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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的表达水平
与新辅助化疗疗效的相关性

魏鹏 1，陈鹏 2

1.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普外一科，陕西 咸阳 712000；
2.三原县医院普外二科，陕西 咸阳 713800

【摘要】 目的 研究乳腺癌患者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的表达水平与新辅助化疗效果的关系。方法 选取

2017年4月至2020年4月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收治的78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新辅助化

疗结合手术治疗，持续化疗4个周期，于化疗结束后评价临床疗效，根据评价效果将临床完全缓解、病理完全缓解、

临床部分缓解患者纳入疗效较好组(n=51)，临床稳定、临床进展者纳入疗效较差组(n=27)。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

征以及治疗前后的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水平和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阳性表达率；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

与新辅助化疗疗效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疗效较差组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率为88.88%，远高于疗

效较好组的11.7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疗效较差组患者的E-钙黏附蛋白和肌切蛋白平均积分

光密度值分别为(25.58±5.13)%和(21.42±5.21)%，明显高于疗效较好组的(21.01±5.15)%和(15.98±5.18)%，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疗效较差组患者的E-钙黏附蛋白和肌切蛋白阳性率分别为92.59%、96.29%，明显高于疗效

较好组的 47.05%、43.13%，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经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E-钙黏附蛋白

(r=-0.095，P<0.01)、肌切蛋白(r=-4.27，P=0.031)表达与新辅助化疗疗效均呈负相关。结论 乳腺癌患者体内E-钙
黏附蛋白、肌切蛋白参与了乳腺癌的发展，且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与新辅助化疗疗效均呈负相关。

【关键词】 乳腺癌；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表达；新辅助化疗；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 R73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350（2022）07—0853—04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E-cadherin and scinderi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the effect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EI Peng 1, CHEN Peng 2.1. First Division of General Surgery, NO.215 Hospital of Shaanxi
Nuclear Industry, Xianyang 712000, Shaanxi, CHINA; 2. Second Division of General Surgery, Sanyuan County Hospital,
Xianyang 7138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E-cadherin and scinderi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the effect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Methods A total of 78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dmitted to
No.215 Hospital of Shaanxi Nuclear Industry from April 2017 to April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ll pa-
tients receive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surgical treatment and continued chemotherapy for 4 courses.
After chemotherapy,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s, patients with complete clini-
cal remission, complete pathological remission, and partial clinical remission were included in the better efficacy group
(n=51), and those with clinical stability and clinical progress were included in the poor efficacy group (n=27). The clini-
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s well as the serum levels and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of
E-cadherin and scinderi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cadherin, scinderin and the effica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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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一种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常发生在乳

腺上皮以及导管上皮[1]。其发病率逐年升高，在妇科

恶性肿瘤中已达首位，严重危害女性的生命健康 [2]。

早期患者可出现乳头溢液、疼痛、乳头形状改变和肿

块等情况。目前临床上常采用手术联合化学和放射

治疗[3]。新辅助化疗是一种新型化疗方案，常运用于

中晚期乳腺癌的治疗，疗效已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认

可。但有研究表明，新辅助化疗的临床总体有效率为

65%~90%，对于部分患者疗效较低甚至无效，并且化

疗所引起的毒副反应也可能导致治疗失败，严重危害

患者生命健康[4-5]。因此，迫切需要寻找能够反映化疗

效果的指标来判定哪些人群适合接受新辅助化疗治

疗。E-钙黏附蛋白是钙粘附蛋白家族中的一种跨膜

蛋白的亚型，主要负责细胞的分化、分泌等功能，已被

证实其参与恶性肿瘤的发展；肌切蛋白是一种重要的

肌动蛋白结合蛋白，与肿瘤的发展与形成密切相关。

近年来，两种指标已被用于评估乳腺癌的疗效和预

后，但是目前将两种指标运用于判定乳腺癌新辅助化

疗效果的相关研究较少[6]。本研究旨在探讨乳腺癌患

者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的表达水平及其与新辅助

化疗效果间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年 4月至 2020年 4月
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收治的 78例乳腺癌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乳腺癌综合诊治规

范化手册》[7]中乳腺癌诊断标准者；(2)符合《乳腺癌临

床诊治实用手册》[8]中新辅助化疗适应证者；(3)精神正

常者；(4)无大面积癌细胞转移者；(5)生存时间在治疗

周期以上者；(6)治疗前未接受其他治疗者。排除标

准：(1)存在其他血液体统疾病者；(2)存在肺、脑、肾等

重要器官障碍者；(3)中途退出或死亡者。根据治疗后

的评价效果进行分组，将临床完全缓解、病理完全缓

解、临床部分缓解者纳入疗效较好组，临床稳定、临

床进展者纳入疗效较差组。疗效较好组患者 51例，

年龄 29~71岁，平均(50.24±10.21)岁；病程 9~18个月，

平均(14.25±2.44)个月。疗效较差组患者 27例，年龄

29~70岁，平均(50.15±10.19)岁；病程 9~18个月，平均

(14.19±2.34)个月。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我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及其家属知情且签署知情

同意书。

1.2 评价标准 参考《乳腺癌综合诊治规范化手

册》[8]中评价标准：临床完全有效：患者所有病灶均消

失；病理完全缓解：患者手术后大体标本中癌残留或

癌成分基本消失；临床部分缓解：基线病灶长径降低

30%以上；临床稳定：患者病灶缩小未达到临床部分缓

解标准；临床进展：基线病灶未见改善或者增加、出现

新病灶。

1.3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接受穿刺检查

和影像学检查，符合《乳腺癌综合诊治规范化手册》中

乳腺浸润性癌诊断标准，在患者确诊随即进行新辅助

化疗治疗。治疗前患者均接受盐酸恩丹西酮注射液

(常州兰陵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80013) 8 mg，
使用前先将该注射液溶于25~50 mL 0.9%氯化钠溶液

中，然后静脉注射，以预防胃肠道不适症，在治疗开始

时辅以参芪扶正注射液(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国药准

字Z19990065) 250 mL/d静脉滴注。治疗首日，对患者

静脉滴注表柔比星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000496) 60 mg/m2，环磷酰胺注射液(江苏恒瑞制

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0950292) 600 mg/m2；第二天

至第五天静脉滴注5-氟尿嘧啶(北京斯利安药业有限

公司 国药准字H11020223) 6~8 h。疗程为5 d，每个患

者接受4个周期化疗，随即进行手术治疗。

1.4 组织E-钙黏附蛋白和肌切蛋白免疫组化检

测 在患者接受治疗前和治疗 4个周期后进行检查，

进行组织切片制作，将玻片采用生理盐水清理干净后

烘干，浸泡于二甲苯 Ⅰ、Ⅱ中各15 min，随后将其浸泡

于100%，95%，70%的酒精内3 min，随后再用磷酸盐缓

冲液(PBS)清洗，将切片放于修复液中，放于水浴箱进

行抗原修复，完成后将其取出，冷却后使用PBS再次清

洗，反复三次，在玻片上加入3% H2O2去离子水，待室温

培养后，采用PBS反复冲洗，甩干3次，随后滴入一抗，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as analyz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lymph node metastasis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poor efficacy group was 88.88%, which was much higher than 11.76% in the better efficacy group (P<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average integrated optical density values of E-cadherin and scinderin of patients in the poor ef-
ficacy group was (25.58±5.13)% and (21.42±5.21)%, respectively,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rresponding
(21.01±5.15)% and (15.98±5.18)% in the better efficacy group (P<0.05). The positive rates of E-cadherin and scinderin
in the poor efficacy group were 92.59% and 96.29%,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47.05% and
43.13% in the better efficacy group (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E-cadherin
(r=-0.095, P<0.01) and scinderin (r=-4.27, P=0.031)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fficacy of neoadjuvant che-
motherapy. Conclusion E-cadherin and scinderin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r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east
cancer, and the expression of E-cadherin and scinderin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fficacy of neoadjuvant che-
motherapy.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E-cadherin; Scinderin; Expressio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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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中孵育过夜。复温孵育，采用PBS液进行冲洗

5 min，反复3次后滴入二抗孵育1 h，再进行PBS液进

行冲洗5 min，反复3次后滴入显色剂，10 min后通过显

微镜观察。再次染色3 min后使用自来水进行冲洗，通

过1%盐酸酒精进行分化，10 s后，采用自来水冲洗，再

次烘干，滴入中性树胶封片，干燥后随即进行读片。

1.5 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阳性评价标准 结

果可见棕黄色颗粒，同时特异性分布于胞浆或者包

膜，则可判定为阳性。定量分析采用图像分析技术，

使用Olympus公司的图像采集分析系统，将制作的玻

片放于光镜下进行分析，每个玻片选择阳性细胞进行

采集，并通过 Image-Pro Plus6.0软件对所获得的图像

进行平均积分光密度计算。所测得值为每个阳性细

胞内的平均值。

1.6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

(2)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

水平；(3)分析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表达与新辅助

化疗疗效的相关性。

1.7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组内比较采

用配对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

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表达

与新辅助化疗疗效的相关性。以P<0.05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 两组患者在绝

经情况、肿瘤直径、TNM分期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疗效较差组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率为

88.88%，明显高于疗效较好组的 11.76%，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E-钙黏附蛋白、肌切

蛋白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E-钙黏附蛋白、

肌切蛋白平均积分光密度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E-钙黏附蛋白、肌切

蛋白平均积分光密度值明显低于治疗前，且疗效较好

组患者的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平均积分光密度值

明显低于疗效较差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E-钙黏附蛋白表达阳性

率比较 治疗后，疗效较好组患者中E-钙黏附蛋白阳

性 24例，阴性 27例，E-钙黏附蛋白阳性率为 47.05%
(24/51)，阴性率为 52.94% (27/51)；疗效较差组患者中

E-钙黏附蛋白阳性 25例，阴性 2例，E-钙黏附蛋白阳

性率为 92.59% (25/27)，阴性率为 7.41% (2/27)。疗效

较好组患者的E-钙黏附蛋白阳性率显著低于疗效较

差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χ2=15.671，P<0.01)。
2.4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肌切蛋白表达阳性率比

较 治疗后，疗效较好组患者中肌切蛋白阳性 22例，

阴性 29例，肌切蛋白阳性率为 43.14%(22/51)，阴性率

为 56.86%(29/51)；疗效较差组患者中肌切蛋白阳性

26例，阴性 1例，肌切蛋白阳性率为 96.30% (26/27)，
阴性率为 3.70% (1/27)。疗效较好组患者的肌切蛋

白阳性率显著低于疗效较差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χ2=21.077，P<0.01)。
2.5 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表达与新辅助化

疗疗效的相关性 经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E-钙黏附蛋白(r=-0.095，P<0.01)、肌切蛋白(r=-4.27，
P= 0.031)表达与新辅助化疗疗效均呈负相关，见图1。

3 讨论

在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率逐年升高，成为女性发

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严重危害女性的生命健康 [9]。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例(%)]

项目

已绝经

未绝经

肿瘤直径>2 cm
肿瘤直径≤2 cm
TNM分期

Ⅱ期

Ⅲ期

有淋巴结转移

无淋巴结转移

疗效较好组(n=51)
26 (50.98)
25 (49.01)
25 (49.01)
26 (50.98)

27 (52.94)
24 (47.05)
6 (11.76)
45 (88.23)

疗效较差组 (n=27)
14 (51.85)
13 (48.14)
13 (48.14)
14 (51.85)

15 (55.55)
12 (44.45)
24 (88.88)
3 (11.12)

χ2值
0.005

0.005

0.048

44.365

P值

0.941

0.941

0.825

0.001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平均积分光密度

值比较(x-±s，%)

组别

疗效较好组

疗效较差组

例数

51

27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E-钙黏附蛋白

30.25±5.52
21.01±5.15
8.741
0.001
30.12±5.42
25.58±5.13a

3.161
0.003

肌切蛋白

26.75±5.59
15.98±5.18
10.092
0.001
26.82±5.54
21.42±5.21a

3.690
0.001

注：与疗效较好组治疗后比较，aP<0.05。

图1 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表达与新辅助化疗疗效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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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在早期可表现为全身性病灶，采用单一局部组

织切除手术治疗难以进行彻底的治疗，需要同时结合

放疗、化疗的手段[10]。新辅助化疗方案已成为乳腺癌

规范化治疗的重要部分，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分

期，提高乳腺癌根治术的手术效果[11-12]。但是新辅助

化疗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部分效果不佳的患者

来说，不但会带来较大的毒副反应，还会耽误手术时

间，导致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甚至出现大面积转

移的情况。因此探究新辅助化疗效果的标志物进行

有效的预测是极其重要的[13-14]。

E-钙黏附蛋白是一种通过CDHI基因编码的跨膜

糖蛋白物质，是上皮细胞粘附分子，主要分布于上皮

细胞当中，胞浆端与细胞骨架通过连环素间接相连，

以构成复合体，可以对细胞间极性和粘附性进行介

导，主要参与到各细胞间的连接中，其表达的下降能

够使细胞间的粘附性下降，降低细胞间的相连，使肿

瘤细胞的转移速度加快[15-16]。

本研究表示，经过新辅助化疗治疗后，两组患者

的E-钙黏附蛋白平均积分光密度值降低，疗效较好组

的E-钙黏附蛋白平均积分光密度值低于疗效较差组，

同时疗效较好组中E-钙黏附蛋白阳性率显著低于疗

效较差组，阴性率显著高于疗效较差组，可能是由于

化疗破坏大部分肿瘤组织，使得肿瘤上皮细胞被破

坏，引起E-钙黏附蛋白水平下降。我们分析了E-钙
黏附蛋白与新辅助化疗作用的相关性发现E-钙黏附

蛋白与新辅助化疗效果呈负相关，在疗效较好组中显

著降低，说明调节E-钙黏附蛋白在癌细胞进展中的表

达，能够对新辅助化疗药物效果进行预测。

肌切蛋白是一种钙离子依赖性蛋白，主要负责对

分泌细胞的胞吐功能进行调控，肌切蛋白活化并对皮

层肌动蛋白纤维网进行切割，对肌动蛋白网障碍进行

清理[17-18]。同时肌切蛋白还能够对上皮间质转化进行

调控，而上皮间质转化能够直接决定肿瘤细胞恶性程

度。李妤等[19]研究发现，敏感组肌切蛋白平均积分光

密度值较化疗前降低，且对化疗效果的预测价值较

高。本研究中，经过新辅助化疗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肌切蛋白水平均降低，疗效较好组的肌切蛋白水平低

于疗效较差组，同时疗效较好组中肌切蛋白阳性率显

著低于疗效较差组，阴性率显著高于疗效较差组，这与

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由于肌切蛋白能够通过

ERK1/2和MAP激酶P38调节信号通路对细胞分化进

行调控，在肿瘤的发展和预后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20]。

此外，我们分析了肌切蛋白与新辅助化疗疗效相关

性，与E-钙黏附蛋白结果一致，肌切蛋白与新辅助化

疗效果呈负相关，提示肌切蛋白可作为新辅组化疗药

效评价的新指标。

综上所述，乳腺癌患者体内E-钙黏附蛋白、肌切蛋

白参与乳腺癌的发展，经过新辅助化疗方案治疗后，E-
钙黏附蛋白、肌切蛋白表达显著降低，且E-钙黏附蛋

白、肌切蛋白表达与新辅助化疗疗效均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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