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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组织芯片技术检测卵巢癌组织中 

· 基 础 医学 · 

基质金属蛋白酶一2和 p185HE 叫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游 牧 ，刘 文 ，饶圣宏。，徐振山 ，宋礼华 

[摘要]目的：研究基质金属蛋 白酶一2(matrix metallopr0teinase ，MMP一2)和 p185 在卵巢癌组织 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探 

讨 MMP一2和 p185 联合和单一检测对卵巢癌诊断的价值。方法：利用组织芯片技术结合免疫组织化学 sP法检测 80例 

卵巢癌组织及 30例正常卵巢组织 MMP一2和 p185 的表达。结果：MMP-2和 p185 在卵巢癌中的阳性率均明显高 

于正常卵巢组织(P<0．01)，MMP-2和p185 的阳性率与分化程度、临床分期及淋巴结转移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P<0．01)，而与组织学类型无明显关系。联合 MMP-2和 p185 诊断卵巢癌的灵敏度 、准确性有所上升，阴性似然 

比下降。结论：MMP一2和p185 在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对卵巢癌的生长、浸润及转移起重要作用，与卵巢癌的分化、临床 

分期及淋巴结转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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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ignificances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and p185 HER “ expressions in ovarian cancer by tissue micro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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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一2(MMP．2)and p185 protein express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ovarian cancer and to assess the value of MMP一2 and p1 85“ — ⋯ for diagnosing and differentiating
． Methods：The 

expressions of MMP-2 and p1 85“ 。 ⋯ protein of 80 cases of ovarian cancer and 30 cases of normal tissues were exa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on tissue microarrays．Results：In ovarian cancer tissue and norm al tissue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of MMP一2 

and p185“ 。 “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1)．The expressions of MMP一2 and p185“ “。 “ were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histological grade，FIGO stage，lymph node(P<0．05一尸<0．O1)，but no association was observed with the 

clinical stage．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s of MMP-2 and p185“ 。 ⋯ i。n ovarian cancerf P < 

0．叭 )．Combined detection of MMP一2 and p1 85 ，the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were increased and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was 

decreased．Conclusions：MMP-2 and p185HE 。2 expression might strenmhen th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ovarian cancer
． MMP一2 

may associate with regulation of p185“ 。 “ 
． Joint detection of MMP-2 and p185“ 。。 “will increase the specificity of immunoassay

， 

accuracy and expected positivity．They may be valueable indicators in detection of ovarian cancer． 

[Key words]ovarian neoplasms；immun0histochemistry；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一2；p185HER。2／ ；tissue microatray 

卵巢癌是女性生殖器官三大恶性肿瘤之一，发 病隐匿，恶性程度高，5年生存率不足30％ 。。。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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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和预后与多种因素有关，癌细胞的扩增和转移是 

卵巢癌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基质金属蛋 白酶一2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MMP一2)能破坏基膜的完 

整性，为 肿 瘤 的浸 润 和转 移 提 供 先 决 条 件。 

p185HE 是 癌 基 因 HER．2编 码 相 对 分 子 量 

185 000的跨膜糖蛋白，通过扩增或转录异常而过表 

达，与多种上皮细胞起源的肿瘤关系密切。本研究 

应用组织芯片结合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 MMP．2 

和 p185HE 在卵巢癌中的表达，探讨它们与卵巢 

癌发生、发展和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并进一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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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二者联合检测对卵巢癌诊断的意义，为临床防治 

和判断预后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收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病理科2001年9月至2008年5月间卵巢癌手术标 

本组织蜡块80例(术前患者均未行放化疗或生物 

治疗)。早期[国际妇产科联盟分期 I、Ⅱ期]卵巢 

癌44例，晚期(Ⅲ、Ⅳ期)卵巢癌36例；组织学分级 

为高分化、中分化和低分化，分别为 27例、41例、12 

例。浆液性腺癌47例，黏液性腺癌33例；有腹腔淋 

巴结转移49例。选取同期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 医院非卵巢疾病患者手术切除的正常卵巢标本 

30例作为对照。所有标本经 10％甲醛固定，常规石 

蜡包埋重新切片，HE染色。组织芯片排列整齐，形 

态良好。 

1．2 主要试剂与方法 

1．2．1 组织芯片的制作 显微镜下观察 HE切片， 

确定有代表性的病变部位，选择目标组织并分别在 

组织切片和相应石蜡组织上标记。从“供体”蜡块 

的切片选出典型病变部位，然后从“供体”蜡块标本 

中取出所需组织(每例的病变和对照组织均选取两 

个点)，插入“受体”蜡块的洞内，排列成微组织阵 

列，制成组织芯片蜡块。用切片机对组织芯片蜡块 

进行连续切片，厚约 4 Ixm，切片裱附于载玻片上。 

6O℃恒温烤片 16 h，置 40℃冷藏室保存备用。 

1．2．2 免疫组织化学(SP)法 MaxVision两步法 

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购 自福州迈新公司；即用型 

p185HE 鼠抗人单克隆抗体(克隆号YBS0039)由 

安科 生 物 公 司 惠 赠。兔 抗 人 MMP-2(克 隆 号 

BS1236)购 自北京中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采用 

MaxVision两步法，切片常规脱蜡至水，枸橼酸盐高 

压抗原修复。抗体 MMP-2工作液浓度为1：200； 

p185HE 抗体为即用型；用 PBS代替一抗作为阴 

性对照，已知阳性切片作为阳性对照，DAB显色，苏 

木精复染，经梯度乙醇脱水干燥，中性树脂封片，显 

微镜下观察统计。 

1．3 结果评定 MMP-2以肿瘤细胞膜及胞质内出 

现黄色至棕褐色颗粒为阳性。p185眦胁 “以肿瘤细 

胞胞膜出现黄色至棕褐色颗粒为阳性 ，免疫组织化 

学结果采用半定量积分法判定：根据阳性细胞数和 

染色深度计分，阳性细胞表达的着色深度：无色为0 

分，浅黄色为 1分，棕黄色为2分，棕褐色为3分。 

阳性细胞≤10％，1分；>10％一50％，2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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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3分；>75％，4分。两项积分相加进行结果 

判定。0～1分为阴性(一)，2—3分为弱阳性(+)， 

4—5分为中度阳性(++)，6～7分为强阳性(卅)。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或 Fisher精确概率 

法、Spearman等级相关检验。 

2 结果 

2．1 卵巢癌组织中MMP-2与 p185HE 的表达 

MMP-2阳性表达定位 于癌细胞 的胞膜 和胞质。 

p185HE 的阳性表达主要定位于癌细胞的胞膜。 

MMP-2和 p185HE 在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 

增 强，染 色 强 度 均 强 于 正 常 组 织，MMP-2和 

p185眦 一阳性率分别为73．75％和77．50％，均明 

显高于在正常组织中的表达(P<0．01)(见表1、图 

1、2)。 

表 1 MMP-2和 p185在卵巢癌组织和正常卵巢组织中的 

表达情况 

一一 
图 1 p185HER一2／ne“蛋白在卵巢癌中表达，胞膜阳性 

图 2 MMP一2在卵巢癌中表达，胞质、胞膜阳性 

2．2 临床病理参数与MMP-2与p185HE 的表达 

关系 MMP-2和 p185HE 彩 的阳性率均与分化程 

度、临床分期及淋巴结转移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P<0．01)；而与组织学类型无明显关系 

(P>0．05)(见表 2)。 

2．3 MMP-2与 p185眦 表达的相关性 MMP．2 

和p185HE 一在卵巢癌组织中多同时表达，两者的 

表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尸<0．01)(见表 3)。 

2．4 MMP-2、p185HE 联合与单一检测的比较 

联合检测诊断比单独检测灵敏度提高到87．5％，准 

确性也相应提高，诊断指数有所提高，特异度和阳性 

似然比改变不大，阴性似然比比单独检测都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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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表2 卵巢癌中 MMP-2和 p185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间 

的关系[n；阳性率(％)] 

表3 卵巢癌组织中MMP-2与 p185表达的相关性(n) 

表4 MMP-2、p185联合检测与单一检测比较(％ ) 

3 讨论 

组织芯片即组织微阵列，1998年 Kononen等 

首次证实该技术的价值并宣告该技术的诞生。与传 

统的病理方法相比，组织芯片具有高通量、省时、经 

济等优点，本实验共选取 80例卵巢癌组织制作组织 

芯片并结合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进行研究，既节约标 

本，且实验条件一致，从而保证了实验结果的稳定。 

侵袭与转移是恶性肿瘤最重要的生物学特性， 

也是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失败致死的主要原因。卵巢 

癌转移方式以直接种植转移为主，其关键环节是肿 

瘤细胞突破基质屏障对细胞外基质及基膜的降解， 

这也是肿瘤组织向周围组织浸润及远处转移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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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MMP-2是 MMPs家族的成员，目前 MMPs根据 

其结构、特异性底物被分为 5类不同亚型，MMP-2 

和MMP．9同属于明胶酶。MMP-2的主要降解底物 

为基膜和Ⅳ型胶原，在肿瘤细胞介导的细胞外基质 

降解中起关键作用 j。有研究 表明，MMP一2的表 

达水平与肿瘤的恶性程度有密切关系，并被证明参 

与多种肿瘤的浸润和转移，同时增强肿瘤中血管生 

成的能力。Murthi等 发现 MMP-2及 MMPs活性 

在交界性及 Ⅲ期卵巢癌患者中明显提高。Kamel 

等 认为MMP。2的是卵巢癌增殖、侵袭和转移的 

标志。MMP-2的表达程度与卵巢上皮性肿瘤病理 

分化和临床高分期直接相关。刘玉珠等 也得到 

类似结论。Kamat等 研究认为 MMP-2的高表达 

与患者淋巴结转移及生存期缩短密切相关 ，MMP-2 

是评估卵巢癌患者预后重要的标志物。Cai等 也 

有类似结论。本研究结果显示，卵巢癌组 织 中 

MMP一2存在 明显高于正常组织 (P<0．01)，且 

MMP-2的阳性率随着病理分级增高而显著增加，临 

床分期愈晚表达愈高，有腹腔淋巴结转移者明显高 

于无转移者，而与组织学分型无关，进一步证实 

MMP-2的高表达能加速 ECM降解，加快肿瘤中血 

管的生成，促进卵巢癌的侵袭和转移。因此，MMP一2 

可作为判断卵巢癌患者转移的重要指征之一。 

p185 是由 HER一2基因编码一个相对分 

子量为 185 000的跨膜糖蛋白，通常也被称为 HER一 

2蛋白或受体，是受体酪氨酸激酶家族成员，主要在 

胎儿时期表达，成年后极少表达。多种人类癌症存 

在 p185HE 过表达，如乳腺 癌、卵巢癌 等。 

Mayr等  ̈认为p185HE 在不同组织学类型的卵 

巢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Verri 

等 认为p185HE 伴随着在临床分期升高表达 

增加，且将促进卵巢癌的发展并使死亡率增高。本 

研究结果显示，卵巢癌组织中p185HE 存在明显 

高于正常组织(P<0．01)，且 p185 的阳性率 

随着病理分级增高而显著增加，临床分期愈晚表达 

愈高，有腹腔淋巴结转移者明显高于无转移者，但与 

组织学分型无明显关系，提示 p185HE 的高表达 

能促进卵巢癌的侵袭和转移，对判断预后和指导治 

疗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MMP．2和p185HE 在卵巢癌中关 

联性的研究较少。Dery等  ̈研究表明，MMP-2与 

p185HE 与肿瘤分级，临床分期晚淋巴转移密切 

相关 ，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本研究经 Spearman等 

级相关分析显示，MMP-2和 p185HE ⋯呈显著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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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P<0．O1)，p185HE 与 MMP-2在卵巢癌 

转移中必然有一定的联系。Ke等 研究表明在乳 

腺 癌 细 胞 中，MMP-2参 与 p185HE 的激 活。 

Gondi等 纠认为 MMP-2通过一个 目前尚未知的信 

号通路介 导 p185在某些 癌细胞 中转移。关 于 

p185HE 和 MMP-2之间的信号通路，高毅等 

推测 MMP．2／TIMP．2系统、HER-2和 p38MAPK组成 

的循环通路能参与卵巢癌的发生、侵袭和转移。 

肿瘤标志物是在肿瘤发生和增殖过程中由肿瘤 

细胞生物合成、释放或是宿主对癌类反应性的一类 

物质，一种肿瘤标志物可以出现在多种肿瘤中，一种 

肿瘤也可以出现多种肿瘤标志物，这降低了标志物 

的特异性 ，也给诊断带来了困难，但联检可以弥补单 
一 指标的局限性，提高诊断阳性率。本研究显示， 

MMP-2、p185眦 ⋯联合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单一 

检测，敏感性和准确性均有所上升，阴性似然比单独 

检测都低，说明二者联合检测可提高检出率，出现假 

阴性的可能性下降，也可避免因单项指标检测出现 

的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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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姚仁斌) 

医学论文材料与方法常见问题(二) 

(六)未说明测量指标和结果的判定标准 

如一项观察涂阳肺结核疗效的研究，判定疗效指标用的是痰菌阴转率，文中除说明通过痰 

菌阴转率来判定疗效外，还应明确是如何确定痰菌阴转的，是通过涂片法、培养法还是分子生物 

学方法等。 

(七)未详细介绍实验方法、材料和操作程序 

使用已有的方法，应标明参考文献；对已经发表但大家不是很熟悉的方法，除给出参考文献 

外，还要做简要说明；如使用的是新的或经过修改、改进的方法，应说明其修改、改进之处。 

(八)未简要介绍所采用的统计学分析方法 

作者应根据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正确选用统计学方法，如秩和检验 检验、t检验、F检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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