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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Ｅ一钙粘蛋白在基因产物水平异质化表达对胃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

以３５例新鲜胃癌标本和１０例癌旁组织标本中提取的ＤＮＡ为模板，采用ＰＣＲ一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法
对Ｅ一钙粘蛋白的ｅｘｏｎ８和ｅｘｏｎ９的基因突变进行筛选，对筛选阳性标本行ＤＮＡ序列测定进行确证；采
用免疫组化法检测以上标本的Ｅ一钙粘蛋白表达情况；采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３５例胃癌标本中有３例检出Ｅ一钙粘蛋白ｅｘｏｎ８突变，突变阳性率为８．６％（３／３５），ｅｘｏｎ９未发现基因突
变，检测出的突变全部位于分化不良型胃癌标本中。６例分化型胃癌和ｌＯ例癌旁组织中未检出基因突
变。Ｅ一钙粘蛋白在癌与癌周黏膜、肿瘤分化程度及Ｌａｕｒｅｎ不同分型中的表达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０．０５）。结论Ｅ一钙粘蛋白是参与胃癌发生、发展的重要分子，其表达与胃癌的分化程度、浸润性生
长、组织结构完整性和破坏程度等生物学行为具有较显著相关性，其发生基因突变是导致胃癌发生、发
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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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胃癌的高发区，胃癌年患病率和病死率

和功能方面起着某种关键性作用，其表达程度及功

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胃癌的发生及演进过程

能活性状态直接影响细胞正常的黏附和信号转导功

是一个多步骤、连续的过程，肿瘤细胞问黏附力的丧

能，导致细胞的脱离、侵袭和转移口］。因此，下调肿瘤

失是胃癌浸润转移的关键环节之一。Ｅ一钙粘蛋白是

细胞Ｅ一钙粘蛋白可使非侵袭性肿瘤进一步转变为

一种重要的存在于细胞膜上的钙依赖性黏附分子，

高侵袭性肿瘤［２］。目前发现基因突变或缺失、表达下

其第６～１１外显子（ｅｘｏＹｌ）能与钙离子特异性结合而

降以及转录和翻译的失常等多种机制可导致Ｅ一钙

发挥黏附功能。同时Ｅ一钙粘蛋白是上皮细胞一问质

粘蛋白异常口］。而Ｆｕｋｕｄｏｍｅ等Ｈ３研究发现ｅｘｏｎ８和

细胞转变的关键分子，其在维持癌细胞的上皮形态

ｅｘｏｎ９在胃癌中的突变频率较高。因此，本文研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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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ＰＣＲ一单链构象多态性（ＰＣＲ—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ｎｄ ｃｏｎｆｏｒ—

ｐｏｌ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ＰＣＲ—ＳＳＣＰ）分析检测Ｅ一钙粘

‘１５‘

ＣＡＴＣＴＣ，ＩＴＩＴＧＣＴＣＴＧＣ一３ ７（２６８
ＣＡＡＧＧＧＴＡＴＧＡＡＣＡＧＣＴ一３

ｂｐ）；Ｒ ５ ７一ＧＧＡ—

７。

蛋白ｅｘｏｎ８和ｅｘｏｎ９的基因突变情况，并采用ＤＮＡ

１．３．１．３

序列分析法确证突变谱，结合Ｅ一钙粘蛋白免疫组化

含基因组ＤＮＡ

的表达情况，从基因水平和蛋白水平探讨Ｅ一钙粘蛋

物各１

白功能异常的部分调控机制，阐述其在胃癌演进异

¨ｌ、双蒸水１４．４斗ｌ。于ＰＣＲ循环仪中９４℃变性７５

质化过程中的作用。

Ｓ，６０℃退火６０

１资料与方法

７２℃延伸５ ｒａｉｎ。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病理科２００４年９月至

ＰＣＲ扩增ＰＣＲ反应总体积为２５¨ｌ，其中

ｔｚｌ、１ Ｕ

２¨ｌ、４×ｄＮＴＰｓ ２．５斗ｌ、Ｍ９２＋１．２

Ｉｘｌ、引

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０．４¨ｌ、１０ｘｂｕｆｆｅｒ

Ｓ，７２

２．５

ｏＣ延伸６０ Ｓ，循环３０次，最后

１．３．１．４电泳、银染取２～３

ｔｘｌ

ＰＣＲ产物加等体积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的３５例新鲜胃癌手术标本，其中男２８

变性缓冲液混匀，沸水中变性１０ ｒａｉｎ，冰上骤冷５

例，女７例，平均年龄（６０．６０±１０．３６）岁；１０例癌周正

ｒａｉｎ，快速上样；行８％ｔ１：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常黏膜（距肿瘤边缘≥５ ｃｍ）标本，其中男７例，女３

（丙烯酰胺：甲双叉丙烯酰胺＝２９：１），电泳条件为缓

例，平均年龄（６３．８－＋９．４５）岁。根据日本胃癌研究会

冲液１×ＴＢＥ，环境温度４℃，恒压１５０ Ｖ，时间１２０—

１９９５年的分型方案，将胃癌分为分化型（乳头状和

１８０

高、中度分化的管状腺癌）和分化不良型（低分化腺

酸）中５～１０ ｒａｉｎ，双蒸水漂洗两次；凝胶浸泡于染色

癌、黏液腺癌、印戒细胞癌和未分化癌），其中中度分

液（０．２％硝酸银）中５～１０ ｒａｉｎ，双蒸水漂洗两次；将

化腺癌６例，低分化腺癌２２例，黏液腺癌５例，印戒

凝胶浸泡于显色液（０．７５％氢氧化韦ｆｌ＋Ｏ．２％甲醛）中

细胞癌２例：按Ｌａｕｒｅｎ分型将胃癌分为肠型、弥漫

显色，至出现棕褐色ＤＮＡ区带为止，双蒸水漂洗，阅

型和混合型，其中肠型为６例，弥漫型为２５例，混合

读结果。

型为４例。

１．３．１．５结果判断及标准

ｒａｉｎ。取下凝胶，于固定液（１０％乙醇＋０．５％冰醋

正常的双链ＰＣＲ片段经

仪器与试剂ＤＮＡ扩增仪４８００型（美国

变性处理后，在非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下电泳应出

ＰＥＲＫＩＮ公司）、紫外投射仪ＭａｃｒｏＶｕｅＵｖｉｓ一２０型

现两条单链条带及未变性完全的ＤＮＡ双链，因此

１．２

（美国Ｈｏｅｆｅｒ公司）、垂直电泳仪ＭｉｎｉＶＥ型（美圉ＰＣＲ—ＳＳＣＰ分析结果至少显示三条条带。但是，由于
Ｈｏｅｆｅｒ公司）、电泳仪（北京市六一仪器厂）、石蜡切

一种ＤＮＡ单链有时可形成两种或多种构象，有可能

片机Ｌｅｉｃａ ＲＭ２１３５型（德国Ｌｅｉｃａ公司）、电热恒温

检出三条或四条单链带。若ＰＣＲ片段有突变、插入

水浴箱ＨＨＷ２１Ｃｕ６００型（上海医疗器械厂）；ＰＣＲ试

或缺失，由于其单链构象发生改变而使单链的泳动

剂（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ｄＮＴＰｓ、ｌＯｘｂｕｆｆｅｒ、Ｍ９２＋）购自北

速度异常或条带数增加、减少。我们依照以下标准判

京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引物由上海生物工程工程技术公

断为异常迁移条带：（１）结果具有可重复性；（２）异常

司合成（ＰＡＧＥ纯化）；蛋白酶Ｋ、琼脂糖购白上海生

迁移条带仅见于肿瘤组织中；（３）其他病例正常标本

物工程技术公司；Ｔｒｉｓ、ＥＤＴＡ、ＳＤＳ、饱和酚、氯仿、丙

中未见异常迁移条带。

烯酰等为国产分析纯及生化试剂；兔抗人Ｅ一钙粘蛋

１．３．２

白单克隆抗体及ＰＶ一９０００试剂盒均购于北京中山

突变阳性的Ｅ一钙粘蛋白编码基因的ＰＣＲ产物各

试剂公司。

５０。１００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ＰＣＲ—ＳＳＣＰ法采用ＰＣＲ—ＳＳＣＰ法对Ｅ一钙

将经ＰＣＲ—ＳＳＣＰ法筛选为

ｔｘｌ，送至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测序部（仪器为

ＡＢＩ ＰＲＩＳＭ

粘蛋白ｅｘｏｎ８、ｅｘｏｎ９的基因突变进行筛选。

３７７—９６，测序试剂为Ｂｉｇ

Ｄｙ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

分别用自带引物（同ＰＣＲ引物）２０山进行测通。
１．３．３免疫组化分析

将与ＰＣＲ标本相对应的石

ＤＮＡ提取取液氮保存的新鲜手术标本约

蜡标本切成５～７¨ｍ厚的切片，采用兔抗人Ｅ一钙粘

ｇ，加入４¨ｌ的蛋白酶Ｋ（终浓度０．１ ｍｇ／ｍＬ）和

蛋白单克隆抗体及ＰＶ一９０００试剂盒，两步法染色，

１．３．１．Ｉ
１

ＤＮＡ序列分析

ＤＮＡ提取缓冲液５００ Ｉｘｌ，５５℃温浴３ ｈ，酚／氯仿／异ＤＡＢ显色，以ＰＢＳ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实验操
戊醇抽提．冰无水乙醇沉淀，冰７５％酒精洗涤，重溶

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Ｅ一钙粘蛋白阳性判

于双蒸水中．置４℃冰箱中保存备用。

断标准：阳性细胞呈细胞膜连续性着色，癌周胃黏膜

①ｅｘｏｎ８：Ｆ

５７一ＡＧＧＴＧＧＣ．

Ｅ一钙粘蛋白上皮细胞膜几乎全部着色，在细胞相邻

ＴＡＧＴＧ‘ｒｒｒＣＣＣＴＧＧ一３ ７（２１８ ｂｐ）；Ｒ ５ ７一ＣＣＴＴＦＣ３ＴＴＧ一

的侧面呈连续线状。每张切片观察１０个具有代表性

１．３．１．２

引物设计

ＧＡＡＡＣＣＣＴＣＴＡＡ一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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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②ｅｘｏｎ９：Ｆ

５ ７一ＧＡＣＡ一

的视野，评分采用着色细胞百分率得分法，＜５％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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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分，５％～２５％为１分，２６％～５０％为２分，＞５０％为３

曩黍繁『。擘

分，０～１分为阴性，２～３分为阳性。免疫染色部分的
改变（位于细胞质内或细胞核内）视为异常，记为０
分。

聱期。氅漕赣

１．４统计学处理采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统计软件对所有
数据进行分析．组间率的比较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
法，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鞘≮涵蔷赫盗

２结果
ＰＣＲ扩增结果ＰＣＲ扩增产物经１．５％的琼脂

２．１

糖凝胶电泳证实每一标本都成功扩增出Ｅ一钙粘蛋
白的ｅｘｏｎ８和ｅｘｏｎ９产物（见图１）。
１

ｂｐ

２

３

４

５

６

图３含Ｂ标本的各类型ＰＣＲ—ＳＳＣＰ银染结果
注：３为Ｂ标本Ｅ一钙粘蛋白ｅｘｏｎ８的ＰＣＲ—ＳＳＣＰ银染条带，箭头所

７

８

９

ｂｐ

示为银染异常条带；５为癌旁组织ｅｘｏｎ８的正常条带，其余为肿瘤组
织的ｅｘｏｎ８的ＰＣＲ—ＳＳＣＰ银染正常条带
１

２

３

４

５

７

６

８

熙罗鬻一孵鬟嬲罗
。

？

２６８

Ｅ

图１

Ｅ一钙粘蛋白ｅｘｏｎ８和ｅｘｏｎ９的ＰＣＲ产物

注：１、９阴性对照；５为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从上到下，条带依次
为２０００ ｂｐ、１０００ ｂｐ、７５０ ｂｐ、５００ ｂｐ、２５０ ｂｐ、１００ ｂｐ；２－４为扩增的不

同组织的ｅｘｏｎ８产物（２１８ ｂｐ）；６～８为扩增的不同组织的ｅｘｏｎ９产物

荤｝。，ｍ

图４含Ｃ标本的各类型ＰＣＲ—ＳＳＣＰ银染结果

（２６８ ｂｐ）

ＰＣＲ—ＳＳＣＰ结果３５例胃癌标本中，３例（分别

注：４，８为Ｃ标本Ｅ一钙粘蛋白ｅｘｏＱ８的ＰＣＲ—ＳＳＣＰ银染条带，箭头

用Ａ、Ｂ、Ｃ表示）Ｅ一钙粘蛋白的ｅｘｏｎ８中出现了异常

所示为银染异常条带；１－３同５～７，为肿瘤组织的Ｅ一钙粘蛋白ｅｘｏｎ８

条带（见图２。图４），表明发生了基因突变，突变阳性

的ＰＣＲ—ＳＳＣＰ正常条带

率为８．６％（３／３５），ｅｘｏｎ９未发现基因突变。发生突变

２．３

的３例标本全部为分化不良型胃癌标本（Ａ及Ｃ标

性样本经ＤＮＡ测序分析均确定了突变位点。突变类

本为印戒细胞癌，Ｂ标本为低分化腺癌），６例分化

型为插入突变１例，碱基置换２例。Ａ标本在编码

型胃癌和１０例癌旁组织标本均未检出基因突变。

２２位点处发生碱基置换ＣＧＧ－＊ＣＣＧ，Ｂ标本在编码

◆

１２４位点处发生碱基置换ＡＧＧ－＊ＡＴＧ，Ｃ标本在编

２．２

鬻鬻鬻蘸
誉瓣警鬻戮鬓黧粪臻婺鬻
篓薯ｊ

图２含Ａ标本的各类型ＰＣＲ—ＳＳＣＰ银染结果

ＤＮＡ测序结果

３例ＰＣＲ—ＳＳＣＰ银染分析阳

码２９位点处插入Ａ碱基（见图５～图７）。
２．４

Ｅ一钙粘蛋白免疫组化结果及其表达情况与临

床病理因素的关系

胃癌组织中Ｅ一钙粘蛋白呈不

连续性胞膜着色（见图８），胞浆或胞核异质性着色
（点状、间断状、小团状胞浆着色），尤其是印戒细胞
癌、低分化腺癌和弥漫性浸润的癌细胞几乎不着色，
或呈少量胞浆、胞核表达（见图９～图１１）。
由表１可见．Ｅ一钙粘蛋白的表达在胃癌患者的
肿瘤大小、年龄、性别、肿瘤浸润深度和肿瘤是否淋

注：７为Ａ标本的Ｅ一钙粘蛋白ｅｘｏｎ ８的ＰＣＲ—ＳＳＣＰ银染条带，箭

巴结转移中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但

头所示为银染异常条带：３为Ａ标本的Ｅ一钙粘蛋白ｅｘｏｎ９的ＰＣＲ—

在癌与癌周黏膜、肿瘤分化程度及Ｌａｕｒｅｎ分型中的

ＳＳＣＰ银染正常条带：８、９为癌旁组织，其余为肿瘤组织的Ｅ一钙粘蛋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

白ｅｘｏｎ８的ＰＣＲ—ＳＳＣＰ银染正常条带

３讨论
Ｅ一钙粘蛋白与连环蛋白结合后形成细胞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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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见极少量细胞胞浆内表达
Ｔ

Ａ

Ｔ

Ａ

Ｃ

Ｇ

Ｔ

Ａ

Ｔ

Ｇ

Ｇ

Ａ

Ａ

Ａ

Ｃ

Ｔ

Ｃ Ｔ

图１０低分化腺癌（Ｂ标本）中Ｅ一钙粘蛋白的表达（４００ｘ）
注：仅见极少量细胞胞浆内弱表达

立｜『｜Ｉ∥义１０ 觚。ＩｌＩ‘｜ ０≯雠赴
立｜｜夕一弋Ｉ、０觚‘ｌ！‘｜｜羔’≯＼』缈
Ｃ标本的Ｅ一钙粘蛋白ｅｘｏｌｌ８的突变情况

图７

注：在编码２９位点处捅入Ａ碱基

图１ｌ

即戒细胞癌（Ｃ标本）中

Ｅ一钙粘蛋白的异质性表达（２００ｘ）
注：部分癌细胞呈胞浆、胞核表达

变频率较高。
Ｅ一钙粘蛋白在胃癌组织中免疫组化的异常表
达常表现为低表达、异位表达，甚至表达缺如，而异
位表达的Ｅ一钙粘蛋白可能是一种功能异常或无功
图８

Ｅ一钙粘蛋白在胃中度分化腺癌巾的表达（２００ｘ）

能的蛋白，其机制之一为Ｅ一钙粘蛋白在肿瘤中的基

黏着复合体，该细胞黏附系统对于维持细胞间的黏

因突变。本文研究巾发生突变的Ａ和Ｂ标本中Ｅ一

附尤其重要，其发生改变是肿瘤恶变的重要特征之

钙粘蛋白免疫组化染色显示癌细胞仅少量胞浆、胞

一。作为细胞黏着复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Ｅ一钙粘

核表达，说明在这两个标本中既存在基因的异常，也

蛋白基因同定于１６号染色体长臂上（１６ｑ２２．１）“，包

可能存在其他机制导致的表达量的降低，即基因和

括细胞外区、跨膜区和细胞内区三部分，细胞外区的

蛋白产物两个水平均Ｈ｛现异常，从而导致Ｅ一钙粘蛋

功能最重要，其ｅｘｏｎ６～１ｌ能与钙离子特异结合而发

白黏附系统功能的失调。发生基因突变的Ｃ标本ｒｆｌ

挥黏附功能，尤其是ｅｘｏｎ８和ｅｘｏｎ９在胃癌中的突

免疫组化显示一定量Ｅ一钙粘蛋白表达，但其表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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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Ｅ一钙粘蛋白表达情况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

丧失了膜性表达而主要弥散性的分布于整个细胞浆

因突变是导致胃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分子改

中，其细胞膜表达分布散乱，极性分布消失。以上发

变。对Ｅ一钙粘蛋白从基因水平和蛋白产物水平综合

现使本文进一步确认在这些肿瘤细胞中的Ｅ一钙粘

分析，可加深对胃癌的发生机制的研究，提示临床可

蛋白黏附系统的失活与基因突变有关。

从多角度、多层次了解肿瘤的演进和异质化。

Ｅ一钙粘蛋白的异常表达及在细胞内的定位异
常往往意味着肿瘤的恶性程度更高、侵袭能力更强。
本文研究中Ｅ一钙粘蛋白基因突变阳性检出者均为
弥漫型胃癌，免疫组化结果显示Ｅ一钙粘蛋白在分化
型胃癌（印戒细胞癌、低分化癌及黏液腺癌）中的正
常表达率显著高于分化不良型（本文研究中仅为中
度分化腺癌），在肠型、混合型胃癌中正常表达率显
著高于弥漫型胃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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