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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C01296/miR-1255b-5p 促进非小细胞肺癌
进展的研究
夏道韫，许琳枫，柴彬淑，郭 静，孙强玲，李艳利
[ 摘要 ] 目的 探究下调 LINC01296 的表达对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进展的影响，以
及 LINC01296 调控 miR-1255b-5p 在 NSCLC 发生发展中的分子机制。方法 培养 6 种 NSCLC 细胞系；实时荧光定量
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 LINC01296 在 NSCLC 细胞系以及在 48 例患者样本中表达水平的高低；细胞计数试剂盒-8 法
检测稳转细胞株的细胞增殖情况；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的生长以及增殖状况；划痕实验检测细胞的迁移情况；
FITC-Annexin-V 法检测细胞凋亡；动物实验，包括裸鼠尾静脉和皮下瘤注射，观察癌细胞的转移以及成瘤情况；双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验证 LINC01296 与 miR-1255b-5p 之间存在靶向结合关系。 结果 LINC01296 在 NSCLC 中
高表达；LINC01296 基因敲低抑制 NSCLC 细胞生长、迁移；LINC01296 敲低抑制体内瘤体的生长和转移；LINC01296
与 miR-1255b-5p 的之间存在海绵吸附作用；LINC01296 与 miR-1255b-5p 的表达呈负相关。结论 LINC01296 作为
NSCLC 的促癌分子，通过抑制 miR-1255b-5p 的表达水平，促进了 NSCLC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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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own-regulation of LINC01296 expression on the progression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LINC01296 regulating miR-1255b-5p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Methods Six NSCLC cell lines were cultured to test the expression lev‐
el of LINC01296.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LINC01296 in NSCLC cell lines and 48 patient samples was detected by
quantitative real tim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Cell counting kit-8 (CCK-8)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ell
proliferation of stably transformed cell lines. Clone Formation tes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growth and proliferation of
cells. The migration of cells was detected by Wound Healing test. FITC-Annexin-V was used to detect apoptosis. Ani‐
mal experiments, including tail vein and subcutaneous tumor injection in nude mice, observed the metastasis and tumori‐
genesis of cancer cells. The experiment of double 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verified that there was a targeted binding rela‐
tionship between LINC01296 and mir-1255a-5p. Results LINC01296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NSCLC. Knockdown of
the LINC01296 gene inhibited the growth and migration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ells. Knockdown of the
LINC01296inhibited the growth and migration of tumor in vivo. There was Sponge adsorption between LINC01296 and
miR-1255b-5p existing.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LINC01296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1255a-5p.Conclusion LINC01296, as a cancer-promoting molecule of NSCLC,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NSCLC
by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1255b-5p.
[ Key words ] Long non-coding RNA01296（LINC01296）；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miR-1255b-5p；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肺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最新
的癌症数据分析显示，肺癌的发病率在男性中仅次

于前列腺癌，在女性中仅次于乳腺癌[2]。肺癌可以
分为两种，分别是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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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SCLC）和 非 小 细 胞 肺 癌（non - 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NSCLC 约 占 肺 癌 总 数 85%[3]。 而
NSCLC 又可以分为肺腺癌、肺鳞癌和大细胞癌[4]。
NSCLC 的早期症状不明显，目前的诊断手段也不成
熟，
导致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此外，
NSCLC
[2]
的复发率较高，患者 5 年生存率低于 15% 。因此，
对 NSCLC 诊断以及治疗靶点的研究迫在眉睫。
长 链 非 编 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ln‐
cRNA）是一种转录本长度超过 200 个核苷酸非编码
RNA，
。lncRNA 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
如基因表达、
[5-7]
表观遗传以及染色体装配等 。随着对 lncRNA 在
细胞生物学中功能的深入研究，大量临床观察和实
验结果显示，
许多 lncRNA 表现出在特异性细胞及组
织中存在差异表达，
这些表达及功能异常的 lncRNA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调节 DNA 甲基化、组蛋白修饰、
染色质重塑和作为 miRNA 的前体，从而导致多种疾
病的发生，
并且主要体现在多种肿瘤疾病上，
在肿瘤
[8-10]
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生物信
息学分析显示，
发现了 14 个差异表达的 lncRNAs，
其
[11]
中 LINC01296 差异表达较为显著 。因此，本研究
旨在分析 LINC01296 在体内和体外对 NSCLC 的作
用及与 miR-1255b-5p 的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1.1.1 患者样本 选取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胸科
医院的肺癌患者样本，样本采集于 2018 年，样本数
为 40 例，冻存于-80 ℃保存备用。本研究经院伦理
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者均对本次研究知情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伦理号：IS2112）。
1.1.2 细 胞 系 本 研 究 所 用 到 的 细 胞 系 包 括 6 种
NSCLC 细胞系（H1299、A549、PC-9、HCC827、H1975
和 95-D），人胚肾细胞系（HEK-293T）和人肺上皮细
胞系（BEAS-2B）。其中 H1299 购自美国模式培养
物集存库，其他的细胞系购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1.2 实验方法
1.2.1 NSCLC 细胞培养 按照 ATCC 提供的细胞培
养的标准：A549、PC-9、HEK-293T 和 BEAS-2B 细胞
使用 DMEM 培养基（Gibco 公司，美国）进行培养；而
H1299、HCC827、H1975 和 95 -D 细 胞 则 使 用 RPMI
培养基（Gibco 公司，美国），并在培养基中添加 10％
胎牛血清（Gibco 公司，美国）。细胞放置在环境为
37 ℃，5% CO2 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1.2.2 qRT-PCR 检测 LINC01296 的表达 本实验使
用 Trizol 试剂，并参照试剂说明书的标准方法提取
NSCLC 细胞以及患者样本 RNA，
并使用 PrimeScript™
RT reagent Kit with gDNA Eraser 的试剂盒（TaK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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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日本）进行 lncRNA 逆转录合成 cDNA。取 2 µL
cDNA 作为模板，
SYBR ®PrimeScriptTMⅡ试剂盒产品
进行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uantitative real
tim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 - PCR）检 测
LINC01296 的表达水平，共 10 µL qRT-PCR 反应体
系，
反应程序为 95 ℃、
10 min，
95 ℃、
5 s，
60 ℃、
30 s，
-ΔΔCT
72 ℃、30 s，扩增 40 个循环，采用 2 相对定量法进
行分析与比较。
1.2.3 shRNA 载体构建 首先在网站上设计 shR‐
NA 序列，每一对包含正义和反义寡核苷酸链互补
序列。配制 shRNA 反应体系，以获得退火产物。之
后 利 用 T4 DNA 连 接 酶 催 化 退 火 产 物 连 接 到
pLKO.1 载体（实验室储存质粒）上，4 ℃过夜连接。
取 2 μL 连接产物和 25 μL DH5α 进行转化，以获得
大量目的质粒。
1.2.4 稳转细胞株的构建 本实验所用的稳转细胞
株包括稳定敲低 LINC01296 基因的细胞株。培养
293T 细 胞 并 使 其 保 持 良 好 的 生 长 状 态 ，采 用
psPAX2 和 pMD2G 共 转 染 的 方 法 获 得 病 毒 溶 液 。
在转染的 24、48、72 h 后分别收集细胞培养基即病
毒液，收集的病毒液放在 4 ℃离心机中 4 000 r 离
心 10 min。用 0.45 μm 滤器过滤得到病毒液。将病
毒液与培养基等比例混合，加入到密度为 70% 左右
的细胞中进行感染，同时加入 10 μg 聚凝胺（poly‐
brene）促进感染。最后通过加药筛选或流式细胞
分选得到成功稳转的细胞。
1.2.5 细胞表型实验
1.2.5.1 CCK-8 比色法检测细胞增殖 取 NSCLC 细
胞，在 96 孔细胞培养板中每孔接种 1 500 个细胞，
设置 4 个复孔，在细胞周围的孔中加入适量磷酸盐
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PBS) 以防培养基蒸
发。在 37 ℃ 5% CO2 培养箱中培养 6 h 后细胞贴
壁，此时每孔加入 100 μL 的 5% 细胞计数试剂盒-8
（cell counting kit-8，CCK-8）试剂（由无血清培养基
配制），孵育 2 h 后吸取 95 μL 液体放入 96 孔酶标
板中，在 450 nm 波长处测 OD 值，由于此时细胞尚
未分裂，此时细胞密度可作为原始密度。此后继续
检测 24、48、72、96 h 时的 OD 值。
1.2.5.2 细胞克隆形成实验 取 NSCLC 细胞，
6 孔板
中每孔铺板 300~600个细胞，
在 37 ℃，
5％ CO2浓度的
培养箱中培养 10 d后，
细胞形成菌落。加入 200 µL无
水甲醇固定细胞 15 min。吸去无水甲醇，
加入 200 µL
草酸铵结晶紫溶液，
静置染色 15 min。吸除染液，
用
蒸馏水洗涤至无紫色为止，
之后拍照计数，
处理数据。
1.2.5.3 划痕试验 取 NSCLC 细胞，铺 30%~40% 密
度的细胞于 12 孔板中，每个样品 2 个复孔，置于细
胞培养箱培养。细胞长满培养板底部时便可实施
划痕实验。划痕之后，
用 PBS 清洗细胞，
确保悬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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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LINC01296 在 NSCLC 中 的 表 达 本 研 究 首
先 通 过 在 线 数 据 库（ http://gepia2. cancer - pku. cn/
#degenes）分析 LINC01296 的表达水平，发现相比于
正常组织，LINC01296 在 NSCLC 中的表达显著上调
（上 调 约 为 5 倍）。 进 一 步 通 过 qRT-PCR 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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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C01296 在 6 种 NSCLC 细 胞 系（H1299、A549、
HCC827、H1975、PC-9 和 95-D）和正常人肺上皮细
胞 BEAS-2B 中的表达水平（图 1a）。与 BEAS-2B 相
比，LINC01296 在 6 种 NSCLC 细胞系中的表达水平
均是上调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实验结论，选取了
患者样本，对样本中的 LINC01296 的表达水平进行
检 测 ( 图 1b)。 结 果 显 示 ，与 正 常 组 织 相 比 ，
LINC01296 在癌症组织中显著高表达。
a
b

癌组织

癌旁组织

图 1 LINC01296 在癌细胞以及肿瘤组织中表达
a 与 BEAS-2B 正 常 人 肺 上 皮 细 胞 比 较 ，*P<0.05，**P<0.01，***P<
0.001；b 与癌旁组织比较 *P<0.05，**P<0.01，***P<0.001

2.2 敲低 LINC01296对 NSCLC 细胞生长、
迁移的影
响 用 CCK-8 法和克隆形成实验研究 LINC01296 基
因敲低对 NSCLC 细胞系体外增殖的影响。结果表
明，
与对照组细胞 A549-pLKO.1 和 H1299-pLKO.1 比
较，A549 - shLINC01296-2 和 H1299 - shLINC01296-2
的细胞增殖和克隆形成能力均受到显著抑制（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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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被冲洗干净。用封口膜包裹好培养板，
拍照（0 h
位置），
24 h 后第2次拍照。对比两次拍照的划痕大小
处理数据，
按公式细胞迁移率 =（0 h 时划痕宽度-24 h
时划痕宽度）/ 0 h 时划痕宽度进行计算。
1.2.5.4 FITC-Annexin-V 试剂盒检测细胞凋亡 取
NSCLC 细胞，12 孔板中铺细胞培养，密度达到 80%~
90% 时，
用超净台紫外光照诱导处理细胞 2 h。用无
EDTA 的胰酶消化收集细胞，
每个样品加入 50 µL 结
合缓冲液（Binding Buffer），分配好空白和单染对照
（用以调整荧光补偿），剩余的全部加入 2.5 µL An‐
nexin V-FITC 和 2.5 µL PI，室温避光孵育 15 min 以
上，200 目滤膜过滤后，将样品装入流式细胞仪检测
凋亡细胞的百分率。
1.3 动物实验 裸鼠 10 只（BALB/c-Nude 裸鼠，6 周
龄雌性）购自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公司。在特
定的无病原环境中饲养 7 d 后，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5 只，分别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在对照组中，每只
小 鼠 右 腹 部 皮 下 和 小 鼠 尾 部 静 脉 注 射 A549pLKO.1（低表达 LINC01296 的 A549）细胞个数分别
为 5×106 个，2.5×106 个。实验组小鼠用同样的方
式注射 A549-shLINC01296-2 细胞。使用游标卡尺
每周测量一次皮下肿瘤的长和宽，计算瘤体的大
小，8 周后处死小鼠。计算皮下肿瘤体积、重量以
及肺结节数。动物实验遵循上海大学动物保护和
使用委员会的规定。
1.4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 本实验采用 pRL
和 pGL3 两种质粒。将含有miR-1255b-5p结合位点的
LINC01296 序 列 插 入 pGL3 载 体 (pGL3 -LINC01296
WT)的 Xba I/EcoR I 位点，
构建 pGL3-LINC01296 WT
报 告 载 体 。 另 外 构 建 突 变 体 LINC01296 (pGL3LINC01296 Mut)。将 pGL3-LINC01296 WT 或 pGL3LINC01296 Mut 报告载体、海肾萤光素酶报告载体
(pRL)和miR-1255b-5p模拟物共转染到293T细胞中。
使用Invitrogen 的 Lipofectamine 2 000进行细胞转染。
48 h 后用 Promega 公司的 Dual -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System 进行双荧光检测。
1.5 统计学处理 应用 GraphPad Prism 5.0 软件，完
成数据分析和绘制统计图表，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双 t 检验，为了保证
实验数据的真实和准确，每个实验均有 3 次独立的
生物学重复，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克隆形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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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敲低 LINC01296 基因对抑制 NSCLC 细胞生长的影响
a~b：CCK-8 法 检 测 敲 低 LINC01296 基 因 ，与 未 敲 低 相 比 ，
H1299 和 A549 细胞增殖受到抑制；c~d：克隆形成实验敲低
LINC01296 基因，与未敲低相比，H1299 和 A549 细胞增殖能
力显著下降，*P<0.05，**P<0.01，***P<0.001

进一步采用划痕实验研究两种 NSCLC 稳转细
胞系的迁移能力。与对照组细胞 A549-pLKO.1 和
H1299 - pLKO. 1 比 较 LINC01296 敲 低 的 稳 转 细 胞
A549 - shLINC01296-2 和 H1299 - shLINC01296-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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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并统计分析与未敲低 LINC01296 基因相比，*P<0.05，**P<0.01

2.3 敲低 LINC01296 对体内瘤体生长和转移的影
响 以上的体外实验均证明 LINC01296 影响 NSCLC
的发生发展。为证明本研究的结论，进行了动物实
验。为符合动物保护伦理，将其中 2 只裸鼠安乐
死，对其余 3 只进行分析处理。每周测量皮下肿瘤
大小（图 4a），并计算最终皮下肿瘤的重量（图 4c），
图 b 是 8 周后小鼠瘤体图像。与对照组相比，实验
组的肿瘤大小和重量增加得更慢（图 4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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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LINC01296 通过 miR-1255b-5p 海绵吸附作用
对 肺 癌 的 影 响 为 了 进 一 步 研 究 LINC01296 对
NSCLC 调控的分子机制，首先通过 StarBase(star‐
base.sysu.edu.cn/)、TargetScan (targetscan.org/vert72)
以 及 miRanda (microrna. org) 预 测 网 站 预 测
LINC01296 靶向结合的 microRNA，然后取交集，最
终 筛 选 出 miR-1255b-5p。 miR-1255b-5p 与
LINC01296 上的靶序列互补配对的模式图（图 5a）。
实验结果表明，miR-1255b-5p 直接靶向 LINC01296
的种子序列对 LINC01296 发挥抑制作用。为了验
证 LINC01296 直 接 靶 向 miR-1255b-5p，先 将
LINC01296野生型(LINC01296-WT)的结合位点连接到
携带 pGL3 载体的荧光素酶开放阅读框的下游，
形成
pGL3-LINC01296 - WT。 pGL3-LINC01296 - WT 和
miR-1255b-5p mimic共转染后，
与对照组相比，293T 细
胞中的荧光素酶活性显著降低，而在突变体组中观
察 到 相 反 的 结 果 ( 图 5a)。 此 外 ，qRT-PCR 结 果 显
示，LINC01296 敲除的稳定细胞中 miR-1255b-5p 的
表达显著上调(图 5b-c)。综上，说明 LINC01296 能
起 miR-1255b-5p 海绵作用。
a

01

80

NC

迁移能力显著降低（图 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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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LINC01296 吸附 miR-1255b-5p 对其表达的影响
a：LINC01296 与 miR-1255b-5p 的靶向结合位点；LINC01296 的突变
位点；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结果；b-c：H1299 与 A549 细胞中，与未

图 4 LINC01296 水平的减少对体内肿瘤生长和转移的影响

敲 除 LINC01296 基 因 相 比*P<0.05，**P<0.01，***P<0.001，LINC01296

a：每周测量一次皮下肿瘤体积；b：8 周后显示的肿瘤图像；c：肿瘤

敲除时，miR-1255b-5p 的表达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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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LINC01296 与 miR-1255b-5p 的 表 达 关 系 为

cRNA 的 调 控 ，并 且 这 些 lncRNA 已 经 被 证 实 与

了进一步研究 LINC01296 与 miR-1255b-5p 的相关

NSCLC 的发生与发展有着重要关系[20]。

性，采用 qRT-PCR 检测 NSCLC 组织中 miR-1255b-

本实验结果为 LINC01296 可作为 NSCLC 的促

5p 的 表 达 水 平 ( 图 6a)。 与 邻 近 组 织 相 比 ，miR-

癌分子，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抑制 miR-1255b-5p 的表

1255b-5p 的表达下调，而 LINC01296 在癌症样本中

达水平，促进了 NSCLC 的发展。后续将继续研究

显著高表达（图 1b）。结果表明，miR-1255b-5p 随

LINC01296/miR-1255b-5p 在 NSCLC 中的作用机理，

着肿瘤的发展而降低，其表达趋势与 LINC01296 呈

如 LINC01296 / miR - 1255b-5p 的 信 号 通 路 、miR -

负相关(图 6b)。
a

1255b-5p 作用的靶基因、LINC01296 表达的调控因
子等。这些机制的阐明将为 NSCLC 的诊断和药物
开发的应用提供光明的前景。

LINC01296 的表达水平

miR-1255b-5p 的表达水平

b

癌旁组织

癌组织

【参考文献】
[1] Arbour KC,Riely GJ. Systemic 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and
miR-1255b-5p 的表达水平

图 6 LINC01296 与 miR-1255b-5p 的表达关系
a：miR-1255b-5p 在肿瘤组织中表达下调；b：miR-1255b-5p 的表达水
平与 LINC01296 呈负相关

metastatic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review [J]. JAMA,
2019, 322(8): 764-74.
[2] Bray F, Ferlay J, Soerjomataram I,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8: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
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J]. CA Cancer J Clin,
2018, 68(6): 394-424.
[3] Shao Y, Sun Q, Liu X, et al. tRF-Leu-CAG promotes cell prolif‐

3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 LINC01296在 NSCLC 中的作用
机制。实验结果显示 LINC01296 在 NSCLC 中高表
达。并且，敲低 LINC0129 会抑制 NSCLC 细胞生长、
迁移。小鼠体内实验也发现 LINC01296 低表达对肿
瘤生长和转移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此外，
LINC01296
通过 miR-1255b-5p 海绵吸附作用，促进了肺癌的发
生发展，
二者的表达水平也呈负相关。

eration and cell cycle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J]. Chem Bi‐
ol Drug Des, 2017, 90(5): 730-738.
[4] Liang C, Zhang X, Wang HM, et al. MicroRNA-18a-5p func‐
tions as an oncogene by directly targeting IRF2 in lung cancer
[J]. Cell Death Dis, 2017, 8(5): e2764.
[5] Chi Y, Wang D, Wang J, et al. Long non-coding RNA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ancers [J]. Cells, 2019, 8(9) :1015.
[6] Esposito R, Bosch N, Lanzós A, et al. Hacking the cancer ge‐
nome: profiling therapeutically actionable long non-coding
RNAs using CRISPR-Cas9 screening [J]. Cancer Cell, 2019, 35

近年来，LINC01296 在结直肠癌、膀胱癌、前列
腺癌、卵巢癌、胆管癌（CCA）和骨肉瘤中的作用已
被研究[11, 13-15]。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和生存曲线显
[12]

示，LINC01296 的高表达与预后不良相关 。最新
研究发现，LINC01296 在胶质瘤中表达下调，并通
过靶向 CARD11 基因和 NF-κB 途径来抑制胶质瘤
[15]

细胞的增殖和迁移 。LINC01296 可能靶向细胞周
期蛋白 D1，进而促进骨肉瘤的细胞增殖、转移和细

(4): 545-57.
[7] Yan X, Hu Z, Feng Y, et al. Comprehensive genomic character‐
izat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s across human cancers [J]. Can‐
cer Cell, 2015, 28(4): 529-540.
[8] Papoutsoglou P,Moustakas A. Long non-coding RNAs and TGFβ signaling in cancer [J]. Cancer Sci, 2020, 111(8): 2672-2681.
[9] Ransohoff JD, Wei Y,Khavari PA. The functions and unique fea‐
tures of long intergenic non-coding RNA [J]. Nat Rev Mol Cell
Biol, 2018, 19(3): 143-157.
[10] Ghafouri-Fard S, Taheri M. Long non-coding RNA signature in
gastric cancer [J]. Exp Mol Pathol, 2020, 113: 104365.

胞周期进展[16]。此外，在膀胱癌中转染 siLINC01296

[11] Liu B, Pan S, Xiao Y, et al. LINC01296/miR-26a/GALNT3 axis

后，
膀胱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减少[16]。另外，
研究还

contributes to colorectal cancer progression by regulating O-gly‐

发 现 microRNA-5095 在 NSCLC 和 CCA 中 与
LINC01296 结合的能力很强[13, 17]。此外，在 CCA 中，
高水平的 LINC01296 使 MYCN 的表达被上调。
LINC01296 在 NSCLC 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其在基因表达中的调控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外，miR-1255b-5p 具有抗肿瘤作用，并参与调节
hTERT 介导的上皮-间质转化[18]。在糖尿病肾病患

cosylated MUC1 via PI3K /AKT pathway[J]. J Exp Clin Cancer
Res, 2018, 37(1): 316.
[12] Zhou M, Zhao H, Xu W, et al. Discovery and validation of im‐
mune-associated long non-coding RNA biomarkers associated
with clinically molecular subtype and prognosis in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J]. Mol Cancer, 2017, 16(1): 16.
[13] Xu H, Zheng JF, Hou CZ, et al. Up-regulation of long intergenic
noncoding RNA 01296 in ovarian cancer impacts invasion, apop‐
tosis and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via regulating EMT[J]. Cell Sig‐
nal, 2019, 62: 109341.

者中，miR-1255b-5p 表达显著上调，有望成为诊断

[14] Hu X, Duan L, Liu H, et al. Long noncoding RNA LINC01296

糖尿病肾病的生物标志物[19]。同时，还有研究发现

induce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growth and progression

一 些 microRNA，如 miR-221 的 表 达 受 到 一 些 ln‐

through sponging miR-5095[J]. Am J Transl Res, 2019, 11(2):
895-903.

· 286 ·

《转化医学杂志》
2021年10月 第10卷 第5期

Translational Medicine Journal,Vo1.10 NO.5, Oct 2021

[15] Feng W, Zhai C, Shi W, et al. Clinicopathological and prognostic

[18] Zhang X, Bai J, Yin H, et al. Exosomal miR-1255b-5p targets hu‐

value of LINC01296 in cancers: a meta-analysis [J]. Artif Cells

man 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to

Nanomed Biotechnol, 2019, 47(1): 3315-3321.

suppress epi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J]. Mol Oncol,

[16] Yu X, Pang L, Yang T, et al. lncRNA LINC01296 regulates the
proliferation, metastasis and cell cycle of osteosarcoma through
cyclin D1[J]. Oncol Rep, 2018, 40(5): 2507-2514.
[17] Zhang D, Li H, Xie J, et al. Long noncoding RNA LINC01296

2020, 14(10): 2589-2608.
[19] Kim H, Bae YU, Jeon JS, et al. The circulating exosomal microR‐
NAs related to albuminuria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nephropathy
[J]. J Transl Med, 2019, 17(1): 236.

promotes tumor growth and progression by sponging miR-5095

[20] 李璟波,周少华,夏晖,等 .hsa-miR-221 调控非小细胞肺癌分子

in human cholangiocarcinoma[J]. Int J Oncol, 2018, 52(6): 1777-

网络的生物信息学分析[J]. 转化医学杂志,2020,9(6):356-359,

1786.

391.
(收稿日期：2021-6-11

本文编辑：宋冬梅)

（上接第 280 页）
2021, 10(2):65-69.
[15] 张皓，旻杨，波郭斌，等 . 浅谈临床生物信息学在临床医学教育
中的作用及初步实践[J]. 转化医学杂志, 2018, 7(3):175-178.
[16] Bornens M. Centrosome composition and microtubule anchoring
mechanisms[J]. Curr Opin Cell Biol, 2002, 14(1):25-34.
[17] Doxsey S. Re-evaluating centrosome function[J]． Nat Rev Mol
Cell Biol, 2001, 2(9):688-698.
[18] Wang G, Liu M, Wang H, et al. Centrosomal protein of 55 regu‐

el genes in early-onset / familial prostate cancer[J]. PLoS Genet,
2018, 14(4): e1007355.
[22] Mang J, Korzeniewski N, Dietrich D, et al. Prognostic signifi‐
cance and functional role of CEP57 in prostate cancer[J]. Transl
Oncol, 2015, 8(6):487-496.
[23] Ganapathi Sankaran D, Stemm-Wolf AJ, Pearson CG. CEP135
isoform dysregulation promotes centrosome amplification in
breast cancer cells[J]. Mol Biol Cell, 2019, 30(10):1230-1244.

lates glucose metabolism,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glioma

[24] Bärenz F, Kschonsak YT, Meyer A, et al. Ccdc61 controls centro‐

cells via the 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J]. J Cancer, 2016, 7

somal localization of Cep170 and is required for spindle assem‐

(11):1431-1440.

bly and symmetry[J]. Mol Biol Cell, 2018, 29(26):3105-3118.

[19] Li F, Jin D, Guan L, et al. CEP55 promoted the migration, inva‐

[25] Dumoux M, Menny A, Delacour D, et al. A Chlamydia effector

sion and neuroshpere formation of the glioma cell line U251[J].

recruits CEP170 to reprogram host microtubule organization[J].

Neurosci Lett, 2019, 705:80-86.

J Cell Sci, 2015, 128(18):3420-3434.

[20] Peng T, Zhou W, Guo F, et al. Centrosomal protein 55 activates

[26] Welburn JP, Cheeseman IM. The microtubule-binding protein

NF - κB signalling and promotes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aggres‐

Cep170 promotes the targeting of the kinesin-13 depolymerase

siveness[J]. Sci Rep, 2017, 7(1):5925-5936.

Kif2b to the mitotic spindle[J]. Mol Biol Cell, 2012, 23(24):

[21] Paulo P, Maia S, Pinto C, et al. Targeted next generation sequenc‐

4786-4795.

ing identifies functionally deleterious germline mutations in nov‐
(收稿日期：2021-06-23

本文编辑：宋冬梅)

（上接第 309 页）
术 松止血带患者心率和血压的影响[J]. 北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20,21(4):510-513.
[6] 刘辉 . 老年患者腰硬联合麻醉下行膝关节置换术中松放止血
带后血流动力学及脑氧饱和度变化[D]. 山东大学,2017.
[7] 张哲, 刘爱玲, 刘杨,等 . 松止血带致心率骤降一例[J]. 中西医
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19,7(27):183.
[8]

肖玉安, 邱庆明, 张坤,等 . 长时间止血带松开后并发心律失常
及休克一例[J]. 临床麻醉学杂志,2014,30(2):141.

[9]

王良荣, 赵喜越, 林丽娜,等 . 乌司他丁预先给药对下肢手术患
者松止血带后肺换气功能的影响[J]. 中华麻醉学杂志,2009,29
(11):1001-1004.

带与术后患肢疼痛肿胀的关系[J]. 医学研究生学报,2018,31
(6):617-621.
[11] 王曾妍, 高兴莲, 胡娟娟,等 . 骨科四肢手术气压止血带安全使
用的最佳证据应用[J]. 护理学杂志,2019,34(6):40-43.
[12] 徐健清 . 甲氧明预防膝关节手术止血带松气后并发低血压的
效果[J]. 中国药师,2012,15(9):1306-1307.
[13] 冯磊, 张晓光, 杨庆国,等 . 经食管超声观察全膝关节置换术中
松放止血带对患者心脏功能的影响[J]. 中华医学杂志,2013,93
(47):3755-3757.
[14] 吴鑫杰, 谭明生 . 充气式止血带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应用的研
究进展[J]. 中国矫形外科杂志,2018,26(17):1601-1604.

[10] 张永强, 曹青刚, 赵建宁,等 . 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不同压力止血
(收稿日期：2021-05-14

本文编辑：李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