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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转录因子 KB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在视网膜母细胞瘤中的表达及意义 

方 丽 ，廖荣丰 ，王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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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核转录因子(nuclear factor KB，NF—KB)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在视网 

膜母细胞瘤(retinoblastoma，RB)中的表达及其与 RB分化程度和视神经浸润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 33例 

RB常规石蜡包埋标本的 NF—KB和 VEGF表达 ，统计分析 NF—KB和 VEGF与 RB分化及浸润的关系。结果：NF—KB和 VEGF在 

RB组织细胞中的表达均明显高于正常视网膜中的表达(P<0．01)，且均与 RB分化程度相关(P=0．027)。VEGF在 RB视神 

经浸润组与未浸润组的表达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33)。结论：NF—KB和 VEGF均参与 RB的形成 ，且 VEGF可能与 RB 

的浸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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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nuclear factor KB(NF—Kb)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in 

retinoblastoma(RB)，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optic nerve infihration．Methods：The expression of NF—KB and 

VEGF was examined in 33 cases of RB tissue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invasion 

among NF—KB，VEGF and RB was analyzed statistically．Results：The expression of RB in NF—KB and VEGF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retina(P<0．01)，and the expression was relate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degree of RB(P=0．027)．The expression of 

VEGF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invasive and non—invasive optic nerves of RB(P=0．033)．Conclusions：NF—KB and VEGF 

are both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RB，and VEGF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invasion of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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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母细胞瘤(retinoblastoma，RB)起源于胚 

胎型视网膜细胞，是婴幼儿常见的眼内恶性肿瘤，新 

生儿的发病率为 1／1 500～l／2800。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和细 

胞核转录因子(nuclear factor KB，NF—KB)存在于多 

种肿瘤组织，大量的研究  ̈ 证明这两种因子与肿 

瘤的发生、发展、浸润、转移密切相关。因此，我们采 

取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 VEGF和 NF—KB在 RB中 

的表达，以探讨其与 RB分化程度、视神经浸润以及 

新生血管浸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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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 1996～2006年手术切除的 RB眼球标本 33 

例，蜡块经重新切片复查，全部证实诊断为 RB。术 

前均未进行化疗或放疗。其中男 18例，女 15例；左 

眼19例，右眼 14例；年龄6个月至9岁。按照 RB 

中有无菊形 团排列分为分化型 12例和未分化型 

21例。肿瘤细胞浸润视神经 11例，无浸润22例。 

1．2 主要试剂 鼠抗人 NF—KB p65单克隆抗体，兔 

抗人 VEGF多克隆抗体；二步法免疫组组织化学检 

测试剂盒；DAB显色剂；PBS缓冲液。 

1．3 免疫组织化学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 PV6000 

二步法。实验用 PBS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用已知 

阳性的乳腺癌组 ’切片作阳性对照。 

1．4 结果判断标准 VEGF阳性见于肿瘤细胞的 

细胞质和细胞膜，细胞质内及细胞膜出现明显的棕 

黄色颗粒为阳性。NF—KB见于肿瘤细胞的细胞核内 

和细胞质，呈棕黄色颗粒，以细胞核着色为阳性。根 

据染色程度及染色细胞百分率进行评定，其中染色 

程度：细胞无着色为0分，浅黄色为 1分，棕黄色为 

2分，棕褐色为 3分；阳性细胞百分率：≤5％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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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6％ ～25％为 1分，26％ ～50％为2分，>50％为 

3分。两项分数之和为 0～3分者计为表达阴性， 

4～6分为表达阳性。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和四格表确切概 

率法。 

2 结果 

2．1 NF—KB和 VEGF在 RB和正常视 网膜组织中 

的表达 NF—KB p65染色见于肿瘤细胞的细胞核内 

和细胞质，呈棕黄色颗粒，以细胞核着色为阳性(见 

图 1)。33例 RB中 NF—KB p65阳性率为 60．6％ 

(20／33)，瘤旁正常视网膜组织细胞核 NF—KB p65 

表达阴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8．70，P< 

0．O1)。VEGF阳性染色见于肿瘤细胞的细胞质和细 

胞膜，呈棕黄色颗粒，主要集中在血管周围的肿瘤细 

胞质，坏死区细胞呈强表达(见图2)。33例 RB中 

VEGF的阳性率为72．7％(24／33)。33例瘤旁正常 

视网膜组织细胞 VEGF表达阴性 29例，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4．81，P<0．O1)。 

1 NF—KB在肿瘤细胞 中的表达 (免疫组织化学 染色 ) 

图 2 VEGF在肿瘤细胞质中的表达(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2．2 NF-KB和 VEGF的表达与 RB分化程度的关 

系 未分化型 RB组织与分化型 RB组织中NF—KB 

p65的阳性率分别为 76．2％ (16／21)和 33．3％ 

(4／12)，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7)。未分 

化型 RB组织与分化型 RB组织中VEGF的阳性率 

分别为90．5％(19／21)和58．8％(5／12)，两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05)。 

2．3 NF．KB和 VEGF的表达与 RB视神经浸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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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有视神经浸润的 RB组织与无视神经浸润的 

RB组织 中 NF—KB p65的阳性率分别为 81．8％ 

(9／11)和54．5％(12／22)，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52)。有视神经浸润的RB组织与无视神经 

浸润的RB组织中 VEGF的阳性率分别为 100．0％ 

(11／11)和59．1％(13／22)，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3)。 

2．4 RB中 NF—KB的表达与 VEGF表达的关系 

33例 RB中，NF—KB阳性者 与 NF—KB阴性者 中 

VEGF阳性率分别 为 95．0％ (19／20)和 38．5％ 

(5／13)，两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NF-KB表达与 VEGF表达呈正相关关系(r=0．794， 

P<0．01)。 

3 讨 论 

NF—KB是 Sen等 于 1986年在 B淋巴细胞核 

提取物中检测到的，一种能与免疫球蛋白 K链基因 

增强子 KB序列特异结合，并能促进 K链基因表达 

的核蛋白因子。其在多种肿瘤中有表达，不仅与肿 

瘤的恶性化相关，而且在肿瘤的浸润转移中也发挥 
一 定作用。Sasaki等 研究 NF—KB与人胃癌病理特 

性的关系，显示 NF—KB的高表达与淋巴结转移、腹 

膜转移、肿瘤浸润深度、肿块大小、病理分期有关。 

李道明等 对61例食管鳞癌的分析也显示 NF．KB 

的表达与肿瘤的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移相关。本组 

研究显示，NF—KB在 RB组织与正常视网膜组织中 

表达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在分化型 lib组织与 

未分化型 RB组织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因此提 

示 NF—KB在 lib的发生、发展中起着调控作用。 

VEGF是特异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的生长因 

子，具有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及诱导血管生 

成，促进微静脉、小静脉通透性增加等作用，与肿瘤 

血管形成和肿瘤浸润性生长密切相关。章醚等 

研究显示胃癌组织中 VEGF与肿瘤浸润深度、淋巴 

结转移、病理分期、肿瘤分化程度密切相关。本组结 

果显示，VEGF在 RB中表达增高，且与 RB的分化 

程度及有无视神经浸润有 明显相关。这与傅涛 

等 报道结果一致。因此我们认为，VEGF在 RB的 

发生、发展及浸润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VEGF基 

因启动子中有多个 NF—KB识别位点，NF-KB能正向 

调节 VEGF的表达。Shibata等 研究乳腺癌中 

VEGF表达 的作用 中显示 NF—KB上调 了 VEGF． 

mRNA的表达。钟霞等 。̈。研究大肠癌中NF．KB与 

VEGF表达关系，认为 NF．KB的表达与 VEGF显著 

相关。本组研究显示，NF-KB阳性的病例中 VEGF 

的表达明显高于 NF KB阴性的病例，(下转第5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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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m，包括额颞瓣、额下 一翼点人路、颞顶瓣及 Kell 

切 口)虽可清除血肿和脑挫裂伤灶，但有以下缺点： 

(1)额颞极暴露不充分。颅脑对冲伤常会导致额颞 

极挫伤、出血，由于暴露不充分，不能直视下止血，止 

血不彻底或止血过程中加重脑组织损害，额颞叶脑 

肿胀常使侧裂血管卡压于蝶骨嵴，使其所支配的脑 

叶缺血加重。(2)减压不充分。脑组织受伤后，在 

占位血肿和挫伤坏死的脑组织清除后的2～3周内， 

仍会出现继发性脑水肿加重，由于骨窗小，颅内可代 

偿空间有限，可出现中线结构复位不完全或复位缓 

慢，有些患者甚至在 2～3周后因持续的颅内高压， 

脑血管失去正常的调节能力而引发恶性脑肿胀。 

(3)难以控制矢状窦、桥静脉、横窦撕裂出血。因骨 

窗范围狭小，以上静脉窦出血时难于暴露，止血困 

难。近年来一些比较大宗病例研究，采用标准去骨 

瓣减压术能够取得较好疗效，江基尧等 进行标准 

骨瓣和常规骨瓣对比研究，常规组良好／中残率为 

25．2％，重残／植物生存率为 37．8％，病死率为 37． 

0％；标准组良好／中残率为 35．0％，重残／植物生存 

率为 36．O％，病死率为 29．0％。本组结果良好／中 

残率为30％，重残／植物生存率为 38．3％，病死率为 

31．7％，略优于文献常规骨瓣组，略低于文献标准骨 

瓣组。本组手术具有如下优点：(1)能彻底清除坏 

死脑组织及颅内血肿，容易控制前、中颅底出血，减 

少迟发性血肿发生；(2)能有效降低颅内压，并能对 

额颞叶底部及侧裂区充分减压；(3)早期采用大骨 

瓣减压能降低颅内压，改善脑血流及提高脑组织氧 

分压，减少脑组织缺血性损害 。 。 

通过治疗本组 60例患者，笔者认为在行标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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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瓣减压术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手术时机的选 

择。去骨瓣减压手术时机应争取在未出现不可逆脑 

干损害之前进行。一般在脑疝出现后 l h内手术效 

果最佳，应争分夺秒开颅减压，超过 3 h手术效果一 

般较差。(2)术前应先切开头皮行颅骨钻孔，切开 

硬膜，放出部分淤血，可部分缓解颅内高压。(3)严 

密修补缝合硬脑膜，防止脑脊液切 口漏及张力性硬 

膜下积液，必要时用人工硬脑膜、颞肌筋膜减张缝合 

硬脑膜，要有足够预留空问，预防术后脑组织复位及 

脑水肿加剧，脑组织膨出等。(4)悬吊硬膜于骨窗 

缘，既可以减少术后硬膜外再出血的机会，又可减少 

术中脑膨出的机会。故在重型颅脑损伤抢救、解除 

脑组织受压、缓解颅内压升高上，去骨瓣减压是有效 

的手段，能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病死率、致残率，提 

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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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82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且在 

RB中 NF．KB与 VEGF表 达有 明显正相关关系 

(r=0．794，P<0．01)。我们认为，NF—KB可能促进 

VEGF基因及其受体的表达，两者的激活有协同作 

用，共同促进 RB血管增生及转移的发生。 

总之，NF—KB和 VEGF与 RB的发生、发展及浸 

润转移有一定的相关性，且 NF．KB与 VEGF之间具 

有协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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