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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与转化

Ｎｒｆ２ 调控自噬对于宫颈癌发生发展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李晓兰ꎬ赵骏达ꎬ马俊旗
[ 摘要] 目的

研究宫颈癌组织中核因子 Ｅ２ 相关因子 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ｅｒｙｔｈｒｏｉｄ 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２ꎬＮｒｆ２) 及

细胞自噬人蛋白的表达情况ꎬ探讨 Ｎｒｆ２ 调控自噬对宫颈癌发生发展的作用机制ꎮ 方法

收集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２ 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就诊的 ５０ 例宫颈癌标本及癌旁组织ꎬ免疫组化检测组织标本中

Ｂｅｃｌｉｎ１、ＬＣ３、ｐ６２、Ｎｒｆ２ 的表达情况ꎻ在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株内分别转染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 及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 后ꎬ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 Ｎｒｆ２、ｐ６２、Ｂｃｌ２、Ｂａｘ 蛋白表达情况ꎬＭＴＴ 检测细胞增殖情况ꎮ 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Ｂｅｃｌｉｎ１、ＬＣ３

在宫颈癌组织内显著低表达ꎬ分别为 １８ ０％(９ / ５０) 和 ２０ ０％( １０ / ５０) ꎬ而 ｐ６２ 和 Ｎｒｆ２ 在宫颈癌组织内显著高
表达ꎬ分别为 ７８ ０％(３９ / ５０) 和 ８６ ０％(４３ / ５０) 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ꎮ 分别在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株内

转染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 及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 后ꎬ细胞内 Ｎｒｆ２ 与 ｐ６２ 表达呈正相关ꎬ且均能显著促进细胞凋亡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Ｐ<０ ０５) ꎮ 细胞增殖在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 和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 组显著降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ꎮ 结论

宫

颈癌细胞内ꎬＮｒｆ２ 与 ｐ６２ 存在环形正向调控作用ꎬ且抑制 Ｎｒｆ２ 和 ｐ６２ 的表达后可以显著促进细胞凋亡ꎬ抑制
细胞增殖ꎮ

[ 关键词] 宫颈癌ꎻ核因子 Ｅ２ 相关因子 ２ꎻ自噬ꎻｐ６２ 蛋白ꎻ细胞增殖与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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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ꎬ其发病率
和病死率居高不下ꎬ各病理类型以宫颈鳞状细胞癌
最多见ꎮ 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ꎬ随着研究的深入发
现ꎬ早期识别、干预宫颈癌对于其预后及治愈均有重
要的临床意义

[１]

ꎮ 而核因子 Ｅ２ 相关因子 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９ Ｎｏ.６ꎬ Ｄｅｃ ２０２０

膜ꎬ４％ＢＳＡ 封闭 １ ｈ 后分别加入 Ｎｒｆ２、ｐ６２、Ｂｃｌ２、Ｂａｘ

抗体ꎬ抗体浓度均为(１ ∶１ ０００) ꎬ４ ℃ 过夜后ꎬ二抗(１
∶２ ０００)４ ℃ 孵育 １ ｈꎬＥＣＬ 发光显影ꎮ

１ ２ ５

ＭＴＴ 法检测细胞增殖

在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

株内分别转染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 和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 处理细胞

ｆａｃｔｏｒ￣ｅｒｙｔｈｒｏｉｄ 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２ꎬＮｒｆ２) 蛋白的异常表

４８ ｈ 后ꎬ继续培养ꎬＭＴＴ 法检测细胞增殖改变情况ꎮ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数据分析ꎬ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ｘ
±ｓ) ꎬ多样本

达与自噬的相互作用可能在宫颈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１

１ １

１ ３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学处理

均数比较 用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ꎬ 各 组 两 两 比 较 采 用
材料与方法

ＳＮＫ 检验ꎬ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宫颈癌标本及其癌旁组织各 ５０ 例
均来自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 １２ 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

２

两位病理医师证实ꎬ均为宫颈鳞状细胞癌ꎬ患者术前

和 Ｎｒｆ２ 的表达

研究对象

附属医院妇产科就诊的宫颈癌患者ꎬ所有的标本经

均未接受放、化疗及免疫治疗ꎮ Ｂｅｃｌｉｎ￣１、ＬＣ３、ｐ６２、
Ｎｒｆ２ 均为兔抗人多克隆抗体ꎬ购自美国 ＡＢＧＥＮＴ 公

司ꎻＤＡＢ 显色试剂盒、ＳＰ 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 ＰＶ￣
９０００) 购自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ꎮ 人宫颈

癌 ＳｉＨａ 细胞株购自武汉普诺赛生命科技有限公司ꎬ
根据医学伦理规范ꎬ使用慢性宫颈炎患者切除的新

鲜宫颈组织作为正常对照ꎮ 所有患者知情同意ꎬ并
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１ ２

１ ２ １

方法

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细胞培养

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按常 规 细 胞 培 养 方 式 培 养ꎬ 将 细 胞 接 种 于 含

１０％胎牛血清、１００ Ｕ / ｍＬ 青霉素、１００ ｍｇ / ｍＬ 链霉
素的 ＤＭＥＭ 培养基中ꎬ培养基置于 ３７ ℃ 、５％ＣＯ ２ 的
细胞培养箱中ꎮ 消化传代使用含有 ＥＤＴＡ 的 ０ ２５％

２ １

结果

宫颈 癌 组 织 及 癌 旁 组 织 中 Ｂｅｃｌｉｎ１、 ＬＣ３、 ｐ６２

ｐ６２ 和 Ｎｒｆ２ 的阳性染色呈棕黑色颗粒ꎬＢｅｃｌｉｎ１ 阳性
定位于细胞膜及细胞浆ꎬＬＣ３ 阳性定位于细胞浆及
部分细胞核ꎬｐ６２ 阳性定位于细胞浆ꎬＮｒｆ２ 阳性定位
于细胞核ꎮ Ｂｅｃｌｉｎ１ 在宫颈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

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１８ ０％ ( ９ / ５０) 、９４ ０％ ( ４７ / ５０) ꎻ
ＬＣ３ 在宫颈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
为 ２０ ０％(１０ / ５０) 、９２ ０％(４６ / ５０) ꎻｐ６２ 在宫颈癌组
织及癌旁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７８ ０％ ( ３９ /

５０) 、１４ ０％(７ / ５０) ꎻＮｒｆ２ 在宫颈癌组织及癌旁组织
中的 阳 性 表 达 率 分 别 为 ８６ ０％ ( ４３ / ５０ ) 、 ２２ ０％

(１１ / ５０) ꎮ ４ 种蛋白在宫颈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表
达水平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ꎬ表 １) ꎬ提示在宫
颈癌细胞内 Ｎｒｆ２ 和 ｐ６２ 蛋白显著高表达ꎬ自噬表达
水平较低ꎮ

表１

胰酶ꎬ选取对数生长期细胞进行实验ꎮ

１ ２ ２

取对数生长期的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
胞经胰酶消化后ꎬ以 １ × １０ ５ / ｍＬ 密度接种于 ６ 孔板
基因转染

中ꎬ待细胞生长至 ８０％ 融合时ꎬ取 ２ μｇ 质粒加入到

组织类型

２００ μＬ 基础培养基中轻轻摇匀后在室温下放置 ５

宫颈癌组织

轻轻摇匀后再在室温下放置 ５ ｍｉｎꎻ然后混合稀释的

χ２

ｍｉｎꎻ取 １０ μＬ 脂质体加入到 ２００ μＬ 基础培养基中

癌旁组织

脂质体和质粒轻轻摇匀ꎬ室温孵育 ３０ ｍｉｎꎬ最后将混
合液轻轻加入到待转染的细胞中ꎬ４ ~ ６ ｈ 后换液ꎮ

１ ２ ３

免疫组化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超敏两步法

( ＳＰ 法) 染色ꎬ一抗均采用工作液( Ｂｅｃｌｉｎ１、ｐ６２ 为 １

∶１００ 稀释ꎻＬＣ３ 为 １ ∶５０ 稀释) ꎬＰＢＳ 为对照ꎬ操作步

骤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ꎬ经 ＳＰ 法染色ꎬＤＡＢ 显色ꎬ
苏木素复染、脱水、透明、封片ꎮ

１ ２ 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蛋白表达量

在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株内分别转染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 和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

４８ ｈ 后处理细胞ꎬ提取总蛋白ꎬ４ ℃ 离心 ２５ ｍｉｎ 后ꎬ
用 ＢＣＡ 测 定 蛋 白 含 量ꎬ ＳＤＳ￣ＰＡＧＥ 分 离 样 品 并 转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ꎬＢｅｃｌｉｎ１、ＬＣ３、

Ｐ

２ ２

宫颈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 Ｂｅｃｌｉｎ１、
ＬＣ３、ｐ６２ 和 Ｎｒｆ２ 的表达组织
Ｂｅｃｌｉｎ１

＋
９

４７

－

４１
３

５３.２１９
０.０００

∗

＋

ＬＣ３

１０
４６

－

４０
４

２７.６１４
０.００２

∗

＋

ｐ６２

３９
７

－

１１
４３

１９.７９６
０.００１

＋:阳性ꎬ－:阴性ꎻ与癌旁组织比较ꎬ ∗ Ｐ<０.０５

∗

＋

Ｎｒｆ２

４３
１１

－
７

３９

２１.７５６

０.００１ ∗

在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株内分别转染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

和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 后细胞凋亡改变情况

在宫颈癌细胞

内ꎬＮｒｆ２ 与 ｐ６２ 均呈现高表达状态( Ｐ<０ ０５ꎬ图 １) ꎻ
在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株内转染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 及其阴性
对照物后ꎬ细胞内 ｐ６２ 表达显著下降ꎬ且抗凋亡蛋白

Ｂｃｌ２ 显著下降ꎬ凋亡蛋白 Ｂａｘ 表达上升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ꎻ在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株内转染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 及其阴性对照物后ꎬ细胞内 Ｎｒｆ２ 表达显著下
降ꎬ且抗凋亡蛋白 Ｂｃｌ２ 表达显著下降ꎬ凋亡蛋白 Ｂ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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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７

表达上升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ꎬ图 ２) ꎻ提示
在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内ꎬｐ６２ 与 Ｎｒｆ２ 可成环调控ꎬ且
两者相互作用可显著促进细胞凋亡ꎮ

图２

２ ３

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株内 Ｎｒｆ２ 和 ｐ６２ 表达情况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ꎬ ∗ Ｐ<０.０５

在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株内分别转染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

和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 后细胞增殖改变情况

分别在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株内转染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 及其阴性对照 物、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 及其阴性对照物后ꎬ继续培养细胞 ４８ ｈ
和 ７２ ｈꎬ结果显示ꎬ细胞增殖在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 和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 组显著降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图 ３)ꎬ
提示在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内ꎬ抑制 Ｎｒｆ２ 和 ｐ６２ 的表达
可以显著抑制细胞增殖ꎬ具有时间依赖效应ꎬ图 ４ꎮ

图１

宫颈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 Ｂｅｃｌｉｎ１、

ＬＣ３、ｐ６２ 和 Ｎｒｆ２ 的免疫组化

Ｂｅｃｌｉｎ１ 蛋白在宫颈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 × ４００) Ａ:癌
组织ꎻＢ:癌旁组织ꎻＬＣ３ 蛋白在宫颈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
达( ×４００) Ｃ:癌组织ꎻＤ:癌旁组织ꎻｐ６２ 蛋白在宫颈癌组织和癌

旁组织中的表达( ×４００) Ｅ:癌组织ꎻＦ:癌旁组织ꎻＮｒｆ２ 蛋白在宫
颈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 ×４００) Ｇ:癌组织ꎻＨ:癌旁组织

表２

转染后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株 Ｎｒｆ２、ｐ６２ 基因表达( ｘ
±ｓ)
组别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

空白对照组( 未转染)

１.９５±０.１８

０.９４±０.０４

转染后

１.４３±０.１６

０.６１８±０.０２

Ｆ

２８.７１７

１９.８６３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５

图３

在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株内分别转染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 和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 后细胞凋亡改变情况

与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ＮＣ 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ꎻ与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ＮＣ 组比较ꎬ＃Ｐ<０.０５

图４

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株内分别转染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 和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 后细胞增殖改变情况

与转染 ｐ６２ ｓｉＲＮＡ￣ＮＣ 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ꎻ与 Ｎｒｆ２ ｓｉＲＮＡ￣ＮＣ 组比较ꎬ＃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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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宫颈癌在全球各地均有发生ꎬ是人体最常见的

恶性肿瘤之一ꎬ居于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ꎮ 临床流
行病学结果显示ꎬ从一般的宫颈癌首病变诱发为宫
颈癌约 １０ 年时间ꎬ提示宫颈癌的早期发现可能使其

成为一种可以预防和治愈的疾病 [２￣４] ꎮ 因此ꎬ研究宫
颈癌发生发展的潜在分子机制对于宫颈癌的治疗具
有重要的意义ꎮ
自噬是一种高度保守的真核细胞内分解代谢过
程ꎬ其特点是在细胞质内形成双层膜结构的自噬小
体吞噬细胞内受损的细胞器

[５]

ꎮ 自噬由压力信号￣

哺乳动物雷帕霉素复合物 １(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ｒａ￣

ｐａｍｙｃ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１ꎬｍＴＯＲＣ１) 始动ꎬｍＴＯＲＣ１ 激活激
酶 ＵＬＫ１( ＡＴＧ１) ꎬ继而形成 ＡＴＧ１３ 和 ＡＴＧ１７ 复合
物 [７] ꎮ ｍＴＯＲＣ１ 活性受到抑制后ꎬ自噬小体开始形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９ Ｎｏ.６ꎬ Ｄｅｃ ２０２０

据报道 ｐ６２ 可以通过 Ｋｅａｐ１ 降解而激活 Ｎｒｆ２ 信号
通路发挥细胞保护作用ꎬ预防软脂酸诱导的脂中毒
及防止羰基氰化物氯苯腙诱导的细胞凋亡ꎮ 有研究
表明ꎬ氧化应激发生时ꎬＮｒｆ２ 的过度表达可以增加
ｐ６２ 的 ｍＲＮＡ 水 平ꎬ Ｎｒｆ２ 结 合 到 下 游 抗 氧 化 元 件
ｐ６２ 启动子区可以促进 ｐ６２ 的生成 [１８￣２０] ꎮ 提示 ｐ６２
与 Ｎｒｆ２ 之间可能存在正性反馈环ꎮ 与本文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ꎮ 本研究还发现在宫颈癌 ＳｉＨａ 细胞内ꎬ
抑制 Ｎｒｆ２ 和 ｐ６２ 的表达可以显著抑制细胞增殖ꎬ重
要的是具有时间依赖效应ꎮ
本研究证实在宫颈癌细胞内ꎬＮｒｆ２ 与 ｐ６２ 的负

向相互作用可以显著促进细胞凋亡ꎬ抑制细胞增殖ꎮ
下一步将对两分子的具体作用机制展开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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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ꎬ自噬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氧化应激是指由于氧自由基过量生成和 / 或细

胞内抗氧化防御系统受损ꎬ导致氧自由基及其相关
代谢产物过量聚集ꎬ对细胞产生多种毒性作用的病

理状态ꎮ Ｎｒｆ２ 是外源性有毒物质和氧化应激的感受
器ꎬ在参与细胞抗氧化应激和外源性有毒物质诱导

的主要防御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１６￣１７] ꎮ 本研究结
果显示ꎬ在宫颈癌组织中ꎬＮｒｆ２ 异常高表达ꎬ自噬表
达水平较低ꎬ提示在宫颈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ꎬＮｒｆ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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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癌发生发展过程中ꎬＮｒｆ２、ｐ６２ 反馈环的存在是自
噬与氧化应激联系的关键ꎬ可以进一步调控宫颈癌
细胞的增殖与凋亡ꎬ该研究结果与有关报道相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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