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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m1蛋白表达与人类宫颈癌的相关性
张艳，雷玉

(公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湖北 公安 434300)

【摘要】 目的 探究叉头转录因子(Foxm1)蛋白表达与人类宫颈癌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2008年7月至2014

年6月在公安县人民医院进行诊治的16例子宫良性病变患者和87例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留存的蜡块标本

进行切片取样，采用SP法检测癌变宫颈组织和正常宫颈组织中的Foxm1蛋白表达，分析Foxm1蛋白表达与宫颈癌

的相关性。结果 癌变宫颈组织的Foxm1蛋白阳性表达率为75.86%，明显高于正常宫颈组织的12.50%，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Foxm1蛋白阳性表达率在FIGO分期、分化程度以及浸润程度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在年龄大小、有无淋巴转移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Foxm1蛋白表达呈阳性的患者的5年

生存率为45.45%，明显低于呈阴性患者的71.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Foxm1在正常宫颈和癌变

宫颈中均有所表达，在宫颈癌细胞的异常增殖、侵袭上能够发挥协同作用。Foxm1蛋白表达与宫颈癌发生、发展密

切相关，可将其作为早期诊断宫颈癌的一种分子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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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Foxm1 protein and human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From July 2008 to June 2014, the data of 16 cases with uterine benign lesions and 87 cases with cervi-

cal cancer in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Gongan County were collected. The preserved paraffin specimens were sectioned.

The expression of Foxm1 protein in cancerous cervical tissue and normal cervical tissue were tested by streptavidin-bio-

tin-peroxidase staining technique (SP),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Foxm1 protein and human cervi-

cal cancer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Foxm1 protein in cancerous cervical tissue was

75.86%,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2.50% in normal cervical tissue (P<0.05).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Foxm1 protein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IGO stage, differentiation degree and infiltration degree (P<0.05),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lymph node metastasis (P>0.05). The 5-year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with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Foxm1 was 45.4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71.43% of negative expression patients,

and the median survival was (62.81±3.06) months in patients with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Foxm1 versus (70.46±3.81)

months in patients with negative expression (P<0.05). Conclusion Foxm1 is expressed in normal cervix and cervical

cancer, and can play a synergistic role in abnorma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cervical cancer cells. The expression of

Foxm1 protei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ervical cancer. It can be used as a molecular

marker for early diagnosis of cervical cancer.

【Key words】 Foxm1 protein; Cervical cancer; Tumor proliferation;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论 著·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8.01.003

基金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4FFB04310)

通讯作者：张艳。E-mail：dongmingchun1970@163.com

宫颈癌是临床上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

瘤。据报道，宫颈癌的发病人群逐渐趋向于年轻化[1]，

及早诊断，及时治疗是降低其死亡率的关键。近年来

研究证实，叉头转录因子(Foxm1)的特异性表达仅存

在于增殖期细胞中[2]，在细胞的增殖、分化和凋亡过程

中发挥关键作用，是肿瘤增殖必不可少的转录因子。

Foxm1蛋白的异常表达与肺癌、肝癌、乳腺癌、膀胱癌

等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均存在密切联系[3-4]，且

其表达水平与恶性肿瘤的进展程度呈正相关。本研

究通过对比性分析癌变宫颈组织中的 Foxm1蛋白表

达，以探讨 Foxm1 与宫颈癌病理学参数之间的相关

性，旨在为宫颈癌的早期诊断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08年 7月至 2014

年 6月公安县人民医院收治的 16例子宫良性病变患

者以及87例宫颈癌(Ⅰa2~Ⅱa2期)患者的临床资料。上

述所有患者均经过临床病理学检查明确为子宫良性

病变或宫颈癌，并排除了伴有其他恶性肿瘤及急慢性

疾病的患者。患者年龄 37~74 岁，平均(62.7±5.9)岁。

收集上述患者的存档蜡块标本，其中正常宫颈标本16

例(均来源于子宫肌瘤等良性病变行子宫全切术后的

宫颈切片标本)，宫颈癌标本 87例(均为肿瘤放化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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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采集)。通过电话回访以及复查等形式对 87 例

宫颈癌患者进行回访，随访期间并未出现失访病例，

随访时间截止 2016年 8月。87例宫颈癌患者按照国

际妇产科联盟(FIGO 2009)制定的临床分期标准 [5]分

为ⅠA2期 11 例、ⅠB1期 26 例、ⅠB2期 21 例、ⅡA1期

17 例、ⅡA2期 12 例。所有宫颈癌患者的病理类型均

为鳞癌，病理分级：高分化鳞癌(G1)16例、中分化鳞癌

(G2) 29 例、低分化鳞癌(G3) 42 例；浅肌层浸润(<1/2)

33 例、深肌层浸润(≥1/2) 54 例；有淋巴转移 7 例，无

淋巴转移 80 例。87 例宫颈癌变患者的主要临床病

理特征见表 1。

1.2 方法 从我院病理科收集上述患者的存档

石蜡块，取样后以 4 μm厚进行连续切片，贴附于经多

聚赖氨酸处理后的载玻片上，采用免疫组织化学-链

霉菌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物酶连接染色法(SP法)检

测宫颈组织中的Foxm1蛋白的表达情况，SP免疫组织

化学试剂盒由北京中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免疫

组织化学染色等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依据蜡块标本的

综合染色面积和染色强度进行量化评分，采用双盲

法分别单独阅片观察切片的阳性反应，详细阅片

后，在显微镜下对切片进行观察，每张切片随机选

择 5 个高倍视野 (10×20)进行观察，计数 100 个细

胞。根据细胞染色强度以及阳性表达细胞数所占

比例判定切片是否为 Foxm1 阳性。细胞染色强度：

以无色或蓝色为 0 分，浅黄色为 1 分，棕黄色为 2

分，棕褐色为 3 分；阳性细胞数所占比例：无阳性细

胞为 0 分，阳性细胞数低于 25%为 1 分，25%~50%为

2 分，50%以上为 3 分。将上述两种结果相加结果分

为：0~2 分为阴性 (-)、3~4 分为阳性 (+)、5~6 分为强

阳性(++)，以+、++为阳性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Pearson's χ2检验，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两比较采用双侧 t 检

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Foxm1蛋白在正常宫颈和癌变宫颈组织中

的表达 Foxm1 蛋白阳性表达主要定位于细胞浆以

及少量细胞核中，以棕黄色或棕褐色为主，癌变宫颈

组织的Foxm1蛋白阳性表达率为75.86%，明显高于正

常宫颈组织的12.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2和图1~图2。

2.2 Foxm1蛋白在癌变宫颈组织中的表达及与

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Foxm1 蛋白在 FIGO 分期Ⅰ

期、Ⅱ期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68.97%、89.66%，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G1~G3的 Foxm1 的阳性表达率

分别为 56.25%、68.97%、88.10%，Foxm1 蛋白阳性表

达率随着组织病理分化程度的提升而逐渐升高，浅肌

层浸润和深肌层浸润Foxm1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63.64%、83.33%，随着病灶浸润宫颈肌层的逐渐增强，

表1 87例癌变宫颈组织的主要临床病理特征

项目

FIGO分期

分化程度

浸润程度

淋巴转移

分类

ⅠA2期

ⅠB1期

ⅠB2期

ⅡA1期

ⅡA2期

高分化(G1)

中分化(G2)

低分化(G3)

浅肌层浸润

深肌层浸润

有

无

例数

11

26

21

17

12

16

29

42

33

54

7

80

百分比(%)

12.64

29.89

24.14

19.54

13.79

18.39

33.33

48.28

37.93

62.07

8.05

91.95

表2 Foxm1蛋白在正常宫颈和癌变宫颈组织中的表达

组织类型

正常宫颈

宫颈癌

χ2值

P值

例数

16

87

-

14

21

+

2

43

++

0

23

阳性表达 (%)

12.50

75.86

24.185 7

0.000 0

Foxm1蛋白(例)

图1 正常宫颈中Foxm1表达阴性(×200)

图2 宫颈癌中Foxm1表达阳性(×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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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m1蛋白的阳性表达率逐渐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Foxm1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在年龄、有无淋

巴转移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 Foxm1 蛋白与宫颈癌患者 5 年生存率的关

系 Foxm1 蛋白表达呈阳性患者的 5 年生存率为

45.45%，明显低于阴性患者的 71.43%，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4.304 3，P=0.038 0)。阳性患者的中位生存期

为(62.81±3.06)个月，明显低于阴性患者的(70.46±3.81)

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389 1，P=0.000)。

3 讨 论

宫颈癌在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中仅次于乳腺癌，

且近年来其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同时其发病

人群逐渐趋向年轻化发展[6]，对广大妇女的生命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据相关研究结果证实，人乳头瘤病毒

(HPV)感染在宫颈癌发病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宫颈癌

的主要致病因素，然而单纯的HPV感染并不能够引起

宫颈上皮细胞恶性转变和宫颈癌的发生[7]。因此，由

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向侵袭性宫颈癌转化期间必然

涉及其他影响细胞异常增殖分化的细胞遗传学变化。

Fox 蛋白家族是一类机体内广泛存在的转录因

子，其DNA结合区具有翼状螺旋机构，目前已发现有

17个亚族[8]，Fox蛋白在胚胎发育、细胞周期调控、糖脂

类代谢以及免疫调节等多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Foxm1作为Fox蛋白的重要转录因子，定位于人类染

色体 12p13-3 [9-10]，其生理功能以复制、有丝分裂和修

复调节为主，在所有胚胎组织中均有表达，在上皮和

间质来源的增殖细胞中则表达得更为明显。

Foxm1蛋白在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过程中往往

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恶性肿瘤中存在过度表

达，其表达水平与肺癌、肝癌、乳腺癌和膀胱癌等多种

恶性肿瘤的进展程度呈正相关[11]。本研究结果显示，

癌变宫颈组织的Foxm1蛋白阳性表达率为75.86%，明

显高于正常宫颈组织(12.50%)，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了Foxm1蛋白的异常表达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存

在密切联系。

Foxm1蛋白只在增殖细胞当中表达，进入S期后
活性明显增高，能够积极调节G2期基因表达和维持
染色体稳定 [12-13]。Foxm1蛋白的高度表达与细胞异常
增殖和周期调控有关，不仅体现在高增殖率，还能够
通过其增殖活性参与到肿瘤的形成，与多种肿瘤的侵
袭、进展及预后均存在密切联系[14]。相关研究结果证
实，Foxm1蛋白通过高危型乳头瘤病毒-16 (HPV-16)

上的E7蛋白致使细胞发生转化[15]，临床上约有50%的
宫颈癌患者能够检测到高危型 HPV-16。HPV-16 转
化活性增强时，Foxm1蛋白扩增可能导致细胞出现异
常增殖，由此导致宫颈癌的发生。从本研究结果中
看，Foxm1蛋白在FIGO分期Ⅰ期、Ⅱ期的阳性表达率
分别为 68.97%、89.66%。分化程度上，Foxm1蛋白在
G1~G3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56.25%、68.97%、88.10%，
Foxm1 蛋白的阳性表达率随着组织病理分化程度的
提升而逐渐升高，这一结果可能与Foxm1蛋白异常表
达存在一定关系。同时，浅肌层浸润和深肌层浸润
Foxm1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63.64%、83.33%，随
着肿瘤浸润宫颈肌层的增加，Foxm1蛋白表达也随之
上升[16]。而在年龄、有无淋巴转移等方面，Foxm1蛋白
的阳性表达率并未见明显差异。

此外，本研究对87例宫颈癌患者进行了为期5年
的随访调查。研究结果显示，Foxm1蛋白表达呈阳性
的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45.45%，明显低于其结果为阴
性的患者。同时，阳性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也明显低于
结果为阴性的患者。Foxm1 蛋白的异常表达与宫颈
癌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存在密切联系。

综上所述，Foxm1在正常宫颈和癌变宫颈中均有
表达，在宫颈癌细胞的异常增殖、浸润和侵袭上能够
发挥协同作用。随着疾病的不断进展，阳性表达率随
之升高，Foxm1 蛋白的表达程度与宫颈癌发生、发展
及预后存在密切联系，可将其作为早期诊断宫颈癌的
一种分子标志物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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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特征

年龄(岁)

FIGO分期

分化程度

浸润程度

淋巴转移

分类

≥45

<45

Ⅰ期

Ⅱ期

高分化(G1)

中分化(G2)

低分化(G3)

浅肌层浸润

深肌层浸润

有

无

例数

56

31

58

29

16

29

42

33

54

7

80

阳性(+~++)

43 (76.79)

23 (74.19)

40 (68.97)

26 (89.66)

9 (56.25)

20 (68.97)

37 (88.10)

21 (63.64)

45 (83.33)

5 (71.43)

61 (76.25)

阴性(-)

13 (23.21)

8 (25.81)

18 (31.03)

3 (10.34)

7 (43.75)

9 (31.03)

5 (11.90)

12 (36.36)

9 (16.67)

2 (28.57)

19 (23.75)

χ2值

0.073 2

4.519 5

7.546 5

4.339 7

0.081 7

P值

0.786 7

0.033 5

0.023 0

0.037 2

0.775 0

Foxm1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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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羊藿苷对人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增殖凋亡的影响
赵晓燕 1，2

(1.沈阳药科大学药事管理专业，辽宁 沈阳 110015；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门诊药局，北京 100853)

【摘要】 目的 研究淫羊藿苷对人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增殖凋亡的影响。方法 体外分离培养人骨关节炎软骨细

胞，用不同浓度的淫羊藿苷作用于人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噻唑蓝(MTT)法检测细胞增殖，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酶联

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细胞培养液上清中白细胞介素-1β (IL-1β)水平，Western blot检测细胞中基质金属蛋白

酶-1 (MMP-1)、基质金属蛋白酶-3 (MMP-3)、基质金属蛋白酶-13 (MMP-13)的表达。结果 0、50 µg/mL、100 µg/mL、

150 µg/mL的淫羊藿苷作用后的骨关节炎软骨细胞OD值依次为(0.58±0.04)、(0.76±0.06)、(0.92±0.07)、(1.26±0.09)，凋亡

率依次为(9.35±0.27)%、(8.69±0.11)%、(7.41±0.12)%、(6.87±0.09)%，细胞分泌的IL-1β依次为(10.53±0.97) pg/mL、(7.94±

0.84) pg/mL、(6.05±0.71) pg/mL、(5.02±0.49) pg/mL，MMP-1水平依次为(0.25±0.02)、(0.20±0.01)、(0.16±0.01)、(0.11±

0.02)，MMP-3水平依次为(0.11±0.01)、(0.08±0.01)、(0.05±0.01)、(0.02±0.01)，MMP-13水平依次为(0.39±0.03)、(0.30±

0.02)、(0.21±0.01)、(0.19±0.01)。以上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淫羊藿苷能够促进人骨

关节炎软骨细胞增殖，抑制人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凋亡，作用机制可能与细胞分泌的 IL-1β和细胞中 MMP-1、

MMP-3、MMP-13的表达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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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icariin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human osteoarthritis

chondrocytes. Methods Human osteoarthritis chondrocytes were isolated and cultured in vitro, and then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icariin. Cell proliferation was detected by MTT assay, and cell apoptosi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Interleukin-1beta (IL-1β) in supernatant of cell culture was detected by ELISA, and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 (MMP-1), MMP-3 and MMP-13 in the cells. Results After treat-

ment with 0 μg/mL, 50 μg/mL, 100 μg/mL and 150 μg/mL icariin, the OD values were (0.58±0.04), (0.76±0.06), (0.92±

0.07), (1.26±0.09); the rate of apoptosis were (9.35±0.27)%, (8.69±0.11)%, (7.41±0.12)%, (6.87±0.09)%; the secretion

levels of IL-1β were (10.53±0.97) pg/mL, (7.94±0.84) pg/mL, (6.05±0.71) pg/mL, (5.02±0.49) pg/mL; MMP-1 expres-

sion levels were (0.25±0.02), (0.20±0.01), (0.16±0.01), (0.11±0.02); MMP-3 expression levels were (0.11±0.01), (0.08±

0.01), (0.05±0.01), (0.02±0.01); MMP-13 expression levels were (0.39±0.03), (0.30±0.02), (0.21±0.01), (0.19±0.01).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bove indexes (P<0.05). Conclusion Icariin can promote the pro-

liferation and inhibit the apoptosis of human osteoarthritis chondrocytes. The mechanism might involve the expression

of MMP-1, MMP-3 and MMP-13 and the levels of IL-1β secreted by the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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