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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葡萄糖调节蛋白78表达对阿霉素诱导 

人乳腺癌 SK—BR一3细胞凋亡的增敏作用 

刘宏莉，龚 萍，刘 浩，张旭东，蒋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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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础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特异性下调葡萄糖调节蛋白78(GRP78)对阿霉素(adriamyein，ADR)诱导人乳腺癌 SK—BR一3细胞凋亡的影 

响，以期为乳腺癌化疗提供新的靶点。方法：培养人乳腺癌 SK—BR一3细胞，用 ADR(1 mg／L)处理人乳腺癌 SK—BR一3细胞 0、6、 

12、24、36 h，Western blot检测 GRP78的表达；ADR处理 SK—BR一3细胞 48 h后 ，用溴化丙啶染色测定细胞凋亡率；用小分子干 

扰 RNA siRNA预处理 SK—BR一3细胞，再予 ADR同上处理 ，检测细胞凋亡率，比较 siRNA作用前后细胞凋亡率的变化。结果： 

ADR可诱导内质网应激，上调 GRP78的表达 ，SK—BR一3细胞对 ADR诱导的细胞凋亡率 <30％；siRNA可明显阻断 GRP78的表 

达，显著增加 ADR诱导的细胞凋亡作用，凋亡率达到(62．30±0．88)％(P<0．O1)。结论：抑制 GRP78的表达可增强人乳腺 

癌 SK—BR一3细胞对 ADR经内质网应激途径诱导细胞凋亡的敏感性 ，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 ，增强其抗肿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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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ion of glucose regulated protein 78 in sensitizing adriamycin-induced 

apoptosis of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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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hui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Biochemical Pharmaceuticals，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effect of down—regulating glucose regulated protein 78(GRP 78)on adriamycin(ADR)induced 

apoptosis in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SK—BR一3，and to provide a new target for chemotherapy of breast cancer．M ethods：Huma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SK—BR一3 cells were cultured，and treated with ADR(1 m【g／L)for 0，6，12，24，and 36 hours；the expression of 

GRP78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was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After treated with ADR for 48 hours，SK—BR一3 cells were harvest and 

stained with propidium iodide for apoptotic assay．SK—BR一3 ceils were pretreated with siRNA，and the same was done to ADR；cell 

apoptosis was measured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GRP78 on ADR induced apoptosis in SK—BR一3．Results：ADR induced ER stress and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GRP78．ADR induced less than 30％ cell apoptosis in SK—BR一3 cells．siRNA significantly blocked the 

expression of GRP78 and increased the apoptosis induced by ADR．The apoptosis rate was(62．30±0．88)％ (P<0 01)． 

Conclusions：Inhibi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GRP78 in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SK—BR一3 can increase the sensitivity of ADR-induced 

apoptosis through ER pathway，which may promote the apoptosis of tumor cells and enhance the anti—tumo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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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调节蛋 白78(glucose regulated protein 

78，GRP78)又称免疫球蛋白重链结合蛋白(the 

immunoglobulin heavy chain binding protein，Bip)，是 

细胞为了适应内质网应激状态所产生的一类应激蛋 

白，与热休克蛋白70(Hsp70)家族有较高的同源性， 

被认为是 Hsp70家族的成员之一  ̈。GRP78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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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内质网驻留性质蛋白质，定位于内质网膜起 

分子伴侣的作用，参与蛋白质的折叠和转运，它还是 
一 种应激蛋白，在葡萄糖饥饿、低氧、缺钙等应激状 

态下大量表达以维持内质网的稳定 ，保护细胞。随 

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 GRP78还可以转运 

至细胞膜、细胞质，甚至分泌到细胞外，参与细胞分 

化、细胞生存、血管形成、肿瘤的发生、抗肿瘤免疫等 

重要的生物学过程 的调控，是一种多功能蛋 白 

质 J。近年来研究 表明，GRP78在某些肿瘤中呈 

高表达并随恶性程度的增高而增高，对于肿瘤细胞 

抗化疗药物的性质及抗原表达有重要意义。本实验 

以GRP78为靶点，通过小分子干扰(siRNA)技术特 

异性下调人乳腺癌 SK．BR一3细胞中GRP78的表达， 

观察干扰前后阿霉素 (adriamycin，ADR)引起 sK- 

BR一3细胞凋亡的变化，探讨乳腺癌细胞对化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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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耐药性与 GPR78表达的相关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1．1．1 细胞株 人乳腺癌 SK．BR一3细胞：我院生 

化药理研究室冻存培养。 

1．1．2 试剂 DMEM培养基、胰蛋白酶购 自Gibco 

公司；小牛血清购 自杭州四季青公司；ADR购 自浙 

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兔抗人 GRP78抗体、鼠 

抗人 p．actin抗体购 自Santa Cruz公司；山羊抗 鼠 

IgG、山羊抗兔 IgG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siGENOME SMART pool、siGENOME SMART 

pool GRP78(M-008198431)及对照 siRNA pool(D- 

001206—13—20)购 自Dharmacon公司；Opti—MEM培养 

基和 Lipofectamine 2000购自Invitrogen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细胞培养 SK—BR，3细胞在 DMEM高糖型 

培养基 中(含 10％ 的灭活小牛血清，20 mmol／L 

Hepes，2．0 g／L碳酸氢钠，1×10 IU／L青霉素，100 

m#L链霉素，10 m#L庆大霉素，0．6 m#L胰岛素， 

37．0℃、95％空气、5％CO：温湿环境下(CO：培养 

箱)培养传代。 

1．2．2 实验步骤 (1)ADR处理 SK—BR-3细胞 0、 

6、12、24、36 h，提取总蛋白定量后，Western blot检测 

GRP78的表达。(2)ADR处理乳腺癌 SK—BR一3细 

胞，48 h后溴化丙啶(propidium iodide，PI)染色检测 

细胞凋亡率。(3)siRNA预处理 SK．BR．3细胞后再 

给予 ADR处理 48 h后检测细胞凋亡率。比较 

siRNA作用前后各指标的变化。 

1．2．3 Western blot检测蛋白表达 收集稳定表达 

细胞用细胞裂解液 (总体积 200 ml：100 mmol／L 

Tris-HCL pH 7．4 20 ml，1 mol／L NaC1 28 ml， 

100 mmol／L CaC12 1 ml，100 mmol／L MgC12 21 ml， 

15 mmol／L NaN 40 ml，Triton X-100 2 ml，用前加入 

蛋白酶抑制 剂 12 p~moL／L Leupenptin、1 mmoWL 

PMSF各 2 ml／L)冰上裂解 30 rain，提取细胞总蛋 

白，BCA蛋白定量法(参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测各 

组蛋白浓度，用细胞裂解液将各组蛋白稀释至等浓 

度，与2 X上样缓冲液 1：1混合，100 煮沸5 rain 

蛋白变性。每组取蛋白40 txg，10％SDS—PAGE凝胶 

电泳(70 V，30 min，100 V，90 rain)；转膜(200 mA， 

3 h)至PVDF膜；5％脱脂牛奶室温封闭2 h(或4℃ 

过夜)；一抗：1／300，室温孵育2 h(或 4℃过夜)； 

TPBS洗涤 3次，PBS洗涤 1次；二抗 ：1／5 000，室温 

孵育2 h；TPBS洗涤 3次，PBS洗涤 1次；ECL发光 

试剂盒暗室发光、显影、定影。Bio—Rad凝胶成像系 

J Bengbu Med Coll，June 2010，Vo1．35，No．6 

统获取图像。 

1．2．4 PI染色检测细胞凋亡 将对数生长期 SK． 

BR-3细胞制成单细胞悬液接种于24孔细胞培养 

板，每孔 1 X10 个细胞，培养 24 h后加 ADR，继续 

培养 48 h后收集各孔培养液至对应流式管中，用预 

冷 PBS清洗每孔，收集清洗液至对应培养液 中， 

1 200 r／rain离心 10 rain，弃上清；培养板中加入 PI 

缓冲液 (5 mg PI、0．1 g柠檬酸钠，100 Ixl Triton 

X-100，100 ml dH2O)750 L／孔，37 c【=孵育 10 min， 

吹打收集细胞至对应流式管 中，轻轻摇动混匀。 

4℃避光保存，过夜，流式细胞仪检测具有亚 G 期 

DNA含量的细胞比例，代表凋亡细胞数。 

1．2．5 siRNA转染 (1)将对数生长期细胞制成单 

细胞悬液接种于 24孔细胞培养板，每孔 5 X 10 个 

细胞，培养 16—24 h或待细胞生长达 50％融合后进 

行细胞转染。用 1×siRNA缓冲液将 siRNA稀释成 

20 Ixmol／L的溶液，按表 1进行 siRNA滴定，然后室 

温放 置 5 rain。(2)Lipofeetamine 2000的稀 释 

(1：20)：1．25 txl Lipo+23．75 l Opti=25 l，室 

温放置5 min后与滴定好的 siRNA以 1：1混合，室 

温放置20 rain。(3)在步骤(2)等待的时间里将培 

养板里原先的培养液弃去，每孔换上新鲜的 No-AB 

DMEM 250 l，然 后 加 入 步 骤 (3)的 混合 液 

50 l／孔。(4)继续培养6 h或过夜，更换培养液， 

仍用 No—AB DMEM。(5)继续培养 24 h后给予药 

物处理(用 No—AB DMEM稀释药物)，同前进行其他 

实验操作。 

表 1 siRNA的滴定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t检验。 

2 结果 

2．1 SK—BR．3细胞 中GRP78的表达及对 ADR诱 

导的反应 Western blot检测结果可以看出，GRP78 

在 SK—BR．3细胞中呈阳性表达，并且 ADR可以上 

调其表达，ADR作用24 h时 GRP78表达最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至 36 h时表达减弱(见 

图 1、表2)。 

2．2 ADR和 siRNA转 染对 SK．BR-3细胞 GRly78 

蛋白表达及凋亡的影响 ADR对 SK．BR-3细胞作 

用48 h后细胞凋亡率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1)。按照 siRNA干扰技术操作步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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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BR．3细胞进行 GRP78 siRNA及 Contro siRNA转 

染，24 h后分别给予 ADR(1 mg／L)处理 48 h，收集 

细胞 测 细 胞 凋 亡 率；Western blot检 测 转 染 率 

Western blot实 验 显 示 GRP78 siRNA 及 Contro 

siRNA转染效率，Control siRNA转染后 GRP78蛋白 

表达无明显影响，GRP78 siRNA转染后 GRP78蛋白 

表达显著下降(见图2、表 3)。GRP78 siRNA转染 

后给予 ADR处理，细胞凋亡率明显升高，与阴性未 

给 药 组、Control siRNA 组、GRP78 siRNA 组 及 

Control siRNA+ADR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 4)。 

B—actin 

1～5分别为ADR作用 SK～BR一3细胞 0、6、12、24、36 h 

图 1 ADR上调 SK BR 3细胞 GRP78的表达 

表2 ADR作用后不同时间GRP78与 B—actin灰度值的比 

值比较( =3； ± ) 

时间(h) GRfy78与 B·actin灰度值的比值 

1．661 2±0．15 

2．126 7 ±0．26 

l3．954 8 ±0．85 

l7．822 4 ±1．86 

15．773 4 ±0．35 

205．93 

<O．Ol 

0．879 

q检验：与0 h比较##P<0．叭 

1 2 

1：Control siRNA：2：GRP78 siRNA 

图2 siRNA转染对 GRP78表达的影响 

3 讨论 

乳腺癌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其发 

病呈逐年上升趋势 ，化疗是除手术外另一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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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转染后 GRP78与 p—actin灰度值的比值 比较(n = 

3； ±s) 

表 4 各组细胞凋亡率比较( =4； ±s) 

g检验：与Control组比较 ★女P<0．叭；与ADR组比较△△P<0叭；与 

Control siRNA组比较##P<0．01；与 GRW8 siRNA组比较 ++P<0．叭；与 

Control siRNA+ADR组比较0 0P<0．01 

治疗手段，而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不敏感性成为 

临床治疗的难点。近几年来的研究 表明，内质 

网应激与细胞凋亡及肿瘤的发生、发展都密切相关。 

细胞应激时 GRP78的高表达是细胞的一种防御机 

制，通过这种机制保护细胞，延长细胞在各种不利因 

素刺激下的生存期。肿瘤形成及实体肿瘤微环境的 

变化(葡萄糖饥饿、缺氧、酸中毒等)，可作为诱导因 

素导致 内质 网应激，诱导 GRP78的表达。Gazit 

等 发现，与正常上皮细胞株相比，乳腺癌细胞株 

的GRP78蛋 白质水平约高 1．5～3倍。Fernandez 

等 也通过对 比研究证实，人类乳腺癌标本 的 

GRP78表达显著高于癌旁组织。此外在上皮样细 

胞癌、结肠癌、肝癌中均发现有 GRP78的高度诱导 

和合成 6—7 3，并在抗药性形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肿瘤细胞中高度表达的 GRP78可降低细胞 

毒性 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力；可以对抗针对 G 

期和 S期产生毒性的化学药物 ，减少肿瘤细胞凋 

亡，并通过影响凋亡效应的作用来阻断化学药物引 

起的细胞死亡，促进肿瘤的生成和抗药性的产生。 

针对 GRP78对肿瘤细胞的保护作用，抑制应激产生 

的 GRP78可以 _}fq肿瘤细胞凋亡，减慢肿瘤生长。 

在动物实验中证实染料木黄酮可以抑制 GRP和热 

休克蛋白反应，从而抑制人类白血病肿瘤细胞生 

长 。预先诱导产生 GRP78的肿瘤细胞能对拓扑 

异构酶Ⅱ抑制剂(依托泊苷、ADR等)产生耐药性， 

通过化疗或反义抑制战略降低 GRP78表达水平可 

增强化疗药物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力，同时依托泊苷、 

ADR等药物也可通过一系列反应裂(下转第561页) 

0 6 F P 
M 

毒； 

G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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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细胞培养中选用0．1 mmol／L BrdU于培养前 3天 

在培养基中加入能满足实验需要。本实验在心肌细 

胞培养中还采取不同时期在培养液中添加不同血清 

以降低成纤维细胞的繁殖速度也能提高心肌细胞的 

收缩性能，效果显著 。 

本研究用比较简单的试剂和器材，花费较少的 

人力、物力，成功地进行了新生大鼠心肌细胞和心肌 

成纤维细胞的分离培养，且心肌细胞存活率高，细胞 

贴壁快，搏动早，心肌细胞和心肌成纤维细胞的纯度 

高，且操作简便，重复性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心肌 

细胞和心肌成纤维细胞原代培养方法，可以满足心 

血管疾病发生、发展机制及心血管药物和心脏组织 

工程学的研究及多种生理生化实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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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57页)解 GRP78，导致协调抗肿瘤作用 。 

体外研究⋯ 显示，GRP78与肿瘤关系密切，肿 

瘤细胞赖恶性程度性地合成 GRP78维持内环境的 

稳定，构筑自身防御机制，保护肿瘤细胞逃避化疗药 

物的杀伤作用。可见，ADR上调 GRP78的表达是 

人乳腺癌 SK—BR一3细胞对 ADR诱导细胞凋亡敏感 

性下降的原 因之一。利用 siRNA干扰技术抑制 

GRP78的表达，可以明显增高 ADR诱导 SK．BR．3 

细胞的凋亡率，从而达到化疗增敏的目的。 

综上所述，GRP78的高表达是乳腺癌化疗耐药 

的重要原因之一，抑制 GRP78的合成可明显提高乳 

腺癌细胞的凋亡敏感性，在其他方法不能地解决肿 

瘤抗药性及其转移问题的情况下，GRP78的研究可 

为肿瘤化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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