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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转移抑制基因KiSS．1在鼻咽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汪庚明1，江浩1，张磊。，项平2，承泽农3

【摘要】羁鸶：探讨KiSS-1在鼻咽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珐：应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巧e transcrlptiOil

polymemse chain reaction，RT．PCR)检测3l例鼻咽癌和14例非肿瘤性鼻咽部组织KiSS一1 mRNA的表达情况，同时分析其与临

床病理指标的关系。结果：KiSS．1 mRNA在鼻咽癌组表达率为67．7％，非肿瘤性鼻咽部组为85．7％，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KiSS．1 mRNA表达的高低与鼻咽癌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理类型和T分期等临床指标均无明显关系(P>0．05)。

结论：KiSS．1在非肿瘤性鼻咽上皮高表达，在鼻咽癌中表达率降低。KiSS一1表达率降低与鼻咽癌的淋巴结转移有关，提示

KiSS．1基因可能在鼻咽癌的转移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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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ression of KiSS-1，a metastasis suppressor gene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nd its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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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KiSS-1 gene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

tissue．Methods：ⅪSS·1 mRNA expression level W／t$detected in 31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tissues and 14 non-tumorous tissues by

reven沱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PC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actors Was also be

analyzed．Results：The positive rate of KiSS·1 mRNA in nasopharyageal carcinoma and Ilon-_t．uwlorous nasopharyngeal tissues WBI$

67．7％and 85．7％．respectively．The result wag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P>0．05)．No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硒SS·1 gene and other clinicopat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patient’8 SeX，age，T stage(P>0．05)．

Conclusions：KiSS—l gene is highly expressed in non-tumorous nasophⅢ,y．seai tissue while low expressed in NPC．L艄s of KiSS-1

expression Was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stag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of NPC．These inelicated that KISS-1 may play粕important role

in metastasis of N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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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S．1是由Lee等¨o在1996年分离出的一个

新的转移抑制基因，它定位于染色体1q32，共有4

个外显子。试验证实在正常的心、脑、肝、肺和骨骼

肌组织中可检测到该基因的表达，在肾脏和胰腺中

微弱表达，而胎盘组织中高表达拉-4j。KiSS．1的失

表达与恶性黑素瘤、乳腺癌、胰腺癌、食管癌、胃癌、

膀胱癌、绒毛膜细胞癌、大肠癌及子宫内膜癌等的转

移呈正相关。KiSS-l与多种肿瘤转移相关，但其与

鼻咽癌的关系尚不清楚。我们应用RT-PCR方法，

检测人鼻咽癌组织及非肿瘤性鼻咽组织中KiSS．I

的表达情况，并探讨其在鼻咽癌发生、发展及转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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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收集2007年4一10月蚌埠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3l例鼻咽癌活检标本(标

本置于冻存管中，放入一80℃冰箱保存)。病例选

择要求：(1)活检前均未行放疗和化疗；(2)活检后

病理证实为鼻咽癌。其中，男20例，女ll例；年龄

14～80岁。高分化鳞癌4例，差分化鳞癌27例；按

1992年福州分期Tl～T2 19例，T3一T4 12例；No 5

例，N．15例，N2 11例；Mo 31例，M。O例。收集同期

非肿瘤性鼻咽部组织标本14例作为对照组，均为鼻

咽部慢性黏膜炎。

1．2主要试剂TRIZOL购于美国Invitrogen公司；

琼脂糖购于西班牙BIOWEST公司；Revert Aid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和2×PCR Master Mix购

于上海生工生物有限公司；KiSS．1及13-actin引物由

上海生工生物有限公司合成(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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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方法TRIZOL法提取鼻咽组织中总RNA，紫

外分光仪检测OD值，2％琼脂糖凝胶电泳，溴酚蓝

染色，检测5 s、18 s和28 s条带的完整性。逆转录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过程均严格按照说明书

操作。

表1 KiSS一1及内参照B-肌动蛋白(p-actin)引物序列及

产物大小

引物名称 引物序列5 7q’PCR产物

KiSS-1上游ATG AAC TCA CTG G‘I-r TCT TCG CAG

KisS·1下游TCA CTG CCC CC,C ACC TG 438 bp

[B-acfin E游 AGC GAG CAT CCC CCA AAG Tr

fl-actin下游 GGG CAC GAA GGC TCA TCA 1-I’ 285 bp

1．4统计学方法采用一2检验、秩和检验和四格

表确切概率法。

2结果

2．1鼻咽组织总RNA纯度及完整性测定Trizol

法提取鼻咽组织中RNA，经紫外分光仪检测

OD。。蚴。在1．8～2．0之间，提示RNA纯度符合要

求；经2％琼脂糖凝胶电泳，溴酚蓝染色，可见明显

的5 s、18 s和28 s条带。

2．2鼻咽组织KiSS一1 mRNA内基因的表达PCR

产物电泳图谱(见图I)。

图l 鼻咧组织Ki SS一1 mRNA PCR产物电泳图谱[C1、C2、
C3：鼻咽癌组织：M：DNA Marker(100～2 000 bP)，N1、
N2、N3：非肿瘤性鼻咽组织]

2．3 KiSS—l mRNA在非肿瘤性鼻咽组织和鼻咽癌

中表达的关系 RT．PCR法检测结果显示，KiSS-l

mRNA在鼻咽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为67．7％(21／

31)，非肿瘤性鼻咽黏膜组织85．7％(12／14)，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0．81，P>0．05)。

2．4鼻咽癌1陆床病理参数与KiSS—l mRNA表达的

关系 KiSS—l mRNA表达的高低与鼻咽癌患者的性

别、年龄、病理类型和T分期等临床指标均无明显

关系(P>0．05)，N分期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2)。

表2鼻咽癌临床病理参数与KiSS-l mRNA表达的关系(／1,l

△均为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3讨论

鼻咽癌经放射治疗5年生存率在50％左右，其

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局部未控、局部复发和远处

转移，而远处转移约占治疗失败原因的35％一

46％15]。随着适形调强放射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

鼻咽癌局部治疗技术El趋完善，而对于鼻咽癌远处

转移在临床上几乎无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故探

讨鼻咽癌远处转移发生的可能机制，并尽可能降低

远处转移发生就成为进一步提高鼻咽癌疗效的关键

所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肿瘤细胞的转移是一个高选择、包含一系列相

联事件的非随机过程，这一过程是由多种分子和基

因改变决定的阶梯式步骤，被称为转移瀑布。转移

瀑布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肿瘤细胞在原发肿瘤

的生长；(2)肿瘤细胞粘连侵袭基底膜并在周围间

质中浸润生长；(3)肿瘤细胞进入血流或淋巴组织；

(4)肿瘤细胞在血管或淋巴系统中以单个或栓子一

部分存活；(5)肿瘤细胞在继发位点微脉管系统滞

留，并外渗进入组织实质；(6)肿瘤细胞在继发位点

存活和生长为微转移灶，并继续生长为明显的转移

病灶。

肿瘤转移抑制基因的定义是抑制自发和大体上

可见的肿瘤转移而不影响原发肿瘤生长的基因。

Shirasaki等【61通过原位杂交技术发现KiSS-1在黑

色素转移瘤中的表达缺失和突变非常常见，44％的

 



转移瘤失去了KiSS-l的表达，提示KiSS—l表达降

低、缺失及突变与黑素瘤的进展相关。KiSS．1的失

表达还与乳腺癌的脑转移o¨相关。邹志军等[8】应

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显示乳腺癌脑转移标本KiSS-
l mRNA表达仅为原发灶的1／10，Western blot检测

显示，脑转移灶KiSS-1较原发灶明显减弱，免疫组

化显示KiSS-l在转移灶中表达率明显低于原发灶。

KiSS一1在乳腺癌脑转移中具有转移抑制作用，可能

在乳腺癌脑转移治疗中发挥作用。研究表明，KiSS—

l的表达水平与胰腺癌【9川的转移呈正相关。

Ikeguchi等⋯1研究发现KiSS．1的缺失和GPR54基

因的表达可能是一个在食管鳞状细胞癌中探测淋巴

结转移的重要生物标记。Dhar等¨刮发现KiSS．1在

胃癌低表达组的脉管浸润、远处转移、肿瘤复发率更

高，总体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更低。多因素分析表

明KiSS-1在常规胃癌的预测指标中是最强的独立

预后因素。于贞观等¨纠的研究显示，KiSS一1的表达

随肿瘤的发生和进展逐步下降，KiSS-1表达下调在

胃癌发展及转移中可能起重要作用。Sanchez-

Carayo等¨4o发现膀胱癌KiSS．1的低表达与病理组

织学分期和患者的整体存活期直接相关。Janneau

等Ho报道，KiSS．1在早期妊娠和葡萄胎妊娠中均增

高，而在绒毛膜癌中表达降低，提示KiSS-1的表达

与滋养层细胞的生物学行为有关，但是否抑制绒毛

膜癌的转移仍不清楚。陈海金等¨纠发现大肠癌

KiSS—l及其受体失表达与临床分期有关。姜涛

等【l刮发现子宫内膜癌KiSS．1的低表达与临床分

期、肌层侵袭深度及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

本文分析KiSS一1与鼻咽癌的临床病理特征的

关系，显示鼻咽癌的失表达与年龄、性别、病理类型、

T分期均无明显关系(P>0．05)，而与鼻咽癌的N

分期相关，且随N分期进展，KiSS一1基因及其表达

物的表达率逐步下降，提示KiSS．1基因的失表达与

鼻咽癌的转移相关，KiSS-l基因可能在鼻咽癌的转

移中起重要作用。

肿瘤的浸润和转移是当前肿瘤治疗所面临的一

大难题，是治疗失败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随

访时间较短，本文未进行KiSS—l表达率与治疗和预

后关系的分析。大多肿瘤组织中KiSS一1表达呈现

下调，欲真实和准确地反映KiSS—l表达与鼻咽癌生

物学行为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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