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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结直肠癌患者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
和 T 淋巴细胞 CD69 变化的意义
韩克松 1，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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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结直肠癌患者术前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 CD69、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变化的意义。

方法：选取 2016 年 5 月—2018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26 例结直肠癌患者（病例组）、120 例结肠息肉患者（对照组）；检测
两组的术前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 CD69、NLR，分析不同临床病理学特征的结直肠癌患者 T 淋巴细胞 CD69、NLR 表达水
平的差异。结果：病例组的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 CD69 表达低于对照组，NLR 值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不同肿瘤分化程度、不同 TNM 分期、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是否发生肿瘤淋巴血管侵犯的结直肠癌患者血中 T 淋巴细胞
CD69 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不同肿瘤分化程度、不同 TNM 分期、是否发生肿瘤淋巴血管侵犯的结直肠癌患
者血 NLR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结直肠癌患者的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 CD69 表达降低，NLR 值增高，并
且与肿瘤的进展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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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igniﬁcance of the changes of CD69 and NLR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before operation. Methods We selected 126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case
group)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and 120 patients with colon polyps treated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NLR and the CD69 expression by T lymphocyte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were detected before opera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D69 and NLR of T lymphocytes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CD69 expression of T lymphocyte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the cas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and the NLR value
of the cas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CD69 expression of T lymphocytes
in the blood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tumor differentiation, different TNM stages,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umor lymphatic vascular invasion were compared, which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ﬁcant (P <0.05). When blood NLR values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were assessed in regard with
different tumor differentiation levels, different TNM stages. Whether tumor lymphatic vascular invasion occurre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ﬁcant (P <0.05).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of CD69 on T lymphocyte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is decreased and the value of NLR is increased. It ha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with tumor pro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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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是世界第三大恶性肿瘤，发病率逐
年增加，发病年龄逐渐年轻化，临床上主要采用
手术切除治疗，但术后五年生存率仍然较低 [1]。
结直肠癌患者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早期筛查和
诊断率很低，大多数患者被发现时已经处于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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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简单可靠的结直肠癌预后指标对早期筛查，
治疗和预后评估具有重要的意义。与肿瘤相关的
炎性细胞可以直接或间接与肿瘤相互作用，促进
肿瘤血管生成，细胞外基质重塑和肿瘤转移 [2]。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可以作为全身
炎症反应的指标，评估人体抗肿瘤和促肿瘤免疫
之间的动态平衡 [3]。研究证实 NLR 与卵巢癌、肺
癌、乳腺癌和肝细胞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预后有
关 [4]。T 淋巴细胞必须在参与免疫反应前首先被
激活，CD69 是 T 淋巴细胞活化的分子标记，可
诱导 Th1 类细胞因子。T 淋巴细胞在静止状态下
不表达，但是一旦 T 淋巴细胞被激活，黏附在表
面的 CD69 就会以非常快的速度表达。一般认为，
在肿瘤发生后为肿瘤的生长和转移创造环境，并
且在患者接受相应治疗前，体内的免疫功能通常
很低，因此可以通过分泌一些免疫因子来抑制免
疫功能 [5]。本研究通过检测 126 例结直肠癌患者
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 CD69、NLR 水平，以期探
讨结直肠癌患者术前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 CD69、
NLR 变化的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5 月—2018 年 12 月
我院收治的 126 例结直肠癌患者（病例组）、120
例结肠息肉患者（对照组）。纳入标准：1）结直肠
癌、结肠息肉的诊断标准参考人民卫生出版社《外
科学》第七版中的标准 [6] ；2）术前经结直肠镜取
活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诊断；3）所有患者均在我
院接受腹腔镜根治手术治疗，术后取标本接受病
理学检查；4）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委员会的相关
要求，获得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
术前具有放化疗病史；2）术前接受免疫学治疗；3）
病理学资料缺失；4）伴有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
病例组中男 68 例、女 58 例，年龄 39~75 岁，
平均（55.2±7.8）岁；体质指数（BMI）（22.8±
表1

2.2）kg/m 2 ；其 中 结 肠 癌 47 例、 直 肠 癌 79 例；
TNM 分期：Ⅰ期 27 例、Ⅱ期 45 例、Ⅲ期 44 例、
Ⅳ期 10 例；发生淋巴结转移 49 例。对照组中男
61 例，女 59 例；年龄 36~75 岁，平均（53.8±8.4）岁；
BMI（22.6±2.4）kg/m 2 ；两组年龄、性别、BMI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1.2 指标检测方法
1.2.1 NLR 患者禁食 12 h，取 3 mL 外周静脉血。
用贝克曼库尔特 LH750 自动血液分析仪测量中性
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计算 NLR。
1.2.2 CD69 收集患者 100 μL 全血，加入 20 μL
荧 光 标 记 的 CD69 抗 体（APC、FITC、PE 标 记
抗 人 CD69 单 抗 ），APC、FITC、PE 波 长 分 别 不
同，分别选择深红色、亮绿色和橘红色 3 个流式
通道，以防止荧光的重叠和相互干扰，影响最后
结果。在室温下避光孵育 20 min ；加入 1 mL 溶血
素，室温避光 10 min ；加入 1 mL PBS 缓冲液，混
合，以 1 000 r/min 离心 5 min ；弃去上清液，再次
加入 1 mL PBS 缓冲液，重复混合并离心；弃去上
清液，加入 0.5 mL PBS 缓冲液进行流式细胞术，
使用 Cell Quest 软件获取并分析数据。
1.3 资料收集 收集病例组的年龄、性别、BMI、
肿瘤位置、直径大小、病理学类型、肿瘤分化程度、
是否伴有肠梗阻、TNM 分期、淋巴结转移、肿瘤
淋巴血管侵犯。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计 数 资 料 组 间 比 较 采 用 χ 2 检 验；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病 例 组 和 对 照 组 的 外 周 血 中 T 淋 巴 细 胞
CD69、NLR 比较 病例组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
CD69 表达水平低于对照组，NLR 值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 CD69、NLR 比较
例数（n ）

CD69 表达（%）

NLR 值

病例组

126

2.47±0.69 a

5.15±1.20 a

对照组

120

8.67±2.28

2.77±0.78

t值

-28.511

18.216

P值

＜ 0.001

＜ 0.001

组别

注：a与对照组比较，P <0.05

2.2

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 CD69 表达与结直肠癌

患者病理学特征的关系

不同肿瘤分化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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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同 TNM 分期、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是否发生肿
瘤淋巴血管侵犯的结直肠癌患者 T 淋巴细胞 CD69
表2

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 CD69 表达与结直肠癌患者病理学特征的关系
例数（n ）

因素

CD69 表达（%）

年龄（岁）
≥ 60
  < 60

57

2.40±0.51

69

2.53±0.66

性别
  男

68

2.55±0.65

  女

58

2.38±0.62

肿瘤位置
  结肠

47

2.57±0.49

  直肠

79

2.41±0.66

肿瘤直径（cm）
≥ 5.0 cm

48

2.34±0.52

78

2.55±0.68

  腺癌

107

2.45±0.65

  其他

19

2.58±0.51

  高 + 中

85

2.63±0.66

a

  低分化

41

2.14±0.39

  < 5.0 cm
病理学类型

分化程度

肠梗阻
  有

43

2.38±0.65

  无

83

2.52±0.62

  Ⅰ + Ⅱ

72

2.63±0.67

a

  Ⅲ + Ⅳ

54

2.26±0.55

  是

49

2.31±0.49

a

  否

77

2.57±0.64

  是

44

2.16±0.52a

  否

82

2.64±0.64

TNM 分期

淋巴结转移

肿瘤淋巴血管侵犯

t值

P值

-1.217

0.226

1.495

0.138

1.441

0.152

-1.834

0.069

-0.827

0.410

4.393

＜ 0.001

-1.182

0.239

3.307

0.001

-2.426

0.017

-4.273

＜ 0.001

a

注： 与对应分组比较，P <0.05

2.3 外周血中 NLR 值与结直肠癌患者病理学特
征的关系 不同肿瘤分化程度、不同 TNM 分期、
是否发生肿瘤淋巴血管侵犯的结直肠癌患者的血
NLR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3。
3 讨论
对于结直肠癌患者的预后评价，主要包括肿
瘤分化程度，淋巴结和远处转移，临床分期等 [7]。
但是除了传统的临床病理指标外，影响患者的预
后因素较多。相关研究表明慢性炎症逐渐发展恶

化会导致许多恶性肿瘤的发生 [8-9]。肿瘤的炎症反
应和宿主的保护性免疫能力是相互关联的动态过
程，当炎症反应发生改变打破动态平衡时引起肿
瘤的生长发育。因此，寻找准确易得的指标反映
肿瘤的侵袭和转移具有重要意义。慢性炎症反应
会产生一些毒素应激，同时炎症细胞通过增加血
管生成和组织浸润来诱导细胞增殖，促进癌症的
发展和扩散 [10]。研究表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
血小板和单核细胞等炎症细胞和人体固有的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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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外周血中 NLR 值与结直肠癌病理学特征的关系

例数（n ）

因素

NLR 值

年龄（岁）
≥ 60
  < 60

57

4.97±1.10

69

5.30±1.19

性别
  男

68

5.24±1.17

  女

58

5.04±0.94

肿瘤位置
  结肠

47

4.95±0.90

  直肠

79

5.27±1.18

肿瘤直径（cm）
≥ 5.0 cm
  < 5.0 cm

48

5.37±0.89

78

5.01±1.17

病理学类型
  腺癌

107

5.13±1.20

  其他

19

5.26±0.88

  高 + 中

85

a

4.80±0.98

  低分化

41

5.88±1.13

  有

43

a

4.93±0.91

  无

83

5.26±1.13

分化程度

肠梗阻

TNM 分期
  Ⅰ + Ⅱ

72

5.73±1.00a

  Ⅲ + Ⅳ

54

4.38±1.02

淋巴结转移
  是

49

5.38±0.89

  否

77

5.00±1.16

  是

44

a

4.68±0.93

  否

82

5.40±1.16

肿瘤淋巴血管侵犯

t值

P值

-1.603

0.112

1.045

0.298

-1.602

0.112

1.830

0.070

-0.451

0.653

-5.510

＜ 0.001

-1.656

0.100

7.435

＜ 0.001

1.955

0.053

-3.548

0.001

a

注： 与对应分组比较，P <0.05

系统信号分子参与了肿瘤的发展 [11-12]。与肿瘤病
理分期相比，各种炎症细胞的数量变化可能对癌
症患者术前状态有更好的了解 [13]。NLR 是系统性
炎症反应的代表性指标，可以用于结直肠癌患者
的潜在预后因素研究。
NLR 是反映机体免疫状态的重要指标，其水
平高低与肿瘤特点有关。肿瘤发生时，患者机体
中性粒细胞的含量增加，活化并从静脉系统迁移
到肿瘤细胞周围，促进肿瘤发展 [14-15]。另一方面，

全身性炎症反应使宿主的 CD4+ T 淋巴细胞含量
减少，CD8 + T 淋巴细胞的增加受抑制，大大降低
了人体的细胞免疫力 [16]。肿瘤的发生和转移与免
疫逃逸有关，T 细胞的活化在免疫监视中具有重要
作用 [17]。CD69 是 T 淋巴细胞活化后表达的膜表
面分子，当受到激活后，它可以进一步刺激 T 细
胞的增殖和活化过程，诱导 Th1 类细胞因子的分
泌，并间接杀死肿瘤，我们可以检测 CD69 表达
的激活情况，以验证 T 淋巴细胞的激活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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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切除肿瘤后是否可以逆转肿瘤患者的免疫抑
制作用。T 淋巴细胞表面上有许多标志性分子，而
CD69 是最早表达的分子。因此，以前的研究通常
在肿瘤患者手术后的第一天检测 CD69 的表达 [18]。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病例组的外周血中 T 淋
巴细胞 CD69 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主要由于结
直肠癌患者体内 T 细胞活化不足，难以进行肿瘤
免疫监视，导致手术前肿瘤免疫抑制，更有利于
肿瘤的生长，浸润和转移。病例组 NLR 值明显高
于对照组。由癌症引起的炎症反应可导致 NLR 比
例增加，NLR 升高表示中性粒细胞数量增加，淋
巴细胞数量减少。淋巴细胞是抗肿瘤免疫力的主
要成分，数量减少表明人体免疫功能异常，淋巴
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力下降，从而促进了肿瘤
的生长和转移。更重要的是，NLR 可能在促进肿
瘤炎症和抗肿瘤炎症之间起到平衡作用。本研究
显示，NLR 值变化与患者不同肿瘤分化程度、不
同 TNM 分期、是否发生肿瘤淋巴血管侵犯密切相
关。随着肿瘤的发展，人体的全身炎症反应和抗
肿瘤免疫抑制不平衡。肿瘤 TNM 分期增加，肿
瘤分化严重，发生肿瘤淋巴血管侵犯，使得中性
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比例失调，NLR 不仅反映了肿
瘤的进展程度，还表明人体对肿瘤的免疫力降低，
这对临床治疗计划和预测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前的临床工作中，炎症反应指数 NLR 的
增加已被证明与恶性肿瘤的预后有关，并且在结
直肠癌，肺癌，肝癌和胃癌的研究中已被广泛报
道 [19-20]。但目前较多结直肠癌研究中仅对 NLR 单
一指标进行检测，说明性不强。本研究对结直肠
癌患者术前进行 T 淋巴细胞 CD69 和 NLR 进行检
测，充分说明结肠癌患者机体免疫炎症反应变化，
探讨其与肿瘤的进展关系。在以后的研究中，是
否可以使用抗炎治疗来提高结直肠癌对化疗药物
的敏感性并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值得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结直肠癌患者的外周血中 T 淋巴
细胞 CD69 表达降低，NLR 值增高，并且与肿瘤
的进展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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