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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６７、ｐ１６ 在宫颈病变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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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 ｋｉ６７、ｐ１６ 在不同级别宫颈病变组织中的表达情况ꎮ 方法

对收集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本院就诊的 １９６ 例女性的宫颈组织标本ꎬ进行 ｋｉ６７、ｐ１６ 免疫组化检测ꎬ记录患者 ＴＣＴ 及
ＨＰＶ 检查结果ꎬ其中宫颈炎症(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组 ４０ 例ꎬ低级别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 ( Ｌｏｗ － ｇｒａｄｅ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ꎬＬＳＩＬ) 组 ６１ 例ꎬ高级别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 Ｈｉｇｈ － ｇｒａｄｅ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ꎬＨＳＩＬ) 组 ６７ 例ꎬ宫颈癌(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ꎬＣＡ) 组 ２８ 例ꎮ 结果

( １) 不同级别的宫颈病

ｈｒＨＰＶ) 患者宫颈组织中 ｋｉ６７、ｐ１６ 的阳性表达率高于 ｈｒＨＰＶ 阴性的患者ꎮ 结论

( １) 在组织学特征不明

变组织中 ｋｉ６７、ｐ１６ 的阳性表达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０１) ꎮ (２) 感染高危型 ＨＰＶ(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ＨＰＶꎬ
确时ꎬｋｉ６７、ｐ１６ 免疫组化检测结果有助于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病变的诊断ꎬ提高病理诊断的准确性ꎮ ( ２)
ｋｉ６７、ｐ１６ 表达与 ｈｒＨＰＶ 感染具有相关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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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ｋｉ６７ ａｎｄ ｐ１６ ｉｎ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ＤＯＮＧ Ｈｕ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 ＆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ꎬ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Ｗａｎｎ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Ｙｉｊｉｓｈａ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Ｗｕｈｕꎬ Ａｎｈｕｉꎬ
２４１０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ｋｉ６７ ａｎｄ ｐ１６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ｋｉ６７ ａｎｄ ｐ１６ ｉｎ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９６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ＣＴ ａｎｄ ＨＰＶ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６ ｓａｍｐｌｅ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４０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 ６１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ｌｏｗ ｇｒａｄｅ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 ( Ｌｏｗ
－ｇｒａｄｅ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ꎬ ６７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 － ｇｒａｄｅ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 ( ＨＳＩＬ) ꎬ ａｎｄ ２８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ｋｉ６７ ａｎｄ ｐ１６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 ( Ｐ<０.００１) .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ｋｉ６７ ａｎｄ ｐ１６ ｉｎ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 ｒｉｓｋ ＨＰＶ ( ｈｉｇｈ － ｒｉｓｋ ＨＰＶꎬ ｈｒＨＰＶ)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ｈｒＨＰＶ.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ｌｅａｒꎬ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ｉ６７ ａｎｄ ｐ１６ ｃｏｕｌｄ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Ｋｉ６７ ａｎｄ ｐ１６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ｒＨＰ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ꎻ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ꎻ Ｋｉ６７ꎬ Ｐ１６ꎻ
ｈｒＨＰ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宫颈癌的发生是一个 多 因 素 多 阶 段 的 长 期 过
程 [１] ꎬ因此筛查出高风险人群ꎬ找出高级别上皮内瘤
变患者并给与及时的干预才是宫颈癌防治的关键所
在 [２] ꎮ 目前子宫颈病变临床诊断主要依赖于病理诊
断ꎬ但在某些情况下ꎬ子宫颈的反应性改变、未成熟
化生或萎缩性改变可能表现出与子宫颈上皮内病变
相似的形态学特征 [３] ꎬ通过常规的苏木精和伊红染
色难以区分炎症、低级别病变和高级别病变ꎬ因此ꎬ
需要更加客观科学的辅助检测作为参考标准用于解
决病理 诊 断 中 的 难 题ꎮ 本 项 研 究 旨 在 评 估 ｐ１６ 和
Ｋｉ６７ 作为高级别宫颈病变的生物标志物ꎬ在病理诊
断的辅助检测中的实际效果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病例纳入标准: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１ 安徽芜湖ꎬ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弋矶山医
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何莲芝ꎬＥｍａｉｌ:４２９０９４３３５＠ ｑｑ.ｃｏｍ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本院妇科就诊患者为研究对象ꎬ选取其
中细胞学异常或有高危 ＨＰＶ 病毒感染且进行阴道
镜检查和活检的病例ꎬ部分标本来自术前未做放化
疗宫颈手术的病例ꎮ 排除标准:妊娠期宫颈病变患
者ꎮ 根据 ＴＣＴ 及 ＨＰＶ 检查结果ꎬ 分为宫颈 炎 症 组
(４０ 例) 、低级别宫劲鳞状上皮内病变( ＬＳＩＬ) 组( ６１
例) 、高级别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 ＨＳＩＬ) 组(６７ 例) 、
和宫颈癌( ＣＡ) 组( ２８ 例) 四组ꎮ 收集的女性患者平
均年龄为(４１.０２±８.２０) 岁ꎻ炎症组、ＬＳＩＬ 组、ＨＳＩＬ 组
和宫颈癌组平均年龄依次为( ３８.１０ ± ８.６７) 岁、 ( ４２.
５０±８.２３) 岁、(４０.０５±７.９３) 岁、(４０.１５±７.８５) 岁ꎮ 不
同组别患者平均年龄差异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 ꎮ
２.ＨＰＶ 基因分析检测、液基细胞学检查:采用核
酸分子快 速 导 流 杂 交 基 因 芯 片 技 术 ( ｆｌｏｗ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 ｃｈｉｐ) 检测 ＨＰＶ －ＤＮＡꎮ 利用精
密的过滤装置将收集的宫颈脱落细胞与悬液中的其
他杂质分离开来ꎬ然后进行细胞涂片ꎬ高纯度酒精固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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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后巴氏染色ꎮ
３.收集标本:检查前 ３ 天内不做阴道冲洗ꎬ不使
用阴道内药物ꎬ２４ 小时内禁止性行为ꎬ并在非经期检
查ꎮ 宫颈活检:对 ＴＣＴ 检查为 ＡＳＣＵＳ 及以上病变或
高危 ＨＰＶ 检测为阳性的妇女均行阴道镜检查ꎬ宫颈
上皮如果见到醋酸白色上皮、点状血管、镶嵌、异型
血管及碘试验阴性区ꎬ在怀疑病变区域进行活检ꎬ所
取组织行常 规 石 蜡 切 片 检 查ꎮ 宫 颈 环 形 电 刀 切 除
术:患者取膀胱截石位ꎬ常规消毒、铺巾ꎬ阴道镜定位
后ꎬ根据病变程度选择电切环ꎮ 部分宫颈癌标本取
自宫颈手术术后大病理标本ꎮ
４.ｐ１６ꎬｋｉ６７ 蛋白检测:所用试剂:ｐ１６ 抗体( 鼠抗
人 ｐ１６ 单克隆抗体ꎬ 编 号 ＺＭ － ０２０５) 及 Ｋｉ６７ 抗 体
( 兔抗人ꎬ编号 ＺＭ００４６) 多克隆抗体ꎬＳＰ 试剂盒ꎬ免
疫组化染色程序遵照 ＳＰ 试剂盒操作说明进行ꎬ根据
说明书对抗原进行修复ꎮ ｐ１６ 染色阳性细胞核或细
胞质出现棕黄色颗粒ꎬｋｉ６７ 染色阳性以细胞核出现
深褐色颗粒ꎮ
５. 统 计 学 处 理: 本 项 目 中 所 得 实 验 数 据 均 由
ＳＰＡＳＳ１８.０ 处 理ꎬ 免 疫 组 化 结 果 采 用 卡 方 检 验 及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ꎬ患者平均年龄采用 ｔ 检验ꎮ
二、结果
１. ｋｉ６７、ｐ１６ 的在宫颈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图 １
为不同宫颈组织免疫组化及 ＨＥ 染色结果( 放大倍数
１００ 倍图片) ꎮ 由表 １ 可知 ｐ１６ 在炎症组、ＬＳＩＬ 组、
ＨＳＩＬ 组、宫颈癌组中表 达 阳 性 率 分 别 为 ０. ０％、３３.
３％、７４.６％和 １００.０％ꎮ ｋｉ６７ 在炎症组、ＬＳＩＬ 组、ＨＳＩＬ
组、宫颈癌组中表达阳性率分别为 ２.５％、３７.７％、９５.
１％和 １００.０％ꎮ 各组 ｐ１６、ｋｉ６７ 阳性表达率经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差值均有统计意义ꎮ 按照阳性细胞≤５％者
为( －) [４] ꎻ阳性细胞数 ６％ ~ ２５％者为( ＋) ꎻ２６％ ~ ５０％
者为( ＋＋) ꎻ>５０％者为( ＋＋＋) 为标准ꎮ 图 ２ 和图 ３ 是
分别根据各组织中 ｐ１６、ｋｉ６７ 不同表达量所占的百分
比绘制的柱形图ꎮ 由图 ２ 和图 ３ 可知 ＨＳＩＬ 组、宫颈
癌组中 ｋｉ６７、ｐ１６ 高表达病例数所占比例明显高于炎
症组、ＬＳＩＬ 组ꎮ

表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图２

各组中 Ｐ１６ 不同表达量所占百分比

图３

各组中 ｋｉ６７ 不同表达量所占百分比

不同类别宫颈组织中 ｋｉ６７、ｐ１６ 表达情况 ｎ( ％)

组织类型( ｎ)
炎症( ｎ ＝ ４０)
ＬＳＩＬ( ｎ ＝ ６１)

免疫组化结果

ｐ１６ 阳性

ｋｉ６７ 阳性

２０(３３.３)

２３(３７.７)

２８(１００.０)

２８(１００.０)

０(０.０)

ＨＳＩＬ( ｎ ＝ ６７)
宫颈癌( ｎ ＝ ２８)

５０(７４.６)
９８(５０.０)

合计

１(２.５)

Ｐ１ 值

Ｐ２ 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５８(９５.１)

１１０(５６.１)

２.ｋｉ６７、ｐ１６ 的表达与高危型 ＨＰＶ 感染的关系:

表 ２ 和表 ３ 通过 χ２ 检验比较了高危型 ＨＰＶ 阳性患
者与阴性患者中 ｐ１６、ｋｉ６７ 的表达情况ꎬ两组患者中
ｐ１６ 级 ｋｉ６７ 的阳性表达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表
明 ｐ１６、ｋｉ６７ 蛋白的表达与高危型 ＨＰＶ 的感染也存
在一定相关性ꎮ
讨论
图１

不同宫颈组织免疫组化及 ＨＥ 染色结果( 放大倍数:１００×)

由于筛查的覆盖面越来越广ꎬ宫颈疾病

的检出率也越来越高ꎬ目前宫颈病变的诊断方法主
要依靠病理诊断ꎬ而病理诊断过程中参杂了很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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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因素 [５] ꎮ 对于那些形态学特征不明确的标本ꎬ使

表２

的不断深入、检测技术的进步ꎬ人们发现新的生物标

高危型 ＨＰＶ

临床诊断医师陷入诊断的困境

[６]

ꎮ 随着对宫颈研究

志可作为病理形态学辅助诊断的一把利器ꎮ 疾病相

＋(１１７)
－(７９)

为研究疾病发生发展的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ꎬ

表３

也为病变的诊断及治疗提供的特性强的生物标记与
靶点ꎮ ｐ１６ 抑癌基因参与细胞增殖调控与多种肿瘤

高危型 ＨＰＶ 阳性患者与阴性患者宫颈组织中 ｐ１６
表达情况( ｎ)

关基因及蛋白的在原位组织特异性的过表达ꎬ不仅

高危型 ＨＰＶ

当两种蛋白同时表达于宫颈细胞中ꎬ足以说明细胞

－(７９)

究证明与肿瘤恶性程度与预后有着密切相关性

[９]

ꎮ

周期出现异常调控ꎬ 细胞处于异常增殖状态 [１０－１１] ꎮ

＋(１１７)

ｐ１６、ｋｉ６７ 的表达量的量化处理可作为宫颈组织病变

[１]

临床组织标本免疫 组 化 统 计 结 果 示ꎬ ｐ１６、 ｋｉ６７

[２]

等级及恶性程度的标尺辅助临床病理诊断ꎮ

的阳性表达率与宫颈病变等级呈正相关性ꎬ表明这
两种蛋白质在宫颈肿瘤形 成 进 展 中 的 有 着 重 要 作
用ꎮ 在前列腺癌中 ｐ１６ 表达相关研究表明:ｐ１６ 阳性

病变的恶性进展速度要更快一些 [１２] ꎮ 但本研究中ꎬ
低级别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组 ｐ１６ 的阳性表达率也
达到了 ３３.３％ꎬ这预示 ｐ１６ 的过表达也可能与早期

[３]
[４]
[５]

ＨＰＶ 感染有关ꎬ研究已证实 ＨＰＶ Ｌ１ 衣壳蛋白的表
达与 ＳＩＬ 进展和宫颈癌中高百分比的 ｐ１６ 表达之间
的存在相关性 [１３] ꎮ 虽然作为抑癌基因 ｐ１６ 在细胞转

[６]

化和肿瘤进展中不能减缓瘤变引起的增殖ꎬ但其异

常的过表达却可作为机体自我防御的调节警示 [１４] ꎮ
由于 Ｋｉ － ６７ 抗原存在于所有增殖细胞( 正常细胞和
肿瘤细胞) 中 [１１] ꎬ所以 ｋｉ６７ 在炎症、低级别宫颈上皮
内病变组织中也有阳性表达ꎮ 通过高危型 ＨＰＶ 阳
性与阴性患者 ｐ１６、ｋｉ６７ 表达阳性率的比较ꎬ我们更
加验证以上观点ꎮ 高危型 ＨＰＶ 阳性患者宫颈组织

[７]

[８]
[９]

中 ｐ１６ 及 ｋｉ６７ 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阴性组ꎮ

[１０]

的感染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ꎬ因此其作为宫颈

[１１]

由于宫颈组织中 ｐ１６、ｋｉ６７ 的表达与高危型 ＨＰＶ

病变等级的评判标准也可造成一定的假阳性结果ꎮ
但是 ＨＰＶ 病毒感染仍是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及宫颈

[１２]

白作为宫颈病变诊断的生物标记仍具有较大的临床

[１３]

上皮内病变患者的主要病因ꎮ 所以 ｐ１６ / ｋｉ６７ 这组蛋
应用价值ꎮ 准确的诊断评估是精准治疗的前提ꎬ是
减少过度治疗带来的副作用的最好手段ꎮ 随着分子

机制研究的深入ꎬ也可通过基因调控机制抑制 ｐ１６、
ｋｉ６７ 的过表达ꎬ从而起到对抗 ＨＰＶ 感染导致的细胞
恶性转化行为ꎮ 使 ｐ１６、ｋｉ６７ 基因成为今后宫颈病变

[１４]

＋(９８)

ｐ１６( ｎ)

７２

－(９８)
４５

２６

５３

χ２ 值

Ｐ值

１５.４５９

０.００１

高危型 ＨＰＶ 阳性患者与阴性患者宫颈组织中

形成的相关 [７￣８] ꎮ ｋｉ６７ 作为核增殖抗原ꎬ已被大量研

的治疗的重要靶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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