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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in 蛋白在食管鳞癌和肺鳞癌的表达异同探讨

马建梅1,陈摇 承2,潘摇 谨1,张摇 彦3,李雅莉4

[摘要]目的:探讨 Survivin 蛋白在食管鳞癌和肺鳞癌表达的异同。 方法:以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食管鳞癌、肺鳞癌标本

Survivin 蛋白表达情况,分析 Survivin 蛋白及其细胞质表达在解剖位置相近、组织类型相同的不同肿瘤表达的差异性。 结果:
Survivin 蛋白在肺鳞癌、食管鳞癌均为高表达。 Survivin 蛋白阳性染色主要位于细胞质,部分位于细胞核,部分细胞质细胞核均

表达。 肺鳞癌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表达与食管鳞癌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表达在患者年龄、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方面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 > 0. 05)。 生存分析显示,Survivin 蛋白细胞质表达在肺鳞癌的生存率低于食管鳞癌(P < 0. 05)。 结论:Survivin
蛋白表达及其细胞质表达与肿瘤的类别无关。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表达与肺鳞癌和食管鳞癌特征无关。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

表达与肺鳞癌和食管鳞癌的预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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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protein in lung an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MA Jian鄄mei1,CHEN Cheng2,PAN Jin1,ZHANG Yan3,Li Ya鄄l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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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s of survivin protein in esophageal and lung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Methods:
The expressions of survivin protein in esophageal and lung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ample were detected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Results:The expressions of survivin in lung an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ere high. Survivin positive staining was
located mainly in cytoplasm,partly in nuclear,and partly in nuclear and cytoplasm. The differences of survivin expression in cytoplasm
in patients age,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of tumor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with lung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complicated with survivin expression in cytoplasm was low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P < 0. 05). Conclusions: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in cytoplasm is not related to the tumor type.
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in cytoplasm is not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ung an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in cytoplasm is related to the prognosis of lung an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Key words] esophageal neoplasm;lung neoplasm;squamous cell;Survivin protein

摇 摇 全世界每年新增食管癌病例 30 万,其中 70%
发生在我国,食管癌已成为我国卫生部确定的十大

特色肿瘤之一[1],肺癌是发病率和病死率增长最快

的恶性肿瘤之一[2],因此两者早期诊断和治疗尤为

重要。 细胞凋亡的异常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

关。 Survivin 蛋白是凋亡抑制蛋白( IAP)家族的最

新成员,是已知的功能最强的抗凋亡因子,在大多数

恶性肿瘤中高表达而正常组织中不表达。 目前

Survivin 蛋白在单一肿瘤表达的研究较多,而其在解

剖位置相近、组织类型相同的肿瘤表达未引起重视,
故本研究分别选取食管癌中最常见的鳞状细胞癌

(食管鳞癌)和肺癌中最常见的鳞状细胞癌(肺鳞

癌)进行对比研究,探讨 Survivin 蛋白及其亚细胞定

位表达与食管鳞癌、肺鳞癌之间的关系。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医院、西安

医学院附属医院 2007 年 1 月至 2012 年 5 月手术获

得的食管鳞癌、肺鳞癌标本各 80 例;2 组患者年龄

逸60 岁各 42 例, < 60 岁各 38 例;2 组分化程度:高
分化各 37 例,中低分化各 43 例;2 组有淋巴结转移

各 44 例,无淋巴结转移各 36 例。 患者既往均无肿

瘤病史,术前均未行放、化疗等各种抗肿瘤治疗。
1. 2摇 主要试剂摇 兔抗人 Survivin 单克隆抗体,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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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免疫组织化学(免疫组化) Ultra SensitiveTM SP 试

剂盒,DAB 显色试剂盒均购自福建迈新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1. 3摇 Survivin 蛋白检测 摇 组织标本均采用 10% 甲

醛溶液固定、石蜡包埋,4 滋m 厚连续切片。 免疫组

化法:(1)切片经二甲苯脱蜡,梯度乙醇返水;(2)内
源性过氧化物酶阻断剂,室温 10 min,PBS 冲洗;
(3)置于盛有 pH 6. 0 且已预热的柠檬酸缓冲液中,
微波中火加热 10 min;(4)室温冷却,PBS 冲洗;(5)
正常血清封闭,滴加 Survivin 抗体,4 益 过夜,PBS
冲洗;(6)滴加生物素标记的第二抗体,室温10 min,
PBS 冲洗;(7)滴加链霉菌抗生素蛋白 - 过氧化物

酶室温 10 min;(8)滴加新鲜配置的 DAB 显色液显

色;(9)苏木素复染,分化、返蓝、脱水,二甲苯透明,
封片,光镜下观察。 用缓冲液代替一抗作为阴性

对照。
1. 4摇 结果判定摇 免疫组化染色强度分为弱阳性、中
等阳性、强阳性,分别计为 1、2、3 分。 在未知临床结

果条件下,选取 5 ~ 10 个高倍镜( 伊 400) 视野,计数

1 000 个肿瘤细胞中阳性染色的细胞数,分为 5 个等

级计分:0 分, < 5% ;1 分,5% ~ 25% ;2 分,26% ~
50% ;3 分,51% ~ 75% ;4 分,逸75% 。 以染色强度

分值与阳性细胞数分值的乘积作为每 1 例的积分,
积分为 0 者判定为表达阴性,积分逸1 者为阳性。
1. 5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字2 检验,生存率计算采用

Kaplan鄄Meier 法,生存率比较采用 log鄄rank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Survivin 蛋白在肿瘤细胞表达位置摇 标本经免

疫组化染色,高倍镜检测发现 Survivin 蛋白阳性染

色为均一棕黄色颗粒,大部分细胞质呈现棕黄色,少
数细胞核含棕黄色颗粒,因此 Survivin 蛋白阳性染

色主要位于细胞质,少数位于细胞核,部分细胞质和

细胞核中均有表达(见图 1)。
2. 2摇 肿瘤类型与 Survivin 表达的关系 摇 肺鳞癌中

Survivin 阳性率为 81. 3% ,肺鳞癌组织 Survivin 的积

分为 2. 00 依 2. 63。 食管鳞癌中 Survivin 阳性率为

76. 3% ,食管鳞癌组织 Survivin 的积分为 2. 00 依
2. 41。 Survivin 在肺鳞癌和食管鳞癌中均为高表达,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2. 3摇 肿瘤类型与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表达的关系

摇 肺鳞癌中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阳性率为47. 5% ;
食管鳞癌中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阳性率为 41. 3%,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见表 2)。

表 1摇 肿瘤类型与 Survivin 表达的关系(n)

肿瘤类型 n 阳性 阴性 阳性率 / % 字2 P

肺鳞癌 80 65 15 81. 3

食管鳞癌 80 61 19 76. 3 0. 60 > 0. 05

合计 160摇 126摇 34 78. 8

表 2摇 肿瘤类型与 Survivin 细胞质表达的关系(n)

肿瘤类型 n 阳性 阴性 阳性率 / % 字2 P

肺鳞癌 80 38 42 47. 5

食管鳞癌 80 33 47 41. 3 0. 63 > 0. 05

合计 160摇 71 89 44. 4

2. 4摇 肿瘤临床特征与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阳性表

达的关系摇 有淋巴结转移的肺鳞癌 Survivin 蛋白细

胞质阳性率为 55. 3% 、在有淋巴结转移的食管鳞癌

阳性率为 57. 6%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阳性率在中、
低分化的肺鳞癌为 52. 6% 、食管鳞癌为48. 5% ;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阳性率在逸60 岁人群中肺鳞癌

为 63. 2% 、食管鳞癌为 60. 6%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

阳性率在肺鳞癌和食管鳞癌多项特征比较中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3)。

摇 表 3摇 肺鳞癌和食管鳞癌的不同年龄段、分化程度和有无

淋巴结转移患者中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阳性表达的

比较[n;百分率(% )]

肿瘤类型 n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阳性表达

年龄 / 岁

逸60 < 60

分化程度

高分化 中低分化

淋巴结转移

有 无

肺鳞癌 38 24(63. 2) 14(36. 8) 18(47. 4) 20(52. 6) 21(55. 3) 17(44. 7)

食管鳞癌 33 20(60. 6) 13(39. 4) 17(51. 5) 16(48. 5) 19(57. 6) 14(42. 4)

合计 71 44(62. 0) 27(38. 0) 35(49. 3) 36(50. 7) 40(56. 3) 31(43. 7)

摇 字2 — 0. 05 0. 12 0. 04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2. 5摇 肿瘤预后与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表达的关系

摇 随访结果显示,38 例细胞质表达的肺鳞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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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病死 31 例,失访或存活 7 例,生存时间(19 依 2.
34)个月、生存率 18. 4 % ;33 例细胞质表达的食管

鳞癌患者中病死 23 例,失访和存活 10 例,生存时间

(26 依 1. 58)个月,生存率 30. 3%;肺鳞癌 Survivin 蛋

白细胞质表达的患者生存时间和生存率均低于食管

鳞癌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表达者( t忆 = 14. 93,P <
0. 05);(log鄄rank 检验:字2 =4. 75,P <0. 05)(见图 2)。

3摇 讨论

摇 摇 Survivin 蛋白是肿瘤凋亡抑制蛋白家族的一名

新成员,是 1997 年 Ambrosini 等[3] 利用效应细胞蛋

白酶受体鄄1 的 cDNA 在人类基因组库中筛选克隆出

来的。 Survivin 基因位于 17q25 染色体[4],全长约

15 kb,有 4 个外显子和 3 个内含子组成,编码含有

142 个氨基酸组成的相对分子量约 16 5000 的蛋白;
它在胚胎和几乎所有的癌组织中表达,不见于终末

分化成熟的正常组织(胸腺、生殖腺除外) [3]。 Satoh
等[5] 研究显示,胰腺癌 Survivin 蛋白的阳性率为

76. 9% ,王同彬等[6] 研究发现胃癌 Survivin 蛋白的

阳性率为 60% ,齐亚灵等[7] 发现肝癌 Survivin 蛋白

的阳性率为 76. 7% ; 本研究结果发现, 肺鳞癌

Survivin 蛋白阳性率为 81. 3% ,食管鳞癌 Survivin 蛋

白阳性率为 76. 3% ,但 Survivin 蛋白阳性率与肺鳞

癌和食管鳞癌类型无关。
近年来 Survivin 蛋白亚细胞定位与肿瘤的发

生、发展和预后的研究备受关注,周建刚等[8] 报道,
Survivin 蛋白在非小细胞肺癌细胞质和细胞核阳性

率分别为 87. 0%和 70. 7% ,细胞质和细胞核的表达

与年龄、性别、病理类型、肿瘤大小等参数无关,但在

淋巴结阳性者中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表达有明显升

高,提示其可能与淋巴结转移有关。 Dabrowski 等[9]

用免疫组化的方法研究显示:食管癌细胞质 Survivin

蛋白表达与性别、分期及血管受侵无明显相关。 本

文探讨了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表达在食管鳞癌与肺

鳞癌相关性,显示 Survivin 蛋白阳性染色主要位于

细胞质,肺鳞癌细胞质阳性率为 47. 5% ,食管鳞癌

细胞质阳性率为 41. 3% ,经比较显示,细胞质表达

与肿瘤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二者细

胞质表达在年龄、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之间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Yao 等[10] 发现 Survivin
蛋白分布于胃癌的细胞核和细胞质中,且多因素分

析表明,核内表达与较好预后有关,细胞质阳性提示

预后差。 但 Fan 等[11]综合了 10 份有关非小细胞肺

癌的数据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Survivin 核阳性

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的总体生存率无关。 亦有

研究[12 - 13]表明:Survivin 非小细胞肺癌的核阳性提

示肿瘤的浸润和进展, 提示预后 不 良。 可 见,
Survivin 亚细胞定位表达与肿瘤的预后存在不同的

结论,本研究在相同条件下测定 Survivin 蛋白细胞

质表达、并随访肺鳞癌和食管鳞癌患者的生存期,结
果为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表达阳性的肺鳞癌患者生

存率低于食管鳞癌,推测 Survivin 蛋白细胞质表达

和肿瘤预后有关,尤其 Survivin 细胞质表达的肺鳞

癌的恶性潜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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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触诊阴性乳腺癌 23 例误诊分析

周摇 锐1,黄建康1,彭德峰1,朱金海1,朱正志1,苏摇 蕾2,杨摇 丽3

[摘要]目的:通过总结临床触诊阴性乳腺癌的误诊原因,提高乳腺癌的诊断水平。 方法:对 23 例经病理证实的临床触诊均阴

性的乳腺癌误诊过程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误诊原因。 结果:23 例初诊均误诊为良性疾病,其中乳腺增生病 16 例,乳腺增生

伴瘤样形成趋势 4 例,术后瘢痕形成 1 例,乳头湿疹 1 例,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 1 例。 误诊时间分别为 3 个月至 1 年。 结论:
临床触诊阴性乳腺癌往往表现(触诊阴性、辅助检查征象)不典型,临床医生应改进观念,提高警惕,及时运用或联合运用适当

的检查方法,可提高诊断准确率。
[关键词] 乳腺肿瘤;误诊;X 线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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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s for misdiagnosis of palpation鄄negative breast cancer:an analysis of 23 cases
ZHOU Rui1,HUANG Jian鄄kang1,PENG De鄄feng1,ZHU Jin鄄hai1,ZHU Zheng鄄zhi1,SU Lei2,YANG Li3

(1. Department of Oncological Surgery,2. Department of Function,
3. Department of Radi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mprove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by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misdiagnosis of palpation鄄negative breast
cancer. Methods:Twenty鄄three cases of palpation鄄negative breast cancer confirmed by pathology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and the
reasons for misdiagnosis were summarized. Results:Of the 23 cases misdiagnosed,16 cases were proved to have mammary gland ill
hyperplasia,4 cases mammary gland hyperplasia with tumor formation trend,1 case had postoperative scarring nipple eczema,1 case
Nipple eczema and 1 case breast intraductal papilloma. The misdiagnosis occurred 3 months to 1 year before confirmation. Conclusions:
The features of palpation鄄negative breast cancer are usually not typical. Clinicians should heighten vigilance and use timely or jointly
proper inspection methods to improve the diagnosis accuracy of breast cancer.
[Key words] breast neoplasms;misdiagnosis;X鄄ray features

摇 摇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大多数乳腺癌的诊

断已不难,但在一些触诊阴性病变中,由于超声、X
线等表现也不典型, 诊断较困难, 易误诊或漏

诊[1 - 2]。 2010 年 5 月至 2012 年 12 月,我科共收治

557 例乳腺癌,其中 23 例(4. 1% )临床触诊阴性,初
诊时均误诊为良性疾病或漏诊。 现就其误诊原因作

一分析,以期提高乳腺癌的诊断水平,降低误诊率。

1摇 资料与方法

摇 摇 23 例均为女性,年龄 26 ~ 71 岁。 肿瘤位于左

侧 14 例,右侧 9 例。 23 例均未触及明显乳腺肿块。
5 例为体检病人,无主观症状,但 1 例有纤维腺瘤手

术史;16 例为单侧或双侧乳房有反复胀痛,程度或

轻或重;乳头溢液 1 例;乳头糜烂 1 例。 绝经前 18
例,绝经后 5 例;有乳腺癌家族史 3 例; > 55 岁闭经

2例, < 12岁初潮2例;有对侧乳腺癌病史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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