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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ＲＡＳ 突变对人肺腺癌转录组影响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张皓旻ꎬ陈红飞ꎬ杨
[ 摘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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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 Ｋｉｒｓｔｅｎ ｒａｔ ｓａｒｃｏｍａ ｖｉｒａｌ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ꎬＫＲＡＳ) 突变型肺腺癌是临床常见

肺癌亚型ꎬ发病机制不清ꎬ预后不良ꎮ 推测可能与 ＫＲＡＳ 突变对整个基因组的影 响 有 关ꎮ 本 研 究 通 过 对
ＫＲＡＳ 突变型肺腺癌的转录组分析ꎬ探讨其预后不良和耐药的组学机制ꎮ 为研究 ＫＲＡＳ 突变型肺腺癌的发病
机制和临床治疗提供指导ꎮ 方法

从公共基因表达数据库(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ｍｎｉｂｕｓꎬＧＥＯ) 中下载 ＫＲＡＳ 突变

型肺腺癌的转录组数据库ꎬ首先利用 Ｒ 语言 Ｉｍｐｕｔｅ 程序包进行数据标准化ꎬ然后利用 Ｌｉｍｍａ 程序包筛选差异
基因ꎬ最后利用 Ｒｏｂｕｓｔ ｒａｎｋ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算法筛选显著性基因ꎮ 为进一步研究其表观调控机制ꎬ我们利用 Ｒ 语
言 Ｃｌｕｓｔ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 程序包和 ＳＴＲＩＮＧ 数据库分别进行了 ＫＥＧ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分析和蛋白质互作网络分析ꎮ 结果

ＫＲＡＳ 突变对全转录组影响复杂ꎬ包括改变细胞周期促进肿瘤细胞异常增殖ꎻ影响白细胞介素￣１７ 信号通路促
炎反应导致免疫耐受ꎬ促进肿瘤生长ꎻ影响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 信号通路导致耐药ꎮ 结论

ＫＲＡＳ 突变能够引起整

个基因组发生异常变化ꎬ并与促进肿瘤生长、抑制抗肿瘤免疫以及耐药相关基因的表达密切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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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ｒｓｔｅｎ ｒａｔ ｓａｒｃｏｍａ ｖｉｒａｌ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 ( ＫＲＡＳ) ｍｕｔａｎｔ ｌｕｎｇ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

ｎｏｍａ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Ｉｔ ｉｓ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ＫＲＡ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ｇｅｎｏｍ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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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之一ꎬ其发病率和病

死率在恶性肿瘤中均居首位ꎮ 非小细胞肺癌( ｎｏｎ￣
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ꎬ ＮＳＣＬＣ) 是 肺 癌 最 常 见 的 类

型ꎬ其中肺腺癌( ｌｕｎｇ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ꎬＬＡ) 是主要的
ＮＳＣＬＣ 类型ꎬ超过 ４０％ 的患者发现时已属晚期

[１]

ꎮ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ꎬ
ＥＧＦＲ) 、 间 变 淋 巴 瘤 激 酶 ( ａｎａｐｌａｓｔ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ｋｉ￣

１ １ 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８ Ｎｏ.２ꎬ Ａｐｒ ２０１９
实验设计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集均为经

ＧＥＯ 数据库预处理后的转录组表达谱矩阵ꎮ 根据
数据来源实验描述以及各样本类型ꎬ将数据类型设
定为对照与突变两组ꎬ即:在未区分具体人种的情况
下ꎬ正常的肺组织设为对照组ꎬ仅具有 ＫＲＡＳ 突变的
ＬＡ 组织设为突变组ꎮ 进行差异分析并进行后续的
分析研究ꎮ

ｎａｓｅꎬＡＬＫ) 和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 Ｋｉｒｓｔｅｎ ｒａｔ ｓａｒ￣

１ ２

的突变类型ꎮ 近年来ꎬ随着分子靶向治疗技术的不断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ｉ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ｏｒｇ / ) 网站下载生物信息

ｃｏｍａ ｖｉｒａｌ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ꎬＫＲＡＳ) 基因突变是 ＬＡ 中常见
进步ꎬ 以 吉 非 替 尼、 克 唑 替 尼 为 代 表 的 靶 向 药ꎬ 为
ＥＧＦＲ、ＡＬＫ 基因突变阳性的 ＬＡ 患者带来了新的希
望ꎮ 尽管如此ꎬ依然有 １０％ ~ ３０％ ＫＲＡＳ 突变型 ＬＡ

患者无法从现有治疗方案中获益 [２] ꎮ 到目前为止ꎬ

１ ２ １

方法
数据处理及差异表达分析

在 Ｂｉ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分析的 Ｒ 语言程序包 [１０] ꎮ 利用 Ｂｉ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中的
Ｉｍｐｕｔｅ 程序包对已获取表达谱进行归一化处理ꎬ使
各个样本的数据归一化 [１１] ꎮ 同时利用 Ｂｉ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中的注释包对数据进行注释ꎬ将探针对应到基因上ꎬ

ＫＲＡＳ 基因突变所产生的耐药机制仍然不明确ꎮ

如果多个探针对应一个基因ꎬ那么用所有探针表达

通过全基因组转录组测序获得的表达谱能鉴别肿瘤

集的表达谱用于后续分析ꎮ 随后利用 Ｂｉｏｎ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随着二代测序和大数据分析方法的不断进步ꎬ

组织与正常组织的差异表达基因

[３]

ꎮ 其中ꎬ以基因

表达数据库(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ｍｎｉｂｕｓꎬＧＥＯ) 的数据
量和类型 最 为 丰 富ꎬ 提 供 了 各 种 类 型 的 转 录 组 信
息

[４￣５]

ꎮ 本研究拟采用 ＧＥＯ 数据库中的 ＮＳＣＬＣ 基

因芯片数据筛选出 ＫＲＡＳ 突变型 ＮＳＣＬＣ 差异表达
基因ꎬ并对差异表达基因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ꎬ预测
和筛选出 ＫＲＡＳ 突变型 ＬＡ 的转录调控网络ꎬ为进
一步研究 ＫＲＡＳ 突变型 ＬＡ 的耐药机制、早期诊断
标志和潜在分子靶点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数据来源

以“ ＫＲＡＳ” ＡＮＤ“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和

行检索ꎬ查看所有 “ ｓｅｒｉｅｓ” ꎮ 具体数据筛选标准如
下:①物种为人ꎻ②至少 ２ 个生物重复ꎻ③实验设计
思路清晰、数据质量好ꎮ 在详细查看所有数据的注

释文件ꎬ确定数据集中样本类型及数量后进行分析ꎮ
本研究使用的肺腺癌 ＫＲＡＳ 突变数据的具体描述如
表 １ꎬ其中ꎬＧＳＥ 是指一个实验项目中的芯片实验编
号ꎬＧＰＬ 是芯片平台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集ꎬ主
要为 Ａｆｆｙｍｅｔｒｉｘ 芯片数据ꎮ
数据名称

物种

本与正常样本间的差异基因ꎮ 首先使用 Ｐ<０ ０５ 初
步筛选差异基因ꎮ 而后利用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算法来校正
假发 现 率 ( ＦＤＲ ) 的 原 始 Ｐ 值 并 计 算 倍 数 变 化
(ＦＣ) [１２] ꎮ 本研究中ꎬ差异基因的筛选标准是 ＦＤＲ<

０ ０５ꎬＬｏｇ２ＦＣ>１ꎮ ３ 组数据集的差异结果保存用于

后续分析ꎮ

１ ２ ２

筛选显著性基因

通过上述分析得到的 ３

组差异基因ꎬ随后利用 Ｒ 语言中的 ＲＲＡ 算法筛选 ３

同数据集获得的基因进行排序ꎮ 如果一个基因在所

“ ＫＲＡＳ” ＡＮＤ“ ｌｕｎｇ” 为检索式在 ＧＥＯ 公共数据库进

表１

中的 Ｌｉｍｍａ 程序包对表达谱筛选 ＫＲＡＳ 突变 ＬＡ 样

组差异基因中的显著性基因ꎮ ＲＲＡ 方法主要是对不

资料和方法
资料

值的平均值代表这个基因的表达值ꎮ 得到 ３ 组数据

例数

１ ２ ３

构建显著性基因的蛋白质互作网络

利用

ＳＴＲＩＮＧｖ９ 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ｒｉｎｇ￣ｄｂ. ｏｒｇ / ) 开 源 数 据
库构建蛋白质互作( 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ꎬＰＰＩ)

网络 [１４] ꎮ 为更好地理解重要基因的相互作用ꎬ使用
ＳＴＲＩＮＧ 数据库预测其编码蛋白的 ＰＰＩ 网络ꎬ本研
究使用的可靠性阈值为 > ０ ４ꎮ 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 软件 ( ｈｔ￣

ｔｐ: / / 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ｏｒｇ / ) 用于构建 ＰＰＩ 网络 [１５] ꎮ 在 ＰＰＩ

网络中ꎬ每个节点代表基因、蛋白质或其他分子ꎬ节
点之间的连线代表生物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ꎮ ＰＰＩ

网络可用于识别由 ＥＧＦＲ 突变型 ＬＡ 中显著基因编
码的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通路关系ꎮ 核心节

肺腺癌数据的基本信息
正常 / 突变

有实验中表达倍数越高ꎬ且 Ｐ 值越小ꎬ则其越显著[１３] ꎮ

平台

参考文献

ＧＳＥ３１２１０ Ｈｏｍｏ Ｎｏｒｍａｌ / ＫＲＡ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 / ２０ ＧＰＬ５７０ [６]ꎬ[７]
ＧＳＥ３２８６３ Ｈｏｍｏ Ｎｏｒｍａｌ / ＫＲＡ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５８ / １８ ＧＰＬ６８８４

[８]

ＧＳＥ７５０３７ Ｈｏｍｏ Ｎｏｒｍａｌ / ＫＲＡ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８３ / ２５ ＧＰＬ６８８４

[９]

点ꎬ即具有重要生物功能的蛋白质通过计算蛋白质
之间的连线数以及每个节点与特定节点有无直接连
接来确定ꎬ并给出排名ꎮ 本研究中利用 Ｒ 语言设计
脚本筛选核心节点ꎬ结果输出前 １０ 名基因ꎮ

１ ２ ４

富集分析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Ａｎｎｏ￣

ｔａｔｉｏｎꎬ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ꎬ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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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７

ｄａｖｉｄ.ａｂｃｃ.ｎｃｉｆｃｒｆ.ｇｏｖ / ) [１６] ꎬ是生物信息学常用的聚

２ ３

ＫＥＧ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ｈｅ Ｋｙｏｔｏ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Ｇｅｎｅｓ ａｎｄ

结果显示ꎬ这些基因的富集情况分为 ３ 种类型ꎬ包括

类分析数据库ꎬ其中包含 ＧＯ( Ｇｅｎ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１７]

和

Ｇｅｎｏｍｅ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ｎｏｍｅ. ｊｐ / ｋｅｇｇ /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ｈｔ￣
ｍｌ)

[１８]

分析ꎮ 本研究对出现在 ＰＰＩ 网络中的 ５６ 个

显著性基因进行聚类ꎬ聚类结果以 Ｐ < ０ ０５ 为阈值
进行筛选ꎬ最后利用 Ｒ 语言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ꎮ
２

２ １

结果
差异表达分析及显著性基因筛选

３ 个数据

蛋白质互作网络中出现的显著性基因的富集

分析

对 １２０ 个显著性基因进行富集分析ꎬＧＯ 分析

生物学进程、细胞成分、分子功能ꎬ图 ３ꎮ 其中ꎬ在生
物学进程方面ꎬ这些基因大多与血管生成、免疫反
应、细胞间信号转导以及细胞粘附有关ꎮ 在细胞成
分方面ꎬ大多与药物吸收、药物结合以及耐药有关ꎮ
在分子功能方面ꎬ大多与细胞对肿瘤坏死因子的反
应、Ｔ 细胞迁移及细胞对白介素 １ 的反应有关ꎮ

集 ＧＳＥ３１２１０、 ＧＳＥ３２８６３、 ＧＳＥ７５０３７ 分 别 筛 选 出 差
异表达基因２ ６２５ 个、９０２ 个、２ ５８１个ꎮ 其中上调表

达的基因分别为１ １１５个、３５１ 个、１ １９１个ꎬ下调表达的
基因分别为１ ５１０个、５５１ 个、１ ３９０个(图 １Ａ、图 １Ｂ、图

１Ｃ)ꎮ 利用 ＲＲＡ 算法对 ３ 组差异结果综合统计得到
显著性基因共 １２０ 个ꎬ其中 ５６ 个基因表达上调ꎬ６４
个基因表达下调ꎬ部分显著性基因结果ꎬ见图 １Ｄꎮ

注:横坐标代表 ＧＯＩＤꎬ纵坐标代表富集在各 ＧＯ 的基因数目

图３

ＧＯ 富集分析结果

ＫＥＧＧ 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显著性基因主要富集

在免疫相关通路、各种感染性疾病以及细胞周期、凋
亡、转录调控等细胞增殖相关通路和药物代谢相关
通路上ꎬ图 ４ꎮ

２ ２

图１

注:ＦＤＲ<０ ０５ꎬＬｏｇ２ＦＣ>１

各数据集差异表达分析及显著性基因

显著性基因蛋白质相互作用调控网络构建

用 ＳＴＲＩＮＧ 在线软件对显著性基因进行 ＰＰＩ 网络构
建ꎬ其中有 ５６ 个蛋白出现在 ＰＰＩ 网络中ꎬ显示出与

其他蛋白的相互作用关系ꎬ基因互作网络见图 ２Ａꎮ
而后对互作网络进一步分析ꎬ依据基因连线数目筛
选核心基因ꎬ统计结果图形化展示见图 ２Ｂꎮ

注:分析结果横坐标代表富集在各通路的基因数目ꎬ
纵坐标代表通路名称ꎬＰ<０ ０５

图４

３

ＫＥＧＧ 富集分析结果

讨论

ＫＲＡＳ 突变型 ＬＡ 有难治、预后差、耐药性强和
容易复发等特点ꎬ是临床治疗最为棘手的肺癌类型ꎮ

图２

蛋白质互作网络及核心基因

尽管目 前 针 对 ＫＲＡＳ 突 变 ＬＡ 有 抑 制 ＫＲＡＳ 基 因
( 如法尼基蛋白转移酶抑制剂、香叶基转移酶、ＲＡＳ
转换 酶 １ 等 ) 、 改 变 ＫＲＡＳ 膜 定 位 ( 如 ＢＫＭ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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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Ｃ０９４１ 和 ＸＬ１４７ 等) 等治疗方法 [１９] ꎬ但并没有解

细胞的凋亡信号通路ꎬ导致肿瘤细胞过度增殖ꎮ 此

转录组数据库为研究对象ꎬ通过对 ＫＲＡＳ 突变型 ＬＡ

的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 药物代谢信号通路ꎬ发生耐药ꎮ

决临床的治疗难题ꎮ 本研究以 ＫＲＡＳ 突变相关的全
的转录组学数据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ꎬＫＲＡＳ

外ꎬＫＲＡＳ 突变还可以影响与人体药物敏感性有关
由此可见ꎬＫＲＡＳ 突变会产生全转录组范围的

突变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改变细胞周期使肿瘤细胞

影响ꎬ这种组学影响称为 “ 组 学 涟 漪” ꎮ 正 是 由 于

向药耐药ꎬ实际上对整个基因组均具有不同程度的

发生和发展中的“ 核心基因” ꎮ 这种“ 组学涟漪” 一

无限增殖或使 ＥＧＦＲ 和 ＡＬＫ 突变阳性患者出现靶
影响ꎬ且这种作用具有指向性ꎮ 突变影响的基因表
达包括对细胞增殖具有显著影响的细胞周期以及肿

“ 组学涟漪” 的出现ꎬ才使得 ＫＲＡＳ 突变成为 ＬＡ 的
方面通过促进细胞周期转换ꎬ抑制凋亡而增强肿瘤
细胞的生存能力ꎬ另一方面ꎬ抑制免疫系统的抗肿瘤

瘤预 后 密 切 相 关 的 免 疫 分 子 等ꎬ 尤 其 以 ＩＬ￣６、

作用ꎬ使肿瘤微环境有利于肿瘤细胞的生存ꎮ 正是

ＬＣＮ２、ＳＰＰ１ 等 基 因 最 为 显 著

ＬＡ 出现耐药和预后不良ꎮ

ＭＭＰ９、 ＣＤＨ５、 ＴＩＭＰ１、 ＴＯＰ２Ａ、 ＴＥＫ、 ＣＤ３６、 ＣＬＤＮ５、

由于这一系列的组学改变ꎬ最终使得 ＫＲＡＳ 突变型

ＫＲＡＳ 突变的关系已有研究证实ꎮ ＫＲＡＳ 基因突变

本研究表明ꎬ从全转录组范围内进行研究ꎬ可以

[２０￣２９]

ꎬ且这些基因与

后对 ＬＡ 的 预 后 可 能 与 其 表 观 调 控 作 用 有 关ꎬ 如

更加深入了解 ＫＲＡＳ 突变型 ＬＡ 的 深 层 次 病 理 机

发现 ＭＭＰ９ 在 ＬＡ 的发生发

ＫＲＡＳ 突变型 ＬＡ 的临床治疗和医学研究提供新的

Ｃａｅｔａｎｏ 等

[３０]

发现血清 ＩＬ￣６ 水平与 ＬＡ 存活率低及

预后较差相关ꎻＸｕ 等

[３１]

展中发挥重要作用ꎻ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９] 发现 ＳＳＰ１ 上调 ＰＤ￣
１ 使得 ＬＡ 细胞发生免疫逃逸等ꎮ 以上均说明ꎬ采用

转录组数据库分析基因突变的方法学具有实用性ꎬ
且可与 ＤＮＡ 测序等相结合研究基因突变的病理生
理学意义ꎬ指导基础和临床研究ꎮ

在基因本体方面ꎬ本研究发现ꎬ在 ＫＲＡＳ 突变影

响的基因中ꎬ大量基因与肿瘤微环境有关ꎬ例如血管

生成、细胞粘附、免疫反应等相关基因ꎮ 包括 ＴＥＫ、
ＩＬ￣６、ＭＭＰ９ 等在内的基因已经有明确的文献证实
其与肿瘤的转移、预后不良有关

[２６ꎬ３２]

ꎮ 同时ꎬ还有

大量基因与药物反应、药物结合以及药物代谢有关ꎬ
这提示ꎬＫＲＡＳ 突变所影响的基因中包含与药物代
谢相关的基因ꎬ证实了 ＫＲＡＳ 突变极易发生耐药的
特点ꎬＩＬ￣６、ＣＤＨ３、ＴＯＰ２Ａ 为代表的 ＫＲＡＳ 突变影响
与药物代谢相关的分子ꎬ有望为未来研究 ＫＲＡＳ 突
变 ＬＡ 的耐药机制提供思路

[３３￣３４]

ꎮ

制ꎬ明晰 ＫＲＡＳ 突 变 在 ＬＡ 中 的 表 观 调 控 机 制ꎬ 为
思路ꎮ

【 参考文献】
[１] 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中国肿瘤临床年鉴:２０１６[ Ｍ] .北
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２] 董忠谊.ＫＲＡＳ 突变非小细胞肺癌精准靶向治疗迎来新

曙光[ Ｊ] .循证医学ꎬ２０１６ꎬ１６(６) :３２８.
[３] Ｐｏｕｌｏｓ ＲＣꎬＷｏｎｇ ＪＷＨ.Ｆｉｎｄｉ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ｄｒｉｖｅｒ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Ｒｅｖ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１

(１) :２１￣２９.
[４] Ｅｄｇａｒ ＲꎬＤｏｍｒａｃｈｅｖ ＭꎬＬａｓｈ ＡＥ.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ｍｎｉ￣
ｂｕｓ:ＮＣＢＩ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ｒａｙ ｄａｔａ ｒｅ￣

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Ｊ] .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ｓꎬ２００２ꎬ３０(１) :２０７￣２１０.
[５] Ｗｉｌｈｉｔｅ ＳＥꎬ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

ｎｏｍｉｃｓ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ｉｎ ＮＣＢＩ’ｓ ＧＥＯ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Ｊ]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ｏｌ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２ꎬ８０２:４１￣５３.
[６] Ｏｋａｙａｍａ ＨꎬＫｏｈｎｏ ＴꎬＩｓｈｉｉ Ｙꎬｅｔ 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ｓ

在信号通路方面ꎬ本研究发现ꎬＫＲＡＳ 突变影响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ＡＬＫ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ＧＦＲ / ＫＲＡＳ / ＡＬＫ￣ｎｅｇ￣

常活化ꎬ还包括对原本具有抗肿瘤作用的免疫相关

(１) :１００￣１１１.
[７] Ｙａｍａｕｃｈｉ Ｍꎬ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Ｒꎬ Ｎａｋａｔａ Ａꎬ ｅｔ ａｌ.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的信号通路不仅限于 ＫＲＡＳ 突变后 ＲＡＳ 通路的异
通路的抑制ꎬ例如对 ＩＬ￣１７ 信号通路、白细胞内皮迁
移等信号通路的抑制作用ꎮ 这 ２ 个信号通路的抑
制ꎬ可以改变肿瘤微环境ꎬ出现免疫耐受而导致预后
不良ꎮ 提示ꎬＫＲＡＳ 突变对抗肿瘤免疫的抑制ꎬ可能
是 ＫＲＡＳ 预后不良的重要机制之一ꎮ Ａｋｂａｙ 等 [３５]

发现 ＩＬ￣１７ 可以通过促炎反应促进肺癌的发展ꎬ同

ａｔｉｖｅ ｌｕｎｇ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 [ Ｊ ] .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７２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

ｎｏｓｔｉｃ ｇｅｎ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ｇｅ Ｉ ｌｕｎｇ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 Ｊ ]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２ꎬ７(９) :ｅ４３９２３.
[８] Ｓｅｌａｍａｔ ＳＡꎬＣｈｕｎｇ ＢＳꎬＧｉｒａｒｄ Ｌꎬｅｔ 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ｓｃａｌｅ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ｕｎｇ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 . Ｇｅｎｏｍｅ Ｒｅｓꎬ２０１２ꎬ２２

时这种促炎反应对 ＰＤ￣１ 的阻断有抑制作用ꎬ导致

(７) :１１９７￣１２１１.
[９] Ｇｉｒａｒｄ Ｌꎬ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Ｃａｎａｌｅｓ Ｊꎬ Ｂｅｈｒｅｎｓ Ｃ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ｘ￣

另一方面ꎬＫＲＡＳ 突变也可以使细胞周期相关通路

ｏｆ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１６ꎬ

肺癌细胞免疫耐受ꎬ这与我们的预测结果是一致的ꎮ
异常活化ꎬ增强肿瘤细胞的增殖能力ꎬ同时抑制肿瘤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ａｎ 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２(１９) :４８８０￣４８８９.

«转化医学杂志»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第 ８ 卷 第 ２ 期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８ Ｎｏ.２ꎬ Ａｐｒ ２０１９

[１０]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ＲＣꎬＣａｒｅｙ ＶＪꎬＢａｔｅｓ ＤＭꎬ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ｏｐｅ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Ｊ] .Ｇｅｎｏｍｅ Ｂｉｏｌꎬ２００４ꎬ５(１０) :Ｒ８０.

[１１] Ｈａｓｔｉｅ ＴꎬＴｉｂｓｈｉｒａｎｉ ＲꎬＮａｒａｓｉｍｈａｎ Ｂꎬｅｔ ａｌ.Ｉｍｐｕｔｅ:ｉｍｐｕ￣
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 ｄａｔａ [ ＥＢ / ＯＬ ] . [ ２０１９￣０３￣０１ ] . ｈｔ￣
ｔｐ: / / ｍａｓｔｅｒ. ｂｉ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ｏｒｇ / ｐａｃｋａｇｅ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ｂｉｏｃ /
ｍａｎｕａｌｓ / ｉｍｐｕｔｅ / ｍａｎ / ｉｍｐｕｔｅ.ｐｄｆ.

[１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ｉ Ｙꎬ Ｈｏｃｈｂｅｒｇ 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ｌｓ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 Ｊ] .Ｊ Ｒ Ｓｔａｔ Ｓｏｃ Ｂꎬ１９９５ꎬ５１(１) :２８９￣３００.

[１３] Ｋｏｌｄｅ ＲꎬＬａｕｒ Ｓꎬ Ａｄｌｅｒ Ｐꎬ ｅｔ ａｌ. Ｒｏｂｕｓｔ ｒａｎｋ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７９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ｒａｉｎ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ｌｙ[Ｊ].Ｉｎｔ Ｊ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Ｐａｔｈｏｌꎬ２０１５ꎬ８(９):１１５３７￣１１５４２.

[２５] Ｂａｉ ＬꎬＺｈａｏ ＪꎬＹｕ Ｈ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Ｄ３６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ｔｉｓ[ Ｊ]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３ꎬ１０７(３) :３８９￣３９１.

[２６] Ｔｉａｎ ＷꎬＬｉ ＹＳꎬＺｈａｎｇ ＪＨꎬ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ＭＭＰ９ ａｎｄ ＴＷＩＳＴ１ 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ｇｅｎｅｓ ｏｆ ｌｕｎｇ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Ｊ] . ＤＮＡ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７ ( ４) : ３３６￣
３４６.

ｆｏｒ ｇｅｎｅ ｌｉｓ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２７] Ｍａ ＳＣꎬ Ｌｉ Ｑꎬ Ｐｅｎｇ ＪＹ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ａｕｄｉｎ￣５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ｂｌｏｏｄ￣

[１４]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ｉ Ａꎬ Ｓｚｋｌａｒｃｚｙｋ Ｄꎬ Ｆｒａｎｋｉｌｄ Ｓ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ＩＮＧ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ｔｏ

ｉｃｓꎬ２０１２ꎬ２８(４) :５７３￣５８０.

ｖ９.１: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ｓꎬ２０１３ꎬ４１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ｓｓｕｅ) :Ｄ８０８￣Ｄ８１５.

[１５]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ＰꎬＭａｒｋｉｅｌ ＡꎬＯｚｉｅｒ Ｏꎬｅｔ ａｌ.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ａ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ｂｒａｉ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ｂｒａｉｎｍ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 Ｊ] . ＣＮＳ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Ｔｈｅｒꎬ

２０１７ꎬ２３(１２) :９４７￣９６０.

[２８] Ｗａｎｇ ＹꎬＱｉａｎ ＷꎬＹｕａｎ Ｂ.Ａ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ＩＥＥＥ / 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 Ｃｏｍｐｕｔ Ｂｉｏｌ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ꎬ２０１８ꎬ１５(１) :１￣１４.

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Ｇｅｎｏｍｅ Ｒｅｓꎬ２００３ꎬ１３(１１) :２４９８￣２５０４.

[２９] Ｚｈａｎｇ ＹꎬＤｕ ＷꎬＣｈｅｎ Ｚꎬｅｔ ａｌ.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Ｄ￣Ｌ１ ｂ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ｇｅｎｅ ｌｉｓ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ＶＩＤ ｂｉｏｉｎ￣

ｍｕｎｅ ｅ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ｌｕｎｇ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Ｊ] . Ｅｘｐ Ｃｅｌｌ Ｒｅｓꎬ

[１６] Ｈｕａｎｇ ｄａ Ｗꎬ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ＢＴꎬ Ｌｅｍｐｉｃｋｉ Ｒ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 .Ｎａｔ Ｐｒｏｔｏｃꎬ２００９ꎬ４(１) :４４￣５７.

[１７] Ａｓｈｂｕｒｎｅｒ ＭꎬＢａｌｌ ＣＡꎬＢｌａｋｅ ＪＡꎬｅｔ ａｌ.Ｇｅｎ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Ｇｅｎ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
ｕｍ[ Ｊ] .Ｎａｔ Ｇｅｎｅｔꎬ２０００ꎬ２５(１) :２５￣２９.

[１８] Ｋａｎｅｈｉｓａ Ｍꎬ Ｇｏｔｏ Ｓ. ＫＥＧＧ: ｋｙｏｔｏ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ｇ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ｍｅｓ[ Ｊ] .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ｓꎬ２０００ꎬ２８(１) :２７￣３０.

[１９] 张煜坤ꎬ戈伟.ＫＲＡＳ 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
疗进展[ Ｊ] .中国医药导报ꎬ２０１７ꎬ１４(１６) :３２￣３５.

[２０] Ｄｕ ＬꎬＸｉａｏ ＸꎬＷａｎｇ Ｃꎬ ｅｔ ａｌ.Ｈｕｍａｎ 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 ａｎｔｉｇｅｎ￣Ｇ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ｕｍｏｒ ｉｍｍｕｎｅ ｅ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 ｃｅｌｌｓ [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ｉꎬ２０１１ꎬ１０２(７) :１２７２￣１２８０.

ＳＰＰ１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ｉｍ￣

２０１７ꎬ３５９(２) :４４９￣４５７.

[３０] Ｃａｅｔａｎｏ ＭＳꎬ Ｚｈａｎｇ Ｈꎬ Ｃｕｍｐｉａｎ ＡＭꎬ ｅｔ ａｌ. ＩＬ６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ｔｈｅ ｌｕｎｇ ｔｕｍｏｒ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Ｋ￣ｒａｓ￣ｍｕｔａｎｔ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１６ꎬ７６(１１) :３１８９￣３１９９.

[３１] Ｘｕ Ｘꎬ Ｃａｏ 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Ｇｓ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ｂｌ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ＰＴＴＧ１ ａｎｄ ＭＭＰ９ 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Ｏｎｃｏｌ Ｌｅｔｔꎬ２０１８ꎬ

１５(１) :２５７￣２６３.

[３２] Ｌｉｎ ＷＷꎬＫａｒｉｎ Ｍ. Ａ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
ｎ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 Ｊ Ｃｌｉｎ Ｉｎ￣
ｖｅｓｔꎬ２００７ꎬ１１７(５) :１１７５￣１１８３.

[２１] Ｓｈａｏ ＬꎬＺｈａｎｇ ＢꎬＷａｎｇ Ｌꎬｅｔ ａｌ.ＭＭＰ￣９￣ｃｌｅａｖｅｄ ｏｓｔｅｏｐｏｎ￣

[３３] Ｑｉａｏ ＹꎬＺｈａｎｇ ＣꎬＬｉ Ａꎬｅｔ ａｌ.ＩＬ６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ａｎｃｅｒ￣ａｓｓｏ￣

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ｅｌｏｉｄ￣ｄｅｒｉｖｅ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ｃｅｌｌｓ [ Ｊ] .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Ｊ]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ꎬ２０１８ꎬ

ｔｉｎ ｉｓｏｆｏｒｍ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ｔｕｍｏｒ ｉｍｍｕｎｅ ｅｓｃａｐｅ ｂｙ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ｅｘ￣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ꎬ２０１７ꎬ４９３(４) :１４７８￣１４８４.

[２２] Ｈｕｎｇ ＭＳꎬＣｈｅｎ ＩＣꎬＬｕｎｇ ＪＨꎬｅｔ ａｌ.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

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ｄｈｅｒｉｎ￣５ 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６ꎬ１１(６) :ｅ０１５８３９５.

[２３] Ｆｏｎｇ ＫＭꎬＫｉｄａ Ｙꎬ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ＰＶꎬｅｔ ａｌ. ＴＩＭＰ１ ａｎｄ ａｄ￣

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ｉｎ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 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１９９６ꎬ２(８) :１３６９￣１３７２.

[２４] Ｈｕａｎｇ ＨꎬＬｉｕ ＪꎬＭｅｎｇ Ｑꎬ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
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ｔｏｐｏｉｓｏｍｅｒａｓｅ ２ ａｌｐｈ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ｉａｔｅｄ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ｃｈｅｍｏ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ｉａ ＣＸＣＲ７ ｉｎ

３７(７) :８７３￣８８３.

[３４] Ｂａｉ ＹꎬＬｉ ＬＤꎬ Ｌｉ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ｏｐｏｉｓｏｍｅｒａｓ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Ｊ].Ｊ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ꎬ２０１６ꎬ９(１) :３５.

[３５] Ａｋｂａｙ ＥＡꎬ Ｋｏｙａｍａ Ｓꎬ Ｌｉｕ Ｙ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７Ａ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ｓ ｌｕｎｇ ｔｕｍｏ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ｕｍｏｒ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Ｄ￣１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 Ｊ]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７ꎬ１２(８) :１２６８￣１２７９.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１４

本文编辑:冯

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