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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噬与血管生成的研究进展
杜军辉ꎬ马楼艳ꎬ李

蓉

[ 摘要] 血管生成主要包括病理性及生理性血管生成 ２ 个方面ꎬ新生血管形成在多种疾病致病中发挥重

要作用ꎬ主要包括肿瘤血管、眼底新生血管疾病( 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 ꎬ在新生血管形成中自噬起

到重要作用ꎮ 肿瘤生长及侵袭转移与新生血管形成具有密切的相关性ꎬ自噬性细胞死亡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
对血管生成造成抑制ꎬ而自噬也可以增强抗肿瘤药物作用ꎮ 但是ꎬ肿瘤组织自噬水平的提高ꎬ同时会保护肿瘤
组织ꎬ导致抗肿瘤药物的耐药ꎬ通过调节自噬能够更有效地控制肿瘤ꎮ 在眼底新生血管疾病中ꎬ自噬参与了新
生血管形成ꎬ通过抑制自噬能够更有效地控制眼底新生血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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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噬是近年来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ꎬ关于
自噬与血管生成的研究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１]

ꎮ

血管生成是指血管原位细胞发生增生、迁移ꎬ形成新
的毛细血管进入无血管区域的生理过程ꎮ 该复杂的
生物学过程在器官发育及疾病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ꎬ尤其是在肿瘤和眼底新生血管疾病致病中起
到重要作用ꎮ 在肿瘤组织中的新生血管提供营养给
不断浸润生长的原发肿瘤ꎬ这与肿瘤发展及转移具
有密切关系 [２] ꎮ 在眼底新生血管研究中ꎬ新生血管

形成是导致眼底出血的主要原因ꎮ 研究发现自噬与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８１５００７２６) ꎻ陕西省自然
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面上项目(２０１６ＪＭ８０１８) ꎻ西安市社会发展引导计
划医学研究项目[ ＳＦ１５０８(３) ]
[ 作者单位] ７１００５４ 陕西 西安ꎬ西安市第九医院眼科( 杜军辉) ꎬ老
年病二科( 马楼艳) ꎻ ７１００３２ 陕西 西安ꎬ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眼科( 李 蓉)

眼底新生血管形成密切相关ꎬ通过抑制自噬可以抑
制缺氧、高糖、脂肪细胞因子 ｃｈｅｍｅｒｉｎ 等诱导的新
生血管形成 [３￣６] ꎮ 作者对自噬与血管生成的关系进
行综述ꎮ
１

自噬
自噬属于一种进化上高度保守的、以降解细胞

内大分子物质以及受损细胞器等维持代谢平衡与细
胞环境稳定的分解代谢途径ꎬ这一过程主要由自噬
相关基因进行调节ꎮ 自噬体主要是由双层膜包裹待
降解物质而形成的细胞质泡ꎬ随后自噬体便会与溶
酶体融合从而形成自噬溶酶体ꎬ而待降解物质被溶
酶体的酸性水解酶消化水解ꎬ并且会释放回细胞质
中ꎬ从而能够实现循环利用以及某些细胞器的更新ꎮ
自噬对于维持细胞的内环境稳态具有重要意义ꎮ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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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ꎬ机体处于生理、病理条件下均存在一

子ꎮ 通过电镜分析可以得出ꎬ内皮抑素可以诱导内

定程度的自噬ꎬ处于正常范围内自噬对细胞能够起

皮细胞形成大量的自噬液泡ꎬ并且抗氧化剂以及含

到一定的保护与修复ꎬ若一旦自噬过度激活则会造

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抑制剂无法对内皮

ꎮ 临床上最早对自噬

抑素诱导的细胞自噬性死亡造成抑制ꎬ这说明内皮

是细胞中初级溶酶体处理内源性底物的重要过程ꎬ

自噬性死亡ꎻ除此之外ꎬ能诱导自噬的人第 １０ 号染

成机体细胞的损伤与死亡

[７]

现象的发现是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人的肝细胞ꎬ这
一些已经遭到损坏的蛋白或者细胞器被双层膜结构
的自噬小泡包裹后ꎬ送入溶酶体或者液泡中进行降
解ꎬ并且将其进行循环利用

[８]

ꎮ 细胞自噬包括微自

噬、巨自噬以及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 ３ 种形式ꎮ 其
中ꎬ对于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来说ꎬ其在运输的过程

抑素抗血管形成机制的关键因素为诱导的内皮细胞
色体缺失的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基因(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ｈｏｍｏｌｏｇｙ ｄｅｌｅｔｅｄ ｏｎ ｃｈｒｏｍｓｏｍｅ ｔｅｎ ｇｅｎｅꎬ
ＰＴＥＮ) 在裸鼠种植脑瘤内对肿瘤血管的生成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抑制ꎻ但重组的野生型 ＰＴＥＮ 不会影响
体外增殖ꎬ却会明显地减慢活体内肿瘤的生长ꎬ并延

中不需要膜泡ꎬ也不会形成自噬体 [９] ꎻ在运输中会

长小鼠的生存期ꎬ这表明 ＰＴＥＮ 能够调节肿瘤诱导

般在动物细胞衰老反应的过程中经常发生此种途径ꎮ

血管的形成在实体肿瘤中能够促进肿瘤的生长

直接通过溶酶体膜进入溶酶体腔ꎬ且具有选择性ꎬ一

２

２ １

及转移ꎬ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肿瘤血管的生
成ꎬ对肿瘤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１７] ꎮ 相关研究资料

自噬与肿瘤血管生成
肿瘤与血管生成

的血管生成 [１６] ꎮ

根据相关的临床资料表明ꎬ

肿瘤血管生成具有非常复杂的机制ꎬ且与组织特异
性、肿瘤分级与分期、血管生成微环境具有较为密切

的关系 [１０] ꎮ 一般来说ꎬ正常组织的血管生成主要是
机体形态发生及创伤修复等基本过程ꎬ而病理性的

血管生成属于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部分 [１１] ꎮ
通过抑制新生血管的形成ꎬ可以显著抑制肿瘤体积

的增大 [１２] ꎬ肿瘤的血管生成与肿瘤的生长及转移关
系十分密切ꎮ 在肿瘤血管生成的过程中ꎬ由肿瘤细

胞释放血管生成因子激活血管的内皮细胞ꎬ从而在

表明ꎬ胶原蛋白裂解片段内皮抑素具有强大的血管
抑制能力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生血管的形成及
肿瘤生长造成抑制ꎮ 内皮抑素能够作用于人内皮细

胞ꎬ在电镜辅助下清晰可见大量的自噬囊泡形成[１８] ꎮ
研究表明ꎬ很大一部分的血管生成抑制药物主要是

通过提高内皮细胞中的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特异

性蛋白酶活性ꎬ促进其凋亡而实现治疗的目的 [２] ꎮ
因此ꎬ当用人类血纤维蛋白溶酶原的第 ５ 个环饼区
处理内皮细胞后ꎬ也会出现特异性自噬反应ꎬ并且会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噬相关蛋白 Ｂｅｃｌｉｎ￣１ 的表达水

一定程度上促进内皮细胞的增殖及迁移ꎬ最终导致

平 [１９￣２０] ꎮ 一般来说ꎬ内皮细胞中第 ５ 个环饼区和内

程中ꎬ大部分治疗的方法均是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

等因素ꎬ甚至存在 ＶＥＧＦ 时也会激发自噬[２１] ꎮ 内皮抑

因可能是在肿瘤血管生成的过程中生长因子具有至

成大量的自噬液泡ꎬ最终导致自噬性死亡的发生[２２] ꎮ

血管生成 [１３] ꎮ 在临床上针对抗血管生成的治疗过
子(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ꎬＶＥＧＦ) 通路ꎬ原
关重要的作用ꎮ 一些血管抑制剂也在临床上已经被
证实具有确切的抑制肿瘤效果 [１４] ꎮ

２ ２

自噬与肿瘤血管形成的研究

在肿瘤发生及

转移过程中自噬具有双刃剑的作用ꎬ也就是说自噬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促进肿瘤细胞ꎬ在肿瘤的
不同阶段ꎬ自噬可能起到不同的作用ꎬ可能起到抑制
或促进肿瘤发展的作用ꎬ并可能导致化疗药物产生
抗药性

[１５]

ꎮ 自噬性细胞死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

血管生成造成抑制ꎬ而自噬也可以增强以细胞信号
转导为靶点的抗肿瘤药物作用

[２]

ꎮ 研究发现ꎬ自噬

性细胞死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血管的生成ꎮ 内
皮抑素是胶原 ＸⅧ分子的蛋白降解产物ꎬ在患者体
外能够对内皮细胞增殖造成抑制ꎬ因而是目前作用

最强且实验效果最好的肿瘤新生血管形成抑制因

皮抑素的诱导自噬并不会依赖于缺氧或者营养缺乏
素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同样能够诱导内皮细胞从而形
２ ３

自噬与肿瘤耐药的机制研究

研究表明ꎬ血管

抑制剂可以诱导血管内皮细胞的自噬ꎬ使细胞自噬
水平升高ꎬ加速细胞代谢ꎬ从而为细胞在饥饿状态下
提供必要的营养ꎬ而度过危险期ꎬ结果造成新生血管
的复发 [２３] ꎮ 贝伐单抗是一种 ＶＥＧＦ 抑制剂ꎬ可以通
过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而抑制肿瘤的生长ꎮ 最近研

究发现ꎬ 贝伐单抗抗血管治疗可引起肝 癌 ＳＭＭＣ￣
７７２１ 种植瘤细胞自噬的上调ꎬ表现为自噬相关蛋白
Ｂｅｃｌｉｎ￣１、ＬＣ３ 表达的增加ꎬ自噬可能是抗血管治疗
时肿瘤细胞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ꎻ抑制体外低氧培
养条件下肝癌细胞的自噬可以降低细胞活力ꎬ促进
其凋亡ꎻ联合应用贝伐单抗与自噬抑制剂ꎬ可以显著
抑制肿瘤生长和促进肿瘤细胞凋亡 [２４] ꎮ 在恶性胶
质瘤的研究中也发现ꎬ贝伐单抗可以引起细胞自噬
水平的提高ꎬ联合应用贝伐单抗与自噬抑制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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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细胞发生凋亡性细胞死亡ꎬ体内研究也证实了
两者联合可以显著抑制恶性胶质瘤的生长ꎬ因此作
者认为联合自噬抑制剂可能有助于改善抗血管药物

治疗的耐药性问题 [２５] ꎮ 可见ꎬ自噬可能参与了肿瘤
对抗血管药物治疗的耐药机制ꎬ通过以自噬为靶点
的联合治疗ꎬ可能有助于更好地控制肿瘤生长ꎮ

 ３８３

够抑制缺氧诱导的 ＲＦ / ６Ａ 细胞迁移和管腔形成ꎬ提

示自噬在缺氧诱导的视网膜新生血管疾病中同样发
挥作用ꎬ如视网膜静脉阻塞 [６] ꎮ 由此可见ꎬ自噬可
能在多种眼底新生血管疾病中发挥作用ꎬ可能成为
眼底新生血管疾病治疗的新靶点ꎮ
综上所述ꎬ近年来临床在自噬与血管生成的研
究中取得了一定进展ꎬ尤其是在肿瘤和眼底新生血

３

３ １

管疾病中自噬参与了病理性新生血管的形成过程ꎮ

自噬与眼底新生血管疾病
眼底新生血管疾病在眼

对自噬与新生血管的认识ꎬ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肿瘤

科是一类常见疾病ꎬ也是眼科治疗的难点ꎬ多年来一

和眼底新生血管疾病的致病机制ꎬ通过调节自噬有

直是眼科研究的热点ꎬ主要包括湿性年龄相关性黄

助于更好地控制肿瘤与眼底新生血管疾病的发展ꎮ

斑变性、视网膜静脉阻塞、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产

此外ꎬ自噬在血管抑制剂治疗耐药机制中发挥重要

儿视网膜病变等ꎮ 眼底新生血管的形成可以带来一

作用ꎬ通过以自噬为靶点有助于改善血管抑制剂耐

系列病理改变ꎬ如玻璃体积血、视网膜出血、渗出、黄

药问题ꎬ在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ꎮ 但目

斑水肿、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及牵拉性视网膜脱离等ꎬ

前多数研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ꎬ还需要进一步开

成为患者致盲重要原因ꎮ 目前临床上治疗眼底新生

展更深入的研究ꎮ

制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及新生血管的生成ꎻ虽然取得

【 参考文献】

眼底新生血管疾病

血管主要采用抗 ＶＥＧＦ 药物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
了较好的临床效果ꎬ但是抗 ＶＥＧＦ 药物存在治疗后
复发问题ꎬ需要多次重复治疗ꎬ带来的并发症以及昂

贵的治疗费用ꎬ使许多患者错过了治疗机会ꎮ 多年
来ꎬ临床上试图通过联合治疗减少复发ꎬ但到目前为
止仍不能有效防止复发 [２６￣２８] ꎮ

３ ２

眼底新生血管与自噬研究

研究发现ꎬ自噬在

体外猴脉络膜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 ＲＦ / ６Ａ 新生血
管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ꎬ以自噬为靶点可以显著抑
制体外新生血管的形成 [３￣４] ꎮ 体外研究新生血管形

成的方法是通过培养血管内皮细胞ꎬ观察细胞增殖、

迁移和管腔形成ꎮ 研究发现ꎬ脂肪细胞因子 ｃｈｅｍｅ￣
ｒｉｎ在体内视网膜病变患者血清中表达水平升高ꎬ与

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相关 [２９] ꎮ 在体外研究中也
发现ꎬ脂肪细胞因子 ｃｈｅｍｅｒｉｎ 能够激活 ＲＦ / ６Ａ 细胞
自噬ꎬ并促进 ＲＦ / ６Ａ 细胞增生、迁移和管腔形成ꎬ通

过自噬抑制剂能够抑制细胞增生、迁移和管腔形成ꎬ
提示自噬参与脂肪细胞因子 ｃｈｅｍｅｒｉｎ 诱导的视网
膜新生血管形成 [５] ꎮ 此外ꎬ高糖也能够激活 ＲＦ / ６Ａ

细胞自噬ꎬ促进体外新生血管形成ꎬ通过抑制自噬能

[１] Ｌｉｕ Ｊꎬ Ｆａｎ Ｌꎬ Ｗａｎｇ Ｈꎬ ｅｔ ａｌ.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ꎬ ａ 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 ｉｎ ａｎｔｉ￣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Ｊ] . Ｍｅｄ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６ꎬ

３３(１) :１０.

[２] 赵嵌嵌ꎬ张月英ꎬ张维东. 自噬与肿瘤血管生成[ Ｊ] . 国
际肿瘤学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４１(４) :２５１￣２５４.

[３] 李蓉ꎬ杜军辉ꎬ常远.肿瘤坏死因子￣α 对 ＲＦ / ６Ａ 细胞自
噬促进细胞增殖、迁移和管腔形成的影响[ Ｊ] . 眼科新
进展ꎬ２０１５ꎬ３５(１２) :１１３２￣１１３６.

[４] 杜军辉ꎬ刘佳丽ꎬ马乐ꎬ等.自噬抑制剂 ３￣ＭＡ 抑制高糖
条件下猴脉络膜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血管形成[ Ｊ] .临
床眼科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２３(５) :４５６￣４６０.

[５] Ｄｕ ＪＨꎬＬｉ ＲꎬＹａｎｇ Ｌ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 ｃｈｅｍｅ￣

ｒ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ＲＦ / ６Ａ ｃｅｌｌｓ[Ｊ].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６ꎬ９(９) :１７８０２￣１７８１１.

[６] Ｌｉ ＲꎬＤｕ ＪꎬＣｈａｎｇ Ｙ.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 ｈｙｐｏｘｉａ￣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ＲＦ / ６Ａ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ｖｉｔｒｏ [ Ｊ] . Ｃｕｒｒ Ｅｙｅ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４１(１２) :１５６６￣１５７０.

[７] 丁云鹏ꎬ赵奎ꎬ吴勇ꎬ等. Ｂｅｃｌｉｎ￣１ 在胃癌血管生成拟态

形成中的表达及意义[ Ｊ]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１７
(７) :７１６￣７１９.

够抑制细胞迁移和管腔形成 [４] ꎮ 这些研究表明ꎬ自

[８] 杨光唯ꎬ蒋劲松ꎬ来集富ꎬ等.３￣甲基腺嘌呤调控自噬对

肿瘤坏死因子￣α 是一种炎症因子ꎬ与新生血管的形

[ Ｊ]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３２(８) :７２０￣７２２.

噬可能参与了糖尿病患者视网膜新生血管的形成ꎮ

大鼠内皮祖细胞促进静脉血栓再通的作用及其机制

成具有密切关系ꎮ 有研究发现ꎬ肿瘤坏死因子￣α 能

[９] 相建峰ꎬ林盛明ꎬ相燕洁ꎬ等.细胞自噬与肿瘤治疗[ Ｊ] .

和管腔形成ꎬ通过抑制自噬能够抑制体外新生血管

[１０] 丁云鹏.自噬特异性基因 ｂｅｃｌｉｎ￣１ 在胃癌血管生成拟态

够通过激活 ＲＦ / ６Ａ 细胞自噬ꎬ促进细胞增生、迁移
的形成ꎬ提示自噬同样可能参与了炎症诱导的视网
膜新生血管形成 [３] ꎮ 还有一项研究表明ꎬ自噬与缺
氧诱导的新生血管形成密切相关ꎬ通过抑制自噬能

中国中西医结合影像学杂志ꎬ２０１２ꎬ１０(２) :１７４￣１７６.
中的表达及作用机制[ Ｄ] .苏州:苏州大学ꎬ２０１４.

[１１] 李旭.ＲＯＳ 依赖的内质网应激￣自噬反应在醉茄素 Ａ 诱
导人胰腺癌细胞凋亡中的作用研究[ Ｄ] .武汉:华中科
技大学ꎬ２０１３.

 ３８４

«转化医学杂志»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第 ６ 卷 第 ６ 期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６ Ｎｏ.６ꎬ Ｄｅｃ ２０１７

[１２] 董志武.血管内皮细胞自噬的调控及膜联蛋白 Ａ７ 促进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 ｄｏｒｍａｎｃ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ｏｖａｒｉａｎ

[１３] 钱祥云ꎬ戈伟.抗血管生成治疗耐药与肿瘤微环境关系

[２２] Ｋｉｍ Ｒ.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内皮细胞自噬作用的研究[ Ｄ] .济南:山东大学ꎬ２０１１.
的研究进展[ Ｊ] .中国医药导报ꎬ２０１６ꎬ１３(１８) :３３￣３６.

[１４] Ｄｉｎ ＦＶꎬＶａｌａｎｃｉｕｔｅ ＡꎬＨｏｕｄｅ ＶＰꎬｅｔ ａｌ.Ａｓｐｉｒｉ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ｍＴＯ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ꎬ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 ＡＭＰ￣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ꎬａｎｄ ｉｎ￣

ｄｕｃｅｓ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
ｒ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２ꎬ１４２(７) :１５０４￣１５１５.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Ｊ] .Ｊ Ｃｌ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ꎬ２００８ꎬ１１８(１２) :３９１７￣３９２９.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Ｃａｎｃｅｒꎬ２００５ꎬ

１０３(８) :１５５１￣１５６０.

[２３] Ｃｈａｕ ＹＰꎬＬｉｎ ＳＹꎬＣｈｅｎ ＪＨꎬｅｔ ａｌ.Ｅｎｄｏｓｔａｔｉｎ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ａｕｔｏ￣
ｐｈａｇｉｃ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ＥＡｈｙ９２６ ｈｕｍａｎ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Ｊ] .
Ｈｉｓｔｏｌ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ꎬ２００３ꎬ１８(３) :７１５￣７２６.

[１５] 陈金东.细胞自噬与细胞凋亡在细胞中的作用[ Ｊ] . 遵

[２４] Ｇｕｏ ＸＬꎬ Ｌｉ Ｄꎬ Ｓｕｎ Ｋ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ｅｎ￣

[１６] Ｋｏｕｋｏｕｒａｋｉｓ ＭＩꎬＧｉａｔｒｏｍａｎｏｌａｋｉ ＡꎬＳｉｖｒｉｄｉｓ Ｅꎬｅｔ ａｌ.Ｂｅｃｌｉｎ

ｍａ[ Ｊ] .Ｊ Ｍｏｌ Ｍｅｄ ( Ｂｅｒｌ) ꎬ２０１３ꎬ９１(４) :４７３￣４８３.

义医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３９(３) :２１７￣２２２.

１ 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ｕｒ ｈｙｐｏｘｉａ[ Ｊ] . Ｂｒ Ｊ
Ｃａｎｃｅｒꎬ２０１０ꎬ１０３(８) :１２０９￣１２１４.

[１７] Ｐａｒｋ ＨＪꎬＬｅｅ ＳＪꎬＫｉｍ ＳＨꎬｅｔ ａｌ. ＩＬ￣１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ｖａ￣
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 ｖｉａ ｃｌａｓｓ Ⅰ 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 ３￣ｋｉｎａｓｅ ( ＰＩ３Ｋ)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Ｍｏｌ Ｉｍｍｕ￣
ｎｏｌꎬ２０１１ꎬ４８(４) :７２０￣７２７.

[１８] Ｊａｂｅｒ ＮꎬＤｏｕ ＺꎬＣｈｅｎ ＪＳꎬｅｔ ａｌ.Ｃｌａｓｓ Ⅲ ＰＩ３Ｋ Ｖｐｓ３４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ｎｄ ｉ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ｒ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ꎬ２０１２ꎬ１０９ ( ６)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１９] Ｌｅｖｙ ＪＭꎬ Ｔｈｏｒｂｕｒｎ Ａ.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ꎬ

２０１１ꎬ１３１(１) :１３０￣１４１.

[２０] Ｋｌｅｍｅｎｔ ＧＬꎬ Ｙｉｐ ＴＴꎬ Ｃａｓｓｉｏｌａ Ｆꎬ 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ｅｑｕｅｓｔｅｒ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Ｊ].Ｂｌｏｏｄꎬ２００９ꎬ１１３(１２):

２８３５￣２８４２.

[２１] Ｌｕ ＺꎬＬｕｏ ＲＺꎬＬｕ Ｙ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ｇｅｎｅ ＡＲＨＩ

ｈａｎｃｅｓ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ｅｖａｃｉｚｕｍａｂ ｉｎ ｈｅｐａｔｏｃａｒｃｉｎｏ￣

[２５] Ｈｕ ＹＬꎬＤｅＬａｙ ＭꎬＪａｈａｎｇｉｒｉ Ａꎬｅｔ ａｌ. Ｈｙｐｏｘｉａ￣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ｕ￣

ｔｏｐｈａｇ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

ｔｉ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Ｊ].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１２ꎬ

７２(７) :１７７３￣１７８３.

[２６] 杜军辉ꎬ李蓉.非甾体抗炎药物局部点眼辅助治疗 ＡＭＤ
研究进展[ Ｊ]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１７
(２) :１２２￣１２５.

[２７] 杜军辉ꎬ李蓉.光动力疗法治疗脉络膜新生血管性疾病

后导致的脉络膜低灌注[ Ｊ]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ꎬ２０１３ꎬ

３１(８) :７８８￣７９１.

[２８] 杜军辉ꎬ李夏ꎬ成静. 光动力疗法联合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抑制剂及糖皮质激素治疗脉络膜新生血管疾病的研

究进展[ Ｊ]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ꎬ２０１３ꎬ７( １５) :

７１８０￣７１８２.

[２９] Ｄｕ ＪＨꎬＬｉ ＲꎬＸｕ Ｌꎬｅｔ 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ｅｒｕｍ ｃｈｅｍｅｒ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Ｃｕｒｒ
Ｅｙｅ Ｒｅｓꎬ２０１６ꎬ４１(１) :１１４￣１２０.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０８

本文编辑:徐海琴)


( 上接第 ３８０ 页)
[２７] Ｂａｃｈｍａｙｒ￣Ｈｅｙｄａ ＡꎬＲｅｉｎｅｒ ＡＴꎬＡｕｅｒ Ｋꎬ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ꎬ２０１６ꎬ７( １８) :２６６８０￣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ꎬ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ｌｕｎｇ ｆｉｂｒｏ￣

[３２] Ｑｉｎ ＭꎬＬｉｕ ＧꎬＨｕｏ Ｘꎬｅｔ ａｌ.Ｈｓａ＿ｃｉｒｃ＿０００１６４９: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ＮＡ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ｓｉｓꎬ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Ｊ] .Ｓｃｉ Ｒｅｐꎬ２０１５ꎬ５:８０５７.

[２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Ｏｎｃ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ＮＣＣ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
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 ２０１６)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１２￣０２].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ｎｃｃｎ.ｏｒｇ /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２９] Ｗａｎｇ ＦꎬＮａｚａｒａｌｉ ＡＪꎬＪｉ 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ＮＡｓ ａ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ｉｏ￣

２６６９１.

ＲＮＡ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ｎｏｖｅｌ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ｆｏｒ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
ｃｉｎｏｍａ[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ｉｏｍａｒｋꎬ２０１６ꎬ１６(１) :１６１￣１６９.

[３３] Ｓｕｚｕｋｉ ＨꎬＴｓｕｋａｈａｒａ Ｔ.Ａ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ｅ￣ｍＲＮＡ ｓｐｌｉｃ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ＲＮａｓｅ 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ＮＡｓ[ Ｊ]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ꎬ２０１４ꎬ１５( ６) :

９３３１￣９３４２.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Ｊ] .Ａｍ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３４] Ｗｕ ＱꎬＷａｎｇ ＹꎬＣａｏ Ｍꎬｅｔ ａｌ. Ｈｏｍ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ｉｓ￣

[３０] Ｌｉ ＰꎬＣｈｅｎ ＳꎬＣｈｅｎ Ｈꎬｅｔ ａｌ.Ｕｓ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ＮＡ ａｓ ａ ｎｏｖｅｌ

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Ｊ]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Ｒｅｓꎬ２０１６ꎬ６(６) :１１６７￣１１７６.

ｔｙｐｅ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Ｃｌｉｎ Ｃｈｉｍ Ａｃｔａꎬ２０１５ꎬ４４４:１３２￣１３６.

[３１] Ｘｉｅ ＨꎬＲｅｎ ＸꎬＸｉｎ Ｓꎬｅｔ ａｌ.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ｃｉｒｃＲＮＡ ＿
００１５６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ｍｉＲ￣１４５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ＮＡｓ ｂｙ ｄｅｅｐ ｓｅ￣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ꎬ２０１２ꎬ１０９(１０) :３９３８￣３９４３.

[３５] Ｇｌａｚａｒ Ｐꎬ Ｐａｐａｖａｓｉｌｅｉｏｕ Ｐꎬ Ｒａｊｅｗｓｋｙ Ｎ. ｃｉｒｃＢａｓｅ: ａ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ＲＮＡｓ[Ｊ].ＲＮＡꎬ２０１４ꎬ２０(１１):１６６６￣１６７０.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１８

本文编辑:徐海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