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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封 2）

差。将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相关因素：ＴＮＭ 分期、
淋巴
结转移、
分化程度、
ＡＬＣＡＭ，
进行 ＣＯＸ 风险模型分析。
１．３ 实验试剂及结果判定 染色方法采用免疫组化
因为 ＴＮＭ 分期与淋巴结转移有关，
因此将他们分别放
Ｅｌｉｖｉｓｉｏｎ 法，
严格根据试剂盒操作说明进行。ＡＬＣＡＭ
ＴＮＭ 分期
抗体购自美国 Ａｂｃａｍ 公司。ＥｌｉＶｉｓｉｏｎＴＭｐｌｕｓ 试剂盒、 入不同 ＣＯＸ 风险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淋巴结转移、
ＡＬＣＡＭ（图 ４）为胃癌总体生存时
内源性生物素阻断试剂盒购于福州迈新生物公司。 （图 ３）、
间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表 ２）。
但是肿瘤分化程度并不
组织细胞膜或细胞质中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显
是胃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色，用已知的组织切片作阳性对照，以磷酸盐缓冲液
（ＰＢＳ）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４００ 倍镜下随机观察
每张切片 ５ 个视野，每个视野计数 １００ 个细胞，阳性
细胞数＜１０％为阴性，≥１０％为阳性。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⑴计数资料率的比较使用 χ2 检验，小样本率的
比较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概率法，
计量资料采用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分析；⑵采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法分析累积生存
率并绘制生存曲线，Ｌｏｇ－ｒａｎｋ 检验累积生存率的差异
性，
应用 Ｃｏｘ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病理参数 ６１ 例胃癌患者中男性 ４３ 例，
女性 １８ 例，男女之比 ２．５∶１；年龄 ３０～７６ 岁，中位年
龄 ５５ 岁；术后病理腺癌 ５４ 例，其他：黏液腺癌 ５ 例，
印戒细胞癌 ２ 例；高 － 中分化 １９ 例，低分化 － 未分
化 ４２ 例；近端（贲门、胃底）胃癌 ２２ 例，中部（胃体）
胃癌 １４ 例，远端（胃窦）胃癌 ２５ 例。根据第 ７ 版 Ａ－
ＪＣＣ／ＵＩＣＣ 的 ＴＮＭ 分期系统进行分期，Ⅰ期 ４ 例；Ⅱ
期 １７ 例；
Ⅲ期 ３８ 例；
Ⅳ期 ２ 例。
２．２ ＡＬＣＡＭ 在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 免
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胃癌癌组织细胞膜及细胞浆
中 ＡＬＣＡＭ 明显表达，呈棕黄色（图 １，封 ３），癌旁
组 织 ＡＬＣＡＭ 呈阴性表达（图 ２，封 ３），其他位置未
见染色。４７．５％（２９／６１）胃癌组织呈阳性表达，
５２．５％
（３２／６１）呈阴性表达。癌组织与癌旁组织 ＣＤ８８ 表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３ ＡＬＣＡＭ 与胃癌病理参数的关系 ＴＮＭ 分期及
是否伴有淋巴结转移与 ＡＬＣＡＭ 的表达相关，伴淋巴
结转移、
ＴＮＭ 分期为Ⅲ＋Ⅳ期的患者癌组织中 ＡＬ－
ＣＡＭ 表达明显高于对应组（Ｐ＜０．０５，表 １），而性别、
年龄、术前 ＣＥＡ 水平、肿瘤部位、肿瘤大小、分化程
度、
病理类型与其无关。
２．４ 影响胃癌总生存时间的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 ＴＮＭ 分期（Ｐ＜０．０１）、
淋巴结转移
（Ｐ ＜０．０１）、分化程度（Ｐ＝０．０４７）、
ＡＬＣＡＭ（Ｐ ＜０．０１）与胃
癌 患 者 总 生 存 期 相 关 ， 性 别（Ｐ＝０．２０８）、肿 瘤 大 小
（Ｐ＝０．０９５）、肿瘤部位（Ｐ＝０．１８８）、病理类型（Ｐ＝０．８２０）、
术前 ＣＥＡ 水平（Ｐ＝０．３０６）与总生存期无关。术前 ＴＮＭ
分期更晚、伴淋巴结转移、
ＡＬＣＡＭ 阳性的患者预后更

３

讨论

ＡＬＣＡＭ 亦称 ＣＤ１６６／ＭＥＭＤ，其配基为淋巴细胞
抗原 ＣＤ６，是免疫球蛋白超家族中的一员，广泛表达
在包括：活化的 Ｂ， Ｔ 细胞、成骨细胞系、神经纤维、黑
素细胞、胸腺上皮细胞、间叶祖细胞、骨髓等组织细
胞。ＡＬＣＡＭ 既可以同型之间相结合作用 （同嗜性黏
附） ， 也可与 ＣＤ６、ＮｇＣＡＭ 等蛋白结合（异嗜性黏附），
参与包括免疫应答、胸腺发育、造血发生、神经细胞
的迁移和成骨作用等生理过程 ［1，2］。
对于 ＡＬＣＡＭ 在肿瘤中的表达，既往研究发现，
ＡＬＣＡＭ 在皮肤黑色素瘤、结肠癌、乳腺癌、卵巢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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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和肝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组织中高表达 ［3-5］。
Ｔａｃｈｅｚｙ 等人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结直肠癌组织中
ＡＬＣＡＭ 的蛋白表达，结果显示：在结肠腺瘤胞质存
在 ＡＬＣＡＭ 蛋白阳性表达，并且与结直肠癌的总体生
存率相关 ［6］。Ｗｅｉｃｈｅｒｔ 等人对直肠癌患者的研究显
示 ［7］，ＡＬＣＡＭ 在癌组织胞质及胞膜均呈强阳性表达；
并且在胞膜的表达与患者较短的生存时间显著相
关。Ｋ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 等 ［8］报道，前列腺癌组织在胞质和胞
膜上 ＡＬＣＡＭ 蛋白表达上调。但是，最近也有研究表
明，ＡＬＣＡＭ 低表达与高级别的前列腺癌相关，并影
响前列腺癌的复发 ［9］。对非小细胞肺癌（ＮＳＣＬＣ）研究
结果显示，膜高表达与较短的总生存时间相关；并且
在体外，沉默 ＡＬＣＡＭ 的表达可显著抑制 ＮＳＣＬＣ 细
胞浸润和迁移。因此 ＡＬＣＡＭ 的过度表达可能参与
ＮＳＣＬＣ 的恶性转化 ［4］，这与俞鹏翼等人的研究结果
一致［10］。Ｖｅｒｍａ 等人研究发现，在食管癌患者中 ＡＬ－
ＣＡＭ ｍＲＮＡ 和蛋白均可过度表达，且蛋白过度表达
与临床分期、
淋巴结转移及较高的侵袭性有关［11］。
对于 ＡＬＣＡＭ 在胃癌中的研究，Ｉｓｈｉｇａｍｉ 等 ［12］对
１４２ 例胃癌组织进行免疫组化检测发现，ＡＬＣＡＭ 在
胞浆和胞膜的表达率分别是 ２５．４％、３４．４％，胞膜及
胞质表达均与淋巴结转移和血管浸润相关。且 ＡＬ－
ＣＡＭ 胞膜阳性表达组中位生存期较阴性组短，预后
更差，
这可能提示 ＡＬＣＡＭ 胞膜蛋白表达与胃癌的侵
袭转移和预后有关。这与国内余丹纯等人 ［13］及周志
威等人 ［14］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的研究均显示，ＡＬ－
ＣＡＭ 在胃癌组织中高表达，
并且与淋巴结转移相关。
但是在这 ２ 个研究中，均未进一步探讨 ＡＬＣＡＭ 与胃
癌患者预后的关系。
对于 ＡＬＣＡＭ 促进肿瘤侵袭转移的机制，目前仍
不完全清楚。Ｌｕｎｔｅｒ 等［15］证实恶性肿瘤的生长常常伴
（下转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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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由此提示，在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ＡＬＣＡＭ 可
能起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ＡＬＣＡＭ 在胃癌组织中高表达，可能
参与胃癌发展的恶性进程，其高表达提示胃癌患者
预后不良。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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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ＣＡＭ 在 Ｔ
细胞中的作用也得到广泛的研究。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等人［16］
研究显示，在 Ｔ 细胞增殖过程中，需要 ＡＬＣＡＭ 阳性
树突细胞与 ＣＤ６ 阳性 Ｔ 细胞的长期接触。在免疫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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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 表达与 ＴＮＭ 分期、淋巴结转移明显相关，而与
患者的年龄、性别、术前 ＣＥＡ 水平、肿瘤部位、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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