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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rin蛋白在食管鳞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崔珍，彭开桂。沈学明。江浩，李多杰，汪庚明

[摘要]目的：探讨食管鳞癌组织中ezrin蛋白的表达及其与肿瘤侵袭和转移的关系。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

76例食管鳞状细胞癌组织标本中ezrin蛋白的表达，以30例食管癌旁正常黏膜组织作对照，并结合食管癌的I临床病理特征进

行分析。结果：ezrin蛋白在76例食管鳞癌中异常表达印例，在30例癌旁正常黏膜中异常表达8例，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户<O．01)。同时ezrin蛋白的异常表达率与食管鳞癌的分化程度和区域淋巴结转移均有一定关系(P<0．05和P<0．01)。

结论：ezrin蛋白在食管鳞癌中异常高表达，其强阳性表达预示着肿瘤细胞分化程度较差，有淋巴结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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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ezrin protein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CUI ZHEN，PENG Kai-gui，SHEN Xue-ruing，JIANG Hao，LI Duo-jie，WANG Geng·ruing

(Department ofRadiotherapy，The First affili,ued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s of ezrin protein and th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0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Methods：The expression of ezrin protein in 76 cases of ESCC and 30 Cases of normal

esophageal squamous epithelia was detected by using S-P method of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an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e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Results：The abnormal expression rates of ezrin protein in ESCC and normal esophageal

squamous epithelia were 78．95％(60／76)and 26．67％(8／30)，respectively(P<O．01)．The abnormal expression of ezrin protein Was

related to the cell differentiation degre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P<0．05 and尸<0．01)in 76 cases of ESCC．Conclusions：The

expression of ezrin protein is up—regulated in ESCC，and the overexpression is related to the cell differentiation degre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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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

率在常见恶性肿瘤中居第四位⋯。浸润和转移是

恶性肿瘤的基本生物学特性，也是临床上绝大多数

肿瘤患者的死亡原因。因此，探索食管癌浸润转移

的机制，寻找最佳的能够预测食管癌浸润转移等肿

瘤生物学行为的标志物，对判断食管癌预后、指导临

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ezrin蛋白是Vilin2基因

表达的产物，属于4．1蛋白超家族，为ERM(ez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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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ixin moesin)家族的重要成员，是一种细胞膜与细

胞骨架的连接蛋白，与细胞黏附、迁移和转移有

关旧J。近年来研究表明，～些转移功能较强的肿瘤

细胞系伴有ezrin蛋白的过表达”j。高水平的ezrin

蛋白还可以诱导多种细胞系的转化以及异常增

生Mj。ezrin蛋白与食管鳞癌发生发展的关系鲜有

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其对于食管鳞癌发生、发展

的临床意义。

I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收集蚌埠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2006—

2007年食管鳞癌存档蜡块76例，癌旁正常食管组

织30例。所有蜡块均取材于住院手术切除标本，正

[9] 肖觉，李进，叶学正，等．5例宫颈微偏腺癌临床病理观察

【J】．浙江肿瘤。2000，6(2)：85—86．

[10】穆涛，陈有仲．子宫“低离正”性腺癌[J]．国外医学·妇产

·科分册，1990，18(2)：212—231．

[11]Gotoh T，Kikuchi Y。Takano M，et a／．An extremely rare ca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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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nary obstruction[J]．Gynecol Oncol，2002，84(2)：339—343．

[12】Himi Y．Takeshima N。Hags A．el a1．A clinieoeytopathalogic

study of adenoma nmlignum of the uterine cervix[J】．Gyneeol

Oncol，1998，70(2)：219—223．

[13] Gilks CB．Young RH，Aguirre P，科a／．Adenoma maligcaum

(minimal deviation adenocareinoma)of the uterine cervix：a

clinicopathological and immunohistoehemical analysis of 26 cages

[J]．Am J Surg Pathol，1989，13(9)：717—729．

[14]Kuragaki C，E‘nomoto T，Ueno Y。et a／．Mutations in the STKll

gene characterize minimal deviation adenocareinonm of the uterine

cervix[J]．Lab Invest，2003，83(1)：35—45．

 



常对照组织距癌灶边缘5 em以上，标本均经10％

甲醛固定，石蜡包埋。所有病例临床及病理资料完

整，术前均未接受放疗及化疗。男56例，女20例；

年龄45～78岁。其中颈及胸上段8例，胸中段37

例，胸下段31例；肿瘤长度<5 em 35例，≥5 em 41

例；分化程度I、Ⅱ、Ⅲ级分别为13、45、18例；浸润

深度T，+T2 32例，T3+T4 44例；有淋巴结转移42

例，无转移34例。

1．2主要试剂与方法 鼠抗人ezrin单克隆抗体

(浓缩型)、S-P免疫组化试剂盒及液体DAB酶底物

显色试剂盒均购自福州迈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采

用免疫组化S-P法。实验步骤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

进行。采用福州迈新公司提供的已知阳性切片作阳

性对照。用PBS缓冲液(0．01 mol／L，pH=7．4)代

替一抗作阴性对照。

1．3 结果判断 参考Mathew等"1分级标准：

(一)，无表达；(+)，<50％细胞阳性表达或染色较

浅；(++)，I>50％阳性表达且深染。(++)称为异常

表达。

1．4统计学方法采用x2检验和秩和检验。

2结果

2．1 ezrin蛋白在食管鳞癌组织及癌旁正常黏膜组

织中的表达 ezrin蛋白的阳性反应物质在癌细胞

主要位于细胞质内，胞膜也有部分着色，呈棕黄色颗

粒，均一弥漫性分布；而其在癌旁正常对照组织中呈

黄色，均一弥漫性分布，且胞膜无着色。本实验中，

ezrin蛋白在76例食管癌组织中有60例(78．95％)

呈异常表达，在30例癌旁正常黏膜组织中有8例

(26．67％)呈异常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25．56，P<0．01)。

2．2 ezrin蛋白的表达与食管鳞癌各临床病理因素

的关系ezrin蛋白异常表达与食管鳞癌组织分化

程度，和淋巴结转移均有一定关系(P<0．05和P<

0．01)，而与食管鳞癌患者的性别、年龄、浸润深度、

肿瘤大小及肿瘤位置均无明显关系(P>0．05)(见

表1)。

3讨论

ezrin蛋白为膜细胞骨架的连接蛋白，近年来已

成为肿瘤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ezrin

蛋白参与肿瘤的侵袭和转移。Pang等№o采用免疫

组化方法检测一组人类前列腺上皮内瘤变组织的

ezrin蛋白表达，发现前列腺上皮内瘤变组织ezrin

蛋白中等或高表达，而正常前列腺组织ezrin蛋白阴

性或弱表达，同一个腺体既有不典型细胞，又有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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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食管鳞癌各临床病理参数与ezrin蛋白表达的关系(n)

△不Hc僵

正常细胞时ezrin蛋白表达产生明显落差。在子宫

内膜癌前病变即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中也发现

ezrin蛋白过表达¨J。孙琦蛮等¨1发现ezrin在肝

癌、门静脉癌栓和MHCC97L、MHCC97H、LM3细胞

系中均表达，其表达强度随侵袭性增强而增加。本

实验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76例食管鳞癌组织

中ezrin蛋白的表达情况，并和30例癌旁正常黏膜

组织中的表达相对比，结果显示ezrin蛋白在食管鳞

癌中的异常表达率78．95％，明显高于其在正常黏

膜组织中的异常表达率26．67％，两者之间有统计

学意义(P<0．01)，即ezrin蛋白在食管鳞癌组织中

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的黏膜组织，提示在食管鳞癌

组织中可能存在ezrin蛋白表达调控机制的失调，使

其表达上调。分析更深层的机制，ezrin蛋白的激活

表达可能与ezrin Thr567的磷酸化有关，Khanna

等【9】研究证明了这个观点，在他的研究中将ezrin蛋

白表达被抑制的肿瘤细胞接种到裸鼠体内，肿瘤细

胞不发生转移，如果将ezrin的567位的苏氨酸定点

突变为丙氨酸，远处转移也被抑制，而丙氨酸与苏氨

酸的差异就在于前者不能被磷酸化。有关ezrin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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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在食管癌中表达的报道较少。Shen等¨叫在研究

食管上皮细胞癌时发现，能够发生恶性转移的

Sheemt细胞系的ezrin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高于不能

发生远处转移的细胞系Sheeimm，接种Sheemt的裸

鼠40天之内就可以在内脏和软组织中形成肿瘤团

块。在体外实验中，接种到羊膜上皮上的Sheemt可

以形成团块，且能侵入到羊膜基质中，而在体内和体

外实验中都没有发现Sheeimm具备远处转移的能

力。这些研究提示，ezrin蛋白在食管癌的侵袭和转

移中具有重要作用。本实验还显示，ezrin蛋白异常

表达与食管鳞癌分化程度有一定关系(P<0．05)，

其强阳性表达预示着肿瘤细胞分化程度较差；与淋

巴结转移有明显相关性(尸<0．01)，其强阳性表达

预示着肿瘤有淋巴结转移；而与食管鳞癌患者的性

别、年龄、浸润深度、肿瘤大小及肿瘤位置均无明显

关系(P>O。05)，实验结果与文献相一致。最近，一

项对横纹肌肉瘤的研究表明，高侵袭组的细胞系

Villin2基因持续高表达，在转移实验中发现，将

Villin2基因转染到低侵袭能力的细胞系中，可以极

大地促进这些细胞在肺部形成转移灶，增加淋巴结

的转移，ezrin蛋白正是Villin2基因的表达产物；而

用RNAi技术使ezrin高表达的细胞株ezrin表达下

调后，淋巴结转移能力下降¨1|。蔡海波等¨2o通过

检测ezrin蛋白在食管鳞癌中的表达也有同我们的

实验相似发现，实验研究结果支持了ezrin蛋自在食

管鳞癌的浸润、转移中起重要作用，且与淋巴结转移

呈正相关。但也有相反报道，印永祥等¨列通过对卵

巢癌的研究认为，ezrin蛋白低表达促进了卵巢癌的

浸润和转移，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某些涉及到ezrin

蛋白的磷酸化激活机制失调，最终导致其功能增强，

另外，ezrin蛋白还可能通过协同和放大细胞表面的

肿瘤转移相关信号，改变细胞内信号转导平衡，从而

使肿瘤吞噬及转移能力增强。这说明ezrin蛋白在

肿瘤转移过程中有着更复杂的作用机制，有待于我

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其更具体的机制。

本实验结果表明，ezrin蛋白的表达与食管鳞癌

的发生、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提示ezrin蛋白可以

作为一项预测食管鳞癌转移潜能的生物学指标。测

定食管鳞癌中ezrin蛋白的表达有助于更好的指导

临床，对ezrin蛋白异常表达的食管鳞癌患者，即使

尚未发生淋巴结转移，亦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早期制

定合理的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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