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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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因子 ＺＢＴＢ１８ 对结直肠癌细胞转移的影响
田
[ 摘要] 目的

力ꎬ刘

波ꎬ彭朝胜ꎬ夏

菁ꎬ吕贯廷

观察转录因子 ＺＢＴＢ１８ 对结直肠癌细胞的生长的影响ꎮ 方法

从 ＮＣＢＩ ＧＥＯ 数据库中下

载肿瘤基因表达芯片数据ꎬ对 ＺＢＴＢ１８ 基因的表达水平进行分析ꎻ同时通过 ＲＮＡ 干扰和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实验研究
ＺＢＴＢ１８ 对结直肠癌细胞迁移的影响ꎮ 结果

ＺＢＴＢ１８ 蛋白表达于结直肠癌细胞系ꎬ且高转移能力的细胞系中

该蛋白的表达水平远高于原发性结直肠癌肿瘤细胞系( Ｐ< ０ ０５) ꎮ ＲＮＡ 干扰试验可特异性地显著沉默结直
肠癌细胞 ＨＴ２９ 中 ＺＢＴＢ１８ 的表达ꎬ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实验发现在 ＺＢＴＢ１８ 沉默后 ＨＴ２９ 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显著降
低( Ｐ<０ ０５) ꎮ 结论

转录因子 ＺＢＴＢ１８ 可以促进结直肠癌细胞的侵袭与迁移ꎬ可能参与结直肠癌的转移ꎮ

[ 关键词] 结直肠癌ꎻＺＢＴＢ１８ꎻ转移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 ３４

[ 文献标志码] Ａ

ｄｏｉ: 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２０９５￣３０９７ ２０１９ ０３ ００３

[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３０９７(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４０￣０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ＺＢＴＢ１８ ｏ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ＴＩＡＮ Ｌｉ １ ꎬ ＬＩＵ Ｂｏ ２ ꎬ ＰＥＮＧ Ｃｈａｏｓｈｅｎｇ １ ꎬ ＸＩＡ Ｊｉｎｇ １ ꎬ ＬＶ Ｇｕａｎｔｉｎｇ ３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Ｌ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８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ꎬ Ｔａｎｇｄｕ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００３８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ＺＢＴＢ１８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ａｓ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 ＮＣＢＩ ＧＥ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ＺＢＴＢ１８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ＺＢＴＢ１８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ｂ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ＣＲ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ꎬ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ｔ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ＲＮＡｉ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ＺＢＴＢ１８ ｉｎ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ｓ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ｎｏｎ￣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ｓ ( Ｐ<０ ０５) .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ＺＢＴＢ１８ ｉｎ ＨＴ２９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ＲＮＡｉꎬ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ｗ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ＺＢＴＢ１８ ｃ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ｔｒｏ ( Ｐ <
０ 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ＺＢＴＢ１８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
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ꎬ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ＺＢＴＢ１８ ｍａ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ꎻ ＺＢＴＢ１８ꎻ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结直肠癌是目前世界上常见的恶性消化道肿瘤
之一ꎬ每年大约有 ５０ 万患者死于结直肠癌 [１￣２] ꎮ 在
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中ꎬ结直肠癌死亡率在男性中居
第五位ꎬ女性中居第六位 [３] ꎮ 随着我国居民饮食和
生活习惯的改变ꎬ近二十年来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在
逐渐升高 [４] ꎮ 肝转移是结直肠癌主要的死亡原因
之一 [２] ꎬ约 ２０％的结直肠癌患者在确诊的同时发现
有肝转移ꎬ４０％的结直肠癌患者在确诊后一段时间
后出现肝转移ꎬ如不及时治疗ꎬ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
生存 ５ ~ １０ 个 月 的 比 例 为 ５０％ꎬ ２ 年 生 存 率 仅 为
３％ [５] ꎬ由此可见肿瘤转移是控制结直肠癌的关键ꎮ
ＺＢＴＢ１８ ( 又 被 称 为 ＺＮＦ２３８、 ＲＰ５８、 ＴＡＺ￣１ 和
Ｃ２Ｈ２￣１７１) 是一种含有 Ｃ２Ｈ２ 型锌指结构的蛋白ꎬ
可抑制脑细胞内相关的基因表达ꎬ参与神经系统的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１０１４９０)
[ 作者单位] １０００４８ 北京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特
需医疗部( 田 力ꎬ彭朝胜ꎬ夏 菁) ꎻ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ꎬ中国科学院北京
基因组研究所( 刘 波) ꎻ７１００３８ 陕西 西安ꎬ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输血科( 吕贯廷)
[ 通讯作者] 吕贯廷ꎬＥ￣ｍａｉｌ:ｇｕａｎｔｌｖ＠ １２６.ｃｏｍ

发育ꎬ该基因的突变会导致神经系统发育异常 [６￣８] ꎮ
有研究发现ꎬＺＢＴＢ１８ 在脑瘤中的高表达可显著抑
制肿瘤的生长ꎬ具有肿瘤抑制因子的作用 [９￣１０] ꎮ
然而 ＺＢＴＢ１８ 在结肠癌中的作用尚不明确ꎮ 为
了研究 ＺＢＴＢ１８ 是否在结直肠癌中发挥肿瘤抑制的
功能ꎬ我们从 ＮＣＢＩ ＧＥＯ 数据库中下载肿瘤基因表
达谱数据ꎬ对 ＺＢＴＢ１８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水平进
行分析ꎬ并在具有不同转移水平的结直肠癌细胞系
中的表达进行检测ꎬ同时结合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实验来分析
ＺＢＴＢ１８ 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 从 ＮＣＢＩ ＧＥＯ(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ｍｎｉｂｕｓ)
公共数据库中下载人基因表达谱数据 ＧＳＥ１０３５１２９[１１] ꎮ
该数据集包括了 ６５ 个乳腺癌组织及 １０ 个对照组
织、５７ 个结直肠癌组织及 １２ 个对照组织、６０ 个非小
细胞肺癌组织及 ９ 个对照组织和 ６０ 个前列腺癌组
织及 ７ 个 对 照 组 织ꎬ 以 上 样 本 使 用 Ａｆｆｙｍｅｔｒｉｘ ＨＴ￣
Ｕ１３３ｐｌｕｓ￣２￣ＰＭ 芯 片 ( Ａｆｆｙｍｅｔｒｉｘꎬ Ｓａｎｔａ Ｃｌａｒａꎬ ＣＡꎬ
ＵＳＡ) 进行检测ꎮ 我们从 ＧＳＥ１０３５１２９ 数据中ꎬ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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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样本中 ＺＢＴＢ１８ 的数据进行后续分析ꎮ
１ ２ 细 胞 系
结 直 肠 癌 细 胞 系 ＤＬＤ１、 ＨＣＴ１１６、
ＨＣＣ２９９８、 ＳＷ４８０、 ＨＣＴ１１５、 ＫＭ１２、 ＨＴ２９、 ＣＯＬＯ２０５
和 ＳＷ６２０ 购自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细胞资源中心或美国全球生物资源中心ꎮ 采用含有
５％胎牛血清的 ＤＭＥＭ 培养基进行细胞培养ꎮ
１ ３ ＺＢＴＢ１８ 短发夹 ＲＮＡ 慢病毒表达载体的构建
通过 Ａｍｂｉｏｎ 网站ꎬ针对 ＺＢＴＢ１８ ｍＲＮＡ 序列( ＮＭ
＿２０５７６８)设计了 ３ 组短发夹 ＲＮＡ(ｓｈｏｒｔ￣ｈａｉｒｐｉｎ ＲＮＡꎬ
ｓｈＲＮＡ 单链
ｓｈＲＮＡ１￣Ｆ

表１

ｓｈＲＮＡ)ꎬ以便从中筛选得到最优的序列(表 １)ꎮ 把
ｓｈＲＮＡ￣Ｆ( Ｆｏｗａｒｄ) 和 ｓｈＲＮＡ￣Ｒ ( Ｒｅｖｅｒｓｅ) 等 量 混 合
后ꎬ置于沸水中ꎬ让其缓慢降至室温进行复性ꎬ短暂离
心后置于 ４ ℃ 保存ꎻ将 ｐＬＫＯ １￣ｐｕｒｏ 慢病毒载体用
限制性内切酶 ＡｇｅＩ 和 ＥｃｏＲＩ 进行酶切及胶回收ꎻ把
复性的 ｓｈＲＮＡ 双链与酶切处理的 ｐＫＬＯ １￣ｐｕｒｏ 质
粒进行连接ꎬ连接反应用 ＤＮＡ 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ｋｉｔ ( ６０２２Ｑꎬ
Ｔａｋａｒａ) 进行ꎬ具体操作参考试剂盒说明书ꎮ 连接成
功的质粒进行 Ｓａｎｇｅｒ 测序鉴定并制备慢病毒ꎮ

ＺＢＴＢ１８ ｓｈＲＮＡ 核酸序列
核酸序列

长度

ＣＣＧＧＴＧＣＴＡＧＣＡＧＣＴＧＣＣＡＧＴＴＡＴＣＣＴＣＧＡＧＧＡＴＡＡＣＴＧＧＣＡＧＣＴＧＣＴＡＧＣＡＴＴＴＴＴＧ

５８ｎｔ

ＣＣＧＧＡＧＡＧＴＧＡＴＧＴＴＧＧＣＡＣＴＡＡＴＧＣＴＣＧＡＧＣＡＴＴＡＧＴＧＣＣＡＡＣＡＴＣＡＣＴＣＴＴＴＴＴＴＧ

５８ｎｔ

ｓｈＲＮＡ１￣Ｒ

ＡＡＴＴＣＡＡＡＡＡＴＧＣＴＡＧＣＡＧＣＴＧＣＣＡＧＴＴＡＴＣＣＴＣＧＡＧＧＡＴＡＡＣＴＧＧＣＡＧＣＴＧＣＴＡＧＣＡ

ｓｈＲＮＡ２￣Ｒ

ＡＡＴＴＣＡＡＡＡＡＡＧＡＧＴＧＡＴＧＴＴＧＧＣＡＣＴＡＡＴＧＣＴＣＧＡＧＣＡＴＴＡＧＴＧＣＣＡＡＣＡＴＣＡＣＴＣＴ

ｓｈＲＮＡ３￣Ｒ

ＡＡＴＴＣＡＡＡＡＡＧＡＡＧＡＣＴＴＴＣＴＣＴＴＧＣＡＴＧＴＡＣＴＣＧＡＧＴＡＣＡＴＧＣＡＡＧＡＧＡＡＡＧＴＣＴＴＣ

ｓｈＲＮＡ２￣Ｆ
ｓｈＲＮＡ３￣Ｆ

ＣＣＧＧＧＡＡＧＡＣＴＴＴＣＴＣＴＴＧＣＡＴＧＴＡＣＴＣＧＡＧＴＡＣＡＴＧＣＡＡＧＡＧＡＡＡＧＴＣＴＴＣＴＴＴＴＴＧ

１ ４ 荧光定量 ＰＣＲ 检测 利用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４３０９１５５ꎬ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通过 ＡＢＩ ７５００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Ｗａｌｔｈａｍꎬ
ＭＡꎬＵＳＡ)来进行定量 ＰＣＲ 检测ꎬ检测引物见表 ２ꎮ 甘
油醛￣３￣磷酸脱氢酶( ｇｌｙｃｅ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ｄｅｈｙ￣
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ꎬＧＡＰＤＨ)作为内参ꎬ每个样品做 ３ 个平行ꎬ
阴性对照中 ｃＤＮＡ 模板以三蒸水代替ꎮ 采用 ΔΔＣｔ 法
作相对定量ꎬ计算出目的基因在不同细胞中表达量的
相对比率ꎮ 其中 Ｃｔ 值指的是目的基因的量达到域值
时所经历的扩增循环数ꎬ因此 Ｃｔ 值越大则模板量越
小ꎮ 相对表达量的计算根据下列公式:Ｒａｔｉｏ ＝ ２－ΔΔＣｔ ＝
２－[ΔＣｔ(ｓａｍｐｌｅ) －Δ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ꎮ 其 中 ΔＣｔ ＝ Ｃｔ ( ＺＢＴＢ１８ ) － Ｃｔ
( ＧＡＰＤＨ) ꎬ以此除去起始模板量所引起的差异ꎮ
表２

定点突变引物

ＺＢＴＢ１８＿ＲＴ＿Ｆ

ＺＢＴＢ１８＿ＲＴ＿Ｒ
ＧＡＰＤＨ＿ＲＴ＿Ｆ

ＧＡＰＤＨ＿ＲＴ＿Ｒ

 １４１

荧光定量 ＰＣＲ 检测引物
核酸序列

长度

ＣＧＣＣＧＣＣＧＡＴＧＴＣＡＡ

１５ｎｔ

ＧＡＡＧＧＴＧＡＡＧＧＴＣＧＧＡＧＴ

１８ｎｔ

ＡＴＧＧＣＧＧＣＴＣＡＧＧＴＴＧＴＧ

ＧＡＡＧＡＴＧＧＴＧＡＴＧＧＧＡＴＴＴＣ

１８ｎｔ
２０ｎｔ

１ ５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细胞侵袭及迁移实验 用 ４ ℃ 预冷
的无血清培养基稀释 Ｍａｔｒｉｇｅｌ 至终浓度 １ ｍｇ / ｍＬꎬ
在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细胞培养板的 ｃｈａｍｂｅｒ 上室底部中央垂
直加入 １００ μＬ 稀释后的 Ｍａｔｒｉｇｅｌꎬ３７ ℃ 温育 ３０ ｍｉｎ
使其成胶状ꎻ把细胞用无血清培养基悬浮ꎬ调整浓度
为 ２ × １０ ５ / ｍＬꎻ在下室加入 ６００ ~ ８００ μＬ 含 １０％胎牛
血清的 ＤＭＥＭ 培养基ꎬ上室加入 ２００ μＬ 细胞悬液ꎬ
继续在 ３７ ℃ ５％ ＣＯ ２ 孵箱中培养 １２ ｈꎻ取出 ｃｈａｍ￣
ｂｅｒꎬ吸干上室液体ꎬ用甲醇室温固定 ３０ ｍｉｎꎻ加入约
８００ μＬ 苏木精染液ꎬ 室温染色 ３０ ｍｉｎꎻ 取出 ｃｈａｍ￣
ｂｅｒꎬ吸去上室液体ꎬ用湿棉棒小心擦去上室底部膜
表面上的细胞ꎻ小心揭下膜ꎬ底面朝上晾干ꎬ移至载

５８ｎｔ
５８ｎｔ
５８ｎｔ
５８ｎｔ

玻片上用中性树胶封片ꎻ显微镜下取 ９ 个随机视野
计数ꎬ统计结果ꎮ 细胞迁移实验不需铺 Ｍａｔｒｉｇｅｌꎬ其

他步骤相同ꎮ
１ ６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３ 和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５ 软件进行处理ꎬ基因在结直肠癌组织和正常对照
组织中的差异表达使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 １ 结直肠癌中 ＺＢＴＢ１８ 表达数据分析 通过对
ＮＣＢＩ ＧＥＯ(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ｍｎｉｂｕｓ) 公共数据库中
结直肠癌样本表达芯片数据的分析发现 ＺＢＴＢ１８ 在

结直肠癌组织样本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正常组织
( Ｐ ＝ ０ ０００ ９９ꎬ图 １Ａ) ꎮ 进一步分析 ＺＢＴＢ１８ 在结直
肠癌中的表达量ꎬ挑选了 ９ 种不同的结直肠癌细胞
系( 表 ３) ꎬ其中 ７ 种为原发性结直肠癌细胞系ꎬ２ 种
为转移性结直肠癌细胞系ꎮ 用定量 ＰＣＲ 检测不同

结直肠癌细胞系中 ＺＢＴＢ１８ 的表达量ꎮ 结果发现ꎬ
在转移性结直肠癌细胞系中ꎬＺＢＴＢ１８ 的表达水平
高于原发性结直肠癌细胞ꎬ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
义( Ｐ ＝ ０ ０２１ ５ꎬ图 １Ｂ) ꎬ提示 ＺＢＴＢ１８ 与结直肠细胞
转移能力正相关ꎮ

图１

ＺＢＴＢ１８ 结直肠癌组织及不同的
肠癌细胞系中的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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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结直肠癌细胞系的具体临床信息

细胞系

分化情况

ＨＣＴ１１６

分化差的原发性肠癌

ＤＬＤ１

原发性肠癌

ＨＣＣ２９９８

分化较好的原发性肠癌

ＨＣＴ１５

初中度分化的肠癌

ＨＴ２９

分化差的原发性肠癌

ＳＷ６２０

淋巴结转移的肠腺癌

ＳＷ４８０

原发性腺癌

ＫＭ１２

中度分化的肠癌

ＣＯＬＯ２０５

转移的肠腺癌

２ ２ ｓｈＲＮＡ 对 ＺＢＴＢ１８ 的沉默 成功构建了 ３ 组
针对 ＺＢＴＢ１８ 的 ｓｈＲＮＡ 质粒ꎬ利用慢病毒包转质粒感
染 ＨＴ２９ 细胞ꎬ嘌呤霉素筛选得到稳定干扰 ＺＢＴＢ１８
表达的细胞系ꎬ利用定量 ＰＣＲ 及半定量 ＰＣＲ 检测
设计的 ３ 组 ｓｈＲＮＡ 对 ＺＢＴＢ１８ 表达的影响ꎮ 结果表
明ꎬ３ 组 ｓｈＲＮＡ 都显著降低了 ＺＢＴＢ１８ 的表达ꎬ尤其
ｓｈＲＮＡ１ 与 ｓｈＲＮＡ３ 的影响更加明显( 图 ２) ꎮ

Ａ:定量 ＰＣＲ 检测 ｓｈＲＮＡ 对 ＺＢＴＢ１８ 的沉默效果ꎻ
Ｂ:半定量 ＰＣＲ 检测 ｓｈＲＮＡ 对 ＺＢＴＢ１８ 的沉默效果

图２

ｓｈＲＮＡ 对 ＺＢＴＢ１８ 表达的沉默效果

２ ３ ＺＢＴＢ１８ 沉默后对结直肠癌细胞侵袭和迁移的
影响 利用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实验对 ｐＬＫＯ １￣ＺＢＴＢ１８￣ｓｈＲ￣
ＮＡ３ 稳转的 ＨＴ２９ 细胞的迁 移 和 侵 袭 能 力 进 行 分
析ꎮ 结果显示ꎬ当 ＺＢＴＢ１８ 沉默后ꎬＨＴ２９ 细胞的迁
移和侵袭有显著的降低( Ｐ<０ ０５ꎬ图 ３) ꎮ

３

图３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实验结果

讨论
肿瘤转移是涉及多基因变化的一系列复杂过
程ꎬ包括肿瘤从原发部位脱落ꎬ进入血管淋巴ꎬ粘附
于内皮细胞ꎬ诱导血管生成对抗宿主ꎬ在远端部位增
殖形成转移灶ꎬ整个过程受到许多基因的调控ꎮ 与
肿瘤转移相关的基因可以分为肿瘤转移促进基因及
肿瘤转移抑制基因ꎬ目前认为ꎬ肿瘤转移相关基因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８ Ｎｏ.３ꎬ Ｊｕｎ ２０１９

激活或肿瘤转移抑制相关基因的失活均可导致肿瘤
细胞性状发生转变而发生转移 [１２￣１３] ꎮ 研究表明ꎬ至
少有 １０ 余种癌基因可诱发或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
能力ꎬ如 ＭＹＣ[１４] 、ＫＲＡＳ[１５] 、ＢＲＡＦ[１６] 、ＦＥＳ[１７] 、ＦＭＳ[１８] 、
ＷＷＯＸ [１９] 等ꎬ相对的转移抑制基因主要包括参与细
胞生理活动调节的 ＮＭ２３[２０] 、ＰＴＥＮ[２１] 、ＴＩＭＰ１[２２] 等ꎮ
ＺＢＴＢ１８ 蛋白在正常脑组织中高表达ꎬ 但在脑
瘤呈低表达ꎬ增加 ＺＢＴＢ１８ 的表达水平则可抑制肿
瘤的生长 [１０] ꎮ 在脑胶质瘤中ꎬＺＢＴＢ１８ 基因的启动
子被异常甲基化ꎬ导致其表达沉默ꎻＺＢＴＢ１８ 的缺失
可调控预后不良相关基因的表达ꎬ促进胶质母细胞
瘤出现侵袭表型 [９] ꎮ 目前有关 ＺＢＴＢ１８ 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脑发育方面ꎮ ＺＢＴＢ１８ 基因的功能缺失性突
变( 错义突变和拷贝数缺失) 可导致脑新皮层和海
马发育不良、皮层成熟神经元数量减少以及由于皮
质板内神经元的异常迁移而导致的层状组织缺陷为
主要特征的 １ｑ４３ｑ４４ 微缺失综合征 [７￣８ꎬ２３] ꎮ
然而 ＺＢＴＢ１８ 基因在其他组织和肿瘤中的功能
研究尚未明确ꎮ 我们通过对 ＮＣＢＩ ＧＥＯ 公共数据库中
结直肠癌样本表达芯片数据分析发现ꎬＺＢＴＢ１８ 在结
直肠癌样本中高表达ꎬ与正常对照样本相比具有显著
差异ꎬ这一发现提示ꎬＺＢＴＢ１８ 可能在不同的癌症中发
挥着不同的作用ꎮ 随后在不同的结直肠癌细胞系中
发现ꎬ高转移性肠癌细胞中 ＺＢＴＢ１８ 的表达水平要
显著高于原发性肠癌( Ｐ ＝ ０ ０２１ ５) ꎮ 当把 ＺＢＴＢ１８
表达水平敲低后ꎬＨＴ２９ 细胞的侵袭和转移能力均显
著降低ꎮ 这表明ꎬ在肠癌细胞系中ꎬＺＢＴＢ１８ 的功能与
脑胶质瘤相反ꎬ具有促进肿瘤的功能ꎬ为癌基因ꎮ 而
该基因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机理还需进一步详细研
究ꎬ为结直肠癌及其他癌症提供重要线索和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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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９￣１３９０.

[１７] Ｄｅｌｆｉｎｏ ＦＪꎬ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ＨꎬＳｍｉｔｈｇａｌｌ ＴＥ. Ａ ｇｒｏｗｔｈ￣ｓｕｐｐｒｅｓ￣
ｓ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ｆｅｓ 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Ｔ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８１ ( １３) : ８８２９￣
８８３５.

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ＢＴＢ１８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 .Ｍｏｌ

[１８] Ｗｅｂｂ ＭＷꎬ Ｓｕｎ Ｊꎬ Ｓｈｅａｒｄ ＭＡ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ｏｎ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１０] Ｔａｔａｒｄ ＶＭꎬＸｉａｎｇ ＣꎬＢｉｅｇｅｌ ＪＡꎬｅｔ ａｌ.ＺＮＦ２３８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ｕｍａｎ ｎｅｕｒ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１７ꎬ１５(８) :９９８￣１０１１.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ｉｔｏｔｉｃ ｂｒａｉｎ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ｂｒａｉｎ ｔｕｍ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１０ꎬ７０(３) :１２３６￣１２４６.

[１１] Ｂｒｏｕｗｅｒ￣Ｖｉｓｓｅｒ ＪꎬＣｈｅｎｇ ＷＹꎬＢａｕｅｒ￣Ｍｅｈｒｅｎ Ａꎬｅｔ ａｌ.Ｒｅｇ￣
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ｃｅｌｌ ｇｅｎｅｓ ｄｒ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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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Ｓｏｂｅｌ Ｍ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ｇｅｎｅｓ [ Ｊ] . Ｊ Ｎａｔ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ꎬ１９９０ꎬ８２(４) :２６７￣２７６.

[１４] Ｍａｎｎａｖａ ＳꎬＧｒａｃｈｔｃｈｏｕｋ ＶꎬＷｈｅｅｌｅｒ ＬＪꎬｅｔ 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ＭＹＣ￣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ｌａ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Ｊ] .Ｃｅｌｌ ｃｙｃｌｅꎬ７(１５) :２３９２￣２４００.

[１５] Ｈａｒｔｍａｎ ＤＪꎬＤａｖｉｓｏｎ ＪＭꎬＦｏｘｗｅｌｌ ＴＪꎬｅｔ ａｌ. Ｍｕｔａｎｔ ａｌｌｅｌ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ＫＲＡ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ｎｄ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１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ｏ￣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 Ｊ] .Ｉｎｔ Ｊ Ｃａｎｃｅｒꎬ２０１８ꎬ１４３(６) :１４８３￣１４９３.

[１９] Ｍａｒｏｎｉ ＰꎬＭａｔｔｅｕｃｃｉ ＥꎬＢｅｎｄｉｎｅｌｌｉ Ｐꎬ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ｗｏｘ ｉｎ ｂｏｎｅ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ｔｕｍｏｒｓ[ Ｊ] .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ꎬ２０１７ꎬ１８(１) :Ｅ７５.

[２０] Ｋｕｍａｒ Ａꎬ Ｈａｔｗａｌ Ｄꎬ Ｂａｔｒａ Ｎꎬ ｅｔ 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ｍ２３Ｈ１ 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 Ｊ] .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Ｐａｔｈｏ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８ꎬ６１(１) :７０￣７５.

[２１] Ｓｈｅｎ ＳＭꎬＪｉ ＹꎬＺｈａｎｇ Ｃꎬ ｅｔ ａ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ＴＥＮ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
ｐｒｅ￣ｍＲＮＡ ｓｐｌｉｃｉｎｇ ｔｏ ｌｉｎｋ Ｇｏｌｇｉ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ｆｏｒ ｉｔｓ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Ｊ] .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ꎬ２０１８ꎬ９(１) :２３９２.

[２２] Ａａｂｅｒｇ￣Ｊｅｓｓｅｎ Ｃꎬ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ＭＤꎬＭａｔｏｓ Ａꎬｅｔ ａｌ.Ｃｏ￣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Ｐ￣１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ｅｌ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ＣＤ６３
ｉ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ｓ[ Ｊ] .ＢＭＣ ｃａｎｃｅｒꎬ２０１８ꎬ１８(１) :２７０.

[２３] Ｏｋａｄｏ 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ｓｏｒ ＲＰ５８[ Ｊ]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８ꎬ１７０５:１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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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Ｚｈｏｕ ＭꎬＸｕ ＳꎬＭｉ Ｊꎬｅｔ ａ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ｐ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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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Ｂｈａｔ ＡＨꎬＤａｒ ＫＢꎬＡｎｅｅｓ Ｓꎬｅｔ ａ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ｍｉｔｏ￣

[１４] Ｇａｋｉ ＧＳꎬ Ｐａｐ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ｏｕ ＡＧ.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ｉ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ｉｎｓｉｇｈｔ [ Ｊ] . Ｂｉｏ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ꎬ２０１５ꎬ７４: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ꎬ２００７ꎬ１１２(２) :３２７￣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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