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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鳞状细胞癌中基质金属蛋 白酶一1与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一C的表达及意义 

马新义，陶仪声，马 莉 

[摘要]目的：探讨食管鳞状细胞癌中基质金属蛋白酶一1(MMP一1)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一C(VEGF—C)的表达及其与食管鳞状细 

胞癌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 S-P法检测 90例食管鳞状细胞癌组织、16例重度不典型增生／原位癌、 

28例癌旁正常上皮组织中 MMP一1及 VEGF—C的表达情况。结果：MMP—l在食管鳞状细胞癌 、不典型增生／原位癌及癌旁正常 

组织中的阳性率分别为81．11％、81．25％及 17．86％(P<0．01)，其表达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以及临床分 

期均有一定关系，而与分化程度无明显关系(P>0．05)。VEGF—C在食管鳞状细胞癌、不典型增生／原位癌及癌旁正常组织中 

的阳性率分别为 83．33％、75．00％及 25．00％(P<0．O1)，其表达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淋巴结转移及临床分期均有一定关系 

(P<0．0l和P<0．05)，而与分化程度及浸润深度均无明显关系(P>0．05)。两者呈正相关关系(P<0．01)。结论：MMP一1、 

VEGF—C两者协同促进了食管鳞状细胞癌的浸润与淋巴结转移，可作为判断食管鳞状细胞癌生物学行为的重要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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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s of matrix meta儿0proteinase-1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C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d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 

MA Xin—yi，TAO Yi—sheng，MA Li 

(Department ofPath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 

Department ofPath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一1(MMP一1)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C 

(VEGF—C)in huma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linicopa【hological parameters． 

Methods：The expressions of MMP一1 and VEGF—C were determined immunohistochemically in 90 cases of huma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16 cases of severe dysplasia／carcinoma in situ and 28 cases of adjacent normal tissues．Results：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of MMP一1 in ESCC，severe dysplasia／carcinoma situ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were 81．1 1％ ．81．25％ and 17．86％ ， 

respectively．The expression of MMP一1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depth of invasion，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clinical staging in ESCC， 

but not with differentiation(P>0．05)．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of VEGF—C in ESCC，severe dysplasia／carcinoma in situ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were 83．33％，75．00％ and 25．00％ ，respectively(P<0．01)；the expression of VEGF—C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clinical staging in ESCC(P<0．01 and P<0．05)，but not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or depth of invasion 

(P>0．05)．And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MP一1 and VEGF—C(P<0．O1)．Conclusions：MMP一1 and VEGF—C play a 

crucial role in invasion and lymphatic metastasis．They are important predictors of biological behavior in ESCC． 

[Key words]esophageal neoplasms；carcinoma，squamous cell；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一1；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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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是由食管黏膜上皮或腺体发生的恶性肿 

瘤，其早期症状不明显，且容易局部浸润、转移。本 

实验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基质金属蛋白 

酶一1(MMP一1)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一C(VEGF—C)在 

食管鳞状细胞癌、重度不典型增生／原位癌与癌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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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组织中的表达情况，探讨 MMP一1、VEGF—C与食管 

鳞状细胞癌的发生、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临床分 

期等病理参数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临床治疗提供理 

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室 2007年 1月至 2008年 

10月手术切除食管鳞状细胞癌、重度不典型增生／ 

原位癌、癌旁正常组织标本134例，其中男 96例，女 

38例；年龄38～79岁。病理组织学诊断重度不典 

型增生／原位癌 16例，高分化鳞状细胞癌 30例，中 

分化鳞状细胞癌 46例，低分化鳞状细胞癌 1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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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淋巴结转移 50例，无淋巴结转移40例；早期食 

管鳞状细胞癌21例，进展期食管鳞状细胞癌 69例。 

患者术前均未经过任何抗癌治疗。另选 28例正常 

食管组织为正常对照。 

1．2 试剂及 实验方法 MMP一1及 VEGF—C一抗 

(兔抗人)均购自NeoMarkers公司，通用性 S-P试剂 

盒、DAB显色试剂购自福州迈新公司，其他常规试 

剂均为国产分析纯试剂。采用免疫组织化学 S-P法 

染色，每批染色均设立阳性对照组，以 PBS代替一 

抗为阴性空白对照，用已知阳性切片作为阳性对照。 

1．3 结果判断 MMP一1及 VEGF．C的阳性着色定 

位于细胞质。每张切片随机观察 10个高倍视野，每 

个视野计数 200个细胞，阳性细胞 <10％为 0分， 

10％ ～50％为 1分，51％ ～75％为 2分 ，>75％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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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细胞不着色为 0分，浅黄为 1分，黄色为 2 

分，棕褐色为3分。两者得分相乘0分为(一)，1～ 

4分为(+)，>4分为(++)。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秩和检验、等级相关分析及 

检验。 

2 结果 

2．1 MMP一1和VEGF—C在食管不同组织中的表达 

情况 MMP．1在食管鳞状细胞癌 中阳性 率为 

81．11％，显著高于正常及重度不典型增生／原位癌 

组织的81．25％(P<0．O1)。VEGF C在食管鳞状 

细胞癌中阳性率为 83．33％，显著高于正常及重度 

不典型增生／原位癌组织 (P<0．O1)(见表 1、 

图 1～6)。 

图1～3 MMP一1分别在食管高、中、低分化鳞状细胞癌中的表达 图 4-6 VEGF—C分别在食管高、中、低分化鳞状细胞癌中的 

表达(均为免疫组织化学 S-P法) 

表 1 MMP一1、VEGF—C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比较(n) 

两两比较秩和检验：与正常组织比较 尸<0．01 

2．2 MMP一1、VEGF—C在食管鳞状细胞癌中的表达 

强度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MMP一1的表达与浸 

润深度、淋 巴结转移、临床分期均有一定关 系 

(P<0．05一P<0．01)，而与分化程度无明显关系 

(P>0．05)。VEGF．C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I 床分 

期均有一定关系(P<0．0l和 P<0．05)，而与分化 

程度、浸润深度均无明显关系(P>0．05)(见表2)。 

2．3 MMP．1和 VEGF．C在食管鳞状细胞癌中表达 

的相关性 在90例食管鳞状细胞癌组织中，MMP一1 

与 VEGF．C均表达强阳性者 30例，均表达弱阳性者 

25例，均表达阴性者 10例，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P<0．01)(见表3)。 

2．4 MMP一1和VEGF—C均阳性表达与食管鳞状细 

胞癌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在 90例食管鳞状细胞癌 

组织中，MMP一1和 VEGF—C均表达阳性组的淋巴结 

转移率显著高于 MMP一1阳性组及 VEGF-C阳性组 

(P<0．O1)(见表 4)。 

3 讨论 

食管癌是上消化道高发的恶性肿瘤。全世界每 

年约 30万人死于食管癌，其中50％在我国，每年因 

食管癌死亡的人数约占我国全部恶性肿瘤死亡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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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患者临床病理参数与 MMP．1、VEGF—C在食管鳞状细 

胞癌中表达的关系 

▲示n 值 

表3 食管鳞状细胞癌中 MMP一1与 VEGF—C表达的相关性 

表4 食管鳞状细胞癌中 MMP．1、VEGF—C阳性表达与淋巴 

结转移率的比较 

的1／4，严重危害人类健康。食管癌按病理学类型 

主要分为鳞状细胞癌和腺癌，两者在病因学与病理 

学特征上存在明显差异，在中国主要以鳞状细胞癌 

为主。食管鳞状细胞癌早期症状不明显，且容易局 

部浸润、转移，所以食管癌的发生、发展、浸润、转移 

机制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从分子水 

平研究食管鳞状细胞癌，寻找理想的分子靶向治疗 

基因，从而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有助 

于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3．1 MMP一1与食管鳞状细胞癌 基质金属蛋白酶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s)是一类依赖金属离 

子锌的锌肽酶超家族，于 1965年由Tipton⋯首先报 

道，以后不断有新的成员被发现。目前，已有5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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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余种 MMP被陆续发现。MPPs是丝氨酸蛋白酶、 

半胱氨酸蛋 白酶、天门冬氨酸蛋白酶和 MPPs等 4 

类蛋白水解酶中较重要的一类。其作用底物为细胞 

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MMPs几乎可以 

降解 ECM中的所有成分。恶性肿瘤从原位增殖性 

肿瘤发展到浸润、转移的过程中，肿瘤细胞必须克服 

ECM这道生理屏障，而 MMPs是降解 ECM重要的 

酶类，故 MMPs与肿瘤的浸润、转移具有十分密切的 

关系。 

MMP一1是第一个被定性的MMPs。多种组织提 

取物、多种器官及多种细胞培养液中发现 MMP一1的 

存在。Poola等 研究显示，MMP一1与乳腺肿瘤早 

期形成有关，且可以作为良性病变进展为恶性的候 

选标志物；研究表明，MMP．1具有降解明胶及 Ⅱ型、 

Ⅲ型、Ⅶ型、X型胶原的作用，从而破坏基底膜，降解 

ECM，有利于肿瘤细胞的浸润与转移。MMP一1可在 

结直肠癌、乳腺癌、头颈部鳞状细胞癌、卵巢癌、肺鳞 

状细胞癌中表达，且与上述癌组织的浸润、淋巴结转 

移存在相关性 J。Murray等 。̈。也报道 MMP一1与 

食管癌患者预后不良相关。 

本实验显示，MMP-1在食管鳞状细胞癌、不典 

型增生／原位癌、食管正常上皮组织中的表达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尸<0．O1)，MMP一1可能与食管鳞状细 

胞癌的发生、发展存在相关性。肿瘤血管形成在肿 

瘤早期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 卜挖 表明， 

肿瘤细胞通过分泌 MMP一1降解 ECM，从而参与和 

促进肿瘤新生血管的生成，MMP-1可能通过其促进 

早期肿瘤血管的形成参与食管鳞状细胞癌的发生过 

程，提示 MMP-1可以作为判断食管鳞状细胞癌的早 

期标志物。本实验还显示，MMP一1的表达与食管鳞 

状细胞癌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以及临床分期存在 

相关性(P<0．05)，提示 MMP一1也可以作为判断食 

管鳞状细胞癌病变进展情况及判断预后的有效指标 

之一。 

3．2 VEGF—C与食管鳞状细胞癌 VEGF家族包 

括 ：VEGF．A、VEGF—B、VEGF—C、VEGF—D、VEGF—E、 

PIGF(胎盘生长因子)、svVEGF(蛇毒 VEGF)等 7 

种。该 家族 同源受体包括：VEGFR-1、VEGFR-2、 

VEGFR一3等3种。通过与相应的受体结合，参与调 

控血管生成、血管通透性、淋巴管生成及内皮细胞的 

存活，也可以通过活化很多蛋白酶降解周围的基质， 

促进肿瘤的侵袭转移。 

VEGF．C又称 VEGF相关蛋白，VEGF．C基因位 

于染色体4q34上，其 cDNA的开放阅读框架编码序 

列含有419个氨基酸残基，相对分子质量为46 900。 

VEGF．C主要在成人心脏、胎盘、卵巢及小腺体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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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可以少量表达于脑、肝、胸腺等组织。VEGF—C 

作为配体可与 VEGFR一2相结合，可以促进血管生 

成；而与 VEGFR一3相结合则可以特异性地促进淋巴 

管内皮细胞增殖，促进淋巴管形成 H 。VEGF—C 

与VEGFR-3的亲和力是 VEGFR．2的 100倍，所以， 

VEGF—C主要是通过VEGF—C／VEGFR一3的信号转导 

通路 而发挥 作用。动物模 型也证实，VEGF—C／ 

VEGFR-3的信号转导通路是参与肿瘤淋巴管生成 

的主要途径。在哺乳动物肿瘤细胞使用小分子干扰 

RNA，可以使 VEGF．C的表达下调，继而可以抑制肿 

瘤淋巴管、血管生成和肿瘤细胞转移，提高患者存活 

率  ̈。国内外大量研究 显示，VEGF．C作为 

主要的淋巴管生成性细胞因子，与一些肿瘤的不良 

预后有关，尤其与淋巴结转移关系更大。许多恶性 

肿瘤，包括前列腺癌、胃癌、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中的 

VEGF-C表达与区域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目前认 

为，VEGF—C促进肿瘤转移机制可能是促进淋巴管 

内皮细胞分裂、增殖，形成新的淋巴管，增大了肿瘤 

细胞与淋巴管内皮的接触面积；或是通过增加脉管 

的通透性，造成淋巴管周围间质“水肿”，增加间质 

的流水静压，促使肿瘤细胞主动或被动地进入淋巴 

管；也可能是通过改变淋巴管内皮细胞黏附特性或 

表面趋化因子的表达，促进肿瘤细胞与淋巴管内皮 

细胞的黏附；从而促进肿瘤细胞通过淋巴管转移到 

区域淋巴结。 

本实验显示，在正常上皮中 VEGF—C的表达较 

弱，在食管上皮不典型增生及癌组织中表达增强，3 

组资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说 明 

VEGF·C的显著表达和食管癌的发生、发展有关。 

可能是 VEGF-C通过与 VEGFR-2相结合，促进血管 

内皮细胞分裂、增殖，诱导新生血管形成，为肿瘤细 

胞早期生长提供血供，促进肿瘤细胞的失控性增殖， 

从而参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早期形成，促进食管鳞状 

细胞癌的发生，提示 VEGF·C可以作为食管鳞状细 

胞癌的早期标志物。VEGF-C主要表达于食管鳞状 

细胞癌细胞的胞质，特别是癌巢的浸润边缘，即食管 

鳞状细胞癌癌巢与间质相连接处表达最强，且随着 

食管鳞状细胞癌分化程度的下降及浸润深度的增 

加，VEGF—C的表达逐渐增强，淋巴结转移率也逐渐 

增高，从而影响患者的临床分期。提示 VEGF．C的 

高表达参与了食管鳞状细胞癌的局部浸润和淋巴结 

转移，可以作为判断食管鳞状细胞癌淋巴结转移的 

参考指标。 

3．3 MMP一1与VEGF—C的相关性及其共表达与淋 

巴结转移的关系 MMP-1可以通过降解 ECM，从而 

促进肿瘤的浸润和转移，其表达调节部分受转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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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影响。Westermarck等  ̈报道，转录调控因子 

Ets．1可以通过 c-Jun和 c．JunB活化 MMP—l启动 

子。1wasaka等 。 研究表明，Ets．1可以与 MMP．1启 

动子上 Ets一1特异性结合基序(motif)C—AGGAA-T 

相结合，开放 MMP一1的转录，而 VEGF可刺激人脐 

静脉内皮细胞高表达 Ets．1。本研究显示，MMP—l的 

表达与 VEGF．C的表达呈正相关关系，且 MMP一1与 

VEGF．C均阳性时，食管鳞状细胞癌的淋巴结转移 

率明显高于MMP．1或VEGF—C阳性组，提示二者的 

共表达与食管鳞状细胞癌高淋巴结转移率具有相 

关性。 

总之，本实验观察到MMP．1与 VEGF．C在食管 

鳞状细胞癌中高表达，MMP．1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浸 

润深度、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相关；VEGF-C与淋 

巴结转移、临床分期相关；并且二者表达具有正相关 

关系，检测二者的表达可作为判定食管鳞状细胞癌 

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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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上颌窦含牙囊肿 1例 

汪国栋 。史 纲 

[关键词]颌囊肿；上颌窦疾病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782 [文献标识码]B 

患者男性 ，21岁，因双侧面部交替性肿痛半年余、加重 2 

周于 2008年7月就诊。患者于半年前无明显诱 因下出现右 

面部肿痛，伴发热 、鼻腔流脓涕 ，应用抗生素后好转 ，肿痛消 

退。15天后，左侧面部出现同样症状，抗感染治疗后肿胀消 

退，但双侧面部有持续性 闷胀感。专科检查：双侧面颊部 略 

隆起 ，右侧上颌骨有轻度压痛 ，按压无乒乓球感。右侧第一 

磨牙前庭沟处有瘘管，探诊有脓液渗出，双侧第一磨牙缺如。 

患者无牙体治疗、拔牙史。鼻内镜检查：双鼻腔内未见新生 

物，双侧鼻腔外侧壁无向内膨胀。鼻窦 CT检查示双侧上颌 

窦含牙囊肿，右侧界位于上颌窦顶壁，左侧界位于上颌窦外 

侧壁，牙冠形态清晰可见(见图 1、2)，诊断为双侧上颌窦含 

牙囊肿。局麻下行双侧上颌窦囊肿取出术 +双删上颌窦根 

治术。术中可见上颌窦内有完整的囊肿壁，囊肿破溃后可见 

其内有大量黄色黏脓样液体，囊肿壁上可见一 白色骨样物， 

取出后为一完整牙齿，牙根较短小。彻底清洗上颌窦腔后， 

用碘仿纱条填塞，并于下鼻道引流出纱条。病理诊断双侧上 

颌窦含牙囊肿，囊液内有胆固醇结晶。随访 1年无复发，症 

状?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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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左侧上颌窦内牙冠 图 2 右侧 上颌窦 内牙冠 

讨论 含牙囊肿是环绕着未萌出牙或多生牙的牙冠上 

附着于牙颈部的囊肿，约占颌骨囊肿的 15％ 一17％，多发生 

于下颌骨，上颌骨较少 ，累及上颌窦者更少。囊肿形成的原 

因是由于停留在牙槽内的未萌出牙或多生牙刺激成釉细胞 ， 

使其产生增殖性变化和分泌物，形成囊肿。囊肿生长缓慢， 

但可不断增长。增长的囊肿可压迫吸收周围骨质，破坏局部 

结构及功能。该患者的特点是囊肿位于双侧上颌窦内，几乎 

占满整个上颌窦 ，罕见。 

对于上颌窦含牙囊肿小者，可采用前庭沟进路切除，不 

进入上颌窦；对于囊肿较大者，可采用上颌窦根治术，将囊肿 

全部取出。本例采用双侧尖牙窝开窗，行囊肿取出 +上颌窦 

根治术。随访 1年无复发，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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