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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N 与结直肠癌术后患者复发、转移及预后关系研究

王晓炜1,吴摇 健2,惠红霞1,万一元1

[摘要]目的:探讨羧基末端张力蛋白样分子(CTEN)与结直肠癌术后患者复发、转移及预后关系。 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检

测 80 例结直肠癌组织以及癌旁组织中 CTEN 的表达,分析其不同表达与预后的关系。 结果:CTEN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表达阳

性率为 83. 8% (67 / 80),癌旁组织中表达阳性率为 12. 5% (10 / 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芋 + 郁患者的 CTEN 阳性

表达率明显高于玉 +域期患者(P < 0. 05),术后 3 年内复发、转移患者较无复发转移的 CTEN 阳性表达率高(P < 0. 01)。
Kaplan鄄Meier 生存分析显示 CTEN 无表达和低表达量的结直肠癌患者预后明显好于高表达量的患者预后(P < 0. 01)。 结论:
CTEN 表达与术后复发、转移密切相关,有可能作为判别结直肠癌术后预后的有效预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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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CTEN and recurrence,
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patients after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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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s of COOH鄄terminus tensin鄄like molecule ( CTEN) and
recurrence,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patients after operation. Method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TEN in
colorectal carcinoma tissue of 80 patients were detected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IHC),and the relation of which with prognosis was
analyzed. Results:The positive rates of CTEN in colorectal carcinoma tissue and paracarcinoma tissues were 83. 8% (67 / 80) and
12. 5% (10 / 80),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 0. 05). The positive rates of CTEN in stages 芋
and 郁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stages 玉 and 域 patients(P < 0. 05). The positive rates of CTEN in recurrence
and metastases patients after 3 years of operation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no鄄recurrence and metastases patients(P < 0. 01). Kaplan鄄
Meier 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gnosis in no and low expression of CTEN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high
expression of CTEN patients(P < 0. 01). Conclusions:The expression of CTEN is correlation with the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and
metastases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rcinoma,which may be an effective predictor in the prognosis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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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结直肠癌是消化道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其发生、发展与多基因突变及多信号传导途径异常

密切有关。 近来研究发现羧基末端张力蛋白样分子

CTEN / TNS4 ( COOH鄄terminus tensin鄄like molecule,
CTEN)是参与肿瘤发展的新的癌基因之一[1 - 2],在
大肠癌中具有刺激上皮间质转化,并参与大肠癌侵

袭和转移。 本文通过检测 CTEN 在结直肠癌组织及

癌旁组织中表达,探讨 CTEN 表达与临床病理的关

系以及对结直肠癌术后复发、转移及预后的影响。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80 例结直肠癌组织标本及癌旁组

织标本来自于我院病理科存档,标本留取时间为

2009 年 1 月到 2010 年 6 月,病理科检查报告均显示

为腺癌,其中,玉期 10 例,域期 37 例,芋期 25 例,郁
期 8 例。 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随访。 随访日

期截止为 2015 年 6 月。 患者的生存时间是从术后

到随访截止日期,或患者死亡的日期为止,截尾值

为 0。
1. 2摇 主要试剂摇 兔抗人 CTEN 单克隆抗体购自英

国 Abcam 公司;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以及二胺基联

苯胺(diaminobenzidine,DAB)显色试剂盒购自中国

中杉金桥生物公司。
1. 3摇 方法摇 具体操作步骤严格按试剂盒内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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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操作,免疫组织化学采用 SP 染色方法,兔抗人

CTEN 单克隆抗体按 1颐 200 稀释,空白对照使用 PBS
液代替一抗进行操作,CTEN 表达阳性标本为阳性

对照。
1. 4摇 结果判定标准摇 病理科医师仔细观察每张标

本的染色切片后做出结果判定,并采用双盲法,判定

标准采用计算染色阳性细胞数比例的半定量方式。
采用 400 倍光学显微镜下,随机选取 10 个不重复视

野计数 CTEN 表达阳性的细胞,并计数每 100 个细

胞中 CTEN 表达阳性细胞数计算阳性细胞率。
CTEN 呈现胞质染色阳性。 阅片后 CTEN 表达阳性

细胞率臆10% 为阴性(CTEN 蛋白无表达), > 10%
为阳性, 其中, > 10% ~ 50% 为 CTEN 低表达,
> 50%为 CTEN 高表达。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生存曲线分析采

用 Kaplan鄄Meier 法。

2摇 结果

2. 1摇 CTEN 在结直肠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

摇 CTEN 主要表达于细胞膜和胞质,在结直肠癌组

织和癌旁组织中阳性率分别为 83. 8% (67 / 80)和

12. 5% (10 / 80)(见图 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 =
71. 77,P < 0. 01)2. 2 摇 CTEN 与术后病理分期以及

复发转移的关系 摇 结直肠癌患者中,CTEN 表达在

性别、年龄和肿瘤部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芋 + 郁患者的 CTEN 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

玉 +域期患者(P < 0. 05),术后 3 年内复发、转移患

者较无复发转移的 CTEN 阳性表达率高(P < 0. 01)
(见表 1)。
2. 3摇 CTEN 不同表达与结直肠癌患者预后的关系

摇 80 例中,CTEN 不表达 9 例,低表达 32 例,高表达

35 例。 80 例患者均随访,时间 2 ~ 60 个月,其间病

死 31 例,其中,CTEN 不表达及低表达病死 10 例

(10 / 41),生存期为 53. 3 个月 (95% CI 51. 6 ~
55. 2);高表达病死 17 例(17 / 35),生存期为 46. 6
个月(95% CI 44. 5 ~ 48. 1)。 Kaplan鄄Meier 生存分析

显示,CTEN 高表达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生存期明显

低于 CTEN 无表达和低表达患者 (P < 0. 05) (见

图 3)。

3摇 讨论

摇 摇 CTEN 是 17q12鄄q21 染色体编码的一个含 715
个氨基酸的蛋白,是张力蛋白家族的第 4 成员,与其

他成员(TNS1、TNS2、TNS3)的 C 末端 -结构域具有

表 1摇 临床病理参数在 CTEN 中的表达

临床病理参数 n
CTEN

摇 + 摇 摇 - 摇
字2 P

年龄 / 岁

摇 > 60
摇 臆60

49
31

40
27

9
4

0. 42 > 0. 05

性别

摇 男性摇
女性

52
28

45
22

7
6

0. 85 > 0. 05

肿瘤部位

摇 直肠

摇 结肠

38
42

32
35

6
7

0. 01 > 0. 05

术后病理分期

摇 玉 + 域
摇 芋 + 郁

47
33

36
31

11
2

4. 26 < 0. 05

3 年复发、转移

摇 是

摇 否

42
30

40
19

2
11

12. 04 < 0. 01

同源性,其中含有 SH2 和 PTB 结构域。 与其他成员

相比,CTEN 是相对特殊的蛋白多肽,比其他家族成

员短小,缺少 N鄄末端肌动蛋白结合域。 CTEN 在正

常前列腺及胎盘表达丰富,而其他部位如小肠、结直

肠、肝脏、脾脏等未见明显表达,而在前列腺癌表达

减低,在乳腺癌、结肠癌、肺癌、胃癌及胰腺肿瘤等肿

瘤中显示高表达状态[1 - 8]。 CTEN 上调促进细胞活

力,增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信号,提高了致瘤性。 近

来的研究[9]结果表明,CTEN 很可能作为一种新的

肿瘤生物标志物,并可作为各种肿瘤潜在的治疗靶

点。 在 CTEN 高表达的乳腺癌患者,更易出现复发

及局部转移,其无转移生存期较短,同时 CTEN 表达

与肿瘤大小、分化程度、腋窝淋巴结转移相关[1]。
肺癌及胸腺瘤组织标本中分期越晚,CTEN mRNA
水平越高,CTEN 的表达水平升高可能提示预后不

良[4 - 5]。 上述报道提示,CTEN 可能参与了多种肿

瘤的发生、发展、侵袭及转移,并且可能影响肿瘤患

者的预后。
Liao 等[6]研究显示,CTEN 在 76% 的结直肠癌

组织标本中表达增高,而正常结直肠组织中表达极

低;研究[10] 显示大肠癌组织中 CTEN 表达阳性率

64. 4% (58 / 90),癌旁组织中表达阳性率 15. 0% (3 /
20),在不同年龄、性别、肿瘤大小及分化程度的患

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显示,CTEN 在

结直肠癌中表达阳性率为 83. 8% ,在癌旁组织中表

达阳性率为 12. 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并且与性别、年龄和肿瘤部位均无明显相关性,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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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报道[6,10]类似。
研究[11 - 12]显示,CTEN 表达与结直肠癌预后有

相关关系,并通过 CTEN鄄ILK 通路控制细胞运动,从
而促进转移,是一些肿瘤相关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

信号传导相关的下游分子,可作为潜在的治疗靶点。
本研究显示,在 III + IV 患者的 CTEN 阳性表达率明

显高于玉 +域期患者(P < 0. 05),术后 3 年内复发、
转移患者较无复发转移的 CTEN 阳性表达率高

(P < 0. 01),提着 CTEN 表达易于出现复发、转移。
生存分析也显示,CTEN 高表达结直肠癌患者的生

存期明显低于 CTEN 无表达和低表达患者,提示

CTEN 可能参与肿瘤的侵袭、转移,其表达量的高低

影响患者的预后,有可能作为预测预后的一个重要

因子。 相关更确切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大样本的实

验随访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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