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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肿瘤转移是造成癌症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ｍｉＲＮＡ 在肿瘤转移过程中发挥了直接

或间接的作用．本研究的目标是找到一种特异性的肿瘤转移相关 ｍｉＲＮＡ，能够作为抑制肿瘤转移的潜在靶标．ｍｉＲ－１３２ 是
一类与炎症、血管生长、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的 ｍｉＲＮＡ，至今还没有研究证明其与肿瘤转移相关．为了验证 ｍｉＲ－１３２ 与肿瘤
迁移的相关性，本研究将 ｍｉＲ－１３２ 转染入高迁移乳腺癌细胞系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中，检测细胞迁移率的变化．实验发现
ｍｉＲ－１３２ 能够抑制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的迁移．为了进一步揭示 ｍｉＲ－１３２ 抑制细胞迁移的可能机制，本研究通过生物信息学
手段寻找并鉴定了 ３ 种可能与肿瘤转移相关的 ｍｉＲ－１３２ 的靶基因，它们分别是 ＣＨＩＰ（ＳＴＵＢ１）、Ｇ３ＢＰ１、Ｇ３ＢＰ２．分别比对
ＭＣＦ７ 与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及转染 ｍｉＲ－１３２ 和对照组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中以上 ３ 种基因的表达差异，我们发现 Ｇ３ＢＰ１、
Ｇ３ＢＰ２ 可能参与 ｍｉＲ－１３２ 对肿瘤转移的调控．本研究首次报道 ｍｉＲ－１３２ 与肿瘤转移的关系，并揭示了 ｍｉＲ－１３２ 调节肿瘤转
移的可能机制，说明了 ｍｉＲ－１３２ 具有作为特异性抑制肿瘤转移靶标的潜力，为抑制肿瘤转移提供一个新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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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ｍｉＲＮＡ） 是长度为 １９～２５ ｎｔ 的非
编 码 ＲＮＡ （ｎｃＲＮＡ，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成 熟 的
ｍｉＲＮＡｓ 通常由具有颈环结构的前体 ｓｈＲＮＡ 加工

的 ｍｉＲＮＡ 通过抑制肿瘤增殖、促进细胞凋亡而抑
制肿瘤．ｍｉＲ－１５／１６ 集群编码的 ｍｉＲＮＡ 在包括前
列腺癌等多种肿瘤中发挥作用，当肿瘤中 ｍｉＲＮＡ

而形成．ｍｉＲＮＡｓ 被证明通过 ５′端 ７～８ 个碱基识
别靶基因 ｍＲＮＡ 的 ３′ ＵＴＲ 序列中的特殊序列，与

水平下调，其抑制肿瘤成瘤性的功能降低 ［６， ８］．因
此，ｍｉＲＮＡ－１６ 的体内合成与转运为肿瘤治疗提供

靶基因 ｍＲＮＡ 不完全结合，从而使靶基因的表达
被沉默或抑制，达到转录后修饰靶基因的目的［１－２］．

了一种可能的方法［９］．ｍｉＲ－１５１ 是由 ＦＡＫ 基因编码
的非编码 ＲＮＡ，ｍｉＲ－１５１ 被证明能够靶向肿瘤转

大量的研究发现，多种 ｍｉＲＮＡ 与肿瘤转移及
肿瘤发生的其他过程相关 ［３－４］．因此，ｍｉＲＮＡ 成为
治疗原发肿瘤并同时抑制肿瘤转移的有效靶向目标
及治疗工具．ｍｉＲ－２１ 是研究最深入的 ｍｉＲＮＡ 之
一，现有的研究表明 ｍｉＲ－２１ 在多种肿瘤中不但发

移抑制因子 ＲｈｏＧＤＩＡ，与 ＦＡＫ 协同作用，促进肝

挥了促进肿瘤转移的作用，同时也具有抗凋亡、促
增殖及药物保护方面的作用，ｍｉＲ－２１ 与肿瘤恶性

亡，抑制肿瘤侵袭和转移［１３］．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
了 ｍｉＲＮＡ 在调节肿瘤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程度及激素受体状态相关 ［５－６］．Ｌｅｔ－７ 家族由 １３ 种
ｍｉＲＮＡ 组成，定位于 ９ 条不同的染色体上，在多
种人类肿瘤中异常表达．Ｌｅｔ－７ 家族除了能够抑制
肿瘤转移，同时被证明能够影响肿瘤化疗及放疗敏
感度，更普遍的是，Ｌｅｔ－７ 家族在发展低分化恶性
肿瘤上发挥着作用 ［６－７］．同样，ｍｉＲ－１５／１６ 集群编码

癌细胞的生长与转移 ［１０］．在直肠癌中，ｍｉＲ－１４３ 通
过靶向 ＭＡＣＣ１ 抑制细胞迁移和侵袭 ［１１］．ｍｉＲ－３４ａ
被发现在骨肉瘤细胞中抑制生长与转移［１２］．ｍｉＲ－２０３
的沉默被证明在乳腺癌等多种肿瘤细胞中引起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８７１２５０），国家“十二五”科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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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Ｒ－１３２ 是 ｃＡＭＰ 反应元件结合蛋白（ＣＲＥＢ，
ｃＡＭ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的靶标．成
熟 ｍｉＲ－１３２ 长度为 ２２ ｂｐ，由长度为 ６６ ｂｐ 的前体
ＲＮＡ 进行加工而生成．ｍｉＲ－１３２ 在脊椎动物中高
度保守，在不同物种中的结构相似．ｍｉＲ－１３２ 定位

ＧＧＧＡＡＣＵＧＧＡＧＧＵＡＡＣＡＧＵＣＵＡＣＡＧＣＣＡＵＧ－
ＧＵＣＧＣＣＣＣＧＣＡ－ＧＣＡＣＧＣＣＣＡＣＧＣＧＣ ３′． ｍｉＲ－ＮＣ
前体 ｍｉＲＮＡ 序列为：５′ ＣＣＧＣＣＣＣＣＧＣＧＵＣＵＵＵ－
ＣＵＣＣＧＡＡＣＧＵＧＵＣＡＣＧＵＵＵＣＡＡＧＡＧＡＡＣＧＵＧ －
ＡＣＡＣＧＵＵＣＧＧＡＧＡＡＧＣＡＣＧＣＣＣＡＣＧＣＧＣ ３′

于大鼠第 １０ 号染色体，小鼠的第 １１ 号染色体和人

1．2．3 细胞转染．制备细胞悬液，将细胞铺于 ６ 孔
板 中 ， 使 得 细 胞 覆 盖 率 达 到 ８０％ ～９０％ ． 按 照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 公司提供的 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 ２０００ 说明书进

的第 １７ 号染色体．ｍｉＲ－１３２ 被证明具有调节血管
的生长、调节神经退化及多巴胺神经元的分化等功
能，并在控制炎症方面发挥作用［１４］．迄今为止的研
究中，没有人发现 ｍｉＲ－１３２ 与肿瘤转移的关系．本
研究首次将 ｍｉＲ－１３２ 与肿瘤转移关联，通过研究

行转染，２４～４８ ｈ 后检测转染效率．

ｍｉＲ－１３２ 在高迁移细胞株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和低迁移
细 胞 株 ＭＣＦ７ 细 胞 中 的 表 达 差 异 ， 以 及 转 入
ｍｉＲ－１３２ 的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 胞 与 对 照 组 ＭＤＡ－

２４ 孔板的说明书进行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体外侵袭实验．用
０．１％结晶紫溶液对迁移后的细胞进行染色．显微
镜下观察被染色的细胞，每个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小孔随机

ＭＢ－２３１ 细胞转移功能的差异，鉴定 ｍｉＲ－１３２ 与肿
瘤转移的关系．随后通过生物信息学手段寻找并鉴

取 ８ 个视野照相，软件处理照片，对照片中已染色

定 ｍｉＲ－１３２ 的靶基因，希望了解 ｍｉＲ－１３２ 调节肿
瘤转移的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乳腺癌细胞系 ＭＣＦ７ 细胞由中国科学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阎锡蕴研究员馈赠；乳腺癌细胞系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购自上海细胞库．细胞培养基
购自 Ｈｙｃｌｏｎｅ 公司；胰酶、抗生素、ＤＭＳＯ、丙酮
酸钠溶液、非必需氨基酸溶液均购自 Ｇｉｂｃｏ 公司；
胎牛血清购自 ＰＡＡ 公司；胰岛素、Ｔｒｉｚｏｌ Ｒｅａｇｅｎｔ
试 剂 、 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 ２０００、 Ｏｐｔｉ－ＭＥＭ、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染 料 均 购 自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 公 司 ； Ｍ－ＭＬＶ 逆 转
录酶购自 Ｐｒｏｍｅｇａ 公司；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板购自 Ｃｏｒｎｉｎｇ
公司．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ＭＣＦ７ 细胞完全培养基成分为：
ＭＥＭ／ＥＢＳＳ 培养基+１０ ｍｇ／Ｌ 胰岛素+１．０ ｍｍｏｌ／Ｌ 丙
酮酸钠+０．１ ｍｍｏｌ／Ｌ 非必需氨基酸+１０％胎牛血清；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完全培养基成分为：Ｌ１５ 培养
基+１０％胎牛血清．细胞置于 ３７℃，含 ５％ ＣＯ２ 的
细胞培养箱中培养．０．２５％胰酶用于细胞消化，传
代．胎牛血清+１０％ ＤＭＳＯ 用于细胞冻存，冻存顺
序为 ４℃／３０ ｍｉｎ，-２０℃／２ ｈ，-８０℃／ 过夜于液氮．
1．2．2 质粒构建．载体由上海吉玛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构 建 ． 表 达 载 体 为 ｐＧＰＵ６／ＧＦＰ／Ｎｅｏ； ｍｉＲ－１３２
前体 ｍｉＲＮＡ 序列为：５′ ＣＣＧＣＣＣＣＣＧＣＧＵＣＵＣＣ－
ＡＧＧＧＣＡＡＣＣＧＵＧＧＣＵＵＵＣＧＡＵＵＧＵＵＡＣＵＧＵ－

1．2．4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体外侵袭实验．将转染后的细胞
消化为单细胞悬液，按照 Ｃｏｒｎｉｎｇ 公司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的细胞计数，以迁移细胞数除以加入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小
室的总细胞数，计算相对迁移率．
1．2．5 ＲＮＡ 提取 － 逆转录实验．Ｔｒｉｚｏｌ Ｒｅａｇｅｎｔ 试
剂处理细胞，提取总 ＲＮＡ．Ｍ－ＭＬＶ 逆转录酶将
ＲＮＡ 逆转为 ｃＤＮＡ．
1．2．6 ＰＣＲ 反应．ＰＣＲ 反应体系为：ｃＤＮＡ １ μｌ，
２×ＰＣＲｍｉｘ １０ μｌ，ｐｒｉｍｅｒ（１０ μｍｏｌ／Ｌ） ２ μｌ，双蒸水
补齐至 ２０ μｌ．反应程序为：９４℃／５ ｍｉｎ；４０ 个循
环（９４℃／２０ ｓ，６０℃／２０ ｓ， ７２℃／２０ ｓ）；７２℃／７ ｍｉｎ；
４℃／ 保存．ＰＣＲ 引物序列如下：ＣＨＩＰ，Ｆ：５′ ＡＡＧ
ＣＣＡ ＡＧＣ ＡＣＧ ＡＣＡ ＡＧＴ ＡＣ ＡＴ ３′，Ｒ：５′ ＣＴＧ
ＡＴＣ ＴＴＧ ＣＣＡ ＣＡＣ ＡＧＧ ＴＡＧ Ｔ ３′ ， １０６ ｂｐ；
Ｇ３ＢＰ１，Ｆ：５′ ＧＡＣ ＴＴＧ ＡＧＧ ＡＣＡ ＴＴＴ ＴＣＴ ＴＧＧ
ＧＣ ３′，Ｒ：５′ ＴＴＣ ＧＧＧ ＣＴＴ ＡＧＡ ＣＴＣ ＴＧＧ ＡＣＧ
Ｇ ３′，１３５ ｂｐ；Ｇ３ＢＰ２，Ｆ：５′ ＧＴＣ ＣＧＣ ＴＧＣ ＴＴＧ
ＴＡＧ ＧＧＣ ３′ ， Ｒ： ５′ ＣＡＴ ＣＡＡ ＧＴＴ ＣＡＧ ＧＣＴ
ＣＡＧ ＡＡＴ ３′ ， １２０ ｂｐ； ＭＴＡ１， Ｆ： ５′ ＴＡＣ ＧＣＡ
ＡＧＣ ＣＧＣ ＴＧＧ ＡＡＧ ＣＣ ３′，Ｒ：５′ ＧＴＣ ＣＴＣ ＧＡＴ
ＧＡＴ ＧＡＴ ＧＧＧ ＣＴＣ Ｇ ３′ ， １５７ ｂｐ； ＭＴＡ３， Ｆ：
５′ ＴＣＣ ＣＡＡ ＣＣＴ ＡＣＡ ＧＣＡ ＡＡＣ Ｃ ３′，Ｒ：５′ ＧＣＡ
ＣＡＡ ＣＡＴ ＡＴＡ ＡＧＧ ＴＴＡ Ｇ ３′ ， １４８ ｂｐ； ＸＯＲ，
Ｆ： ５′ ＡＴＧ ＧＡＣ ＣＣＧ ＡＣＧ ＧＴＡ ＴＣＴ Ｃ ３′ ， Ｒ：
５′ ＣＧＣ ＣＡＣ ＡＧＡ ＣＴＴ ＧＡＣ ＴＴＧ Ｃ ３′ ， １４４ ｂｐ；
β－ａｃｔｉｎ，Ｆ：５′ ＴＣＡ ＣＣＣ ＡＣＡ ＣＴＧ ＴＧＣ ＣＣＣ ＡＴＣ
ＴＡＣ ＧＡ ３′，Ｒ：５′ ＣＡＧ ＣＧＧ ＡＡＣ ＣＧＣ ＴＣＡ ＴＴＧ
ＣＣＡ Ａ ３′，２９７ ｂｐ．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ＰＣＲ
产物，凝胶成像系统分析电泳胶中荧光条带．基因
的相对表达量计算公式为：目的基因的荧光强度 ／
内参（β－ａｃｔｉｎ）条带荧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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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实时定量荧光 ＰＣＲ 反应（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ｍｉＲ－１３２ 靶基因用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荧光试剂进行实时
定量 ＰＣＲ 反应．反应程序为：９４℃／５ ｍｉｎ；４０ 个
循环（９４℃／１０ ｓ， ６０℃／１５ ｓ，７２℃／２０ ｓ）；７２℃／７ ｍｉｎ；
４℃ ／ 保 存 ． 引 物 序 列 同 ＰＣＲ 反 应 ． 利 用 基 于

2．2 细胞体外迁移-Transwell 侵袭实验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侵袭实验是体外检测细胞相对侵袭
能力的常用手段．为了验证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侵袭实验的
可靠性，我们分别对已知的高迁移细胞系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及低迁移细胞系 ＭＣＦ７ 细胞进

ｐｏｌｙＡ 聚合酶加尾法（ｐｏｌｙＡ ｔａｉｌｉｎｇ ａｓｓａｙ）的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对 ｍｉＲ－１３２ 进行定量检测．ｍｉＲ－１３２ ＰＣＲ 引
物为： Ｆ，５′ ＧＣＴ ＣＴＣ ＡＴＣ ＧＣＴ ＡＧＣ ＧＡＴ ＣＧＴ

行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侵袭实验．结果如图 ２ａ 所示，图 ２ 中

Ｇ ３′；内参（Ｕ６）引物：Ｆ，５′ ＣＴＣ ＧＣＡ ＴＣＧ ＧＴＡ
ＧＴＡ ＧＡＴ Ｇ ３′，Ｒ，５′ ＡＴＣ ＧＣＴ ＡＴＣ ＧＣＡ ＡＴＴ

被染成紫色的细胞为迁移过膜的细胞．从图 ２ 中
明显可见，经过 ２４ ｈ 的迁移，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过膜
的细胞明显多于 ＭＣＦ７ 细胞；对经结晶紫染色的
过膜细胞进行统计，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相对迁移
率约为 ８４％，ＭＣＦ７ 细胞的相对迁移率约为 ３９％

ＧＴＡ ＡＧＣ Ｔ ３′ ． 基 因 相 对 表 达 量 差 异 计 算 采 用
△△Ct 法．
1．2．8 统计学分析．ＳＰＳＳ１３．０ 处理统计数据，配

（图 ２ｃ）．数据显示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迁移率高于
ＭＣＦ７ 细胞，证明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侵袭实验可以用于测定
细胞相对侵袭能力．

ＡＧ ３′，Ｒ，５′ ＴＡＡ ＣＡＧ ＴＣＴ ＡＣＡ ＧＣＣ ＡＴＧ ＧＴＣ

对数据 t 检验用来分析差异显著性，P ＜ ０．０５ 代表
差异显著．

2
2．1

结

（ａ）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ＭＣＦ７

（ｂ）

Ｃｔｒｌ

ｍｉＲ－１３２

果

miR-132 在高迁移细胞株和低迁移细胞株中

的表达
ｍｉＲ－１３２ 是一种在血管生长、神经退行性疾病
及炎症等中发挥作用的小 ＲＮＡ，它在肿瘤及肿瘤
转移中的作用从未被报道．为了证明 ｍｉＲ－１３２在肿
瘤转移中的作用，我们首先观察了 ｍｉＲ－１３２ 在高迁
移细胞系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和低迁移细胞系 ＭＣＦ７ 中
的表达情况．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结果显示，低迁移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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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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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
０．２

１．０

０

＊

１．２
１．０
０．８
０．６
０．４
０．２
０

０．８

Fig. 2

０．６

MiR-132 could effectively

inhibit tumor cells migration
０．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ａｓｓａｙ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ｅｌｌ

０．２

ｔｙｐｅｓ． （ａ）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ａｎｄ ＭＣＦ７ ｃｅｌｌｓ ａｒｅ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ｖｉｏｌｅｔ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ｉＲ－１３２ ｏｒ

０

Fig. 1

（ｄ）
１．０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ｍｉＲ－１３２ 可能与肿瘤转移相关．

（ｃ）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胞系 ＭＣＦ７ 细胞中 ｍｉＲ－１３２ 表达量明显高于高迁
移 细 胞 系 中 ｍｉＲ－１３２ 的 表 达 量 （ 图 １）， 说 明

ｍｉＲ－ＮＣ ａｒｅ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ｖｉｏｌｅｔ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132 in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１０ × ． （ｃ）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ａｎｄ ＭＣＦ７ ｃｅｌｌｓ．

：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 ＭＣＦ７． （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MDA-MB-231 and MCF7 cell by real-time PCR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ｉＲ－１３２ ｏｒ ｍｉＲ－ＮＣ．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ｉＲ－１３２ ｉｎ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ｅｔ ｔ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ｃｅ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Ｒ－ＮＣ

１．０． Ａ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ａｓｓａｙ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ｔｒｉｐｌｉｃａｔｅ． y ａｘｉｓ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ｅｔ ｔｏ １．０．

ｌｅｖｅ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x ± s． ＊ P ＜ ０．０５．

ａｓｓａｙ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 y ａｘｉｓ ｌｅｖｅ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x ± s，

：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 ＭＣＦ７．

＊P ＜ ０．０５．

： ｍｉＲ－ＮＣ；

： ｍｉＲ－１３２． Ｔｒｉｐｌｉｃ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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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将转染 ｍｉＲ－１３２ 的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与转染无意义 ｍｉＲＮＡ 的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
分别进行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体外侵袭实验，以研究 ｍｉＲ－１３２
在体外对肿瘤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转染
ｍｉＲ－１３２ 的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迁移过膜的细胞数

个碱基进行比对，比对结果显示有 ５ 个与 ｍｉＲ－１３２
高 度 结 合 的 基 因 ， 它 们 分 别 是 ＣＨＩＰ、 Ｇ３ＢＰ１、
Ｇ３ＢＰ２、ＭＴＡ１、ＸＯＲ（图 ３ａ）．
随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检测以上 ５ 种基因在不
同 细 胞 中 的 表 达 情 况 ． 在 转 染 ｍｉＲ－１３２ 的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 转 染 入 无 意 义 ＲＮＡ （ｍｉＲ－ＮＣ） 的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中，ｍｉＲ－１３２ 表达量远远高于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图 ２ｂ）．对经结晶紫染色的过
膜 细 胞 进 行 统 计 ， 数 据 显 示 转 染 入 ｍｉＲ－１３２ 的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相对迁移率为对照组的 ２９．４％
（图 ２ｄ），转染 ｍｉＲ－１３２ 后细胞迁移率明显降低．证
明 ｍｉＲ－１３２ 能 够 在 体 外 高 效 抑 制 高 迁 移 细 胞 系

在转染 ｍｉＲ－ＮＣ 的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中的表达量
（图 ３ｂ），证明 ｍｉＲ－１３２ 过表达系统成功．在以上预
测的 ｍｉＲ－１３２ 可能的靶基因中，表达下调的基因有
ＣＨＩＰ、 Ｇ３ＢＰ１、 Ｇ３ＢＰ２， ＭＴＡ１、 ＸＯＲ 表 达 差 异
不明显 （图 ３ｄ）．说明 ｍｉＲ－１３２ 在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的 迁 移 ． 因 此 本 研 究 新 发 现 的
ｍｉＲ－１３２ 与肿瘤转移具有相关性，能够成为抑制肿
瘤转移的潜在靶标．

胞中调节细胞迁移的可能靶基因为 ＣＨＩＰ、Ｇ３ＢＰ１、
Ｇ３ＢＰ２．在高迁移细胞系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中 ，

2．3

miR-132 靶基因
以上结果显示，本研究发现的 ｍｉＲ－１３２ 能够在

ＣＨＩＰ 表达被下调，而 Ｇ３ＢＰ１、Ｇ３ＢＰ２ 的表达被上
调 （图 ３ｃ）．其中 ＣＨＩＰ 基因已经被报道与肿瘤迁移
相关，ＣＨＩＰ 的低表达会引起肿瘤的高迁移能力 ［１５］．

体外抑制肿瘤细胞转移，并且这种能力是首次被发
现．为了进一步揭示 ｍｉＲ－１３２ 抑制肿瘤的可能机
制，我们根据已有的研究，选择出可能与迁移相关

因此我们推测，ｍｉＲ－１３２ 可能通过下调 Ｇ３ＢＰ１ 和
Ｇ３ＢＰ２ 抑制肿瘤转移，而且仅仅下调 ＣＨＩＰ 无法促
进肿瘤转移，肿瘤转移是由多种基因共同调节的，

的 ２０ 多种基因的 ３′ ＵＴＲ 序列与 ｍｉＲ－１３２ 的 ５′端 ８

至少由 ＣＨＩＰ、Ｇ３ＢＰ１、Ｇ３ＢＰ２ 共同调节．
（ｂ）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ａ）
ｍｉＲ－１３２ （３′～５′）： ＧＣＵＧＧＵＡＣＣＧＡＣＡＵＣＵＧＡＣＡＡＵ
ＣＨＩＰ （５′～３′）：

ＧＣＴＧＴＴＧＧＡＣＴＣＴＧＧＡＣＴＧＴＴＴ

Ｇ３ＢＰ１ （５′～３′）：

ＧＡＴＡＧＧＣＴＴＴＴＣＴＴＧＡＡＣＴＧＴＴＡ

Ｇ３ＢＰ２ （５′～３′）：

ＡＡＡＴＧＣＧＡＴＧＧＴＣＴＴＧＡＣＴＡＴＴＡ

ＭＴＡ１ （５′～３′）：

ＴＧＴＡＡＣＴＴＡＣＡＣＣＴＧＧＡＡＴＧＴＴＡ

ＸＯＲ （５′～３′）：

ＧＡＴＡＡＧＣＡＡＡＴＴＣＡＡＡＡＣＴＧＴ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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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132 target genes
（ａ） Ｂｌ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Ｒ－１３２ ｓｅｅ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８ ｂｐ ｆｒｏｍ ５＇ 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ｘ） ａｎｄ ３＇ ＵＴ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ｔ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ｇｅｎｅｓ ｏｆ ｍｉＲ－１３２． 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ｍｉＲ－１３２
ｔａｒｇｅｔ ｇｅｎｅ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 ｍｉＲ－１３２ ｓｅｅ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ｃ． （ｂ）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ｉＲ－１３２ ｉｎ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ｉＲ－１３２ ｏｒ ｍｉＲ－ＮＣ．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ＭＣＦ７ ｃｅｌｌｓ （ｃ），

： ｍｉＲ－１３２；
： ＭＣＦ７；

： ｍｉＲ－ＮＣ．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ｉＲ－１３２ ｔａｒｇｅｔ ｇｅｎ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 ｉｎ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ｄ）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ｉＲ－１３２ ｏｒ ｍｉＲ－ＮＣ．

Ｔｒｉｐｌｉｃａｔｅ ａｓｓａｙ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ｏｎ ｅａｃｈ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 y ａｘｉｓ ｌｅｖｅ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x ± s． ＊P ＜ ０．０５， ＊＊P ＜ ０．０１．

： ｍｉＲ－ＮＣ；

： ｍｉＲ－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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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１６３·

之，本研究为抑制并研究肿瘤转移提供了一条新的
线索．

论

本 研 究 中 发 现 一 种 新 的 内 源 小 ＲＮＡ——
—
ｍｉＲ－１３２， 并 首 次 报 道 它 能 够 抑 制 肿 瘤 迁 移 ．
ｍｉＲ－１３２ 有 ５ 个可能与迁移相关的靶基因：ＣＨＩＰ
（ＳＴＵＢ１）、 Ｇ３ＢＰ１、 Ｇ３ＢＰ２、 ＭＴＡ１、 ＸＯＲ． 其 中
被下调的基因仅有 ＣＨＩＰ（ＳＴＵＢ１）、Ｇ３ＢＰ１、Ｇ３ＢＰ２．
而以上 ３ 种基因在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中上调的基因仅
有 Ｇ３ＢＰ１／Ｇ３ＢＰ２．因此，ｍｉＲ－１３２ 可能通过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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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核转移因子 ２ 相似结构域（ＮＴＦ２ ｄｏｍａｉｎ，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ｆａｃｔｏｒ ２－ｌｉｋｅ ｄｏｍａｉｎ）、ＲＮＡ 识别元件结构
域（ＲＲＭ ｄｏｍａｉｎ，ＲＮＡ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ｍｏｔｉｆ ｄｏｍａｉ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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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氨酸 － 甘氨酸富集区域（Ａｒｇ－ Ｇｌｙ ｒｉｃｈ ｒｅｇｉｏｎ），具
有核酸内切酶及 ＤＮＡ 解螺旋酶的活性 ［１７－１８］．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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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表明，Ｇ３ＢＰ 与病毒的复制 、多种细胞信
号途径［２０－２２］、ＲＮＡ 代谢［１７］、细胞生长、增殖和存活［２３］
等多种细胞活动相关，但是没有任何文章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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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Ｇ３ＢＰ 与 肿 瘤 迁 移 的 具 体 联 系 ． 本 文 证 明 了
ｍｉＲ－１３２ 可能通过 Ｇ３ＢＰ１／Ｇ３ＢＰ２ 调节肿瘤迁移．
在转染了 ｍｉＲ－１３２ 的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中，ＣＨＩＰ、
Ｇ３ＢＰ１、Ｇ３ＢＰ２ 表达被下调，而其中 ＣＨＩＰ 的下调
能够引起肿瘤转移能力的增强［１５］．因此，我们推测
有多种基因及多种信号途径能够调节肿瘤的转移能
力，肿瘤能否转移是多方综合力量的结果．所以，
ＣＨＩＰ 不能作为衡量肿瘤细胞转移能力的唯一标
准．本文提示了 ｍｉＲ－１３２ 和 ／ 或 Ｇ３ＢＰ 有可能成为
鉴定细胞转移能力的标志．
肿瘤干细胞与肿瘤转移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争
议．已有的研究表明 ＧＳＫ－３β 与肿瘤干细胞的自我
更新能力相关．ＧＳＫ－３β 的下调激活 ＷＮＴ 信号通
路，促进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本研究发现在转
染入 ｍｉＲ－１３２ 的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 细胞中 ＧＳＫ－３β 被
下调伴随着细胞迁移能力减弱（数据在本文中未显
示），暗示肿瘤干细胞与肿瘤转移的关系是负相
关．而肿瘤转移的干细胞模型中认为干细胞是转移
能力高的亚群．肿瘤干细胞与肿瘤转移到底是正相
关，还是负相关，仍有待证明．
ｍｉＲ－１３２ 有望成为抑制肿瘤的潜力靶标，但有
些问题尚待解决．如 ｍｉＲ－１３２ 体内对肿瘤转移的影
响，ｍｉＲ－１３２ 通过 Ｇ３ＢＰ 影响肿瘤转移的相关信号
通路，以及肿瘤转移与肿瘤干细胞的相关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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