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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 RNA鄄100 在胃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王利平,王启之,邓摇 敏,燕善军,汪强武,李大鹏,汪建超

[摘要]目的:探讨微小 RNA鄄100(microRNA鄄100,miRNA鄄100)在胃癌患者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方

法:提取 50 例胃癌及其癌旁非肿瘤组织标本的总 RNA,采用 TaqMan 探针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 miRNA鄄100 的表达量;
并分析其与肿瘤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等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 结果:胃癌及配对癌旁非肿瘤组织中 miRNA鄄100 的相对表

达量分别为 1. 31 依 0. 69和 0. 74 依 0. 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胃癌组织中 miRNA鄄100 的表达在年龄、性别、肿块大

小、肿块位置、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以及 TNM 分期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miRNA鄄100 在胃癌中的异常表

达可能与胃癌的发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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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ression of microRNA鄄100 in gastric cancer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WANG Li鄄ping,WANG Qi鄄zhi,DENG Min,YAN Shan鄄jun,WANG Qiang鄄wu,LI Da鄄peng,WANG Jian鄄chao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microRNA鄄100 ( miRNA鄄100 ) in gastric cancer and its relation with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Methods:The total RNA in 50 gastric cancer tissue specimens and non鄄tumor adjacent tissue specimens were
extracted,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NA鄄100 were detected by TaqMan real鄄time quantitative PCR assay. The correlations of miRNA鄄
100 expression and differentiation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were analyzed. Results: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NA鄄
100 in gastric carcinoma tissue and normal gastric tissue were 1. 31 依 0. 69 and 0. 74 依 0. 36,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miRNA鄄100 expressions in age,gender, tumor location, tumor size,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NM staging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Conclusions: The abnormal
expression of miRNA鄄100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gastric cancer.
[Key words] stomach neoplasm;microRNA鄄100

摇 摇 胃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

率均较高,治疗效果不理想。 在分子水平上探讨胃

癌的发病机制有助于提供胃癌的早期发现和治疗的

新途径,也有助于探寻胃癌的预后因素,从而改善胃

癌的治疗效果。 微小 RNA(microRNA,miRNA)是新

近发现的长约 19 ~ 25 核苷酸的内源性非编码小分

子 RNA,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中。 成熟的 miRNA
与 RNA 诱导沉默复合体相结合,最后通过碱基互补

配对结合 mRNA 的 3忆UTR(非编码区)而发挥作用,
如果碱基能够完全互补配对,则降解靶 mRNA;如果

碱基不能完全互补配对,则抑制靶 mRNA 的降解或

翻译[1],在细胞的增殖、分化和凋亡等生物反应过

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有研究[2] 报道胃癌

组织中存在 miRNA 异常表达,且 miRNA 发挥癌基

因或抑癌基因的作用,就是其中一种表达上调的

miRNA,但对胃癌组织中 miRNA鄄100 的表达与临床

病理参数的关系尚不清楚。 本研究应用实时荧光定

量 PCR(qRT鄄PCR)方法检测 50 例胃癌组织及其癌

旁非肿瘤组织中 miRNA鄄100 的表达情况,并探讨其

与肿瘤临床病理特点的相关性,为胃癌的诊断和治

疗提供新思路。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4 月

于我院胃镜室进行病理活检确诊为胃癌的患者,胃
镜下取肉眼可见胃癌组织及癌旁非肿瘤组织(距离

肿瘤边缘 > 5 cm)各 2 份,1 份立即放置于 RNA 保

存液中,后送至 - 80 益 冰箱冷冻保存,用于后续

RNA 分析;另 1 份样本保存于甲醛溶液中,固定后

石蜡包埋,用于病理分析。 其中,男 39 例,女 11 例;
年龄 36 ~ 75 岁;50 例患者均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

再次证实为胃腺癌;术前患者未放、化疗。 本研究获

得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征得患者及家属的知情

同意。

73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5 年 1 月第 40 卷第 1 期



1. 2摇 病理分类摇 肿瘤位置:胃底 12 例,胃体 29 例,
胃窦 9 例;肿瘤标本直径逸5 cm 33 例, < 5 cm 17
例;肿瘤分化程度:中高分化 22 例,低分化 28 例;肿
瘤浸润深度:黏膜及黏膜下层 13 例,肌层及浆膜层

37 例;淋巴结转移情况:N0 ~ N1 25 例,N2 ~ N3 25
例;TNM 分期:玉期 7 例,域期 9 例,芋期 24 例,郁
期10 例。
1. 3摇 主要试剂摇 RNA 抽提试剂盒、反转录试剂盒、
qRT鄄PCR 反应试剂盒均购自 ABI 公司(美国)。
1. 4摇 实验方法摇
1. 4. 1 摇 总 miRNA 的提取摇 根据 miRNA 抽提试剂

盒对 50 例胃癌及癌旁非肿瘤组织进行总 miRNA 抽

提(具体方法根据试剂盒说明书),用紫外分光光度

计检测总 RNA 的浓度和纯度, 所有标本 RNA
A260 / A280 均为 1. 8 ~ 2. 0,表明总 miRNA 纯度好,
并用琼脂糖电泳检测总 miRNA 的完整性。
1. 4. 2 摇 总 miRNA 的反转录 摇 在 EP 管中配制表

1 中混合液体系(7. 5 滋l):miRNA 样品稀释至约

100 ng / 滋l,将上述反应液放置于 PCR 仪中,反转录

反应程序 16 益 30 min,42 益 30 min,85 益 5 min。
程序结束即 miRNA 的反转录完成(见表 1)。

表 1摇 总 miRNA 的反转录

组分 体积 / 滋l

100 mmol 脱氧核糖核苷酸 0. 075

反转录酶 0. 500

10 伊 反转录反应缓冲液 0. 750

RNA 酶抑制剂 0. 094

5 伊 Taqman miRNA 引物 1. 500

水 + 模板 4. 581

总量 7. 500

1. 4. 3摇 qRT鄄PCR摇 根据 TaqMan 探针 miRNA 检测

试剂盒说明在 qRT鄄PCR 仪上行 qRT鄄PCR。 扩增反

应体系见表 2。

表 2摇 PCR 扩增反应体系

组分 体积 / 滋l

Taqman[@ ] 2 伊 普通 PCR 反应混合液 5. 0

无核酸酶水 4. 0

20 伊 Taqman miRNA 探针 0. 5

反转录产物 0. 5

总量 10. 0

摇 摇 先将 Taqman[@ ]2 伊普通 PCR 反应混合液,无
核酸酶水,20 伊 Taqman miRNA 探针加入 PCR 板中,
每孔 9. 5 滋l,最后分别加入 0. 5 滋l 反转录产物(每
个反转录产物重复加 3 次),加完样品后 2 000
r / min,离心 10 min,进行下一步扩增反应;qRT鄄PCR
程序 95 益 10 min,95 益 5 s,60 益 1 min,设置 40 个

循环。 扩增反应在 qRT鄄PCR 仪上进行扩增,行扩增

反应的每个样本均做复管,重复 3 次,取平均值。 以

U6 作为内参,依据所得 Ct 值,采用相对定量法

2鄄驻驻ct分别计算被检测的 miRNA鄄100 的表达量。
吟吟Ct = ( CtmiRNA鄄100 - CtU6RNA) 癌组织 - (CtmiRNA鄄100

- CtU6RNA) 癌旁组织。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方差分析和 t(或 t忆)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qRT鄄PCR 结果 摇 miRNA鄄100 及 U6 的扩增曲

线均呈 S 型(见图 1)。 qRT鄄PCR 产物电泳可见约

80 bp 的单一条带,无杂带(见图 2)。

2. 2摇 胃癌组织与癌旁非肿瘤组织中 miRNA鄄100 的

表达比较 摇 在胃癌患者组织中均有 miRNA鄄100 表

达,胃癌组织中 miRNA鄄100 的相对表达量均明显高

于癌旁非肿瘤组织(P < 0. 01)(见表 3)。

2. 3摇 临床病理参数与胃癌组织中 miRNA鄄100 的表

达关系摇 miRNA鄄100 的表达水平在患者的年龄、性
别、肿瘤直径、肿瘤位置、肿瘤分化程度、肿瘤浸润深

度及有无淋巴结转移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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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5)(见表 4)。

摇 表 3摇 胃癌组织与癌旁非肿瘤组织中 miRNA鄄100 的表达

比较(n = 50;x 依 s)

分组
miRNA鄄100
相对表达量

d 依 sd t P

癌组织

癌旁非肿瘤组织

1. 31 依 0. 69
0. 74 依 0. 36

0. 57 依 0. 89 4. 53 < 0. 01

表 4摇 临床病理参数与胃癌组织中 miRNA鄄100的表达关系(x 依 s)

临床病理参数 n
miRNA鄄100
相对表达量

F P MS组内

年龄

摇 < 65 岁

摇 逸65 岁

30
20

1. 25 依 0. 50
1. 45 依 0. 90

0. 91* > 0. 05 -

性别

摇 男

摇 女

39
11

1. 28 依 0. 72
1. 38 依 0. 61

0. 42吟 > 0. 05 -

位置

摇 胃底 12 1. 36 依 0. 20
摇 胃体 29 1. 27 依 0. 13 2. 35 > 0. 05 0. 028
摇 胃窦 9 1. 39 依 0. 23
肿瘤直径

摇 < 5 cm
摇 逸5 cm

17
33

1. 32 依 0. 56
1. 35 依 0. 78

0. 14吟 > 0. 05 -

分化程度

摇 中高分化

摇 低分化

22
28

1. 19 依 0. 45
1. 40 依 0. 83

1. 14* > 0. 05 -

浸润深度

摇 T1、T2

摇 T3、T4

13
37

1. 33 依 0. 58
1. 35 依 0. 73

0. 09吟 > 0. 05 -

淋巴结转移
摇 N0、N1

摇 N2、N3

25
25

1. 42 依 0. 73
1. 20 依 0. 65

1. 13吟 > 0. 05 -

TNM 分期

摇 玉 7 1. 32 依 0. 27
摇 域
摇 芋

9
24

1. 28 依 0. 24
1. 32 依 0. 15

0. 42 > 0. 05 0. 041

摇 郁 10 1. 24 依 0. 23

摇 摇 吟示 t 值;*示 t忆值

3摇 讨论

摇 摇 Mourelatos 等[3] 通过基因测序首先发现成熟

miRNA鄄100 在人类的基因序列为“AAC CCG UAG
AUC CGA ACU UGU G冶22 个碱基,并定位于 11 号

染色体。 miRNA鄄100 在多种肿瘤中表达异常。 Li
等[4]实验指出,miRNA鄄100 高表达可使口腔黏膜鳞

状细胞癌生长减缓并使其凋亡明显增加,同时促进

一些调控基因表达。 有文献[5] 报道,miRNA鄄100 在

卵巢癌中常表现为低表达,人为干预使其表达上调

可能成为卵巢癌诊治的一个新思路。 而 Leite 等[6]

报道 miRNA鄄100 过表达可促进前列腺癌的转移。
研究[7]发现,应用 qRT鄄PCR 方法对 67 对膀胱癌组

织和 10 种膀胱癌的细胞株中 miRNA 的表达进行检

测,发现 miRNA鄄100 在癌组织中表达下调。 恢复

miRNA鄄100 在膀胱癌细胞中的表达,能够抑制细胞

增殖和迁移能力。 另有研究[8] 证实,miRNA鄄100 的

高表达与前列腺癌的复发有关,指出 miRNA鄄100 可

能作为评价前列腺癌预后的一个指标。 Wang 等[9]

研究表明,在肺癌伴有恶性胸腔积液的患者中,
miRNA鄄100 可以作为预测肺癌患者总生存率的一个

标志。 以上研究均提示 miRNA鄄100 在肿瘤的发生

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Ueda 等[10] 研究证

实,miRNA鄄100 在胃癌组织中高表达,并且与胃癌的

预后有关。 但 miRNA鄄100 表达与胃癌诸多临床病

理特征的关系少有研究。
为分析 miRNA鄄100 与胃癌患者诸多临床病理

特征的关系,本研究以 U6 作为内参,应用 qRT鄄PCR
技术检测 50 例胃癌组织和对应癌旁非肿瘤组织中

miRNA鄄100 的表达,并分析其与诸多临床病理参数

的相关性,结果显示:miRNA鄄100 在胃癌患者中均表

达,在胃癌及癌旁非肿瘤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分别

为 1. 31 依 0. 69 和 0. 74 依 0. 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本研究所得数据经 ROC 曲线分析发

现,曲线下面积为 0. 814,miRNA鄄100 最佳临界值为

0. 975,诊断胃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4% 和

72% 。 miRNA鄄100 在胃癌组织中高表达,与 Ueda
等[10]研究结果一致,提示 miRNA鄄100 可能参与胃

癌的发病机制。 但亦有研究[11]提示,miRNA鄄100 在

胃癌组织和细胞株中低表达,并且能够抑制胃癌细

胞的迁移、侵袭。 本研究也发现,miRNA鄄100 的表达

水平在不同的肿瘤直径、分化程度、浸润深度及有无

淋巴结转移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其机制尚未清楚,推测可能与 miRNA鄄100
的组织特异性或者样本含量偏小有关,需要扩大样

本量(包括血清样本)进行验证,也需要对本组患者

进行临床追踪随访以观察 miRNA鄄100 与胃癌预后

的关系。
本研究组织样本数较少,胃癌病理类型仅为胃

腺癌,所以 miRNA鄄100 表达异常与临床病理的关系

有所偏差。 如果能增加实验胃癌组织样本数,纳入

胃印戒细胞癌、 黏液癌等病理类型, 这对评价

miRNA鄄100 在胃癌中的表达异常与胃癌临床病理特

(下转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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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预后情况。 但如若缺乏早期血乳酸的连续监

测,便无法了解治疗后患者的病情变化,无法准确评

估患者的预后及指导治疗。 血乳酸清除率则反映了

经治疗后各器官状态和功能的纠正情况,因此,在危

重症患者的评价和治疗过程中根据初始血乳酸、乳
酸清除率结合 APACHE域评分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更加准确地判断预后及指导有效治疗,具有更好的

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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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关系更加全面,更具有说服力。 另外,由于幽门

螺旋杆菌是胃癌重要的致病因素,如果能在足够多

的样本分析基础上,增加伴有或不伴有幽门螺杆菌

感染这一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胃癌的

发生、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miRNA鄄100 对于肿瘤的发生发挥着

重要作用,而与肿瘤的发展及浸润的相关性尚需进

一步研究。 由于 miRNA鄄100 基因多态性,miRNA鄄
100 在胃癌中的作用机制仍不明确,能否成为治疗

靶点仍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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