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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组织中 IP鄄10 及受体 CXCR3 表达

与细胞增殖、侵袭、耐药蛋白表达的相关性

苏智祥1,于摇 滨2,魏晓辉1,张燕军1

[摘要]目的:研究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病人组织中重组人干扰素诱导蛋白鄄10(IP鄄10)及受体 CXC 亚族趋化因子

受体 3(CXCR3)的表达及与细胞增殖、 侵袭、耐药蛋白表达的相关性。 方法:选取 60 例 DLBCL 病人资料,30 例反应性淋巴结

增生病人为对照组,比较 2 组 IP鄄10、CXCR3、细胞增殖指标 Ki67、增殖细胞核抗原( PCNA)、白细胞分化抗原 44 变异体 6
(CD44V6)、基质金属蛋白酶鄄9(MMP鄄9)、P鄄糖蛋白(P鄄gp)、多药耐药相关蛋白 1(MRP1)的表达。 结果:DLBCL 组中 IP鄄10、
CXCR3、Ki67、PCNA、CD44V6、MMP鄄9、P鄄gp、MRP1 的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在 DLBCL 组织中,IP鄄10、CXCR3 的表达

与细胞增殖相关蛋白(Ki67、PCNA)及肿瘤侵袭相关蛋白(PCNA、CD44V6)具有相关性(P < 0. 05 ~ P < 0. 01),而与细胞耐药相

关蛋白(P鄄gp、MRP1)表达无相关性(P > 0. 05)。 结论:在 DLBCL 组织中 IP鄄10 及受体 CXCR3 表达明显增高,IP鄄10 及受体

CXCR3 表达可能增加了肿瘤细胞的增殖及侵袭性,与肿瘤细胞的耐药性可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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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IP鄄10 and CXCR3 in diffuse large
B鄄cell lymphoma tissue,and cell proliferation,invasion and drug resistance proteins expression

SU Zhi鄄xiang1,YU Bin2,WEI Xiao鄄hui1,ZHANG Yan鄄jun1

(1.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2. Department of Integrated and Western Medcine,
Shaanxi Provincial Tumor Hospital,Xi忆an Shaanxi 71006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recombinant human interferon inducible protein鄄10
(IP鄄10) and CXC subfamily chemokine receptor 3(CXCR3) in diffuse large B鄄cell lymphoma(DLBCL) tissue,and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drug resistance proteins expression. Methods:Sixty DLBCL patients and 30 patients with reactive lymph node hyperplasia
were divided into the DLBC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levels of IP鄄10,CXCR3,cell proliferation indicator Ki67,
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 PCNA), leukocyte differentiation antigen 44V6 ( CD44V6),matrix metalloproteinase鄄9 (MMP鄄9),
P鄄glycoprotein( P鄄gp) and multidrug resistance associated protein 1 ( MRP1 )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IP鄄10,CXCR3,Ki67,PCNA,CD44V6,MMP鄄9,P鄄gp and MRP1 in DLBC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In DLBCL group,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IP鄄10 and CXCR3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鄄related proteins(Ki67 and PCNA) and tumor invasion鄄related proteins(PCNA and CD44V6)(P < 0. 05 to P < 0. 01),
and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cell drug鄄resistance鄄related proteins(P鄄gp and MRP1)(P > 0. 05). Conclusions:In DLBCL,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IP鄄10 and CXCR3 increase significantly. The expression of IP鄄10 and CXCR3 may increase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tumor cells,which may not be related to the drug resistance of tumor cells.
[Key words] diffuse large B鄄cell lymphoma;interferon鄄inducible protein鄄10;CXC subfamily chemokine receptor 3;proliferation;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invasion

摇 摇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是在我国最常

见的一种侵袭性非霍奇金淋巴瘤(NHL),通过免疫

治疗联合化疗后有近半数以上的病人可长期存活,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因淋巴瘤进展而死亡。 如何

进一步评估 DLBCL 病人的预后,以及采用生物学分

型和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重组人干扰素诱导蛋白鄄10( IP鄄10)作为一种趋化因

子,在实体上皮恶性肿瘤中研究较多,在淋巴瘤的研

究报道很少。 有报道称初诊的 DLBCL 病人,外周血

IP鄄10 水平越高,提示疾病复发可能性越大并且有着

更短的生存时间[1 - 2]。 对于淋巴瘤,目前认为细胞

增殖指数、侵袭性蛋白表达增高及化疗耐药蛋白高

表达与恶性度增高密切相关。 为此,我们主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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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淋巴瘤组织中 IP鄄10、CXC
亚族趋化因子受体 3 ( CXCR3)、细胞增殖指标

Ki67、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白细胞分化抗原 44
变异体 6(CD44V6)、基质金属蛋白酶鄄9(MMP鄄9)、P
糖蛋白(P鄄gp)、多药耐药相关蛋白 1(MRP1)的表

达,探讨 IP鄄10 及其受体 CXCR3 与 Ki67、 PCNA、
CD44V6、MMP鄄9、 P鄄gp、 MRP1 表达的关系。 现作

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标本选择 摇 60 例 DLBCL 标本均来自我院病

理科 2008 - 2019 年病理存档石蜡包埋标本,所有病

人均经活组织检查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证实,按照

2016 版 WHO 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分类标准诊断为

DLBCL,纳入观察组。 纳入标准:(1)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HIV)检测阴性、EB 病毒阴性、肝脏、肾脏、心
脏检查结果为大致正常;(2)年龄 18 ~ 70 岁;(3)知
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选取 30 例本院外科手

术切取的病理为反应性淋巴结增生病人为对照组。
1. 2摇 方法 摇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 S鄄P 法对病人 IP鄄
10、 CXCR3、 Ki67、 PCNA、 CD44V6、 MMP鄄9、 P鄄gp、
MRP1 表达进行检测。 取存档蜡块制 4 滋m 厚连续

切片。 石蜡切片经二甲苯脱蜡,梯度脱水,于体积

分数0. 03 的 H2O2 中室温下孵育 15 min ;浸入

0. 01 mol / L的枸橼酸盐缓冲液(pH 6. 1)中,微波抗

原修复;以体积分数 0. 10 的非免疫性牛血清蛋白封

闭,分别加入一抗(1 颐 200 兔抗人多克隆抗体,均购

自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 37 益温箱中

孵育 1 h;加入通用型免疫组织化学羊抗兔二抗(购

自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37 益温箱孵育

10 min;DAB 显色,苏木精复染,二甲苯透明,中性树

胶封片。 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操作。 以 PBS 替代一

抗作为阴性对照。
1. 3摇 结果判定标准 摇 IP10 及 CXCR3 阳性常规染

色均应定位于肿瘤细胞的细胞质及细胞膜,MMP鄄9
阳性常规染色均应定位于在肿瘤间质及细胞质中,
Ki67、PCNA 阳性常规染色均应定位于在肿瘤细胞

核中。 P鄄gp、CD44V6、MRP1 阳性常规染色均应定位

于肿瘤细胞膜。 所有病人均常规行病理及免疫组织

化学检查。 所有切片均采用双盲法由 2 位高级职称

病理学专家阅片。 结果采用计分方法对染色程度及

阳性细胞百分数进行计分。 首先将染色强度打分:0
分为无色,1 分为淡黄色,2 分为棕黄色,3 分为棕褐

色。 再将阳性细胞所占的百分比打分,0 分为阴性,
l 分为阳性细胞数臆10% ,2 分为 > 10% ~50% ,3 分

为 > 50% ~ 75% ,4 分为 > 75% ,染色强度与阳性细

胞百分比分值的乘积 > 3 分为免疫反应( + )。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DLBCL 病人与对照组相关检测结果比较 摇
DLBCL 组病人 IP鄄10、CXCR3、Ki67、PCNA、CD44V6、
MMP鄄9、P鄄gp、MRP1 表达阳性率均较对照组高(P <
0. 01)(见表 1)。 在对照组中,Ki鄄67 和 PCNA 阳性

细胞主要集中于滤泡生发中心内,生发中心以外的

区域只有极少数散在分布的大细胞呈现阳性反应,
分别有 2 例及 1 例高表达(不包括生发中心)。

表 1摇 DLBCL 病人与对照组 IP鄄10、CXCR3、Ki67、PCNA、CD44V6、MMP鄄9、P鄄gp、MRP1 检测表达比较

分组 n
IP鄄10

+ 摇 摇 - 摇
CXCR3

+ 摇 摇 - 摇
Ki67

摇 + 摇 摇 - 摇
PCNA

+ 摇 摇 - 摇
CD44V6

摇 + 摇 摇 - 摇
MMP鄄9

+ 摇 摇 - 摇
P鄄gp

摇 + 摇 摇 - 摇
MRP1

+ 摇 摇 - 摇

DLBCL 组 60 48 12 46 14 40 20 36 24 38 22 45 15 35 25 33 27

对照组 30 14 16 12 18 2 28 1 29 2 28 3 27 4 26 3 27

字2 — 10. 37 11. 73 28. 93 24. 24 23. 76 31. 39 16. 49 16. 88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2. 2 摇 DLBCL 组织 IP鄄10 与 Ki67、PCNA、CD44V6、
MMP鄄9、P鄄gp、MRP1 的表达相关性分析摇 DLBCL 组

织中 IP鄄10 表达与 Ki67、PCNA、CD44V6、MMP鄄9 表

达之间存在着相关性(P < 0. 05 ~ P < 0. 01),与 P鄄gp
和 MRP 表达之间无相关性(P > 0. 05)(见表 2)。

2. 3摇 DLBCL 组织 CXCR3 与 Ki67、PCNA、CD44V6、
MMP鄄9、P鄄gp、MRP1 的表达相关性分析摇 DLBCL 组

织中 CXCR3 表达与 Ki67、PCNA、CD44V6、MMP鄄9
表达之间存在着相关性(P < 0. 05 ~ P < 0. 01),与 P鄄
gp 和 MRP1 表达之间无相关性 ( P > 0. 05 )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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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摇 表 2 摇 IP鄄10 与 Ki67、PCNA、CD44V6、MMP鄄9、P鄄gp、MRP1
的表达相关性分析

项目摇 摇
IP鄄10

摇 阳性摇 摇 阴性摇
字2 P

Ki67

摇 阳性

摇 阴性

36
12

4
8

5. 74 < 0. 05

PCNA

摇 阳性

摇 阴性

33
15

3
9

5. 94 < 0. 05

CD44V6

摇 阳性

摇 阴性

32
16

2
10摇

9. 77 < 0. 01

MMP鄄9

摇 阳性

摇 阴性

40
8

5
7

6. 81 < 0. 01

P鄄gp

摇 阳性

摇 阴性

30
18

5
7

1. 71 > 0. 05

MRP1

摇 阳性

摇 阴性

27
21

6
6

0. 15 > 0. 05

摇 表 3 摇 CXCR3 与 Ki67、 PCNA、 CD44V6、 MMP鄄9、 P鄄gp、
MRP1 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摇 摇
CXCR3

摇 阳性摇 摇 阴性摇
字2 P

Ki67

摇 阳性

摇 阴性

35
11

5
9

6. 16 < 0. 05

PCNA

摇 阳性

摇 阴性

32
14

3
11摇

10. 23 < 0. 01

CD44V6

摇 阳性

摇 阴性

33
13

5
9

6. 00 < 0. 05

MMP鄄9

摇 阳性

摇 阴性

40
6

5
9

12. 42 < 0. 01

P鄄gp

摇 阳性

摇 阴性

26
20

9
5

0. 27 > 0. 05

MRP1

摇 阳性

摇 阴性

25
21

8
6

0. 03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IP鄄10 是在研究 IFN鄄酌 诱发的免疫应答时,用分

子生物学技术从活化 U937 细胞株的基因表达产物

中筛选出来的,称干扰素诱导蛋白 10,IP鄄10 也被命

名为 CXCL10(C鄄X鄄C motif chemokine 10)。 后来发

现在 IFN鄄酌 刺激下,活化的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

胞、单核细胞、上皮细胞、内皮细胞、纤维母细胞、角
质细胞等多种细胞也可以分泌、表达的 IP鄄10。 IP鄄
10 通过与唯一的 A 亚族趋化因子受体 3(CXCR3)
结合发挥作用。

IP鄄10 作为一种趋化因子,在实体上皮恶性肿瘤

中已经有较多的研究,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报道 IP鄄
10 / CXCR3 的高表达与上皮来源恶性肿瘤的侵袭和

转移有关[3 - 5],并且因此可作为多种上皮恶性肿瘤

的一种不良预后的判断指标[6 - 8]。 并有研究[9]报道

通过抑制 IP鄄10 的 TLR 通路,可以抑制乳腺癌细胞

株的侵袭性转移。
但是 IP鄄10 在血液系统肿瘤鄄淋巴瘤中的研究报

道较 少。 STEPHEN 等[1] 收 集 254 例 新 诊 断 的

DLBCL 病人血清,检测了 30 种血清因子,给予标准

RCHOP 方案联合依帕珠单抗及 RCHOP 两种方案

治疗后发现在这 30 种血清细胞因子中只有 IP鄄10
增高可以作为 2 种标准化疗方案的疗效及预后指

标,治疗前 IP鄄10 水平越高提示疾病复发可能性越

大并且有着更短的生存时间。 WITZIG 等[2] 对 295
例初治的 DLBCL 给予 RCHOP 方案化疗,也发现 IP鄄
10 增高的病 人 有 着 更 短 的 无 进 展 生 存 时 间。
RCHOP 方案是目前仍是众多指南推荐的 DLBCL 治

疗标准一线化疗方案,并被全世界众多国家作为金

标准方案使用,然而上述两项研究结果提示在

DLBCL 病人中,血清 IP鄄10 可以作为标准方案治疗

效果不佳的预测指标。 但对于具体的作用机制未见

后续报道。
对于淋巴瘤,目前仍认为细胞增殖指数 (如

Ki67、PCNA 等)、侵袭性蛋白表达增高(如 CD44、
MMP鄄9 等)及化疗耐药蛋白(P鄄gp、MRP1 等)等高表

达与恶性度增高密切相关[10 - 12]。 IP鄄10 的表达与

DLBCL 的恶性度相关研究国内外都鲜见研究报道。
本研究发现,在 DLBCL 组织中,IP鄄10 及 CXCXR3 的

表达与淋巴瘤细胞的增殖及侵袭指标密切相关,而
与淋巴瘤细胞的耐药指标无相关性,因此笔者认为,
对于 DLBCL 病人,IP鄄10 通过 IP鄄10 / CXCR3 轴可能

增强 DLBCL 细胞的增殖性及及侵袭性,这也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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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IP鄄10 水平增高作为标准方案治疗效果不佳的

一个原因。 HONG 等[13] 研究发现 CXCL 具有促进

DLBCL 病人体内肿瘤细胞及 DLBCL 细胞株的侵袭

性作用,我们的研究与之有相似性,对于 DLBCL 细

胞株是否也有 IP鄄10 / CXCR3 自分泌机制导致侵袭

性增加值得进一步研究。 且 DLBCL 是我国恶性淋

巴瘤中最多见的一种病理类型,人们已在其他实体

恶性肿瘤中对 CXCL10 / CXCR3 反应轴进行了深入

研究并且用于指导治疗[14],因此,随着对 IP鄄10 在

DLBCL 中作用机制研究不断深入研究, IP鄄10 /
CXCR3 可 能 成 为 RCHOP 标 准 治 疗 效 果 不 佳

DLBCL 治疗的一个新靶点,并将为淋巴瘤的分子靶

向治疗及免疫治疗赋予崭新的内容及广阔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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