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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管鳞癌组织中表达及临床意义

尚庆毅 ，梁伟 （１．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检验科，江苏连云港 ２２２１００；２．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学检验
科，江苏连云港 ２２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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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趋化因子诱饵受体 ２（ＣＣＲＬ２）和微小 ＲＮＡ２１１５ｐ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在食管鳞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临床意
义。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于本院行手术治疗的食管鳞癌患者 ８３ 例，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ｑＲＴＰＣＲ）检测食
管鳞癌组织与癌旁组织中 ＣＣＲＬ２ ｍＲＮＡ、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的表达水平，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 ＣＣＲＬ２ 蛋白的表达水平，Ｐｅａｒｓｏｎ 法
分析 ＣＣＲＬ２ ｍＲＮＡ 与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的相关性，并分析其与食管鳞癌患者临床病理参数及预后的关系。结果 与癌旁组织比较，
食管鳞癌组织 ＣＣＲＬ２ ｍＲＮＡ（１．０５±０．２１ ｖｓ ２．６８±０．５２，Ｐ＜０．００１）的表达水平及蛋白质阳性率（２４．１０％ ｖｓ ６２．６５％ ，Ｐ＜０．００１）均
显著升高，而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的表达水平 （１． ０１ ± ０． １８ ｖｓ ０． ６１ ± ０． １５，Ｐ ＜ ０． ００１）显著降低 （Ｐ ＜ ０． ０５ ）；食管鳞癌组织中 ＣＣＲＬ２ 和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呈负相关（ｒ ＝ －０．７１３，
Ｐ＜０．００１）；
ＣＣＲＬ２ 和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的表达水平与肿瘤分化程度、
ＴＮＭ 分期和淋巴转移有关 （Ｐ＜
食管鳞癌患者 ＣＣＲＬ２ 阳性表达组的 ３ 年累积生存率显著低于 ＣＣＲＬ２ 阴性表达组 （３０．８４％ ｖｓ ５４．９８％ ，Ｐ ＝ ０．０１１），而
０．０５）；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高表达组的 ３ 年累积生存率显著高于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低表达组（５８．７２％ ｖｓ ２４．３１％ ，
Ｐ＜０．００１ ）。结论 食管鳞癌组织
中 ＣＣＲＬ２ 呈高表达、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呈低表达，且均与患者预后有关，可作为食管鳞癌患者潜在的预后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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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化因子诱饵受体 ２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 （ＣＣ ｍｏｔｉｆ）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ｌｉｋｅ ２，
ＣＣＲＬ２ ］是一种跨膜 Ｇ 蛋白偶联受
体，广泛分布于人体组织和器官中，在肿瘤的相关
炎症浸润与免疫应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微小
ＲＮＡ（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ｍｉＲＮＡ）与肿瘤发生发展、耐药性
和预后有关，在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及转移等过
程中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 ］。微小 ＲＮＡ２１１５ｐ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在膀胱癌、三阴乳腺癌等多种肿瘤组
织中表达下调，发挥类似抑癌基因的作用［ ］。然
而，目前国内尚未见 ＣＣＲＬ２、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在食管鳞
癌中的研究报道。本研究通过检测 ＣＣＲＬ２ 与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在食管鳞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探讨
ＣＣＲＬ２ 和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在食管鳞癌中的表达水平及
临床意义，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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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研究对象 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在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行手术治疗的 ８３ 例食
管鳞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男 ５５ 例，女 ２８ 例，年
龄（５９．７±１２．５）岁。纳入标准：（１）患者经术后病理
组织学检查确诊为食管鳞癌；（２）具备完整的病历
资料；（３）术前均未行放、化疗等抗肿瘤治疗。排除

１．１

标准：（１）合并其他系统的恶性肿瘤者；（２）合并严
重心、肝、肺、肾功能不全；（３ ）临床资料不全者。
ＴＮＭ 分期：
Ⅰ ～ Ⅱ 期 ４０ 例，Ⅲ ～ Ⅳ 期 ４３ 例；浸润程
度：黏膜下层 ／ 黏膜层者 ２８ 例，肌层者 ３２ 例，浆膜
层者 ２３ 例；肿瘤直径 ＜５ ｃｍ 者 ３９ 例，≥５ ｃｍ 者 ４４
例；分化程度：低分化 ３５ 例，中、高分化 ４８ 例；有淋
巴结转移者 ３６ 例，无淋巴结转移者 ４７ 例。以患者
术后出院为起点，对所有患者进行电话或门诊随
访，随访日期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所有患者均完成
随访。本研究经过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医学
伦理学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Ｎｏ．２０１５０５１ ），患者
或其监护人均知情同意。
１．２ 主要试剂与仪器 ＴＲＩｚｏｌ 试剂购自美国 Ｉｎ
ｖｉｔｒｏｇｅｎ 公司，
逆转录试剂盒和 ｑＰＣＲ 试剂盒购自美
国 Ｔｈｅｒｍｏ Ｆｉｓｈｅｒ 公司，免疫组化试剂盒、ＤＡＢ 显示
试剂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公司，兔抗人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羊抗兔
ＣＣＲＬ２ 多克隆抗体、
ＩｇＧ 二抗购自美国 Ａｂｃａｍ 公司。 ＣＣＲＬ２、ｍｉＲ２１１
５ｐ 及内参基因 βａｃｔｉｎ、Ｕ６ 引物由广州锐博生物技
术公司设计与合成。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 分光光度计（美
国 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公司）。
１．３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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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 标本采集与保存 收集 ８３ 例患者手术过程
１．３．４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将石蜡标本切成 ４ μｍ
中的食管鳞癌组织及癌旁组织（距离癌组织＞５ ｃｍ， 切片后，经过脱蜡、抗原修复和去除内源性过氧化
且经病理组织学证实无食管鳞癌细胞）标本，部分 物酶活性后，用 １０％ 山羊血清封闭，加入 ＣＣＲＬ２ 兔
样本石蜡包埋，另一部分标本经生理盐水冲洗后， 抗人多克隆抗体（工作浓度 １ ∶２００ 稀释）４ ℃ 过夜，
立即置于－８０ ℃ 保存。
ＰＢＳ 洗涤后，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羊抗兔
１．３．２ ＲＮＡ 提取及逆转录反应 取上述组织标本
ＩｇＧ 二抗（工作浓度 １ ∶ ５００ 稀释），室温温育 １ ｈ，
经研磨后使用 ＴＲＩｚｏｌ 试剂提取总 ＲＮＡ，采用 ＰＢＳ 洗涤，ＤＡＢ 染色，蒸馏水漂洗，苏木精复染细胞
５０ ｍｇ，
分光光度计检测 ＲＮＡ 的浓度和纯度，取吸光度 核，梯度乙醇浸泡 ５ ｍｉｎ，二甲苯透明化后封片，显
（Ａ ）为 １．８ ～ ２．０ 的样本，按照逆转录试剂盒 微镜观察。染色结果判断：根据阳性细胞数：０％ ～
说明书逆转录为 ｃＤＮＡ，样本置于－２０ ℃ 保存。
记为 ０ 分；６％ ～ ２５％ ，记为 １ 分；２６％ ～ ５０％ 记
５％ ，
为 ２ 分；５１％ ～ ７５％ ，记为 ３ 分；＞７５％ ，记为 ４ 分；根
１． ３． ３ 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据细胞染色强度评分：无染色为 ０ 分，淡黄色为 １
ＰＣＲ，
ｑＲＴＰＣＲ） 采用 ｑＲＴＰＣＲ 检测食管鳞癌组
织中 ＣＣＲＬ２、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的表达。根据 ＮＣＢＩ 参考 分，棕黄色为 ２ 分，棕褐色为 ３ 分。将两项积分的
序 列 ＣＣＲＬ２、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的 序 列 号 （ＮＭ ＿ 乘积作为评判标准：得分 ０ ～ １ 分为阴性（－ ），２ 分
以上为阳性，２ ～ ４ 分记为 ＋，４ ～ ６ 分记为 ＋＋，６ 分以
００１１３０９１０、
ＮＣ＿００００１５．１０ ），由广州锐博生物技术
公司使用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ｒｅｍｉｅｒ ５． ０ 软件设计与合成。 上记为＋＋＋。
ＣＣＲＬ２ 上游引物序列：
５′ＡＧＧＡＴＣＣＣＣＡＣＣＡＴＧＧＴ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ｘ珋±ｓ）表示，两组
ＣＴＡＣＡＣＣＣＧＴＴＴＣＴＴＡＡＡＡＧＧ３′，下游引物序列：
５′ＡＧＧＡＴＣＣＣＣＡＣＣＡＴＧＧＣＣＡＡＴＴＡＣＡＣＧＣＴＧ３′，
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百分比）表
产物片段大小 １５６ ｂｐ，退火温度 ６１ ℃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Ｐｅａｒｓｏｎ 法分析食管
上游引物序列：５′ＧＣＧＣＴＴＧＴＣＡＴＣＣＴＴＣＧＣＣＴ３′， 鳞癌组织中 ＣＣＲＬ２ 及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表达水平的相关
下游引物序列：５′ＴＧＧＴＧＴＣＧＴＧＧＡＧＴＣＧ３′，产物 性，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分析 ＣＣＲＬ２、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表
片段大小 ２３２ ｂｐ，退火温度 ６３ ℃ ；βａｃｔｉｎ 上游引物 达与食管鳞癌患者生存率的关系。以 Ｐ＜０．０５ 为差
序列：５′ＣＡＴＧＴＡＣＧＴＴＧＣＴＡＴＣＣＡＧＧＣ３′，下游引 异有统计学意义。
物序列：５′ＣＴＣＣＴＴＡＡＴＧＴＣＡＣＧＣＡＣＧＡＴ３′，产物 ２ 结果
片段大小 ６０ ｂｐ，退火温度 ６０ ℃ ；Ｕ６ 上游引物序
列：５′ＣＴＣＧＣＴＴＣＧＧＣＡＧＣＡＣＡ３′，下游引物序列： ２．１ 组织中 ＣＣＲＬ２ ｍＲＮＡ 及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表达水
平的比较 与癌旁组织相比，食管鳞癌组织中
５′ＡＡＣＧＣＴＴＣＡＣＧＡＡＴＴＴＧＣＧＴ３′，产物片段大小
退火温度 ６１ ℃ 。ＰＣＲ 反应体系为 １５ μＬ， ＣＣＲＬ２ ｍＲＮＡ（１．０５± ０．２１ ｖｓ ２．６８ ± ０．５２ ）的表达水
２５５ ｂｐ，
包括：ｐｒｉｍｅＳＴＡＹ ２ μＬ，２．５ × ｄＮＴＰ Ｍｉｘ ５ μＬ，上、下 平显著升高（ｔ ＝ ２６． ４８０，Ｐ ＜ ０． ００１ ），而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游引物（１０ μｍｏｌ ／ Ｌ ）各 １ μＬ，ｄｄＨ Ｏ ５ μＬ，ｃＤＮＡ （１．０１±０．１８ ｖｓ ０．６１±０．１５）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ｔ ＝
样本 １ μＬ。循环参数：９５ ℃ 预变性 ６０ ｓ；９５ ℃ １５．５５３，Ｐ＜０．００１）。
２．２ 组织中 ＣＣＲＬ２ 蛋白表达水平的比较 免疫组
３０ ｓ，６０ ℃ ７５ ｓ，７２ ℃ １５ ｓ，３８ 个循环。使用
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ＣＣＲＬ２ 蛋白主要定位于细胞
ＳｔｅｐＯｎｅ 软件于 ６２ ℃ 时采集荧光信号并进行熔解
曲线分析。ＣＣＲＬ２ 以 βａｃｔｉｎ 为内参照，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质和细胞膜。与癌旁组织 ＣＣＲＬ２ 蛋白阳性表达率
以 Ｕ６ 为内参照，采用 ２ 法进行计算相对表达 （２４．１０％ ）比较，食管鳞癌组织中 ＣＣＲＬ２ 蛋白阳性
量，ΔΔＣｔ ＝ （实验组 Ｃｔ目的基因 －实验组 Ｃｔ内参基因 ）－（对 表达率（６２． ６５％ ）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照组 Ｃｔ目的基因 － 对照组 Ｃｔ内参基因 ）。每个样品设置 ３ （χ ＝ ２５．１１６，Ｐ＜０．０５）。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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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ＣＣＲＬ２ 在癌旁组织中阴性表达；Ｂ，ＣＣＲＬ２ 在癌组织中阳性表达。

图１

ＣＣＲＬ２

蛋白在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４００）

食管鳞癌组织中 ＣＣＲＬ２ ｍＲＮＡ 和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的相关性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食管鳞癌
组织 中 ＣＣＲＬ２ 和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呈 负 相 关 （ｒ ＝
－ ０．７１３，
Ｐ＜０．０１）。
２．４ ＣＣＲＬ２ 和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的表达与食管鳞癌患者
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根据食管鳞癌组织中
将食管鳞癌患
ＣＣＲＬ２ 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
者分为 ＣＣＲＬ２ 阳性表达组（染色结果为 ＋、＋ ＋ 和

）和 ＣＣＲＬ２ 阴性表达组（染色结果为 －）。以食
管鳞癌组织中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表达水平的均值（０．６１）
为界，将食管鳞癌患者分为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高表达组
（≥０．６１，ｎ ＝ ４１ ）和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低表达组（＜ ０． ６１，
结果表明，ＣＣＲＬ２、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的表达水平
ｎ ＝ ４２），
与患者性别、年龄、肿瘤直径、浸润程度无关（Ｐ ＞
而与肿瘤分化程度、ＴＮＭ 分期和淋巴转移有
０．０５），
关（Ｐ＜０．０５）。见表 １。
＋＋＋

２．３

表１

ＣＣＲＬ２

和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表达水平与食管鳞癌患者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ｎ（％ ）］

例数 阳性（ｎ ＝ ５２ＣＣＲＬ２
） 阴性（ｎ ＝ ３１） χ 值
０．０４８
性别
５５
３４（６１．８２）
２１（３８．１８）
男
２８
１８（６４．２９）
１０（３５．７１）
女
０．６０３
年龄（岁）
＜６０
３３
１９（５７．５８）
１４（４２．４２）
５０
３３（６６．００）
１７（３４．００）
≥６０
２．４３７
肿瘤直径（ｃｍ）
＜５
３９
２１（５３．８５）
１８（４６．１５）
４４
３１（７０．４５）
１３（２９．５５）
≥５
５．４３２
肿瘤分化程度
３５
２７（７７．１４）
８（２２．８６）
低分化
中、高分化
４８
２５（５２．０８）
２３（４７．９２）
ＴＮＭ 分期
５．２８１
４０
２０（５０．００）
２０（５０．００）
Ⅰ ～ Ⅱ期
４３
３２（７４．４２）
１１（２５．５８）
Ⅲ ～ Ⅳ期
０．５４９
浸润程度
黏膜下层 ／ 黏膜层 ２８ １６（５７．１４） １２（４２．８６）
３２
２１（６５．６３）
１１（３４．３８）
肌层
浆膜层
２３
１５（６５．２２）
８（３４．７８）
淋巴结转移
６．２１７
３６
２８（７７．７８）
８（２２．２２）
有
无
４７
２４（５１．０６）
２３（４８．９４）
参数

表达与食管鳞癌患者生
存率的关系 通过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分析可知，
ＣＣＲＬ２ 阳性表达组食管鳞癌患者 ３ 年累积生存率
显著低于 ＣＣＲＬ２ 阴性表达组患者 （３０． ８４％ ｖｓ

２．５

、

ＣＣＲＬ２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２

χ 值
值 高表达（ｎ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４１）低表达（ｎ ＝ ４２）
０．８２６
３．１６５
３１（５６．３６）
２４（４３．６４）
１０（３５．７１）
１８（６４．２９）
０．４３７
２．１９３
１３（３９．３９）
２０（６０．６１）
２８（５６．００）
２２（４４．００）
０．１１８
３．５２０
１５（３８．４６）
２４（６１．５４）
２６（５９．０９）
１８（４０．９１）
０．０２０
７．８１８
１１（３１．４３）
２４（６８．５７）
３０（６２．５０）
１８（３７．５０）
０．０２２
５．３０３
２５（６２．５０）
１５（３７．５０）
１６（３７．２１）
２７（６２．７９）
０．７６０
０．１５６
１４（５０．００）
１４（５０．００）
１５（４６．８８）
１７（５３．１２）
１２（５２．１７）
１１（４７．８３）
０．０１３
９．０２９
１１（３０．５６）
２５（６９．４４）
３０（６３．８３）
１７（３６．１７）
Ｐ

２

Ｐ

值

０．０７５

０．１３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１

０．９２５

０．００３

，
，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高表达
组食管鳞癌患者 ３ 年累积生存率显著高于 ｍｉＲ
２１１５ｐ 低表达组患者（５８． ７２％ ｖｓ ２４． ３１％ ，χ ＝
Ｐ＜０．００１）。见图 ２。
１０．９９，

５４．９８％ χ ２ ＝ ６．４０７ Ｐ ＝ ０．０１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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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ＣＣＲＬ２ 表达与食管鳞癌患者生存率的关系；Ｂ，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表达与食管鳞癌患者生存率的关系。

图２

３

、

ＣＣＲＬ２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表达与食管鳞癌患者生存率的关系

作为一种趋化因子受体，在单核细胞、
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Ｔ 细胞内均有表达，通过调
控机体稳态平衡、血管生成、免疫监视及炎症反应
等在肿瘤发生、发展、转移的不同阶段发挥重要作
用［］。本研究结果显示，在食管鳞癌组织中 ＣＣＲＬ２
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癌旁组织，且 ＣＣＲＬ２ 表达与
食管鳞癌分化程度、ＴＮＭ 分期和淋巴转移有关，提
示 ＣＣＲＬ２ 高表达与食管鳞癌的发生有关。研究表
明，ＣＣＲＬ２ 在多种肿瘤组织或细胞中异常表达，如
在前列腺癌细胞中表达水平升高，可影响肿瘤细胞
增殖、侵袭和迁移［］。另有研究结果表明，ＣＣＲＬ２
在肝癌、乳腺癌、神经胶质瘤等肿瘤的恶性进展过
程中发挥作用，如参与调节细胞生长、迁移，血管发
生和调节免疫反应等［］。提示 ＣＣＲＬ２ 在食管鳞癌
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升高，可能在食管鳞癌进展过程
中调控肿瘤细胞增殖、侵袭，促进肿瘤的发展与淋
巴转移，但其在食管鳞癌中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实
验支持。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在肿瘤细胞增殖、分化、迁移及肿
瘤耐药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表达异常与多种
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且主要发挥抑癌作用［，］。
本研究检测了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在食管鳞癌组织中表达
水平，结果发现与癌旁组织比较，食管鳞癌组织中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提示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与食管鳞癌的发生、发展有关。Ｑｉｎ 等［ ］研究表
明，与正常组织相比，在肝细胞癌（ＨＣＣ）组织和细
胞系中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相对表达量显著下调；进一步
行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分析表明，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低表达 ＨＣＣ
患者的总生存期较差，而体外上调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的
表达，可抑制细胞增殖、迁移与侵袭。另有研究证
实［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在肾细胞癌（ＲＣＣ ）组织与细胞
中表达下调，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的表达下调促进了 ＲＣＣ
ＣＣＲＬ２

６

７

８

３ ９

１０

１１

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Ｗａｎｇ 等［ ］研究证实，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在 甲 状 腺 癌 中 表 达 下 调，过 表 达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可通过调控性别决定区 Ｙ 框蛋白 １１ 的
表达水平，影响甲状腺癌细胞的增殖与侵袭。进一
步分析结果显示，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表达与患者性别、年
龄、肿瘤直径、浸润程度无关，而与肿瘤分化程度、
ＴＮＭ 分期和淋巴转移有关，提示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与食
管鳞癌的发展相关。故而笔者推测，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可
能通过某种机制调控食管鳞癌细胞增殖、迁移与侵
袭。但其具体作用机制仍需进行实验验证。
本研究进一步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在食管鳞癌组织中，ＣＣＲＬ２ 低表达、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高表达，且二者呈负相关，表明二者可能存在负向
调控关系。提示 ＣＣＲＬ２ 可能通过靶向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调控食管鳞癌的发生、发展。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分
析显示，ＣＣＲＬ２ 阳性表达组食管鳞癌患者的 ３ 年累
积生存率显著低于 ＣＣＲＬ２ 阴性表达组患者，ｍｉＲ
２１１５ｐ 高表达组食管鳞癌患者的 ３ 年累积生存率
显著高于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低表达组患者，提示 ＣＣＲＬ２、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可能通过调控肿瘤发展影响患者预后
情况。
综上所述，ＣＣＲＬ２ 在食管鳞癌组织中高表达，
而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低表达，且二者与食管鳞癌分化程
度、淋巴转移及生存情况有关，可能作为食管鳞癌
患者预后评估的分子标志物。然而二者具体作用
机制尚不完全清楚，仍需进行进一步研究。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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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参考文献

［１］ｄｅｌ Ｐｒｅｔｅ Ａ，Ｓｏｚｉｏ Ｆ，Ｓｃｈｉｏｐｐａ Ｔ，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ＣＲＬ２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ｍｍｕｎｏｌ Ｒｅｓ，２０１９，７（１１）：１７７５１７８８．
［２］Ｇｕｏ Ｙ，Ｃｈｅｎ Ｙ，Ｌｉｕ Ｈ，ｅｔ ａｌ． Ａｌｐｉｎｅｔｉ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ｏｒ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ｔｃｈ ｐａｔｈ

［］

， ， （ ）：７５７７６７．

ｗａｙ ｄ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Ｊ ． Ｎｕｔｒ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２０ ７２ ５

临床检验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３９ 卷第 ３ 期

，

，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Ｌａｂ Ｓｃｉ Ｍａｒ． ２０２１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３

［３ ］Ｄíａｚ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Ｍ，ＢｅｎｉｔｏＪａｒｄóｎ Ｌ，Ａｌｏｎｓｏ Ｌ，ｅｔ ａｌ． ｍｉＲ２０４５ｐ
ａｎｄ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ＢＲＡＦ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ｅｌａｎｏ

［］

， ， （ ）：１０１７１０３０．
［４］Ｗａｎｇ Ｗ，Ｌｉｕ Ｚ，Ｚｈａｎｇ Ｘ，ｅｔ ａｌ．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ｉｓ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ｂｌａｄｄ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Ｊ］． Ｊ Ｇｅｎｅ Ｍｅｄ，２０２０，
２２（１２）：ｅ３２７０．
［５］Ｃｈｅｎ ＬＬ，Ｚｈａｎｇ ＺＪ，Ｙｉ ＺＢ，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２１１５ｐ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ｔｕｍｏｕｒ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ｉｎ ｔｒｉ
ｐｌ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ｙ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ＳＥＴＢＰ１ ［Ｊ ］． Ｂｒ Ｊ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７，１１７（１）：７８８８．
［６］Ａｋｒａｍ ＩＧ，Ｇｅｏｒｇｅｓ Ｒ，Ｈｉｅｌｓｃｈｅｒ Ｔ，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ｓ ＣＣＲ１
ａｎｄ ＣＣＲＬ２ ｈａｖｅ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ｉｖｅｒ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Ｊ ］．
Ｔｕｍｏｕｒ Ｂｉｏｌ，２０１６，３７（２）：２４６１２４７１．
［７］Ｒｅｙｅｓ Ｎ，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ｉ Ｉ，Ｒｅｂｏｌｌｏ Ｊ，ｅｔ ａｌ．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ＣＲＬ２ ｉｓ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Ｊ］． Ｊ Ｂｉｏｍｅｄ Ｒｅｓ，
２０１７，
３３（１）：
１７２３．
［８］Ｗａｎｇ ＬＰ ，Ｃａｏ Ｊ，Ｚｈａｎｇ Ｊ，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ｍａ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２０１８ ７８ ４

· １９７·

ｄｕｃｅ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３８ ＭＡＰＫ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Ｊ］． Ｍｅｄ 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５，３２（１１）：２５４．
［９］Ｗａｎｇ ＫＦ，Ｊｉｎ Ｗ，Ｊｉｎ Ｐ ，ｅｔ ａｌ．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ＳＮＡＩ１ ｉｎ ｒｅｎ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Ｍｏ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２０１７，１５（４）：４４８４５６．
［１０］Ｑｉｎ Ｘ，Ｚｈａｎｇ Ｊ，Ｌｉｎ Ｙ，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ａｓ ａ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ＡＣＳＬ４ ｉｎ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Ｊ］． Ｊ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２０２０，１８（１）：３２６．
［１１］Ｑｕａｎ Ｊ，Ｐａｎ Ｘ，Ｈｅ Ｔ，ｅｔ ａｌ．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ｉｓ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ｒｅｎａｌ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 Ｅｘｐ Ｔｈｅｒ Ｍｅｄ，２０１８，１５（４）：４０１９４０２８．
［１２］Ｗａｎｇ Ｌ，Ｓｈｅｎ ＹＦ，Ｓｈｉ ＺＭ，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ｉＲ２１１５ｐ
ｈｉｎ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ＯＸ１１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Ｌａｂ Ａｎａｌ，２０１８，３２
（３）：ｅ２２２９３．

ＣＣＲＬ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ｃｈｅｍｏｔａｘ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ｂｙ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ＣＣＬ２ｉｎ

（收稿日期：
）
（本文编辑：许晓蒙）
２０２１０１２７

·读者·作者·编者·
临床检验杂志网站及远程稿件处理系统开通

为方便读者投稿、专家审稿并加快杂志出版周期及提升办刊质量，本刊开通网站和远程稿件处理系统。
系统包括作者远程投稿系统、专家远程审稿系统、编辑在线办公系统、网上期刊发行系统及读者订阅系统等。
为方便作者、读者和审稿专家熟悉使用本系统，现将有关注意事项告知如下：
１． 第一次使用本系统的作者登录本刊网站 （ｗｗｗ．ｌｃｊｙｚｚ．ｃｏｍ ）后点击用户登录菜单下的作者投稿进行注
册，注册时请按要求逐项填写完整，所填内容必须真实。注册完成后即可在线投稿，系统在作者投稿成功后
自动将相关信息发至作者指定邮箱。一次注册，长期有效。请务必注意不要重复注册。
作者以注册时设定的用户名（Ｅｍａｉｌ）和密码登录投稿系统，可随时了解稿件的编审进程。
２． 投稿后，
３． 编委和审稿专家可以用同一用户名登录审稿系统或以作者身份投稿。
４． 在使用过程中如遇问题或有好建议请和我们联系，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３６２０６８３；Ｅｍａｉｌ：ｅｄｉｔｏｒ＠ ｌｃｊｙｚｚ．ｃｏｍ
或 ｌｃｊｙｚｚ＠ １６３．ｃｏｍ。
《临床检验杂志》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