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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５

ｐ￣ＳＴＡＴ３ / ｐ￣ＡＫＴ 信号通路及其靶基因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在基底细胞癌皮损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任双双ꎬ邓
[ 摘要] 目的

玉

分析磷酸化转录信号转导子及激活子 ３(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３ꎬｐ￣ＳＴＡＴ３) / 磷酸化蛋白激酶 Ｂ(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Ｂꎬｐ￣ＡＫＴ) 信号通路及其靶基因细
胞周期素 Ｄ１(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在基底细胞癌( ｂａｓａｌ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ꎬＢＣＣ) 皮损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在山东省济南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就诊且经组织病理及免疫组化确诊为 ＢＣＣ 的 ６０
例患者石蜡标本ꎬ以及在本院接受外科整形手术并留存的正常皮肤组织标本的患者ꎬ分别纳入 ＢＢＣ 组及正常
组ꎮ 分别采用免疫组化法、ＰＣＲ 法、Ｗｅｓｔｅｒｎ 印迹实验检测皮损处 ｐ￣ＳＴＡＴ３、ｐ￣ＡＫＴ 及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表达ꎬ并分析
ＢＣＣ 患者皮损处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与临床病理的关系ꎮ 结果

ＢＣＣ 组 ｐ￣ＳＴＡＴ３、

ｐ￣ＡＫＴ、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平均光密度值ꎬ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及 ｐ￣ＳＴＡＴ３ 蛋白、ｐ￣ＡＫＴ 蛋白、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蛋白表达显著高于正常组( Ｐ<０ ０５) ꎻ且 ＩＢＣＣ 型 ＢＣＣ 患者皮损中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ｃｙ￣

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表达显著高于 ＮＩＢＣＣ 患者( Ｐ<０ ０５) ꎻＢＣＣ 皮损中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表达与病理类型有显著相关性( Ｐ<０ ０１) ꎮ 结论

ＢＣＣ 皮损处存在 ｐ￣ＳＴＡＴ３、ｐ￣ＡＫＴ、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高表达现象ꎬ且

ＩＢＣＣ 型 ＢＣＣ 患者皮损处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表达更高ꎬ值得临床重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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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ｈｉｇ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ＴＡＴ３ꎬ ｐ￣ＡＫＴ ａｎｄ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ｉｎ ＢＣＣ ｓｋｉｎ ｌｅｓ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
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ꎬ 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 ａｎｄ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ｓｋｉｎ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ＢＣＣ ｔｙｐｅ ＢＣ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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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３/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Ｂ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ｐ￣ＳＴＡＴ３ / Ｐ￣ＡＫＴ)ꎻ Ｃｙｃｌｉｎ 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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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细胞癌( ｂａｓａｌ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ꎬＢＣＣ) 是起源

兔多克隆抗体购自基尔顿生物科技( 上海) 有限公

见于男性ꎬ发病年龄 ６０ ~ ７０ 岁ꎬ但近年流行病学报

京)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ꎻＴｒｉｚｏｌ 试剂盒、ＲＴ￣ＰＣＲ 试剂

于表皮及其附近基底细胞的皮肤肿瘤疾病ꎬ既往多
道显示年轻女性 ＢＣＣ 发病率也有增高趋势

[１￣２]

ꎮ 当

前临床依据 ＢＣＣ 的镜下表现将其分为非侵袭性基
底细胞癌(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ｂａｓａｌ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ꎬＮＩＢＣＣ)

与侵袭性基底细胞癌(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ｂａｓａｌ ｃｅｌ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ꎬ
ＩＢＣＣ) ꎬ前者包括结节型、浅表型ꎻ后者则包括微结
节型、浸润型、硬斑病型及混合型 [３] ꎮ ＮＩＢＣＣ 发展
缓慢、破坏程度小ꎬ转移风险低ꎬ呈良性ꎻ而 ＩＢＣＣ 病
变范围虽较局限性ꎬ但可造成组织结构破坏ꎬ且易复

司ꎻＳＰ Ｋｉｔ 试剂盒、ＤＡＢ 显色剂均购自中科瑞泰( 北
盒、ＤＬ ２０００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购自上海恒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ꎻ３Ｃ１５Ｋ 高速冷冻离心机购自美国 Ｓｉｇｍａ 公
司ꎻ多功能电泳仪、转印电泳槽购自北京六一仪器
厂ꎻＣｈａｍｐＧｅｌ ＴＭ ５５００ 全自动凝胶成像仪及分析系统
购自上海帝博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７２２ 分光光度计
购自上海光学仪器厂ꎻ － ８０ ℃ 深低温冰箱购自日本

ＳＡＮＹＯ 公司ꎻＰＣＲ 仪购自德国 Ｂｉｏｍｅｎｔｒａ Ⅱ型ꎻＵＶ￣
３０００ 紫外分光光度计购自日本岛津公司ꎮ

发 [４] ꎮ 研究报道ꎬＢＣＣ 进展涉及多个癌基因及抑癌

１ ３ ２

(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ｓ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ｏｆ

蜡ꎬ内源性过氧化物酶修复抗原ꎬ封闭ꎬ滴加一抗、二

基因失活 [５] ꎮ 磷酸化转录信号转导子及激 活 子 ３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３ꎬｐ￣ＳＴＡＴ３) / 磷酸化蛋白激酶 Ｂ( ｐｈｏｓ￣

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Ｂꎬｐ￣ＡＫＴ) 是经典的信号转
导通 路ꎬ 细 胞 周 期 素 Ｄ１ (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 则 是 其 靶 基
因

[６]

胞癌

ꎮ 研究证实ꎬｐ￣ＳＴＡＴ３、ｐ￣ＡＫＴ、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在肾细

[７]

、胃癌

[８]

、 弥 漫 性 大 Ｂ 细 胞 淋 巴 瘤 (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ｌａｒｇｅ Ｂ ｃｅｌｌ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ꎬＤＬＢＣＬ)

[９]

等多种皮肤肿瘤病

变处存在高表达现象ꎬ但其在 ＢＣＣ 中的临床报道相

对少见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拟通过回顾性分析探究 ｐ￣
ＳＴＡＴ３ / ｐ￣ＡＫＴ 信号通路及其靶基因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在基
底细胞癌皮损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ꎮ
１

１ １

材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选 取 石 蜡 标 本 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且经组织病理及免疫组化确诊 ＢＣＣ 患者ꎬ共 ６０ 例ꎬ
纳入 ＢＣＣ 组ꎮ 其中ꎬ男 ２７ 例ꎬ女 ３３ 例ꎻ年龄 ３１ ~ ８５

岁ꎻ头面部皮损 ４９ 例ꎬ 躯干皮损 ７ 例ꎬ 四肢皮损 ４
例ꎻ均为单发ꎻ皮损面积 ０ ２ ｃｍ × ０ ３ ｃｍ ~ ６ ０ ｃｍ ×
７ ０ ｃｍꎻＮＩＢＣＣ ４３ 例( 浅表性 ２０ 例、结节溃疡型 ２３

例) ꎬＩＢＣＣ １７ 例( 浸润型 ９ 例、硬斑病型 ６ 例、混合

型 ２ 例) ꎮ 另选取 ２６ 例正常皮肤组织作为对照组ꎬ
均为同期在本院接受外科整形手术时切除的多余皮

肤组织ꎬ男 １６ 例ꎬ女 １０ 例ꎻ年龄 ３１ ~ ６６ 岁ꎮ 两组一
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ꎮ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接受皮肤肿物

切除手术患者ꎻ②有明确术后诊断结果ꎻ③均为初发
皮肤肿物ꎬ既往未针对皮肤肿物进行治疗ꎻ④均接受
ｐ￣ＳＴＡＴ３、ｐ￣ＡＫＴ、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蛋 白 及 基 因 检 测ꎮ 排 除
标准:①病案资料缺失ꎻ②未留存病理组织ꎬ不能满
足研究需求ꎮ

１ ３

１ ３ １

取冰箱冻存的组织切片

进行烤片ꎬ严格参照 ＳＰ 试剂盒操作依次二甲苯脱
抗ꎬ滴加链霉素过氧化物酶室温孵育ꎬＤＡＢ 染色ꎬ苏

木素复染、脱水、透明及封片ꎻ均严格参照 ＳＰ 试剂盒
操作ꎬ磷酸缓冲盐溶液(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ｂｕｆｆｅｒ ｓａｌｉｎｅꎬＰＢＳ)

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ꎮ 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Ｐｌｕｓ６ ０ 彩色分
析系统在 ２００ 倍视野下随机选取 ５ 个视野ꎬ测量阳
性细胞的平均光密度值ꎬ取均值为最终结果ꎮ 阳性
判定标准:采用半定量分析ꎬ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Ｐｌｕｓ６ ０ 彩色
分析系统在 ２００ 倍视野下随机选取 ５ 个视野ꎬ计算
阳性细胞百分比ꎬ将阳性细胞着色数按 < ５％、５％ ~

２５％、２６％ ~ ５０％、５１％ ~ ７５％、７６％ ~ １００％ 分别对应
０ 分、１ 分、２ 分、３ 分、４ 分、５ 分ꎻ将阳性着色强度按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在山东省济南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就诊

１ ２

免疫组化( ＳＰ) 法

方法
仪器与试剂

ｐ￣ＳＴＡＴ３、 ｐ￣ＡＫＴ 及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无色、淡黄色、棕黄色、棕褐色对应 ０ 分、１ 分、２ 分、３
分ꎻ评分 ＝ 着色细胞百分率得分 × 着色程度得分ꎬ０

分为阴性( ￣) 、１ ~ ４ 分为弱阳性( ＋ ) 、５ ~ ８ 分为阳性
( ＋＋) 、９ ~ １２ 分为强阳性( ＋＋＋) ꎮ

１ ３ ３

ＰＣＲ 法

Ｔｚｉｒｏｌ 法抽提 ＲＮＡꎬ计算 ＲＮＡ 浓

度ꎻ参照试剂盒逆转录合成 ｃＤＮＡꎬ反应条件:３０ ℃ ꎬ

１０ ｍｉｎ、４２ ℃ ꎬ３０ ｍｉｎ、９９ ℃ ꎬ５ ｍｉｎ、４ ℃ ꎬ５ ｍｉｎꎬ３５

个循环ꎻＰＣＲ 扩增反应后将 ＰＣＲ 反应产物电泳ꎬ凝
胶成像仪成像并保存ꎻＳｃ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 软件对电泳条带
进行灰度扫描ꎬ以 β￣ａｃｔｉｎ 半定量分析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

ＮＡ、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ꎻ所有步骤均严格
参照试剂盒说明书ꎮ
引物
ｐ￣ＳＴＡＴ３
ｐ￣ＡＫＴ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β￣ａｃｔｉｏｎ

表１

引物序列
引物序列

５'￣ＣＴＴＴＧＡＧＡＣＣＧＡＧＧＴＧＴＧＴＣＡＣＣ￣３'
５'￣ＧＧＴＣＡＧＣＡＴＧＴＴＧＴＡＣＣＡＣＡＧＧ
５'￣ＡＣＴＣＣＡＧＴＴＧＣＣＡＧＴＧＡＴ￣３'
５'￣ＧＡＣＴＴＣＧＧＣＴＧＡＴＡＧＡＣＡ￣３'
５'￣ＣＣＣＡＣＴＣＣＴＡＣＧＡＴＡＣＧＣ￣３'
５'￣ＡＧＣＣＴＣＣＣＡＡＡＣＡＣＣＣ￣３'

５'￣ＣＴＧＧＧＡＣＧＡＣＡＴＧＧＡＧＡＡＡＡ￣３'
５'￣ＡＡＧＧＡＡＧＧＣＴＧＧＡＡＧＡＧＴＧ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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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４ Ｗｅｓｔｅｒｎ 印迹实验 参照试剂盒提取细胞总
蛋白样品ꎬＬａｒｒｙ 法定量后稀释呈相同浓度后加入 ５ ×
样品缓冲液ꎬ沸水水浴 ５ ｍｉｎꎬ － ２０ ℃ 冰箱保存ꎬ取
２０ μＬ 蛋 白 上 样、 电 泳ꎻ 孵 育 ｐ￣ＳＴＡＴ３ / ｐ￣ＡＫＴ / ｃｙ￣
ｃｌｉｎＤ１、抗 β￣ａｃｔｉｎ 单克隆抗体ꎬ加碱性磷酸酶标记的
相应二抗ꎬ凝胶成像仪成像ꎻＳｃ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 软件对蛋
白产物条带进行灰度扫描ꎬ获得对应蛋白灰度值ꎬ以
β￣ａｃｔｉｎ 蛋白 作 为 内 参 照ꎬ 半 定 量 分 析 ｐ￣ＳＴＡＴ３ / ｐ￣
ＡＫＴ /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蛋白相对表达量ꎮ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ꎬ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用率 ( ％) 表示ꎬ行 χ ２ 检验ꎬ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图１

２

２ １

 ３４７

结果

比较

两组患者 ｐ￣ＳＴＡＴ３、ｐ￣ＡＫＴ、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免疫组化

ｐ￣ＳＴＡＴ３、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阳性主要表达于细胞核ꎬ

ｐ￣ＡＫＴ 阳性表达则主要位于细胞浆ꎻＢＣＣ 细胞及浸
润至真皮内的细胞核均可见 ｐ￣ＳＴＡＴ３、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阳
性表达ꎬ对照组表皮基底细胞则可见 ｐ￣ＳＴＡＴ３、ｃｙ￣

ｃｌｉｎＤ１ 弱阳性表达ꎻＢＣＣ 组细胞及浸润至真皮内的
细胞浆均可见 ｐ￣ＡＫＴ 阳性表达ꎬ对照组表皮基底细

胞则可见 ｐ￣ＡＫＴ 弱阳性 表 达ꎻ ＢＣＣ 组 ｐ￣ＳＴＡＴ３、 ｐ￣
ＡＫＴ、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平均光密度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ꎬ图 １、图 ２ꎮ

ｐ￣ＳＴＡＴ３、ｐ￣ＡＫＴ、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免疫组化图( ×２００ 倍)

１ａ、１ｂ、１ｃ 分别为 ＢＣＣ 患者 ｐ￣ＳＴＡＴ３、ｐ￣ＡＫＴ、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免疫组化图ꎻ

２ａ、２ｂ、２ｃ 分别为正常皮肤细胞 ｐ￣ＳＴＡＴ３、ｐ￣ＡＫＴ、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免疫组化图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ꎬ图 ３ꎮ

２ ３

两组患者 ｐ￣ＳＴＡＴ３ 蛋白、ｐ￣ＡＫＴ 蛋白、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蛋白 表 达 比 较

ＢＣＣ 组 ｐ￣ＳＴＡＴ３ 蛋 白、 ｐ￣ＡＫＴ 蛋

白、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蛋白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ꎬ图 ４ꎮ

２ ４

ＢＣＣ 皮损中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ｃｙ￣

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表达的临床意义

２ ２

图２

ｐ￣ＳＴＡＴ３、ｐ￣ＡＫＴ、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平均光密度值

两 组 患 者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 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 ｃｙ￣

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比较

ＢＣＣ 组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ꎬ差异

不同性别、年龄、肿

瘤直径 的 ＢＣＣ 患 者 皮 损 中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 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ꎬ但 ＩＢＣＣ 型 ＢＣＣ 患 者 皮 损 中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

ＮＡ、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表 达 显 著 高 于
ＮＩＢＣＣ 患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ꎬ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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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８

图３

表２

图４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表达

ｐ￣ＳＴＡＴ３ 蛋白、ｐ￣ＡＫＴ 蛋白、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蛋白表达￣Ｗｅｓｔｅｒｎ 印迹实验

ＢＣＣ 皮损中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的表达( ｘ
±ｓ)

临床病理
特征

ｎ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

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性别
２７

男
女
ｔ

３３

０.６１２±０.０７１ ０.７５６±０.０８６ ０.７０１±０.１２５
０.５９７±０.０７５ ０.７７１±０.０６４ ０.６９８±０.０８４
０.７８９
０.４３３

Ｐ

０.８０７
０.４２２

０.１１０
０.９１２

年龄( 岁)
≥５６

３２

<５６

ｔ

２８

０.６０１±０.０５５ ０.７８２±０.０６９ ０.６８４±０.１８２
０.６０５±０.０６８ ０.７９０±０.０８５ ０.６９４±０.０９７
０.２５１
０.８０２

Ｐ

０.４０２
０.６８９

０.２６０
０.７９５

分型
ＮＩＢＣＣ
ＩＢＣＣ

ｔ

４３
１７

０.５０８±０.０５８ ０.６９４±０.１７２ ０.５４７±０.１５２
０.６４０±０.０４９ ０.８５６±０.０９７ ０.７２５±０.１９９
８.２７７
０.０００

Ｐ

３.６４８
０.０００

３.７３６
０.０００

肿瘤直径(ｃｍ)
≥１
<１

３９
ｔ
Ｐ

２１

０.５８８±０.０８４ ０.８１１±０.０７４ ０.７０２±０.１８４
０.６１２±０.０４６ ０.７９２±０.０９５ ０.６９７±０.１０２
１.１１０
０.２７１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９ Ｎｏ.６ꎬ Ｄｅｃ ２０２０

０.８２５
０.４１２

０.１０５
０.９１６

２ ５

ＢＣＣ 皮 损 中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 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表达与病理分型的关系

经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 性 分 析ꎬ ＢＣＣ 皮 损 中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 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表达与病理类型有显著相关
性( ｒ ＝ ０ ７２３、０ ６１２、０ ３７５ꎬ均 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ＢＣＣ 发病率近年来有上升趋势ꎬ其虽发病缓慢、

恶性程度、转移率及死亡率均较低ꎬ但极大危害公共
健康 [１０] ꎮ 当前 ＢＢＣ 的病因仍未完善阐明ꎬ一般认
为日光、紫外线、放射线、遗传因素等均可诱导 ＢＣＣ

的发生ꎮ 基于现代分子生物学探究 ＢＣＣ 的生物学

行为并探索有效的防治方案已成为临床研究热点ꎮ

ｐ￣ＳＴＡＴ３ / ｐ￣ＡＫＴ 是经典的信号通路ꎬ与肿瘤的发生、
发展密切相关ꎮ 其中 ＳＴＡＴ３ 是作为细胞内潜在的
核转录因 子ꎬ 也 是 信 号 转 导 与 转 录 激 活 因 子 家 族
( ＳＴＡＴｓ) 成员之一ꎬ其所参与的信号转导通路途径

持续激活 后 便 可 直 接 或 间 接 促 进 细 胞 异 常 增 殖ꎬ
诱导抗凋亡最终导致细胞恶性转化 [１１] ꎮ 而活化的
ＳＴＡＴ３( ｐ￣ＳＴＡＴ３) 又直接作用于细胞内特异的 ＤＮＡ

结合位点ꎬ调控下游靶基因表达ꎬ参与肿瘤细胞形
成、生长、凋亡抑制等过程ꎮ 研究证实ꎬｐ￣ＳＴＡＴ３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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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肿瘤组织与细胞系中均存在异常表达或活性增
强现象ꎮ 温立霞等

[１２]

指出ꎬＳＴＡＴ３ 可促进皮肤恶性

黑色素瘤的发生、浸润及淋巴转移ꎬ并可能与其靶基

因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间存在一定协同作用关系ꎮ ＡＫＴ 则是人类
潜在的癌基因ꎬ既往研究也证实在多数肿瘤疾病中

均存在 ｐ￣ＡＫＴ 基因扩增现象ꎬ如甲状腺癌、子宫内
膜癌、前列腺癌等均有 ｐ￣ＡＫＴ 持续异常高表达 [１３] ꎮ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是 Ｇ１ 期主要调控蛋白ꎬ也是正调控因

子 ｃｙｃｌｉｎｓ 蛋 白 家 族 的 重 要 成 员ꎬ 可 结 合 并 激 活
ＣＤＫ４ 或 ＣＤＫ６ 形成复合物ꎬ在细胞周期 Ｇ１ / Ｓ 期转
变中发挥关键作用ꎮ 当 ＳＴＡＴ３ 被上游相关信号激

 ３４９

损处存在异常高表达现象ꎬ且 ＩＢＣＣ 型 ＢＣＣ 患者皮
损处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表 达 更 高ꎬ ｐ￣ＳＴＡＴ３ ｍＲＮＡ、 ｐ￣ＡＫＴ ｍＲＮＡ、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ｍＲＮＡ 表达或与 ＢＣＣ 复发有一定关联ꎬ仍有待下阶
段研究中证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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