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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0-2200(2009)07-0584-04 。临床医学-

stat一3，与survivin在乳腺癌的表达及其意义

岳喜成。李德群

[摘要]目的：通过检测信号转导与激活因子3(star-3)与生存素(survivin)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探讨它们在乳腺癌发生及

发展中的意义。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5l例乳腺癌和25例癌旁乳腺组织中stat-3和survivin表达。结果：stat-3在

乳腺癌中的表达阳性率高于癌旁乳腺组织(P<O．001)；stat一3表达在淋巴结转移组中高于元淋巴结转移组(P<o．05)。star-3

表达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临床分期、雌孕激素受体和c—erbB-2均无明显关系(P>0．05)。survivin在乳腺癌中

的表达高于癌旁乳腺组织(P<O．001)；survivin表达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雌孕激素受

体和c．erbB-2均无明显关系(P>0．05)。survivin表达阳性者35例中stat-3表达阳性34例，两者表达呈正相关关系(P<

0．05)。结论：stat-3、survivin可能相互协同通过抑制细胞凋亡，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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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stat-3 and survivin in breast carcinoma and its significance

YUE Xi·cheng，LI De—qun

(Department ofSurgical Onc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矿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pression of stat-3 and survivin in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breast

carcinoma．Methods：Immunohistochemistry S-P Was utiliz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of stat-3 and survivin protein in 51 breast

carcinoma tissues and 25 adjacent noncarcerous tissues．Results：The expression of stat-3 protein Was higher in breast carcinoma tissues

than that in the adjacent noncarcerous tissues(P<0．001)；the expression of stat-3 protein Was higher in the positive lymph node group

than in the negative lymph node group(P<0．05)．It W88 not related to the patients’age，size of tumor，pathological grades，clinical

stages，ER，PR or cerbB-2(P>0．05)．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protein Was higer in breast carcinoma tissues than in the adjacent

noncarcerous tissues，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P<0．001)．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protein had no significant eoorelation

with the patients’age，size of tumor，pathological grades，ehnical stages，lymph node metastasis，ER，PR or cerbB-2(P>0．05)．Of the

35 cages with positive survivin protein expression，positive stat-3 protein WaS detected in 34 of them．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and slat-

3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breast carcinoma(P<0．05)．Conclusions：stat-3 and survivin may play art important role in the

earcinngensis and progression of breast carcinoma by inhibiting apop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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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的发病因素涉及领域较广，其中癌基因

激活和抑癌基因被抑制，凋亡信号不能正常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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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激活因子3(stat-3)与

生存素(survivin)在乳腺癌中的表达，以探讨两者与

乳腺癌的发生及发展的关系。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标本均取自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悸、手颤，可通过雾化后及时漱口及对症处理完全缓 C31李春华．普米克令舒和博利康尼联合雾化吸入治疗慢性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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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外科2006年12月至2007年8月手术患者。

乳腺癌5l例，其中25例癌旁乳腺组织(距离肿瘤组

织边缘5 cm以上)作为对照组。均为女性浸润性导

管癌，术前均未接受放、化疗，除l例ⅢB期患者行

乳癌根治术外，余均行改良根治术，均有完整的临床

和病理资料。年龄25—71岁，病理学分级I级

13例，Ⅱ级26例，Ⅲ级12例。临床分期I期8例，

Ⅱ期36例，Ⅲ期7例。腋淋巴结转移阳性29例，

阴性22例。ER阳性24例，阴性27例。PR阳性22

例，阴性29例。c·erbB-2阳性19例，阴性32例。

1．2 主要试剂 羊抗人survivin单克隆抗体和鼠

抗人stat-3多克隆抗体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1．3 S-P法染色步骤采用微波修复抗原，用已知

阳性切片作阳性对照，用PBS代替一抗进行阴性对

照，实验全部操作均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4免疫组织化学结果判定stat-3表达主要以细

胞质中呈不同染色程度的棕黄色颗粒为阳性，少数

位于细胞核(见图1)。survivin阳性染色主要位于

肿瘤细胞质和细胞核中粗细不一的棕黄色颗粒(见

图2)。每张切片随机观察10个高倍视野(X200)，

每个高倍视野计数100个癌细胞，计数阳性细胞百

分数。按阳性细胞所占的百分比记分：<10％为

(一)，10％一25％为(+)，>25％一50％为(++)，>

50％为(H+)。

1．5统计学方法采用疋2检验、秩和检验和等级

相关分析。

2结果

2．1 乳腺癌和癌旁组织stat-3与survivin表达在

乳腺癌组织与癌旁乳腺组织中，stat-3与survivin蛋

白表达阳性率分别为86．3％、16．0％和68．6％、

4．O％，两者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均显著高于癌旁

乳腺组织(P<0．001)(见表1、2)。

2．2乳腺癌临床病理参数与stat-3和survivin表达

的关系 在有无淋巴结转移病例中，star-3阳性表达

率分别为99．6％、72．7％，淋巴结转移组阳性率高

于淋巴结阴性组(P<0．05)。stat一3的阳性表达率

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TNM分期、雌孕激素受体及

c．erbB-2亦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survivin阳

性表达率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TNM分期、淋巴结

转移、雌孕激素受体及c—erbB-2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3)。

表1 乳腺癌与癌旁组织star-3表达比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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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乳腺癌与癌旁组织survivin表达比较(n)

表3乳腺癌临床病理参数与stat-3和survivin表达的关

系(n)

2．3 乳腺癌组织stat-3、survivin表达的关系3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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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in表达阳性者中slit-3表达阳性34例。其中

survivin与stat-3同阴性表达4例，两者共表达为

(+)者6例，共表达为(H)者9例，共表达为(卅)

者3例，表达完全一致的符合率达43．10％(22／

5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见表4)。

表4乳腺癌组织stat-3与survivin表达的相关性(n)裳■羔合计 ‘ P

表达 一 + ++ 卅

+

++

卅

合计

3讨论

3．1 stat-3在乳腺癌组织的表达及其意义Jak／

Stat是肿瘤细胞因子信号传导的重要通路，作为癌

基因，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其活化时间非常短暂，在
许多实体肿瘤和血液肿瘤中slit-3被激活¨’2J，出现

异常的持续性活化，stat-3激活后扮演的重要角色是

抑制凋亡，已经明确slit-3蛋白持续高表达可使细

胞周期蛋白D1(Cyclin D1)、c．myc、血管内皮细胞

增长因子(VEGF)、热应激蛋白27(HSP27)和多种

抗凋亡蛋白表达¨qJ，包括Bcl．xL、Mcl．1、Bcl-2等。

这些证据间接提示stat-3下游作用对象主要包括细

胞增殖和凋亡相关基因，特别是Bcl．xL基因不仅具

有抗凋亡作用，而且与肿瘤细胞耐药密切相关。因

此stat-3过度表达可能与乳腺癌预后不良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stat-3在乳腺癌中的表达为

86．3％，在癌旁组织中的表达为16．0％，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01)，与患者年龄、组织学分级、肿

瘤大小、TNM分期、雌孕激素受体均无明显关系

(P>0．05)。程琳等№1应用Western blot检测5l例

人乳腺癌组织slit-3的表达，也发现乳腺癌组织中

slit-3平均表达水平高于相应正常乳腺组织，平均为

正常乳腺组织的5．14倍。表明stat-3可能通过激

活其下游癌基因，使抑癌基因失活，从而改变了细胞

周期进程，促进细胞间的转化，并阻断细胞凋亡，使

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监视抑制凋亡，使肿瘤获得无限

增殖能力。

同时显示，在29例淋巴结转移病例中有28例

stat-3表达阳性，22例淋巴结转移阴性组中16例

stat-3表达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杨

俊波等【71在对食管癌的研究中也发现有相似结果。

可能与slit-3激活其下游目的基因Bcl—xL、Cyclin

D1、survivin相关，并通过诱导VEGF、血小板源性生

长因子(PDGF)表达促进肿瘤微血管和微淋巴管生

成，增加微淋巴管的通透性，诱发淋巴结转移¨]。

stat-3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研究结果，

Dien等"1应用免疫组化对142例乳腺癌研究发现．

磷酸化stat-3与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通过调节磷

酸化slit-3水平对乳腺癌MCF-7细胞对肿瘤细胞侵

袭力的影响，发现下调磷酸化slit-3与金属蛋白酶

组织抑制因子一1(rI’IMP-1)后，肿瘤细胞在基质中的

侵袭力增强，并呈剂量依赖性，并因此认为slit-3可

通过上调TIMP·1抑制金属组织蛋白阻止淋巴结和

血管转移。因此，stat-3在乳腺癌淋巴结转移中的确

切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3．2 survivin与乳腺癌的关系 survivin作为目前

发现最强的凋亡抑制因子，被认为是处于细胞增殖

与细胞死亡界面的分子，通过内源性及外源性途径

最终作用于caspases家族抑制细胞凋亡【l
0’11

J，其过

表达有利于细胞逃离生长监控，从而促进细胞增殖

和向恶性转化，因此，survivin在乳腺癌组织中表达

上调，提示它可能参与乳腺癌的发生及发展。

本研究结果显示，survivin在肿瘤组织中表达阳

性率为68．6％，癌旁组织为4．O％，接近于AI-Joudi

等【I副研究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其中1例癌旁组织survivin蛋白阳性，该患者为双原

发病灶，考虑可能与取材时癌旁组织或肿瘤多中心

起源有关。survivin在肿瘤组织中表达与患者年龄、

组织学类型、肿瘤大小、TNM分期、淋巴结转移、雌

孕激素受体均无明显关系(P>0．05)。相关研究表

明【l
3．14 J，survivin阳性表达与患者预后相关，阳性表

达患者5年生存率低于阴性表达者，且表现为对紫

杉醇等耐药。尽管本研究发现survivin同目前公认

的预后指标(淋巴结转移、雌孕激素阴性表达、c—

erbB-2阳性表达等)无正相关(P>0．05)，但肿瘤细

胞转移是多基因参与的复杂过程，一般当正常细胞

脱离原来组织时即启动凋亡过程，癌细胞由于

survivin对凋亡的抑制，自原发部位脱落后会继续分

裂增殖，形成转移癌。如癌基因同源物(Akt)、血管

生长素-1(Ang一1)【l副和一些血管生长因子如

VEGF、碱性成纤维生长因子(bFGF)也可使survivin

上调，使内皮细胞免受死亡诱导的刺激，促进肿瘤细

胞生长、增殖、肿瘤血管生成及肿瘤转移。survivin

可以增加SPl和c．myc磷酸化¨6|，因而提高SPl和

c．myc与人端粒酶逆转录酶(hTERT)核心启动子的

结合能力，以增加端粒的长度对抗凋亡及放化疗抵

抗。c—myc还可能通过bFGF上调survivin表达形成

放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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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乳腺癌stat-3／survivin信号通路的作用 下调

stat-3和survivin表达可以使妊娠小鼠流产¨7。。

Gritsko等¨引用反义核苷酸技术阻断stat-3信号通

路对培养的乳腺癌细胞系MDA—MB435等，应用微

点阵分析发现，smt-3的表达与survivin的表达水平

一致降低，但在其他的lAP家族包括X—linked IAP、

cellular IAP一1和cellular IAP-2则无明显变化，同时

发现对放化疗不敏感的高危患者survivin水平于

stat-3升高水平显著相关。本实验研究发现，在35

例survivin表达阳性者中smt-3表达阳性34例，两

者呈显著正相关(P<0．05)，说明stat-3参与

survivin表达的调控，其可能的机制为：(1)stat-3直

接结合在survivin启动子区域，上调survivin表达。

Gritsko等【1副发现survivin启动子区域含有多个

stat-3潜在结合位点，stat-3能特异性结合在survivin

启动子上游一1 174～l 166和一l 095—1 087位点，

并上调survivin表达。(2)结肠癌中up—stat-3和P-

stat-3表达与c—myc、Cyclin D1和survivin密切相

关∽J。因此，在乳腺癌中stat-3可能通过上调c—

myc与Cyclin D1等表达间接地促进survivin表达，

两者共同调节包括survivin与其他相关抗凋亡基因

的表达，调控细胞的生长、分化，从而抑制肿瘤细胞

凋亡。

由于stat-3和survivin在乳腺癌中表达的特异

性，stat-3激活水平与survivin表达与乳腺癌临床分

期无关，提示阻断stat-3／survivin可以作为临床不同

分期的乳腺癌治疗靶点，可以通过抑制信号因子的

激活阻断信号通路的某些环节，从而减少survivin

的表达，或者与直接针对survivin及其下游的治疗

措施联合治疗，可能会成为乳腺癌的新靶点∽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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