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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癌组织中蛋白赖氨酸乙酰化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吴摇 维,刘会春,谈摇 燚,崔培元,鲁摇 正

[摘要]目的:探讨蛋白赖氨酸乙酰化在胆囊癌组织中的变化情况。 方法:采用 Western 免疫印迹法,分别检测 30 例胆囊癌组

织和 20 例慢性胆囊炎组织中蛋白赖氨酸乙酰化的变化。 结果:与慢性胆囊炎组织相比,胆囊癌组织中的蛋白赖氨酸乙酰化显

著增加(P < 0. 01),乙酰化的显著增加主要发生在相对分子质量为 10 000 ~ 36 000 的蛋白。 结论:利用赖氨酸乙酰化单克隆

抗体特异性能够检测到胆囊组织蛋白的赖氨酸乙酰化,且相对分子质量为 10 000 ~ 36 000 蛋白的赖氨酸乙酰化增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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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of protein lysine acetylation in carcinoma tissue
of the gallbladder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WU Wei,LIU Hui鄄chun,TAN Yi,CUI Pei鄄yuan,LU Zheng
(Department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 of protein lysine acetylation in carcinoma tissue of the gallbladder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Western blot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hange of protein lysine acetylation in tissues of the gallbladders
from 30 patients with carcinoma of the gallbladder and 20 patients with chronic cholecystitis.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of some bands in
western blot were analyzed. Results:The protein lysine acety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gallbladder cancer tissue,compared to
the chronic cholecystiti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protein lysine acetylation took place in
proteins with molecular weight (Mw) from 10 000 to 36 000. Conclusions:The protein lysine acetylation of gallbladder tissue could be
examined by the highly sensitive and specific antibody against lysine acetylation. the lysine acetylation was evidently increased in
gallbladder cancer protein,especially in a subset of proteins of Mw 10 000 to 3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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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胆囊癌是胆道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

率占消化道肿瘤的 5 ~ 6 位,且近年来其发病率有

逐年上升的趋势,己成为增长最快的几种肿瘤之一。
胆囊癌起病隐匿,早期诊断率较低,确诊时多已属中

晚期,失去了根治性手术的机会,故预后极差,中位

生存期仅 3 ~ 6 个月。 所以,寻找与胆囊癌相关的分

子标志物至关重要。 近年来,蛋白质修饰的研究成

为新的亮点和热点。 蛋白质的修饰包括磷酸化、乙
酰化、甲基化、糖基化、羟基化、泛素化等。 其中乙酰

化修饰不仅参与组蛋白以及转录调控相关蛋白调

控,而且参与包括信号通路调控、中心代谢调控等很

多细胞重要生理功能,并且与疾病发生相关[1 - 2],因
而受到广泛关注。 胆囊癌是否与蛋白乙酰化修饰有

关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本研究拟利用高敏感度、高

特异性蛋白乙酰化单克隆抗体检测胆囊癌组织蛋白

赖氨酸乙酰化的变化情况,以期发现与胆囊癌相关

的乙酰化蛋白,为深入了解胆囊癌发病机制提供新

的启发,亦为胆囊癌的临床诊治提供新的思路。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标本收集摇 收集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9 月

我科收治的 30 例行手术治疗的胆囊癌患者,术前均

没有接受其他非手术治疗。 男 8 例 ,女 22 例;年龄

37 ~ 80 岁。 其中 6 例行姑息性切除,24 例行胆囊癌

根治术 ,均经术中快速冰冻及术后病理确诊 。 慢

性胆囊炎标本 20 例收集于 2015 年 6 - 9 月,均为在

我科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胆囊结石患者,男 9 例,
女 11 例;年龄 26 ~ 77 岁,均无恶性肿瘤病史。 标本

离体后 10 min 内迅速置于液氮中冷冻,当日转移置

- 80 益超低温冰箱中保存。 所有的收集标本,均告

知患者及其家属并取得同意,本研究我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标本及各项临床数据的收集均符合赫尔辛

基宣言。
1. 2摇 主要试剂及仪器摇 试验所用蛋白抽提液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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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time 公司;电泳液、转膜液、蛋白杂交液配制所

需的无机盐购置于 Sigma 公司;蛋白杂交显色液

ECL 购自 GE 公司;X 光片及冲片机为 Kodak 公司

产品。 电泳槽、转膜仪为 BioRad 公司产品;扫描成

像系统为 GE 公司产品。 赖氨酸乙酰化单克隆抗体

由中国科学院生化细胞所提供。
1. 3摇 实验方法摇
1. 3. 1摇 组织蛋白的抽提摇 冰上将组织在匀浆缓冲

液中 ( 25 mmol / L NaH2PO4 pH 7. 2, 1. 5 mmol / L
EDTA,10% Glycerol,10 mmol / L Na2MO4,10 mmol / L
NaF, 2 滋mol / L Aprotinin, 5 滋mol / L Leupeptin,
2 mmol / L PMSF)剪碎,用高速搅拌器匀浆,而后于

13 000 g 离心 1 h,取上清。 然后用 Lowry 法测定蛋

白浓度,样品分装冻存于 - 20 益。
1. 3. 2摇 考马斯亮蓝染色摇 采用 12% SDS鄄PAGE 分

离蛋白样品,上样量为 30 滋g。 用考马斯亮蓝 R250
(1000 mL 含:2. 5 g 考马斯亮蓝 R250;450 mL 甲醇;
100 mL 冰醋酸和 450 mL 水)染色,室温 1 h 后用脱

色液(250 mL 甲醇和 80 mL 冰醋酸,然后补水至 1
000 mL)进行脱色,最后用扫描仪获取图像。
1. 3. 3 摇 Western 免疫印迹分析 摇 采用 12% SDS鄄
PAGE 分离蛋白样品,上样量为 30 滋g。 电泳结束

后,凝胶和预先进过甲醇浸润的 PVDF 膜 ( GE
Healthcare,Piscataway, NJ, USA) 在 转 膜 缓 冲 液

[39 mmol / L 甘 氨 酸, 48 mmol / L Tris, 0. 037%
(W / V) SDS,20% (V / V) 甲醇] 中浸泡 5 min;与
PVDF 膜同样大小的厚滤纸(Bio鄄Rad),在转移缓冲

液中浸润,将一张浸润的厚滤纸平堆在半干式转移

系统(Bio鄄Rad) 的转移板上,再依次铺上 PVDF 膜、
凝胶和一张厚滤纸,赶走气泡。 然后保持电压 20 V,
持续 1 h。 转膜结束后,封闭液 1 伊 NET (8. 7 g NaCl,
10 mL 0. 5 mol / L EDTA pH 8. 0,50 mL 1 mol / L Tris
pH 7. 5,0. 5 mL Triton X鄄100,至 1 L,加入 2. 5 g
明胶,65 益 水浴溶解明胶) 室温封闭过夜。 加入

1颐 10 000 稀释的蛋白赖氨酸乙酰化抗体,室温 1 h。
用含 0. 1% Tween鄄20 的 TBS 漂洗 3 次,每次10 min。
加入 1颐 10 000 稀释的、HRP 偶联的山羊抗鼠的二抗

(购自 Santa Cruz 公司),室温孵育 1 h。 用含 0. 1%
Tween鄄20 的 TBS 漂洗 3 次,每次 10 min。 最后用

ECL PLUS 显色液(GE Healthcare) 显色 5 min。 压

片冲洗。
1. 3. 4摇 灰度分析方法 摇 条带灰度数据使用 Multi
Gauge (Fujifilm,version 3. 0)软件进行分析。 以同

条带考马斯亮蓝灰度值为基准,各条带蛋白乙酰化

信号灰度值衡量乙酰化程度。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蛋白赖氨酸乙酰化抗体的特异性摇 利用蛋白

赖氨酸乙酰化单克隆抗体发现胆囊组织蛋白具有赖

氨酸乙酰化免疫反应信号(见图 1A)。 两个胆囊组

织总蛋白量相同且蛋白没有降解(见图 1B),并且只

加第二抗体时没有杂交信号(见图 1C)。
2. 2摇 胆囊癌和慢性胆囊炎组织总蛋白抽提检测摇
将临床收集的胆囊癌组织和慢性胆囊炎组织的进行

抽提,获得蛋白溶液,检测结果表明带型清晰,且慢

性胆囊炎组织和胆囊癌组织的蛋白带型没有明显的

差异;亦没有出现蛋白降解情况。 代表性电泳考马

斯染色见图 2。
2. 3摇 胆囊癌和慢性胆囊炎组织中蛋白赖氨酸乙酰

化的变化摇 与慢性胆囊炎组织相比,胆囊癌组织中

的蛋白赖氨酸乙酰化显著增加(P < 0. 01),乙酰

化的显著增加主要发生在相对分子质量为 10 000 ~
36 000 的蛋白(见图 3、表 1)。

表 1摇 慢性胆囊炎组织与胆囊癌组织阳性率比较(n)

分组 n
相对分子质量

10 000 ~ 17 000摇 > 17 000 ~ 28 000摇 > 28 000 ~ 36 000

慢性胆囊炎组织 20 0 2 5

胆囊癌组织 30 24 30 30

合计 50 24 32 35

字2 — 40. 00 52. 50 42. 88

P — <0. 01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由于胆囊癌具有恶性程度高、对放疗、化疗不敏

感等生物学特征,目前治疗主要依靠手术,总体预后

极差。 明确胆囊癌的分子分型、寻找早期高敏靶标,
对有效预防和治疗胆囊癌极为重要。 最近中国科学

家在国际上首次系统揭示了胆囊癌相关的体细胞突

变图谱和关键的肿瘤驱动基因和信号通路[3 - 4],加
深了对胆囊癌发生发展机制的了解。 目前大多数研

究是检测癌变病例与正常者之间差异表达的蛋白来

寻找与癌变相关的蛋白质标志物[5]。 近年来,蛋白

质修饰研究成为新的亮点和热点,其中蛋白乙酰化

修饰被发现不仅参与组蛋白以及转录调控相关蛋白

调控,而且参与包括信号通路调控、中心代谢调

控、蛋白质合成与稳定性调控等很多细胞重要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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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并且与疾病发生相关[1]。 在人体所有疾病

中,80%与代谢失调相关,这意味着非组蛋白乙酰化

为今后癌症等代谢类疾病的发生机制及药物研制开

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本研究运用蛋白赖氨酸乙酰

化单克隆抗体联合蛋白质组学检测的方法,发现了

胆囊癌组织蛋白发生了大量的赖氨酸乙酰化,而慢

性胆囊炎组织蛋白赖氨酸乙酰化较少,尤其是相对

分子质量为 10 000 ~ 36 000 蛋白差异尤其明显,且
有相对分子量越小差异越大的趋势。 因此,我们认

为赖氨酸乙酰化在胆囊癌病变转移过程中具有重要

作用,有望作为提示预后的指标之一,并为胆囊癌早

期诊断提供潜在的标志物及肿瘤诊治的新分子

靶点。
蛋白质赖氨酸乙酰化修饰是一种可逆的、在真

核细胞和原核细胞中都能发生的翻译后修饰[6]。
组蛋白乙酰化转移酶除了可以修饰组蛋白外,其催

化底物还包括很多非组蛋白。 我国学者[1] 已发现

在胞质内有 1 000 多种蛋白被乙酰化,而且大多非

组蛋白乙酰化参与代谢过程。 这些非组蛋白包括大

量的转录因子,核转运受体,参与细胞代谢过程的酶

类等,通过乙酰化和去乙酰化修饰调节其蛋白活性

的变化,参与相关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包括蛋白质 -
蛋白质相互作用、基因转录[7]、蛋白质稳定性、细胞

的迁移和分化[8]、DNA 复制和修复、核运输和神经

抑制等[9 - 10],本研究发现一系列特别是相对分子质

量为 10 000 ~ 36 000 之间的蛋白赖氨酸乙酰化,进
一步探索寻找这些与胆囊癌发生发展有关的蛋白的

赖氨酸乙酰化位点将不仅有助于了解胆囊癌发病的

分子机制,而且为胆囊癌的临床诊治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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