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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不均一核糖核蛋白 K在肿瘤研究中的概况 

赵 艳 综述，于东红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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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不 均 一 核 糖 核 蛋 白 K (heterogeneous nuclear 

ribonucleoprotein K，hnRNPK)是 hnRNPs家族中的成员之一 ， 

相对分子质量约为64 198．4。它是一种多功能蛋白，最保守 

的进化特性是具有通过 KH结构域结合 RNA的能力⋯。在 

从酵母到哺乳动物的不同物种中，都发现 hnRNPK与染色质 

和 RNA因子有相互作用。比较不同物种 中hnRNPK蛋白结 

构域可以发现，它最初是 RNA结合蛋白，随着进化，其逐渐 

从单纯的RNA结合蛋白进化到功能复杂的蛋白，使得它能 

够整合不同的信号通路，并依靠核酸在特定位置产生特定产 

物 。hnRNPK同时存在于多种亚细胞结构中，参与DNA的 

转录、RNA的加工、运输以及参与细胞周期、细胞凋亡的调节 

等多种生物过程，从而进行基因表达调控，并在信号传导中 

发挥作用L3j。hnRNPK在肿瘤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 

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就 hnRNPK在肿瘤方面的研究概况作 
一 综述。 

l hnRNPs家族介绍 

hnRNP被认为是异质性核蛋白复合体的一种组分，在从 

酵母到人的一系列真核生物中具有类似的功能和作用对 

象⋯。它是一个蛋 白超家族，包含有 20多种蛋 白，分别从 

A1命名至 U。hnRNPs家族分布极为广泛，不仅在脊髓动物 

各组织器官中表达丰富，甚至在植物、酵母中也有发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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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hnRNPs在不同的组织器官中表达不同，代谢旺盛的组织 

中表达相对较高，例如脑、肺等。即使同一组织器官，不同的 

生命周期中，hnRNPs表达的种类和水平也有较大的差异 。 

按照生理功能的不同，hnRNPs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定 

位于细胞核内，不能 自由穿梭于质核之间的蛋白，如 hnRNP 

B、C等；还有一类是可以自由穿梭在细胞核与细胞质之间的 

蛋白，如 hnRNP A、D、E、I、K。 

hnRNPs在多细胞生物的生存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 

用，其不但可以结合激酶，还能募集染色质，是与转录、剪切 

和翻译等过程密切相关的细胞因子，广泛参与染色质的再包 

装、转录、剪切和翻译过程 。 。在环境、遗传等因素的作用 

下，一旦 hnRNPs的正常生理功能发生变异，将导致人类诸多 

疾病的发生，而最为密切的是肿瘤疾病。 

2 hnRNPK结构功能 

hnRNPK作为hnRNPs家族中的特异成员，是一种多功 

能蛋白。目前研究 表明，hnRNPK是一种进化高度保守的 

核内RNA结合蛋白，主要存在于细胞核和三个保守的 KH结 

构域，位于 I(2和 l<3之间的 K1结构域的功能与一系列其他 

蛋白质的相互作用有关。 

蛋白质是在细胞核外合成的，成熟的 mRNA分子必须输 

出到核外，在核糖体的作用下合成蛋白质。而mRNA的输出 

是一个高度选择性的过程，细胞核是双层膜结构，唯一的通 

道是核孔复合体(NPC)，mRNA分子通过 NPC是耗能的，无 

法单独输出核外，必须形成 mRNA、蛋白质复合体。hnRNPK 

是一类可 以 自由穿 梭在 细胞 核与细胞 质之间的蛋 白，与 

mRNA的输出及进一步参与翻译有关 。它与前体 mRNA 

形成复合体以后一直伴随着前体mRNA通过核孔复合体进 

状况纠正的重要性，调动患者主观能动性，使早期进 

食得以实现。再次，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可以提高 

患者对护士的信任感 ，增加对治疗与护理的依从性。 

故综合护理干预，对患者术后营养状况的纠正有促 

进作用，从而促进患者术后的康复，为早期进行膝关 

节锻炼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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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细胞质，并与其他蛋白，如RNA多聚酶Ⅱ等一起完成对前 

体mRNA的剪切加工以及修饰，然后与之解离再返回到细胞 

核中准备参与下一轮的转运 。 

hnRNPK在基因转录、翻译及信号转导等方面起重要作 

用。它可作为锚定平台，把其他很多因子装配成复合体，通 

过促进激酶与细胞因子的相互作用来整合信号网络，并以此 

介导核酸定向过程，从而促进多个过程的相互作用 。 。 

hnRNPK作为与 ps3的共同作用因子，在 DNA损伤修复 

中也起关键作用。hnRNPK的表达上调能够抑制 DNA损伤 

修复中p53的作用，使 出现 DNA损伤的细胞不能凋亡而发 

生癌变 J。同时hnRNPK作为 DNA损伤引起的os3转录辅 

激活因子，通过增强 c—myc、EGR和 BRCA1基因的表达 ，在 

DNA损伤引起的 p53依赖的细胞周期俘获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 。 

Yoo等 又发现hnRNPK与细胞黏附有关。他们发现 

hnRNPK存在一个称为传播起始中心(spreading initiation 

center，SIC)的新奇结构。抗体抑制hnRNPK的作用后导致 

细胞传播的增加，这一事实也证明hnRNPK在细胞黏附中的 

作用。但在细胞黏附中的具体机制目前还知之甚少。 

3 hnRNPK在各种肿瘤中的研究近况 

先前已有实验证实在淋巴瘤、白血病等多种肿瘤细胞或 

组织中发现 hnRNPK高水平的表达。研究 发现，hnRNPK 

除参与前体 mRNA的剪接外，在转录和翻译水平也参与了基 

因表达的调节，与众多癌基因及生长因子有密切的关系。 

3．1 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急性期中的研究 急变期 

是 CML晚期 ，治疗效果差，其发病机制和早期诊断是近年研 

究的热点。对于hnRNPK蛋白及其家族成员在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急性期中作用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多。Notari等 在 

表达 BCR／ABL的髓系祖细胞株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变期 

患者骨髓研究中发现，hnRNPK表达和功能增加。 

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急变期除异常 BCR／ABL融合基因 

外 ，常伴随其他染色体和分子改变。BCR／ABL基因与其他 

失调的基因共同作用，可异常激活其下游信号传导通路 ，控 

制转录、蛋白功能和 mRNA翻译等，促进疾病进展。一些 

hnRNP家族成员在 CML-BC表达上调 ，干扰其 hnRNPK抑制 

BCR／ABL阳性细胞的增殖能力。急变期 BCR／ABL发挥的 

作用之一是改变 mRNA翻译 ，hnRNPK翻译调节作用增强对 

BCR／ABL致 白血病作用非常重要，可致 c—myc基 因表达增 

加，使 CML细胞增殖能力增强，不易凋亡 ，可能促进急变转 

化” 。hnRNPK与 hnRNPE1／E2拥有一个相同的结构基序， 

称为hnRNPK同源区域，该区域为 hnRNPK与 mRNA的结合 

提供了结构基础。在有 BCR／ABL融合基因表达的骨髓细 

胞、淋巴细胞以及处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性发作期的原代 

细胞中，通过 BCR／ABL表达水平依赖途径 ，hnRNPK基因的 

转录水平和 mRNA稳定性能够被细胞丝裂原活化蛋 白激酶／ 

细胞外信号调节酶 1／2(MARKERK1／2)诱导升高。在 BCR／ 

ABL阳性的细胞中 hnRNPK能够下调受损的细胞 因子依赖 

的集落生成并且引起白血病。这些效应的产生可能依赖于 

致癌基因MYC的水平下调 ，而hnRNPK通过核糖体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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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与 MYC的mRNA结合，从转录和翻译水平上调MYC基 

因的表达 ，最终细胞增殖被诱导，避免了细胞的凋亡_l 。 

朱红倩等 用 Western blot和 RT．PCR方法检测 CML 

患者慢性期和急变期骨髓细胞 hnRNPK在蛋白和转录水平 

的表达，也发现 CML急变前后 hnRNPK基 因在蛋白与转录 

水平表达不一致 ，提示 hnRNPK表达差异是由 mRNA翻译水 

平调控决定的。 

3．2 在肺癌中研究 Pino等 研究发现肺癌细胞中 

hnRNPK的表达 明显增加 ，在 细胞质和细胞核 中都存在 

hnRNPK的免疫反应；细支气管上皮异常增生中 hnRNPK的 

表达有中等程度的增加；而在正常的肺泡、细支气管以及 Ⅱ 

型肺泡细胞的异常增生中，没有检测到 hnRNPK的表达。同 

时 Pino在肺癌细胞株中的研究也发现，当允许肺癌细胞生长 

融合时hnRNPK的定位有从核到核及核到细胞质的转移，表 

明hnRNPK定位的紧密调节与细胞的生物学状态如细胞周 

期和微环境相关。 

陈艳等 采用 S-P法检测 70例肺癌组织及 27例对照 

肺组织中hnRNPK的表达显示肺癌组织hnRNPK阳性率高 

于非肺癌组织，并且在胞质 、胞核均有表达。三种类型肺癌 

组织均有 hnRNPK阳性染色。其中小细胞肺癌阳性率与非 

小细胞肺癌 阳性率相 比，组 间差 异无统计 学意义。证 实 

hnRNPK在肺癌组织中呈高表达，但与肺癌组织类型无明显 

关系。研究还发现，hnRNPK在肺癌转移及浸润组织 (转移 

淋巴结 +支气管切缘)中有高的阳性表达，提示 hnRNPK表 

达可能与肺癌转移相关。然而，hnRNPK在肺癌发生、发展 与 

转移中的具体机制 目前尚不清楚。 

3．3 在肝癌 中研究 范薇薇等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和 

Western印迹技术观察hnRNPK在肝细胞癌组织及癌旁组织 

中的表达，检测证实 hnRNPK主要在细胞核中表达，且 70％ 

的肝癌组织中 hnRNPK蛋白表达高于其对应癌旁组织。表 

明其可能具有促进肝癌细胞生长的作用。实验还通过分离 

不同密度肝癌细胞的细胞质和细胞核，间接观察 hnRNPK在 

细胞增殖过程 中的变化。结果显示 ，随细胞 密度 的上升， 

hnRNPK在细胞核 中的表达也有所上升 ，提示 细胞核 中 

hnRNPK的高表达可能会促进细胞增殖。同时发现 80％ 

HBV阳性肝癌组织中hnRNPK表达高于其对应癌旁组织，而 

HBV感染阴性肝癌组织仅有 50％hnRNPK表达高于其对应 

癌旁组织，提示 hnRNPK表达与 HBV感染可能存在一定的 

相关性。是 HBV上调肝癌组织 hnRNPK表达，还是 hnRNPK 

对于 HBV促进肝癌发生具有协同作用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 hnRNPK研究意义和展望 

hnRNP家族与目前威胁人类生命的肿瘤疾病关系密切， 

多种肿瘤 的形成和发展都与该家族蛋 白有关。正如 

hnRNPA2／B1已被作为肺癌早期诊断的指标一样，寻找肿瘤 

标志物是解决 目前肿瘤研究中的诸多难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该蛋白家族将来可能作为相应肿瘤疾病的分子生物标记而 

被人们所应用，而 目前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 

有许多关键的问题期待着解决，对于hnRNPK的研究更是不 

够深入。除在以上几种肿瘤的研究之外，曾希等 在应用 



医学院学报2011年5月第36卷第5期 

血清蛋白质组分析筛选人胃癌相关抗原时，在胃癌患者自身 

血清及非癌人群血清反应的免疫印迹反应图谱中初步筛选 

13例 胃癌患者相关抗原，hnRNPK就是其中之一。之前国外 

在运用比较蛋白质组学寻找胃癌分子标志物的研究中，也发 

现 hnRNPK在 胃癌与正常 胃黏膜内存在差异表达 ]，但在 

胃癌中的具体研究还没开始。由此可见，包括hnRNPK在内 

的hnRNPs家族成员在各种肿瘤发生、发展与转移中的具体 

机制值得深入研究，从而为进一步筛选可应用于临床早期诊断、 

治疗、预后评估及疾病检测的人肿瘤分子标志物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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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述 ·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影像学发展，胆道系统疾病的 

定性、定位诊断有了长足的进步，影像学检查方法的多样性， 

使如何选择适宜的检查方法并加以合理应用成为新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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