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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DcR3的表达对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病理
分型、临床分期与预后的影响

马 焱,张 晶,刘 爽,李 莉△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外一科,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 目的:探讨组织中诱骗受体3(DcR3)的表达对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病理分型、临床分期与预后的影响。方法:选取2013年

1月至2015年1月本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66例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和60例良性卵巢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良性卵巢肿瘤患者和上皮性卵巢癌患者体内DcR3的表达水平及其阳性表达率。比较上皮性卵

巢癌患者中Ⅰ~Ⅱ期与Ⅲ~Ⅳ期、高分化组与低分化组的、淋巴转移与无淋巴转移患者的DcR3阳性表达率情况,并比较DcR3
阳性表达患者与DcR3阴性表达患者的中位生存期。结果: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DcR3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良性卵巢肿瘤患

者(P<0.05);上皮性卵巢癌患者中,Ⅰ~Ⅱ期患者的DcR3阳性表达率高于Ⅲ~Ⅳ期患者(P<0.05),高分化组患者DcR3阳

性表达率高于低分化组(P<0.05),有淋巴转移患者阳性表达率DcR3高于无淋巴转移患者(P<0.05)。DcR3阳性表达组患

者的中位生存期明显短于DcR3阴性表达组患者(P<0.05)。结论:上皮卵巢癌患者组织中DcR3的阳性表达率越高,其病理

分型、临床分期越高,淋巴转移的风险也越高,且患者的中位生存期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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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expressionofDcR3ontheclinicopathologicalcharacteristicsandprognosisofepithe-
lialovariancancer
MaYan,ZhangJing,LiuShuang,LiLi.(Gynecologicsurgery,TheAffiliatedTumorHospitalofXin-
jiangMedicalUniversity,Urumqi83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oftheexpressionofdecoyreceptor3(DcR3)onthepatho-
logicalclassification,clinicalstageandprognosisofpatientswithepithelialovariancancer.Methods:from
January2013toJanuary2015,66patientswithepithelialovariancancerand60patientswithbenignovarian
tumorwereselectedasthesubjects.TheexpressionofDcR3andthepositiveexpressionrateinpatients
withbenignovariantumorandepithelialovariancancerweredetectedbyimmunohistochemistry.The
DcR3positiveratewascomparedbetweenpatientswithepithelialovariancancerinstageⅠ-ⅡandⅢ-Ⅳ,
highdifferentiationgroupandlowdifferentiationgroup,lymphnodemetastasisandwithoutlymphnode
metastasis.ThemediansurvivalwascomparedbetweenDcR3positiveandnegativeexpressionpatients.
Results:ThepositiveexpressionrateofDcR3inepithelialovariancancerpatientswassignificantlyhigher
thanthatinpatientswithbenignovariantumor(P<0.05).Inpatientswithepithelialovariancancer,the
positiverateofⅠ-ⅡpatientswashigherthanthatofpatientswithstageⅢ-Ⅳ (P<0.05),thepositive
rateofhighdifferentiationgroupwashigherthanthatoflowdifferentiationgroup(P<0.05).Thepositive
rateofpatientswithlymphnodemetastaseswashigherthanthatofpatientswithoutlymphnodemetasta-
sis(P<0.05).ThemediansurvivaltimeofDcR3positivepatientswassignificantlylongerthanthatof
DcR3negativepatients(P<0.05).Conclusion:ThehigherpositiveexpressionrateofDcR3inepithelialo-
variancancerpatientswasrelatedtothehigherthepathologicaltypeandclinicalstage,thehighertherisk
oflymphaticmetastasis,andtheshorterthemediansurvivaltime.
Keywords decoyreceptor3;epithelialovariancancer;benignovariantumor

  上皮性卵巢癌是一种女性生殖系统肿瘤,病死 率在女性癌症相关死因中居第五位,有统计资料显

示,大约70%确诊为上皮性卵巢癌时,病情已经发

展到Ⅲ~Ⅳ期[1]。尽管现在外科手术和药物治疗已

经相对成熟,但是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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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30%。1998年Pitti等发现诱骗受体3(DcR3),
为一种肿瘤坏死因子受体,后续的研究发现DcR3
在肿瘤免疫、移植免疫以及自身免疫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2-3]。本研究旨在探讨DcR3的表达对上皮

性卵巢癌患者病理分型、临床分期与预后的影响,以
期在临床上能通过检测DcR3的表达指导上皮性卵

巢癌的治疗和干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

于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66例上

皮性卵巢癌患者和60例良性卵巢肿瘤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其中66例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平均年龄为

(56.58±2.47)岁;Ⅰ~Ⅱ期30例,Ⅲ~Ⅳ期36例;
高分化41例,低分化25例;淋巴转移39例,无淋巴

转移27例。60例良性卵巢肿瘤患者平均年龄为

(57.89±1.47)岁。病例纳入标准:(1)所有上皮性

卵巢癌患者均符合上皮性卵巢癌的临床诊断标准;
良性卵巢癌患者均符合良性卵巢肿瘤的临床诊断标

准;(2)所有患者均无心脑血管疾病、无精神障碍;
(3)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运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法,采用

已知的阳性组织切片作为阳性对照并且以PBS溶

液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将蜡块标本以4μm的

厚度进行连续切片,烤干,常规二甲苯脱蜡,梯度酒

精水化。常温孵育10min以除去3%过氧化氢里的

内源性的过氧化氢酶,并将其置于枸橼酸抗原修复

缓冲液中,进行高温、高压抗原修复2min,然后自然

冷却至室温。滴加DcR3单克隆抗体(上海素尔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H20140621),在4℃的条件下孵

育过夜。滴加生物素化二抗,滴加过氧化物标记的

抗体。运用二氨基联苯胺(DAB)进行显色,苏木精

复染后进行透明,脱水,封片。
1.3 评价标准 根据阳性细胞范围以及着色强度

双计数运用半定量分级法进行评分:(1)表达程度评

分:每张切片在高倍物镜下选取5个具有代表性的

视野,每个视野计数300个细胞,根据阳性细胞所占

的比例进行评分,具体的评分为:阳性细胞比例<
5%,计分为0分;阳性细胞比例在5%~25%之间

计分为1分;阳性细胞比例早26%~50%之间,计
分为2分;阳性细胞比例>50%,计分为3分。(2)
染色强度评分:无着色为0分,淡黄色为1分,棕黄

色为2分,棕褐色为3分。将上述两项评分进行相

乘得到最终评分,最终评分在0~2分之间为阴性,
即不表达,3~5分为低表达,6~9分为高表达。≥
3分即表示为阳性。阳性表达率=阳性例数/总例

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
示,两组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率的比较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上皮性卵巢癌患者DcR3阳性表达率比较

  Ⅰ~Ⅱ期患者的阳性表达率低于Ⅲ~Ⅳ期的患

者,高分化组的阳性表达率高于低分化组,淋巴转移

患者的阳性表达率高于无淋巴转移患者,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表1 上皮性卵巢癌患者DcR3阳性表达率比较

病理特征 n 阳性表达
率,n(%) χ2 P

Ⅰ~Ⅱ期 30 17(56.67) 4.598 0.034
Ⅲ~Ⅳ期 36 31(86.11)
高分化 41 37(90.24) 4.740 0.031
低分化 25 16(64.00)
淋巴转移 39 30(76.92) 4.220 0.042
无淋巴转移 27 17(62.96)

2.2 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和良性卵巢肿瘤患者DcR3
阳性表达率比较 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DcR3阳性

表达率明显高于良性卵巢肿瘤患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 义 (89.39% vs21.67%,χ2 =5.239,P <
0.05)。

2.3 DcR3阳性表达患者与阴性表达患者的中位生

存期比较 DcR3阳性表达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短

于阴性表达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

    表2 DcR3阳性表达患者与阴性表达患者

的中位生存期比较(月,췍x±s)

  组别 n 中位生存期
阳性表达组 82 28.41±3.25
阴性表达组 44 50.29±2.77
  t 2.254
  P 0.023

3 讨 论

  DcR3是1998年 被 Pitti等 发 现 并 命 名 的,
DcR3的 mRNA位于人类染色体的20q13.3,在癌

症产生过程中基因的重组与扩增都与该区域有着密

切的联系[4-5]。DcR3蛋白是一种非膜连接的的分泌

性蛋白分子,该蛋白分子主要在细胞质中进行表达

并且能够竞争性的结合肿瘤坏死因子,对他们介导

的细胞凋亡进行负调控。研究发现,DcR3蛋白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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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与上皮性卵巢癌有密切的关系,促进细胞的生长

以及恶化,对上皮性卵巢癌产生严重的影响[6-7]。
  目前研究表明,DcR3与许多肿瘤的产生有关

系,并发现DcR3在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中高表

达,并且与患者的预后有着密切的联系,原因可能为

DcR3介 导 B 淋 巴 细 胞 产 生 耐 药 性 影 响 患 者 预

后[8-9]。在上皮性卵巢癌患者中,DcR3蛋白表达可

阻止FasL所介导的细胞凋亡,从而影响到上皮性卵

巢癌患者的病理分级、肿瘤细胞的分化程度以及淋

巴转移情况,而患者的病理分级、肿瘤细胞的分化程

度以及淋巴转移情况又是影响患者预后的主要因

素[10-11]。本研究中,Ⅰ~Ⅱ期患者的阳性表达率低

于Ⅲ~Ⅳ期患者,淋巴转移患者的阳性表达率高于

无淋巴转移患者,高分化组的阳性表达率高于低分

化组,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DcR3蛋白的阳性表达

率高于良性卵巢肿瘤并且阳性表达组患者的中位生

存期短于阴性表达组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与已有的报道结果基本吻合,DcR3
蛋白表达可能与上皮性卵巢癌的病理分级,肿瘤细

胞的分化程度和上皮性卵巢癌的恶化程度有着联

系,影响患者的预后缩短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但是

要进一步明确DcR3蛋白表达与上皮性卵巢癌之间

联系,需要进一步的实验才能证实。
  综上所述,DcR3蛋白的表达可能影响上皮性卵

巢癌的病理分级,并且使其向Ⅲ~Ⅳ期发展,还能够

加剧肿瘤细胞的分化程度,影响淋巴转移情况,从而

综合影响患者的预后情况,缩短患者的中位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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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名词术语使用规范

  名词、术语应统一,不要一义多词或一词多义。
妇产科学、耳鼻咽喉科学、血液病学、呼吸病学、内分
泌学和眼科学的名词已由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
公布,应严格执行,其它尚未审定者,目前以下列两
个主题词索引为准:①《主题词索引》(见:医学主题
词注释字顺表.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
所,1984.761~914);②《中医药主题词表》(中国中
医研究院图书情报研究所,1987)。在这两个主题词

表中找不到者,则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医
学词汇》、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药名词汇》和科学
出版社出版的各学科名词审定本为准。如“发烧”应
改为“发热”,“红血球”应改为“红细胞”,“血色素”应
改为“血红蛋白”,“剖腹产术”应改为“剖宫产术”等。
国内尚无统一译名的,参考以上词典慎重拟定,并在
译名后加括号注外文,在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
公布后,应立即严格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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