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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S1 基因激活 ERK1 / 2 磷酸化通路抑制

鼻咽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研究

李婷婷,江摇 浩

[摘要]目的:探讨 KISS1 及其受体基因 KISS1鄄R 在 ERK1 / 2 磷酸化通路中调节鼻咽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分子机制。 方

法: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以及蛋白免疫印迹技术,检测 KISS1、KISS1鄄R 基因、黏着斑激酶(FAK)的表达;验证 ERK1 / 2 信号

通路的磷酸化激活,EZR 蛋白的表达与鼻咽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关系。 构建过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载体,通过划

痕实验及 Transwell 实验分析过表达 KISS1(SUNE鄄KISS1)及 KISS1鄄R(SUNE鄄1R)基因对 SUNE鄄1鄄5鄄8F 鼻咽癌细胞系的迁移能

力的影响。 通过蛋白免疫印迹技术,检测在过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后,磷酸化 FAK(p鄄FAK)和磷酸化 ERK(p鄄ERK)以
及 EZR 蛋白的表达水平。 通过阻断 ERK1 / 2 通路的磷酸化激活,验证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对鼻咽癌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以及对细胞转移相关蛋白 p鄄FAK、EZR 表达量的影响。 最后,通过 siRNA 抑制 KISS1 基因表达,进一步验证 KISS1 基因对鼻咽

癌细胞迁移和侵袭的调控作用。 结果:实时荧光定量 PCR 实验发现,KISS1 基因在 SUNE鄄1鄄6鄄10B 细胞中表达量相对于 SUNE鄄
1鄄5鄄8F 细胞中较高。 蛋白免疫印迹分析发现,KISS1 及 KISS1鄄R 的蛋白表达量,以及 p鄄FAK 的表达量与鼻咽癌细胞转移能力

呈负相关; EZR 与鼻咽癌细胞转移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划痕及 Transwell 实验分析发现,过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均能够

有效抑制 SUNE鄄1鄄5鄄8F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蛋白免疫印迹分析发现,过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能增加 p鄄FAK 及 p鄄
ERK1 / 2 的蛋白表达量,抑制 EZR 蛋白的表达。 加入 ERK1 / 2 通路特异性的阻断剂 PD98059 后,由过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引起的细胞迁移和侵袭的抑制状态被阻断。 同时,由过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引起的 p鄄FAK 与 p鄄ERK1 / 2 的上调,EZR
的下调均被恢复。 通过 siRNA 的干扰,抑制了 KISS1 基因表达,从而引起 SUNE鄄1鄄5鄄8F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增加。 结论:
过表达 KISS1 基因可以显著抑制鼻咽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同时,通过 siRNA 干扰 KISS1 基因的表达,能够增加鼻咽癌细

胞的迁移能力。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通过磷酸化激活 ERK1 / 2 通路,进一步激活 p鄄FAK 并抑制 EZR 表达,从而抑制鼻咽癌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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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KISS1 gene inhibiting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via activating the ERK1 / 2 pathway

LI Ting鄄ting,JIANG Hao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KISS1 and its receptor gene KISS1鄄R in adjusting the migration and in鄄
vasion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 cells via activating the ERK1 / 2 pathway. Methods: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KISS1,KISS1鄄
R and FAK were detected using RT鄄PCR and Western blot,the phosphorylation activation of ERK1 / 2 signaling pathway was identifi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EZR protein,and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NPC cells was analyzed. The overexpression
vector containing KISS1 and KISS1鄄R gene was constructed,the effects of overexpressing KISS1 and KISS1鄄R gene on the migration of
SUNE鄄1鄄5鄄8F cells were detected using the wound healing assay and Transwell assay. After KISS1 and KISS1鄄R gene expressing,the
levels of FAK,p鄄FAK,p鄄ERK1 / 2 and EZR protein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 After the phosphorylation activation of ERK1 / 2
pathway was blocked,the effects of KISS1 and KISS1鄄R gene on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NPC cells,and expression levels of p鄄
FAK and EZR protein were identified. The expression of KISS1 was interfered with siRNA,and the effects of KISS1 gene on migration

摇 摇 and invasion of NPC cells were assayed. Results:The results of
RT鄄PCR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KISS1 gene was high in
SUNE鄄1鄄6鄄10B cells compared with SUNE鄄1鄄5鄄8F cells. The re鄄
sults of Western blot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KISS1,
KISS1鄄R,FAK and p鄄FAK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metastasis
of NPC cells,and the expression of EZ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metastasis of NPC cells. The wound healing and Tran鄄
swell assay showed that the overexpression of KISS1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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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S1鄄R could effectively inhibit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SUNE鄄1鄄5鄄8F cells. The results of Western blot showed that the overex鄄
pression of KISS1 and KISS1鄄R could improve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p鄄FAK and p鄄ERK1 / 2,and inhibit the level of EZR expression.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suppression induced by overexpression of KISS1 and KISS1鄄R was reversed after the inhibitor PD98059 of
ERK1 / 2 pathway was used. The overexpression of KISS1 and KISS1鄄R could lead to the recovery of the p鄄FAK and p鄄ERK1 / 2 upregu鄄
lating and EZR downregulating. Inhibiting the KISS1 gene expression caused by siRNA interference could increase the migration and in鄄
vasion of SUNE鄄1鄄5鄄8F cells. Conclusions:The KISS1 gene overexpression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NPC
cells. Inhibiting the KISS1 gene expression caused by siRNA interference can increase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NPC cells. The
KISS1 and KISS1鄄R gene can activate the ERK1 / 2 pathway,p鄄FAK,and inhibit the EZR expression through phosphorylation,which can
inhibit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NPC cells.
[Key words] nasopharynx neoplasms;KISS1 gene;Western blot;RT鄄PCR;Transwell assay

摇 摇 鼻咽癌作为目前世界范围内常见的头颈部肿瘤

之一[1],在我国的华南地区具有非常高的发病

率[2 - 4]。 通常认为鼻咽癌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为局

部控制失败及远处转移,随着放射治疗技术的不断

提升,鼻咽癌的局控率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故远处转

移正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5 - 6]。 因此研究鼻咽癌

转移发生的分子机制,在鼻咽癌的发生、发展及临床

治疗中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KISS1 基因是由 LI 等在 1996 年在黑色素瘤中

首次报道的位于染色体 1q32 位的转移抑制基因[7],
与人孤儿 G 蛋白偶联受体( hOT7T175 或 GPR54,
KISS1鄄R)相结合发挥抑制肿瘤转移的作用[7 - 8]。 我

们课题组以往的研究发现,在发生转移的鼻咽癌病

人的肿瘤组织中,KISS1 基因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且不同转移能力的鼻咽癌细胞系中 KISS1 的表达量

不同,KISS1 的表达量与鼻咽癌的转移能力呈负相

关关系[9 - 10]。 但 KISS1 基因及其受体 KISS1鄄R 基

因是否参与调节及如何调节鼻咽癌转移的机制尚不

清楚。
ERK1 / 2 是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包括 ERK1

和 ERK2,是将信号从表面受体传导至细胞核的关

键信号通路[11]。 局部黏着板激酶(FAK)是一种酪

氨酸激酶,研究[12] 发现 FAK 在肿瘤向恶性侵袭表

型演进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研究显示:过表达

KISS1 基因,能增加 ERK1 / 2 的信号通路的激活,提
高 FAK 的磷酸化,促进应力纤维及黏着斑的形成,
从而抑制癌细胞的转移[13]。 在食管鳞状细胞癌中

ERK1 / 2 能够调节 EZR 的表达[14],已有研究[15] 也

表明,EZR 蛋白与鼻咽癌细胞的转移能力呈正相关

关系,增加 EZR 的表达能够提高鼻咽癌细胞的迁移

能力。 但 ERK 信号通路、FAK 以及 EZR 等是否接

受 KISS1 的调节,以及它们在鼻咽癌中的功能目前

尚不清楚,亦未见文献报道。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细胞系与抗体摇 高转移鼻咽癌细胞系 SUNE鄄
1鄄5鄄8F 购于广州吉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低转移鼻

咽癌细胞系 SUNE鄄1鄄6鄄10B 购于广州吉妮欧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KISS1 抗体购于 Becton Dickinson 公

司,p鄄ERK、ERK、p鄄FAK(397 位酪氨酸)、FAK、EZR
及 GAPDH 等抗体均购于 Santa Cruz 公司,ERK1 / 2
通路抑制剂 PD98059 购于美国 Sigma 公司。
1. 2摇 过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的 SUNE鄄1鄄5鄄8F
细胞系构建摇 将含有编码基因 KISS1R鄄GFP,或仅表

达 GFP 基因的 cDNA 逆转录病毒载体转入 SUNE鄄1鄄
5鄄8F 细胞。 通过荧光观察,筛选出转染成功的

KISS1鄄R 基因或 GFP 基因的细胞系 ( SUNE鄄1R,
SUNE鄄GFP)。 依据使用手册,在过表达 KISS1鄄R 或

GFP 基因的细胞中转染 KISS1 基因,即为同时表达

KISS1 基 因 及 KISS1鄄R 基 因 的 细 胞 ( SUNE鄄1R鄄
KISS1),或单独表达 KISS1 基因的细胞 ( SUNE鄄
KISS1)。
1. 3摇 siRNA 抑制 KISS1 基因表达 摇 将编码 KISS1
基因反义序列的 siRNA 以及 GFP 标签的慢病毒依

据实验手册对 SUNE鄄1鄄5鄄8F 细胞进行转染。 转染

24 h 后,嘌呤霉素筛选转染成功的细胞并培养用于

后续实验。
1. 4摇 Transwell 迁移和侵袭实验 摇 迁移实验:在 24
孔板内加入含 10% 血清的 DMEM 培养基,并铺 Tr鄄
answell 转移膜。 加入重悬的细胞,培养 24 h。 然后

将穿过 Transwell 膜的细胞在 4%多聚甲醛中固定并

拍照。
侵袭实验:将 Matrigel 融化并与无血清培养基

以 1 颐 8 比例混合加入 Transwell 24 孔板底部置于

37 益烘箱中凝胶,铺上 Transwell 膜,加入用无血清

培养基置于培养箱中培养 24 h,使用 4% 多聚甲醛

固定穿过 Transwell 膜的细胞并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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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摇 蛋白免疫印迹分析摇 收集细胞,加入 RIPA 裂

解细胞。 离心后取上清置于 EP 管中放入 - 80 益冰

箱保存。 依据 BCA 试剂盒使用说明检测蛋白浓度。
以 GAPDH 作为内参,将目标蛋白通过 SDS鄄PAGE
分离。 随后转至 PVDF 膜并常温封闭 1 h 后使用

TBST 清洗。 使用相应抗体(anti鄄KISS1,1颐 500;anti鄄
KISS1鄄R,1 颐 1 000; anti鄄FAK,1 颐 1 000; anti鄄p鄄FAK,
1颐 1 000; anti鄄ERK1 / 2, 1 颐 1 000; anti鄄p鄄ERK1 / 2,
1颐 1 000)在 4 益冰箱孵育过夜。 最后使用辣根过氧

化酶二抗(1 颐 5 000)孵育并加入 ECL 显色液显色

成像。
1. 6摇 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摇 依据 Trizol 使用说

明书提取细胞总 RNA,并依据反转录说明书反转成

cDNA。 以 cDNA 为模板扩增目标基因及内参基因

GAPDH。 KISS1 基因引物 (正向:5忆鄄AGC CGC CAG
ATC CCC GCA鄄3忆; 逆向: 5忆鄄GCC GAA GGA GTT

CCA GTT GTA GTT鄄3忆)。
1. 7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方差分析和非配对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KISS1 基因表达水平与鼻咽癌细胞转移能力

负相关摇 首先,选取两种典型的不同转移能力的鼻

咽癌细胞系 SUNE鄄1鄄5鄄8F 和 SUNE鄄1鄄6鄄10B。 实时

荧光定量 PCR 检测发现,KISS1 基因在 SUNE鄄1鄄6鄄
10B 细胞中的表达量相对于 SUNE鄄1鄄5鄄8F 细胞更高

(见图 1A)。 蛋白免疫印迹检测发现, KISS1 及

KISS1鄄R 蛋白在 SUNE鄄1鄄5鄄8F 细胞中表达更低(见
图 1B、C)。 p鄄FAK 在 SUNE鄄1鄄5鄄8F 细胞中表达量也

更低,但 FAK 表达量不变。 EZR 在 SUNE鄄1鄄5鄄8F 细

胞中的表达量相对于 SUNE鄄1鄄6鄄10B 细胞更高(见
图 1B、C)。

2. 2摇 过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抑制 SUNE鄄1鄄5鄄
8F 细胞迁移能力 摇 将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稳定

表达到 SUNE鄄1鄄5鄄8F 细胞中(见图 2A、B),通过划

痕实验分析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对鼻咽癌细胞迁

移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单独或同时过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均能抑制 SUNE鄄1鄄5鄄8F 细胞的迁

移能力(见图 2C、D) 。
2. 3摇 过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抑制 SUNE鄄1鄄5鄄
8F 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摇 Transwell 实验分析发现,
单独或同时过表达 KISS1 或 KISS1鄄R 基因均能抑制

SUNE鄄1鄄5鄄8F 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见图 3A鄄C)。
2. 4 摇 过表达 KISS1 基因激活 FAK 磷酸化,抑制

EZR 表达摇 已有研究表明,在黑色素瘤及食道癌

中,KISS1 基因能够通过调控 p鄄FAK 及 EZR 调节细

胞的转移和侵袭,那么在鼻咽癌细胞中 KISS1 基因

是否也通过 p鄄FAK 及 EZR 调节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能力呢? 蛋白免疫印迹分析发现 KISS1 及 KISS1鄄R
蛋白表达量明显增加 (见图 4A鄄C)。 单独或同时过

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均能增加 p鄄FAK 的表

达量,同时降低 EZR 的表达量(见图 4D 和图 4E、
F)。
2. 5摇 过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激活 ERK1 / 2
通路磷酸化摇 已有研究表明,在结肠癌及乳腺癌中

KISS1 能够通过激活 ERK1 / 2 从而抑制癌细胞的转

移,因此我们选取 ERK1 / 2 通路进一步研究 KISS1
基因抑制鼻咽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机制。 通过

蛋白免疫印迹分析发现,单独或同时过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时,ERK1 / 2 磷酸化通路被激活(见
图 5)。
2. 6摇 抑制 ERK1 / 2 通路激活逆转 KISS1 基因过表

达引起的迁移和侵袭抑制摇 加入 ERK1 / 2 通路特异

性阻断剂 PD98059 将 ERK1 / 2 通路的激活进行阻

断,通过 Transwell 实验分析发现 PD98059(25 mol /
L)加入 24 h 后,过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的

SUNE鄄1鄄5鄄8F 细胞 (SUNE鄄1R鄄KISS1)的迁移和侵袭

能 力均明显增加(见图6) 。表明ERK1 / 2通路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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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激活在鼻咽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中发挥抑制

作用。
2. 7摇 抑制 ERK1 / 2 通路逆转 KISS1 基因过表达引

起的 p鄄ERK1 / 2 及 p鄄FAK 表达改变摇 通过蛋白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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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迹分析发现,采用 PD98059 抑制 ERK1 / 2 通路磷

酸化激活后,逆转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过表达引

起的 p鄄FAK 磷酸化上调以及 ZER 的下调(见图 7)。
2. 8 摇 KISS1 基因干扰降低 ERK1 / 2 通路磷酸化

增加SUNE鄄1鄄5鄄8F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摇 通过

siRNA 干扰 KISS1 基因的表达后,Transwell 实验分

析发现鼻咽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明显增加(见
图 8A鄄E)。 蛋白免疫印迹分析发现,KISS1 基因干

扰后,p鄄ERK1 / 2 表达明显降低(见图 8F、G)。

3摇 讨论

摇 摇 无限增殖和远处转移是各类癌细胞的主要特

点,也是目前恶性肿瘤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 目前

学界广泛认为癌细胞与周围组织黏附降低,是导致

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的重要因素之一。 临床研究

发现,鼻咽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的改变,是目前

鼻咽癌病人发生远处转移,进而导致治疗失败的主

要原因。 因此研究鼻咽癌细胞远处转移的分子机制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研究[16 - 19] 显示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在黑色素瘤细胞、乳腺癌细胞、结肠癌

细胞、胃癌细胞、食道癌细胞和胰腺癌细胞等肿瘤细

胞中的表达量被显著抑制。 在本实验中,我们通过

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及蛋白免疫印迹分析研究发现,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的表达与鼻咽癌细胞的迁移

和侵袭能力负相关,即癌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越强,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的表达越低。

ERK 通路的活化可以激活磷酸化 FAK,进而发

挥抑制肿瘤的功能,这一结论已经在黑色素瘤、乳腺

癌等各类肿瘤中等得到确认[20],但其在鼻咽癌中的

作用仍然是不明确的。 本实验结果显示,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通过磷酸化激活 ERK1 / 2 通路,从而

激活 FAK,实现了对肿瘤迁移和侵袭的抑制作用。
提示 ERK 通路及磷酸化 FAK 在鼻咽癌的发生和侵

袭调节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HILDESHEIM 等[21] 及 LIN 等[22] 研究证实,细

胞黏附及转移调控基因如基质金属酶 2 和 EZR、细
胞周期调控基因如 MDM2 和肿瘤蛋白 p53、细胞生

长和凋亡调控通路如 ERBB鄄PI3K 通路和自噬通路

的激活与鼻咽癌的发生密切相关[23]。 本实验的结

果显示,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激活磷酸化 ERK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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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进而抑制 EZR 蛋白的表达,最终实现了肿瘤

细胞迁移和侵袭的抑制。 这也是我们首次揭示

EZR 蛋白对于鼻咽癌的重要调控作用。
摇 摇 ERK通路受外界刺激时的反应是决定细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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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关键因素,其活化是将信号从细胞表面受体转

导至胞核的关键步骤,ERK1 / 2 在刺激中被激活后,
可以持续活化最终促进细胞增殖以及向恶性转

化[24]。 本实验研究发现,过表达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可以增加 ERK1 / 2 以及 FAK 的磷酸化,同时

降低 EZR 蛋白的表达。
近期的一项研究[25]发现,可通过筛选一些生物

标志物进行鼻咽癌的预判,但该研究没有提及

KISS1 基因及其蛋白,这可能是由于早期关于 KISS1
基因及其蛋白在鼻咽癌中的研究较少。 因此我们的

研究期望能进一步明确 KISS1 基因在鼻咽癌转移的

发生及调节中的作用,为鼻咽癌的诊断治疗提供新

思路。
综上所述,我们证实了 KISS1 及 KISS1鄄R 基因

可通过磷酸化激活 ERK1 / 2 通路,增加 p鄄FAK 表达

并抑制 EZR 表达,进而实现对鼻咽癌细胞迁移和侵

袭的抑制作用。 本实验从分子水平探讨了鼻咽癌的

发生及远处转移等相关问题,丰富了这一领域的文

献。 但是本实验结果均来自于离体培养细胞,仍需

要在体实验进一步验证,为鼻咽癌的早期诊断、预防

以及新药物的研发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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