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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述 · 

胃癌组织中环氧合酶一2表达与胃癌关系的研究进展 

姜海广 综述，姜波健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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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其预后 

较差 ，5年总生存率为30％ ～50％。影响胃癌预后的因素很 

多，而浸润和转移是导致胃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尽管 胃 

癌早期检测技术和手术治疗方式有很大的改进，但它仍然是 

癌症的第二死因。近年来，在结肠癌、乳腺癌、食管癌、头颈 

部癌、胃癌、肝癌等多种肿瘤的研究中发现，环氧合酶-2 

(cyclooxygenase-2，COX-2)可通过刺激肿瘤细胞的增殖、抑制 

凋亡、促进新生血管形成、加速基质降解等多种方式参与肿 

瘤的发生、发展及浸润转移过程。已有实验 证实，应用 

选择性 COX一2抑制剂(cyclooxygenase一2 inhibitors，COXIBs)能 

有效地抑制胃癌癌前病变和胃癌的进展。因此，本文就与胃 

癌相关的 COX-2和 COXIBs的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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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X分子生物学特性 

1．1 COX结构 COX又称前列腺素过氧化物合成酶 

(prostaglandin hyperoxide synthetase，PGHS)，是花生四烯 酸 

(arachidonic acid，AA)合成前列腺素代谢的关键酶，具有 

COX和过氧化物酶双重活性。COX同工酶至少有 2种，即 

COX一1和 COX一2，二者约有 60％的氨基酸序列具有同源性， 

而在活性结构域的氨基酸同源性则高达90％。(1)COX．1 

基因定位于染色体 9q32～33．3，长约 22．5 kbp，编码 599— 

600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属于“管家基 因”。COX一1呈原生 

性表达 ，以基本构成的形式存在于血小板、内皮细胞、胃、肾、 

平滑肌和大多数组织的核膜和微粒体片段中，具有保护胃黏 

膜细胞、促进胃肠道黏膜修复、扩张肾血管及调节血小板聚 

集等作用，与维持机体稳态有关。COX一1在肿瘤组织中不表 

达或呈弱阳性表达，不涉及肿瘤的发生、发展。(2)COX．2 

基因定位于染色体1q25．2～25．3，长约8．3 kbp，编码603— 

604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是“快速反应基因”。COX-2呈诱 

导性表达，正常组织或器官中大多数不能被检测。在病理状 

态下，COX-2可被多种刺激因素诱导呈高表达状态，与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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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肿瘤的发生、发展等多种病理过程关系密切。诱导 COX-2 

表达的刺激因素主要包括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癌基因、促肿 

瘤剂、一氧化氮、内毒素及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等。通过G 

蛋白偶联机制、TPA活化的蛋白激酶C介导的通路及生长因 

子受体、v．fire癌基因产物pp6O v—src活化的酪氨酸激酶介导 

的通路诱导 COX一2基因表达 。 

1．2 COX调控机制 在 COX-2基因 5 端有几个转录调控 

序列 ，包括转录起始点上游的 TATA盒，2个核转录因子一KB 

(NF—KB)位点，2个激活蛋白质_2位点，3个 SP1转录因子位 

点，cAMP反应元件 ，C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位点及 Ets-1转 

录因子位点各 1个，通过转录或转录后水平调节 c0x_2的基 

因表达。其中主要是转录水平的调控，即细胞受到刺激后， 

经过一系列信号转导作用于上述转录调控序列，调控c0X-2 

的表达。 

1．3 COX功能 COX的环氧化活性催化 AA转化为前列腺 

素G (prostaglandin G ，PGG2)，再由COX的过氧化物酶活 

性转化为前列腺素 H2(prostaglandin H2，PGH2)，PGH2在各 

种组织中经特异性酶转化为其他的PG。PG有很多种，包括 

PGE2、PGD2、PGI2、PGF2和TXA2，其中PGE2在肿瘤组织中 

有较高的表达且在致癌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PGE：通过促 

进肿瘤细胞增殖 ，抑制肿瘤细胞凋亡，导致了肿瘤扩散 。 

此外，PGE：还可以促进肿瘤的血管生成，增强肿瘤细胞的侵 

袭力，逃脱免疫监视，抵制化疗药物的治疗作用 J。此外， 

PGs中的血栓烷 A 和PGD：可通过直接作用于肿瘤细胞或 

炎性调节等促进肿瘤生成 。 

2 c0x-2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机制 

2．1 COX一2的表达 正常情况下，绝 大部分组织细胞 中 

COX．2基因不表达，只有在细胞内外广泛的刺激物作用下， 

才发生诱导性表达。Mao等 利用组织芯片研究胃癌中 

COx_2的表达 ，结果显示，胃癌中 COX-2与正常 胃组织中的 

COx-2的表达有 明显差异。同时，C0x-2的表达在不同年 

龄、性别、组织分型、Borrman类型之间无差异，而在有无转 

移、不同浸润深度、TNM分期、是否有幽门螺杆菌(H priori， 

Hp)感染之间有差异 。除在胃癌细胞内高表达外，c0x_2 

在 胃癌组织的巨噬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也有表达 。 

2．2 COX．2的表达机制 Hp的影响：Hp是 胃炎、胃溃疡及 

胃癌发病的重要因素。从 Hp感染到 胃癌 的发生大致过程 

为：Hp感染一单纯性 胃炎一慢性萎缩性 胃炎一肠上皮化生 

(以大肠型上皮化生更易癌变)一不典型增生一 胃癌。在这 

个过程中，COX-2的表达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并与 Hp感染呈 

正相关关系 。 

抑癌基因突变的影响：肿瘤的发生与癌基因和抑癌基因 

的比例失衡有关，抑癌基因突变可引起癌症的发生，最常见 

的如p53，野生型p53可阻止COX-2基因上游的TATA盒结 

合蛋白与启动子复合物的形成，从而阻止cOx-2的表达。突 

变的p53表达产物属于癌蛋白，通过Ras／Raf／MAPK信号通路 

调节 COX。2的表达。而 COX一2又可反向诱导p53突变 。 

J Bengbu Med Coil，April 2011，Vo1．36，No．4 

NF-KB的影响：在 COX一2基因上游有 NF-KB的结合位 

点，NF—KB与其结合后上调c0x_2的表达。从慢性萎缩性胃 

炎一不典型增生一胃癌的渐变过程中，二者表达平行增 

加 。cOx-2与NF．KB共表达对胃癌组织的血管生成起重 

要作用。NF．KB还可上调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表达，后者是启动血管生成 

的重要因子 。 

3 COX一2与 Hp及胃癌的关系 

有研究 表明，Hp感染可诱导c0x_2表达，导致胃黏 

膜局部炎症反应，引起上皮细胞表型改变、增殖加速并抑制 

凋亡，增加胃癌发生的危险性。这可能是 Hp潜在致癌的重 

要机制。胃黏膜对 Hp感染的反应存在性别差异，COX-2 

mRNA表达男性高于女性，这可能与胃癌发病率存在性别差 

异有关。许多研究 证实 Hp是诱导 c0x-2表达的重要因 

素，Hp感染和COX一2的表达有明显的相关性。 

4 COX一2促进胃癌发生、发展的机制 

4．1 促进细胞增殖和抑制细胞凋亡 动物实验发现 ，COX一2 

表达增加 PGE的合成。PGE可诱导细胞增殖并刺激 bcl-2 

蛋白表达，后者是通过阻止细胞色素C从线粒体向胞质释放 

对细胞凋亡起调节作用。该环节位于半胱氨酸蛋白酶 

caspase级联反应上游，抑制细胞凋亡，使细胞增殖和凋亡失 

去平衡而促进肿瘤的发生 。Chen等 发现COX一2可能 

调节凋亡的抑制基因bcl一2的表达，抑制胃癌细胞的凋亡。 

4．2 促进肿瘤的新生血管形成和淋 巴结转移 肿瘤的生长 

和转移依赖新生血管的支持，没有新生血管供给氧和营养物 

质 ，原发肿瘤生长不会超过 2 mm。一旦新生血管长入肿瘤 

组织 ，肿瘤 细胞加 速生长，易发生 远处转移。VEGF-C是 

VEGF家族中的一个新成员，又称淋巴管生成因子。VEGF 

家族控制着血管生成、淋巴管生成、血管通透性及内皮细胞 

存活，是目前已知的最为重要的淋巴管生成诱导因子。 

VEGF—C可选择性地促进淋巴管增生和扩张，增强淋巴管通 

透性，显著地促进肿瘤周围相关淋巴管的生长，有利于肿瘤 

细胞经淋巴管的转移播散 ，是促进肿瘤侵袭和转移的主要因 

子。在人的胃癌发生过程中，COX-2的表达与 VEGF—C的表 

达呈正相关 ，两者都与淋巴管的浸润和胃癌的预后相关 。 

另据Ding等。̈ 报道，由COX一2催化AA的产物PGE：可通过 

EGFR通路促进 胃癌细胞 VEGF的表达，而 COX-2抑制剂或 

EGFR抑制剂则可抑制VEGF的表达。 

4．3 促进肿瘤的浸润和转移 黏附分子是介导细胞与细 

胞、细胞与细胞外基质问黏附作用的膜表面糖蛋白。对癌细 

胞浸润起抑制作用的黏附分子，如 E-钙黏素，可阻止癌细胞 

从癌组织解离。c0x_2过表达可降低介导细胞间黏附的E一 

钙黏蛋白活性，提高细胞与细胞外基质蛋白黏附能力，增加 

肿瘤细胞的侵袭力，为肿瘤细胞的淋巴结转移提供必要条 

件。Sitarz等⋯发现，用 COX一2特异性抑制剂 celecoxib降低 

COX-2表达可使胃癌内E一钙黏蛋白mRNA上调。因此，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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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COX一2降低 E一钙黏蛋白活性，促进肿瘤的浸润和转移。 

4．4 抑制机体免疫 COX-2高表达使其催化产物增加， 

PGE，可抑制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淋巴因子的产生 ，并抑制 T 

细胞增殖，抑制 NK细胞和 K细胞 的活性，从而使机体免疫 

监视功能下降，细胞杀伤能力降低，帮助肿瘤细胞逃避免疫 

监视，应用COX-2抑制剂罗非昔布可提高癌症患者体内巨噬 

细胞移动能力，从而改善机体的免疫状态。 

4．5 参与致癌物代谢 COX-2同时具有环氧化酶活性和过 

氧化酶活性 ，除了产生 PGs外，还可产生其他作为亲电子基 

团的过氧化物。许多致癌物质如多环芳烃类、黄曲霉素、氯 

化杀虫剂、芳香胺等都能被 COX-2激活成亲电子性的氧化 

物。这些亲电子性的氧化物容易与DNA蛋白质结合，造成 

遗传物质的损伤。 

5 非甾体类抗炎药物(NSAIDs)对 COX的抑制 

大量的流行病学实验(服用或未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 

证实，NSAIDs在恶性肿瘤的增长和发展中有良好的抑制作 

用。Zhang等 用 celecoxib结合根除Hp的方法，通过诱导 

凋亡、抑制细胞增殖和血管生成能有效地改善胃的癌前病 

变。因此 ，他们认为在逆转 胃的癌前病变方面，COX一2是一 

很有希望的靶分子治疗点。此外，在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 

临床试验中，选择性 COX一2抑制剂能显著地减少息肉数 目和 

腺瘤的大小。还有许多实验 证实，COX一2抑制剂组合 

应用化疗药物或放疗治疗肿瘤方面有着良好的效果，同时在 

服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和 COX-2抑制剂的临床前试验也有 

着可喜的成果。化疗药物结合 COX-2抑制剂的最早临床试 

验结果在最近也已经被报道，因此，靶向COX-2途径在预防 

和治疗实体性肿瘤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6 展 望 

目前，COX-2在胃癌中的异常高表达作为一个重要分子 

事件已日益受到重视，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作用主要是 

刺激肿瘤细胞的增殖、抑制肿瘤细胞凋亡、促进血管的形成、 

参与胃癌的浸润转移。NSAIDs可以通过抑制 COX一2合成而 

促进癌细胞凋亡，抑制肿瘤血管生成，或可作为胃癌基因治 

疗的一个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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