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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质瘤( glioma)是颅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随着分子生

物学的研究深入,脑胶质瘤的基因研究也逐步加深。其中抑

癌基因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就胶质瘤常见的抑癌基

因进行综述。

1　p16 基因

　　位于人类染色体 9p21, 由 3 个外显子和 2 个内含子组

成。首先由 Serano 等克隆此基因的 cDNA[ 1] 。 1994 年 4 月

美国学者 Kamb 等[ 2]首先在黑色素瘤中发现 9p21 标记的缺

失较为普遍 ,从而推测此区域有抑癌基因的存在, 进一步证

实并第一次命名为多肿瘤抑制基因 1 ( multiple tumor

suppressor gene 1, MTS1) , 后被人类基因组织正式命名为

CDKN2。 p16 可与周期蛋白( cyclin)竞争性结合细胞周期素

依赖激酶( cyclin dependent kinase, CDK ) , 其主要与 CDK4 或

CDK6相结合形成复合物并阻止 Rb 蛋白的磷酸化 , 从而使

细胞停滞在 G1 期,抑制细胞的生长
[ 1, 3, 4] 。

神经胶质瘤以及多种肿瘤组织的细胞系中存在 p16 基

因的缺失和突变。 Nishikawa 等[ 5] 报道 p16 基因以缺失为

主,且表达与胶质瘤的分级负相关。 另外报道在原发性多形

性胶质母细胞瘤 ( g lioblastoma multifo rme GBM )中 p16 纯合

性缺失为 36%～ 61%[ 5, 6] 。 Kamb 等[ 2]研究表明 p16 基因失

活主要以纯合性缺失为主。邱吉庆等[ 7]研究表明 p16 随着

星形细胞瘤恶性进展表达进一步下降。翟广等[ 8]也报道 p16

缺失主要发生在高级别胶质瘤中,且与胶质瘤的复发有相关

性。即 p16阳性复发时间较晚 ,阴性复发时间较早。这也间

接证明 p16的抑癌基因作用。

p16 失活的另一主要原因是 p16 基因上游 CPG 岛的甲

基化,而一些存在 p16 基因纯合性缺失的肿瘤也检测到有

p16 基因甲基化。 p16 基因的第 1与第 2 外显子都含 5′CP G

岛。p16 基因 5′CPG 岛甲基化是 p16 基因失活主要原因之

一。CPG 片断是 p16 基因的启动子区域,该区域的甲基化可

抑制 p16的转录。 p16 5′CPG 岛的甲基化导致基因表达异

常,而胞嘧啶的高甲基化又可造成基因组的不稳定, 这都表

明 p16 5′CPG 岛甲基化在基因表达 、肿瘤发生过程中起着相

当重要的作用。Herman 等[ 9]的研究显示:p16 基因纯合性缺

失在乳癌细胞系中为 50 %,乳癌实体瘤中未发现;而 p16 基

因甲基化在乳癌细胞系中为 33 %,在乳癌实体瘤中为 90%。

有报道在GBM 中 p16 启动子的甲基化约为 24%[ 1 0] 。焦保

华等[ 11]发现 50例胶质瘤中 p16 纯合性缺失的有 9 例,且全

部发生在Ⅲ ～ Ⅳ级恶性胶质瘤中, 缺失率 18%, 甲基化出现

7例, 占 14%。同时p16 阳性率为 46%( 23/ 50) 。 p16 阳性与

p16 基因缺失不一致, 而与 p16 基因的高甲基化却呈正相关,

这也证实了 p16 基因的甲基化在肿瘤发生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 p16的缺失和甲基化的层次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据报道当多发性内源性细胞周期调控基因缺失后,移入

p16CDNA 能重新调控细胞的周期, 这种 p16 缺失后基因的

重新移入可以使 60%的 GBM 的增生受到抑制[ 12] 。 因此,

p16 基因在基因治疗中的作用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因其

分子量小,便于操作, 也许是最早用于临床的基因之一。

2　PTEN/MMAC1/ TEP1基因

　　PTEN/MMAC1/ TEP1 基因是由 3 个研究小组于 1997

年几乎同时发现并命名的同一种基因, 位于人类染色体

10q23 位点,包含 9 个外显子和 8 个内含子,编码产物为 403

个氨基酸组成的 PTEN 蛋白, 分子量约为 47 kDa, 定位于胞

浆中,其 N 端与细胞骨架蛋白 tensin 和辅助蛋白 auxilin 高度

同源;第五外显子 123 ～ 132 位氨基酸残基为蛋白质酪氨酸

磷酸酶( P ro tein ty rosinephosphatases, PTP ) 催化区,其中包含

一个酪氨酸和双重特异性磷酸酶中关键的 HCXXGXXTS/ T

序列。 PTEN蛋白磷酸酶区与双重特异性磷酸酶 PTPs家族

同源,对苏氨酸 、丝氨酸和酪氨酸的磷酸基起脱磷酸作用。 C

端包括 3 个酪氨酸磷酸化位点( 240、315、336)和 2 个丝氨酸

磷酸位化位点 ( 338、355) , C 端虽无磷酸酶活性, 但对维持

PTEN蛋白空间结构的完整性起着重要作用, C 端突变的

PTEN 将失去磷酸酶活性。 此外, C 端 β 链区域还参与

PTEN蛋白分子的半衰期调控。

PTEN 的生物学功能主要通过其磷酸酶活性来实现的,

其可通过诱发细胞凋亡, 或通过调节细胞周期, 从而抑制细

胞的生长。它可称为是第一个具有磷酸酯酶活性的抑癌基

因,它可以使酪氨酸磷酸盐 、丝氨酸磷酸盐等酸性磷酸化蛋

白去磷酸化[ 13] , 从而控制细胞生长抑制细胞增生。当 PTEN

基因发生突变后,突变基因表达的产物对抗酪氨酸 、丝氨酸

等激酶的作用减弱或消失,不能抑制细胞内某些蛋白质的酪

氨酸残基磷酸化,从而不能阻断或调节细胞内生长及信息传

递,导致细胞不断分裂增殖, 失去了对细胞生长的正常负调

控,导致肿瘤的生长
[ 14]

。Furnari等
[ 15]
将野生型 PTEN 通过

逆转录病毒载体转染 PTEN 突变型胶质瘤细胞系 U87MG

和 U178, 发现肿瘤细胞生长受到抑制( 60%～ 70%) , 通过流

式细胞仪分析,细胞阻滞在 G1 期。 这也证实了 PTEN 具有

对细胞生长的负调控功能。大多数 PTEN 突变型肿瘤的突

变区集中在 PTEN 的核心磷酸酶修饰区。而且磷酸酯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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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心突变的 PTEN 没有对肿瘤细胞的抑制作用。脑胶质

瘤中 PTEN 基因的突变,常因一个等位基因位点发生基因内

改变, 另一位点发生大片染色体的丢失, 因而导致双等位基

因的失活[ 16] 。 PTEN 基因在胶质瘤中的突变频率各家报道

也众说不一。有报道在胶质母细胞瘤 ( GBM ) 中, PTEN/

MMAC1/ TEP1 基因 杂合 性 缺失 ( LOH ) 较 常见 约 为

70%[ 17] 。另外报道 PTEN 基因突变率在胶质母细胞瘤中约

为 20%～ 40%,但是在低级别胶质瘤, 尤其是低级别星形细

胞瘤中, PTEN 突变十分罕见[ 18, 19] 。也有报道其在多形性胶

质母细胞瘤中的突变率为 20%～ 30%,而在胶质瘤细胞系中

的突变率为 60%～ 80%,其不仅可以通过周期阻滞及诱导细

胞凋亡等调控肿瘤细胞的生长, 而且还参与了细胞粘连 、迁

移和分化等过程,从而影响肿瘤的恶性进展及侵袭。

Davies 等[ 20] 对 46 例胶质瘤标本进行 DNA 测序, 发现

PTEN基因在间变性星形细胞瘤中突变率为 23%( 3/13) , 在

GBM 中突变率为 36%( 5/ 14) , 而在 19 例低度恶性胶质瘤

中,没有发现 PTEN 基因的改变。这种只发生在高级别胶质

瘤中的突变提示 PTEN 可能与胶质瘤的恶性进展过程有关。

屈洪涛等[ 21]对 102 例胶质瘤石蜡切片 PTEN 基因进行 PCR

-SSCP 分析(聚合酶链反应-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 , 检测

PTEN基因突变 。结果:共有 11例成胶质细胞瘤发生 PTEN

基因突变,突变发生率为 26%( 11/ 42) , 而其它 60 例胶质瘤

仅 1例突变( 1/ 60) , 两者差异有显著性( P<0.005) ;成胶质

细胞瘤为恶性程度极高的一类胶质瘤,这也说明 PTEN 基因

与胶质瘤的恶性程度以及进展有关。

胶质瘤的治疗可以利用野生型 PTEN 转染 PTEN 突变

的胶质瘤细胞,恢复野生型 PTEN 的功能, 通过诱发胶质瘤

细胞的凋亡,调节或加强胶质瘤细胞 G 1 期生长的抑制,也抑

制胶质瘤细胞的侵袭 、播散并促进胶质细胞的正常分化, 以

达到治疗的目的。

3　p73

p73 基因是 Kaghad 等[ 22]于 1997 年在 COS 细胞 cDNA

文库中利用 IRS21 结合区和互补寡聚核苷酸杂交中偶然发

现的,定位于人染色体 1p36.33。 p73 由13 个外显子和12 个

内含子组成。 p73 和 p53 无论在基因水平还是在蛋白水平,

都有很高的同源性。在基因水平, 两者的同源碱基序列为

2.5 kB;在蛋白水平, p73 和 p53 有三个功能区相互对应。

p53 有 3 个主要的功能单元, 即转录激活区 ( trans ativation

domain, TAD) 、DNA 结合区( DNA binding domain, DBD) 、寡

聚物区( olig om erization domain, OD) , p73 与 p53 在这 3 个区

中氨基酸序列的同源性依次为:29%、63%、38%。而在 DNA

结合区( DBD) , p73 的 6 个突变热点区域完全对应于 p53[ 23] 。

其中 DNA 结合区能够结合特定的 DNA序列, 它和转录激活

区作用,激活靶基因 p21 的转录活性( p21 是一种依赖细胞周

期素的蛋白激酶抑制剂,这种蛋白激酶能够触发细胞周期的

启动) 。 p73基因主要就是通过这条途径来行使其抑制生长 、

促进凋亡功能的。因此 p73是 p53 的家族成员。

p73 基因表达产物氨基端剪切所形成的异构体被称为

DNp73 ( dominant negative p73) [ 24] ,现也称为■Np73, 而在羧

基端的选择性剪切形成 6 种异构体, 它们统称为 TAp73

( transcriptionally active p73) 。 TAp73 与 p53 的功能类似, 能

诱导不可逆的细胞周期停滞, 促进细胞凋亡, 并且此功能与

TAp73激活 p53 靶基因如 Bax 、p21w af1等的转录有关[ 25] 。而

DNp73 转录激活区 ( TAD )不完整甚至完全缺失, 无法激活

p53 靶基因的转录, 并且能通过抑制 p53 和 TAp73 依赖的转

录激活而对细胞凋亡有一定阻遏作用。 DNp73 由于能使

p53 和 TAp73 的抑癌作用功能失活, 而可能与肿瘤的发生有

着一定的关系。现已证明 DNp73 可以通过一系列精密的调

节来控制 p53 和 TAp73, 从而达到抑制细胞过度凋亡的目

的。因此 TAp73/ DNp73 的相互作用在细胞生长的调控上起

到重要作用。

p53 基因是迄今研究最为彻底的抑癌基因。在敲除 p53

基因的小鼠中可以观察到多种肿瘤的自发产生。而敲除 p73

的小鼠却很少发生自发肿瘤, 仅发现其神经系统发育异常。

李爱冰等[ 26]发现, 胶质瘤中 p73 等位基因杂合性缺失率为

14.3%;胶质瘤与正常对照中 p73 mRNA 的表达水平无显著

差别 ,推断人脑胶质瘤的发生可能与 p73 基因的异常无关。

贾丛林等[ 27]却通过研究发现, p73 的表达在胶质瘤低级别与

高级别中有显著差别, 可以认为 p73 是一种候选的抑癌基

因。国外学者在各种肿瘤 p73 的表达方面也都众说纷纭, 对

于胶质瘤一般认为 p73 没有明显意义。有学者还报道 p73

呈过表达表现,并提出 p73 有可能是一种癌基因的假说[ 28] 。

而从 p73被发现的第一天开始,其就被当作抑癌基因来

看待。但其是不是抑癌基因国内外对此争论不休, 都没有明

确的证据。多数的观点介于两者之间,即使 p73 不是抑癌基

因,但其对细胞的正常生长起到调控作用, 能够诱发和抑制

细胞凋亡,是细胞生长必不可少的。尤其 p73 与 p53 的关系

如此紧密,人们可以针对一些对 p53 不敏感的恶性肿瘤提高

TAp73表达的含量或减少 DNp73 表达的浓度, 这样 TAp73

可以转录激活 p53 靶基因, 以加速肿瘤细胞的凋亡, 从而治

疗恶性肿瘤。总之,作为 p53 家族中的一员, p73 的许多功能

还不完全清楚。其与 p53 的因果联系是什么? 是否存在一

些未知的调节机制?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　前景与展望

　　胶质瘤的发生 、发展是多种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

的,其中癌基因的激活和(或)抑癌基因的失活是所有过程最

基本的分子事件。因而在恶性肿瘤的治疗探索中, 基因治疗

无疑是最有前途的,运用抑癌基因转移到病人体内以增强人

体抗瘤能力或促使瘤体消亡又是基因治疗的首选。因此通

过人们对抑癌基因的不懈探索,运用抑癌基因治疗脑胶质瘤

甚至其他恶性肿瘤一定会有光明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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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人们对肠道功能的认识偏重于肠道对营养物

质的消化吸收。对危重病人通常认为胃肠功能处于休眠状

态,忽略了胃肠功能在病人整体病理生理过程中的作用。 20

世纪 60 年代, Ravin 等首先提出胃肠道是发生多器官功能衰

竭前无明确感染灶的病人发生脓毒症的潜在致病源。 20 世

纪 80 年代 Bo rder 等进一步提出肠源脓毒血症 ( g ut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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