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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938 年,Hermann Muller 通过 X 射线照射果蝇产生突变

体,发现了染色体末端的特殊结构并命名为端粒(telomere)。
端粒是真核细胞染色体的末端物质。 它作为一种保护性的

结构单位,在维持染色体稳定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类的

端粒由 TTAGGG 重复序列构成,长度大约 2 ~ 15 kb[1] 。 端粒

在染色体末端形成 T 环,不但可以防止染色体重排和末端融

合,而且可以保护编码 DNA 序列,防止 DNA 在复制中丢失,
起到了维持染色体稳定性的作用[2] 。 不同个体的端粒长度

各异,不完全复制机制使得细胞每分裂 1 次,端粒缩短 50 ~
100 bp。 端粒的这种调节机制限制了细胞的分裂次数,防止

细胞异常增殖和恶变。 而端粒酶的存在使细胞逃脱了端粒

的这种调节,最终发展成为永生细胞。 人的端粒酶由人端粒

酶逆转录酶(human 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hTERT)、
人端粒酶 RNA 和人端粒酶相关蛋白 3 个亚单位组成[3] 。 在

许多人类肿瘤中都可观察到 hTERT 表达水平上调与端粒酶

活性成正相关,同时这也被认为是肿瘤发生所必须的[4] 。 本

文就 hTERT 与临床肿瘤的相关性作一综述。

1摇 hTERT 基因

摇 摇 hTERT 基因位于人类 5 号染色体短臂上(5p15. 33),由
16 个外显子和 15 个内含子组成[5] ,包含 330 bp 的 hTERT 核

心启动子以及 37 bp 的外显子位于翻译起始位点(ATG)上

游[6] 。 hTERT 启动子富含 GC 序列,缺乏 TATA 和 CAAT 盒,
但包含许多转录因子的结合位点,这表明 hTERT 基因表达

的调控是在多细胞间不同因子不同层次的调控[7] 。 研究[8]

发现,hTERT 与相关转录因子结合后可以激活 c鄄Myc、Sp1、
HIF鄄1、AP2 等癌基因的表达,而许多抑癌基因如 p53、WT1 却

可以抑制 hTERT 的活性。 hTERT 基因主要表达于癌细胞

中,正常细胞不表达或仅有少量表达[9] 。 同时,hTERT 的过

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0] 。

2摇 hTERT 与肿瘤诊断

摇 摇 Kawai 等[11]通过检测 56 例肺非典型性腺瘤样增生患者

和 77 例细支气管肺泡癌患者组织样本中的 hTERT mRNA,
发现在肺癌早期阶段即存在端粒长度的缩短和端粒酶的活

化。 作为宫颈癌变的早期事件,宫颈上皮内瘤变(CIN)时就

可以检测出高水平的端粒酶活性,而在宫颈癌组织中端粒酶

的阳性率可在 90%以上。 可见端粒酶的表达水平或许可作

为一个监控 CIN 的标志,并为宫颈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一种新

方法[12] 。 同时又发现 CIN 中端粒酶的激活要晚于 hTERT
mRNA 的表达,于是引起了人们对 hTERT 基因的关注和研

究。 hTERT 是端粒酶激活的限速酶,其表达与端粒酶活性相

一致。 在所有的人类肺癌细胞株中 hTERT mRNA 均高表达。
用 RNAi 抑制 hTERT 表达后,肺癌细胞株增殖能力减弱并发

生凋亡[13] 。 由此可以推测 hTERT 在肺癌的发生中可能发挥

了重要作用。 有实验室[14]在检测 69 例确诊肺癌和 46 例非

癌患者胸腔积液的 hTERT 基因后发现,肺腺癌和非小细胞

肺癌患者的 hTERT 表达均显著高于肺组织良性病变的患

者。 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对 hTERT 扩增来检测胸腔

积液的良恶性,与传统的细胞学检查相比具有较高的灵敏性

(91. 3% vs 56. 5% )与准确性(92. 2% vs 73. 9% )。 这种方

法不但可以对早期肺癌作出及时诊断,还可以早期发现肺癌

的胸膜微转移。 hTERT 蛋白在卵巢癌上皮细胞中高表达并

与国际妇科联盟分期呈正相关,因此可以通过对 hTERT 和

CA19鄄9 的联合检测来判断病理组织学检查无法区分的恶性

卵巢交界性肿瘤[15 - 16] 。此外,Kammori等[17]

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
运用原位杂交

[5] 摇 章平. 老年病房实施人性化护理的举措[ J] . 中国临床保健杂

志,2008,11(4):436 - 437.
[6] 摇 赵箐,李小峰. 标识腕带佩戴执行欠佳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J] .

护理学杂志,2010,25(19):49 - 53.
[7] 摇 陆卫芬,汤雅琴,陆星尘. 床头标识在妇科病房安全管理中的

应用体会[J] . 护理与康复,2009,8(7):603 - 604.
[8] 摇 路文. 浅谈细节管理在护理工作中的作用[ J] . 临床护理杂志,

2008,7(2):75 - 76.

[9] 摇 彭晓燕,李敬满,高明月. 身份标识腕带在小儿外科手术病人

中的应用[J] . 护理研究,2010,24(1C):206.
[10] 摇 单亚维,杨爱玲,范丽霞,等. 腕带佩戴改进及握手核对在患

者腕带佩戴中的效果观察[ J] . 护理与健康,2014,13 (3):
249 - 251.

(本文编辑摇 刘梦楠)

114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5 年 3 月第 40 卷第 3 期



技术,检测 35 例结直肠癌患者手术切除标本,77. 1%的腺癌

细胞核中检测到了 hTERT 基因。 随着研究深入,相信更多

的 hTERT 检测技术将会应用到肿瘤的早期诊断中。

3摇 hTERT 与肿瘤治疗

摇 摇 Avci 等[18]通过检测 hTERT 基因的表达,发现槲皮素可

以通过抑制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

端粒酶的活性来抑制细胞恶性增殖和促进其凋亡。 有研

究[19]表明,将成功转染了带有 hTERT 的慢病毒载体的脐带

血树突状细胞(DC)与 HepG2 细胞共培养 24 h 后,发现带有

hTERT 基因 DC 细胞的抗原递呈作用和抑瘤作用比对照组

显著提高。 可见,这种转入 hTERT 基因的 DC 细胞疫苗将有

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肿瘤免疫治疗手段。 国内学者[20] 也在通

过 RNAi 技术使 hTERT 基因表达沉默后,发现鼻咽癌细胞的

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均显著降低。 对 hTERT 基因的检测

也可以用来评估肿瘤患者对放疗敏感性的强弱。 Shin 等[21]

通过 qRT鄄RCR 方法检测 SW620 结肠癌细胞在 5Gy 放射强

度的长程和短程放疗前后 hTERT 的表达,发现 hTERT 基因

表达上调可导致结肠癌抗辐射能力增强。 与正常的胰腺癌

BxPC鄄3 细胞株相比,吉西他滨对转染了 hTERT 基因的

BxPC鄄3 细胞株的细胞毒性增加了 2 倍[22] 。 而藏红花素可以

通过抑制 hTERT 的转录来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23] 。 hTERT
启动子表达 TRAIL 基因可以用来消除 TRAIL 基因可能的肝

毒性。 在腺病毒纤维蛋白的 HI 环中插入一个整合素结合的

精 -甘 -天冬肽(RGD)序列并表达来自人 hTERT 启动子的

TRAIL 基因(Ad / TRAIL鄄F / RGD),发现可以抑制在裸鼠肝脏

中培养的人胰肿瘤细胞的生长,并且在任何治疗组中都没有

明显的肝毒性[24] 。 虽然 hTERT 在肿瘤治疗的实验性研究

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需要对 hTERT 与肿瘤发生机制

深入研究,以开辟 hTERT 在肿瘤治疗中的新领域。

4摇 hTERT 与肿瘤预后

摇 摇 Mizuno 等[25] 通过免疫共沉淀的方法对肝细胞癌 24 种

差异性表达的蛋白质进行研究,发现一种异质性的细胞核核

糖核蛋白 A2 / B1 ( hnRNP A2 / B1)与 hTERT 基因的表达相

关。 用 miRNA 干扰 hnRNP A2 / B1 后,其端粒酶的活性被抑

制。 同时对 74 例肝癌标本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发现

hnRNP A2 / B1 蛋白的阳性率与肿瘤的分化和微血管侵犯程

度呈正相关。 之后对 74 例患者生存分析显示 hnRNP A2 / B1
的表达是影响肝癌预后的独立因素。 hTERT 基因的表达与

hnRNP A2 / B1 蛋白存在相关性,因此我们推想 hTERT 基因

可能可以作为一种潜在的评估肿瘤患者预后的标志物。 在

肝细胞癌患者外周血中 hTERT mRNA 高表达,提示其预后

较差。 Kang 等[26]通过对 118 例胃癌患者、40 例慢性萎缩性

胃炎患者及 58 例健康成人血浆中 CEA、CA19鄄9 和 hTERT 的

检测发现,在不同临床分期下,和 CEA、CA19鄄9 相比较,
hTERT mRNA 的表达与患者淋巴结转移风险更具有相关性

(P < 0. 01)。 随后通过 COX 回归分析得出 hTERT 是胃癌预

后的独立因素。 端粒酶活性的增加可能是恶性胃肠道间质

瘤的标志,循环中 hTERT mRNA 的水平可能与经典的预后

因素如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等具有相同的潜在判断预后作

用[26 - 27] 。 hTERT mRNA 的检测是一种较为经济实用的方

法,也适合向临床推广。 通过对血浆 hTERT mRNA 的水平

和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检测发现,hTERT 作为一个理想

的非侵入性分子诊断前列腺癌的肿瘤标志物,其评估预后的

准确度高于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灵敏度 85% vs
83% ,特异性 90% vs 47% ) [28] 。 hTERT 的表达水平也是影

响结直肠癌患者总生存期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hTERT 表

达水平的检测有助于提高对域期结直肠癌患者复发风险的

评估[29] 。

5摇 hTERT 与肿瘤耐药

摇 摇 Ling 等[30] 发现,在对顺铂耐药的三种不同耐药指数的

细胞株(耐药指数分别为 5. 14、8. 66 和 14. 25)中,hTERT 从

细胞核到线粒体发生易位的程度随耐药指数增加而增加。
随着化疗药物的作用,端粒的缩短程度和线粒体中 DNA 的

降解和耐药指数呈正相关。 在耐药细胞中线粒体内 hTERT
的易位起到对细胞的保护作用,而耐药的肿瘤细胞正是通过

这种机制来逃避药物的杀伤作用。 我国学者[31] 通过对 113
例非小细胞肺癌组织检测发现,hTERT 的表达与 MDR1、
MRP 的 mRNA 和 C鄄myc 蛋白表达有关。 hTERT鄄siRNA002
序列完全沉默了 Capan鄄2 细胞的 hTERT鄄mRNA 的表达后,对
COX鄄2、P鄄gp、Bcl鄄2 基因表达在 48 h 均有明显的抑制,但在

72 h 后均恢复到与对照组一致的水平,对 P鄄gp 的抑制最大,
而对 Bcl鄄2 的抑制最小[32] 。 因此,hTERT 的研究将会为部分

肿瘤耐药机制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突破口。
hTERT 作为端粒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直接参与了肿

瘤细胞的生长和调控,所以在近些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

研究。 hTERT 基因不仅可以作为多种肿瘤诊断的潜在标志

物,还对恶性肿瘤的病理分期和临床预后具有指导意义。 针

对 hTERT 基因的端粒酶抑制剂药物的开发,将会为恶性肿

瘤基因治疗提供新的方法。 同时通过增加 DC 细胞的抗原

递呈作用,hTERT 可作为疫苗用于肿瘤的免疫治疗。 虽然

hTERT 基因调控肿瘤发生发展的机制和途径还未完全明确,
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hTERT 一定可以在肿瘤的预防、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和提高预后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造
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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