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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细胞黏附分子与胃肠道肿瘤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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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ithelial 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 

EpCAM)，又称 CD362，是表达在人类部分正常上皮细胞和大 

多数恶性上皮肿瘤细胞表面的糖蛋白。其生物学功能与免 

疫球蛋白超家族黏附分子类似，按其功能分类，可归人黏附 

分子家族 ，但 EpCAM的结构特征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家族。 

EpCAM广泛表达于胃肠道肿瘤组织中，目前普遍认为其在 

肿瘤的生物学特性起重要作用，特别是结直肠癌，并且在胃 

肠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就。本文对 

EpCAM的结构、表达、功能及其在胃肠道肿瘤的临床应用作 
一

综述。 

l EpCAM的结构 

EpCAM是由位于人染色体 4q上 GA733—2基因编码的 

相对分子质量为40 000的上皮细胞跨膜糖蛋白。有报道 

认为其编码基因为 TACSTD1，基因库中两基因的编码同一， 

序列完全一致。EpCAM基因最小的跨度为 14 kbp，成熟的 

mRNA全长为 1．5 kbp。EpCAM在进化中高度保守，人和鼠 

的核苷酸 80％同源，氨基酸序列 82％同源 2。EpCAM分子 

由胞内区、胞外区和跨膜区组成 。胞外区含有 2个上皮生长 

因子样重复序列，后来发现第2个 EGF样结构域是甲状腺球 

蛋白样重复序列 -4 1。这些重复序列是同型分子间黏附的 

结构基础，使相邻 2个细胞接近，使分子扭曲形成四聚体 J。 

胞内区含有 2个 —actinin的结合位点。EpCAM的 N端半胱 

氨酸富集，在51、88、175位的天冬氨酸有 3个潜在的 N糖基 

化位点，不同的糖基化对 EpCAM的功能也不同，目前还未 

明确。 

2 EpCAM 的表达 

EpCAM广泛表达于上皮来源的正常组织中(单层上皮 、 

假复层上皮、移行上皮)。鳞状上皮、部分上皮来源的腺上皮 

(如肝细胞、上皮角化细胞、胃壁细胞、肌上皮和胸腺上皮)、 

间叶组织 、神经内分泌组织不表达 。 。在不同的组织类型中 

EpCAM的表达水平存在差异。 

在多种上皮来源的肿瘤中EpCAM呈高表达，如头颈部 

肿瘤、乳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子宫颈癌等 ，但在肉瘤、 

黑素瘤 、淋巴瘤等间质或外胚层来源的肿瘤不表达，并且在 

不同的肿瘤中表达模式多变。 

胃肠道组织中，结肠的 EpCAM表达最高，胃表达最低。 

胃肠腺上皮 EpCAM的表达从 隐窝到纤毛顶端呈 明显递 

减l -8]。EpCAM的表达与分化程度呈负相关 ，不典型增生 

和化生表达明显增高。周围正常黏膜呈弱表达或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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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述 · 

大肠癌细胞 90％表达 EpCAM，但表达方式不同。其修 

饰包括多种糖基化，类似于肿瘤特异性抗原如结肠肿瘤抗原 
MUC一1 9 J

。 EpCAM以高亲和力非共价顺二聚体存在于结肠 

癌细胞膜 ，相邻细胞膜的二聚体结合再形成四聚体。 

3 EpCAM的功能 

上皮特异性细胞黏附分子 EpCAM以多聚体的形式广泛 

表达于上皮组织表面，介导钙非依赖性细胞间同型黏附功 

能，还在细胞增殖、分化、迁移、细胞信号转导、细胞周期的调 

节等方面发挥重要的功能。 

EpCAM的生理学功能并未完全阐明。对其生理学功能 

的研究主要来 自荷兰 Litvinov等 研究中将 EpCAM cDNA 

转染人细胞问无黏附功能的鼠成纤维细胞 L细胞，细胞形态 

发生了变化，细胞获得黏附功能并集成细胞串。EpCAM的 

黏附作用较E一钙黏蛋白(E—cadherin)松散，且为钙离子非依 

赖性 ，这种黏附作用仅发生在表达 EpCAM分子的同型细胞 

之间，与亲本细胞无黏附形成。EpCAM对 E—eadherin介导的 

黏附有负性调节作用。细胞分化过程中，EpCAM的黏附作 

用取代了E—cadhefin保持细胞正常状态，增殖期过后 EpCAM 

表达下降，E—cadherin高表达介导细胞黏附引发细胞的分 

化 ’“ 。有学者 推测在 E—eadhefin介导的黏附作用缺 

如的情况下，细胞问的黏附主要借助 EpCAM。EpCAM在体 

外实验中参与了动态的基质细胞网络的形成和调节，在体内 

也可能参与了此过程。 

EpCAM与 CD44和 clautin一7的作用可能影响到细胞间 

黏附、细胞与基质问黏附、抗凋亡等，可能能够促进肿瘤的形 

成和转移等 。CIM4V4—7是一个促进转移的分子。在胰 

腺癌和结肠癌常可以见到 EpCAM—clautin-7复合体。 

Tetraspanin是整合到膜上的蛋白，与转移有关，EpCAM 

通过与 Tetraspanin D6．1A／CO-029／TM4SF3复合体的组分之 
一 D6．1A相互作用与 T网相联系。因此 EpCAM的促转移 

作用可能是其与T富含的微筏相互作用的结果 J。 

EpCAM可以上调 c—mye的表达。上皮脂肪酸结合蛋白 

E．FABP是 c—myc的一个靶基因。Mtinz等Ⅲ 研究证实原发 

性头颈鳞状 细胞癌 转染 EpCAM 后 在体 内可 迅速上 调 

E．FABP的表达。因此这些结果为 EpCAM在信号转导、细胞 

代谢 、基 因调节等过程 中的直接作用提供 了依据，可见 

EpCAM在肿瘤的生物学行为中具有重要作用。 

EpCAM在正常组织和肿瘤中的功能较多，我们可以推 

测其功能是由不同的局部微环境决定的，也就是说 EpCAM 

的活性可能是由与其相应的结合分子和其他相关的位于细 

胞膜或细胞质中的分子的选择性结合控制的。 

4 EpCAM在胃肠肿瘤中的应用 

4．1 诊断 EpCAM是一种在肿瘤组织 中广泛表达的糖蛋 

白，具有很强的抗原表位，可被多种抗体识别。EpCAM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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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单抗可以区分 卜皮和非 1皮来源的组织，可以作为上 

皮型肿瘤可靠的诊断标志物。因此可在肿瘤诊断中得到应 

用。Karina等 。通过利用 RT—PCR法检测 EpCAM在结肠癌 

患者外周血和骨髓中的表达，分析来 自30例浸润性结肠癌 

患者的27份外周血和 26份骨髓样本 ，发现 26份外周血样 

本(96％)和 l9份骨髓样本 (73％)有 EpCAM的表达，实验 

结果表达出很高的可信度。并 用 1．5％的琼脂糖蛋白就可 

以鉴定，可见实验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Seheunemann等 

用抗 EpCAM抗体，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胃癌术后常 

规病理检查尤肿瘤转移的淋巴结标本 ，38．8％(62／160)发现 

了 EpCAM阳性细胞，其 中包括 10例 pN 0患者。由此可以 

看出，对胃癌手术淋巴结标本有必要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检 

查，进行更准确的临床分期 ，以便指导相应的术后治疗。 

4．2 治疗 自EpCAM问世以来，不同的实验室制备出针对 

不同表位的多种抗体。由于 EpCAM是 目前表达最强和最广 

泛的肿瘤抗原之一，所以 EpCAM可能作为大多数肿瘤的免 

疫治疗靶点。EpCAM导向的治疗目前还处在初期。 

Du等 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研究发现，EpCAM在 

转移性胃癌较非转移性 胃癌明显高表达，其在胃癌细胞系中 

的表达水平采用 RT—PCR和 Western blot检测。实验通过小 

分子干扰 RNA(siRNA)下调 EpCAM的表达，在体外可明显 

抑制胃癌细胞的黏附、浸润和迁移 ，在体内可抑制 胃癌细胞 

的转移能力。因此可 以认为，EpCAM有助于胃癌的迁移， 

EpCAM的靶向治疗对转移性 胃癌足最有前途的策略。 

4．2．1 单克隆抗体 EpCAM作为多种癌细胞表而的抗原 ， 

相关的单克隆抗体能够准确地定位于癌细胞表面，直接引导 

其他药物杀死癌细胞。单克隆抗体治疗是各种免疫治疗方 

法的基础，其抗癌机制是诱导m 2个破坏癌细胞的反应：激 

活补体级联反应和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 

Edrecolomab(ED)是一种来源于鼠体的抗 EpCAM的单 

克隆IgG2抗体，它能识别人类肿瘤相关抗原 17—1A。此单抗 

已在德国上市，开始用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的治疗 ，后发现 

其在实体瘤方面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但是在术后辅助治疗 

方面有一定效果。Liljefors等 评价在 27例转移性结肠癌 

患者中联合使用 一干扰素( 一IFN)、氟脲密啶(5-Fu)、巨噬 

细胞 一粒细胞激荡刺激因子(GM—CSF)和鼠 MAbl7—1A的疗 

效，反应组存活明显长于无反应组。中位整体生存时间 75 

周，无进展生存时间 15周。与过去单用 MAbl7—1A相比，这 

种联合方案提高了反应率和无进展生存时间。 

Hartung等 在 Ⅱ期结肠癌 3期临床试验中研究 ED作 

为辅助治疗 的效果，337例随机分成 2组，A组 183例给予 

ED，给予总量 900 n]g ED(实验因德 国药品终断而过早结 

束)，B组 194例为观察组，平均随访 42个月后总体生存数 

和无病生存数无明显差异。由此可见 ED不能提高术后 Ⅱ期 

结肠癌患者的总体生存和无病生存。Fields等 研究手术 

后Ⅲ期结肠癌 3 839例，随机分成 2组，分别接受 ED+5一Fu 

为基础的化疗和单给5一Fu的化疗，5年生存率分别为69．3％ 

和 68．2％，由此可见 ED对Ⅲ期结肠癌患者总生存率无明显 

影响。以上实验结果还存在不同意见，具体原因不明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 

Adecatumumab(MT201)是一种人源性抗 EpCAM单克隆 

抗体，在鼠源性抗体实验受阻的情况下 ，它的出现给肿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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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又带来了新的成功希望。在体外实验中有比ED更强烈 

的抗体依赖细胞毒性反应，目前已在乳腺癌、卵巢癌、前列腺 

癌等治疗中显示出一定的效果，Ⅱ、Ⅲ期研究还在进行中，在 

胃肠肿瘤方面还未见报道，它在治疗中的地位需要更深入的 

研究 。 

4．2．2 双特异性抗体 Catumaxomab是一混合型双特异性 

功能抗体，其具 有 2个特异性 结合部位，能 同时结合 

EpCAM和 T细胞抗原 CD ，在 Fc片段的帮助下可以结合树 

突状细胞 、巨噬细胞和 自然 杀伤细胞等。因为这些功能， 

Catumaxomab通过组织相容性复合物不需要预激活或外部刺 

激信号就町以特异地杀死上皮肿瘤细胞。 

Stroehlein等 研究腹腔肿瘤灌注 Catumaxomab的 I期 

临床效果。22例腹腔肿瘤患者(结肠癌 10例 、胃癌 8例 、其 

他 4例)接受 Catumaxomab治疗研究中，采用 3～4次剂量 

(10～200 g)递增的方法，随访得到接受 Catumaxomab治疗 

的患者中位生存期为 12．2个月，接受传统治疗的对照组中 

位生存期仅 9．7个月。Strghlein等 同样采取 Catumaxomab 

剂量递增腹腔治疗消化道来源的腹腔肿瘤，2年后随访结果 

显示 11／17例(65％)最终无进展生存，1例完全缓解 ，3例部 

分缓解，6例(6／10)可评估腹腔灌洗患者 EpCAM阳性细胞 

减少，平均生存时间 502天，对照组为 180天。腹腔灌洗样 

本中肿瘤细胞的清除，延迟疾病进展，延长生存时问。因此 

认为用 Catumaxomab治疗来源胃肠道的腹腔肿瘤具有相当 

好的前景。 
一 个 多 中 心 的 I／Ⅱ期 研 究 显 示，腹 腔 注 射 

Catumaxomab的免疫治疗可以抑制腹水的产生并安全地清除 

肿瘤细胞。Str0hlein等 的研究 中，9例腹腔癌扩散患者 

(胃癌 6例、卵巢癌 2例、未知原发癌 1例)在经过手术或无 

效的化疗后给予j功能抗体 Catumaxomab治疗，采用剂量不 

断递 增 的 腹 腔 灌 注 治 疗 ，4 周 后 再 给 予 皮 下 注 射 

Catumaxomab及其他治疗，用 ŷ一干扰素分泌检测方法检测发 

现 5／9肿瘤反应性 CIM ／CD8 T淋巴细胞明显增加，由此 

可见 Catumaxomab腹膜内应用加再激发可以诱导抗肿瘤免 

疫，这将有利于腹腔肿瘤的治疗，但还要更大范围的临床试验。 

4．2．3 肿瘤疫苗 接种疫苗属于主动免疫，从理论上说比 

被动地服用单克隆抗体药物更有利于癌症的治疗 ，目前的抗 

体疗法只能针对癌细胞表面特殊的抗原 ，而缺乏这些抗原的 

癌细胞就会在单一特殊抗体疗法下仍然存活，而接种疫苗则 

不同，疫苗接种后能在体内产生多种抗体，这些抗体可针对 

癌细胞表面的多个目标，对于抵抗癌症有更好的效果。 

Neidha~等 用杆状病毒表达的重组 EpCAM加入单磷 

脂脂质 A制成乳质胶剂作为疫苗接种 1 1例转移性结直肠癌 

患者，部分配合 GM—CSF治疗 ，7例产生明显的 EpCAM特异 

性细胞 免疫反应 ，接受 GM—CSF治疗 的患者反 应更 强。 

Zaloudik等 ⋯用表达 EpCAM的重组痘苗病毒(VV GA733— 

2)接种种植了结肠癌细胞株的小 鼠，30天后对照组小 鼠全 

部死亡 ，实验小鼠5例(5／10)未见肿瘤生长直到 100天后实 

验结束。以上实验均提示针对 EpCAM的肿瘤疫苗对大肠癌 

治疗的潜力 ，肿瘤疫苗将成为免疫疗法的新方向。 

5 结语 

肿瘤抗原的发现给肿瘤的治疗创造了一个新 的模式，单 

克隆抗体技术的发展已经展示了这一机会的潜力 Ep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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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在上皮性来源的肿瘤中广泛表达的跨膜糖蛋白，介 

导钙非依赖性同种细胞的黏附，也是一种新颖的肿瘤标志 

物。同时在细胞增殖、组织形念的形成、细胞分化和周期调 

节等方面发挥作用。相信随着对 EpCAM的功能、作用机制 

和信号通路的进一步探索，不久的将来 EpCAM任肿瘤 的诊 

断、治疗等方面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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