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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鄄21鄄5p 通过 pdcd4 靶向调控胃癌细胞

对顺铂敏感性的机制研究

王子安1,章海斌1,姚露岩2,刘摇 玉3,陈摇 莹1

[摘要]目的:探究微小 RNA鄄21鄄5p(miRNA鄄21鄄5p)通过下调 pdcd4 基因表达调控胃癌耐药细胞系 SGC鄄7901 / DDP 对顺铂敏感

性机制的研究。 方法:采用四甲基偶氮唑蓝(MTT)法检测不同浓度的顺铂(0、1、2、4、8、16、32 滋mol / L)对胃癌细胞系 SGC7901
及胃癌耐药细胞系 SGC7901 / DDP 增殖抑制的影响。 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SGC7901 / DDP 细胞中瞬时转染 miRNA鄄21鄄
5p inhibitors 后 miRNA鄄21鄄5p 相对表达量的变化。 采用 Western blot 及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转染组、无关序列转染组(NC
组)及空白转染组(CON 组)分别转染 miRNA鄄21鄄5p inhibitors 及无关序列后对靶基因 pdcd4 蛋白及 mRNA 表达量的影响。 结

果:MTT 实验结果显示耐药细胞 SGC7901 / DDP 相对于亲本细胞 SGC7901 对顺铂不敏感(P < 0. 05)。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果

表明,转染组 miRNA鄄21鄄5p 表达量均明显低于 NC 组和 CON 组(P < 0. 01),转染组 pdcd4 mRNA 表达量均明显高于 NC 组和

CON 组(P < 0. 01)。 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示,转染组 pdcd4 蛋白表达量均明显高于 NC 组和 CON 组(P < 0. 01)。 结论:miR鄄
NA鄄21鄄5p 表达水平的升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胃癌细胞增殖,并通过下调 pdcd4 的表达,降低胃癌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
[关键词] 胃肿瘤;miRNA鄄21鄄5p;顺铂;敏感性;pdcd4 基因

[中图法分类号] R 735. 2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8. 10. 017

The mechanism research of miRNA鄄21鄄5p in the targeted regulation
of the sensitivity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to cisplatin by pdcd4

WANG Zi鄄an1,ZHANG Hai鄄bin1,YAO Lu鄄yan2,LIU Yu3,CHEN Ying1

(1. Department of Onc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
2.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Beijing 100000;3.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microRNA鄄21鄄5p(miRNA鄄21鄄5p) in the targeted regulation of sensitivity of
gastric cancer resistant cell line SGC7901 / DDP to cisplatin by down鄄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pdcd4 gene. Methods:The inhibi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isplatin(0,1,2,4,8,16,32 滋mol / L)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 SGC7901 and
gastric cancer drug鄄resistant cell line SGC7901 / DDP were detected using the MTT.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NA鄄21鄄5 in
SGC7901 / DDP cells after transient transfecting of miRNA鄄21鄄5p inhibitors was detected using real鄄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鄄
merase chain reaction(qRT鄄PCR). The expressions of pdcd4 protein and mRNA in transfection group,irrelevant sequence transfection
group(NC group) and blank transfection group(CON group) were detected after transfecting with miRNA鄄21鄄5p inhibitors and irrele鄄
vant sequence,respectively. Results:The results of MTT assay showed that the drug鄄resistant cells SGC7901 / DDP were insensitive to
cisplatin compared with the parent cells SGC7901(P < 0. 05). The results of qRT鄄PCR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NA鄄21鄄
5p in transfec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NC group and CON group(P < 0. 01),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dcd4 mRNA
in transfec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C group and CON group(P < 0. 01). The results of Western blot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dcd4 protein in transfec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C group and CON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increasing of miRNA鄄21鄄5p expression level is beneficial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gastric cancer cells,and can reduce
the sensitivity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to cisplatin by down鄄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pdcd4.
[Key words] stomach neoplasms;miRNA鄄21鄄5p;cisplatin;sensitivity;pdcd4 gene

摇 摇 胃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较高的发 病率与死亡率。 据统计,胃癌死亡率占全世界癌症

死亡原因的第二位[1],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
我国是胃癌的高发区,其死亡率高通常是由于诊疗

发现多为晚期且在很大程度上对化疗药物具有耐药

性。 因此提高胃癌病人的治愈率,迫切需要提高病

人的早期诊断率以及明确胃癌耐药的分子机制。 研

究发现 miRNA鄄21鄄5p 在胃癌耐药细胞 SCG7901 /
DDP 中高表达,其可能与胃癌耐药具有一定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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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本课题主要研究 miRNA鄄21鄄5p 在胃癌细胞顺

铂耐药中的作用机制。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材料摇 SGC7901 细胞及 SGC7901 / DDP 细胞购

自 IBS 细胞资源中心;RPMI 鄄1640 培养基购自 Hy鄄
clone 公司;胎牛血清购自浙江天杭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miRNA鄄21鄄5p inhibitors、无关序列、miRNA鄄
21鄄5p 引物、U6 引物、GAPDH 引物、pdcd4 引物均购

自上海吉玛公司;转染试剂 Lipofectamine2000 购自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总 RNA 提取试剂盒购自天

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RNA 反转录试剂盒

(Revert Aid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 购自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TB GreenTM Primix Ex TaqTM

试剂盒购自日本 TaKaRa 公司;一抗 茁鄄actin、pdcd4
及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羊抗兔 /鼠二抗均购于

Abbkine 公司;Western blot 试剂盒及 BCA 蛋白浓度

测量试剂盒购自碧云天生物技术公司;四甲基偶氮

唑盐(MTT)购自 Biofoxx 公司。
1. 2摇 细胞培养及转染摇 人胃癌细胞株 SGC7901 培

养于含 10%胎牛血清的 RPMI 鄄1640 培养基;人胃癌

耐药细胞株 SGC7901 / DDP 培养于含 1 mg / L 顺铂和

10%胎牛血清的 RPMI鄄1640 培养基,二者均在 37
益、5%CO2 饱和湿度的培养箱中培养。 以对数生长

期的细胞为转染对象,要求转染时细胞融合度达到

50% ,严格按照 Lipofectamine2000 说明书进行转染

操作,分别转染 miRNA鄄21鄄5p inhibitors(转染组)、无
关序列(NC 组)、空白转染对照(CON 组),6 h 后更

换新鲜培养基,转染后 48 h 进行后续实验。
1. 3 摇 MTT 检 测 摇 胰 酶 消 化 收 集 SGC7901 及

SGC7901 / DDP 细胞,分别按 7000 个 /孔将细胞接种

到 96 孔细胞培养板,次日分别加入浓度为 1、2、4、
8、16、32 滋mol / L 的顺铂,以不接种细胞而仅加培养

液的孔作为调零孔,以不加药的孔作为对照组,每个

浓度设置 5 个复孔,给药后培养 24 h、48 h、72 h 后

上机检测并进行计算。
1. 4摇 总 RNA 提取及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摇 转

染后 miRNA鄄21鄄5p inhibitors (转染组)、无关序列

(NC 组)、空白转染对照(CON 组)细胞中 miRNA鄄
21鄄5p 及 pdcd4 mRNA 的表达量;用总 RNA 提取试

剂盒提取细胞总 RNA,将提取的总 RNA 按 RNA 反

转录试剂盒(Revert Aid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说明反转录 RNA 为 cDNA,合成的 cDNA 使用

TB GreenTM Primix Ex TaqTM试剂盒通过 PCR 仪进行

扩增检测,以 U6 为内参检测 miRNA鄄21鄄5p 表达,以
GAPDH 为内参检测 pdcd4 mRNA 表达。 最终 Ct 值
采用 2 - 驻驻Ct方法分析。 引物序列如下,U6 正向:5忆鄄
GCT TCG GCA GCA CA鄄3忆,反向:5忆鄄AAC GCT TCA
CGA ATT TGC GT鄄3忆; GAPDH 正向:5忆鄄 TCT CTG
CTC CTC CTG TTC G鄄3忆:反向;5忆鄄GCG CCC AAT
ACG ACC AAA TC鄄3忆;miR鄄21鄄5p 正向:5忆鄄UAG CUU
AUC AGA CUG AUG UUG A鄄3忆,反向:5忆鄄TCA ACA
TCA GTC TGA TAA GCT A鄄3忆;pdcd4 正向:5忆鄄AAA
GGA AGG GGA CTA CCA AAG AAA G鄄3忆,反向:
5忆鄄CAC CTC CTC CAC ATC ATA CAC CTG鄄3忆。 实时

荧光定量 PCR 反应采用两步法 PCR 扩增标准程

序:Stage1:预变性(95 益,30 s);Stage2:PCR 反应

(95 益 5 s、60 益 30 s),共 40 个循环。 采用 2 - 驻驻Ct

法计算基因的相对表达量,所有试验均重复 3 次。
1. 5摇 Western blot 检测摇 胰酶消化收集转染后转染

组、NC 组、CON 组的 SGC7901 / DDP 细胞,加入裂解

液,冰上裂解 30 min,过夜,次日 12 000 r / min,4 益
低温离心 30 min 取上清液,蛋白定量后,PAGE鄄SDS
胶对蛋白样品进行电泳分离 1. 5 h,聚偏二氯乙烯膜

(PVDF)转膜 1. 5 h。 含 5% 牛血清白蛋白的 TPBS
溶液室温封闭 4 h,一抗 茁鄄actin 按 1颐 1 000 稀释,一
抗 pdcd4 按 1 颐 2 000 稀释。 4 益 条件下孵育过夜。
TPBS 溶液洗 3 次,二抗按 1 颐 1 000 稀释,室温下孵

育 2 h,TPBS 溶液洗 3 次,曝光显影。
1. 6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2摇 结果

2. 1 摇 MTT 法检测不同浓度顺铂对 SGC7901 及

SGC7901 / DDP 细胞增殖抑制的作用摇 采用 MTT 法

检测不同浓度的顺铂(1、2、4、8、16、32 滋mol / L)对

胃癌细胞增殖的影响,1、2、4、8、16 和 32 滋mol / L 顺

铂对 SGC7901 / DDP 细胞的 24 h、48 h、72 h 生长抑

制率分别为 ( 100 依 0. 01 )% 、 ( 100 依 0. 01 )% 、
(100 依 0. 02 )% 、 ( 96. 1 依 0. 01 )% 、 ( 57. 6 依
0. 01)% 、( 21. 3 依 0. 01 )% ; ( 97. 9 依 0. 03 )% 、
(97. 4 依 0. 07 )% 、 97. 4 依 0. 06 )% 、 ( 77. 2 依
0. 07)% 、 ( 34. 2 依 0. 05 )% 、 ( 8. 3 依 0. 02 )% ;
(64. 9 依 0. 02 )% 、 ( 64. 3 依 0. 05 )% 、 ( 52. 8 依
0. 02)% 、(29. 8 依 0. 02)% 、(6. 5 依 0. 01)% 、(2. 0 依
0. 05)% 。 1、 2、 4、 8、 16 和 32 滋mol / L 顺 铂 对

SGC7901 细胞的 24 h、48 h、72 h 生长抑制率分别为

(91. 5 依 0. 02 )% 、 ( 80. 2 依 0. 01 )% 、 ( 65. 5 依
0. 04)% 、 (47. 3 依 0. 03 )% 、 (37. 6 依 0.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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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6 依 0. 06 )% ; ( 83. 5 依 0. 01 )% 、 ( 69. 8 依
0. 02)% 、 (50. 4 依 0. 02 )% 、 (38. 9 依 0. 05 )% 、
(20. 3 依 0. 06 )% 、 ( 6. 5 依 0. 02 )% ; ( 62. 7 依
0. 01)% 、( 45. 5 依 0. 04 )% 、 ( 25. 9 依 0. 02 )% 、
(10. 1 依 0. 03)% 、(8. 7 依 0. 05)% 、(1. 3 依 0. 06)% 。
结果表明耐药细胞 SGC7901 / DDP 相对于亲本细胞

SGC7901 对顺铂不敏感(P < 0. 05)(见图 1、2)。
2. 2摇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SGC7901 / DDP 细胞

转染 miRNA鄄21鄄5p inhibitors 后 miRNA鄄21鄄5p 及 pd鄄
cd4 mRNA 表达水平 摇 在 SGC鄄7901 / DDP 细胞株

中,转染组、NC 组、CON 组 miRNA鄄21鄄5p 表达量比

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 05 ) ,转染组

miRNA鄄21鄄5p 表达量均显著低于 NC 组和 CON 组

(P < 0. 01)。 3 组 pdcd4 mRNA 表达量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转染组 pdcd4 mRNA 表

达量均显著高于 NC 组和 CON 组(P < 0. 01)(见图

3、4,表 1)。

摇 表 1摇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SGC鄄7901 / DDP 细胞转染

miRNA鄄21鄄5p inhibitors 后 miRNA鄄21鄄5p 和 pdcd4
mRNA 的表达

分组 n miRNA鄄21鄄5p 表达量 pdcd4 mRNA 表达量

转染组 3 0. 32 依 0. 12 1. 56 依 0. 14

NC 组 3 1. 20 依 0. 25** 0. 43 依 0. 31**

CON 组 3 1. 30 依 0. 45** 0. 26 依 0. 25**

F — 9. 37 25. 22

P — <0. 05 < 0. 01
MS组内 — 0. 093 0. 059

摇 摇 q 检验:与转染组比较**P < 0. 01

2. 3 摇 Western blot 检测 SGC7901 / DDP 细胞转染

miRNA鄄21鄄5p inhibitors 后 pdcd4 蛋白的表达摇 SGC鄄
7901 / DDP 细胞株中转染 miRNA鄄21鄄5p inhibitors
48 h后,转染组、NC 组、CON 组蛋白相对表达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转染组 pdcd4 蛋

白表达量均显著高于 NC 组和 CON 组(P < 0. 01)
(见图 5、表 2)。

3摇 讨论

摇 摇 miRNA鄄21鄄5p 作为癌症发展的重要调节因子在

各种 癌 症 中 均 有 表 达。 近 期, 更 多 证 据 表 明

miRNAs 可通过靶向结合目的基因mRNA3忆UTR降

摇 表 2摇 Western blot 检测 SGC鄄7901 / DDP 细胞转染 miRNA鄄
21鄄5p inhibitors 后 pdcd4 蛋白的表达

分组 n pdcd4 蛋白表达 F P MS组内

转染组 3 0. 783 依 0. 003

NC 组 3 0. 661 依 0. 009** 227. 56 < 0. 01 0. 000

CON 组 3 0. 665 依 0. 010**

摇 摇 q 检验:与转染组比较**P < 0. 01

解目的基因的 mRNA 或直接抑制目的基因蛋白翻

译负向调控基因的表达水平[2 - 5]。 miRNAs 在肿瘤

的发生发展以及化疗耐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ZHANG 等[6] 研究发现 miRNA鄄137 可以通过调节

EZH2 基因的表达影响宫颈癌的发展与临床预后。
miRNA鄄21鄄5p 在肝癌中可作为诊断和预后的潜在标

志物[7]。 另外有研究[8]发现 miRNA鄄21 可通过调节

靶基因影响非小细胞肺癌对顺铂的化疗敏感性。 越

来越多研究[9 - 13]表明 miRNA 可通过调节靶基因在

人类癌症中扮演着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的角色。 此外

还发现,miRNA鄄21 在乳腺癌病人血清中阳性率高于

CA153 和 CEA,可作为一种敏感和特异的血清标志

物[14]。 已经验证 miRNA鄄21鄄5p 与肿瘤耐药具有显

著相关性,但其具体耐药机制尚不清楚。 本研究通

过生物信息学软件 Targetscan、PicTar、microRNA. org
等预测发现 miRNA鄄21鄄5p 可与 pdcd4 基因的 3忆UTR
靶向结合,提示 pdcd4 可能为 miRNA鄄21鄄5p 的潜在

靶基因。
本课题组通过研究胃癌耐药细胞株和普通株

miRNA鄄21鄄5p 的表达发现 miRNA鄄21鄄5p 在胃癌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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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株中显著高表达,提示 miRNA鄄21鄄5p 可能与胃

癌耐药性有一定关系。 转染 miRNA鄄21鄄5p inhibitors
至胃癌耐药细胞株发现 pdcd4 基因的表达显著升

高,提示 miRNA鄄21鄄5p 具有抑制 pdcd4 基因表达的

作用。 本研究发现耐药细胞相对于亲本细胞对顺铂

不敏感,转染 miRNA鄄21鄄5p inhibitors 后胃癌耐药细

胞株对顺铂的敏感性显著升高,提示 miRNA鄄21鄄5p
具有促进肿瘤耐药的作用。 并且 Western blot 结果

显示耐药细胞株转染 miRNA鄄21鄄5p inhibitors 后 pd鄄
cd4 蛋白表达显著升高,因此 miRNA鄄21鄄5p 可能靶

向作用于 pdcd4 来调节胃癌细胞的耐药性。
综上所述,miRNA鄄21鄄5p 可在转录和翻译水平

抑制 pdcd4 的表达,从而促进胃癌细胞增殖能力,诱
导胃癌细胞顺铂耐药。 提示 miRNA鄄21鄄5p 可为临

床胃癌化疗耐药的治疗提供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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