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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VEGF、TLR4水平及CTCs在肺癌、
乳腺癌和前列腺癌骨转移中的临床意义

宁尚福，杨勇，凌振雄，林才华

吴川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广东 湛江 524500

【摘要】 目的 探讨血管调控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Toll 样受体 4 (TLR4)联合循环肿瘤细胞

(CTCs)在肺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骨转移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吴川市人民医院肿瘤科 2019 年

1~12月收治的 100例初诊肺癌、乳腺癌及前列腺癌骨转移患者(骨转移组)的临床资料，观察不同骨转移灶数目、

临床疗效及有无骨相关发生事件发生患者的VEGF、TLR4、CTCs表达水平；另选择同期我院收治的 94例初诊肺

癌、乳腺癌及前列腺癌无骨转移患者纳入对照组，比较骨转移组与对照组患者的 VEGF、TLR4、CTCs 表达水

平。结果 骨转移组患者的 VEGF、TLR4、CTCs 阳性率分别为(341.85±40.68) pg/mL、14.19±1.37、67.00%，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236.97±28.75) pg/mL、10.15±1.12、14.89%，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骨转移灶数目≥3 处

组患者的VEGF、TLR4、CTCs阳性率分别为(355.09±43.29) pg/mL、15.03±1.48、82.35%，明显高于骨转移灶数目

<3处组的 313.72±1.33、62.03%，明显低于无效组的(371.14±44.27) pg/mL、16.28±1.53、85.7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有骨相关事件发生组患者的VEGF、TLR4、CTCs阳性率分别为(363.03±42.26) pg/mL、15.79±1.41、

79.49%，明显高于无骨相关事件发生组的(328.31±39.67) pg/mL、13.17±1.34、59.0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血管调控因子VEGF、TLR4及CTCs可用于肺癌、乳腺癌及前列腺癌骨转移的诊断、疗效和骨相关事

件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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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ignificance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toll-like recep-

tor 4 (TLR4) combined with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in bone metastasis of lung cancer, breast cancer, and prostate

cancer.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00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ith bone metastases from lung cancer, breast can-

cer, and prostate cancer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19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nd the expression of VEGF,

TLR4, and CTCs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bone metastases,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efficacy, and those with or with-

out bone-related events were observ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94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breast can-

cer, and prostate cancer without bone metastasis were selected and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VEGF, TLR4, and CTC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bone metastasis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levels of

VEGF, TLR4, and positive rate of CTCs in bone metastasis group were (341.85±40.68) pg/mL, 14.19±1.37, and 67.00%,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236.97±28.75) pg/mL, 10.15±1.12, and 14.89%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VEGF, TLR4,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CTCs in patients with no less than 3 bone metastases were (355.09±

43.29) pg/mL, 15.03±1.48, and 82.35%,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313.72±35.13) pg/mL, 12.41±1.14, and

34.38% in the patients with less than 3 bone metastases (P<0.05). The level of VEGF, TLR4, and the positive rates of

CTCs in the effective group were (371.14±44.27) pg/mL, 16.28±1.53, and 85.71%,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334.06±39.73) pg/mL, 13.63±1.33, and 62.03% in the ineffective group (P<0.05). VEGF, TLR4, and the positive rates

of CTCs in patients with bone-related events were (363.03±42.26) pg/mL, 15.79±1.41, and 79.49%, which were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328.31±39.67) pg/mL, 13.17±1.34, 59.02% in patients without bone-related events (P<0.05).

Conclusion Vascular regulatory factors VEGF, TLR4 and CTCs can be used for the diagnosis of bone metastasis

of lung cancer, breast cancer and prostate cancer, and the evaluation of curative effect and bone-related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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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转移为恶性肿瘤的常见并发症，骨转移易引发

高钙、疼痛、病理性骨折等骨相关事件，严重影响患者

生活质量[1]。流行资料报道，多数肺癌、乳腺癌及前列

腺癌患者可发生骨转移[2]。目前骨转移的治疗缺乏根

治性手段，抗骨转移治疗仅可延缓骨转移的进展，骨

转移的早期诊疗对恶性肿瘤患者预后改善有重要作

用。骨活检是诊断骨转移的金标准，但其创伤较大，

难以用于骨转移治疗期间的动态监测。最新研究发

现 [3]，多种实验指标和恶性肿瘤骨转移有良好相关

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能够为肿瘤细胞的生

长提供有利条件，能够反映肿瘤恶性程度，临床研究

报道，VEGF 在多种恶性肿瘤骨转移患者中呈过表

达[4]。Toll样受体 4 (TLR4)是介导炎症反应的重要因

子。有研究认为，TLR4的表达和恶性肿瘤的侵袭、转

移能力有直接关系[5]。循环肿瘤细胞(CTCs)对于恶性

肿瘤预后评价有重要作用。既往研究表明，外周血

CTCs浓度越高提示患者预后越差[6]。本研究旨在探

讨血清VEGF、TLR4水平及CTCs在肺癌、乳腺癌和前

列腺癌骨转移中的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吴川市人民医院

2019年1~12月收治的100例初诊肺癌、乳腺癌及前列

腺癌骨转移患者(骨转移组)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7]：

①均符合肺癌、乳腺癌及前列腺癌的诊断标准，并通

过穿刺活检病理确诊及手术切除术病理检查确诊；

②近期ECT骨扫描和MRI均明确诊断骨转移；③预计

生存期大于3个月；④均有骨痛症状；⑤均予以相关标

准抗肿瘤治疗，并接受骨转移治疗。排除标准：①既

往有陈旧性骨折、骨退行性病变、骨慢性感染和其他

肿瘤者；②肝功能损伤者；③既往因骨转移接受过相

关治疗者；④其他肿瘤转移者；⑤重度恶液质状态的癌

症患者。100 例患者中男性 57 例，女性 43 例；年龄

25~72岁，平均(53.97±5.42)岁；肺癌47例，乳腺癌23例，

前列腺癌30例；骨转移灶<3处32例，≥3处68例；骨转

移疗效判定无效 21例，有效 79例。选择同期我院收

治的94例初诊肺癌、乳腺癌及前列腺癌无骨转移患者

纳入对照组，其一般状况评分、临床分期、病理类型、

前期治疗方式与骨转移组肺癌、乳腺癌及前列腺癌病

例分布一致。94 例患者中男性 51 例，女性 43 例；年

龄 26~70 岁，平均(52.86±5.61)岁；肺癌 47 例，乳腺癌

20例，前列腺癌27例。两组患者的基础资料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1.2 观 察 指 标 (1) 比较两组患者的 VEGF、

TLR4水平和CTCs阳性率。收集所有患者清晨空腹

外周静脉血，用酶联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浆中VEGF水

平。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患者血浆中TLR4 mRNA

表达情况。采用 Cellsearch 检测系统测定外周血

CTCs，将 7.5 mL外周血中CTCs检出个数≥5 个纳为

阳性。(2)比较不同骨转移病灶者的VEGF、TLR4水平

和CTCs阳性率。骨转移组患者均接受 12个月随访，

将随访期间发生骨转移疼痛加重或重新出现骨转移、

骨转移灶增加、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均纳入发生骨

相关事件。(3)比较不同骨转移疗效者的VEGF、TLR4

水平和 CTCs 阳性率。骨转移疗效评价：治疗后经 X

线及扫描等检查，原病变全部消失，且至少4周判定为

完全缓解；溶骨性病灶部分缩小或钙化，或者成骨性

病灶密度减低判定为部分缓解；病变无明显改变判定

为稳定；原有病灶扩大或发生新病灶判定为进展 [7]。

完全缓解、部分缓解判定及稳定均判定为有效，进展

判定为无效。(4)比较骨转移有无骨相关事件发生者

的VEGF、TLR4水平和CTCs阳性率。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
表示，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

检验，均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 VEGF、TLR4 水平和 CTCs 阳性

率比较 骨转移组患者的 VEGF、TLR4 水平和 CTCs

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2.2 不同骨转移病灶者的 VEGF、TLR4 水平和

CTCs 阳性率比较 骨转移灶数目≥3 处组患者的

VEGF、TLR4、CTCs 阳性率高于骨转移灶数目<3 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不同骨转移疗效者的 VEGF、TLR4 水平和

CTCs阳性率比较 治疗有效组患者的VEGF、TLR4、

CTCs 阳性率低于无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3。

表1 两组患者的VEGF、TLR4水平和CTCs阳性率比较[x-±s，例(%)）
组别

骨转移组

对照组

t/χ2值

P值

例数

100

94

VEGF (pg/mL)

341.85±40.68

236.97±28.75

20.619

0.001

TLR4

14.19±1.37

10.15±1.12

22.405

0.001

CTCs阳性率

67(67.00)

14(14.89)

54.094

0.001

表 2 不同骨转移病灶者的VEGF、TLR4水平和CTCs阳性率比较

[x-±s，例(%)]

组别

骨转移灶数目≥3处

骨转移灶数目<3处

t/χ2值

P值

例数

68

32

VEGF (pg/mL)

355.09±43.29

313.72±35.13

4.720

0.001

TLR4

15.03±1.48

12.41±1.14

8.847

0.001

CTCs阳性率

56 (82.35)

11 (34.38)

22.65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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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骨转移有无骨相关事件发生者的 VEGF、

TLR4 水平和 CTCs 阳性率比较 有骨相关事件发生

组患者的VEGF、TLR4、CTCs阳性率高于无骨相关事

件发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3 讨论

肺癌、乳腺癌及前列腺癌为临床常见的恶性肿

瘤，此类肿瘤骨转移的风险较高，骨转移不仅影响原

发疾病的治疗，且骨质破坏所致的病理性骨折、疼痛

等也大大降低了患者生活质量。但部分骨转移患者

早期缺乏相关症状，尽早诊治对患者生存质量改善有

重要作用。尽管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

成像对骨转移检测的特异度及灵敏度高，但其费用高

昂，且有一定放射性损伤[8]。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实验

室指标对恶性肿瘤骨转移有较高的预测价值[9]。

肿瘤血管生成在恶性肿瘤发生发展中有重要作

用，VEGF为血管调控因子，其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发

生有丝分裂，参与肿瘤血管生成，增加血管通透性。临

床研究证实，VEGF过表达能够增加实体肿瘤的瘤负

荷，增强侵袭、转移能力[10]。既往研究也表明，随着恶性

肿瘤患者病理分级及临床分期的增加，其VEGF水平相

应上升[11]。现有研究指出，VEGF和骨组织的生长有一

定关系，可通过旁分泌、自分泌形式，调控细胞增殖、迁

移、分化等反应，参与骨发育、修复和癌症骨转移[12]。本

研究结果显示，有骨转移组VEGF水平显著高于无骨转

移组，提示VEGF水平和恶性肿瘤骨转移有一定关系。

分析原因可能为VEGF高表达能够参与病灶微血管形

成，增强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能力，促进肿瘤病灶的远

处播散，从而导致骨转移的发生。同时本研究发现，骨

转移数目>3处患者VEGF水平相对较高，治疗后有效

者VEGF水平明显低于无效者，提示通过测定VEGF水

平能够一定程度的反映疗效。随访研究发现，发生骨

相关事件者VEGF水平明显高于未发生骨相关事件者，

进一步表明，VEGF对患者预后有一定预测作用。

一项研究证明，炎症反应能够参与肿瘤的发生发

展[13]，TLR4是炎症反应中的重要因子，其可在多种恶

性肿瘤中高表达，和肿瘤增殖、侵袭等恶性生物学行

为有关联。TLR4可诱导血管生成因子抗凋亡蛋白的

生成，促进肿瘤细胞生存，并引起免疫抑制，提高肿瘤

细胞的侵袭能力。临床研究指出，TLR4是恶性肿瘤

骨转移的危险因素，TLR4水平较高者更易发生骨转

移 [14]。本研究观察显示，骨转移患者 TLR4 水平相对

较高，随着骨转移灶数目的增加，患者TLR4水平相应

上升，表明TLR4水平和恶性肿瘤患者骨转移有一定

关系。经治疗发现，骨转移治疗有效者TLR4水平较

低，且未发生骨相关事件者 TLR4 水平更低，提示

TLR4水平和骨转移患者疗效和预后有一定关系。

CTCs 是由肿瘤脱落进入机体外周血的细胞，

CTCs为恶性肿瘤扩散的主要表现形式。CTCs和原发

肿瘤细胞的遗传特性或抗原相似，但其获取方式较为

简便，且创伤更小，可重复性高。有关研究显示，CTCs

具有侵袭性高、恶性程度高，可逃避机体的免疫监视

等特点。血液中检出CTCs为实体瘤发生远处转移的

必需条件，CTCs可降低细胞粘附力，减少上皮表达，

导致细胞结构改变，增加间质表达，诱导肿瘤细胞迁

移及浸润，从而参与恶性肿瘤转移灶的形成[16]。张孝

钦等[17]研究报道，CTCs可反映恶性肿瘤患者肿瘤转移

和病情改变特征，对恶性肿瘤的疗效和复发预测均有

重要作用，可为疾病的诊疗提供参考依据。结合以上

报道，提示 CTCs 在恶性肿瘤骨转移中有一定作用。

本研究中，发生骨转移组CTCs阳性率相对较高，且骨

转移灶数目>3者CTCs阳性率更高，提示CTCs对恶性

肿瘤的骨转移有一定预测价值。另外本研究中，骨转

移治疗有效者CTCs阳性率更低，且未发生骨相关事

件者CTCs阳性率也相对较低，说明CTCs能够一定程

度的反映骨转移患者效果和转归情况。

TLR4能够促进VEGF的分泌，增强肿瘤细胞的侵

袭能力。BANYS-PALUCHOWSKI 等 [18]研究报道，

VEGF的表达下调能够抑制恶性肿瘤转移，减少CTCs

计数。以上研究间接表明VEGF、TLR4及CTCs之间

可能有一定相关性，但本研究尚未进一步分析三者之

间的关系，有待后续研究循证。

综上所述，血管调控因子VEGF、TLR4及CTCs的

检测有利于肺癌、乳腺癌及前列腺癌骨转移患者病

情、疗效和预后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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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骨转移疗效者的VEGF、TLR4水平和CTCs阳性率比较

[x-±s，例(%)]

组别

无效组

有效组

t/χ2值

P值

例数

21

79

VEGF (pg/mL)

371.14±44.27

334.06±39.73

3.711

0.001

TLR4

16.28±1.53

13.63±1.33

7.860

0.001

CTCs阳性率

18 (85.71)

49 (62.03)

4.211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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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来源干细胞治疗慢性创面的疗效
及对患者MMP-2、MMP-9表达水平的影响

陈仕星，邓晶莹，苏达康，何婷婷

阳江市人民医院烧伤整形外科，广东 阳江 529500

【摘要】 目的 观察脂肪来源干细胞治疗慢性创面的疗效，并探讨其对患者基质金属蛋白酶-2 (MMP-2)、基

质金属蛋白酶-9 (MMP-9)表达水平的影响。方法 收集2019年3月至2020年9月在阳江市人民医院烧伤整形外

科接受治疗的82例慢性创面患者，依据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41例。研究组在常规综合疗法基础

上联合脂肪来源干细胞治疗，对照组予以常规综合疗法。比较两组患者治疗结束后 14 d的临床疗效，治疗结束

后 7 d及 14 d的创面愈合率，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 7 d时的MMP-2、MMP-9水平、创面量化积分和视觉模拟评分

(VAS)。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为率为92.6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3.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研究组患者治疗结束后 7 d、14 d 的创面愈合率分别为(9.86±1.12)%、(57.12±6.8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53±

0.85)%、(43.98±5.4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结束后 7 d，研究组患者的 MMP-2、MMP-9 分别为

(1.43±0.18) μg/L、(3.28±0.42) μg/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89±0.23) μg/L、(4.06±0.55)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结束后7 d，研究组患者的创面量化积分、VAS评分分别为(5.59±0.65)分、(1.12±0.14)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的(6.94±0.83)分、(1.83±0.25)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脂肪来源干细胞治疗慢性创面可降低患者

的MMP-2、MMP-9水平，加速创面愈合，临床治疗效果显著。

【关键词】 慢性创面；脂肪来源干细胞；基质金属蛋白酶-2；基质金属蛋白酶-9；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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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eutic effect of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 on chronic wound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an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in patients. CHEN Shi-xing, DENG Jing-ying,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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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 on chronic wounds, and

to explore its influence o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MMP-2) an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MMP-9) in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2 patients with chronic wound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Burn and Plastic Surgery, Yangjiang People's Hospital from March 2019 to September 2020 were collected. They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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