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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H32B-I3J -P 0ZLOHF0 NR0 0ZKM033HPF PQ *+,'D ,-./ LFU 012&. HF 0FUPO0NMHPHU VLMVHFPOL LFU KM0VBM3PM C03HPF3，LFU NP

0ZKCPM0 NR0HM MPC0 HF NR0 PVVBMM0FV0 LFU U0X0CPKO0FN PQ 0FUPO0NMHPHU VLMVHFPOL+ K3BL(,&J 1OOBFPRH3NPVR0OH3NMS 6, O0NRPU [L3
K0MQPMO0U NP U0N0VN NR0 0ZKM033HPF3 PQ *+,'D ,-./ LFU 012&. HF KMPCHQ0MLNHX0 0FUPO0NMHBOD 3HOKC0 RSK0MKCL3HLD VPOKC0Z RSK0MKCL3HLD
0FUPO0NMHLC HFNML0KHNR0CHLC F0PKCL3HL \.1/] LFU 0FUPO0NMHPHU VLMVHFPOL7 M3&DEB&J -R0 0ZKM033HPF PQ *+,' LFU 012^. HF 0FUPO0NMHPHU
VLMVHFPOL [L3 3HIFHQHVLFNCS RHIR0M NRLF NRLN HF 3HOKC0 RSK0MKCL3HL LFU VPOKC0Z RSK0MKCL3HL 0FUPO0NMHBO （!9%7%:）7 -R0 CP33 MLN0 PQ ,-./
HF 0FUPO0NMHPHU VLMVHFPOL [L3 3HIFHQHVLFNCS RHIR0M NRLF NRLN HF 3HOKC0 RSK0MKCL3HL LFU VPOKC0Z RSK0MKCL3HL PQ 0FUPO0NMHBO\!9%7%:]7 -R0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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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0N[00F *+,' LFU 012^. \" 8 %7;';D ! 9%7%:]7 N(+2ED&-(+J -R0 KP3HNHX0 MLN0 PQ *+,' LFU 012^. LFU NR0 CP33 MLN0 PQ ,-./ IMLUBLCCS
HFVM0L30 QMPO 3HOKC0 RSK0MKCL3HLD VPOKC0Z RSK0MKCL3HLD .1/ NP 0FUPO0NMHPHU VLMVHFPOLD LCC PQ [RHVR OLS _0 HFXPCX0U HF NR0 U0X0CPKO0FN PQ
0FUPO0NMHPHU VLMVHFPO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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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系统三大恶性肿瘤之

细胞功能，包括增殖、凋亡、迁移和分化 b)$&c，在肿瘤

一，近年来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趋
势，其发生、发展过程漫长，受多种基因调控。细胞
过度增殖而导致的细胞增生与凋亡的失衡，是子宫
内膜癌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近年来发现一种控制
细胞增生及凋亡平衡的 aHKKP 信号通路，在调节组
织生长、干细胞活动和癌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b'c。

组织中 *+,' 通常过表达b:$"c。,1)ef+e-fO-?< 通路
主要调节细胞生长、增殖、代谢和血管生成，在恶性
肿瘤发生、
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b;c。在哺乳动物细胞，
aHKKP$*+, 和 O-?< 是调节细胞生长的两条关键
信号转导通路，有研究显示 *+, 通过 OH,$(d 和 张
力蛋白同源基因（,-./）来 调 节 O-?, 通 路bdc。真

6BUPC b(c 于 'dd& 年发现 #$% 相关蛋白（*+,'），它可

核细胞翻译起始因子 &.（012&.）是 O</+ 翻译起始

以与 #$% （原癌基因） 基因的 6a) 结构域结合，是
aHKKP 信号通路下游关键效应因子。正常情况下，

阶段的限速调节因子，对蛋白质的合成起重要调控
功能b'%c。本研究观察了子宫内膜增生和子宫内膜样癌

*+,' 可以易位至细胞核，激活基因表达，调节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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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 和 012&. 的表达变化及相关性，探
讨三者在子宫内膜样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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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露露，
等4子宫内膜样癌及其前驱病变 !F%$、
%&;( 和 )OX6; 的表达及意义

存档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病理科的子宫内膜组

用 %)8RSTM 相关分析法。

织标本 0.. 例，包括增殖期子宫内膜 01 例A 患者中

@

位年龄 6/ 岁 B ，单纯性增生 .2 例 （患者中位年龄
65 岁），复杂性增生 .7 例 （患者中位年龄 69 岁），

U40 !F%0 从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67426Q）、复杂
性增生 （17Q）、;O( （25452Q） 到子宫内膜样癌

子宫内膜上皮内瘤变（;*(）/7 例（患者中位年龄 11 岁），
子宫内膜样癌 /7 例 （患者中位年龄 15 岁）。 所有

（37Q）阳性表达率逐渐增高，在 ;O( 的阳性表达与
单纯性增生、复杂性增生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病例严格参照 《女性生殖器官肿瘤 CDE 分类》

（"@7471），但 !F%0 在 ;O( 中与子宫内膜样癌组织

（.7$6 年第 6 版）相关诊断标准重新阅片复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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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阳性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V7471W。)OX6; 从

$4. !F%0!%&;>!)*+6; "#$% 石蜡包埋组织
6 !G 连续切片，常规 D; 染色及免疫组化 H% 法染

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10431Q）、复杂性增生（27Q）、
;O(（37Q）到子宫内膜样癌（3/4//Q）阳性表达率逐

色，选用通用型二抗 %IJ5777，枸橼酸钠缓冲液

渐增高，在 ;O( 的阳性表达与单纯性增生、
复杂性增

（KD 547）微波热修复，
/ GLM". 次。以 %NH 代替一抗

生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7471），但 )O+6; 在

作阴性对照。!F%0、%&;( 和 )O+6; 以细胞浆中呈
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信号P 每例选取 1 个具有代表

;O( 中与子宫内膜样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V7471）。%&;( 在增殖期子宫内膜中均呈

性的高倍视野，阳性细胞数百分比!07Q计 0 分、
00Q#17Q计 . 分、10Q#21Q计 / 分、$21Q 计 6 分；

阳性表达，而在子宫内膜增生及癌中均有不同程度
的表达缺失Y从单纯性增生（274/2Q）、复杂性增生

无特异性着色计 7 分，
浅棕色计 0 分、
棕黄色计 . 分、
棕褐色计 / 分；将阳性细胞百分比得分与染色强度
得分相乘，
". 判定为阳性 。
04/ &'($% 采用 H%HH.747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

（27Q）、;O(（5/4//Q）到子宫内膜样癌（65452Q），
%&;( 表达阳性率逐渐降低Y %&;( 在 ;O( 的阳性表
达与单纯性增生、复杂性增生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7471），而 ;O( 与子宫内膜样癌的阳性表达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V7471）。见表 $、
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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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细胞的过度增殖:,2;。有研究表明，#-./ 的功能丧
失和 $673. 的高表达在癌症中常见，并且在肿瘤的
进展中起重要作用:,Q;。-%>=% 等:,8;研究显示，在胃癌
中，
#6?GH+G-H@-D# 激活，#-./ 的低表达和 $673.
+

的高表达与胃癌的发生发展相关。
本研究通过免疫组织化学 R# 法检测了子宫内
膜样癌及其前驱病变的 *+#,、#-./ 和 $673. 的表
达水平，结果显示 *+#, 和 $673. 在 .6/ 及子宫内
膜样癌组织中阳性表达显著高于单纯性增生及复
杂性增生子宫内膜。#-./ 在 .6/ 及子宫内膜样癌
中的阳性表达显著低于单纯性增生、复杂性增生子
宫内膜，提示 *+#, 和 $673. 的高表达与 #-./ 的

J
+".6/fJ"子宫内膜样癌
( ! "#$%& ) &'( *+,-./012345')*!+,6
$-. / &012"33-45 46 "#78& -5 &'( 95: "5:4;"<2-4-: =92=-54;9
>')* ! +,?

!"! 经 #$%&'() 相关性分析，显示子宫内膜样癌中
*+#, 与 #-./ 的阳性表达呈负相关关系（!012"3!2，
"!2"245 ，
*+#, 与 $673. 的阳性表达呈正相关关系
（!02"8,8，
"92"24）。
! !"
大量实验数据证实，与细胞增殖和凋亡有关的
分子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参与了子宫内膜样癌的
发生发展:,,;。近年来发现 <=>>( 信号通路在调节细
胞增殖与凋亡平衡和维持内环境稳定中扮演重要
角色 :,!;，研究显示 <=>>( 信号通路的异常可诱发肺
癌、结直肠癌、卵巢癌和肝癌的发生 :3;，发现其核心
分子*+#, 的调控异常参与了此类恶性肿瘤的发
生发展:,?;。近年研究显示，*+#, 在子宫内膜样癌中
也有异常表达 :,3;，且有研究发现 @=A1!B 家族作为
活化 *+# 的靶向基因，以 #-./ 的 ?"C-A 为靶点
来抑制 #-./ 的表达，@-D# 通路激活:B;，从而促进
了癌症的进展。
正常情况下，
*+#, 高度保守，
<=>>( 信号通路
保持稳定状态，而在 *+#, 高表达的情况下，<=>>(
信号通路调控异常，通过促进细胞增殖和抑制细胞
凋亡，细胞进入恶性增殖，
促进肿瘤发生:,4; 。研究发
现，*+#, 在多种实体肿瘤组织过表达 E 如卵巢癌、
肝癌、结直肠癌、
胃癌、
前列腺癌等5:,F;。
#-./ 是 #6?GH+G-H@-D# 信号通路中上游的
抑癌基因，如果 #-./ 突变或缺失将导致 @-DA 信
号 活 性 增 高 ， 游 离 的 $673. 与 $673I 、$673J 和
$673+ 结合，形成了 $6737 复合物，促进帽结构依赖
的翻译起始，使 KLMN=)O, 等基因表达增加 P从而促

缺失均与子宫内膜样癌的发生发展有关。我们通过
#$%&'() 相关分析还发现，子宫内膜样癌中 *+#, 与
#-./ 呈负相关关系、
*+#, 与 $N73. 呈正相关关系，
推断*+#, 可能通过抑制 #-./ 的表达来激活 @-DA
通路，$6737 翻译起始复合物形成P 促进蛋白合成和
细胞增殖，
进一步促进子宫内膜样癌的发生发展。
综 上 我 们 推 测 ，<=>>( 信 号 通 路 可 能 通 过
@-D# 信号通路促进子宫内膜样癌的发生发展，进
一步研究 <=>>(1*+# 及 @-D# 信号通路之间的关
系及具体机制有望为子宫内膜样癌的预后判断及
临床治疗提供帮助，其中 *+#, 通过促进肿瘤细胞
增殖发挥促癌作用P 有可能成为子宫内膜样癌靶向
治疗的潜在靶点。
#$%&'
:,;

I%NN= I IP K%&&%&% SP *T%) U KP $V %N" *+# W&=X$' Y&(ZV[ \L M()$
V&(NN=)Y V&%)'M&=>V=()%N >%T'$ &$N$%'$ ]&(@ WL)%@=M $)[%)M$&' :^;"
S(N K$NNP !2,4P F2E!5_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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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V \=)W' V( V[$ R<? W(@%=) (] V[$ *$' >&(V(1()M(Y$)$
>&(WTMV:^;" D)M(Y$)$P ,BB3P BE85_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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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 E&$X=$Z5 :^;" 6)V ^ D)M(NP !2,4P 3FE35_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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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 G 7P a[%)Y bP -[(@%' O S" -[$ <=>>( >%V[Z%L %)W [T@%)

:4;

DX$&[(NVc$& SP a[%)Y ^P R@(N$) I +P $V %N" -&%)'](&@=)Y >&(>$&V=$'

M%)M$&:^;" /%V A$X K%)M$&P !2,?P ,?E35_ !3F
(] *+#P % M%)W=W%V$ ()M(Y$)$ () V[$ M[&(@('(@$ ,,d!! %@>N=$
M():^;" #&(M /%VN +M%W RM= C R +P !22FP ,2?E??5_ ,!324
:F;

ST&%@%V'T -P 6@(V( 6P S%V'T= -P $V %N" *+# =' % M%)W=W%V$ ()M(Y$)$
](& $'(>[%Y$%N 'dT%@(T' M$NN M%&M=)(@%:^;" K%&M=)(Y$)$'='P !2,,P
?!E?5_ ?8B

:Q; a$)W$& `P R>$MV(& S RP bT$ UP $V %N" 6W$)V=]=M%V=() %)W X%N=W%V=() (]
()M(Y$)$' =) N=X$& M%)M$& T'=)Y %) =)V$Y&%V=X$ ()M(Y$)(@=M %>$
>&(%M[:^;" K$NNP !22FP ,!4EQ5_ ,!4?
:8; 于宝华" #6?GH+eVH@-DA 的信号传导通路在恶性肿瘤中的研究
进展:^;" 中华病理学杂志P !224P ?4E,25_ FB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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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人种差异及本研究纳入病例数较少有关。此

.';;1);3!N#\ @)A'5<0<*GQ LZV_QfVUTEYVLfV

!SD#

外，
[)&1; 等 研究表明，^BPKT!S\L_ 的乙肝患者
发生 @OO 的概率显著增加，而 -%/ 等!_#研究则认为
是 ^BPKT!L\T。这与本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主要考
虑本研究纳入的乙肝患者均有肝硬化基础，从而导
致 ^BPKT 整体较高。
综上所述，无创肝纤维化指标与乙肝相关 @OO
密切相关，且 8^9 结合上述个别无创肝纤维化指标

!f# 8>:)0*'?': B 8\ O01(1.'0 %51015G <] 31&A0) (<(K1(J'31J) 01J); ]1>;<313
1(:1.)3 ]<; A;):1.51(* /)A'5<.)00%0'; .';.1(<&'

U@OOE '&<(*

H*GA51'( A'51)(53!N#\ N O01( 9'5/<0Q LZV_QfdULEYV_T
!`#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Q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 慢性乙型
肝炎防治指南 ULZV_ 更新版E!N#\ 中华肝脏病杂志Q LZV_QLDUVLEY
ddd

!d# 沈锋Q 张小峰\ 原发性肝癌肝切除术质量控制若干问题!N#\ 中国
实用外科杂志Q LZVfQDfUVEYVV

对 乙 肝 相 关 @OO 预 测 的 灵 敏 度 优 于 单 独 使 用
8^9，可提高 @OO 临床早期诊断率，对 @OO 的发生

!M# O<0<&>< a\ o.;))(1(* ]<; .'(.); 1( J1;'0 /)A'51513!N#\ O01( b1J); [13Q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VZ# o)>'351'(1 jQ i)&A)35' [Q ^'55<J1./ jQ )5 '0\ 9;):1.51<( <]

LZZVQ_UVEYVZM

!"#$%

<)3<A/'*)'0 J';1.)3 1( /)A'51. .1;;/<313 >G 31&A0) 3);%& (<( K

!S# 吕桂帅Q 陈磊Q 王红阳\ 我国肝癌研究的现状与背景!N#\ 生命科学Q

1(J'31J) &';=);3Y q)3%053 <] ' &%051.)(5);Q 0';*)K3.'0) 35%:G!N#\ N

LZS_QL`UDXYLD`
!L# j%A5' -Q P)(5 -Q +</0?)3 N\ $)35 ./';'.5);1351.3 <] '0A/'K])5<A;<5)1(

!D#

]<; :)5).51(* /)A'5<.)00%0'; .';.1(<&' 1( A'51)(53 ?15/ /)A'51513 O\

)(5).'J1; 1(:%.)3 ;)J);3'0 <] ':J'(.): ]1>;<313 <; .1;;/<313 1(

8 3G35)&'51. ;)J1)? '(: .;151.'0 '('0G313!N#\ 8(( B(5);( a):Q LZZDQ

A'51)(53 ?15/ ./;<(1. /)A'51513 P!N#\ O01( j'35;<)(5);<0 @)A'5<0Q LZVVQ

SDMUSXYTf

MUDEYL`T

@'(( @ nQ n'( oQ b'1 7Q )5 '0\ 83A';5'5) '&1(<5;'(3]);'3) 5<

!VL# 803)>')G 8Q 8/&):G H 8\ i'01(KV '(: (<(K1(J'31J) ]1>;<313 &<:)03

A0'5)0)5 ;'51< 1(:)k '3 ' A;<3A).51J) A;):1.5<; <] /)A'5<.)00%0';

1( 5/) '33)33&)(5 <] A'51)(53 ?15/ /)A'5<.)00%0'; .';.1(<&' !N#\

.';.1(<&' ;13= 1( A'51)(53 ?15/ ./;<(1. /)A'51513 P J1;%3 1(]).51<(!N#\

831'( 9'. N O'(.); 9;)JQ LZVfQV`UdEYTZ``

N j'35;<)(5);<0 @)A'5<0Q LZV_QDZUVEYVDV
!T#

!_#

@)A'5<0Q LZVZQ_DUTEYfDZ
!VV# o./1]] H qQ b)) o oQ O/'< 7 OQ )5 '0\ b<(* K5);& 5;)'5&)(5 ?15/

!VD# [)&1; aQ j;%()?'0: ^Q b'(* oQ )5 '0\ H0)J'5): 01J); ]1>;<313 1(:)k

b1( 7 NQ b)) a @Q 7'(* @ BQ )5 '0\ p;):1.5'>1015G <] 01J); K;)0'5):

^BP KT 13 (<5 ;)01'>0) ]<; @OO ;13= 35;'51]1.'51<( 1( A;):<&1('(50G

3);<&';=);3 ]<; 5/) ;13= <] /)A'5<.)00%0'; .';.1(<&' 1( ./;<(1.

(<( K831'( O@P A'51)(53 !N#\ a):1.1() UP'051&<;)EQ LZVfQM_ UDdEY

/)A'51513 P A'51)(53!N#\ 9b<o F()Q LZVDQdUTEY)fVTTd

)TfZL

o%/ PQ 9';= oQ o/1( [ nQ )5 '0\ @1*/ 01J); ]1>;<313 1(:)k ^BPKT 13

（LZVfKVZKVd 收稿）

""""""""""""""""""""""""""""""""""""""""""""

!"#$ TVT %&
!"#

$%&'()(* +, -./0)*)0&10./ +, 2%33)00 2 4, )5 '06 789 &):1'5)3
.;<335'0= >)5?))( 5/) @1AA< '(: 9B CDE+–$F2 A'5/?'G3 >G 3%A!
A;)331(* 9$HI J1' &12KLM!N#6 I'5 O)00 P1<0Q LRSL, STUVWXY VDLL

!VZ# 21./5); N [Q -<()(>);* I\ 2)*%0'51<( <] .'AK:)A)(:)(5 5;'(30'51<(
>G )B^TH 1(/1>15<;G A;<5)1(3!N#\ I'5%;)Q LZZ_Q TDDU`ZL_XY T``
!SS# a';=<?3=' 8Q 9'?'0 <?3=' aQ b%>1( NQ )5 '0\ -1*('001(* A'5/?'G3 1(
)(:<&)5;1'0 .'(.);!N#\ O<(5)&A F(.<0 U9<c(XQ LZSTQ SdUDXY STD
!SL# O<:)01' e 8Q B;J1() + [\ @1AA< 31*('01(* *<)3 0<(* ;'(*)!N#\ O)00Q
LZSLQ S_ZUTXY ffM
!VD# 8>G0='33<J 2Q g1) 7\ 2<0) <] 7)3K'33<.1'5): A;<5)1( 1( .'(.);Y 8(
%A:'5)!N#\ F(.<0 b)55Q LZVfQ VLUTXY LL``
!VT# $3%h1%;' aQ a'c'.= eQ -%:<0 aQ )5 '0\ 7)3K'33<.1'5): A;<5)1( U789X
&<:%0'5)3 <(.<*)(1. ])'5%;)3 '(: ;':1'51<( 3)(3151J15G 1( )(:<&)!

5;1'0 .'(.);!N#\ 9b<- F()Q LZVTQ MUfXY )VZZM`T
!V_# P';;<( [ 8Q +'*)G N [\ i/) ;<0) <] 5/) @1AA< A'5/?'G 1( /%&'(
:13)'3) '(: 5%&<;1*)()313!N#\ O01( i;'(30 a):Q LZVTQ DY L_
!Vf# -5)1(/';:5 8 8Q j'GG): a ^Q +0)1( 8 9Q )5 '0\ HkA;)331<( <] 7)3K
'33<.1'5): A;<5)1( 1( .<&&<( 3<01: 5%&<;3!N#\ @%& 9'5/<0Q LZZdQ DM
UVVXY V_dL
!V`# a<3./)55' aQ 2)'0) 8Q a';'3.< OQ )5 '0\ i/);'A)%51. 5';*)51(* <]
5/) &iF2K31*('001(* A'5/?'G 1( .'(.);Y >)()]153 '(: 01&15'51<(3!N#\
P; N 9/';&'.<0Q LZVTQ V`VUVfXY DdZV
!Vd# i'A1' FQ 21l%)0&) BQ b)'0 9Q )5 '0\ $/) 9BD+m8+$m&$F2 A'5/?'G 13
'.51J'5): 1( *'35;1. .'(.); ?15/ A<5)(51'0 A;<*(<351. '(: A;):1.51J)
31*(1]1.'(.)!N#\ e1;./<?3 8;./Q LZSTQ Tf_USXY L_
（LZSfKSLKZf 收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