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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链非编码 RNA MALAT1 对胰腺癌细胞系 PANC鄄1 转移的影响

赵摇 义,王启之,燕善军,刘晓阳,薛永举,王摇 猛,崔艳艳

[摘要]目的:探讨长链非编码 RNA 肺腺癌转移相关转录本 1(MALAT1)在胰腺癌细胞系中的表达及其对 PANC鄄1 转移的影

响。 方法:应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 4 种胰腺癌细胞系中 MALAT1 的表达水平,通过 siRNA 下调 PANC鄄1 的 MALAT1 水平,应
用贴壁、离壁实验和 Transwell 迁移、侵袭实验观察 PANC鄄1 的贴壁、离壁、迁移和侵袭能力,应用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PANC鄄1
的 Vimentin、MMP鄄2 和 MMP鄄9 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4 种胰腺癌细胞系中 MALAT1 差异性表达,PANC鄄1 细胞系中表达最高。
下调 MALAT1 的表达后,PANC鄄1 的 Vimentin、MMP鄄2 和 MMP鄄9 的蛋白水平显著下降(P < 0. 01),贴壁、离壁、迁移、侵袭能力

均显著减弱(P < 0. 01)。 结论:下调 MALAT1 通过降低 Vimentin、MMP鄄2 和 MMP鄄9 的表达可减弱胰腺癌细胞系 PANC鄄1 的转

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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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ong non鄄coding RNA MALAT1 on the PANC鄄1 metastasis of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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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metastasis鄄associated lung adenocarcinoma transcript 1 (MALAT1) long non鄄
coding RNA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s,and its effect on the metastasis of PANC鄄1. Methods: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ALAT1 in 4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s were analyzed by real鄄time PCR. The level of MALAT1 in PANC鄄1 was down鄄regulated by small interfering
RNA. The abilities of attachment detachment,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PANC鄄1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attachment assay,detachment
assay,Transw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ssay, respectively. The protein levels of Vimentin,MMP鄄2 and MMP鄄9 in PANC鄄1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ALAT1 in 4 pancreatic cancer cell lines were different,and which was
the highest in PANC鄄1. After down鄄regulating the level of MALAT1 in PANC鄄1,the protein levels of Vimentin,MMP鄄2 and MMP鄄9
significantly decreased(P < 0. 01),and the abilities of attachment detachment,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PANC鄄1 significantly weakened
(P < 0. 01). Conclusions:Down鄄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MALAT1 can decrease the levels of Vimentin,MMP鄄2 and MMP鄄9,which
can attenuate the capacity of PANC鄄1 metastasis.
[Key words] pancreatic neoplasms;long non鄄coding RNA;metastasis鄄associated lung adenocarcinoma transcript 1;cancer metastasis

摇 摇 胰腺癌是一种症状十分隐匿的恶性肿瘤,多数

病人就诊时已属中晚期,5 年生存率较低。 长链非

编码 RNA(long non鄄coding RNA,lncRNA)是一种缺

乏开放阅读框、不编码蛋白质、长度大于 200 个核苷

酸的 RNA 分子,一直被认为是基因组中的“暗物

质冶 [1]。 近年来,研究[2] 发现 lncRNA 以 RNA 的形

式在表观遗传学水平、转录水平和转录后水平 3 个

层面上发挥潜在的调控作用。 肺腺癌转移相关转录

本 1 ( metastasis鄄associated lung adenocarcinoma
transcript 1,MALAT1)是在人非小细胞肺癌中筛选

鉴定出的一种 lncRNA,长约 8 700 个核苷酸,位于

染色体 11q13[3]。 除了与肺癌转移相关,MALAT1
还可影响结直肠癌、膀胱癌、宫颈癌等多种肿瘤的增

殖、凋亡和转移[4]。 尽管有研究[5] 指出胰腺癌组织

中 MALAT1 的表达量明显高于癌旁组织,但是

MALAT1 在其中的作用尚不完全清楚。 故本研究旨

在探讨 MALAT1 是否在胰腺癌细胞的转移中发挥

一定的作用,现作报道。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 摇 材料与试剂 摇 4 种胰腺癌细胞系 BxPC鄄3、
PANC鄄1、PaTu8988 和 SW1990 均由实验室冻存。 引

物由生工公司合成,siRNA 购自吉玛公司,DMEM 培

养基、胎牛血清购自 Hyclone 公司,Transwell 小室购

自 BD 公司, Opti鄄MEM 培养基购自 Gibco 公司,
Trizol 购自 Invitrogen 公司,反转录试剂盒和荧光定

量试 剂 盒 购 自 TaKaRa 公 司, Vimentin、 MMP鄄2、
MMP鄄9 和 茁鄄actin 抗体购自 Abcam 公司。
1. 2摇 荧光定量 PCR摇 按照 Trizol 说明书提取细胞

总 RNA,用紫外光度计检测其纯度及浓度后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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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益保存。 按照反转录试剂盒说明书将总 RNA
反转录成 cDNA,以 cDNA 为模板扩增内参基因

GAPDH 和目的基因 MALAT1。 MALAT1 的相对表

达量 RQ = 2 鄄驻驻Ct,驻Ct = Ct目的 - Ct内参,驻驻Ct = 驻Ct实验

- 驻Ct对照。
1. 3 摇 转 染 siRNA 摇 将 PANC鄄1 细 胞 分 为 Ctrl
siRNA1 组、MALAT1 siRNA1 组和 Ctrl siRNA2 组、
MALAT1 siRNA2 组,转染前 24 h 将细胞接种于 6 孔

板,使细胞在 24 h 内融合度达到 40% 左右,按照

LipofectamineTM2000 说明书操作 siRNA 转染程序,
培养箱中孵育 48 ~ 72 h 后应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

各组 MALAT1 水平。
1. 4摇 attachment 和 detachment 实验 摇 attachment 实
验:转染 48 h 后,消化收集各组细胞,接种于 24 孔

板,每孔 5 伊 104 个细胞,培养箱中孵育 1 h 后观察

细胞贴壁情况,吸除未贴壁的细胞后,用 0. 25% 胰

酶彻底消化已贴壁的细胞,收集所有被消化下来的

细胞,分别计数每孔的贴壁细胞数。 贴壁率 = [贴
壁细胞数 / (5 伊 104)] 伊 100% 。 detachment 实验:转
染48 h后,消化收集各组细胞,接种于 24 孔板,每孔

5 伊 104 个细胞,培养箱中孵育 24 h 后观察细胞贴壁

情况,先用 0. 05%胰酶处理细胞 3 min,收集被消化

下来的细胞,分别计数每孔的细胞数,记为 A。 用

0. 25%胰酶彻底消化剩下的未离壁细胞,分别计数每孔

的细胞数,记为 B。 离壁率 = [A/ (A +B)] 伊100%。
1. 5摇 Transwell 迁移、侵袭实验摇 转染 48 h 后收集

细胞,用无血清 DMEM 重悬细胞,调整细胞浓度为

1 伊 106 / mL,在小室下层加入含 10% 胎牛血清的

DMEM,上层则加入 200 滋L 细胞悬液,培养箱中孵

育 48 h 后取出小室,用棉签擦拭小室上层未穿过基

质胶的细胞,将小室浸入 4% 多聚甲醛于室温固定

45 min 后,再将小室浸入 0. 1% 结晶紫中染色

45 min,用 PBS 清洗小室后于室温风干。 在显微镜

下随机观察并计数细胞数。
1. 6 摇 Western blotting 实验 摇 将 PANC鄄1 细胞分为

Ctrl siRNA 组和 MALAT1 siRNA 组,分别转染 Ctrl
siRNA 和 MALAT1 siRNA 72 h 后收集细胞,用预冷

的 PBS 清洗后加入适量裂解液,于冰上裂解 30 min
后,4 益、14 000 g 离心 15 min,留取上清液,蛋白样

品调至等浓度后经 10%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

后电转移至 PVDF 膜上,5%脱脂奶粉室温封闭 2 h,
封闭后的 PVDF 膜与一抗 ( Vimentin、 MMP鄄2 和

MMP鄄9 抗体)于 4 益孵育过夜,TBST 洗膜 3 次,再
与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二抗于 37 益 孵育 1 h,
TBST 洗膜 3 次,凝胶成像系统分析处理。

1. 7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方差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MALAT1 在胰腺癌细胞系中的表达 摇 荧光定

量 PCR 结果显示,MALAT1 差异性表达于 4 种胰腺

癌细胞系,PANC鄄1 中 MALAT1 的相对表达量最高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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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摇 siRNA 下调 PANC鄄1 细胞系中 MALAT1 水平

摇 研究显示,2 个 MALAT1 siRNA 均可下调 PANC鄄1
的 MALAT1 水平,其中 MALAT1 siRNA2 作为后续

实验的干扰工具(见表 1)。

表 1摇 siRNA 干扰 PANC鄄1 中 MALAT1 的表达(ni = 3;x 依 s)

分组 MALAT1 相对表达量 t P

Ctrl siRNA1 组

MALAT1 siRNA1 组

1. 00
0. 56 依 0. 03

25. 40 < 0. 01

Ctrl siRNA2 组

MALAT1 siRNA2 组

1. 00
0. 42 依 0. 03

33. 49 < 0. 01

2. 3摇 下调 MALAT1 抑制 PANC鄄1 的贴壁、离壁 摇
attachment 和 detachment 实验结果显示,下调 PANC鄄
1 的 MALAT1 后,MALAT1 siRNA 组的贴壁率和离

壁率均显著低于 Ctrl siRNA 组(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下调 MALAT1 对 PANC鄄1 贴壁、离壁的影响(ni =3;x 依 s)

分组 细胞贴壁率 / % 细胞离壁率 / %

Ctrl siRNA 组 38. 20 依 2. 62 54. 50 依 3. 04

MALAT1 siRNA 组 9. 85 依 1. 23 15. 05 依 1. 45

t 16. 97 20. 29

P < 0. 01 < 0. 01

2. 4摇 下调 MALAT1 抑制 PANC鄄1 的迁移、侵袭 摇
Transwell 实验结果显示,下调 MALAT1 后,与 Ctrl
siRNA 组相比,MALAT1 siRNA 组的迁移能力和侵

袭能力明显减弱(P < 0. 01)(见图 2、表 3)。
2. 5 摇 干 扰 MALAT1 下 调 PANC鄄1 的 Vimentin、
MMP鄄2 和 MMP9 的蛋白水平摇 Western blotting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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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A Ctrl siRNA B MALAT1 siRNA C Ctrl siRNA D MALAT1 siRNA: !"#$, %; : !"#$, %; : &'#$, %; : &'#$, %

( )* + - !"、&'-./2 MALAT1 PANC 1

表 3摇 下调 MALAT1 对 PANC鄄1 迁移、侵袭的影响(ni =3;x 依 s)

分组 迁移细胞数 / 个 侵袭细胞数 / 个

Ctrl siRNA 组 115. 00 依 9. 12 60. 00 依 8. 63
MALAT1 siRNA 组 42. 50 依 7. 60 27. 80 依 4. 55

t 10. 58 5. 72
P < 0. 01 < 0. 01

显 示, MALAT1 siRNA 组 的 Vimentin、 MMP鄄2 和

MMP鄄9 的蛋白表达量均低于 Ctrl siRNA 组 (P <
0. 01)(见表 4)。

摇 表 4 摇 下调 MALAT1 对 PANC鄄1 的 Vimentin、MMP鄄2 和

MMP鄄9 蛋白水平的影响(ni = 3;x 依 s)

分组
Vimentin 相对

表达水平

MMP鄄2 相对

表达水平

MMP鄄9 相对

表达水平

Ctrl siRNA 组 1. 00 1. 00 1. 00
MALAT1 siRNA 组 0. 62 依 0. 03 0. 54 依 0. 04 0. 60 依 0. 02

t 21. 94 19. 92 34. 64
P < 0. 01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胰腺癌号称“癌中之王冶,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

上升,65 岁以上人群的 5 年患病率达 48. 6% ,男性

多于女性,城市多于农村[6]。 由于缺乏早期诊断方

法及良好的治疗手段,多数病人确诊时已错失最佳

治疗时机,因此,迫切需要寻找新的诊断及治疗策

略。 lncRNA 一直被认为是基因转录过程的副产物,
随着基因芯片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lncRNA 被

发现并被广泛研究,其与人类疾病特别是肿瘤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lncRNA 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扮演

着致 癌 基 因 或 抑 癌 基 因 的 角 色。 MALAT1 是

lncRNA 家族的一员,其广泛表达于人类正常组织,
如胰腺、肺、前列腺、卵巢和结肠等,MALAT1 在肿瘤

中的表达水平明显增高,其在非小细胞肺癌中高表

达并与其转移显著相关,可作为早期非小细胞肺癌

的预后因子[3]。 除此之外,MALAT1 在其他肿瘤中

也表现为致癌基因。 研究发现,MALAT1 在胃癌[7]、

乳腺癌[8]、膀胱癌[9] 等多种肿瘤中高表达,并在这

些肿瘤的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 然而,
MALAT1 在胰腺癌中的潜在作用尚不十分清楚。

本研究探讨 MALAT1 在胰腺癌细胞中的潜在

作用,结果发现 MALAT1 在 4 种胰腺癌细胞系中差

异性表达,且其在 PANC鄄1 中的相对表达量较高,应
用 siRNA 下调 PANC鄄1 的 MALAT1 水平后,细胞的

贴壁、离壁、迁移和侵袭能力均减弱。 亦有研究[10]

报道,MALAT1 可诱导肿瘤发生上皮间质转化,从而

促进肿瘤转移。 因此,本研究试图探索 MALAT1 是

否影响胰腺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的相关指标。
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下调 MALAT1 后,PANC鄄
1 的 Vimentin、MMP鄄2 和 MMP鄄9 的表达水平均降

低,提示 MALAT1 可能通过诱导胰腺癌细胞发生上

皮间质转化,进而促进胰腺癌转移。
本研究初步探讨了 MALAT1 在胰腺癌转移中

的作用,但目前的研究较表浅,MALAT1 在肿瘤转移

中的调控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这或将为临床研发

新的肿瘤标志物及靶向治疗药物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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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CA 引发的脑损伤、心肌功能障碍及全身缺血

再灌注损伤,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病人 ROSC 后的最

终存活率。 文献[2]显示,无论是在窒息或心室颤动

CA 动物模型中的相关指标变化均表明实验动物在

经受 CA 至 CPR 的过程后肺脏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

损伤,其中心室颤动引发的 CA 经过 ROSC 后的肺

损伤显著轻于窒息引起的,可能是由于机体在窒息

时,肺血流量及心搏出量于相应时间仍可保持正常,
呼吸过程却出现异常,且随着时间的延长,CO2 潴留

及全身的组织、器官缺氧均呈现加重趋势,进而引发

CA 或死亡,再者窒息使机体于 CA 出现前已有严重

的高碳酸、低氧血症,充分消耗了组织细胞中原本的

能量储存,故在相同的 CA 时间内窒息导致的代谢

性酸中毒和缺血缺氧程度更为严重,引起的肺脏损

伤也较为严重。 CPR 后肺损伤的机制较为复杂,目
前尚不明确,其可能的机制为:(1)胸外按压导致肺

部物理损伤,包括人工通气与胸外按压配合不当致

气道高压造成肺损伤等;(2)缺血再灌注引发的氧

化损伤,KDGAN 等[3]发现在 CPR 后肺组织 MDA 和

髓过氧化酶含量明显升高,氧自由基生成增多造成

肺组织损伤;(3)细胞凋亡,主要包括肺泡上皮细胞

及血管内皮细胞的凋亡,造成功能性细胞的减少导

致肺脏功能受损[4];(4)炎症反应,肺缺血导致大量

细胞坏死,激活炎症反应,造成局部损伤[5 - 6]。
MDA 是氧自由基攻击生物膜引发脂质过氧化

而生成的一种醛类产物,MDA 水平反映了氧化应激

水平[10]。 SOD 是生物体内一种重要的抗氧化酶,是
生物体内清除自由基的首要物质,SOD 的下降导致

机体氧自由基累积,从而对机体造成氧化损伤。
GSH鄄Px 是机体内一种重要的过氧化物分解酶,能够

保护细胞膜的结构及功能不受过氧化物的干扰及损

害。 通过检测 3 个指标可反映肺脏中的氧化应激情

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CPR 后肺脏内氧化应激上升

且随缺血再灌注时间延长而加强。 但 EPO 组并未

观察到 MDA、SOD 及 GSH鄄Px 随缺血再灌注时间延

长而改变,提示 EPO 处理后,机体的氧化应激反应

受到抑制,EPO 可降低肺脏的氧化应激反应达到保

护肺脏的作用。 另外,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EPO 治

疗前,大鼠肺脏 MDA 含量与 SOD 含量和 GSH鄄Px 含

量均呈负相关关系,EPO 治疗后,大鼠肺脏 MDA 与

GSH鄄Px 呈负相关关系,但与 SOD 无相关性。 进一

步说明 EPO 能降低 CPR 后肺脏的氧化应激反应。
本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对 CPR 后观察的

时间点较少,每组的动物数量较少,可能对统计结果

造成偏倚。 在今后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样本

量,完善实验设计,以更好地明确 EPO 对 CPR 后肺

脏功能的保护作用。 总之,EPO 能降低 CPR 后大鼠

肺脏的氧化应激反应,减轻 CPR 后的肺损伤程度,
促进 CPR 后肺脏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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