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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鳞癌中 RECK 与 MMP鄄9 的表达及意义

张运彩1,赵摇 锦1,李胜泽2

[摘要]目的:探讨宫颈鳞癌中逆转录富含半胱氨酸蛋白(RECK)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MP)鄄9 的表达及意义。 方法:应用免疫

组织化学法,检测 20 例正常子宫颈组织及 70 例子宫颈鳞状细胞癌中 RECK 和 MMP鄄9 的表达。 结果:RECK 蛋白在正常宫颈

组织、子宫颈鳞癌组织中表达的阳性率分别为 95. 00%和 31. 4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有淋巴转移组的阳性率较

无淋巴转移组明显降低(P < 0. 01)。 MMP鄄9 在正常宫颈组织、子宫颈鳞癌组织中表达的阳性率分别为 25. 00%和 80. 00% ,差
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MMP鄄9 表达在宫颈鳞癌有淋巴转移组的阳性率较无淋巴转移组明显升高(P < 0. 01)。 RECK
及 MMP鄄9 在宫颈鳞癌中的表达呈负相关关系(P < 0. 01)。 结论:RECK 在宫颈鳞癌中表达减少或缺失可能是通过上调MMP鄄9
的表达从而促进宫颈鳞癌的侵袭与转移,RECK 和 MMP鄄9 与宫颈鳞癌的浸润转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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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RECK and MMP鄄9 in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ZHANG Yun鄄cai1,ZHAO Jin1,LI Sheng鄄ze2

(1.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The First People忆s Hospital of Bengbu,Bengbu Anhui 233000;
2. Department of Gynecological Tumor,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RECK and matrixmetalloproteinase鄄9(MMP鄄9)in the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Methods:The expressions of RECK and MMP鄄9 in 20 cases of normal cervical tissue and 70 cases of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ere detected using immune histochemical staining method. Results:The positive rates of RECK protein
expression in normal cervical tissue and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issue were 95. 00% and 31. 43% ,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Compared with the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atients without lymph
node metastasis,the positive rate of RECK in patients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P < 0. 01). The positive rates
of MMP鄄9 protein expression in normal cervical tissue and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issue were 25. 00% and 80. 00% ,
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1). Compared with the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atients without lymph node metastasis,the positive rate of MMP鄄9 in patients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 <
0. 01). The expression of RECK in cervical squamous carcinoma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expression of MMP鄄9(P < 0. 01).
Conclusions:The decreasing or absent of the RECK expression in cervical squamous carcinoma maybe though up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MMP鄄9 to promote the infiltration and metastasis of cervical squamous carcinoma. The RECK and MMP鄄9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filtration and metastasis.
[Key words] cervical neoplasms;reversion鄄inducing鄄cyste鄄ine鄄rich protein with kazal motifs;matrixmetalloproteinase鄄9

摇 摇 在世界范围内,宫颈癌是女性第 4 位常见的恶

性肿瘤。 2012 年,全球全年发生宫颈癌 528 000 例,
年死亡数为 266 000 例。 85%宫颈癌发生于发展中

国家,并且在这些国家宫颈癌居癌症死因的首

位[1]。 逆转录富含半胱氨酸蛋白(RECK)是一种可

以调节基质金属蛋白酶和抑制血管生成的膜固定糖

蛋白,它可以在转录水平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的表

达与活性,RECK 基因的表达量降低或者缺失与肿

瘤的浸润及血管生成相关性十分密切。 研究[2] 表

明,多种恶性肿瘤组织侵袭转移与 RECK 基因瘤表

达缺失或者其表达含量与呈负相关。 经典分子基质

金属蛋白酶(MMPs)是细胞外基质的一类水解酶,
是具有二价锌离子的内源性肽酶,可降解胶原蛋白、
弹性蛋白、糖蛋白以及蛋白多糖等,MMP鄄9 可以降

低和摧毁恶性肿瘤细胞外基质和基膜,使肿瘤细胞

向周围组织浸润时通过基膜的缺损处。 本研究通过

EliVision plus 免疫组织化学(免疫组化)技术检测

RECK 及 MMP鄄9 在宫颈鳞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进
一步研究其与宫颈鳞癌发生、发展、浸润转移的关

系,为宫颈鳞癌患者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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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标本来源摇 收集 2012 年 5 月至 2015 年 8 月

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宫

颈鳞癌术后组织存档蜡块标本 70 例,正常宫颈组织

标本 20 例。 宫颈鳞癌均经病理学检查证实,年龄

35 ~ 57 岁。 患者术前均未行放疗及化疗。 按组织

学分级:高分化 20 例,中分化 20 例,低分化 30 例。
临床分期按 FIGO2009 年标准其中玉期 46 例,域期

24 例。 对照组 20 例为同期因子宫肌瘤或子宫脱垂

行全子宫切除术的正常宫颈组织,年龄 46 ~ 74 岁。
1. 2摇 方法 摇 所有标本经 10% 甲醛液固定,常规脱

水。 EliVision plus 法染色步骤:收集标本—标本固

定—玻片处理—脱蜡—热修复—自然冷却—过氧化

氢室温避光—滴加山羊血清—滴加兔抗人 RECK 单

克隆抗体—滴加域抗、芋抗—DAB 显色—中性树胶

固定。 MMP鄄9 同法。
1. 3摇 结果摇 2 组均由 2 位病理学专家采用双盲法

对染色结果进行评定,结果不一致时协商统一判定

最终结果。 结果判断[3]:细胞质出现黄色或棕黄色

颗粒为阳性细胞。 RECK 正常染色部位位于细胞相

邻的侧面即细胞与细胞的连接处;MMP鄄9 抗原阳性

为棕黄色颗粒,主要位于正常复层鳞状上皮及肿瘤

细胞的细胞质上。 对切片上肿瘤细胞进行评定,随
机观察 10 个高倍镜视野,选取染色较为集中的区域

进行结果判定,平均每高倍镜视野的阳性染色细胞

数按百分比记数,百分比为 0% 、 < 50% 、50% ~
75% 、 > 75% 者分别划归为 - 、1 + 、2 + 、3 + 共 4
组。 弱阳性表达组为 -和 1 + ,强阳性表达组 2 + 和

3 + 。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等级相关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宫颈鳞癌组织中 RECK 表达情况比较摇 RECK
表达大部分位于细胞质中,多呈散在片状、灶状分

布,且不均匀分布,为淡黄色至棕褐色不等颗粒(见
图 1),其在正常宫颈组织中的表达率为 95. 00% ,而
在宫颈鳞癌中的表达率为 31. 43%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 01) (见表 1)。 RECK 表达在宫颈鳞癌

患者的年龄、临床分期及肿瘤大小间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 > 0. 05),而肿瘤组织高分化组高于低分

化组(P < 0. 05),无淋巴结转移组明显高于有淋巴

结转移组(P < 0. 01)(见表 2)。

2. 2 摇 宫颈鳞癌组织中 MMP鄄9 表达情况比较 摇
MMP鄄9 表达也主要位于细胞质中,多呈散在片状或

灶状分布,且分布不均匀,为淡黄色至棕褐色不等颗

粒(见图 2),其在宫颈鳞癌中的表达率为 80. 00% ,
而在正常宫颈组织中表达率为 25. 00%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 01) (见表 1)。 宫颈鳞癌组织中

MMP鄄9 表达在患者年龄、临床分期及肿瘤大小间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肿瘤淋巴结转移

组的 MMP鄄9 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期

组(P < 0. 01),肿瘤高分化组的 MMP鄄9 阳性表达率

明显低于低分化组(P < 0. 01)(见表 3)。
2. 3摇 宫颈鳞癌中 RECK 与 MMP鄄9 表达的相关性摇
等级相关分析显示,宫颈鳞癌组织中 RECK 蛋白

和 MMP鄄9 蛋白的表达呈明显负相关关系 ( r忆s =
- 0. 354,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RECK 基因是一种 MMPs 抑制剂,能在转录后

水平抑制至少 3 种 MMPs,即 MMP鄄2、 MMP鄄9 及

MTI鄄MMP。 其中 MMP鄄9 是在肿瘤侵袭转移过程中

发生作用的主要蛋白水解酶,MMPs 降解细胞外基

质通过周围血管、调节和释放血管活性因子,能促进

肿瘤血管生成。 研究[4 - 5] 发现,RECK 在癌组织中

表达较非癌组织显著降低,MMP鄄9 表达则相反,提
示 RECK 基因通过抑制 MMP鄄9 发挥抑癌作用[6 - 9]。
本研究结果显示,RECK 在正常宫颈表达明显高于

宫颈鳞癌组织中表达,MMP鄄9 在宫颈鳞癌组织中表

达明显高于正常宫颈组织(P < 0. 01)。 进一步研究

发现,宫颈鳞癌组织分化越差,RECK 表达也越低,
在 无淋巴结转移组RECK明显高于有淋巴结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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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1摇 宫颈鳞癌及正常宫颈组织中 RECK、MMP鄄9 阳性表

达率比较

组织类型 n
RECK 表达

阴性摇 阳性摇 阳性率 / % 摇
MMP鄄9 表达

阴性摇 阳性摇 阳性率 / % 摇

宫颈鳞癌 70 48 22 31. 43 14 56 80. 00

正常组织 20 1 19 95. 00 15 5 25. 00

合计 90 49 41 45. 56 29 61 67. 78

字2 — 25. 35 21. 55

P — <0. 01 < 0. 01

摇 表 2摇 宫颈鳞癌患者不同临床病理特征间 RECK 表达情

况比较(n)

临床病理特征 n
RECK 表达水平

阴性摇 阳性摇 阳性率 / % 摇
字2 P

临床分期

摇 玉a 16 11 5 31. 25

摇 玉b 30 20 10摇 33. 33 0. 11 > 0. 05

摇 域a 24 17 7 29. 17

组织分化

摇 高分化 24 12 12摇 50. 00

摇 中分化 28 18 8 28. 57 7. 39 < 0. 05

摇 低分化 18 16 2 摇 11. 11*

淋巴结转移

摇 无

摇 有

45
35

25
33

20摇
2

44. 44
摇 5. 71

14. 81 < 0. 01

年龄 / 岁

摇 逸40
摇 < 40

42
28

29
19

13摇
9

30. 95
32. 14

0. 01 > 0. 05

肿瘤大小 / cm

摇 < 4
摇 逸4

40
30

26
22

14
8

35. 00
26. 67

0. 55 > 0. 05

摇 摇 率的两两比较:与高分化比较*P < 0. 05

组。 上述提示 RECK 表达降低或缺失可能促进宫颈

鳞癌的发展、浸润,与以往研究[6 - 9]一致。
MMP鄄9 属于锌离子依赖的基质金属蛋白酶家

族能够降解基膜及细胞基郁型胶原和明胶,导致基

膜破坏,促使肿瘤细胞浸润和转移。 MMP鄄9 表达异

常升高可导致肿瘤细胞浸润、转移。 本研究结果显

示,MMP鄄9 在宫颈鳞癌中较宫颈正常组织中明显升

高。 MMP鄄9 在淋巴结转移组中阳性率较无淋巴结

转移组明显升高,且不同组织学分化程度间阳性率

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提示 MMP鄄9 异

常升高是宫颈鳞癌预后不良关键因素,与其他学

者[6 - 9]报道一致。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 宫颈鳞癌鳞状组织中

RECK和MMP 鄄9 的表达呈明显负相关 ,即随着

摇 表 3摇 宫颈鳞癌患者不同临床病理特征间 MMP鄄9 表达情

况比较(n)

临床病理特征 n
MMP鄄9 表达

阴性摇 阳性摇 阳性率 / %
字2 P

临床分期

摇 玉a 16 3 13 81. 25

摇 玉b 30 6 24 80. 00 0. 03 > 0. 05

摇 域a 24 5 19 79. 96

组织分化

摇 高分化 24 10摇 14 58. 33

摇 中分化 28 4 24 85. 71 12. 11 < 0. 01

摇 低分化 18 0 18 100. 00

淋巴转移

摇 无

摇 有

45
25

14摇
0

31
25

摇 68. 89
100. 00

9. 72 < 0. 01

年龄 / 岁

摇 逸40
摇 < 40

42
28

8
6

34
22

80. 95
78. 57

0. 06 > 0. 05

肿瘤大小 / cm

摇 < 4
摇 逸4

40
30

8
6

32
24

80. 00
80. 00

0. 00 > 0. 05

RECK 阳性率降低,MMP鄄9 阳性率显著升高,从而促

进宫颈鳞癌的侵袭与转移。 本实验使用免疫组化技

术检测 RECK、MMP鄄9 在正常宫颈、宫颈鳞癌组织中

的表达情况,提示 RECK、MMP鄄9 有可能成为判断宫

颈鳞癌侵袭转移及预后的一项重要的参考指标;但
是 RECK 和 MMP鄄9 在宫颈鳞癌患者的临床分期中

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考虑样本选择主要是宫

颈鳞癌玉、域a 期,引起差异不明显,导致与其他研

究不同。
(衷心感谢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承

泽农老师及冯振中老师在本次实验中给予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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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亚低温联合限制性液体复苏

在严重腹部创伤合并失血性休克中的应用

张摇 云

[摘要]目的:探讨纠正亚低温联合限制性液体复苏在严重腹部创伤合并失血性休克的应用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 150 例严

重腹部创伤合并失血性休克患者,其中采用纠正亚低温联合限制性液体复苏者 50 例(A 组),限制性液体复苏者 50 例(B
组),传统液体复苏者 50 例(C 组)。 对比 3 组患者的输液量、凝血酶原时间(PT)、患者存活率、病死率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

果:3 组患者术前输液量及 PT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C 组和 B 组补液量和 PT 均高于 A 组(P < 0. 01);A、B 和 C 组

的病死率分别为 17. 8% 、27. 9% 、37. 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3 组出现的并发症主要是急性肾功能衰竭、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3 组总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18. 2% 、57. 9% 、63. 6% ,但 3 组患者

各项并发症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纠正亚低温联合限制性液体复苏可改善严重腹部创伤合并失血性

休克患者的凝血功能,降低患者病死率,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休克;亚低温;限制性液体复苏;严重腹部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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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ubhypothcrmia correction combined with limited liquid resuscitation
in severe abdominal trauma complicated with hemorrhagic shock

ZHANG Yun
(Department of Emergency,The General Hospital of Sichuan Petroleum Administration,Chengdu Sichuan 61021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subhypothcrmia correction combined with limited liquid resuscitation in
severe abdominal trauma complicated with hemorrhagic shock.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150 patients with severe abdominal trauma
complicated with hemorrhagic shock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ifty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subhypothcrmia correction combined
with limited liquid resuscitation(group A),50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limited liquid resuscitation(group B),and 50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liquid resuscitation ( group C). The amount of infusion and prothrombin time ( PT), survival rat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 and mortality between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differences of the preoperative infusion amount and PT
between three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and which in group B and group C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A(P <
0. 01). The mortalities in groups A,B and C were 17. 8% ,27. 9% and 37. 5% ,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acute renal failure,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diffuse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and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were the main complications in groups A,B and C,and the total incidence rates in groups A,B and C were
18. 2% ,57. 9% and 63. 6% ,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Conclusions: The
subhypothcrmia correction combined with limited liquid resuscitation can improve the blood coagulation function, and reduce the
mortality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abdominal trauma complicated with hemorrhagic shock,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shock;subhypothcrmia;limited liquid resuscitation;severe abdominal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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