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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胱抑素 C 检测在乳腺癌筛查、诊断及术后评估中的临床价值

张摇 强1,黄摇 岩1,李摇 娟2,王摇 锦1,张刚强1,王摇 伟1

[摘要]目的:探讨胱抑素 C (Cys C)在乳腺癌病人血清和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以及在乳腺癌筛查、诊断及病情评估中的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原发性乳腺癌病人 53 例作为乳腺癌组,同期住院治疗的乳腺良性肿瘤病人 48 例为良性病组,另选同期

体检的健康女性 40 名为对照组,应用胶乳增强透射免疫比浊法检测各组血清 Cys C 水平,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血清

Cys C 检测对乳腺癌的诊断效能(灵敏度,特异性与准确度);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乳腺良性肿瘤、乳腺癌组织与癌旁正常组

织(对照组织) Cys C 蛋白表达状况。 结果:血清 Cys C 含量乳腺癌组高于对照组和良性病组,良性病组高于对照组(P <
0. 01),手术治疗后乳腺癌病人血清 Cys C 水平较术前未治疗时降低(P < 0. 01)。 Cys C臆1. 015 mg / L 为阴性,Cys C >
1. 015 mg / L为阳性,其诊断乳腺癌的敏感度为 67. 92% ,特异性为 80. 00% ,准确度 73. 12% 。 年龄 > 50 岁、肿瘤大小逸2 cm、
浸润型导管癌、有淋巴结转移、临床分型为芋型的乳腺癌病人血清 Cys C 含量分别高于年龄臆50 岁、肿瘤大小 < 2 cm、浸润型

小叶癌、无淋巴结转移、临床分型为玉 ~域型的病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Cys C 蛋白在乳腺癌组织表达低于癌

旁组织,癌旁组织表达高于乳腺良性肿瘤组织(P < 0. 01)。 结论:血清 Cys C 检测在临床乳腺癌筛查与诊断中具有较好的灵

敏度、特异性和准确度;癌组织与血清 Cys C 表达水平的异质性可能与其在乳腺癌进展中的作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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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value of serum cystatin C level in the screening,diagnosis
and postoperative evaluation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ZHANG Qiang1,HUANG Yan1,LI Juan2,WANG Jin1,ZHANG Gang鄄qiang1,WANG Wei1

(1.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
2. Clinical Laboratory and Diagnostic Center,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ystatin C(Cys C) in serum and cancerous tissue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and its clinical value in the screening,diagnosis and disease evaluation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Methods:Fifty鄄three
patients with primary breast cancer,48 patients with benign breast tumor and 40 healthy females were divided into the breast cancer
group,benig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 For the three groups,the serum Cys C levels were detected using latex enhances
transmission immunity turbidimetry,and the diagnostic efficacy(including sensitivity,specificity,and accuracy rating) of serum Cys C in
breast cancer were evaluated using ROC curv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ys C protein in breast benign tumor tissues,breast cancerous
tissues and para鄄cancerous tissues were detect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The serum level of Cys C in breast cance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and benign group(P < 0. 01),and the level of Cys C in benig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serum level of Cys C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fter operation wa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operation(P <
0. 01). When the Cys C臆1. 015 mg / L was negative,and Cys C > 1. 015 mg / L was positive,the sensitivity,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Cys C in diagnosing breast cancer were 67. 92% ,80. 00% and 73. 12% ,respectively. The serum levels of Cys C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age > 50 years old,tumor size 逸2 cm,infiltrating ductal carcinoma,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for
芋 typ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age 臆50 years old,tumor size < 2 cm,infiltrating lobular carcinoma,no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for 玉 -域 type,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s of which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1). The results of Western blotting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Cys C protein in breast cancer tissue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para鄄cancerous tissues,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Cys C protein in para鄄cancerous tissue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benign breast

摇 摇 摇 tissues(P < 0. 01). Conclusions:Detecting the serum level of
Cys C has good sensitivity,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in clinical
screening and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The heterogeneity of
Cys C expression in cancer tissues and serum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its role in breast cancer progression.
[Key words] breast neoplasm;Cysatin C;biochemical marker

摇 摇 近年来,乳腺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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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目前已居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1 - 3]。 虽然已经

提出并运用多种治疗策略来根除乳腺癌,但其病死

率仍居高不下[4]。 究其原因主要与乳腺癌早期诊

断延误和复发转移密切相关,因此乳腺癌早期诊断

和治疗后病情及时有效评估一直是乳腺癌基础研究

与临床研究的热点与难点。 胱抑素 C (Cysatin C,
Cys C)是调节半胱氨酸蛋白酶胞外活性的主要内源

性抑制剂,具有抑制半胱氨酸蛋白酶调解细胞外蛋

白水解的生理功能。 研究[5] 显示,Cys C 还参与了

结肠癌、胃癌、子宫内膜癌及黑色素瘤等恶性肿瘤的

进展过程。 但 Cys C 能否作为一种新的标志物用于

乳腺癌诊断与病情评估,目前相关报道则不多见。
我们采用胶乳增强透射免疫比浊法和 Western
blotting 法分别检测了乳腺癌病人血清及组织 Cys C
的表达水平,分析乳腺癌病人血清与组织 Cys C 表

达状况,探讨血清 Cys C 在乳腺癌筛查、诊断及病情

评估监测等方面的临床价值。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8 月

我院收治的女性乳腺癌病人 53 例作为乳腺癌组,年
龄 27 ~ 75 岁;选择住院治疗的女性乳腺良性肿瘤病

人 48 例为良性病组,年龄 26 ~ 75 岁,其中乳腺纤维

腺瘤 35 例,脂肪瘤 5 例,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 3 例,
乳腺良性叶状肿瘤 1 例及其他乳腺良性肿瘤 4 例。
病人均明确诊断且全部经病理诊断证实,术前均未

接受放、化疗、内分泌及其他针对肿瘤的治疗。 选择

同期在我院体检的女性健康者 40 名为对照组,年龄

28 ~ 79 岁,均无乳腺疾病史。 3 组入选对象均剔除

合并肝、肺、肾功能异常、高尿酸血症、糖尿病、糖尿

病肾病、甲状腺功能异常等影响 Cys C 水平的疾病

者。 3 组年龄均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获得蚌埠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批和病人的知

情同意。
1. 2摇 标本采集与处理摇 抽取研究对象晨起空腹状

态静脉血 3. 5 mL,室温静置 30 min,3 500 r / min 离

心 15 min,迅速分离血清备用;收集乳腺良性肿瘤病

人与乳腺癌病人手术切除的瘤组织标本,避免坏死

组织,其中,乳腺癌病人同时收集对应癌旁组织(距
癌组织逸3 cm,作对照组)标本。 所有组织标本均

在离体后 30 min 内经液氮速冻再置入去酶后的冻

存管放入 - 80 益冰箱冻存备用。
1. 3摇 主要试剂和仪器 摇 Cys C 检测试剂与校准品

(与 Cobas80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配套),兔抗人

Cys C 单克隆抗体(Bioworld Technology,美国),HRP

标记 的 羊 抗 兔 IgG 二 抗 ( SAB 公 司, 中 国 )。
Cobas80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罗氏公司,瑞士),
FTI鄄500 型凝胶成像系统(日本 FujiFilm 公司),FR鄄
200 紫外与可见分析装置(上海复日科技公司),
ChemiDocXRS 成像系统 ( BIO鄄RAD,美国)。 Gene
Tool V3. 04b 图像分析软件(Gene Tools 公司,美国)。
1. 4摇 方法摇
1. 4. 1摇 血清 Cys C 检测摇 采用胶乳增强透射免疫

比浊法,严格按照仪器及试剂说明书操作检测血清

标本 Cys C 水平。 在血清分离后 2 h 内完成检测。
1. 4. 2 摇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瘤组织 Cys C 蛋白

表达摇 Western blotting 法操作参照文献[6],取出

- 80 益保存的组织标本,在液氮条件下碾碎成粉末

状,迅速置冰上裂解 30 min,充分匀质后,1 000 r /
min 离心 15 min,收集上清液,用 BCA 法检测蛋白

浓度,取定量组织蛋白与缓冲液 1颐 1 混合后,100 益
煮沸 5 min。 常规进行蛋白电泳,转膜及封闭,洗膜

3 次(每次 10 min),加入稀释的一抗(1颐 1 000),置
4 益冰箱孵育过夜。 第二天早上取出 PVDF 膜洗 3
次(每次 10 min),随后将 PVDF 膜置于稀释的二抗

溶液(1颐 2 000),室温孵育 2 h,同样洗膜 3 次(每次

10 min),显色并进行曝光和图像采集,用 Gene Tool
V3. 04b 型图像分析软件分析蛋白条带吸光度,以
GAPDH 为内参对照,Cys C 蛋白相对表达量 = Cys C
蛋白条带吸光度值 /对应内参 GAPDH 吸光度值。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评

估血清 Cys C 对乳腺癌的诊断效能。

2摇 结果

2. 1摇 3 组血清 Cys C 水平比较摇 血清 Cys C 含量乳

腺癌组高于对照组和良性病组,良性病组高于对照

组(P < 0. 01)(见表 1)。 其中部分病人(53 例乳腺

癌病人中 42 例)同时检测了术后血清 Cys C 含量,
结果显示手术治疗后乳腺癌病人血清 Cys C 水平

(1. 063 依0. 045)mg / L 较术前未治疗时血清 Cys C 水

平(1. 182 依0. 037)mg / L 降低(t =2. 77,P <0. 01)。
2. 2摇 ROC 分析血清 Cys C 检测对乳腺癌的诊断效

能摇 通过对乳腺癌病人血清 Cys C 检测结果作 ROC
曲线分析,结果显示 Cys C 曲线下面积(AUC) 为

0. 84,ROC 曲线上约登指数最大处对应的临界值

(1. 015 mg / L)作为截断值,Cys C臆1. 015 mg / L 为

阴性,Cys C > 1. 015 mg / L 为阳性,其诊断乳腺癌的

敏感度为 67. 92% , 特异性为 80. 00% , 准确度

73. 12% ,有较高的诊断效能(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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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3 组血清 Cys C 水平比较(x 依 s)

分组 n Cys C / (mg / L)

乳腺癌组 53 1. 168 依 0. 040

良性病组 48 1. 003 依 0. 043**

对照组 40 0. 868 依 0. 025**吟吟

F — 742. 44

P — <0. 01
MS组内 — 0. 001

摇 摇 q 检验:与乳腺癌组比较**P < 0. 01;与良性病组比较吟吟P <
0. 01

2. 3摇 乳腺癌病人血清水平与其临床病理参数间关

系摇 46 例乳腺癌病人(53 例乳腺癌病人中有完整

临床病理资料的 46 例),其中年龄 > 50 岁、肿瘤直

径逸2 cm、浸润型导管癌、有淋巴结转移、临床分型

为芋型的乳腺癌病人血清 Cys C 含量高于年龄臆50
岁、肿瘤大小 < 2 cm、浸润型小叶癌、无淋巴结转移、
临床分型为玉 ~域型的病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见表 2)。
2. 4摇 乳腺癌组织、癌旁组织及乳腺良性肿瘤组织

Cys C 蛋白表达摇 53 例乳腺癌病人癌组织及癌旁组

织蛋白提取符合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要求的 40
例,48 例乳腺良性肿瘤病人组织蛋白提取符合要求

的 35 例。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结果显示,Cys C
蛋白在乳腺癌组织表达低于癌旁组织,癌旁组织表

达低于乳腺良性肿瘤组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见图 2、表 3)。

3摇 讨论

摇 摇 Cys C 是胱抑素家族的分泌分子,由 120 个氨

基酸残基组成,广泛表达于机体所有有核细胞和大

多数器官。 Cys C 是半胱氨酸蛋白酶内源性天然抑

制剂,可调节溶酶体组织蛋白酶 S、H、B、L、K 的胞

内和胞外活性;Cys C 除具有蛋白酶抑制活性外,还
参与其他多种生物学功能的调控[5],意味着该分子

在基因或蛋白水平表达变化,可能与多种病理状态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7]。 临床上一直以来将 Cys C

作为比肌酐更好的监测肾功能内源性标志物,用于

临床病人肾功能,特别是儿科病人化疗期间肾小球

滤过率等肾功能的监测与评估[8]。 近年来相关研

究[9]显示,Cys C 表达水平的改变与癌症病人的临

床结果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联系。

摇 表 2摇 乳腺癌病人不同临床病理特征与其血清 Cys C 表达

差异(x 依 s)

临床参数 n Cys C / (mg / L) t P

年龄 / 岁

摇 > 50
摇 臆50

22
24

1. 204 依 0. 048
1. 107 依 0. 069

5. 49 < 0. 01

肿瘤直径 / cm

摇 逸2
摇 < 2

21
25

1. 209 依 0. 073
1. 106 依 0. 049

5. 70 < 0. 01

病理类型

摇 浸润型导管癌

摇 浸润型小叶癌

38
8

1. 164 依 0. 049
1. 099 依 0. 076

3. 08 < 0. 01

淋巴结转移

摇 有

摇 无

13
33

1. 322 依 0. 102
1. 086 依 0. 039

8. 11* < 0. 01

临床分级

摇 玉 ~ 域
摇 芋

40
6

1. 111 依 0. 040
1. 433 依 0. 159

4. 95*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摇 表 3摇 乳腺癌组织、癌旁组织及良性肿瘤组织 Cys C 蛋白

相对表达水平比较(x 依 s)

分组 n Cys C

乳腺癌旁组织 40 0. 800 依 0. 029

乳腺良性肿瘤组织 35 0. 697 依 0. 054**

乳腺癌组织 40 0. 457 依 0. 056**吟吟

F — 543. 43

P — <0. 01
MS组内 — 0. 002

摇 摇 q 检验:与乳腺癌旁组织比较**P < 0. 01;与乳腺良性肿瘤组

织比较吟吟P < 0. 01

摇 摇 乳腺癌细胞可分泌具有直接溶解细胞外基质成

分的半胱氨酸蛋白酶等酶类,这些酶类在乳腺癌细

胞以血行播散途径发生侵袭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Cys C 作为半胱氨酸蛋白酶类天然抑制剂,可能

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为了解 Cys C 与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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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癌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乳腺癌病人血清 Cys
C 表达状况及其在乳腺癌诊断与术后病情评估方面

的临床价值。 本次研究检测了初次确诊且未做治疗

的女性乳癌病人、乳腺良性肿瘤病人与健康对照者

血清 Cys C 水平,结果显示乳腺癌组高于对照组和

良性病组,良性病组高于对照组,乳腺癌病人血清

Cys C 水平 AUC 为 0. 84,曲线约登指数最大处对应

的截断值为 1. 015 mg / L,其诊断乳腺癌的敏感度为

67. 92% ,特异性为 80. 00% ,准确度 73. 12% 。 这与

相关文献报道对乳腺癌诊断具有一定特异性的血清

标志物 CA153 在乳腺癌诊断效能上相似,而且在诊

断乳腺癌的准确度与特异性方面较文献报道的

CA153 指标更好[10 - 11]。 由于这些乳腺癌病人初诊

时临床上均没有明显影响 Cys C 水平的其他疾病

(如肾功能改变等),上述检测结果提示血清 Cys C
水平检测在女性乳腺癌的筛查与诊断方面具有较高

的临床价值,有成为乳腺癌诊断新的血清生化标志

物和独立诊断乳腺癌的潜能。 笔者进一步分析还发

现,手术治疗切除癌组织后病人血清 Cys C 水平较

初诊时下降。 另外,我们对乳腺癌病人相关病理资料

与其血清 Cys C 水平的关系进行分析,还发现病人

淋巴结转移及临床分期也与病人血清 Cys C 水平存

在一定的联系,以上这些更进一步说明血清 Cys C 水

平变化与女性乳腺癌病人的病情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从 Cys C 对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功能有阻碍肿

瘤进一步发展角度分析,Cys C 在乳腺癌病人体内

表达理论上应该是低的,但实际检测结果却显示乳

腺癌病人组血清 Cys C 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升

高。 结合人体所有有核细胞均有合成和分泌 Cys C
功能[7],我们分析可能是某种因素导致乳腺癌病人

瘤组织表达 Cys C 过低或 Cys C 与乳腺癌细胞分泌

的半胱氨酸蛋白酶之间正常平衡被打破,随之机体

产生应激性反应,代偿性增加 Cys C 的合成与分泌

以抑制相对增多的半胱氨酸蛋白的活性,使其无法

对正常细胞和胞外基质进行降解和破坏,并最终引

起病人血清 Cys C 水平升高,且血清 Cys C 水平变

化与病人肿瘤体积或病情可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为了验证这种推测和进一步明确乳腺癌组织 Cys C
蛋白表达状况,我们检测了乳腺癌组织、癌旁组织及

乳腺良性肿瘤组织 Cys C 蛋白水平,结果显示乳腺

癌组织 Cys C 蛋白表达既低于癌旁组织又低于乳腺

良性肿瘤组织。 这些结果则证实了我们上述对乳腺

癌病人血清 Cys C 升高可能原因的推测。 当然这种

Cys C 在瘤组织与血清表达的异质性 /不一致性,再
结合相关文献报道 Cys C 对细胞内外的组织蛋白酶

抑制作用的差别[11],我们推测 Cys C 可能还通过与

酶抑制活性无关的其他更为复杂的作用机制影响着

乳腺癌的发生发展,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综上所述,血清 Cys C 作为乳腺癌生化辅助诊

断指标,可能在乳腺癌筛查、诊断及手术治疗等评估

中具有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由于对入选对象影响 Cys C 水平并发症的严

格排除,使得样本数偏少;其次,本研究主要是回顾

性分析,缺乏前瞻性研究设计,因此没有对入选研究

对象复发转移时血清 Cys C 水平做进一步跟踪检测

和瘤组织分泌的 Cys C 作出明确的细胞定位,以上

这些均是我们以后继续努力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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