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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肠癌组织中 p53 凋亡刺激蛋白家族表达水平

及其与临床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刘摇 燕1,周长春2,田摇 强1,孙阿妮3,丰义宽1,李国庆1

[摘要]目的:探讨结肠癌组织中 p53 凋亡刺激蛋白(ASPP)家族表达水平及其与临床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 方法:选取结肠

癌患者的结肠癌组织共 50 例,以及健康人的正常结肠组织共 30 例。 分析 ASPP 家族与结肠癌的组织分化程度、浸润深度和

淋巴结转移等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结果:结肠癌组织与正常结肠组织中 ASPP1 和 ASPP2 的阳性表达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而结肠癌组织中 iASPP 的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正常结肠组织(P < 0. 05);结肠癌组织中 iASPP 的阳性表达率在肿

瘤病理分级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 ASPP1 和 ASPP2 的阳性表达在肿瘤病理分级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和 P < 0. 01);结肠癌组织中 ASPP1 与 iASPP 的阳性表达在肿瘤浸润深度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ASPP2 的阳

性表达在肿瘤浸润深度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结肠癌组织中 ASPP1、ASPP2 和 iASPP 的阳性表达均在淋巴结有

无转移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iASPP 在结肠癌组织和正常组织的阳性表达的差异,表明其有可能成为结

肠疾病良、恶性的诊断及鉴别指标之一;ASPP2 的阳性表达与结肠癌病理分期和分级有相关关系,表明其有可能成为结肠癌预

后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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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ression of ASPP family gene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pathological features in colon cancer t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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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apoptosis stimulating protein of P53(ASPP) family genes in colon cancer
tissue,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pathological features. Methods:Fifty colon cancer tissue specimens and 30 normal colon tissue
specimens were investigated. The correlations of the ASPP family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depth of invasion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of
colon cancer were analyzed. Results:The differences of the expressions of ASPP1 and ASPP2 between the colon cancer and normal
colon tissue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and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iASPP in colon canc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colon tissue (P < 0. 05).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iASPP in different tumor
pathological grading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ASPP1 and ASPP2
in different tumor pathological grading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and 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of ASPP1 and iASPP in different tumor invasion depth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ASPP2 in different tumor invasion dept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of ASPP1,ASPP2and iASPP in different lymph node metastasis of tumor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iASPP between colon cancer and normal tissue is different,which may become one
index in the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colon malignant and benign diseases.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ASPP2 is correlated
with the pathological stage and grade of colon cancer,which may be one prognostic indicator of colon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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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结肠癌是常见的胃肠道恶性肿瘤,由于近年来

人们饮食和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其发病率显著

提高,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1]。 结肠癌早期无明显

症状,患者常常在确诊后就失去了根治的机会[2]。
目前为止发现的与人类肿瘤相关性最高的基因是抑

癌基因 P53,对维持基因组稳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而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抑癌基因 P53 因子发挥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P53 凋亡刺激蛋白 ( apoptosis
stimulating protein of P53,ASPP)具有保守的 C 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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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可通过 Src 同源结构域 3 以及锚蛋白重复序列

与 P53 产生相互影响。 目前为止,ASPP 基因家族中

已发现 ASPP1、ASPP2、iASPP 三个成员,其中 P53 与

ASPP1、ASPP2 结合可激活并促进其抑癌功能,而与

iASPP 则会对其抑癌功能起抑制作用。 研究[3 - 4] 表

明,ASPP 家族可作为肿瘤早期诊断和治疗以及判断

预后研究的新方向,即通过促进 ASPP1 和 ASPP2 的

阳性表达,抑制 iASPP 的阳性表达从而促进 P53 诱

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的发展。 但目前少见对

ASPP 家族与结肠癌的关系的相关报道。 本研究探

讨结肠癌组织中 ASPP 家族表达水平及其与临床病

理学特征的相关性。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收集 2008 年 3 月至 2014 年 11 月

收治于潍坊市人民医院的结肠癌患者的结肠癌组织

标本共 50 例,男 32 例,女 18 例;年龄 37 ~ 76 岁;按
组织学等级分为高分化腺癌组 12 例,中分化腺癌组

23 例,低分化腺癌组分别 15 例;按 TNM 分期分为

T1(浸润黏膜下层)组 8 例,T2(浸润固有肌层)组 9
例,T3(穿透肌层至浆膜下)组 28 例,T4(穿透浆膜

层和侵及其他脏器)组 5 例;按有无淋巴转移分为

有淋巴转移组 21 例,无淋巴转移组 29 例。 同时选

取 30 例健康人的正常结肠组织标本作为对照组。
1. 2摇 免疫组织化学 SP 法检测 ASPP1、ASPP2 和

iASPP 表达摇 将结肠癌患者和健康人正常结肠组织

石蜡标本按 4 滋m 的厚度进行连续切片,并分别进

行常规病理组织检查(HE 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染

色(SP 法)。 以已知的阳性切片作阳性对照,用 PBS
取代一抗作阴性对照。 若肿瘤细胞细胞质中见棕黄

色颗粒则可判定为阳性细胞,高倍镜下取 4 个视野

各计数 200 个细胞,把染色结果按阳性细胞百分比

分为: -表示阳性细胞 < 5% ; + 表示阳性细胞 5%
~25% ;2 +表示阳性细胞 > 25% ~50% ;3 + 表示阳

性细胞 > 50% ;其中 - 和 + 为表达阴性,2 + 和 3 +
为表达阳性。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结肠癌组织和正常结肠组中 ASPP1、ASPP2 和

iASPP 的阳性表达率比较摇 结肠癌组织中 ASPP1 和

ASPP2 的阳性表达率与正常结肠组织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 > 0. 05);而结肠癌组织中 iASPP 的阳性

表达率比正常结肠组织高(P < 0. 05)(见表 1)。

摇 表 1 摇 结肠癌组织和正常结肠组中 ASPP1、ASPP2 和

iASPP 的阳性表达率比较[n;百分率(% )]

组织类型 n ASPP1 ASPP2 iASPP

结肠癌组织 50 35(70. 00) 41(82. 00) 37(74. 00)

正常结肠组织 30 26(86. 67) 24(80. 00) 14(46. 66)

合计 80 61(76. 25) 65(81. 25) 51(63. 75)

字2 — 2. 029 0. 049 6. 062

P — >0. 05 > 0. 05 < 0. 05

2. 2摇 不同病理分级结肠癌组织中 ASPP1、ASPP2 和

iASPP 阳性表达率比较摇 高、中、低分化结肠癌组织

中 ASPP1 的阳性表达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高、中、低分化结肠癌组织中 ASPP2 的阳性

表达率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而高、中、
低分化结肠癌组织中 iASPP 的阳性表达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摇 表 2 摇 不同病理分级结肠癌组织中 ASPP1、ASPP2 和

iASPP 阳性表达率比较[n;百分率(% )]

组织类型 n ASPP1 ASPP2 iASPP

高分化 12 8(66. 67) 12(100. 00) 7(58. 33)

中分化 23 20(86. 96) 21(91. 30) 19(82. 61)

低分化 15 7(46. 67)吟 8(53. 33)吟* 11(73. 33)

合计 50 35(70. 00) 41(82. 00) 37(74. 00)

Hc — 6. 96 12. 09 2. 37

P — <0. 05 < 0. 01 > 0. 05

摇 摇 两两比较秩和检验:与高分化比较*P < 0. 05;与中分化比较

吟P < 0. 05

2. 3 摇 不同 TNM 分期结肠癌组织中 ASPP1、ASPP2
和 iASPP 的阳性表达率比较摇 结肠癌组织中 ASPP1
和 iASPP 在 T1、T2、T3、T4 期的阳性表达率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 ASPP2 在 T1、T2、T3、
T4 期的阳性表达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3)。

摇 表 3 摇 不同 TNM 分期结肠癌组织中 ASPP1、ASPP2 和

iASPP 的阳性表达率比较[n;百分率(% )]

TNM 分期 n ASPP1 ASPP2 iASPP

T1 8 8(100. 00) 8(100. 00) 6(75. 00)

T2 9 6(66. 67) 8(88. 89) 5(55. 56)

T3 28 19(67. 86) 23(82. 14) 21(75. 00)

T4 5 2(40. 00) 2(40. 00) 5(100. 00)

合计 50 35(70. 00) 41(82. 00) 37(74. 00)

Hc — 5. 57 7. 86 3. 30

P — >0. 05 < 0. 05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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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摇 淋巴结转移和无转移结肠癌组织中 ASPP1、
ASPP2 和 iASPP 阳性表达率比较摇 淋巴结转移和无

转移结结肠癌组织中 ASPP1、ASPP2 和 iASPP 的阳

性表达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4)。

摇 表 4摇 淋巴结转移和无转移结肠癌组织中 ASPP1、ASPP2
和 iASPP 阳性表达率比较[n;百分率(% )]

淋巴结转移 n ASPP1 ASPP2 iASPP

有 21 15(71. 43) 18(85. 71) 18(85. 71)

无 29 20(68. 97) 23(79. 31) 19(65. 71)

合计 50 35(70. 00) 41(82. 00) 37(74. 00)

字2 — 0. 035 0. 04 2. 58

P — >0. 05 > 0. 05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ASPP 家族能通过与 P53 家族的结合从而控制

细胞的凋亡,是 ASPP 家族最主要的功能。 其中

ASPP1 和 ASPP2 可通过 SH3 以及锚蛋白重复序列

与 P53 的 DNA 结合域结合产生相互影响,激活 P53
的促凋亡功能,并在特异性上使凋亡相关因素提前

表达;iASPP 通过与 ASPP1、ASPP2 的竞争中与 P53
结合,从而抑制 P53 的促凋亡活性。

有研究[5]显示,ASPP 的表达失调明显影响乳

腺癌的发生发展,且 ASPP 家族成员的表达在突变

型和野生型 P53 的肿瘤细胞中均有发生,而 ASPP1
和 ASPP2 的表达一般下调,iASPP 则相反。 有关白

血病的研究[6] 显示,ASPP1 在白细胞中均呈低表

达,而 iASPP 的表达则升高,提示 ASPP 家族各成员

的不同表达是造血系统肿瘤发生过程中的关键环

节,ASPP 有可能作为白血病诊断其中之一的分子标

志物。 而 iASPP 在前列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比正

常组织的高,抑制 iASPP 的表达后,肿瘤细胞的生长

得到有效抑制[7]。 有研究[8] 表明,幽门螺旋杆菌感

染可能会由于 ASPP2 表达的下调和 iASPP 表达的

上调从而诱发胃癌。 ASPP 家族各成员表达差异对

肿瘤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其对结肠癌影响

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研究。 因此,本研究采用免

疫组织化学方法对 ASPP 家族各成员在结肠癌组织

不同分化程度、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中表达情况进

行检测,分析二者的相关关系以及对结肠癌预后的

影响,从而帮助阐明结肠癌的发病原理,并为临床治

疗结肠癌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中,结肠癌组织中 ASPP1、ASPP2 的阳性

表达 率 ( 70. 00% 、 82. 00% ) 与 正 常 结 肠 组 织

ASPP1、ASPP2 的阳性表达率(86. 67% 、80. 00% )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结肠癌组织中

iASPP 的阳性表达率(74. 00% )高于正常结肠组织

(46. 66% )(P < 0. 05),提示 iASPP 的表达率的改变

可影响结肠癌的发生,在肿瘤细胞的生成中起重要

作用,iASPP 表达升高改变 P53 与 DNA 的结合能

力,从而抑制 P53 的促细胞凋亡功能。 因此猜测

iASPP 可能会成为结肠疾病良、恶性的诊断和鉴别

指标之一。
本研究中,结肠癌组织中 iASPP 与肿瘤细胞分

化程度和浸润深度均无明显关系(P > 0. 05),且
ASPP 家族 3 个成员的表达在淋巴结有无转移间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 ASPP2 的阳性表

达率在肿瘤细胞分化程度与浸润深度间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 < 0. 01 和 P < 0. 05),提示 ASPP2 可能

与结肠癌的恶性程度有紧密关系,因此 ASPP2 可能

作为结肠癌预后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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