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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表达
在局部晚期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价值研究
黎 骋
陈 昶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病理科，广西梧州 543002
[ 摘要 ] 目的 分析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表达在局部晚期乳腺癌新辅助化疗（NAC）疗效的价值。 方法 选
取 2017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在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经空心针穿刺活检确诊为乳腺浸润性癌的局部晚期乳
腺癌（TNM 分期为 T3 及 T4 期）患者，其中进行 NAC 后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的 60 例为临床研究对象。对术
后取得的标本中 TIL 表达情况进行分析，并根据其表达情况分为高表达、中表达、低表达三组。采用组织病理
学评定标准对 NAC 疗效进行评定，并探究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 结果 NAC 治疗的总体疗效为 78.33%；化
疗疗效与簇分化抗原 CD4、CD8 表达程度均具有相关性（P < 0.05）；化疗疗效与叉头框蛋白 P3（Fox-P3）表
达无相关性（P > 0.05）。因变量为化疗疗效，自变量为 CD4、CD8，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CD4、CD8 与化疗
疗效呈正相关，是化疗疗效的促进因素（P < 0.05）。 结论 对局部晚期乳腺癌 NAC 疗效的预测，TIL 中 CD4、
CD8 表达情况具有较高的评定价值，属于疗效评定的独立因子，化疗疗效与表达程度成正比。
[ 关键词 ] 局部晚期乳腺癌；TNM 分期；乳腺浸润性癌；新辅助化疗；化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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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value of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expression in the
efficacy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
LI Cheng CHEN Chang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Wuzhou Red Cross Hospital,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Wuzhou 5430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 expression in the efficacy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AC) for 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uary 2021,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 diagnosed as invasive breast cancer (TNM stages were T3 and T4) by core
needle biopsy in Wuzhou Red Cross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60 cases who underwent modified radical mastectomy
for breast cancer after NAC were selected for the clinical study. According to the expressio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high expression, medium expression and low expression. The curative effect of NAC was evaluated by
histopathological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curative effect were explo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NAC was 78.33%. The efficacy of chemotherapy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cluster
differentiation antigens CD4 and CD8 (P < 0.05).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chemotherapy efficacy and the
expression of forkhead box protein P3 (Fox-P3) (P > 0.05).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as the efficacy of chemotherapy,
and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CD4, CD8 and Fox-P3.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D4 and
CD8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fficacy of chemotherapy and were the promoting factors of the efficacy of
chemotherapy. Conclusion In the prediction of NAC efficacy in 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 the expression of CD4
and CD8 in TIL is of high value, which is an independent factor for evaluation of curative effect, and the efficacy of
chemotherapy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degree of expression.
[Key words] 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 TNM staging; Invasive carcinoma of breast;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Efficacy of chemotherapy

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

指标中 [1]。不同浸润部位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

的疗效一直是临床关注的热点问题，NAC 疗效的影

infiltrating lymphocyte，TIL）对 NAC 疗 效 的 预 测 和

响因素包含不同的病理因素，可表现在相应的临床

预后分层作用可能不同。本研究选取在梧州市红十

[ 基金项目 ]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科学研究与计划开发

字会医院接受治疗的经空心针穿刺活检确诊为乳腺

项目（201902131）。

浸润性癌的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在 NAC 后行乳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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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改良根治术后的手术标本 60 例，采用免疫组化法

疫组化染色采用罗氏进口全自动免疫组化染色机

检测不同类型局部晚期乳腺癌中 TIL 的分布及不同

（BENCHMARK-XT）。全自动免疫组化操作步骤如

亚型的表达情况，分析检测结果与组织病理特点及

下。①切片：用莱卡切片机切取入选蜡块 3 μm 薄

患者行 NAC 治疗后的预后关系。筛选出与特定疗

片于 50℃恒温水浴的摊片机上，捞取 1 片完整组织

效相关的亚型，为研制相关靶向治疗药物提供依据，

于硅化防脱载玻片上，同时捞取 1 片阳性对照组织，

以更加精准地治疗乳腺癌，使更多乳腺癌患者获益，

作为实验阳性对照。②泡牛奶：组织切片经 65℃烤

[2]

并可作为临床评估乳腺癌预后的标志物 。

片 2 h 后，再室温冷却，置于牛奶溶液里浸泡 15 min

1 资料与方法

后用自来水冲洗切片。③上机：将泡好的牛奶切

1.1 一般资料

片放在机子玻片盘相应位置的卡位上，二抗试剂也

选 取 2017 年 1 月 至 2021 年 1 月 在 梧 州 市 红

放在相应的试剂卡槽里，其他试剂填充足够的试剂

十字会医院经空心针穿刺活检确诊为乳腺浸润性

量。④脱蜡：机子专用脱蜡清洗液脱蜡，75℃脱蜡

癌 的 局 部 晚 期 乳 腺 癌 [TNM 分 期（其 中，T 是 原

4 min，清洗液清洗。⑤抗原修复：机子专用 pH 8.2

[3]

发 灶，N 是 淋 巴 结，M 是 远 处 转 移） 为 T3 及 T4

的碱性修复液 CC1 进行修复。根据不同的抗体选

期 ] 患 者，其 中 进 行 NAC 后 行 乳 腺 癌 改 良 根 治 术

择不同的修复时间，清洗液清洗。⑥阻断过氧化物

的 60 例 作 为 临 床 研 究 对 象。 患 者 年 龄 26~65 岁，

酶：机子自动滴加专用二抗检测系统的过氧化物阻

平均（48.87±3.35）岁；肿物最大直径 1~7 cm，平均

断剂，清洗液清洗。⑦一抗：滴加相应的一抗，37℃

（3.54±0.28）cm。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孵育 16~32 min，清洗液清洗。⑧二抗：机子自动滴

[3]

纳入标准 ：①所有患者均知晓本研究情况并

加专用的二抗检测系统试剂，37℃孵育 8 min，清

签署知情同意书；②无化疗禁忌证；③有可评价病

洗液清洗。⑨苏木素：机子自动滴加专用苏木素

灶；④无肿瘤相关的内分泌治疗、化疗及放疗史。

染色，37℃染色 16 min，清洗液清洗。⑩返蓝：机

[4]

排除标准 ：①病例资料不完整及初诊时已有

子自动滴加专用返蓝液返蓝，37℃ 8 min，清洗液

远处转移的患者；②非 NAC 治疗者；③失访者；④双
侧乳腺癌和浸润性微乳头状癌等少见类型；⑤非乳

清洗。 11 染色结束后的玻片自来水冲洗，经梯度酒
精脱水、透明、封片。

腺癌患者。

1.2.2 免疫组化结果判读 通过观察乳腺癌 NAC 后

1.2 方法

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所取得的标本，癌组织中肿瘤

在患者接受第 1 周期 NAC 前，
在 GE Logiq 400CL

浸润性淋巴细胞的浸润情况及 CD4、CD8、Fox-P3

超声机（北京安泰科技有限公司）超声引导下行肿

三种抗体指标的阳性表达情况，结合患者的治疗预

物空心针穿刺，活检采用 MN1620 16G 一次性穿刺

后情况，判断及预测这三种抗体对化疗效果的表达

针（Gudu Medical）以 及 MAGNUM TM 自 动 活 检 枪

意义。可将表达情况分为高、中、低三组。CD4、CD8

（Bard® 公司）。标本行病理学诊断及相关生物学因

抗体判读标准按染色阳性部位细胞膜着色，着色标

子的免疫组化检测。NAC 后乳腺癌标本用石蜡切

准为完整、均匀而强的细胞膜着色。Fox-P3 判读标

片机作 4 μm 厚的连续切片 2 张，1 张备用，1 张用

准按染色阳性部位为细胞核着色，着色标准为完整、

于免疫组化染色。所有玻片均进行防脱片预处理，

均匀而强的细胞核着色 [5]。所有标本免疫组化切片

50℃烘片 2 h。免疫组化染色采用即用型快速免疫

均设立抗体阳性对照及阴性对照，且对照均为正常

组化法（Max Vision TM）。阳性对照采用扁桃体石

表达。

蜡切片组织进行染色，阴性对照则用 PBS 液代替一

1.3 观察指标

抗进行染色。免疫组化染色结果采用盲法，由本院

以《乳 腺 癌 新 辅 助 治 疗 的 病 理 诊 断 专 家共识
（2020 版）》[6] 中对乳腺癌 NAC 后病理学反应效果

高年资病理医师复阅判定。
1.2.1 病理分析 对标本玻片进行规范化显微镜下

MP 评估系统标准为依据，对 60 例局部晚期乳腺癌

阅片分析，并编写完整病理报告，包括部位、病理分

进行 NAC 疗效评定。化疗反应分为 5 级：1 级（G1）、

型、浸润深度、范围、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浸润情况、

2 级（G2）、3 级（G3）、4 级（G4）以 及 5 级（G5）。 病

血管神经的侵犯情况，脉管是否有癌栓、是否有坏

理疗效由病理医师结合病理切片阅片结果进行评

死以及切缘及淋巴结情况。选取代表性组织蜡块行

定。总体有效率 =（G2 ＋ G3 ＋ G4 ＋ G5）例数 / 总例数

簇分化抗原 CD4、CD8 及叉头框蛋白 P3（forkhead

×100%，并 根 据 疗 效 结 果 观 察 CD4、CD8、Fox-P3

box protein P3，Fox-P3）抗 体 免 疫 组 化 检 测。 免

三种抗体的免疫组化阳性表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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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2.3 多因素分析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因变量为化疗疗效，自变量为 CD4、CD8，赋值

量 资 料 用 均 数 ± 标 准 差（xx±s）表 示，计 数 资 料 采
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见 表 2。logistic 回 归 分 析 表 明，CD4、CD8 与 化 疗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3。

疗效呈正相关，是化疗疗效的促进因素（P < 0.05）。

2 结果
表2

2.1 化疗疗效
NAC 治疗后，
G5 者8例，
占比13.33%；G4者10 例，
占比 16.67%；G3 者 18 例，占比 30.00%；G2 者 11 例，
占比 18.33%；G1 者 13 例，占比 21.67%。总体疗效

变量赋值

变量

赋值

化疗疗效

0：G4+G5，1：G2+G3，2：G1

CD4

1：高表达，2：中表达，3：低表达

CD8

1：高表达，2：中表达，3：低表达

为 78.33%。
2.2 CD4、CD8、Fox-P3阳性表达情况与化疗疗效的
关系

表3
β

S.E.

OR值

95%CI

P值

CD4

0.554

0.172

1.765

1.251~2.410

0.002

CD8

0.324

0.153

1.382

1.014~1.907

0.041

自变量

化疗疗效与CD4、
CD8表达具有相关性（P < 0.05）；
化疗疗效与 Fox-P3 表达无相关性（P > 0.05）。见表 1。

表1

影响化疗疗效的多因素分析

CD4、CD8、Fox-P3阳性表达情况与化疗疗效的关系 [ n（%）]
化疗疗效

指标

G1（n=13）

G2+G3（n=29）

G4+G5（n=18）

1（7.69）

20（68.97）

14（77.78）

中表达

2（15.38）

6（20.69）

2（11.11）

低表达

10（76.92）

3（10.34）

2（11.11）

高表达

1（7.69）

18（62.07）

15（83.33）

中表达

1（7.69）

6（20.69）

2（11.11）

低表达

11（84.62）

5（17.24）

1（5.56）

高表达

4（30.77）

9（31.03）

5（27.78）

中表达

5（38.46）

10（34.48）

7（38.89）

低表达

4（30.77）

10（34.48）

6（33.33）

CD4
高表达

CD8

Fox-P3

2.4 结果判读

χ2值

P值

25.971

0.000

28.270

0.000

0.153

0.997

和 CD8 表达水平越高，乳腺癌患者越容易获得病理
学完全缓解 [8]。Fox P3+Tregs 细胞浸润通过调节肿

结果判读见图 1~4（封三）。

瘤免疫逃逸来预测预后 [9]。

3 讨论
环境因素、遗传因素是导致乳腺癌的主要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
NAC 治疗的总体疗效为 78.33%；

本病的出现、进展均与分子生物学机制相关。此类

化疗疗效与CD4、
CD8表达程度均具有相关性（P < 0.05）；

机制较为复杂，经临床研究发现，免疫系统不仅参

化疗疗效与 Fox-P3 表达无相关性（P > 0.05）。因变

与整个疾病的发生过程，还对疾病的发展有着较高

量为化疗疗效，自变量为 CD4、CD8，logistic 回归分

的调控效果。TIL 属于免疫细胞，在肿瘤间质以及

析表明，有效 TIL 为独立影响因素。结合本研究结

肿瘤实质中存在，组成肿瘤微环境的主要部分，也

果进行分析，在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的治疗中，NAC

是肿瘤局部免疫应答受体内免疫系统调控的直接

已属于标准的治疗方式 [10]。该治疗方式能够有效促

反应。2019 乳腺癌国际专家共识已将 TIL 确认为

进病灶减小，将无法保乳的病变改善至保乳的范围，

[7]

乳腺癌治疗及预后的有效预测因子 。TIL 中 CD4

将不符合手术切除治疗指征的患者改善至能够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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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切除治疗。诸多临床研究证实 [11-12]，此类患者在
接受手术治疗前，先通过此治疗方式将病灶的病理

写组 . 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病理诊断专家共识（2020
版）[J]. 中华病理学杂志，2020，49（4）：296-304.

等级改善至完全缓解，预后结局更佳。但经临床实

[7] Abe N，Matsumoto H，Takamatsu R，et al.Quantitative

践研究发现 [13-14]，并不是所有的患者均对此治疗方

digital image analysis of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式敏感，甚至有些患者会在治疗期间出现疾病发展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J].Virchows Arch，2020，476

加剧的情况，若能找出一种对化疗疗效进行预测的

（5）：701-709.

指标，不仅能避免此情况发生，还能使临床效果针

[8] Stanton SE，Disis ML.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umor-

对性提高。TIL 属于宿主对肿瘤细胞的免疫反应性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breast cancer[J].J Immunother

指标，结合本研究发现 TIL 的表达是化疗疗效的独

Cancer，2016，4：59.

立影响因子，CD4、CD8 与化疗疗效呈正相关，是化

[9] 苏静，陈航航，李孟圈，等 .FOXP3+ 调节性 T 细胞对浸

疗疗效的促进因素，且 CD4、CD8 在癌组织内的高

润性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效果的预测价值 [J]. 中华

表达也提示了预后效果较好。文献研究

[15-16]

发现，

乳腺癌患者接受 NAC 后，CD4-TILs、CD8-CTLs 提

医学杂志，2015，95（8）：595-597.
[10] Zacharakis N，Chinnasamy H，Black M，et al.Immune

高，患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明显延长，计数越高者，

recognition of somatic mutations leading to complete

预后效果更好。但 Fox-P3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意

durable regression i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J].Nat Med，

义仍存在争议

[17]

。有研究显示

[18]

乳腺癌组织表达

2018，24（6）：724-730.

中 Fox-P3 与 预 后 不 良 相 关，Fox-P3 sTILs 可能与

[11] Byrd TT，Fousek K，Pignata A，et al.TEM8/ANTXR1-

乳腺癌肿瘤细胞分化程度有关，这与本研究结果一

Specific CAR T cells as a Targeted Therapy for Triple-

致。本研究因样本量不足未能对不同分子亚型乳腺

Negative Breast Cancer[J].Cancer Res，2018，78（2）：

癌 NAC 疗效与 TIL 的关系进行研究，且未对患者进

489-500.

行随访，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在对局部晚期乳腺癌 NAC 疗效的预
测中，TIL 中的 CD4、CD8 表达情况具有较高的评定
价值，属于疗效评定的独立因子，化疗疗效与表达程

[12] 石国建，顾蓓，郭斌，等 . 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新辅助
化疗前后 p53、Ki-67、NM23、EGFR 的表达变化及临
床意义 [J]. 癌症进展，2019，17（7）：81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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