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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前列腺癌中非编码 ＲＮＡ 与雄激素受体
信号间调控的研究进展
周金宝ꎬ刘小敏ꎬ马中良
[ 摘要] 雄激素受体(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ꎬＡＲ) 及其下游信号在前列腺癌的发生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

用ꎮ 微小 ＲＮＡ(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ꎬｍｉＲＮＡ) 和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ꎬｌｎｃＲＮＡ) 等非编码 ＲＮＡ 不仅影
响 ＡＲ 信号的调控网络ꎬ而且参与前列腺癌的发展进程ꎮ 作者重点就前列腺癌中 ｍｉＲＮＡ、ｌｎｃＲＮＡ 与 ＡＲ 信号
间调控网络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ꎮ

[ 关键词] 前列腺癌ꎻ雄激素受体ꎻ微小 ＲＮＡꎻ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 ２５

[ 文献标志码] Ａ

[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３０９７(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６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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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ＺＨＯＵ Ｊｉｎｂａｏꎬ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ｍｉｎꎬ ＭＡ Ｚ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 Ｃａｎｃｅｒ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４４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 Ａ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ｌａ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 ｍｉＲＮＡ) ꎬ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 ｌｎｃＲＮ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ｏｎ￣
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ｉＲＡＮꎬ ｌｎｃＲＮＡ ａｎｄ
Ａ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ꎻ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 ＡＲ) ꎻ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 ｍｉＲＮＡ) ꎻ Ｌｏｎｇ ｎｏｎ￣

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 ｌｎｃＲＮＡ)

前列腺癌是男性泌尿生殖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恶

列腺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ꎬ为解决前列腺癌的雄

性肿瘤之一ꎬ我国的前列腺癌发病率虽低于西方国

激素阉割抗性提供更多方案ꎮ 作者主要综述近年来

家ꎬ但近年来也呈明显上升趋势

[１￣２]

ꎮ 前列腺癌的发

生发展依赖雄激素ꎬ而雄激素受体(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ꎬＡＲ) 作为核转录因子调控着雄激素敏感基因的

前列腺癌中 ｍｉＲＮＡ、ｌｎｃＲＮＡ 与 ＡＲ 信号间调控网络
的研究进展ꎮ

表达ꎮ ＡＲ 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ꎬ在前列腺癌的进

１

ＡＲ 信 号 的 雄 激 素 剥 夺 疗 法 (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受体超家族中的类固醇激素受体亚族ꎮ ＡＲ 通过羧

列腺癌中的 ＡＲ 信号不可避免地得到恢复并持续发

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ꎬＤＨＴ) ꎬ使得热休克蛋白脱离 ＡＲꎬ 随后输

程中发挥 着 关 键 性 的 作 用ꎬ 因 此 通 过 减 弱 或 阻 断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ＡＤＴ) 是目前标准的治疗方法ꎮ 但大多数前
挥作用 [３] ꎬ逐渐发展成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ｃａ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ꎬＣＲＰＣ) [４] ꎮ

非编 码 ＲＮＡ 是 一 类 内 源 性 不 编 码 蛋 白 质 的

ＡＲ 信号

ＡＲ 是一种配体依赖型转录因子受体ꎬ属于核

基末端配体结合域结合雄激素双氢睾酮( ｄｉｈｙｄｒｏｔｅｓ￣

入蛋白 α 将激活的 ＡＲ 顺利转移至核内ꎮ 入核后的
ＡＲ 产生同源二聚化ꎬ并通过 ＤＮＡ 结合域与处在靶

基因启动子或增强子区域的雄激素反应元件结合ꎬ

ＲＮＡꎬ主要包括微小 ＲＮＡ(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ꎬｍｉＲＮＡ) 和长

随后募集基础的转录机器和协同转录因子形成转录

研究发现ꎬｍｉＲＮＡ 和 ｌｎｃＲＮＡ 可通过多种方式参与

控的基因可调节前列腺癌细胞的增殖、分化、细胞周

链非编码 ＲＮＡ (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ꎬ ｌｎｃＲＮＡ) 等ꎮ

复合物来激活或抑制靶基因的转录ꎮ 这些受 ＡＲ 调

ＡＲ 信号的调控网络ꎬ这将有助于发现新的促使前

期以及雄激素依赖型细胞内的稳态ꎮ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６０１８８７)
[ 作者单位] ２００４４４ 上海ꎬ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ꎬ非编码 ＲＮＡ 和
癌症实验室( 周金宝ꎬ刘小敏ꎬ马中良)
[ 通讯作者] 马中良ꎬＥ￣ｍａｉｌ:ｚｌｍａ＠ｓｈｕ.ｅｄｕ.ｃｎ

２

ＭｉＲＮＡ 与 ＡＲ 信号的调控

ＭｉＲＮＡ 是长度为 １８ ~ ２２ 个核苷酸的单链非编

码小 ＲＮＡꎬ常与 ｍＲＮＡ 的 ３′非翻译区( ｕ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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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ｏｎｓꎬＵＴＲ) 特异性结合进而在转录后水平调控基

转录因子可参与 ｍｉＲＮＡ 的转录过程ꎻ基于 ＡＲ 信号

它可能受到许多 ｍｉＲＮＡ 的靶向调控ꎻ另外ꎬＡＲ 作为

号和 ｍｉＲＮＡ 之间还存在反馈调节( 表 １) ꎮ

因的表达ꎮ ＡＲ 的 ３′ ＵＴＲ 相对较长且富集 ＡＵꎬ提示

ＡＲ 信号相关的 ｍｉＲＮＡ 在前列腺癌中的表达水平

ＡＲ 信号相关的 ｍｉＲＮＡ

功

能

ｍｉＲ￣３２０ａ

↓

靶向 ＡＲꎻ抑制细胞增殖 [５]

ｍｉＲ￣１８５

↓

靶向 ＡＲꎻ抑制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ꎬ阻滞细胞周期进程 [８]

ｍｉＲ￣１２４

↓

ｍｉＲ￣１２０７￣３ｐ

ＣＲＰＣ↑

ｍｉＲ￣１０１

↓

ｍｉＲ￣１３５ａ

ｍｉＲ￣４２１

间接抑制 ＡＲ 和 ＡＲ￣Ｖ７ 的表达ꎻ减弱前列腺癌的去势抵抗性 [１１] ꎻ抑制上皮间质转换[１２]

↑

ｍｉＲ￣１９３ａ￣３ｐ

ｍｉＲ￣１

间接抑制 ＡＲ 信号ꎻ抑制细胞迁移、增殖、促进细胞凋亡 [１０]

↓

ｍｉＲ￣１８２￣５ｐ

ｍｉＲ￣２７ａ

靶向 ＡＲꎻ抑制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 [６￣７]

↓

ｍｉＲ￣２１２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ꎻ促进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ꎬ抑制细胞凋亡 [１３]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ꎻ促进细胞迁移 [１４]

↓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ꎻ抑制细胞的迁移、侵袭 [１５] 、增殖 [１６] ꎬ诱导细胞凋亡和周期阻滞 [１７]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ꎻ促进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细胞调亡 [１８￣２０]

↓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ꎻ抑制细胞增殖、迁移和凋亡 [２２]

ＣＲＰＣ 和转移性前列腺癌↓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ꎻ促进细胞转移 [２３] 和 ＣＲＰＣ 的进程 [２４￣２５]

ｍｉＲ￣２９０９

↓

受 ＡＲ 的转录抑制ꎻ抑制细胞增殖、迁移、影响细胞周期 [２６]

↓

受 ＡＲ 的转录抑制ꎻ形成 ＡＲ / ｍｉＲ￣２０４ / ＸＲＮ１ / ｍｉＲ￣３４ａ / ＡＲ 正反馈调控 [２９]

↑

ｍｉＲ￣２０４

ｍｉＲ￣１９０ａ

２ １

表１

在前列腺癌中重要调控作用ꎬ许多研究发现 ＡＲ 信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ꎻ促进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 [２７]

↓

ＭｉＲＮＡ 靶向 ＡＲ 信号

受 ＡＲ 的转录抑制ꎻ形成 ＡＲ / ｍｉＲ￣１９０ａ / ＹＢ￣１ / ＡＲ 负反馈调控 [３０]

ＭｉＲ￣３２０ａ 在前列腺癌

呈正相关ꎻ而过表达的 ｍｉＲ￣２１２ 可靶向 ｈｎＲＮＰＨ１ 来

组蛋白脱乙酰基酶抑制剂 ＯＢＰ￣８０ 可显著上调 ｍｉＲ￣

去势抵抗性ꎬ增强前列腺癌细胞对比卡鲁胺的敏感

组织和细胞中显著下调ꎬ与 ＡＲ 的表达呈负相关ꎮ

３２０ａ 启动子区域 Ｈ３Ｋ９ 的 乙 酰 化 水 平ꎬ 使 得 ｍｉＲ￣
３２０ａ 高表达来靶向 ＡＲꎬ进而抑制前列腺癌的细胞

增殖ꎬ这提示 ＯＢＰ￣８０ 可作为间接靶向 ＡＲ 的药物ꎬ
为 ＡＲ 阳性的前列腺癌提供新的治疗方案 [５] ꎮ

ＭｉＲ￣１２４ 在恶性前列腺癌细胞中显著下调ꎬ呈

现出肿瘤抑制因子的功能ꎮ Ｓｈｉ 等

[６]

发现过表达的

ｍｉＲ￣１２４ 直接靶向 ＡＲꎬ并抑制前列腺癌的细胞增殖ꎬ
上调 ｐ５３ 来诱导细胞凋亡ꎮ 此外ꎬｍｉＲ￣１２４ 也可靶
向 ＡＲ 的拼接变异体( ＡＲ￣Ｖ４、ＡＲ￣Ｖ７) ꎬ恢复前列腺

癌对恩杂鲁胺的敏感性 ꎮ
ＭｉＲ￣１８５ 在前列腺癌临床的组织样本中下调ꎬ
[７]

间接抑制 ＡＲ 和 ＡＲ￣Ｖ７ 的表达ꎬ以减弱前列腺癌的
性ꎮ 此外ꎬ高表达的 ｍｉＲ￣２１２ 还可抑制转化生长因

子￣β 诱导的上皮间质转换 [１２] ꎮ
２ ２ ＡＲ 信号调控 ｍｉＲＮＡ 的表达

Ｙａｏ 等 [１３] 通过

对 ６５ 例前列腺癌患者组织样本进行 ＲＮＡ 测序分

析ꎬ发现 ｍｉＲ￣１８２￣５ｐ 显著上调ꎻ体外实验证明 ｍｉＲ￣
１８２￣５ｐ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ꎬ高表达的 ｍｉＲ￣１８２￣５ｐ 通
过靶向 ＡＲＲＤＣ３ 及其下游的细胞表面粘附分子 ＩＴ￣

ＧＢ４ꎬ来促进前列腺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ꎬ抑
制细胞凋亡ꎻ同时ꎬ体内实验显示 ｍｉＲ￣１８２￣５ｐ 可促
进前列腺癌的生长和进程ꎮ

相比雄激素依懒性的 ＬＮＣａＰ 细 胞ꎬ ｍｉＲ￣１９３ａ￣

过表达的 ｍｉＲ￣１８５ 既直接靶向 ＡＲꎬ抑制前列腺癌细

３ｐ 在 ＣＲＰＣ 细胞系 Ｃ４￣２Ｂ 中显著上调ꎬ受 ＡＲ 的转

ＡＲ 的转录共激活因子 ＢＲＤ８ ＩＳＯ２ 来间接减弱 ＡＲ

减弱钙粘蛋白介导的细胞间粘附的形成和稳定性ꎬ

胞增殖、迁移和侵袭ꎬ阻滞细胞周期进程
在前列腺癌中的功能

[９]

[８]

ꎬ又靶向

ꎮ

由 ＰＶＴ１ 基因簇编码的 ｍｉＲ￣１２０７￣３ｐ 在前列腺

癌细胞中显著低表达ꎬ上调 ｍｉＲ￣１２０７￣３ｐ 可直接靶
向抑制 ＦＮＤＣ１ / ＦＮ１ꎬ进而间接调节 ＡＲ 信号通路来
抑制前列腺癌细胞的迁移、增殖、促进凋亡 [１０] ꎮ
Ｙａｎｇ 等 [１１] 发现ꎬ前列腺癌中高表达剪接因子
ｈｎＲＮＰＨ１ 可增强雄激素依赖或非依赖性 ＡＲ 的转
录活性ꎬ促进细胞增殖和肿瘤生长ꎬ并与 ＡＲ 的表达

录激活ꎻ高表达的 ｍｉＲ￣１９３ａ￣３ｐ 靶向抑制 ＡＪＵＢＡ 以
促进前列腺癌的细胞迁移ꎬ提示 ｍｉＲ￣１９３ａ￣３ｐ 可成
为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潜在治疗靶点 [１４] ꎮ

ＭｉＲ￣１３５ａ 为雄激素敏感的 ｍｉＲＮＡꎬ受 ＡＲ 的转

录激活ꎬ在前列腺癌中低表达ꎻ过表达 ｍｉＲ￣１３５ａ 靶
向 ＲＯＣＫ１ / ２ꎬ抑制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１５] ꎻ也可靶向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来抑制细胞增殖 [１６] ꎻ靶向 ＲＢＡＫ
来诱导细胞凋亡并阻滞细胞周期 [１７] ꎮ

ＭｉＲ￣１０１ 作为一个肿瘤抑制因子在前列腺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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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８ Ｎｏ.２ꎬ Ａｐｒ ２０１９

低表达ꎬ受 ＡＲ 的 转 录 激 活ꎬ 过 表 达 ｍｉＲ￣１０１ 靶 向

２ ３

子 ＳＵＢ１ 来调控多种致癌基因的表达ꎬ促进细胞增

子为 ＡＲ 的协同激活因子ꎬ这提示 ｍｉＲ￣２９０９ 可能参

Ｅｚｈ２ 来抑制细胞的侵袭能力
殖和 迁 移

[１９]

[１８]

ꎻ靶向转录诱导因

ꎬ 或 抑 制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的 磷 酸 化 来 促 进

Ｂｃｌ￣２ 诱导的细胞调亡 [２０] ꎮ 南蛇藤醇可破坏 ＡＲ 的
稳定性而成为有效的抗前列腺癌药物ꎬＧｕｏ 等

[２１]

发

现激活的 ＡＲ 信号可上调 ｍｉＲ￣１０１ 来抑制南蛇藤醇
诱导的细胞自噬ꎬ增强 Ｃｅｌａｓｔｒｏｌ 对前列腺癌的细胞
毒性作用ꎮ

ＭｉＲＮＡ 与 ＡＲ 信号间的反馈调节

 ６７
ｍｉＲ￣２９０９

由凋亡拮抗转录因子基因编码ꎬ而凋亡拮抗转录因
与 ＡＲ 信号的调控ꎮ Ａｙｕｂ 等 [２７] 发现 ｍｉＲ￣２９０９ 受雄

激素诱导ꎬ在 ＬＮＣａＰ 细胞中上调ꎮ 过表达的 ｍｉＲ￣
２９０９ 减弱转化生长因子￣β 信号通路来促进前列腺
癌细胞的增殖并抑制细胞凋亡ꎬ亦可增强 ＡＲ 的转
录激活能力ꎬ形成 ＡＲ / ｍｉＲ￣２９０９ 的正反馈调控ꎮ

ＭｉＲ￣２０４ 可减低 ＡＲ 启动子的甲基化水平来激

ＭｉＲ￣２７ａ 在 ＬＮＣａＰ 细胞中受雄激素诱导ꎬ受 ＡＲ

活 ＡＲ 的表达 [２８] ꎮ Ｄｉｎｇ 等 [２９] 发现 ｍｉＲ￣２０４ 受到 ＡＲ

肿瘤抑制因子ꎻ过表达 ｍｉＲ￣２７ａ 可抑制前列腺癌的

的趋势ꎮ 雄激素通过抑制 ｍｉＲ￣２０４ 来上调靶基因

的转录激活ꎬ但在前列腺癌中下调ꎬ提示 ｍｉＲ￣２７ａ 为

细胞迁移ꎬ并靶向抑制 ＭＡＰ２Ｋ４ 来抑制细胞增殖、
促进细胞凋亡ꎬ将细胞周期阻滞于 Ｇ１ / Ｓ 期

[２２]

ꎮ

ＡＲ 作为管腔上皮细胞分化的关键因子ꎬ在前

列腺癌中显示出肿瘤抑制因子的功能ꎮ ＡＲ 可结合

的负向调节ꎬ从而在前列腺癌样本中呈现出低表达
ＸＲＮ１ 的表达ꎮ 然而ꎬＸＲＮ１ 可选择性地减弱 ｍｉＲ￣
３４ａ 对 ＡＲ 的 靶 向 抑 制ꎬ 形 成 一 个 ＡＲ / ｍｉＲ￣２０４ /
ＸＲＮ１ / ｍｉＲ￣３４ａ 的正反馈调节机制ꎮ

ＭｉＲ￣１９０ａ 在前列腺癌组织样本中显著下调ꎬ并

ｐｒｉ￣ｍｉＲ￣１￣２ 的启动子区域来促进 ｍｉＲ￣１ 的转录ꎬ但

与 ＡＲ 的表达呈负相关ꎮ Ｘｕ 等 [３０] 发现 ｍｉＲ￣１９０ａ 的

ꎮ 低表达的 ｍｉＲ￣１ 减弱

录的激活因子 ＹＢ￣１ 来间接抑制 ＡＲ 的表达ꎬ进而抑

ＡＤＴ 对 ＡＲ 信号的抑制使得 ｍｉＲ￣１ 在 ＣＲＰＣ 和转移
性前列腺癌中显著下调

[２３]

了对靶基因转录因子 ７ 与 β￣连环蛋白相互作用的
干扰ꎬ间接激活 Ｗｎｔ 信号通路ꎬ进而对 ＡＤＴ 产生抵
抗性

[２４]

ꎮ Ｃｈｅｎ 等

[２５]

发现过表达靶基因 ＺＢＴＢ４６ 后

转录受到 ＡＲ 靶向抑制ꎻ同时ꎬｍｉＲ￣１９０ａ 靶向 ＡＲ 转
制前列腺 癌 细 胞 增 殖 和 肿 瘤 生 长ꎬ 形 成 ＡＲ / ｍｉＲ￣
１９０ａ / ＹＢ￣１ 负反馈调节网络ꎮ

不仅恢复了 ＡＲ / ｍｉＲ￣１ 信号的抑制作用ꎬ还促进 ＡＲ

３

转移性 ＣＲＰＣ 的进程ꎮ

而我们对前列腺癌中 ｌｎｃＲＮＡ 表达调控机制的理解

非依赖性的细胞增殖ꎬ并激活上皮间质转换来促进
ＡＲ 也可在转录水平上抑制 ｍｉＲＮＡ 的表达ꎮ Ｍｅｎｇ

[２６]

等

发现 ＡＲ 靶向 ｍｉＲ￣４２１ 的 ＡＲＥꎬ并抑制其转录ꎬ

使得 ｍｉＲ￣４２１ 在前列腺癌组织中下调ꎬ过表达 ｍｉＲ￣４２１
可抑制前列腺癌的细胞增殖、迁移、影响细胞周期ꎮ
ＡＲ 信号相关的 ｌｎｃＲＮＡ 在前列腺癌中的表达水平

ＬｎｃＲＮＡ 已经和肿瘤的发生发展联系起来ꎬ然

仍受限 制ꎮ 但 多 数 在 前 列 腺 癌 中 已 被 认 定 的 ｌｎ￣

ｃＲＮＡ 对雄激素敏感ꎬ受到 ＡＲ 的转录调控ꎬ这些异
常表达的 ｌｎｃＲＮＡ 反过来又通过不同机制来驱使肿
瘤的形成( 表 ２) ꎮ

ＡＲ 信号相关的 ｌｎｃＲＮＡ

功

能

ＰＯＴＥＦ￣ＡＳ１

↑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ꎻ促进细胞增殖ꎬ抑制 Ｔｏｌｌ 样受体信号和细胞凋亡 [３１]

ＤＡＮＣＲ

↑

受 ＡＲ 的转录抑制ꎻ促进细胞迁移和侵袭 [３３]

前列腺癌 Ｔ１８

↑

ＨＯＴＡＩＲ

ＣＲＰＣ↑

ＰＣＧＥＭ１

ＣＲＰＣ↑

ＣＴＢＰ１￣ＡＳ

↑

ＤＲＡＩＣ / 前列腺癌 Ｔ２９
前列腺癌 Ｔ￣１
ＳＯＣＳ２￣ＡＳ１
ＰｌｎｃＲＮＡ￣１

３ １

表２

ＬｎｃＲＮＡ 与 ＡＲ 信号的调控

↓
↑

ＣＲＰＣ↑
↑

ＡＲ 信号调控 ｌｎｃＲＮＡ 的表达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ꎻ促进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 [３２]

受 ＡＲ 的转录抑制ꎻ保护 ＡＲ 免于降解ꎬ激活 ＡＲ 的转录调控 [３５]
受 ＡＲ 的转录抑制ꎻ抑制细胞侵袭和转移 [３６]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ꎻ调控 ＡＲ￣Ｖ７ 的拼接ꎬ促进 ＣＲＰＣ 的发展 [３９]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ꎻ促进细胞增殖和肿瘤生长 [４２]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ꎻ促进细胞周期进程、促进 ＡＲ 的转录调控过程 [４３]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ꎻ促进细胞增殖、迁移、抑制细胞凋亡 [４４]

受 ＡＲ 的转录激活ꎻ促进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 [４５] ꎻ形成 ＡＲ / ＰｌｎｃＲＮＡ￣１ 正反馈调控 [４６]

Ｍｉｓａｗａ 等 [３１]

激活ꎬ在 ＣＲＰＣ 细胞中高表达ꎬ可促进前列腺癌细胞

ｃＲＮＡ———ＰＯＴＥＦ￣ＡＳ１ꎮ ＰＯＴＥＦ￣ＡＳ１ 受 ＡＲ 的 转 录

表达ꎮ 此 外ꎬ 在 前 列 腺 癌 中 显 著 上 调 的 前 列 腺 癌

利用定向 ＲＮＡ 序列分析识别出雄激素诱导的 ｌｎ￣

增殖ꎬ抑制 Ｔｏｌｌ 样受体信号和细胞凋亡相关基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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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

Ｔ１８ꎬ被 ＡＲ 转录激活ꎬ沉默前列腺癌 Ｔ１８ 可显著抑
制前列腺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

[３２]

ꎮ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８ Ｎｏ.２ꎬ Ａｐｒ ２０１９

表达ꎬ同时也可抵消 ｍｉＲ￣３４ａ 对 ｃＭｙｃ 的靶向抑制ꎮ

ＣＴＢＰ１ 是 ＡＲ 转录调控的协同抑制因子ꎬ而由

ＤＡＮＣＲ 在前列腺癌细胞和组织中高表达ꎬ受 ＡＲ

ＣＴＢＰ１ 基因反义链转录的 ＣＴＢＰ１￣ＡＳ 受 ＡＲ 的转录

的启动子区域来沉默其表达ꎬ进而促进前列腺癌的

与 ＣＴＢＰ１ 的表达呈负相关ꎮ ＣＴＢＰ１￣ＡＳ 可结合 ＲＮＡ

的转录抑制ꎻＤＡＮＣＲ 可诱导 ＥＺＨ２ 结合到 ＴＩＭＰ２ / ３
细胞迁移和侵袭

[３３]

ꎮ 致癌基因 ＭＹＣ 在多种癌症中

的表达与 ＤＡＮＣＲ 正相关ꎬＬｕ 等

[３４]

发现 ＭＹＣ 可直

接靶向 ＤＡＮＣＲ 来限制 ｐ２１ 的表达ꎬ进而影响前列
腺癌的细胞增殖ꎮ

ＨＯＴＡＩＲ 为雄激素抑制的 ｌｎｃＲＮＡꎬ在 ＣＲＰＣ 中

显著上调ꎮ ＨＯＴＡＩＲ 可与 ＡＲ 结合使得 ＡＲ 免于泛
素化降解ꎻＨＯＴＡＩＲ 还可在雄激素缺乏的情况下增

激活ꎬ定位于细胞核中ꎬ在前列腺癌中普遍上调ꎬ并
的转录抑制因子 ＰＳＦ 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ＨＤＡＣ /

Ｓｉｎ３Ａ 复合物来抑制 ＣＴＢＰ１ 或雄激素抑制基因( 如
ｐ５３ 和 ＳＭＡＤ３) 的表达来促进前列腺癌的细胞周期
进程ꎻ此外ꎬ低水平的 ＣＴＢＰ１ 使得 ＡＲＥ 的 Ｈ３Ｋ９ 去
甲基化ꎬ从而激活雄激素诱导基因的转录ꎬ促进前列
腺癌的生长 [４３] ꎮ

Ｍｉｓａｗａ 等 [４４] 利用定向 ＲＮＡ 测序技术识别出雄

强 ＡＲ 与染色体结合以激活 ＡＲ 的转录调控ꎬ进而

激素诱导的 ＳＯＣＳ２￣ＡＳ１ 在 ＣＲＰＣ 细胞和组织中高

由同一 个 肿 瘤 抑 制 性 ｌｎｃＲＮＡ 基 因 簇 表 达 的

一步研究显示ꎬＳＯＣＳ２￣ＡＳ１ 在核内与 ＡＲ 相互作用ꎬ

驱使 ＣＲＰＣ 的进程

[３５]

ꎮ

ＤＲＡＩＣ( ＬＯＣ１４５８３７) 和前列腺癌 Ｔ２９ꎬ 可抑制前列
腺癌的细胞迁移和侵袭ꎬ并在雄激素依赖型前列腺

癌到 ＣＲＰＣ 的 发 展 中 不 断 下 调ꎻ ＤＲＡＩＣ / 前 列 腺 癌

表达ꎬ并促进细胞的增殖与迁移ꎬ抑制细胞凋亡ꎻ进
并通过募集协同因子参与 ＡＲ 结合位点的表观遗传
学调控来激活或抑制雄激素反应基因的表达ꎮ

Ｔ２９ 在雄激素依赖型前列腺癌细胞中ꎬ受到高表达

４

ＤＲＡＩＣ / 前列腺癌 Ｔ２９ 基因簇的转录又被异常激活

ｍｉＲＮＡ 反应元件ꎬ发挥“ 海绵吸附” 的功能来作为竞

于细胞侵袭和转移ꎬ与前列腺癌的不良预后有关[３６] ꎮ

在前列腺癌细胞和组织中高表达的 ＰｌｎｃＲＮＡ￣１

的 ＦＯＸＡ１ 和 ＮＫＸ３￣１ 的转录激活ꎻ而在 ＣＲＰＣ 中ꎬ
的 ＡＲ 所抑制ꎬ低水平的 ＤＲＡＩＣ / 前列腺癌 Ｔ２９ 有利
ＡＩ Ａａｍｅｒｉ 等

ＬｎｃＲＮＡ、ｍｉＲＮＡ 与 ＡＲ 信号相互作用

研究发 现 某 些 ｌｎｃＲＮＡ 可 识 别 基 因 转 录 本 中

争性内源 ＲＮＡ 干扰 ｍｉＲＮＡ 对 ＡＲ 信号的靶向抑制ꎮ

发现 ＩＬ￣６/ ＳＴＡＴ３ 信号可上调 ｍｉＲ￣２１

( 又称 ＣＢＲ３￣ＡＳ１) ꎬ可促进前列腺癌细胞增殖、抑制

制 ＩＬ￣６ 信号来间接诱导前列腺癌 Ｔ２９ 的表达ꎬ以达

可结合 ｍｉＲ￣３４ｃ 和 ｍｉＲ￣２９７ꎬ 使得 ＡＲ 免 于 ｍｉＲＮＡ

[３７]

的表达来靶向抑制前列腺癌 Ｔ２９ꎬ而白黎芦醇可抑
到抑癌的效果ꎮ

ＰＣＧＥＭ１ 的表达在体内受到 ＡＲ 激活ꎬ并与早期

前列腺癌有临床的相关性

[３８]

ꎮ ＡＤＴ 使得 ＰＣＧＥＭ１

在 ＣＲＰＣ 中上调ꎬ高表达的 ＰＣＧＥＭ１ 可通过与拼接

细胞凋亡 [４５] ꎻＦａｎｇ 等 [４６] 发现高表达的 ＰｌｎｃＲＮＡ￣１
介导的下调ꎬ此外ꎬＰｌｎｃＲＮＡ￣１ 的表达受到 ＡＲ 直接地
转录激活ꎬ这形成 ＰｌｎｃＲＮＡ￣１/ ＡＲ 之间的正反馈的调
控网络ꎮ

因子相互作用来调控 ＡＲ 拼接变异体的表达ꎬ使得

５

３ ２

ＬｎｃＲＮＡ 常作为转录

发生以及向 ＣＲＰＣ 转变的过程依赖于 ＡＲ 信号ꎮ 随

子来调控雄激素敏感基因的表达ꎬ参与调控前列腺

断更新ꎬ与前列腺癌相关的非编码 ＲＮＡ 陆续被发现ꎮ

ＡＲ￣Ｖ７ 上调ꎬ这有利于 ＣＲＰＣ 的进程
ＬｎｃＲＮＡ 调控 ＡＲ 信号

[３９]

ꎮ

水平重要的调控因子ꎬ结合表观调控或协同转录因
癌的发生进程ꎮ

总结与展望
前列腺癌是常见的男性泌尿生殖系统肿瘤ꎬ其

着全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发展以及非编码 ＲＮＡ 的不
作为研究最热的两类非 编 码 ＲＮＡꎬ ｍｉＲＮＡ 和

转录组测序识别出前列腺癌 Ｔ￣１ 在转移性前列

ｌｎｃＲＮＡ 在前列腺癌的不同阶段通过多种方式参与

ꎮ 前列腺癌 Ｔ￣１ 基因( ｒｓ７４６３７０８) 远端的

ｃｕｌａｒ ＲＮＡꎬ ｃｉｒｃＲＮＡ) 及 ｔＲＮＡ 来 源 的 小 片 段 ＲＮＡ

腺癌中显著高表达ꎬ可作为前列腺癌患者分型的特
异因子

[４０]

增强子区域可与 ＡＲ 和 ＯＮＥＣＵＴ２ 结合ꎬ使得前列腺
癌 Ｔ￣１ 在雄激素诱导下高表达ꎬ此外ꎬ前列腺癌 Ｔ￣１
又能将 ＡＲ 和 ＬＳＤ１ 募集到雄激素敏感基因的增强
子区域ꎬ以影响前列腺癌的发展进程

[４１]

ꎮ Ｐｒｅｎｓｎｅｒ

等 [４２] 发现前列腺癌 Ｔ￣１ 诱导的前列腺癌细胞增殖
依赖于 ｃＭｙｃ 蛋白ꎬ过表达前列腺癌 Ｔ￣１ 可在转录后
水平激活 ＭＹＣ 基因 ３′ ＵＴＲ 的活性ꎬ上调 ｃＭｙｃ 蛋白

ＡＲ 信号的调控网络ꎮ 本研究未涉及环状 ＲＮＡ( ｃｉｒ￣

( ｔＲＮＡ￣ｄｅｒｉｖｅｄ ＲＮＡ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ꎬｔＲＦ) 等新发现的非编
码 ＲＮＡꎬ近年来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ꎮ ＣｉｒｃＲＮＡ 通
过与 ｍｉＲＮＡ 发生“ 海绵吸附” 作用调控靶基因的表
达ꎬ参与多种肿瘤的发展进程ꎮ Ｋｏｎｇ 等 [４７] 发现 ｃｉｒ￣

ｃＳＭＡＲＣＡ５ 在雄激素的作用下高表达ꎬ并呈现出促
癌基因的功能ꎮ 虽然在前列腺癌中的研究很少ꎬ但
是高度保守性、结构稳定性、组织特异性的特点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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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８ Ｎｏ.２ꎬ Ａｐｒ ２０１９

得 ｃｉｒｃＲＮＡ 具有成为前列腺癌新的分子诊断标志物
及治疗靶点的潜力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ꎬ由 ｔＲＮＡ
特异性剪切产生的 ｔＲＦꎬ参与多种细胞进程ꎬ影响癌
症的发生发展 [４８] ꎮ 目前对 ｔＲＦ 作用方式的理解尚
未清晰ꎬ但随着研究的深入ꎬ它在疾病中的潜在作用
将会进一步被丰富ꎮ
探究非编码 ＲＮＡ 与 ＡＲ 信号间的调控网络ꎬ将
有助于发现新的促进前列腺癌和 ＣＲＰＣ 发展的分子
机制ꎬ为前列腺癌的临床诊断、预后以及进一步的

研究提供科学依据ꎮ 此外ꎬ靶向与 ＡＲ 信号相关的
ｌｎｃＲＮＡ联合 ＡＤＴ 治疗前列腺癌的策略ꎬ具有良好的
临床转化应用前景ꎬ这对寻找新的药物靶点ꎬ调整前
列腺癌的 治 疗 策 略、 解 决 雄 激 素 阉 割 抗 性 提 供 新
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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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Ｊｉａｎｇ ＣＹꎬ Ｒｕａｎ Ｙꎬ Ｗａｎｇ ＸＨ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Ｒ￣１８５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ｂｒｏｍｏｄｏ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８ ｉｓｏｆｏｒｍ ２ꎬａｎ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１３￣２０.

ａｇｙ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ＡＲ / ｍｉＲ￣１０１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５ꎬ１０(１０) :ｅ０１４０７４５.

２７Ａ ａｃｔｅｄ ａｓ ａ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ＭＡＰ２Ｋ４
ｃｈｅｍ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７９:２４９￣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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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Ｌｉｕ ＹＮꎬＹｉｎ ＪＪꎬＢａｒｒｅｔｔ Ｂꎬｅｔ ａｌ.Ｌｏｓｓ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１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 ＳＲ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ｏｎｅ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Ｊ] .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５ꎬ３５ ( １１) :１９４０￣
１９５１.

[２４] Ｓｉｕ ＭＫꎬＣｈｅｎ ＷＹꎬＴｓａｉ ＨＹꎬｅｔ ａｌ.ＴＣＦ７ ｉ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ｖｉａ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ｄｏｗｎｒｅｇ￣

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
ｅｒ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Ｄｉｓꎬ２０１７ꎬ２０(２) :１７２￣１７８.

[２５] Ｃｈｅｎ ＷＹꎬＴｓａｉ ＹＣꎬＳｉｕ ＭＫꎬｅｔ 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ｄｒｏ￣

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ａ ｎｏｖｅｌ ｔｕｍ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ꎬＺＢＴＢ４６ꎬｆｏｒ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Ｊ] .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ꎬ２０１７ꎬ３６( ４５) :

６２１３￣６２２４.

[２６] Ｍｅｎｇ ＤꎬＹａｎｇ ＳꎬＷａｎ Ｘꎬｅｔ ａｌ. Ａ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ꎬ ｍｉＲ￣４２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Ｊ] .Ｉｎｔ 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７３:３０￣４０.

[２７] Ａｙｕｂ ＳＧꎬ Ｋａｕｌ Ｄꎬ Ａｙｕｂ Ｔ. Ａｎ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ｍｉ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８ Ｎｏ.２ꎬ Ａｐｒ ２０１９

[３６] Ｓａｋｕｒａｉ ＫꎬＲｅｏｎ ＢＪꎬＡｎａｙａ Ｊ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ｌｎｃＲＮＡ ＤＲＡＩＣ /

ＰＣＡＴ２９ ｌｏｃｕ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 ｔｕｍｏｒ￣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ｎｅｘｕｓ[ Ｊ] .
Ｍｏ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１５ꎬ１３(５) :８２８￣８３８.

[３７] Ａｌ Ａａｍｅｒｉ ＲＦＨꎬＳｈｅｔｈ ＳꎬＡｌａｎｉｓｉ ＥＭＡꎬｅｔ ａｌ. Ｔｏｎｉｃ ｓｕｐ￣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ＣＡＴ２９ ｂｙ ｔｈｅ ＩＬ￣６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ｂｙ ｒｅｓｖｅｒａｔｒｏｌ[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７ꎬ

１２(５) :ｅ０１７７１９８.

[３８] Ｐａｒｏｌｉａ ＡꎬＣｒｅａ ＦꎬＸｕｅ Ｈ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ＰＣＧＥＭ１ 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ｖｉｖｏ
[ Ｊ] .Ｍｏｌ Ｃａｎｃｅｒꎬ２０１５ꎬ１４:４６.

[３９] Ｚｈａｎｇ ＺꎬＺｈｏｕ ＮꎬＨｕａｎｇ Ｊ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ｓｐｌｉｃｅ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ＡＲ３ ｂｙ ＰＣＧＥＭ１[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ꎬ

２０１６ꎬ７(１３) :１５４８１￣１５４９１.

[４０] Ｐｒｅｎｓｎｅｒ ＪＲꎬＩｙｅｒ ＭＫꎬＢａｌｂｉｎ ＯＡꎬｅｔ ａｌ.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ｍｅ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ｏｈｏｒ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ＰＣＡＴ￣
１ꎬａｎ ｕ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ｌｉｎｃＲＮ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Ｊ] .Ｎａｔ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ꎬ２０１１ꎬ２９(８) :７４２￣７４９.

２９０９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ＴＧＦｂｅｔａ 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Ｒ / ｍｉＲ￣２９０９

[４１] Ｇｕｏ ＨꎬＡｈｍｅｄ ＭꎬＺｈａｎｇ Ｆꎬｅｔ ａｌ.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 ｎｏｎ￣

[２８] Ｔｏｄｏｒｏｖａ ＫꎬＭｅｔｏｄｉｅｖ ＭＶꎬＭｅｔｏｄｉｅｖａ Ｇꎬｅｔ ａｌ.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Ｎａｔ Ｇｅｎｅｔ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８ ( １０) :

ａｘｉｓ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Ｇｅｎｅꎬ２０１７ꎬ６３１:１￣９.

２０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ＭＰＲＳＳ２ / ＥＲ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ｏ￣

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Ｈｏｒｍ
Ｃａｎｃｅｒꎬ２０１７ꎬ８(１) :２８￣４８.

[２９] Ｄｉｎｇ ＭꎬＬｉｎ ＢꎬＬｉ Ｔꎬｅｔ ａｌ.Ａ ｄｕａｌ ｙｅｔ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ｇ￣
ｕｌａｔ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Ｒ￣２０４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ａｒｇｅｔ ＸＲＮ１ ｉｎ 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ｌｉｋｅ 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Ｊ]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ꎬ２０１５ꎬ６(１０) :７６８６￣７７００.

[３０] Ｘｕ ＳꎬＷａｎｇ ＴꎬＳｏｎｇ Ｗ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Ｒ /

ｍｉＲ￣１９０ａ / ＹＢ￣１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ｌｏｏｐ ｏ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Ｊ] .Ｓｃｉ Ｒｅｐꎬ２０１５ꎬ５:１３５２８.

[３１] Ｍｉｓａｗａ Ａꎬ Ｔａｋａｙａｍａ ＫＩꎬ Ｆｕｊｉｍｕｒａ Ｔ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ｌｎｃＲＮＡ ＰＯＴＥＦ￣ＡＳ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ｃｅ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ｉꎬ２０１７ꎬ１０８(３) :３７３￣３７９.

[３２] Ｃｒｅａ ＦꎬＷａｔａｈｉｋｉ ＡꎬＱｕａｇｌｉａｔａ Ｌꎬ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ａｓ ａ ｎｏｖｅｌ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ｓ ｂｙ ｒｉｓｋ ＳＮＰｓ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

１１４２￣１１５０.

[４２] Ｐｒｅｎｓｎｅｒ ＪＲꎬＣｈｅｎ Ｗꎬ Ｈａｎ Ｓ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ＰＣＡＴ￣１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Ｍｙｃ[ Ｊ]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ꎬ２０１４ꎬ１６(１１) :９００￣９０８.

[４３] Ｔａｋａｙａｍａ ＫꎬＨｏｒｉｅ￣Ｉｎｏｕｅ ＫꎬＫａｔａｙａｍａ Ｓꎬｅｔ ａｌ.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ＣＴＢＰ１￣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ＥＭＢＯ Ｊꎬ２０１３ꎬ３２(１２) :１６６５￣１６８０.

[４４] Ｍｉｓａｗａ ＡꎬＴａｋａｙａｍａ ＫꎬＵｒａｎｏ Ｔꎬｅｔ ａｌ.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 ｌｎｃＲＮＡ ) ＳＯＣＳ２￣ＡＳ１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ｃｅｌ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 Ｊ]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ꎬ２０１６ꎬ２９１(３４) :１７８６１￣１７８８０.

[４５] Ｃｕｉ ＺꎬＲｅｎ ＳꎬＬｕ Ｊ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ＰｌｎｃＲＮＡ￣１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 [ Ｊ] .Ｕｒｏｌ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３ꎬ３１(７) :１１１７￣１１２３.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ｔａｒｇｅｔ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Ｏｎｃｏ￣

[４６] Ｆａｎｇ ＺꎬＸｕ ＣꎬＬｉ Ｙꎬｅｔ ａｌ. Ａ ｆｅ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ｌｏｏｐ

[３３] Ｊｉａ ＪꎬＬｉ ＦꎬＴａｎｇ ＸＳꎬ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ＤＡＮＣＲ

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ｅｔｔ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７４ ( １) :

ｔａｒｇｅｔꎬ２０１４ꎬ５(３) :７６４￣７７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ｎｄ ＰｌｎｃＲＮＡ￣１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ｐｒｏｓ￣

６２￣７４.

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Ｐ２ / ３ [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ꎬ２０１６ꎬ７

[４７] Ｋｏｎｇ ＺꎬＷａｎ ＸꎬＺｈａｎｇ Ｙꎬｅｔ ａｌ.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ｃｉｒ￣

[３４] Ｌｕ ＹꎬＨｕ ＺꎬＭａｎｇａｌａ ＬＳꎬｅｔ ａｌ.ＭＹＣ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２５) :３７８６８￣３７８８１.

ｉｎｇ ＲＮＡ ＤＡＮＣ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ｐａｒｔ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ｐ２１
ｌｅｖｅｌｓ[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１８ꎬ７８(１) :６４￣７４.

[３５] Ｚｈａｎｇ Ａꎬ Ｚｈａｏ ＪＣꎬ Ｋｉｍ Ｊꎬ ｅｔ ａｌ. ＬｎｃＲＮＡ ＨＯＴＡＩＲ ｅｎ￣
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
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ｅｓ 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Ｃｅｌｌ Ｒｅｐꎬ２０１５ꎬ１３(１) :２０９￣２２１.

ｃｕｌａｒ ＲＮＡ ｃｉｒｃＳＭＡＲＣＡ５ ｉｓ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ꎬ２０１７ꎬ４９３(３) :１２１７￣１２２３.

[４８] Ｓｏａｒｅｓ ＡＲꎬ Ｓａｎｔｏｓ Ｍ.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ＮＡ￣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Ｗｉ￣
ｌｅｙ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 Ｒｅｖ ＲＮＡꎬ２０１７ꎬ８(５) :ｅ１４２３.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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