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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组织中 CD44v6及 nm23的表达 

与淋巴、肝转移的关系探讨 

金秉巍，徐子平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 CIM4v6、nm23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肝脏、淋巴结转移的关系。方法：随机抽取 2005～2008年结 

直肠癌手术标本 159例，均经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分析 CD44v6、nm23与肿瘤分化及淋巴、肝转移等情况的关系。结果：结直肠 

癌组织中 CD44v6、nm23的表达与淋巴、肝转移有一定的联系(P<0．05一P<0．01)。结论：CD44v6、nm23可以有效地预测结 

直肠癌转移，特别是肝转移发生的潜能，从而判断结直肠癌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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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CD44v6 and nm23 protein express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with lymph and liver metast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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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role of CD44v6 and nm23 in predicting colorectal metastases，especially the liver nletastases． 

Methods：One hundred and fifty-nine cases of colorectal cancer received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detec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2005 

to 2008 randomly selected．The association of CD44v6 and nm23 with tumor differentiation，as well as lymph and liver metastasis was 

studied．Results：The expression of CD44v6 and nin23 in colorectal cancer wa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lymph nodes and liver metastases 

(P<0．05 to P<0．01)Conclusions：CD44v6 and nm23 can efficiently predict the colorectal metastases，especially the incidence of 

liver metastases，which may help to determin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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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 ，其 

转移、复发是结直肠癌致死的主要原因，因此，对结 

直肠癌转移潜能的有效估计极为重要。肿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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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细胞内单基因或多基因发生改变决定的，抑癌基 

因的失活和癌基因的激活是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 

的主要原因，并且肿瘤的转移与肿瘤转移相关基因 

及肿瘤转移抑制基因的异常表达有关，其中肿瘤组 

织分化抗原变异体 CD44v6的高表达，肿瘤转移抑 

制基因nm23的低表达与结直肠癌转移，特别是肝 

血压的策略是极为重要的，对减少及延缓心脑血管 

事件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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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研究对我院 2005 

2008年结直肠癌手术标本 159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探讨 CD44v6及 nm23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及 

其与肝脏、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83例，女 76例；年龄 43— 

6O岁。按照全国大肠癌协作组制定的病理诊断标 

准，高分化腺癌23例和中分化腺癌58例，合并为分 

化较好；低分化腺癌 38例，黏液腺癌与印戒细胞癌 

18例以及未分化癌 22例，合并为分化较差。其中 

有淋巴结转移者67例(包含横向转移即肠管方向 

49例，纵向转移即肠系膜血管方向18例)，无淋巴 

结转移者92例。术中发现肝转移 39例，一并切除 

者7例。159例经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均由病理医 

生出具检测报告。 

对所有病例有无发生肝转移进行了 3年的随 

访。排除失访的病例，并剔除未辅助治疗以及未满 

随访期的患者，最终随访 66例，术后均予以辅助化 

疗(FOLFOX4方案，6个疗程)。至随访期结束，其 

中存活并且没有发生转移者 17例，死于其他疾病 

2例，死于全身广泛转移4例(3例肺转移，1例脑转 

移)。余43例均为肝转移、腹腔广泛转移的患者 

(由腹腔增强 CT证实)，其中39例已死亡，4例随访 

期结束时仍生存，因而对这 43例患者的肝转移情况 

进行分析。 

1．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和秩和检验。 

2 结果 

CD44v6、nm23在结直肠癌组织 中的表达与肠 

癌的分化程度均无明显关系(P>0．05)；与淋巴结 

转移均有一定关系(P<0．01)；与肝转移均有一定 

关系(P<0．05)(见表 1)。CD44v6、nm23在结直肠 

癌肝转移发生的时间均有一定关系(P<0．01)(见 

表 2)。 

3 讨论 

肝转移、淋巴转移是结直肠癌患者的主要死亡 

原因之一，结直肠癌治疗效果的好坏在更大程度上 

取决于患者是否有肝转移，或者有潜在肝转移的风 

险 。临床上对潜在肝转移的诊断较为困难，因 

此，寻找简单、有效、实用的指标反映肝转移风险大 

小可以帮助判断结直肠癌预后以及判断术后进一步 

治疗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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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肠癌分化、淋巴结转移、肝脏转移与 CD44v6、nm23 

表达的关系(n) 

表 2 肠癌肝转移发生时间与 CD44v6、nm23表达的关系(n) 

／t P P n 一  ， — — “ r 

间(术后) + 一 + 一 

0—12个月 9 7 2 0 9 

13～24个月 22 21 1 3
．07 <0．0l 

5 17 
4．10 <O．01 3． <0．叭 ． <O．叭 

25—36个月 12 3 9 10 2 

合计 43 31 12 15 28 

注淇中0—12个月病例包括手术时已有肝转移的患者 

CD44分子最早发现于淋巴细胞 ，是一种细胞表 

面黏附分子，作为一种跨膜糖蛋白和透明质酸的主 

要受体能连接细胞基质中的纤维连接蛋白、层黏蛋 

白、I型胶原和透明质酸分子，并与细胞骨架蛋白结 

合，其主要的生理功能是细胞聚集、迁移和活化。它 

参与细胞的伪足形成引起细胞的形态变化和激动， 

直接参与肿瘤的浸润和转移过程。有标准型及变异 

型(CD44v)2种，其 中 CD44v6是细胞黏 附分子 

CD44的变异型中的一种，在癌向深部浸袭、进展期 

及转移性结直肠癌细胞表面表达很强 J。 

有学者 研究发现，CD44v6在结直肠癌中，低 

分化癌的阳性率明显高于高分化癌，淋巴结转移组 

的阳性率显著高于淋巴结未转移组，Dukes分期中 

的 C期组和 D期组的阳性率分别高于A期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资料同样显示，CD44v6与结 

直肠癌的分化无明显关系，但与淋巴结转移和肝转 

移却有一定的关系，并且阳性者术后发生异时性肝 

转移的机会远高于阴性者。可能是和 CD44v6使肿 

瘤细胞与基质成分黏附力增高，肿瘤细胞与血管内 

皮尤其是肝脏血管内皮黏附力增强等因素有关 J。 

以上结果表明，CD44v6表达的结直肠癌具有更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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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袭能力，易发生淋巴结转移、肝转移，预后较差。 

因而 CD44v6具备了成为预测结直肠癌转移，特别 

是肝转移的一个指标的要素，可用来判断结直肠癌 

的预后 。 

nm23基因是人类正常基因，是肿瘤转移抑制基 

因之一，定位于人类染色体 17q21。最早是在 1988 

年由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 Steeg等 发现。有研 

究  ̈发现，nm23基因的丢失和蛋白水平的下降与 

肿瘤的侵袭力增强、转移率增高有密切关系。其中 

nm23．HI基因蛋白参与调控结直肠癌细胞的分化和 

转移过程，nm23-H1基因表达水平降低，可能是结直 

肠癌浸润和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121。nrn23编码的 

蛋白产物与二磷酸核苷酸激酶高度同源，它能使 

GDP还原为 GTP，通过调节细胞膜 G蛋白功能和参 

与微管的聚合分解，影响细胞骨架状态，阻断肿瘤信 

息传递而抑制肿瘤的转移  ̈。 

20年来已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证实，nm23基因 

在结直肠癌的转移抑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肿 

瘤细胞转移潜能的抑制作用较明确。同样本研究资 

料提示 nm23与结直肠癌的分化无明显关系，但与 

淋巴转移和肝转移却有一定的关系，并且在随访过 

程中发现 nm23阴性者术后发生异时性肝转移的机 

会高于阳性者。因此，检测结直肠癌中nm23基因 

表达水平对诊断结直肠癌的转移、预测术后生存以 

及指导术后综合治疗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临床价 

值。 

综上所述，CD44v6与 nm23联合检查，能够更 

有效地预测结直肠癌转移，特别是肝转移发生的潜 

能，从而判断结直肠癌的预后。同时值得一提的是， 

有关 CIM4v6分子和 nm23基因对结直肠癌转移，特 

别是肝转移的作用是可以确定的心 。 ，但是， 

无论是 CD44v6分子，还是 nm23基因作用于大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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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的具体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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