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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肿瘤抑制因子对阿霉素诱导的
Ａ５４９ 细胞凋亡的影响
张延慧ꎬ王
[ 摘要] 目的

涛ꎬ刘

靖ꎬ刘翠云ꎬ李培峰ꎬ王

昆

探究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ꎬｌｎｃＲＮＡ) 对阿霉素( ｄｏｘｏｒｕｂｉｃｉｎꎬＤＯＸ) 诱导的

肺癌细胞系 Ａ５４９ 细胞凋亡的影响ꎮ 方法

采用高通量 ｌｎｃＲＮＡｓ 基因芯片技术ꎬ筛选出 ２ μｍｏｌ / Ｌ 的 ＤＯＸ 处

理组中差异表达的 ｌｎｃＲＮＡｓꎬ同时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 技术进行复筛ꎬ得到差异表达最显著的 ｌｎｃＲＮＡꎬｌｎｃ￣
ＺＭＹＭ６￣２￣１ꎬ我们命名为 ｌｎｃＲＮＡ 肿瘤抑制因子( ｔｕｍｏ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ꎬＴＩＦ) ꎮ 进一步比较 １９ 对肺癌组织和癌

旁组织样本中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表达差异ꎮ 通过 ＭｉｔｏＴｒａｃｋｅｒ 线粒体染色法检测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对细胞线粒体分裂
与融合的影响ꎬ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对细胞凋亡的影响ꎮ 结果

①通过基因芯片与实时荧光定

量 ＰＣＲ 检测发现ꎬ与不做处理的对照组相比ꎬＤＯＸ 处理组中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表达显著上调 ( ｎ ＝ ３ꎻｔ ＝ ６ ４ꎬＰ <

０ ０１) ꎻ②与癌旁组织比较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在肺癌组织样本中低表达( ｎ ＝ １９ꎻｔ ＝ １８ ５ꎬＰ< ０ ０１) ꎻ③敲低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能够抑制 ＤＯＸ 引起的线粒体分裂和细胞凋亡ꎮ 结论

化疗药物 ＤＯＸ 能够诱导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表达进而

诱导细胞凋亡ꎬ其机制可能通过促进线粒体分裂来促进细胞凋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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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 ｌｎｃＲＮＡ) ｏｎ ａｐｏｐ￣

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Ａ５４９ ｃｅｌｌ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ｄｏｘｏｒｕｂｉｃｉｎ ( ＤＯＸ)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ｌｎｃＲ￣

ＮＡｓ ｇｅｎｅ ｃｈｉ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ｗｅ 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ｌｎｃＲＮ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２ μｍｏｌ / Ｌ ＤＯＸ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ｆｌｕｏ￣

ｒｅｓｃｅｎ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ＣＲ.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ｌｎｃＲＮＡꎬ ｌｎｃ￣ＺＭＹＭ６￣２￣１ꎬ ｗｅ
ｎａｍｅｄ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ｕｍｏ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 ( ＴＩＦ) .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ｉｎ １９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ｉｓ￣

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ｈｅｎ ｗｅ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ｏｎ ｃｅｌｌ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ｂｙ ＭｉｔｏＴｒａｃｋｅｒ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ｃｙｔｏｍｅ￣
ｔ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ｇｅｎｅ ｃｈｉｐ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ＣＲꎬ 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Ｘ￣ｔｒｅａ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ｎ ＝ ３ꎻｔ ＝ ６ ４ꎬＰ<０ ０１) .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ｗａｓ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ｉｓ￣

ｓｕ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 ｎ ＝ １９ꎻｔ ＝ １８ ５ꎬＰ<０ 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 ｏｆ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ＤＯＸ￣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Ｘ ｃａｎ ｉｎ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ｂ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ｍ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ｏｎｇ ｎｏ￣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ｌｎｃＲＮＡ)ꎻ Ａ５４９ ｃｅｌｌｓꎻ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ꎻ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癌症是当今人类面临的巨大问题之一ꎬ肺癌的

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ꎬ肺癌的发病因素很多ꎬ主要包

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居全部恶性肿瘤之首ꎬ并且肺

括环境污染、吸烟、作息不规律以及酗酒等ꎮ 由于肺
癌的早期临床表现不典型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早

[ 基金项目] 青岛市博士后应用研究项目(２０１６０６９)
[ 作者单位] ２６６０２１ 山东 青岛ꎬ青岛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 张延慧ꎬ
王 涛ꎬ刘 靖ꎬ刘翠云ꎬ李培峰ꎬ王 昆)
[ 通讯作者] 王 昆ꎬ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ｋ６９６＠１６３.ｃｏｍꎻ李培峰ꎬＥ￣ｍａｉｌ:ｐｅｉｆｌｉ
＠ｑｄｕ.ｅｄｕ.ｃｎ

期发现与治疗ꎬ肺癌的中晚期治疗以化疗为主 [１￣４] ꎮ
阿霉素( ｄｏｘｏｒｕｂｉｃｉｎꎬＤＯＸ) 是临床上被广泛应用于
治疗多种恶性肿瘤的化疗药物ꎬ但是肿瘤的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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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其应用 [５] ꎮ 因此探究某些分子在 ＤＯＸ 诱导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ꎬ ｑＲＴ￣ＰＣＲ) 技术进 行 复

疗提供新的途径ꎮ

ＺＭＹＭ６￣２￣１ꎬ我 们 命 名 为 ｌｎｃＲＮＡ 肿 瘤 抑 制 因 子

肿瘤细胞凋亡过程中的作用与机制ꎬ将为肺癌的治

线粒体是能量代谢中心ꎬ线粒体含有很多的膜

筛ꎬ最终筛选出差异显著ꎬ表达稳定的 ｌｎｃＲＮＡꎬｌｎｃ￣
( ｔｕｍｏ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ꎬＴＩＦ) ꎮ

蛋白ꎬ如线粒体融合蛋白 １ 和线粒体融合蛋白 ２、视

１ ３

属肽酶 ＯＭＡ１、线粒体分裂蛋白 １

与浓度ꎬ分别取 １ μｇ ＲＮＡ 作为模板ꎬ使用反转录试

神经蛋白 １ꎻ线粒体分裂蛋白ꎬ如动力相关蛋白 １、金
[６￣７]

ꎬ这些膜蛋白参

与线粒体的分裂与融合的过程ꎮ 有文献报道ꎬ线粒
体的分裂是细胞凋亡的早期过程ꎬ线粒体在介导细
胞凋亡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８] ꎮ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ꎬｌｎｃＲＮＡ)

是一类转录本长度超过 ２００ ｎｔ 且缺乏蛋白质编码功

能的 ＲＮＡꎬ能够在表观遗传水平、转录水平和转录
后水平调控基因的表达ꎬ广泛参与机体的生理和病
理过程 [９] ꎮ 相关研究报道ꎬ肺腺癌转移相关转录子

１[１０] 、ＨＯＸ 基因的反义基因间 ＲＮＡ[１１] 、ｌｎｃＲＮＡ ＳＯＸ２
重叠转录本 [１２]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高表达ꎬ能够促进
肺癌细胞的侵袭与迁移ꎬ可以作为肺癌早期诊断的

生物标志分子ꎮ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ｌｎｃＲＮＡｓ 作为
原癌基因或者抑癌基因参与肿瘤的发生过程以及
ｌｎｃＲＮＡｓ 在肿瘤治疗中存在着重要的作用 [１３￣１４] ꎮ

本研究拟通过研究 ｌｎｃＲＮＡ 对 ＤＯＸ 诱导的肺

癌细胞系 Ａ５４９ 细胞凋亡的影响ꎬ进一步了解其作
用机制ꎬ寻找预防和治疗肺癌的新靶点ꎬ为肺癌治疗
提供新的视野与理论依据ꎮ
１

１ １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ｑＲＴ￣ＰＣＲ

采用 Ｔｒｉｚｏｌ 法提取细胞和组织样

本的总 ＲＮＡꎬ使用 ＮａｎｏＤｒｏｐ ２０００ 检测 ＲＮＡ 的纯度
剂盒将总 ＲＮＡ 反转录为 ｃＤＮＡꎬ通过 ｑＲＴ￣ＰＣＲ 检测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表达ꎮ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上游引物序列为:
ＴＡＡＡＣＡＴＡＣＧＴＧＴＧＣＡＴＧＴＧＴＣＴꎬ下游引物序列为:

ＴＣＡＧＴＧＴＧＧＣＧＡＴＴＣＣＴＣＡＧꎻＧＡＰＤＨ 作为内参基因ꎬ
其上游引物序列为:ＧＴＣＧＧＡＧＴＣＡＡＣＧＧＡＴＴＴＧꎬ下
游引物序列为:ＴＧＧＧＴＧＧＡＡＴＣＡＴＡＴＴＧＧＡＡꎮ

１ ４

载体的构建

通过青岛擎科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合成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 ｓｈＲＮＡ 引物ꎬ将引物稀释后
在 ＰＣＲ 仪 内 进 行 退 火ꎻ 将 ｐＬＫＯ １￣ｐｕｒｏ 载 体 通 过
Ａｇｅ Ｉ 和 ＥｃｏＲ Ｉ 进行双酶切ꎬ酶切后的 ｐＬＫＯ １￣ｐｕｒｏ

和退火后的 ｓｈＲＮＡ 片段通过 Ｔ４ 连接酶进行连接并
转化 ＤＨ５α 涂布氨苄抗性平板ꎬ挑取阳性克隆进行
测序ꎬ将测序结果正确的克隆提取质粒备用ꎮ

１ ５

慢病 毒 细 胞 系 的 构 建

将慢病毒表达质粒

ｐＬＫＯ １￣ＴＩＦ￣ｓｈＲＮＡ 与空载体 ｐＬＫＯ １￣ｐｕｒｏ 分别和
慢病毒包装质粒( ＰＭＤ２ Ｇ 和 ＰＳＰＡＸ２) 通过磷酸钙
方法转染到 ２９３Ｔ 细胞中ꎬ１２ ｈ 后ꎬ换成无青、链霉
素双抗的培养基继续培养 ２４ ｈ 后ꎬ收集病毒液ꎬ用

０ ４５ μｍ 针头式滤器过滤后感染 Ａ５４９ 细胞ꎬ４８ ｈ 后
添加嘌呤霉素筛选感染成功的细胞ꎮ

人源肺癌细胞系 Ａ５４９ 细胞( 上海

中国科学院细胞库) ꎻ２９３Ｔ 细胞( 上海中国科学院细
胞库) ꎻ肺癌组织和癌旁组织样本( 山东青岛大学附

１ ６

ＭｉｔｏＴｒａｃｋｅｒ 线粒体染色 在 ２４ 孔板内放置灭
菌的 ０ ５ × ０ ５ 盖玻片ꎬ用 １％的多聚赖氨酸在 ３７ ℃
培养箱中处理 １ ｈꎬＰＢＳ 洗涤 ２ 遍ꎬ接种细胞并进行
培养与处理后ꎬ用 ０ ０２ μｍｏｌ / Ｌ 的 ＭｉｔｏＴｒａｃｋｅｒ 染色

属医院) ꎻＤＭＥＭ 培养基和胎牛血清( 美国 Ｇｉｂｃｏ 公

２０ ｍｉｎꎬＰＢＳ 洗 涤 ２ 遍ꎬ４％ 多 聚 甲 醛 固 定 １０ ｍｉｎꎬ

呤霉素( 美国 Ｉｎｖｏｔｒｏｇｅｎ 公司) ꎻＴＲＩｚｏｌ( 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载玻片上ꎬ通过双光子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拍片并计

司) ꎻＤＯＸ(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ꎻ嘌
Ｆｉｓｈ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公司) ꎻＲＮＡ 反转录试剂盒和 Ｍｉｒ￣Ｘ

ＰＢＳ 洗涤 ３ 遍ꎬ将细胞面扣在含有 ＤＡＰＩ 封片剂的
算发生线粒体分裂的细胞所占比值ꎮ

ｍｉＲＮＡ ｑＲＴ￣ＰＣＲ ＳＹＢＲ 试 剂 盒 以 及 ＳＹＢＲ Ｐｒｅｍｉｘ

１ ７

体染色试剂( 美国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ｒｏｂｅｓ 公司) ꎻ细胞凋亡

９００ ｒ / ｍｉｎ 的转速离心 １０ ｍｉｎꎬ去上清ꎬ加入预冷的

( 上海七海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ꎮ

ｍｉｎꎬ去上清ꎬ重复洗涤 ３ 次ꎮ 然后按照凋亡试剂盒

ＥＸ Ｔａｑ ＴＭ Ⅱ( 日本 ＴａＫａＲａ 公司) ꎻＭｉｔｏＴｒａｃｋｅｒ 线粒
检测试剂盒 ( 碘化丙啶、 异硫氰酸荧光素双染 法)
１ ２

基因芯片

将 Ａ５４９ 细胞分为 ２ 组ꎬ一组加 ２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

将细胞用无 ＥＤ￣

ＴＡ 的胰酶消化并制备细胞悬液ꎬ在 ４ ℃ 离心机内以
ＰＢＳ 在 ４ ℃ 离心机内以 ９００ ｒ / ｍｉｎ 的转速离心 １０
说明书进行操作ꎬ通过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ꎮ

μｍｏｌ / Ｌ 的 ＤＯＸ 进行处理ꎬ另一组作为对照不做处

１ ８

学科技有限公司做 ｌｎｃＲＮＡｓ 基因芯片分析ꎮ 根据生

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２ 组之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多组

理ꎬ２４ ｈ 后提取细胞的总 ＲＮＡꎬ送上海欧易生物医
物公司的芯片分析结果ꎬ挑选了差异倍数大且 Ｐ 值
小的 ｌｎｃＲＮＡｓ 在细胞水平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

统计学处理

应 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及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６ 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ꎬ计量资料以均数 ±

之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ꎮ 以 Ｐ<０ ０５ 表示差异比较
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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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确定

ＬｎｃＲＮＡｓ 基因芯片结果和目的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
基因芯片结果显示 ２ μｍｏｌ / Ｌ ＤＯＸ 处理组与

对照组比较ꎬ含有差异表达的 ｌｎｃＲＮＡｓ ３ ０３６个ꎬ其
中包括１ １１５ 个上调的 ｌｎｃＲＮＡｓꎬ１ ９２１ 个下调的 ｌｎｃ

ＲＮＡｓꎮ 挑选 出 １８ 个 差 异 倍 数 大 的 ｌｎｃＲＮＡｓ 通 过

ｑＲＴ￣ＰＣＲ 进行复筛ꎬ最终确定了差异显著且稳定表

２ ３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沉默细胞系的鉴定

 ７３
通过 ｑＲＴ￣

ＰＣＲ 检测沉默细胞系( ｓｈ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与沉默对照
细胞 系 ( ｓｈＣｔｒｌ) 中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 表 达ꎬ 结 果 显 示
ｓｈ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沉默细胞系中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表达量

明显低于沉默对照细胞系ꎬ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ｎ ＝ ３ꎻｔ ＝ １１ １８ꎬＰ<０ ００１ꎬ图 ３) ꎮ

达的目的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ꎬｑＲＴ￣ＰＣＲ 结果显示 ＤＯＸ 处理
后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ｎ ＝ ３ꎻｔ ＝ ６ ４ꎬ
Ｐ<０ ０１ꎬ图 １)ꎮ

注:与沉默对照组比较ꎬ ∗∗∗ Ｐ<０.００１ꎻｎ ＝ ３ꎻｔ ＝ １１.１８

图３

２ ４
裂

ｓｈ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沉默细胞系与沉默对照
细胞系中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表达

沉默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抑制 ＤＯＸ 诱导的线粒体分

通过 ＤＯＸ 处理 ２４ ｈ 后ꎬ线粒体断裂呈现点状ꎬ

当沉默 Ａ５４９ 细胞中的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后ꎬ线粒体分裂
数显著降低ꎬ 差异比较具有统 计 学 意 义 ( ｎ ＝ ３ꎻ ｔ ＝
２１ ６９ꎬＰ<０ ０１) ꎬ沉默 Ａ５４９ 细胞中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

表达能够抑制 ＤＯＸ 诱导的线粒体分裂ꎬ在 Ａ５４９ 细
胞中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具有促进线粒体分裂的功能ꎬ图 ４ꎮ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 ∗∗ Ｐ<０.０１ꎻｎ ＝ ３ꎻｔ ＝ ６ ４ꎻＡ:ＤＯＸ 处理 ２４ ｈ 后ꎬ
基因芯片初步筛选出差异表达的 ｌｎｃＲＮＡｓꎻＢ: ｑＲＴ￣ＰＣＲ 检测
ＤＯＸ 处理 ２４ ｈ 后ꎬ ＤＯＸ 处理组与对照组中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表达情况

图１

ｌｎｃＲＮＡｓ 基因芯片结果和目的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确定

２ ２ 肺癌组织中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表达 通过 ｑＲＴ￣ＰＣＲ
检测 １９ 例肺癌患者临床组织样本肺癌组织和癌旁

组织中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表达情况ꎬ结果显示肺癌组织
中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表达量低于癌旁组织ꎬ差异比较具
有统计学意义( ｎ ＝ １９ꎻｔ ＝ １８ ５ꎬＰ<０ ０１ꎬ图 ２) ꎮ
注:与沉默对照组比较ꎬ ∗∗ Ｐ<０.０１ꎻｎ ＝ ３ꎻｔ ＝ ２１.６９ꎻ
Ａ: 线粒体分裂( 点状分布) 与融合状态( 网状分布) 的形态ꎮ
红色:ＭｉｔｏＴｒａｃｋｅｒ 染色的线粒体ꎻ蓝色:ＤＡＰＩ 染色的细胞核ꎮ
标尺:１０ μｍꎮ Ｂ: 线粒体分裂情况的量化ꎮ

图４

注:与癌旁组织组比较ꎬ ∗∗ Ｐ<０.０１ꎻｎ ＝ １９ꎻｔ ＝ １８.５

图２

肺癌组织与癌旁组织中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 ｑＲＴ￣ＰＣＲ 检测结果

各组线粒体分裂情况比较

２ ５ 沉默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抑制 ＤＯＸ 诱导的细胞凋亡
通过 ＤＯＸ 处 理 ２４ ｈ 后ꎬ Ａ５４９ 细 胞 明 显 发 生 凋
亡ꎬ当沉默 Ａ５４９ 细胞中的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后ꎬ细胞凋亡
显著降 低ꎬ 差 异 比 较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ｎ ＝ ３ꎻ ｔ ＝
８ ７５ꎬＰ<０ ０５ꎬ图 ５) ꎬ在 Ａ５４９ 细胞中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具
有促进细胞凋亡的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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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蛋白ꎬ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可能通过与线粒体膜蛋白相互
作用从而促进细胞凋亡ꎬ而这一过程的具体机制还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ꎮ 这一发现为肺癌的治疗提供了新
的视野ꎬ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有希望成为肺癌治疗的新靶点ꎮ
【 参考文献】
图５

３

各组细胞凋亡情况比较

讨论
肺癌具有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ꎬ其中非
小细胞肺癌所占比例高达 ８５％ [１５] ꎮ 化疗是肺癌治
疗的一种策略ꎬＤＯＸ 在临床上作为广谱的肿瘤化疗
药物ꎬ通过诱导肿瘤凋亡、自噬、坏死发挥抗肿瘤的
作用ꎬ但是肿瘤的耐药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ＤＯＸ
的应用 [１６] ꎮ
近年来ꎬ对于肺癌的早期诊断以及治疗取得了
进展ꎬ但是结果还是不容乐观 [１７] ꎬ伴随着生物信息
学的快速发展ꎬ发现 ｌｎｃＲＮＡ 与肺癌的发生和发展
有着密切关系ꎬ探究其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１８] ꎮ 采用
基因芯片技术以及 ＲＮＡ 序列分析技术对肺癌组织
和癌旁组织进行分析ꎬ发现上千个 ｌｎｃＲＮＡｓ 与肺癌
的发生相关 [１９] ꎮ 研究发现 ＣＡＲＬｏ￣５ 是与肺癌发生
相关的 ｌｎｃＲＮＡꎬ在肺癌组织中高表达ꎬ通过 ＲＮＡ 干
扰技术沉默其表达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迁移、
侵袭 [２０] ꎮ Ｐ２７ 是肿瘤抑制因子ꎬＬＵＡＤＴ１ 在表观遗
传水平通过抑制其表达促进肺腺癌细胞的增殖 [２１] ꎮ
Ｐ５３ 作为一个重要的肿瘤抑制因子ꎬＨ１９ 通过抑制
Ｐ５３ 的表达发挥致瘤因子的功能ꎬ而 ＭＥＧ３ 能够通
过多种 机 制 促 进 Ｐ５３ 的 表 达 发 挥 抑 制 肿 瘤 的 功
能 [２２] ꎮ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Ｐ７３￣ＡＳ１ 作为内 源 竞 争 ＲＮＡꎬ 通
过靶向 ｍｉＲ￣４４９ａ 的 ３′非翻译区发挥原癌基因的功
能ꎬ敲低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Ｐ７３￣ＡＳ１ 能抑制肿瘤的发生 [２３] ꎮ
本研究采用基因芯片技术ꎬ筛选到 ＤＯＸ 处理后
差异表达的 ｌｎｃＲＮＡｓꎬ通过 ｑＲＴ￣ＰＣＲ 复筛得到差异
最显著的 ｌｎｃＲＮＡꎬ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ꎮ 结果显示 ＤＯＸ 处
理后能够诱导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表达ꎬ进一步通过检测
临床肺癌组织样本ꎬ发现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在肺癌组织中
低表达ꎮ 因此说明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可能作为一种抗肿
瘤的 ｌｎｃＲＮＡꎮ 而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又是如何发挥抗肿瘤
的呢? 作者在细胞水平上通过 ＭｉｔｏＴｒａｃｋｅｒ 线粒体
染色和流式细胞仪检测了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在 ＤＯＸ 诱导
的线粒体分裂和细胞凋亡中的作用ꎬ发现 ＤＯＸ 能够
诱导线粒体分裂和细胞凋亡ꎬ而敲低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能
够抑制 ＤＯＸ 诱导的线粒体分裂和细胞凋亡ꎮ
综上所述ꎬ化疗药物 ＤＯＸ 能够诱导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的表达进而诱导细胞凋亡ꎬｌｎｃＲＮＡ ＴＩＦ 可能通过促
进线粒体分裂来促进细胞凋亡ꎬ线粒体中含有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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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ｌｉｃ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Ｊ] .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ꎬ２０１３ꎬ２(１) :７￣１１.

[８] Ｙｏｕｌｅ ＲＪꎬＳｔｒａｓｓｅｒ Ａ.Ｔｈｅ ＢＣＬ￣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Ｊ] .Ｎａｔ Ｒｅｖ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
ｏｌꎬ２００８ꎬ９(１) :４７￣５９.

[９] Ｋｕｎｇ ＪＴꎬ Ｃｏｌｏｇｎｏｒｉ Ｄꎬ Ｌｅｅ ＪＴ.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ｓ:
ｐａｓｔꎬｐｒｅｓｅｎｔꎬ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Ｊ].Ｇｅｎｅ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３ꎬ１９３(３):６５１￣６６９.

[１０] Ｙａｎｇ ＬꎬＸｕ ＦꎬＺｈａｎｇ Ｍꎬｅｔ ａｌ.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ｎｃＲＮＡ ＭＡＬＡＴ￣１
ｉｎ ｈｙｐｏｘｉａ￣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Ｃ１２ ｃｅｌｌ ｉｎｊｕｒｙ ｖｉ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３８ＭＡＰＫ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 Ｊ ] .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Ｌｅｔ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６７０:４１￣４７.

[１１] 周鹏ꎬ张晗婕ꎬ刘向华.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非小细胞肺癌

研究的 一 个 新 领 域?[ Ｊ] . 临 床 肿 瘤 学 杂 志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０
(３) :２６６￣２７０.

[１２] Ｈｏｕ Ｚꎬ Ｚｈａｏ Ｗꎬ Ｚｈｏｕ Ｊꎬ ｅｔ ａｌ. Ａ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Ｓｏｘ２ｏ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 ａ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ｐｏｏ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 Ｊ ] . Ｉｎｔ 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４ꎬ５３:３８０￣３８８.

[１３] Ｓｏｎｇ ＹＸꎬＳｕｎ ＪＸꎬＺｈａｏ ＪＨꎬｅｔ ａｌ.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
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ＬＤＮ４ ｖｉａ ｃｅＲＮＡ ｍｅ￣
ｄｉａｔｅｄ ｍｉＲＮＡ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Ｊ] .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ꎬ２０１７ꎬ８(１) :２８９.

[１４] Ｌｉｕ Ｑꎬ Ｈｕａｎｇ Ｊꎬ Ｚｈｏｕ Ｎꎬ ｅｔ ａｌ. ＬｎｃＲＮＡ ｌｏｃ２８５１９４ ｉｓ ａ

ｐ５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 Ｊ] . 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３ꎬ４１(９) :４９７６￣４９８７.

[１５] Ｗａｎｇ ＬꎬＣｈｅｎ ＺꎬＡｎ Ｌꎬ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Ｃｅｌ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ꎬ２０１６ꎬ３８(６) :２３８９￣２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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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Ｆａｎｇ ＳꎬＨｏｎｇ Ｈꎬ Ｌｉ Ｌꎬ 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 ｋｒｉｎｇｌｅ ５ ｓｕｐ￣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８ Ｎｏ.２ꎬ Ａｐｒ ２０１９
ｌｉｎｅｓ[ Ｊ] .Ｊ Ｃａｎｃｅｒꎬ２０１７ꎬ８(１０) :１７３３￣１７４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ｖｉ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ＩＦ￣１α ａｎｄ ＧＲＰ７８

[１５] Ｗａｌｄ ＰꎬＬｉｕ ＸＳꎬＰｅｔｔｉｔ Ｃꎬｅｔ 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５] Ｘｕ 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Ｑｕ Ｘꎬ ｅｔ ａｌ. ＤＲ５￣Ｃｂｌ￣ｂ / ｃ￣Ｃｂｌ￣ＴＲＡＦ２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Ｊ ]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８ ( ４２ ) : ７３３４５￣

[ Ｊ]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Ｄｉｓꎬ２０１７ꎬ８(１０) :ｅ３１４４.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ＴＲＡＩＬ￣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ｂ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ＲＡＦ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ｐｏｌｙ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ｐａｓｅ￣８ ｉ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Ｊ] .Ｍｏｌ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７ꎬ１１(１２) :１７３３￣１７５１.

[６] Ｋａｓｉａｐｐａｎ ＲꎬＲａｊａｒａｊａｎ Ｄ.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３３６１.

[１６] Ｄｕ Ｘꎬ Ｌｉｕ Ｂꎬ Ｌｕａｎ Ｘ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Ｒ￣３０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ｅｌｌ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Ｊ] .Ｅｘｐ Ｔｈｅｒ Ｍｅｄꎬ２０１８ꎬ１５(１) :５９９￣６０５.

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１７] Ｙａｎｇ ＨꎬＷａｎｇ ＬꎬＴａｎｇ Ｘꎬｅｔ ａｌ.ｍｉＲ￣２０３ａ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ｃｅｌｌ

[７] Ｊｉｎ Ｙꎬ Ｔａｏ ＬＰꎬ Ｙａｏ ＳＣ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５８２￣５ｐ ｓｕｐ￣

ｍａ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Ｏｎｃｏｌ Ｌｅｔ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４ ( ６) : ７６８７￣

[ Ｊ] .Ａｄｖ Ｎｕｔｒꎬ２０１７ꎬ８(６) :８６８￣８８８.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ＡＫＴ３
[Ｊ].Ｅｕｒ Ｒｅｖ 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Ｓｃｉꎬ２０１７ꎬ２１(２２):５１１２￣５１２０.

[８] Ｆａｎ Ｌꎬ Ｔａｎ Ｂꎬ Ｌｉ Ｙꎬ ｅｔ ａｌ.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Ｒ￣１８５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
ＭＧＣ８０３[ Ｊ] .Ｍｏｌ Ｍｅｄ Ｒｅｐꎬ２０１８ꎬ１７(２) :３１１５￣３１２２.

[９] Ｆｅｎｇ ＡꎬＹｕａｎ ＸꎬＬｉ Ｘ.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３４５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ＦＯＸＱ１[Ｊ].Ｏｎｃｏｌ Ｒｅｐꎬ２０１７ꎬ３８(５):２７５２￣２７６０.

[１０] 杨媛慧ꎬ路瑞静ꎬ杨会林ꎬ等. ｍｉＲ￣５１４ 在肾癌中的异常

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Ｊ] .中国实验诊断学ꎬ２０１５ꎬ１９( ６) :

９３３￣９３６.

[１１] Ｙａｎｇ 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ꎬ２００６ꎬ１２(１) :１７￣２０.

[１２] Ｃｈｅｎ ＷꎬＺｈｅｎｇ ＲꎬＺｈａｎｇ Ｓ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２０１０[ Ｊ] .Ａｎｎ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ꎬ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Ｅ２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３ ｉｎ ｈｕ￣
７６９０.

[１８] Ｇｕａｎ ＨꎬＬｉ ＷꎬＬｉ Ｙꎬｅｔ ａｌ.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９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

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ｖｉａ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ＴＩＭＰ２
[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７ꎬ１２(１２) :ｅ０１８９４９０.

[１９] Ｗｏｔｓｃｈｏｆｓｋｙ Ｚꎬ Ｂｕｓｃｈ Ｊꎬ Ｊｕｎｇ Ｍ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ｍｉＲＮＡｓ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ｒｅｎａｌ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ｎｅｐｈｒｅｃｔｏｍｙ [ Ｊ] . Ｃｌｉｎ Ｃｈｉｍ Ａｃｔａꎬ ２０１３ꎬ

４１６:５￣１０.

[２０] Ｐｉｈáｎ Ｐꎬ Ｃａｒｒｅｒａｓ￣Ｓｕｒｅｄａ Ａꎬ Ｈｅｔｚ Ｃ. ＢＣＬ￣２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ｅｌｌ ｄｅｍｉｓｅ
[ Ｊ]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ꎬ２０１７ꎬ２４(９) :１４７８￣１４８７.

[２１] Ｄａｎｉｅｌ ＣꎬＭａｔｏ ＡＲ.ＢＣＬ￣２ ａｓ ａ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 ｃｈｒｏ￣

ｎ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ｉｃ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 [ Ｊ] . Ｃｌｉｎ Ａｄｖ Ｈｅｍａｔｏｌ Ｏｎｃｏｌꎬ

２０１７ꎬ１５(３) :２１０￣２１８.

２０１４ꎬ２(７) :６１.

[２２] Ｌｉｕ ＺꎬＤｉｎｇ ＹꎬＹｅ Ｎꎬｅｔ ａｌ.Ｄｉｒｅｃｔ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ｘ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ｉｅｓ ｉｎ ＨＥＲ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３] Ｃｈａｕｄｈａｒｙ ＡＫꎬＹａｄａｖ ＮꎬＢｈａｔ ＴＡꎬｅｔ ａｌ.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１４] Ｋｌａｍｅｔｈ ＬꎬＲａｔｈ Ｂꎬ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Ｇ.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１３] Ｃｕｒｅａ ＦＧꎬＨｅｂｂａｒ ＭꎬＩｌｉｅ ＳＭꎬｅｔ 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ｈｅｒａ￣
Ｂｉｏｔｈｅｒ Ｒａｄｉｏｐｈａｒｍꎬ２０１７ꎬ３２(１０) :３５１￣３６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 Ⅳ) ｐｒｏｄｒｕｇ ｏｘｏｐｌａｔｉｎ ａｎｄ ＨＳ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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