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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2 基因表达与乳腺癌恶性程度及雌激素受体表达的关系

张晓静,刘先富,陈延松,郭摇 伟

[摘要]目的:探究 DNA2 基因表达水平与乳腺癌恶性程度及雌激素受体表达的关系。 方法:提取 132 例乳腺癌病人肿瘤组织

和癌旁组织中 DNA2 的 mRNA,通过实时定量 PCR 检测 DNA2 表达水平的变化。 通过统计病人 ER 是否阳性,以及乳腺癌细

胞恶性程度等信息,结合 DNA2 表达量差异,分析 ER 对 DNA2 表达的调控关系以及这种调控与肿瘤恶性程度的关系。 并通

过培养 ER 阳性和阴性的细胞来检测 DNA2 蛋白表达量,以及分析细胞存活来验证相关性分析结果。 结果:DNA2 高表达与恶

性程度高度正相关。 ER 阳性与 DNA2 高表达正相关,ER 阳性可以上调 DNA2 表达量。 ER 阳性与肿瘤高恶性程度不相关,而
ER 阳性能通过上调 DNA2 表达量显著增加 MCF7 细胞对喜树碱的耐药性。 结论:DNA2 调控对肿瘤恶性转移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ER 阳性上调 DNA2 表达量增加肿瘤细胞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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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ression of DNA2 gene in estrogen receptor of breast cancer
ZHANG Xiao鄄jing,LIU Xian鄄fu,CHEN Yan鄄song,GUO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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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ole of DAN2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maliganant degree and positive estrogen receptor
(ER). Methods:The DNA2 mRNA in carcinoma tissue and para鄄carcinoma tissue of 132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ere extracted,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DNA2 mRNA was detected using real鄄time quantitative PC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R,and DNA2 expression
and degree of malignancy were analyzed. The expressions of DNA2 protein in ER positive and ER negative cells were detected,which
was used to verify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NA2 and ER. Results: The positive ER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DNA2
expression,and the positive ER could up鄄regulate the DNA2 expression. The positive ER was not correlation with tumor malignance,and
the positive ER upregulated the DNA2 expression to increase the MCF7 cells resistance to CPT. Conclusions:The regulation of the
DNA2 expressio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metastasis of malignant tumor,and the positive ER up鄄regulates the DNA2 expression to
increase the drug resistance of tumor cells.
[Key words] breast neoplasms;estrogen receptor;DNA2 gene;quantitive real time PCR;gene expression

摇 摇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近年来,随
着内分泌代谢疾病增加,其发病率逐步上升。 乳腺

癌病因多种多样,分子机制复杂,主要包括雌激素依

赖型和非雌激素依赖型[1],其中,雌激素依赖型乳

腺癌占 80%左右[2]。 在乳腺癌病人中,75%的雌激

素依赖型病人通过手术或者手术联合辅助放化疗都

有良好的预后,但是局部复发率可以达到 25% [3]。
复发后耐药性的产生使得预后并不理想,因此研究

其发生机制并针对机制开发有效的靶向肿瘤药物具

有重要意义。 研究[4]显示 DNA2 基因和乳腺癌的发

生及预后有着密切关系。 DNA2 作为一个核酸内

切 /外切酶和解旋酶在 DNA 复制和修复中起到重要

作用,从而稳定基因组[5 - 8]。 另有研究[4] 表明,
DNA2 在乳腺癌和卵巢癌等雌激素受体(ER)阳性

细胞中高表达,肿瘤恶性程度和转移能力随着

DNA2 表达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并且 DNA2 表达水

平受到雌激素 茁鄄Estrodial ( E2 ) 诱导上调, 说明

DNA2 可能受到 ER 通路调控。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

推测 ER 阳性可能促进 DNA2 表达,从而增加肿瘤

恶性程度。 对 DNA2 的研究可为逆转乳腺癌治疗中

的耐药提供新的思路。 因此,我们收集了乳腺癌病

人的肿瘤组织及癌旁组织,通过实时定量 PCR 来检

测 DNA2 的表达量,并通过统计来分析 ER、DNA2、
肿瘤恶性程度之间的相关性。 现作报道。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实验材料摇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
集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 132 例乳腺癌病

人切除的组织,包括癌变组织样本及相应癌旁组织

样本,组织样本立刻保存于液氮中,用于提取 RNA。
其中 Luminal A 型(ER、PgR 阳性,HER2 阴性)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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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Luminal B 型 42 例(ER,PgR 阳性,HER2 阳性或

阴性),HER2 阳性 ( ER,PgR 阴性) 33 例,三阴性

(ER、PgR、HER2 均阴性)25 例。 所有乳腺癌组织

均记录 ER 表达以及肿瘤恶化程度、是否转移等信

息。 所有的样品取得均得到病人及其家属和研究各

方的同意,并对病人个人信息保密,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 实验用 Trizol 试剂采购于 Invitrogen 公司,逆转

录试剂盒与 RT鄄PCR 试剂盒采购于大连宝生物

(Takara)公司。
1. 2摇 细胞系摇 MCF7 细胞系购自中科院细胞库,货
号 TCHu74, 采 用 DMEM 培 养 基 ( GIBCO, 货 号

41500034),10%胎牛血清,在 5% CO2 培养箱 37 益
培养。 MDA鄄MB鄄231 细胞系购自中科院细胞库,货
号 TCHu227, 采 用 L鄄15 培 养 基 ( GIBCO, 货 号

41300039),胎牛血清 10% ,在 5%CO2 培养箱 37 益
培养。
1. 3 摇 Western blotting 实验所用抗体 摇 GAPDH 是

Abcam 公 司 ab9482, DNA2 抗 体 是 Abcam 公 司

Ab96488。 茁鄄estradiol 购自 Sigma,货号为 E8875。 细

胞处理结束后胰酶消化,收集细胞采用 RIPA 裂解

液裂解后加入 SDS loading buffer,然后通过 Western
blotting 检测相关蛋白表达量。
1. 4 摇 RNA 提取及逆转录 摇 将组织样本置于研钵

中,加入液氮, 研磨破碎成粉末状。 然后按照

Invitrogen 公司 Trizol 试剂说明书操作进行总 RNA
提取,测定得到总 RNA 的浓度,取 1 滋g 总 RNA 用

Takara 逆转录试剂盒进行逆转录为 cDNA。
1. 5摇 实时定量 PCR 反应体系摇 SYBR premix Ex taq
域(2*) 12. 5 滋L,PCR Forward Primer(10 滋mol / L)
1 滋L,PCR Reverse Primer(10 滋mol / L) 1 滋L,逆转录

得到的 cDNA 2 滋L,ddH2O 8. 5 滋L。 DNA2 引物:正
向 5忆鄄CAG CAT CTG AAG CAA ACA CA鄄3忆,反向 5忆鄄
CTC TTC TCC ATT TCC GAA GC鄄3忆,扩增条件:预变

性 94 益 3 min,变性 98 益 10 s,退火 55 益 15 s,延
伸 72 益 10 s,循环 40 次。 PCR 反应完成后,分别得

到癌及癌旁组织的 GAPDH 对照和 DNA2 的扩增

曲线。
1. 6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 摇 基因扩增 摇 基因扩增产物溶解曲线发现

DNA2 的 PCR 产物呈现较为锐利的单一峰,证明扩

增产物单一。

2. 2摇 癌组织及恶性程度与 DNA2 表达摇 癌组织中

DNA2 表达量显著高于癌旁组织(P < 0. 01),且在癌

组中,恶性程度高者 DNA2 表达量显著高于恶性程

度低者(P < 0. 05)。

摇 表 1摇 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以及不同恶性程度癌组织中

DNA2 表达比较(x 依 s)

分组 n DNA2 表达量驻 t P

组织类型

摇 癌组织

摇 癌旁组织

132
132

1. 22 依 0. 02
1. 21 依 0. 02

4. 06 < 0. 01

癌组织恶性程度

摇 高

摇 低

摇 61
摇 71

1. 22 依 0. 02
1. 20 依 0. 02

5. 73 < 0. 05

摇 摇 驻DNA2 表达量表示为 驻Ct鄄DNA2 / 驻Ct鄄GAPDH

2. 3摇 ER 阳性组和 ER 阴性组间 DNA2 表达比较摇
结果显示,DNA2 表达量增加与 ER 阳性相关(P <
0. 05)。

表 2摇 ER 阳性组和 ER 阴性组间 DNA2 表达比较(x 依 s)

分组 n DNA2 表达量 t P

ER 阳性

ER 阴性

74
58

1. 22 依 0. 03
1. 21 依 0. 02

2. 19 < 0. 05

2. 4摇 雌激素诱导 DNA2 表达状况摇 本研究拟通过

细胞实验验证 ER 对 DNA2 的调控作用,分别用

10 mmol / L 茁鄄estradiol 处理 ER 阳性的 MCF7 细胞和

ER 阴性的 MDA鄄MB鄄231 细胞 8 h,然后取全细胞裂

解液通过 Western blotting 实验检测 DNA2 蛋白表达

量。 结果显示,DNA2 在 ER 阳性的 MCF7 细胞中受

到 茁鄄estodiol 处理之后表达量显著增加,而在 ER 阴

性的 MDA鄄MB鄄231 细胞中表达量变化不明显(见图

1)。 实验证明,雌激素可以通过 ER 诱导 DNA2 的

高表达。

2. 5摇 ER 阳性与肿瘤恶性程度的相关性摇 肿瘤恶性

程度高组中 ER 阴性所占比例高于恶性程度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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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 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另外,
本研究用 6 孔板培养 MCF7 和 MDA鄄MB鄄231 细胞,
10 滋mol / L 茁鄄estradiol 处理,同时加入 0 ~ 10 滋mol / L
浓度的喜树碱(CPT)处理细胞 24 h,然后对活细胞

计数 (见图 2),结果 茁鄄estradiol 处理的 ER 阳性

MCF7 细胞相比 ER 阴性 MDA鄄MB鄄231 细胞耐药性

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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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肿瘤不同恶性程度和 ER 的关系[n;百分率(% )]

分组 n ER 阳性 ER 阴性 字2 P

恶性程度高 61 30(49. 2) 31(50. 8)

恶性程度低 71 44(62. 0) 27(38. 0) 2. 18 > 0. 05

合计 132摇 74(56. 06) 摇 58(43. 94) 摇

3摇 讨论

摇 摇 本文主要研究了 DNA2 基因的表达量变化与肿

瘤恶性程度和雌激素表达受体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

示恶性程度高的乳腺癌细胞中 DNA2 高表达占

39. 3% ,而恶性程度低的癌细胞中 DNA2 高表达占

15. 5% 。 DNA2 在恶性程度高的乳腺癌细胞中表达

上调显著,由于 DNA2 是一个 DNA 修复和复制相关

基因,在传统肿瘤药物诱导的 DNA 损伤修复中以及

DNA 复制叉重启有重要作用。 我们推测 DNA2 高

表达有助于提高细胞对 DNA 损伤的修复效率,以及

克服肿瘤细胞高复制压力,从而增加肿瘤细胞的增

殖能力和迁徙能力。 高 DNA2 表达和高恶性程度两

者在肿瘤细胞中互相促进。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在 ER 阳性病人中,37. 8%

病人的 DNA2 表达量增加约 50% 。 而在 ER 阴性病

人中 DNA2 表达量增加的样本只有 12% 。 说明 ER
阳性可能与 DNA2 高表达相关,我们通过对两者的

相关性分析发现 ER 阳性的确与 DNA2 高表达正相

关。 随后我们使用雌乙二醇培养 ER 阳性的 MCF7
细胞和 ER 阴性的 MDA鄄MB鄄231 细胞,发现雌乙二

醇通过作用 ER 受体上调了 MCF7 细胞中 DNA2 的

表达量,而在 MDA鄄MB鄄231 细胞中 DNA2 没有上调。
实验结果进一步证明 DNA2 是受到 ER 信号通路调

控,与我们对临床 132 例病人 DNA2 和 ER 相关性

检验吻合。 由于两种细胞都为临床恶性肿瘤细胞衍

生的细胞系,在高速增殖过程中需要上调 DNA 复制

和修复系统,而 DNA2 的过表达有助于肿瘤细胞克

服复制压从而增加肿瘤细胞的侵袭性。 DNA2 上调

具体通过 ER 下游哪条信号转导通路激活转录的具

体细节并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通过以上发现,我们推测 ER 阳性可以上调

DNA2 表达量,从而可能使肿瘤细胞恶性程度增加,
侵袭性增强。 所以我们分析了 132 例样本中恶性程

度和 ER 的相关性。 在 132 例样本中,ER 阳性和阴

性分别为 74 例和 58 例,恶性程度高低分别为 61 例

和 71 例。 结果显示两者无相关性(P > 0. 05)。 这

和我们最开始的推测不符。 原因可能是不同病例样

本肿瘤细胞内除 DNA2 之外基因突变背景不一样,
不同基因缺陷导致的肿瘤细胞采用不同的通路调控

DNA 复制和修复,从而反映出了不同的恶性程度,
与 ER 阳性调控 DNA2 上调的通路是充分不必要的

关系。 进一步的细胞实验中,我们用 CPT 和雌乙二

醇同时处理 MCF7 / MDA 细胞,我们预期在 MCF7 中

由于雌激素上调 DNA2 的表达可以增加细胞的耐药

性。 实验结果显示,MCF7 经过雌激素诱导显著增

加了耐药性。 原因可能是高表达的 DNA2 上调了核

酸酶 /解旋酶对细胞的增殖和 DNA 损伤修复,克服

了复制压和 CPT 造成的 DNA 损伤,增加了耐药性。
正常乳腺细胞在雌激素刺激下容易产生 DNA

损伤与癌症形成有关,所以雌激素与 ER 结合在乳

腺癌发生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化疗过程

中,乳腺癌细胞上调修复通路从而高效修复化疗药

物所造成的 DNA 损伤与耐药性形成有关。 针对以

上发现,我们提出 DNA2 作为一个 DNA 修复基因,
可以作为潜在的乳腺癌靶向治疗的靶点,所以,通过

研究错综复杂的 DNA 损伤修复通路,来探索雌激素

与乳腺癌发生的可能潜在机制,找出影响乳腺癌化

疗敏感性的因素,对指导乳腺癌的治疗有着重要意

义。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国内外鲜见相关文献

报道,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故本课题着眼于此,在前

期工作的基础上,希望能对乳腺癌的发生及耐药机

制有进一步研究。 为临床进一步了解铂类耐药机制

(下转第 14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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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 DM 病人心脑血管并发症

发生的基础,ET鄄1 为一种强缩血管因子,而 NO 具

有强力的扩张血管作用,二者是血管内皮功能密切

相关的生物活性物质,在体内保持动态平衡,共同维

护血管张力[13 - 14]。 研究[15]显示,DM 病人体内长期

存在氧化应激反应、糖脂代谢紊乱等因素,可引起

ET鄄1 过量表达与释放及 NO 浓度下调,导致 NO /
ET鄄1 比例动态失衡,最终引起血管内皮功能不全,
从而促进血小板活化和聚集,导致组织缺血缺氧。
彩色多普勒检测血管内皮功能是目前公认的早期血

管内皮功能失调的无创性检查技术,舌下含服硝酸

甘油提供外源性 NO 促进血管舒张评价 NMD,通过

反应性充血刺激血管内皮细胞产生 NO 增多,导致

血管舒张程度来评价血流介导的 FMD,二者是对血

管舒张功能进行评价的敏感指标[9,16]。 本研究显示

观察组治疗后 ET鄄1 低于对照组,NO、NMD、FMD 高

于对照组,提示银丹心脑通软胶囊可有效调节

T2DM 合并冠心病病人 ET鄄1、NO 水平,从而达到保

护血管内皮功能的作用。
综上所述,银丹心脑通软胶囊治疗 T2DM 合并

冠心病,可有效改善病人机体血液流变学,缓解氧化

应激状态,保护血管内皮功能,有效缓解临床症状,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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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逆转耐药,打下理论基础,研究的成果具有临床实

用性。
[ 参 考 文 献 ]

[1] 摇 朱琳,杨顺娥. 乳腺癌雌激素受体相关基因研究进展[ J] . 现代

肿瘤医学,2015,23(8):1135.
[2] 摇 高海玉,吴爽,高世勇,等. 乳腺癌雌激素受体信号通路研究

[J] .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2(6):641.
[3] 摇 南楠,王笑民. 乳腺癌雌激素受体信号通路及治疗的研究[ J]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7,37(1):123.
[4] 摇 STRAUSS C,KORNOWSKI M,BENVENISTY A,et al. The DNA2

nuclease / helicase is an estrogen鄄dependent gene mutated in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s[J] . Oncotarget,2014,5(19):9396.

[5] 摇 LEVIKOVA M,PINTO C,CEJKA P,The motor activity of DNA2

functions as an ssDNA translocase to promote DNA end resection

[J] . Genes Dev,2017,31(5):493.

[6] 摇 JIA N,LIU X,GAO H. A DNA2 Homolog Is Required for DNA

Damage Repair,Cell Cycle Regulation,and Meristem Maintenance

in Plants[J] . Plant Physiol,2016,171(1):318.

[7] 摇 ZHOU C,POURMAL S,PAVLETICH NP. Dna2 nuclease鄄helicase

structure,mechanism and regulation by Rpa[ J] . Elife,2015,4:

e09832.

[8] 摇 THANGAVEL S,BERTI M,LEVIKOVA M, et al. DNA2 drives

processing and restart of reversed replication forks in human cells

[J] . J Cell Biol,2015,208(5):545.

(本文编辑摇 刘璐)

5741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7 年 11 月第 42 卷第 1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