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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癌是头颈部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可分为多种类

型，病理上主要分为乳头状腺癌、滤泡状腺癌、未分化癌、髓

样癌，各类型的生长规律、转移速度及预后均有较大差异，因

此研究其发生、发展机制对临床指导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在分子和蛋白水平上对甲状腺癌研究的不断进展，现已

发现许多基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发展、转归有联系。目前

认为，除了原癌基因的激活与肿瘤抑制基因的失活，细胞增

殖与凋亡之间的平衡失调也是肿瘤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

而nm23作为一种肿瘤转移抑制基因及Bcl一2作为一种抑制

细胞凋亡基因在甲状腺癌的研究中始终是一个热点。本文

就nm23和Bcl-2基因在甲状腺肿瘤中的相关研究作一综述。

1 nm23基因的特点及其与甲状腺肿瘤的关系

1．1 rim23分子结构nm23基因定位于染色体17q21．3旧1，

是一类结构和功能相对保守的基因大家族，其成员均含有

4—6个极为相似的折叠亚单位，该基因全长8．5 kbp，由5个

外显子和4个内含子组成，编码蛋白质分子量约17 kDa，已

发现nm23基因中有9个nm23基因家族成员p’。nm23基因

家族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nm23一Hl—H4基因，它们的

DNA序列有高度的同源性，编码的蛋白产物具有核苷二磷酸

激酶(nueleoside diphosphate kinase，NDPK)活性；第二组由

nm23．H5～H9基因组成‘4 J。目前I临床研究最多的是nm23一

Hl和nm23．H2基因，两者氨基酸序列同源性达88％，而且

有94％的氨基酸组成是相同的。

1．2 rim23的表达产物及功能特点nm23基因蛋白产物就

是核苷二磷酸激酶(NDPK)，nm23基因被认为是一种能抑制

肿瘤转移表型的转移抑制基因”‘，nm23基因编码与NDPK

高度旧源的蛋白产物，其本身具有NDPK活性，预示着nm23

基因的作用机制与NDPK相关旧1。NDPK是一类广泛存在，

能催化多种反应，具有复杂生物学功能的酶。NDPK的分子

量为17 kDa，它的A、B两条链通过随机组合而形成等电点

不同的系列同功酶，NDPK结构的多态性决定了其功能的多

样性。它被认为至少参与两个起重要作用的生物学过程：一

是参与微管蛋白的聚合与解体；二是参与G蛋白介导的信号

传递。NDPK通过酶联和高能磷酸键催化5 7NTP的c2磷酸

基因转移到5’NDP上，而将GDP还原为GTP，使G蛋白变为

活性状态，并以此方式调节大量G蛋白介导的细胞信号传导

反应，进而参与发育及肿瘤的发展；另一方面，NDPK的转磷

酸作用产生的GTP可直接影响微丝、微管等细胞骨架蛋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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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生物活动，通过参与调节细胞内微管系统的状态而抑制肿瘤

的转移。

1．3 nm23基因及其蛋白产物在甲状腺肿瘤中的表达

nm23基因是转移抑制基因，其表达与许多肿瘤的淋巴结转

移呈负相关"’81。nm23的生物学意义不仅在不同组织器官

的肿瘤不一样，而且在同一器官的不同组织学类型的肿瘤也

不一样。rim23基因在甲状腺癌中的表达存在很大的争论，

体现在nm23基因表达与甲状腺癌转移的相关性不确切。

Zou等一1运用聚合酶链反应(PCR)一单链构像多态性分析

(SSCP)等方法研究发现，nm23基因在甲状腺良性病变和恶

性组织中均有表达。在I一Ⅲ期分化性甲状腺癌中，rim23

平均表达水平与结节性甲状腺肿中的表达水平相近，而在高

度恶性的甲状腺癌中(IV期和间变性癌)，nm23 mRNA表达

水平则是它们的2倍，提示nm23 mRNA水平不能作为甲状

腺癌低转移潜能的标志，并认为在甲状腺癌中，nm23高水平

表达与淋巴结转移的发生和细胞快速增殖有关，它可能是一

个反映肿瘤侵袭性的标记。Zafon等¨叫报道nm23一H1蛋白

的表达与甲状腺滤泡性癌的转移和病死率呈负相关，但与乳

头状癌无相关性，并发现在甲状腺滤泡状癌中，nm23一HI的

表达与肿瘤转移呈明显的负相关。Liu等¨1】通过免疫组织

化学染色发现，发生转移的甲状腺乳头状癌组织中nm23·HI

的表达率及表达强度均低于初发的乳头状癌组织。何晓燕

等¨引发现rim23基因表达阳性率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淋巴

结转移呈负相关(P<O．05)。张金江等】1副研究了nm23-H1

基因表达与甲状腺乳头状癌转移与预后的关系，结果显示

nm23-H1阳性表达率为56．5％(26／46)，阳性产物表达于细

胞质和细胞核，呈棕黄色颗粒。lO例正常甲状腺组织内有不

同程度的阳性反应，伴有浸润和颈部淋巴结转移者rim23-HI

阳性表达率均显著低于无浸润和无淋巴结转移者(P<

0．05)，提示nm23-H1具有抑制PTC浸润转移的作用，检测

rim23蛋白可作为评估其预后的一个有价值的指标。方海飞

等【141报道nm23．HI抑制甲状腺癌肿瘤微血管形成，在抑制

肿瘤转移中起重要的作用。

2 Bcl-2基因及其与甲状腺肿瘤的关系

目前认为，除了原癌基因的激活与肿瘤抑制基因的失活

是肿瘤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细胞增殖与凋亡之间的平衡失

调也是其重要原因。而Bcl-2基因就是近年来研究的较多的

与甲状腺癌细胞调亡相关的基因。

2．1 Bcl-2基因家族Bcl-2基因即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

基因2(B—celllymphoma／leukemia-2)，是Tsujimoto等。1纠于

1984年首次在滤泡型B淋巴瘤中发现，由此命名Bcl-2。正

常位于18号染色体的长臂2区1带，开始是通过染色体易

位(14，18)断裂点的分子克隆方法，从滤泡型淋巴细胞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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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出来的，被人们认为是人类滤泡型淋巴细胞瘤的细胞遗

传学标志，由2个外显子组成。研究证实¨6’⋯，Bel-2基因有

阻滞细胞凋亡发生的作用，是一种细胞凋亡抑制基因，最早

发现于滤泡性B细胞性淋巴瘤中，其产物Bcl·2蛋白可抑制

细胞凋亡，延长细胞生存期。

Bcl-2基因家族成员按结构和功能不同可分为两大类：

前凋亡蛋白类，包括Bax、Bak和Bad等；抗凋亡蛋白类，包括

Bcl-2、Bcl-x等。Bcl-2家族成员蛋白质产物的共同结构特征

都包括两大结构域，羧基端跨膜结构域(TM)和数量不等的

Bcl-2同源结构域(BH)。抗凋亡蛋白类中绝大多数成员的

蛋白质产物含BHI和BH2结构域；BH3是前凋亡蛋白类成

员蛋白质产物的共同结构域。通过BHl和BH2可以形成各

种同源二聚体和(或)异源二聚体，从而产生对细胞凋亡不同

的调节作用¨“。

2．2 Bcl-2基因在甲状腺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Bcl-2作

为细胞凋亡基因在肿瘤研究中被广为重视。Bcl-2表达可以

使DNA损伤及有丝分裂缺陷的细胞发生凋亡障碍．I⋯，其过

表达已被证实存在于多种肿瘤中，其阳性高表达与肿瘤分化

程度呈正相关。研究表明[20,21 J，对于甲状腺癌，肿瘤组织学

类型、年龄、淋巴结转移情况及临床病理分期是评估预后的

主要指标。最近有文献报道Ⅲj，甲状腺癌组织中Bcl-2蛋白

的表达与其分化程度有关，分化较高的甲状腺癌组织中Bcl-2

表达较强。赖非云等∞1研究Bcl-2的表达与甲状腺癌的发

生、发展及预后的关系，结果显示，在甲状腺癌组织中Bcl-2阳

性率为44．6％，高于甲状腺腺瘤组织(22．0％)(P=0．012)、

癌旁甲状腺组织(16．7％)(P=0．008)和正常甲状腺组织

(0％)(P=0．000 O)；在分化程度很低的未分化癌和分化程

度相对较低的髓样癌中，Bcl-2的表达率分别为100．O％与

83．3％，明显高于乳头状癌Bcl-2的表达率(31．7％)；在有淋

巴结转移的病例或临床进展期甲状腺癌病例中，癌组织中

Bcl-2的表达明显增强；存在淋巴结转移和临床Ⅲ、Ⅳ期病例

中，Bcl-2的阳性率明显增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揭示

出从正常甲状腺一甲状腺癌旁组织一甲状腺腺瘤一甲状腺

癌，Bcl·2表达有显著递增趋势，说明Bcl-2阳性提示甲状腺

癌预后较差，并且表达程度越高，预后也就越差。甲状腺癌

组织Bcl-2高表达与其分化程度、组织学亚型、增殖侵袭能

力、淋巴结转移以及预后有关，可作为判断甲状腺癌预后的

一个重要参考指标。Aksoy等Ⅲ1研究Bcl-2在甲状腺乳头状

癌中的表达及预后发现，甲状腺乳头状癌组3l例中有2例

发生局部转移(6．4％)，且Bel-2染色均阳性(P>0．05)；31

例甲状腺乳头状癌病例中，4例MACIS评分>7的Bcl-2的

染色为阳性。MACIS评分<7的27例中有2l例Bcl-2的染

色为阳性(P>0．05)；甲状腺乳头状微灶癌中Bcl-2的表达

率与正常甲状腺组织相比是下降的，提示Bcl-2可能是肿瘤

生成的早期标志，而且是微灶癌预后良好的原因。许力

等∞1发现甲状腺乳头状癌中Bcl-2的表达明显高于甲状腺

良性肿瘤。李寒等Ⅲ1研究Bcl-2蛋白在甲状腺肿瘤中的表

达，结果显示甲状腺癌中Bcl-2基因蛋白表达阳性率为

62．79％，显著高于正常甲状腺组织(P<0．01)，因此，Bcl-2

基因表达对预测甲状腺癌转移和评估预后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

综上所述，nm23基因可作为独立指标对淋巴结转移起

作用，它的高表达抑制淋巴结转移，Bcl-2基因通过阻断细胞

凋亡从而发生细胞的不断增殖形成肿瘤。两者在甲状腺肿

瘤的发生和转移过程中均起重要作用，但其具体机制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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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抑素对糖尿病肾病作用和治疗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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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0’Reilly等⋯在荷瘤小鼠血清中，发现了一种

能特异性抑制肿瘤血管内皮细胞增殖的因子，称为血管抑素

(angiostatin，AG)。它能强烈抑制肿瘤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

迁移并促其凋亡，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转移|2，3 J。此

外。已有研究发现，血管抑素对糖尿病视网膜新生血管有抑

制作用M1。近来研究发现，血管抑素对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的病理也有改善作用，本文就这一研究进展

作一综述。

l 血管抑素的结构与来源

序列分析表明，AG是纤溶酶原水解后的产物，属于内生

性糖蛋白，它包含人纤溶酶原的前4个Kringle结构，此结构

具有高度的同源性。而纤溶酶原是由791个氨基酸和一些

糖链组成的糖蛋白，具有5个Kringle环结构∞1。纤溶酶原

因其激活物作用位点的不同而产生AG的结构也各异，这些

AG对内皮细胞生长活性的抑制也各不相同，Kringle 1—5各

个组合后也具有不同的抑制内皮细胞生长的活性作用，同时

各个Kringle结构域的作用具有协同性。61。

2血管抑素的产生途径

AG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产生。在体外，AG可由2条途径

产生：(1)由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弹性蛋白酶对人纤溶酶原的限制性酶解产生。7 J；

(2)是由人前列腺癌细胞系产生的丝氨酸蛋白酶的酶解作用

产生。在体内其产生机制比较复杂，目前研究的主要有4条

途径：(1)生理条件下各种纤溶酶原激活物作用于纤溶酶原

而产生不同结构的AG；(2)某些肿瘤细胞能分泌尿激酶型纤

溶酶原激活物，直接裂解纤溶酶原转变为纤溶酶，再在自由

巯基供体的作用下，纤溶酶分子同时作为底物和酶将自身转

变成AG；(3)肿瘤细胞本身能直接产生MMPs，使纤溶酶原

裂解生成AG；(4)肿瘤细胞产生的粒一巨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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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SF)刺激肿瘤浸润巨噬细胞产生金属弹性蛋白酶

(MME)，使纤溶酶原降解为AG。AG也可以通过人工方法

合成，合成途径主要有重组法、转基因法和体内降解法。(1)

重组法：将某种AG的编码基因转入毕赤酵母菌属表达系统

或哺乳类表达系统进行表达提纯，便可获得该种AG的纯化

制剂|81。(2)转基因法：应用基因工程方法，以逆转录病毒和

腺病毒等为载体构建带有AG基因的重组体，经不同方法转

染肿瘤细胞后表达产生AG。9 o。(3)体内降解法：给患者注

射纤溶酶原激活物(如尿激酶)或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和自

由巯基供体(如N-乙酰胱氨酸)，使患者体内纤溶酶原转化

为AG，这种方法与AG生成的自然途径极为相似，是一种值

得探索的途径。

3血管抑素的生物学效应

Moser等H叫认为，AG与细胞表面ATP酶的0【、8亚单位

结合后，通过抑制内皮细胞表面ATP的代谢，并下凋内皮细

胞的增殖和迁移而产生抗血管生成效应。此外，AG还对血

管生成具有间接抑制作用，表现在AG可有效抑制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诱导的

caveolin—l下调，从而抑制内皮细胞增殖|1“；AG可抑制中性

粒细胞ATP合酶和angiomotin的mRNA表达，通过中性粒细

胞间接地对血管生成起到抑制作用¨“。通过以上作用机

制，AG可以产生以下生物学功能：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

增生、抑制内皮细胞的迁移、促进内皮细胞的凋亡等达剑特

异性地抑制肿瘤部位毛细血管芽生的目的，进而阻断肿瘤的

血液供应，使肿瘤细胞大量凋亡¨“，并使肿瘤的增殖与凋亡

处于平衡，即肿瘤休眠状态，而对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的增

殖无抑制作用。

4血管抑素对DN发生发展的影响

Osterby等1141认为，虽然肾小球系膜细胞和足细胞是糖

尿病肾脏病变的主要介体，但糖尿病导致的肾脏微血管增生

在DN发病机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和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相类似，1型糖尿病患者肾组织活检发现，血管再生导致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