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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干细胞性”标志物肝细胞癌亚型的
研究进展
王海清，冯燮林
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四川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总结表达“干细胞性”标志物肝细胞癌亚型的临床病理特点和研究进展。方法 通过检索近
年来国内外有关肝细胞癌“干细胞性”标志物研究的相关文献，对表达“干细胞性”标志物肝细胞癌亚型的临床病理
特点及预后做一综述。结果 表达“干细胞性”标志物的肝细胞癌是肝细胞癌的一种特殊亚型，其常见的标志物为
EpCAM、CD133、K19 和 CD44，这些标志物多以几种共表达的形式出现并各具特点。表达“干细胞性”标志物的肝
细胞癌具有肿瘤侵袭性强的特点，如高甲胎蛋白、易血管侵犯、分化程度低、肿瘤直径大等，这也是肝细胞癌术后
复发及转移的关键危险因素。“干细胞性”标志物的提出为肝细胞癌的靶向和个体化治疗及预测预后提供了新的
思路，但“干细胞性”标志物的异质性也增加了其临床应用的难度。结论 表达“干细胞性”标志物的肝细胞癌是一
类侵袭性强的特殊亚型肝细胞癌，其为肝细胞癌的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 肝细胞癌；干细胞性；标志物；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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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pressing “stemness”-related markers. Method

The clinical researches 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pressing “stemness”-related markers in recent years were reviewed. Results

Th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pressing “stemness”-related markers was the special subtype with the aggressive biological behavior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hich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increased serum α-fetoprotein level,
vascular invasion, larger tumor, poor differentiation, and poor clinical outcome. The approved “stemness”-related
markers included EpCAM, CD133, K19, and CD44, which often co-expressed and ha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presentation of “stemness”-related marker was heterogeneous and it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to carry on the research of
therapeutic agents targeted against this aggressive HCCs. Conclusi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pressing “stem

cell” markers is a special subtype with a strong invasiveness, which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of targeting therap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Keyword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temness; marker; prognosis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

因此，如何探索新的治疗靶点和提高 HCC 患者生

我国常见的肝脏原发肿瘤，起病隐匿，恶性程度

存率一直都是该领域的焦点。现有越来越多的研

高，临床上只有 20% 的 HCC 患者能够获得根治性

究发现有一部分 HCC 细胞表面表达了“干细胞

切除

[1-2]

，且其对放化疗敏感性差，长期生存率低。

性”标志物，这些标志物的表达很可能是 HCC 复
发和转移的根源，并认为是 HCC 的一种特殊亚
型。笔者在此对表达“干细胞性”标志物 HC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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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及临床病理表现进行综述，为探索其新的靶向
治疗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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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达“干细胞性”标志物 HCC 亚型的定义

不同的细胞表面标志物，这些标志物需要通过免疫
组织化学进行筛选和鉴别。肝干细胞表面常表达

近年来，随着 HCC 干细胞理论的提出，研究

K7、K19、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ithelial cell adhesion

者 开始对 HCC 发生、发展、复发及转移机制有了

molecule，EpCAM）、CD56、甲胎蛋白（alpha

新的认识，并为其治疗及预后提供了新的思路。但

fetoprotein，AFP）等标志物；同时肝干细胞具有双

是目前的技术手段尚不能从形态学上鉴定肿瘤干

向分化成胆管细胞和肝细胞的潜能，在分化成肝细

细胞，而只能用功能学方法对其自我更新能力和分

胞后细胞表面不再表达 K7、K19、EpCAM 和

化潜能两个主要生物学特征进行评价，也就是通过

CD56，而表达肝细胞特异性标志物如 HepPar1 等，

筛选 HCC 干细胞特性标志物这一技术手段来筛选

但在分化成胆管细胞后细胞表面却仍表达 K19 和

[3-4]

[5]

干细胞 。但是由于 HCC 在组织病理学、肿瘤形成
[6]

[6]

EpCAM 。因此，在鉴别 HCC-ESM 时，首先需要

和生物学行为方面均具有异质性 ，如部分正常肝

排除胆管细胞癌和肝细胞-胆管细胞混合癌。目前

组织或 HCC 细胞也可表达“干细胞性”标志物，

研究

而部分 HCC 干细胞并不表达“干细胞性”相关标

余种，但常见的仍为 EpCAM、CD133、K19、CD13、

志物，这也限制了 HCC 干细胞的鉴别及其在临床

CD44 等。

上的应用。

2.1 EpCAM
EpCAM 属于黏附分子家族，是肿瘤相关钙信
号转导物 1 基因编码的一个单次跨膜糖蛋白，由胞
外结构域、单次跨膜结构域和胞内结构域三部分组
成。胚胎时期肝细胞 EpCAM 表达阳性，而成熟肝
细胞 EpCAM 表达阴性，但是胆管上皮细胞
EpCAM 表达为阳性，其作为上皮细胞间黏附分子
在上皮细胞癌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通过
调节细胞增殖、免疫逃逸等机制促进肿瘤的发生，
[14]
并与肿瘤的迁移和侵袭性密切相关 ；EpCAM 通
过参与 β-连环蛋白依赖的 Wnt 级联反应而激活 cmyc 基因、cyclinA/cyclinE 等原癌基因的表达，从而
具有致瘤作用；同时 EpCAM 阳性 HCC 细胞内的
聚 ADP 核糖聚合酶及由聚 ADP 核糖聚合酶募集的
染色质域解螺旋酶 DNA 结合蛋白 4 可迅速修复
DNA 的损伤、维持染色体稳定，从而增强肿瘤的侵
袭性。EpCAM 是 HCC 主要的表达标志物之一，其
在 HCC 中表达阳性率为 19.9%～35%，EpCAM 表
达阳性的 HCC 患者年龄更小、肿瘤直径更小，但肿
[10, 13, 15]
瘤分化程度低
。
2.2 CD133
CD133 是人类造血干细胞或祖细胞的 5 次跨
3
膜糖蛋白分子，相对分子质量为 120×10 ，属于
prominin 大家族，是最常见的“干细胞性”标志物
之一，常在肝、肺、结直肠、前列腺等实体肿瘤细胞
[16]
表面表达 ，其在正常肝组织中可能参与肝脏的再
[17]
生。早期研究 发现，CD133 阳性 HCC 细胞因具
备自我更新及分化特征而具有强大的增殖及成瘤
能力，其成瘤能力与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APK）
/磷脂酰肌醇 3 激酶（PI3K）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相
关，而敲除 CD133 基因后则导致肿瘤细胞增殖及

[2]

目前研究 发现，最能体现 HCC 细胞恶性特征
的是一部分表达“干细胞性”标志物的 HCC 细
胞，其具有干细胞侵袭性强的特征，也是其复发和
转移的主要来源，研究者将这一类型的 HCC 称为
“干性相关标志物表达的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pressing stemness-related markers，
HCC-ESM）”，其具有常规 HCC 一致的组织形态
学特征，但至少有 5% 的肿瘤细胞经免疫组织化学
检测出表达肝干细胞相关的标志物，因此，将它定
义为一类特殊的 HCC 亚型

[1, 6-9]

。

关于 HCC-ESM 的形成，推测其可能是来源于
肝干细胞的恶性转化或者是 HCC 在形成过程中干
[6]

细胞的特征未能完全去分化 。但是 HCC-ESM 定
义中关于“干细胞性”这一说法仍有争议，因为这
似乎在暗示这些肿瘤细胞具有干细胞功能，即与正
常组织的干细胞具有相同的自我更新、无限增殖能
[7]

力、多能性等功能特性 ，而实际上其“干细胞
性”指的是 HCC 细胞表面表达的一类“干细胞
性”分子标志物，这些“干细胞性”特征代表了肿
瘤细胞具有更强的侵袭性，这部分细胞大多数仍是
成熟的 HCC 细胞，但也含有一部分 HCC 干细胞，
而不是专指肝干细胞的肿瘤转换以及具有干细胞
[1]

的功能 。因此，目前对“干细胞性”特征的定义
是根据其功能特征，并不是根据其细胞起源。
HCC-ESM 与常规 HCC 虽然在形态学上并没
有明显的差异，但其侵袭性更强和预后更差，是
[7]

HCC 根治性治疗后复发和转移的关键 。

2 常见“干细胞性”标志物
肝细胞在分化成熟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可表达

[1, 6-7, 10-13]

已经鉴别的“干细胞性”标志物多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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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瘤能力下降。文献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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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13.5%～24.8% 的

HCC-ESM 可表达 CD133。还有研究

[15, 17]

能力可下降 34.7%。

发现，

临床病理研究

[11, 15]

发现，HCC-ESM 中具有上述

CD133 更易出现在伴有肝硬化的 HCC 中，其阳性

任何一种标志物的表达阳性率为 18%～59.8%，但

表达对早期 HCC 复发预测有一定价值。目前的一

大多数 HCC-ESM 具有 2 种或 2 种以上标志物的表

[20]

[15]

项研究 发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通过激活血管内

达。在一项 282 例肝癌标本的研究 发现，2 种标

皮生长因子受体-2、增加 CD133 阳性肿瘤细胞的数

志物表达阳性率占 26.4%，3 种占 11.5%，4 种占

量和增强其自我更新能力，从而促进了 HCC 术后

2.3%。K19 是最常见的多表达标志物，一项研究

的复发。

[11]

2.3 CD44
CD44 是一个完整的跨膜糖蛋白，是透明质酸
的受体，对细胞与基质之间的黏附、淋巴细胞的激
活及归巢、肿瘤的侵袭及转移起着重要作用，主要
参与了细胞间的黏附和迁移，并已发现其在 HCC
[21]
中可能与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相关。文献 报
道 ， 在 HCC-ESM 中 CD44 表 达 阳 性 率 可 达 到
[22]
78.35%。Gao 等 的一项研究发现，CD44 阳性细胞
主要是通过转化生长因子（TGF）β1 激活 Akt/GSK3β/β-catenin 信号通路介导的上皮-间质转化而促进
肿瘤细胞的转移，敲除 CD44 基因后 HCC 细胞转
移能力则明显下降。
2.4 CD13
2+
CD13 即氨肽酶 N，属于 Zn 结合的金属蛋白
酶超家族，由 967 个氨基酸组成的糖蛋白，在细胞
膜上形成同源二聚体；在胞外部有近羧基端的结
构域和近膜的结构域，前者结合底物，后者为酶催
化区；是一种跨膜的金属结合蛋白酶，能将氨基酸
[23]
的氮端切除。有研究 发现，CD13 富集与 HCC 早
期复发和较差的预后有关，CD13 可通过降解细胞
外基质促进肿瘤的转移，辅助血管生成增加肿瘤的
侵袭性，还通过其蛋白水解功能、干扰抗原呈递及
逃避免疫识别，在肿瘤细胞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CD13 是 HCC 的潜在治疗靶点。
2.5 K19
K19 是一种胆管型细胞角蛋白，常表达于胆管
细胞和肝干细胞，是最常见的 HCC“干细胞性”
标志物。K19 在 HCC 中表达阳性率为
9.6%～25%，常与其他标志物共同表达，K19 表达阳
性的 HCC-ESM 常有明显增加的上皮-间质转化，显
示了 K19 表达阳性的 HCC 细胞具有更强的侵袭
性；同时还发现，K19 阳性表达的 HCC-ESM 具有
肿瘤直径更大、血管侵犯更常见、分化程度更差、
[11]
肿瘤包膜不完整等特征 。K19 能激活 TGFβ/Smad
[10]
通路，从而促进肿瘤的转移。体外实验 也表明，
K19 阳性表达的 HCC 细胞更具有侵袭性，尤其是
更容易侵犯基底膜；而当敲除 K19 基因后，其侵袭

志物的表达。对于哪种标志物或者哪一类标志物

发现，92% 的 K19 阳性表达的 HCC 伴有其他标

能够完全代表 HCC 的“干细胞性”目前仍没有统
一的认识。因为 HCC 干细胞的起源尚不清楚，有
可能存在 3 种或 3 种以上的来源（如起源于干细
胞、成熟的肝实质、骨髓细胞等），因此，有可能不
存在绝对的特异性标志物。但临床研究

[24-26]

发现，

多种高灵敏度标志物的联合更能体现 HCC 细胞的
侵袭性，更有利于预测 HCC 术后的复发和转移，
也为靶向治疗提供更多的思路。

3 “干细胞性”标志物的特征
3.1 异质性
肿瘤在演进过程中因获得性遗传不稳定性常
出现多个不同生物学特征的细胞亚群。上述的阐
述也发现，不同 HCC 之间存在不同的“干细胞
性”标志物表达，即使在同一多发结节的 HCC 患
者中，“干细胞性”标志物的表达也不一致。从目
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干细胞性”标志物体现的是
HCC 细胞的一种状态而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细胞群
体，因为“干细胞性”标志物表达和非表达的
HCC 细胞之间是一种动态变化的关系，可以互相
[8,
转化，这一变化可受干细胞所处微环境的调控
27]
。因此，这导致了“干细胞性”标志物的异质
[28]
性。Lo 等 在一项研究中发现，21 例多发性 HCC
患者中有 16 例（76.2%）“干细胞性”标志物表达
为阳性（表达一种或多种标志物）；而在这 16 例
HCC 中 14 例患者的 Sox9 表达水平均不一致；仅
有 6 例患者同时表达相同程度的 EpCAM、Sox9、
K19 水平（其中 5 例表达水平均为 0，即表达阴
[29]
性）。Kumagai 等 的研究按 HCC 的直径大小分成
2 cm、2～5 cm 和 5～8 cm 3 组，免疫组织化学研究
发现，K19、CD56 及 EpCAM 表达阳性率随着肿瘤
直径的增加而升高，结果提示，“干细胞性”标志
物的表达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干细胞性”标志
物的表达具有异质性，这也为 HCC 的靶向治疗带
来了难度，同时也为精准治疗提出了要求。
3.2 非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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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常见的标志物并非 HCC 细胞所特有，其

的研究发现，K19 阳性表达的 HCC 微血管侵犯达

他正常的组织细胞如胆管细胞、正常干细胞以及其

到 100%、转移率达到 83.33%、低分化程度比例占

他恶性肿瘤如胆管细胞癌、乳腺癌等均可表达这些

57.89%，而阴性患者相应的比例只有 52.03%、

标志物。一项对慢性肝病各个阶段的免疫组织化

48.25% 及 18.24%；K19 阳性表达 HCC 的肿瘤平均

学研究

[21]

发现，CD44 表达阳性率在丙型肝炎

大小为 6.77 cm，而阴性患者只有 4.5 cm，结果提

（hepatitis C，HCV）患者中为 33.7%、肝硬化患者中

示，K19 阳性表达的 HCC 具有肿瘤大、分化程度

为 58.65% 及 HCC 患者中为 78.53%，CD133 表达阳

低、有血管侵犯、易转移等恶性程度高的特点；研

性率也呈现同样逐渐上升的趋势，在 HCV 患者中

究同时还发现，HCC-ESM 还与致癌相关基因相

为 20.5%、肝硬化患者中为 37.75% 及 HCC 患者中

关，如“干细胞性”标志物表达增加了上皮-间质

为 76.7%，由此可见，“干细胞性”标志物并非癌

转化蛋白以及 mRNA 表达，减少了癌细胞的凋亡

细胞所特有。因此，对 HCC-ESM 的鉴别需要同时

和增加了其增殖活性；K19 阳性表达的 HCC 细胞

结合临床和进行多标志物的联合鉴别。

还高表达与肿瘤侵犯或转移相关的基因（VASP、

3.3 可诱导性
HCC 在介入、射频治疗后，由于肿瘤周围微环
境的改变，可能导致“干细胞性”标志物表达谱的
[28, 30]
改变
。HCC 射频治疗后可快速出现复发，且复

TACSTD2、LAMB1、LAMC2 及 PDGFRA）以及与干

发肿瘤的表型可发生改变，如分化程度更低、血管

HCC-ESM 具有更为恶性的肿瘤生物学行为。

侵犯更多等，其恶性潜能的加强很可能是通过不充
[31]

分热损失导致的 。有研究

[32-33]

对 HCC 射频治疗后

细胞相关的基因（如 CD133、GSTP1、NOTCH2 及
JAG1）。
总之，从临床、影像学以及病理学均显示

5 “干细胞性”标志物与 HCC 预后的关系

复发再切除和未行射频治疗直接切除标本分析发

HCC-ESM 的特征不仅体现在临床病理，最主

现，EpCAM 和 CD133 在射频治疗后表达明显增

要的还是其侵袭性特征能够促进 HCC 复发和转

加，也因此导致了更多的肝外转移和更低的生存率

移。 Durnez 等 对 HCC 肝移植术后的研究发现，

（5 年生存率分别 39% 和 68%）。

K19 阳性表达 HCC 患者肝移植后的 5 年复发率高

4 “干细胞性”标志物与 HCC 患者临床病
理特征的关系
与常规 HCC 相比，HCC-ESM 在临床病理方面
[13]

[34]

达 50%，而阴性患者只有 25%。对 HCC 肝切除患
者的研究也证实了“干细胞性”标志物对复发的
[15]

影响，如 Chan 等 研究了 282 例 HCC 患者，结果
发现，表达 CD133、EpCAM 和 K19 均影响 HCC 切

也具有一定的独特特征。有研究 发现，“干细胞

除术后的复发和总体生存；对于 AJCC 分期Ⅰ期患

性”标志物的表达更易发生在年轻 HCC 患者中，

者，CD133 阳性患者 5 年无瘤生存率为 38%，而阴

[34]

其 AFP 水平也更高。Durnez 等 研究发现，K19 表

性患者为 67%；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提示，CD133 阳

达阳性的 HCC 患者的 AFP>400 μg/L 占 56%，而

性主要影响早期 HCC 术后的复发，而 CD90 和

K19 表达阴性的 HCC 患者的 AFP>400 μg/L 只占

EpCAM 则主要影响中晚期 HCC 患者的肿瘤复

28%。

发。

影像学方面，增强磁共振扫描发现，K19 和

标志物的双表达对 HCC 预后的预测更加准

EpCAM 表达阳性的 HCC 在动脉期呈现出强化，在

确，如 Dai 等 研究联合 AFP 和 CD133 将根治性切

[34]

+

门静脉期和肝静脉期仍有持续性强化的特点 。

除 HCC 患者分成 4 组，研究发现，CD133 AFP

从病理方面看，HCC-ESM 常无包膜，更易呈
现出浸润性生长、血管侵犯、肿瘤更大、分化程度
更差、纤维基质成分更常见等特征
[13]

+

[8, 11, 18-19, 35]

。

+

Yamashita 等 通过对 60 例 EpCAM AFP HCC 患
–

–

者 和 96 例 EpCAM AFP HCC 患 者 比 较 发 现 ，
+

[37]

+

EpCAM AFP HCC 的年龄更小［（46±10.7）岁比

+

+

–

HCC 患者的生存率最低，其次是 CD133 AFP HCC
–

–

+

患者和 CD133 AFP HCC 患者，而 CD133 AFP

–

[38]

HCC 患者的预后最好；同样，K19 与 Hep Par 1 、
[39]

CD44 与 CD133 、EpCAM 与 AFP 的双表达模式
[13]

对预后的预测也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近年来的一项研究

[40]

发现，HCC 癌旁组织中

（52.9±10.5）岁］、具有更加晚期的 TNM 分期（III 期

EpCAM 和 CD13 的表达不仅与肿瘤大小、肝硬化

患者 23.3% 比 8.3%）以及更高的门静脉癌栓比例

及血管侵犯相关，也与根治性切除后复发相关，

[10]

（18.3% 比 9.3%）。Govaere 等 对 242 例 HCC 标本

EpCAM 表达阳性的癌旁组织其无瘤生存率和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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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率更低，而 CD13 的阳性表达主要影响总生存

HCC 患者的识别并及时提供新的辅助治疗和严密

率，这很可能是由于 EpCAM 和 CD13 的阳性表达

检测，从而提高患者长期生存。

激活了肝干细胞，进一步促进了汇管区反应和炎症

6.2 个体化治疗
对 HCC-ESM 或者其亚型可针对性地开展新的
治疗方式，如表达 K19 的 HCC 具有化疗抵抗和耐
药，但 K19 敲除的 HCC 对索拉非尼、阿霉素及氟
[10]
[45-46]
尿嘧啶的化疗抵抗性减弱 。目前研究
发现，
TACC3、NEK2 等基因能够促进 HCC 的干性特征，
因此，其基因抑制剂可能能够减少干性的表达和肿
瘤的侵袭性，成为新的治疗靶点，但是靶向性不强
仍然是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双靶向
或者多靶向联合解决靶向性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证实。

形成，从而导致了新的肿瘤形成。还有研究

[41]

发

现，HCC 细胞质中的 CD133 表达水平越高，其术
后无瘤生存率和总生存率越低，但细胞核中的
CD133 表达水平反而对肿瘤复发转移具有保护作
用，即细胞核中的 CD133 表达水平越高，其术后无
瘤生存率和总生存率越高。
目前大量的临床研究已经证实，“干细胞性”
标志物与 HCC 术后复发和转移密切相关，其机制
除了上述阐述的各分子标志物自身的机制外，还可
能与 HCC-ESM 的循环肿瘤细胞相关。临床研究
[42]

已经证实，HCC 患者血液循环中 CK19、CD90 和

CD133 表达阳性率明显高于慢性肝炎患者和健康
对照组，而且其表达阳性率与 HCC 分化程度和分
[43]

mRNA+

7 小结
表 达 “干 细 胞 性 ”标 志 物 的 HCC-ESM 是

循环肿

HCC 的一种特殊亚型，其常见的标志物为

瘤细胞是 HCC 患者根治性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

EpCAM、CD133、K19 和 CD44，这几种标志物通常

素。一项对比前入路和常规入路肝切除的对照研

多以几种共表达的形式出现且各具特点。HCC-

期相关。Zhou 等 的研究发现，EpCAM

[44]

mRNA+

循

ESM 侵袭性更强，患者预后更差，也是 HCC 术后

环肿瘤细胞数量明显少于常规入路组，且其根治性

复发及转移的关键危险因素，“干细胞性”标志物

切除术后 2 年复发率为 27.1%，明显低于常规入路

的提出为 HCC 的靶向和个体化治疗及预测预后提

组的 44.9%，结果提示，常规入路肝切除对肝脏的

供了新的思路，但“干细胞性”标志物的异质性也

究 发现，前入路 HCC 患者循环中 EpCAM

翻动导致了更多的 EpCAM

mRNA+

循环肿瘤细胞进入

外周血液，也成为 HCC 术后复发的根源。因此，

增加了其临床应用的难度，但目前仍需大量的动物
实验和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

“干细胞性”标志物很可能是通过循环肿瘤细胞
促进 HCC 的复发和转移。
上述的研究均表明“干细胞性”标记物的表
达影响 HCC 的复发和预后，而且其作用在双表达
时更明显。因此，HCC-ESM 很可能是 HCC 复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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