一，具有易复发、对放疗和化疗低敏感等特

点，近年来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到目前为止，其发病

机制尚未完全阐明。x连锁凋亡抑制蛋白(X．1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tein，XIAP)是1996年被发现

的一种新的凋亡抑制蛋白家族分子，是该家族成员

中最强的caspase抑制剂⋯，在几乎所有恶性肿瘤

呈阳性表达，其通过抑制caspase在细胞凋亡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本实验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

BTCC中XIAP的表达情况，并探讨其与病理分级和

临床分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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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纠正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抗感染等。本组中

13例肾功能完全恢复，肾功能恢复正常所需时间

1～6天。5例肾功能未完全恢复者均伴有持续尿蛋

白，考虑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主要见于糖尿病

病程较长、病情较蓖、长期高血糖以及伴有高血压或

有吸烟嗜好的男性患者嵋J。

DKA是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常见的诱因是急

性感染。发生酬症以后外周皿白细胞可升高，白细

胞升高与酮体浓度及酸中毒程度相关¨J。对于糖
尿病患者出现失水、酸中毒、呼吸有酬味、低血压或

休克时应高度怀疑DKA。由于临床表现多样，特别

是无糖尿病史的患者，有时表现为恶心、呕吐而误诊

为胃炎，输注葡萄糖病情加重而昏迷，应及时检查血

糖。一旦DKA诊断明确，早期积极治疗，尤其是伴

有低血压或休克者，避免。肾前性氮质血症向不可逆

肾衰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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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标本62例。其中男48例，女14例；年龄26—82

岁。病理分级：I级28例，Ⅱ级19例，Ⅲ级15例。

按国际癌症联合会(UICC)TNM标准分期：Ta—T1

期36例，他～T4期26例。初发57例，复发5例。

另外选择正常膀胱移行上皮组织13例(前列腺增

生lo例，尿路狭窄2例，输尿管结石1例；男1 1例，

女2例)作为阴性对照。

1．2免疫组化方法XIAP山羊抗人多克隆抗体由

R&D公司生产(工作浓度为10“g／m1)；山羊SP Kit

试剂盒和DAB显色试剂盒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标本经10％甲醛溶液固定，石蜡包

埋组织，以厚4“m连续切片，常规脱蜡至水，采用

链霉菌抗生物素蛋白一过氧化物酶连结(S-P)法，

按说明书操作。以试剂公司提供的阳性切片为阳性

对照，磷酸盐缓冲液(PBS)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1．3结果判断采用双盲法阅片，在光镜下，XIAP

以细胞质内有棕黄色颗粒伴或不伴细胞核着色为阳

性，细胞质无着色为阴性。每张切片随机选取5个

区域，在200倍视野下连续记数100个细胞中的阳

性细胞数。依据XIAP蛋白着色深浅和阳性细胞数

将其表达强度分为4级：总染色细胞数<10％为阴

性(一)，10％～25％为弱阳性(+)，25％一50％为

阳性(抖)，>50％为强阳性(卅)。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检验。

2 结果

2．1 XIAP在BTCC和正常膀胱黏膜的表达XIAP

在正常膀胱黏膜上阴性表达(见图1)。XIAP在

BTCC的阳性表达率为67．7％，主要是胞质表达，部

分有胞核表达，阳性细胞多为弥漫性分布(见图2．

4)，对照组阳性表达率为23．1％；二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05)(见表1)。

图l XIAP在正常膀胱黏膜卜阴性表达(×400) 罔2 XIAP在膀胱移行细胞癌弱阳性表达(×400) 阁3 XIAF在膀胱移行细胞癌阳性表Jzs(x400)
图4 XIAP在膀胱移行细胞痈强|；u住表达(x400)

表1 XIAP在B‘FCC和正常膀胱黏膜中的表达

2．2 XIAP表达与BTCC临床病理参数关系 Ta～

T1浅表性肿瘤组织阳性表达率为63．9％，T2～T4

浸润性肿瘤组织中阳性表达率为73．1％，二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I级肿瘤组织中阳性表

达率为75．0％，II级肿瘤组织中阳性表达率为

57．9％，11I级肿瘤组织中阳性表达率为66．7％，三

者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膀胱癌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肿瘤，近年来发病

率呈上升趋势，到目前为止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

明‘21。近年来，人们认识到肿瘤的发生、发展与细

胞凋亡紊乱密切相关。3l，从而开始研究肿瘤细胞的

△示‰值

凋亡障碍机制，并试图应用促进肿瘤细胞凋亡的一

些方法来进行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凋亡抑制蛋白家

族M o是一类抗凋亡基凶表达产物，在哺乳动物以及

人类都有表达，主要通过抑制caspase，参与肿瘤坏

死因子(TNF)介导的信号转导，与核因子NF—KB相

互作用，从而发挥抗细胞凋亡作用。XIAP是该家族

成员中最强的caspase抑制剂"j，对caspase诱发的

内源、外源细胞凋亡过程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参与肿

瘤细胞对化疗药物耐药性的产生∽J。XIAP基因定

位于Xq25，编码分子量为55 000，含497个氨基酸

：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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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蛋白质。XIAP蛋白N端含有3个BIR结构(BIR

是一个一70氨基酸残基的锌结合结构域，含三个保

守的半胱氨酸和一个保守的组氨酸序列)，C端含有

一个RING环指结构，有泛素连接酶活性，能催化自

身及靶蛋白通过泛素化而降解"1。XIAP几乎表达

于所有成年组织和胚胎组织中，它在组织中的过表

达与某些癌细胞株的存活有关，可能在细胞的增殖

和细胞的恶性转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J。Bilim

等一1通过检测发现在正常尿路移行上皮细胞XIAP

有少量表达，尤其在表层细胞表达显著，而在移行上

皮肿瘤标本XIAP表达阳性率达73．15％(79／108)。

他们认为XIAP的表达可作为移行细胞癌维持其生

存能力及耐药性的指标，XIAP可能在人移行细胞癌

早期发生中扮演重要角色。本实验显示：BTCC组

织XIAP的阳性表达率为67．7％，较正常膀胱移行

上皮的阳性表达率23．1％显著升高(P<0．01)，推

测XIAP可能在膀胱正常移行上皮细胞的恶性转化

过程中起一定的作用，可能与BTCC对放疗、化疗的

敏感性较差有关。

恶性肿瘤的I临床分期和病理分级是有关患者预

后的关键因素之一，细胞凋亡的抑制在肿瘤发生、发

展的机制中起重要作用，作为功能最强的凋亡抑制

因子，XIAP无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研究显

示，XIAP与BTCC的临床分期和病理分级无关，提

示检测BTCC中XIAP对其病程进展和恶性程度的

判定无明显价值，这与有关XIAP在前列腺癌的研

究结果相类似¨0|；但与XIAP在胰腺癌的研究情况

有所不同¨1|，他们认为XIAP的表达和胰腺癌的分

级有关，与分期无关，提示XIAP在调控不同组织起

源的肿瘤细胞凋亡过程中所起作用可能不同。笔者

认为，XIAP的表达强度与膀胱肿瘤的分期、分级无

关，可能原因是膀胱肿瘤形成过程纷繁复杂，不仅存

在有细胞凋亡的改变，还伴有细胞增殖的异常，在膀

胱肿瘤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肿瘤细胞增殖和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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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变化。因此，不能单独依靠

检测组织XIAP表达来判定患者的预后，还须结合

其他抑制因子或刺激因子来综合判断。

总之，XIAP通过抑制caspase来调控细胞凋亡

是众多调控细胞凋亡的重要途径之一，XIAP在

BTCC中的高表达可以作为l临床靶向治疗的定位点

进行研究，以指导膀胱肿瘤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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