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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患者根治术前血清miR-193a-3p和CA19-9表达水平与临
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黎胤谋，童仕伦Δ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武汉 430000）

摘要 目的：探讨结直肠癌患者根治术前血清miR-193a-3p和糖类抗原 19-9（CA19-9）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

系。方法：选取 2010年 1月至 2012年 6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行根治性切除术的 216例结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组。另选取

50例正常人作为对照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法检测患者术前血清中miR-193a-3p的相对表达量，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ELISA）方法检测CA19-9表达水平。分析miR-193a-3p、CA19-9表达水平与结直肠癌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结果：

研究组患者miR-193a-3p相对表达量明显低于对照组，CA19-9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 05）。术前miR-193a-3p呈

低表达、CA19-9阳性的结直肠癌患者肿瘤分化程度较低、TNM分期较晚，且更易发生淋巴结转移和脉管浸润（P＜0. 05）。

miR-193a-3p低表达组患者复发转移率明显高于miR-193a-3p高表达组，5年生存率明显低于miR-193a-3p高表达组；CA19-9

阳性组患者复发转移率明显高于CA19-9阴性组，5年生存率明显低于CA19-9阴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 05）。

结论：结直肠癌患者根治术前血清miR-193a-3p呈低表达，CA19-9呈高表达；miR-193a-3p和CA19-9表达与肿瘤分化程度、

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等病理特征密切相关，且对患者生存预后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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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lation of serum miR-193a-3p and CA19-9 level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
acteristics and prognostic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Li Yinmou，Tong Shilun.（Depar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Wu-

han 43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 correlation of serum miR-193a-3p and CA19-9 levels and clinicopath-

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tic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Methods: 216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underwent radical resec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0 to June 2012 were selected as a

study group. 50 healthy subjects were enrolled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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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是人类主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

在世界范围内居第 3位。据统计，全球每年新增结直

肠癌病例约 100万，年死亡人数大于 50万，且多发于

50岁以上人群，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1］。

根治性手术是结直肠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但术后转移

复发仍是影响患者不良预后的重要因素。目前，临床

上多采用美国抗癌研究联合会制定的TNM分期系统

对结直肠癌进行诊断及预后预测，但不同分期或同一

分期不同病理进程患者的预后均不尽相同，因此，寻

找更为敏感的预测指标成为结直肠癌临床研究中亟

待解决的问题［2］。糖类抗原 19-9（carbohydrate anti-

gen，CA19-9）是常见的恶性肿瘤标志物，研究表明，

其在结直肠癌诊断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但在预后

预测中的相关报道较少［3］。miR-193a-3p作为新发现

的肿瘤抑制基因，与胰腺癌、食管癌等癌症进展密切

相关［4-5］，但国内关于其与结直肠癌病理特征的相关

性研究较少。本研究对 216 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患者术前血清

miR-193a-3p 和 CA19-9 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

预后的相关性，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0年 1月至 2012年 6月在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接受根治术治疗的 216 例结直肠癌患者作为研

究组，其中男 132 例，女 84 例；年龄 29～75 岁，平均

（65. 23±5. 06）岁；结肠癌 120例，直肠癌 96例；TNM

分期：Ⅱ期73例，Ⅲ期143例；分化程度：低分化122例，

中、高分化 94 例；出现淋巴结转移 106 例；脉管浸润

91例。另选取同期在本院体检的 50例健康志愿者作

为对照组，其中男 29 例，女 21 例；年龄 27～73 岁，平

均（62. 16±4. 57）岁。两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 05），具有可比性。

1. 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1. 2. 1 纳入标准 （1）年龄≥18岁；（2）TNM分期Ⅱ
期、Ⅲ期；（3）术前经影像学检查确诊为结直肠癌；（4）

具有行结直肠癌根治术的手术指征；（5）临床资料和

随访资料完整。

1. 2. 2 排除标准 （1）术前 3个月接受过放化疗者；

（2）合并呼吸系统疾病者；（3）伴有心、肝、肾功能严重

障碍者；（4）存在同时性或异时性的多原发肿瘤（如胃

癌、食管癌、肺癌、卵巢癌、乳腺癌等）者。

1. 3 标本采集

患者于入院后第 2天，抽取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

5 mL，室温静置 30 min，于 4 ℃离心机以 3 500 r/min

离心 15 min，吸取上清至新离心管中，置于－80 ℃冰

箱保存备用。

1. 4 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法检测患者血清

miR-193a-3p的表达

取 200 μL血清于离心管中，应用Trizol试剂提取

总 RNA，逆转录为 cDNA 后采用 ABI 7900 型荧光定

量 PCR 仪进行 PCR 扩增反应，反应条件：95 ℃ 15

min，94 ℃ 15 s，60 ℃ 34 s，共 40个循环。以U6作为

内参，探针和引物均由ABI公司设计合成。采用 2-ΔΔCt

法计算miR-193a-3p相对表达量。参照文献［6］的方法

分为miR-193a-3p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

1. 5 血清CA19-9的检测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患者血

清中CA19-9的表达水平。ELISA试剂盒购自北京北

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

行。CA19-9水平≥37 U/mL为CA19-9阳性，＜37 U/

mL为CA19-9阴性。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193a-3p and CA19-9 in serum were respectively detected by re-

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qPCR）and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and the rela-

tionship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as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miR-193a-3p expression level was decreased，and the CA19-9 level was increased in the study

group（P＜0. 05）. The patients with lower expression level of miR-193a-3p and positive expression of CA19-9

before surgery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vascular infiltration，and lower differentia-

tion of tumor，and higher TNM stage（P＜0. 05）. The recurrence rate in patients with low-expression of

miR-193a-3p and positive expression of CA19-9 was higher than those with high-expression of miR-193a-3p

and negative expression of CA19-9（P＜0. 05）. 5-year survival rate in patients with low-expression of

miR-193a-3p and positive expression of CA19-9 was lower than those with high-expression of miR-193a-3p and

negative expression of CA19-9（P＜0. 05）.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had lower expression

level of miR-193a-3p and higher serum level of CA19-9. The expressions of miR-193a-3p and CA19-9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differentiation of tumor，TNM stag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and were valuable for predict-

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Keywords colorectal cancer；miR-193a-3p；CA19-9 antigen；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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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血清miR-193a-3p和CA19-9表达水平比较（x ± s）

1. 6 随访

出院后对患者进行为期 5年的门诊或电话随访，

记录患者随访期间结直肠癌复发转移情况及生存情

况，随访时间截止至 2017年 5月 30日，死亡病例以死

亡时间为随访终止时间。

1. 7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 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多组间比较

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计数

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

验；miR-193a-3p 与 CA19-9 的相关性采用 Kendall 相

关分析法，以P＜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两组miR-193a-3p和CA19-9表达水平比较

研究组患者miR-193a-3p相对表达量明显低于对

照组，CA19-9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P＜0. 05），见表1。

2. 2 miR-193a-3p、CA19-9表达水平与结直肠癌病理

特征的关系

术前miR-193a-3p呈低表达、CA19-9阳性的结直

肠癌患者肿瘤分化程度较低、TNM分期较晚，且更易

发生淋巴结转移和脉管浸润（P＜0. 05），见表2。

表2 miR-193a-3p、CA19-9表达水平与结直肠癌病理特征的关系[n（%）]

2. 3 miR-193a-3p、CA19-9表达水平与结直肠癌预后

的关系

miR-193a-3p低表达组患者复发转移率明显高于

miR-193a-3p 高 表 达 组 ，5 年 生 存 率 明 显 低 于

miR-193a-3p高表达组；CA19-9阳性组患者复发转移

率明显高于 CA19-9 阴性组，5 年生存率明显低于

CA19-9阴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 05），

见表3。

表3 miR-193a-3p、CA19-9表达水平与结直肠癌预后的关系[n（%）]

2. 4 结直肠癌患者血清miR-193a-3p与CA19-9表达

的相关性

Kendall 相关分析显示，结直肠癌患者血清

miR-193a-3p 与 CA19-9 的表达无明显相关关系（r ＝

－0. 201，P =0. 089）。

3 讨 论

microRNA（miRNA）是一类大小约 22 个核苷酸

的非编码小RNA，miRNA能够与机体内多种靶基因

的 3’UTR 结合，抑制其转录翻译，进而参与细胞增

黎胤谋，等. 结直肠癌患者根治术前血清miR-193a-3p和CA19-9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

关系 ·· 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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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凋亡、分化等生命活动［7］。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

miRNA的异常表达与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且其稳

定性较高，较易被检测出，因而在肿瘤的诊断中具有重

要的临床价值［8］。Fanghui等［9］研究发现，miR-193a-3p

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呈低表达，与肿瘤大小、TNM

分期、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关系。Yong 等［10］研究显

示，miR-193a-3p、miR-23a、miR-338-5p 可作为早期结

直肠癌的重要诊断指标。CA19-9是消化系统肿瘤的

常见标志物，在大肠癌、胰腺癌、肝癌等肿瘤组织中的

表达均显著上调［11-12］。研究表明，CA19-9在结直肠癌

组织中呈高表达，且与淋巴结转移、分化程度、脉管瘤

栓、TNM 分期相关［13］。本研究中，研究组患者血清

miR-193a-3p的相对表达量明显低于对照组，CA19-9表

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且术前miR-193a-3p

呈低表达、CA19-9 阳性的结直肠癌患者肿瘤分化程

度低、TNM分期较晚，更易发生淋巴结转移和脉管浸

润（P＜0. 05）。表明miR-193a-3p在结直肠癌患者血

清中呈低表达，同时CA19-9水平较高，两者与结直肠

癌的发生及发展有关。

Zhang 等［6］认为 miR-193a-3p 的表达与患者总生

存期具有明显相关关系，可作为结肠直肠癌生存率的

独立预测因子。本研究发现，miR-193a-3p 低表达组

患者的复发转移率明显高于miR-193a-3p高表达组，5年
生存率明显低于miR-193a-3p高表达组（均P＜0. 05），与
Liu等［14］研究结果相一致。表明血清miR-193a-3p水
平检测对结直肠癌病情评估及生存情况预测具有重

要价值。张树朋等［15］研究显示，CA19-9异常升高的

胃癌患者 5年生存率仅为 25. 60%，CA19-9可作为胃

癌潜在的预后生物学标志物。但有关CA19-9是否可

作为结直肠癌患者生存预后的可靠指标仍存在争

议。Okamura 等［16］研究认为，CA19-9 单独检测用于

预测结直肠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的灵敏度较低。本

研究结果显示，CA19-9阳性患者的复发转移率较高，

5年生存率相对较低，提示根治术前患者血清CA19-9
的升高能够用于提示术后肿瘤复发转移及不良预后。

综上所述，结直肠癌患者 miR-193a-3p、CA19-9
表达与其肿瘤分化程度、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等病理

特征密切相关，可用于疾病严重程度的判断，同时对患

者预后具有一定预测作用，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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