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医学2020年12月第31卷第23期 Hainan Med J, Dec. 2020, Vol. 31, No. 23

LIFR基因mRNA表达对乳腺癌患者预后的判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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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LIFR基因mRNA表达情况与乳腺癌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 通过Kaplan-Meier Plotter

数据分析工具对截止2019年11月1日收录在GEO数据库中登记的乳腺癌组织中LIFR基因mRNA表达情况与患

者总生存期及无复发生存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 整体样本分析中，LIFR基因mRNA的高表达与乳腺癌

患者更好的总生存时间(OS)(HR：0.7，95%Cl：0.57~0.87，P=0.001 2)和无复发生存率(RFS) (HR：0.7，95%CI：0.63~

0.78，P=0.000 0)呈正相关；亚组分析中，OS方面，LIFR基因mRNA的高表达在Luminial B型亚组患者中与更好的

OS呈正相关性(HR：0.66，95%CI：0.45~0.96，P=0.029)，而在癌细胞病理分级Ⅰ级的亚组患者中与更差的OS呈正相

关性(HR：7.57，95%CI：1.01~56.76，P=0.02)，其余亚组分析中OS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RFS方面，LIFR

基因mRNA的高表达在Luminal A型、Luminal B型、Basal-like型三种亚型的患者群中与更好的RFS呈正相关，即

Luminal A 型 (HR：0.69，95% CI：0.57~0.84，P=0.000 15)、Luminal B 型 (HR：0.68，95% CI：0.56~0.82，P=0.000 0)、

Basal-like (HR：0.66，95%CI：0.52~0.85，P=0.001 4)，但在Her-2阳性的亚组中，OS及RFS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LIFR基因mRNA的高表达在乳腺癌患者整体人群预示着更好的RFS及OS，可作为乳腺癌患者

预后的预测因子，但亚组分析中，这种预后指示作用可能有差别，这其中的内在机制仍需继续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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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R mRNA expression and prognosis of pa-

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Methods The Kaplan-Meier Plotter data analysis too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LIFR gene mRNA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tissues registered in the GEO database until November 1, 2019

and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 of patients. Results In the overall sample analysis,

high mRNA expression of LIFR gene were associated with better OS (HR: 0.7, 95%CI: 0.57-0.87, P=0.001 2) and RFS

(HR: 0.7, 95%CI: 0.63-0.78, P=0.000 0). In the subgroup analysis, in terms of OS, the high expression of LIFR gene

mRNA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etter OS in Luminial B subgroup patients (HR: 0.66, 95% CI: 0.45-0.96, P=

0.029), and the subgroup of patients with cancer cell pathological grade Ⅰ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rse OS

(HR: 7.57, 95%CI: 1.01-56.76, P=0.02).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S among the other sub-

groups (P>0.05). In terms of RFS, the high expression of LIFR gene mRNA in the three subtypes of Luminal A, Luminal

B, and Basal-lik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etter RFS: Luminal A (HR: 0.69, 95%CI: 0.57-0.84, P=0.000 15), Lumi-

nal B type (HR: 0.68, 95%CI: 0.56-0.82, P=0.000 0), Basal-like (HR: 0.66, 95%CI: 0.52-0.85, P=0.001 4); but in the

Her-2 positive subgroup,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S and RFS (P>0.05). Conclusion The

high expression of LIFR gene mRNA predicts better RFS and OS in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can be used as a predictor of prognosi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However, in subgroup analysis, this prognostic results

may be different, thus more studies are need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LIFR; mRNA; TP53; Lymph node metastasis

·论著·doi:10.3969/j.issn.1003-6350.2020.23.014

通讯作者：陈小波，E-mail：sunfeng.fly3@163.com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及死

亡率仍居女性肿瘤前列 [1]。白血病抑制因子受体

(leukemia inhibitory factor receptor，LIFR)是一种具有

抑癌作用的基因，可识别白血病抑制因子(LIF)，并与

之结合，发挥对特定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已有的研

究表明，在多个肿瘤的LIFR的表达与肿瘤患者预后有

关，但不同瘤种中表现出不一致的结果。本研究通过

Kaplan-Meier Plotter 数据库分析工具 [2]对 GEO (gene

expression omnibus)数据库中收录的乳腺癌组织中

LIFR基因mRNA的表达情况与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

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所使用的资料来源于截

止 2019 年 11 月 1 日收录在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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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 数据库内的关于乳腺癌组织中 LIFR 基因

mRNA表达情况及相对应的患者临床特征数据，这些

数据包括乳腺癌细胞组织中LIFR基因的mRNA表达

情况、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人类表皮生

长因子受体(HER-2)等受体状态、乳腺癌分子分型、淋

巴结转移情况、TP53突变情况以及乳腺癌细胞的病理

学分级、患者的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OS)及无

复发生存期(relapse-free surviva，RFS)等。

1.2 研究方法 通过 Kaplan-Meier Plotter 数据

分析工具对来自于GEO数据库中乳腺癌患者癌组织

中LIFR基因mRNA表达情况与不同临床特征乳腺癌

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选择的 LIFR 基因

mRNA 检测结果对应的昂飞基因表达谱芯片的探针

ID (Affymetrix ID)为 205876_at。选定 AFFy ID，设置

不同的临床参数进行分析。参与分析的变量参数包

括乳腺癌分子分型(Lumina A 型、Lumina B 型、Her-2

阳性型及Basal-like型)、淋巴结转移情况(阳性、阴性)、

TP53基因突变情况(突变型、野生型)以及乳腺癌细胞

的病理分级(Ⅰ级、Ⅱ级、Ⅲ级)。

1.3 统计学方法 通过Kaplan-Meier Plotter数据

库分析工具在不同参数条件下对LIFR基因表达与预

后的分析，并绘制相应的 OS 及 RFS 对应的 Ka-

plan-Meier 生存曲线，并给出风险比值(hazard ratio，

HR)、可信度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CI)及 Log rank

检验的P值，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LIFR 基因mRNA表达预测乳腺癌总体人群

预后的价值 在总体人群中，具有OS数据且可供研

究分析的病例共 1 402 例，其中，LIFR 基因 mRNA 低

表达病例 666 例，高表达病例数 736 例。具有 RFS 数

据且可供研究分析的病例共3 915例，其中LIFR 基因

mRNA 低表达病例 1 854 例，高表达病例数 2 097 例。

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提示，乳腺癌组织中LIFR

基因mRNA的高表达预示患者有更好的OS (HR：0.7，

95%CI：0.57~0.87，P=0.001 2)和RFS (HR：0.7，95%CI：

0.63~0.78，P=0.000 0)，见图1。

2.2 LIFR 基因mRNA表达预测不同分子分型乳

腺癌患者预后的价值 对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患者的

预后进行分析，Luminal A 型乳腺癌患者中，具有 OS

数据且可供研究分析的病例共 611例，具有RFS数据

且可供研究分析的病例共 1 933例。Kaplan-Meier生

存分析结果提示，该亚型患者癌组织中 LIFR 基因

mRNA的高表达与更长的RFS相关(HR：0.69，95%CI：

0.57~0.84，P=0.000 15)。此外，本亚型患者癌组织中

LIFR 基因 mRNA 的高表达可能也预示着更好的 OS

(HR：0.7，95%CI：0.49~1，P=0.051)，但两组之间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2A、2B。在Luminal B型

乳腺癌患者中，具有OS数据且可供研究分析的病例

共 533 例，具有 RFS 数据且可供研究分析的病例共

1 149例。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提示，该亚型患

者癌组织中LIFR 基因mRNA的高表达预示着更好的

OS (HR：0.66，95%CI：0.45~0.96，P=0.029)和RFS (HR：

0.68，95%CI：0.56~0.82，P=0.000 0)，见图 2C、2D。在

Her-2阳性型乳腺癌患者中，具有OS数据且可供研究

分析的病例共 117例，具有RFS数据且可供研究分析

的病例共 251 例。Kaplan-Meier 生存分析结果提示，

该亚型患者癌组织中LIFR 基因mRNA的高表达可能

与较好的 OS (HR：0.67，95%CI：0.35~1.29，P=0.23)和

RFS (HR：0.72，95%CI：0.49~1.07，P=0.1)有关，但无论

是OS方面还是RFS方面，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图 2E、2F。在 Basal-like 型乳腺癌患

者中，具有OS数据且可供研究分析的病例共 241例，

具有RFS数据且可供研究分析的病例共 618例。Ka-

plan-Meier 生存分析结果提示，该亚型患者癌组织中

LIFR 基因 mRNA 的高表达与更长的 RFS 相关(HR：

0.66，95%CI：0.52~0.85，P=0.001 4)。此外，本亚型患

者癌组织中LIFR 基因mRNA的高表达可能也预示着

更好的OS (HR：0.68，95%CI：0.42~1.12，P=0.13)，但两

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2G、2H。

2.3 LIFR 基因mRNA表达对不同TP53基因、不

同淋巴结转移及不同乳腺癌细胞病理分级乳腺癌患

者的预后价值 在不同癌细胞病理分级亚组的研究

中，病理学分级Ⅰ级的患者人群中，具有OS数据且可

供研究分析的病例共 161 例，Kaplan-Meier 生存分析

图1 LIFR基因mRNA表达与整体乳腺癌人群的预后分析

注：A为OS情况；B为RFS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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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提示，LIFR 基因 mRNA 的高表达与更差的预后

相关(HR：7.57，95%CI：1.01~56.76，P=0.02)。而在不

同的TP53基因状态、不同淋巴结转移状态以及Ⅱ~Ⅲ

级的乳腺癌病理分级人群中，并未观察到 LIFR 基因

mRNA的表达与患者OS之间的关系，见表1。

3 讨论

乳腺癌是临床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占女性新发恶

性肿瘤的24.2%，癌因死亡的15%，严重威胁着女性人

群的健康。乳腺癌的发生与遗传、基因突变及社会和

经济发展、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1，3]。

LIF (leukemia inhibitory factor，LIF)即白血病抑制

因子，是人体内的抑癌基因，属于 IL-6细胞因子家族

成员对肿瘤细胞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LIFR是白血

病抑制因子受体，可识别白血病抑制因子(LIF)，并与

之结合，发挥对特定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LIFR受体

在不同组织中的分布和活性不同，相应的细胞生长调

节机制也不完全相同。有研究表明，LIFR 是 Hip-

po-YAP通路上游的癌细胞转移抑制因子，并且与肿瘤

患者的预后相关，高度恶性肿瘤细胞中恢复LIFR表达

图2 LIFR基因mRNA表达预测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患者预后的价值

注：A 为Luminal A型OS情况；B为 Luminal A型RFS情况；C为 Luminal B型型OS情况；D为Luminal B型RFS情况；E为Her-2+型OS情况；F为

Her-2+型RFS情况；G为Basal-like型OS情况；H为Basal-like型RFS情况。

表1 LIFR 基因mRNA表达对不同TP53基因、淋巴结转移及癌细胞

病理分级患者预后的影响

变量名称

Tp53基因

淋巴结转移

乳腺癌细胞病理分级

变量状态

野生型

突变型

阴性

阳性

Ⅰ级

Ⅱ级

Ⅲ级

HR值

0.4

3.04

0.76

1.32

7.57

0.83

0.77

95%CI

0.11~1.5

0.68~13.46

0.48~1.21

0.85~2.06

1.01~56.76

0.53~1.3

0.55~1.06

Log-rank P值

0.16

0.12

0.25

0.22

0.02

0.42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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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触发Hippo激酶级联反应抑制转移。相反，非

转移性癌细胞中LIFR的丢失会通过激活YAP诱导迁

移、侵袭和转移性定植，这些现象表明，LIFR的表达是

肿瘤患者预后的保护因素[4]。JOHNSON等[5]检测了乳

腺癌骨转移患者骨骼中乳腺癌细胞的LIFR水平，结果

提示，LIFR在癌细胞中的表达水平随骨转移而降低，

并且与患者预后和缺氧基因活性呈显著负相关。另

一些研究则表明，在部分肿瘤中，LIFR具有促进肿瘤

生长的作用，可抑制DNA损伤修复，并可引起放疗耐

受，是不良预后的直接相关指标[6-7]。WU等[8]研究中，

70例结直肠癌组织标本中，LIFR均呈现高表达，LIFR

通过上调大肠癌中的 IL-8水平，进而促进肿瘤血管生

成。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高表达的LIFR预示着更晚的

肿瘤分期、淋巴结转移及不良预后。关于LIFR表达与

肿瘤预后的关系目前存在的不一致现象，预示着LIFR

对癌细胞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可能与更深层次的多个

信号传导通路有关，并且，在不同类型的癌组织中，起

主导作用的潜在信号通路可能有所不同。

本研究从mRNA层面对LIFR的表达与乳腺癌患

者的预后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LIFR基因mRNA的

高表达与更好的OS及RFS成正相关性。这可能与乳

腺癌细胞中 LIFR 基因 mRNA 的表达可上调 LIFR 的

受体表达，进而对肿瘤细胞的生长产生抑制作用有

关。这一结论与REAL等[9]关于LIFR功能在乳腺癌中

的研究结果相近。

乳腺癌依据其癌细胞表面雌激素受体(ER)、孕激

素受体(PR)及Her-2等细胞分子的表达情况可进一步

分为Luminal A、Luminal B、Her-2阳性及Basal-like四

种亚型。本研究中，不同亚型人群中，LIFR 基因

mRNA的表达水平与预后有不同的相关性。在Lumi-

nal A型的乳腺癌人群中，LIFR基因mRNA的高表达

与更长的RFS呈正相关，但在OS方面，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在Luminial B型患者中，LIFR基因mRNA的高

表达与更长的OS及RFS均呈正相关，差异有明显的

统计学意义，这表明，Luminial B型患者中，癌组织中

LIFR 的高表达可预示着更好的生存预后。在 Her-2

阳性组及 Basal-like 组患者中，高表达 LIFR 基因的

mRNA组患者在OS及RFS方面也均表现出了更长生

存期的倾向，但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P53基因又被称为p53基因，本身具有调节细胞

增殖和分裂、维持机体细胞正常运转的作用。目前的

研究证实，TP53基因的突变参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和发

展，并与不良预后有关[10-12]。此外，淋巴结的转移情况

和癌细胞的病理分级也被认为与癌细胞的恶性程度

及患者预后密切相关。本研究中，在TP53野生型组患

者中，LIFR 基因 mRNA 的高表达组患者表现出了更

好的OS的倾向。而在TP53突变型组患者中，情况则

相反。在随后的淋巴结转移情况的亚组分析中也看

到了类似的现象，但均缺乏统计学差异。在对不同病

理分级癌细胞组患者LIFR 基因mRNA的表达与预后

的分析中，病理分级Ⅰ级的患者组中，高表达LIFR 基

因mRNA提示与不良预后相关，这和WU等[8]在结直

肠癌中观察到的LIFR生物学功能一致。而在病理学

分级Ⅱ级和Ⅲ级的患者中并未得到类似结论。这种

不一致的结果表明，一方面，LIFR基因mRNA表达水

平的高低反应在LIFR蛋白表达层面上可能存在一定

的差别；另一方面，LIFR基因mRNA的高表达所反应

出来的预后可能与其他潜在生物因子的协同作用有

关。以TP53为例，有研究表明，TP53具有上调LIF的

表达情况，进而通过与LIFR结合，实现对DNA损伤的

修复，而突变的TP53是否会诱导LIF的异常功能的出

现，以及是否还存在其他潜在的协同因子，仍需要大

量的研究去探究[13]。

通过上述研究的分析，说明 LIFR 基因 mRNA 的

高表达与乳腺癌患者的整体预后具有正相关性，高表

达 LIFR 基因 mRNA 的乳腺癌患者有着更好的 OS 及

RFS。但不同条件的亚组分析结果表明，LIFR 基因

mRNA基因的高表达与患者OS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

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的深层次分子机制和信号通路

机制仍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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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血清NPY、S100B蛋白、
B/A比值与胆红素脑损伤的关系

代红 1，范小康 2

咸阳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 1、儿科 2，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目的 研究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血清神经肽Y (NPY)、S100B蛋白、总胆红素/白蛋白(B/A)比值与胆

红素脑损伤的关系。方法 将咸阳市中心医院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收治的120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

纳入研究。将其按照脑损伤程度分为轻度组53例和中重度组67例，另取60例健康新生儿作为对照组。检测并比

较三组新生儿的血清总胆红素(TSB)、NPY、S100B蛋白、B/A比值，对比三组新生儿行为神经测定量表(NBNA)评

分。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血清NPY、S100B蛋白、B/A比值与TSB、NBNA评分的相

关性。结果 三组新生儿的性别、日龄、胎龄、出生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轻度组与中重度组新

生儿的TSB、NPY、S100B、B/A比值明显高于对照组，且中重度组新生儿上述各项指标水平明显高于轻度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轻度组与中重度组新生儿的各项NBNA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且中重度组新生儿的各项

NBNA评分明显低于轻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

血清 NPY、S100B 蛋白、B/A 比值均与 TSB 呈正相关(r=0.523、0.582、0.601，P<0.05)，均与 NBNA 评分呈负相关

(r=-0.566、-0.594、-0.632，P<0.05)。结论 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血清NPY、S100B蛋白、B/A比值与胆红素脑损伤

密切相关，有可能成为早期预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胆红素脑损伤的有效指标。

【关键词】 高胆红素血症；脑损伤；神经肽Y；血清总胆红素/白蛋白；S100B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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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NPY, S100B protein, B/A ratio, and bilirubin brain injury in neonates with
hyperbilirubinemia. DAI Hong 1, FAN Xiao-kang 2. 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1,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2, Xianyang
Central Hospital, Xianyang 712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neuropeptide Y (NPY), S100B protein, total bil-

irubin/albumin (B/A) ratio, and bilirubin brain injury in neonates with hyperbilirubinemia. Methods A total of 120 neo-

nates with hyperbilirubinemia who were admitted to Xianyang Centr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8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brain injur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mild group with 53 cases

and the moderate and severe group with 67 cases. Another 60 healthy newborn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Se-

rum total bilirubin (TSB), NPY, S100B protein, and B/A ratio of neonates in the three groups were detected and com-

pared, and NBNA scores among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

lation between serum NPY, S100B protein, B/A ratio and TSB, Neonatal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Assessment (NBNA)

scores in neonates with hyperbilirubinemia. Results The gender, day age, gestational age and birth mass of the neo-

nat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TSB, NPY, S100B, and B/A ra-

tio in the mild group and the moderate and severe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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