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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阴性乳腺癌的上皮间质转化及自噬特性差异的研究

冯摇 琛1,朱摇 超1,余定玥2,刘蕴霞3,宋早智1,王庆康1,钱摇 军1

[摘要]目的:探讨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上皮间质转化(EMT)及自噬特性的差异。 方法:选取 TNBC 细胞株 BT鄄549 与非

TNBC 细胞株 MCF鄄7,分别对比其 EMT 及自噬特性。 通过细胞形态,平板克隆,Transwell 侵袭实验,Western blotting 实验测定

其 EMT 的差异,通过电镜观察自噬体,免疫荧光实验,Western blotting 实验测定其自噬特性。 结果:TNBC 增殖性和侵袭性强

于非 TNBC,TNBC 组间质细胞标志物 N鄄cadherin、Vimentin、茁鄄catenin 相对高表达,非 TNBC 组上皮细胞标志物 E鄄cadherin 相对

高表达。 电镜下,非 TNBC 细胞线粒体自噬,TNBC 组自噬微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3 相对高表达。 结论:TNBC 增殖性、侵袭性皆

强于非 TNBC,EMT 及自噬化程度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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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pithelial鄄mesenchymal transformation
and autophagy in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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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partment of Onc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2. Department
of Radiotherapy,Lianyungang Oriental Hospital,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2;3.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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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pithelial鄄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 and autophagy properties in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Methods:The epithelial鄄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 and autophagy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ree 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 cell line BT鄄549 and non鄄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non鄄TNBC) cell line MCF鄄7. The EMT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cell morphology, plate cloning, transwell invasion assay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The autophagy
characteristics were observed by electron microscopy,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Results: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in TNBC were stronger than that in non鄄TNBC. The N鄄cadherin,Vimentin and 茁鄄catenin of interstitial cell markers were
relatively high expression in TNBC group,and the E鄄cadherin of epithelial cell markers was relatively high expression in non鄄TNBC
group.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mitochondrial autophagy was detected in non鄄TNBC cells, and the autophagy 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 was relatively high expression in TNBC group. Conclusions: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in TNBC
are stronger than that in non鄄TNBC,and the EMT and degree of autophagy are high in TNBC.
[Key words] breast cancer;epithelial鄄mesenchymal transition;autophagy;triple negative

摇 摇 乳腺癌作为常见肿瘤,多发于女性,已经严重威

胁女性的身心健康。 现阶段,乳腺癌在女性中的发

病率呈逐步上升的趋势。 作为乳腺癌的严重类型,
三阴性乳腺癌(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
是指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人类表皮

生长因子受体 2(HER鄄2)阴性的乳腺癌,占所有乳

腺癌的 9% ~ 16% ,好发于年轻女性( < 50 岁者多

见) [1 - 2]。 TNBC 具有高侵袭性、复发较早及高远处

转移率的特点,与此同时,TNBC 的 5 年生存率和总

生存率较低,预后相对较差[3]。 目前,TNBC 主要有

手术治疗、化学药物治疗、放射治疗等,与其他类型

乳腺癌相比并无特殊之处,但是由于 TNBC 的分子

靶点为阴性,所以对于 TNBC 病人来说,内分泌治疗

与分子靶向治疗效果不理想。 因此,TNBC 研究的

重点是寻找提高乳腺癌治疗效果方法和降低乳腺癌

复发转移。 肿瘤细胞化学治疗的药物耐药问题是多

学科、多领域的共同难题。 就现在的研究来说,已发

现的经典的肿瘤细胞化学治疗的耐药机制主要是膜

相关糖蛋白介导的化疗药物外排机制;相关自噬凋

亡 DNA 修复异常机制以及肿瘤细胞凋亡通路表达

异常相关机制等。 上皮间质转化过程 ( epithelial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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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是肿瘤细胞在一定的

生理和病理情况下,恶性肿瘤细胞由上皮细胞源性

向间质细胞源性发生的转化过程。 肿瘤细胞的

EMT 被认为是肿瘤转移和侵袭过程中的重要原因。
在对发生 EMT 的恶性肿瘤细胞的研究过程中发现,
已发生 EMT 的细胞,相较于未发生 EMT 的细胞,细
胞间黏附能力降低,恶性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

力和抵制凋亡的能力增强,并可引起大量恶性肿瘤

细胞的细胞外基质组分的产生。 研究[4] 提示,在乳

腺癌、结肠癌、宫颈癌等在内多种肿瘤侵袭转移过程

中均观察到 EMT 现象的发生。 细胞的自噬是一种

广泛存在于真核生物的细胞程序性死亡机制,能够

在细胞生长过程中维持细胞能量的平衡并且对养分

胁迫产生应答反应。 近年来,TNBC 治疗中自噬的

研究已成为热点。 其主要的研究方向分为三个方

向:(1)通过抑制乳腺癌肿瘤的自我自噬保护,进而

加强乳腺癌细胞的化疗药物敏感性,抑制化疗药物

耐药性;(2)通过抑制乳腺癌肿瘤的自我保护性自

噬,进而提高乳腺癌细胞的放疗敏感性;(3)通过促

进乳腺癌细胞的自我消灭性自噬,进而直接杀伤

TNBC 细胞。 已有学者[5 - 7] 证实,通过激活自噬从

而直接杀伤 TNBC 细胞,这种激活自噬的机制可以

是小分子非编码 RNA(ncRna)、兴奋子(activator)和
化合物(如牛樟芝 Antrodia salmonea)。 化疗起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化疗耐药一直是影响 TNBC 治

疗的重要因素,因此抑制化疗耐药也是众多学者研

究的重点。 已有学者[8 - 11] 证实抑制自噬可以增强

多种化疗药物的化疗敏感性。 本文就 TNBC 与普通

乳腺癌细胞在上皮间质化和自噬性上的差异作一探

索,现作报道。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材料摇 TNBC 细胞系 BT鄄549、非 TNBC 细胞系

MCF鄄7 购 自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海 细 胞 研 究 所。 用

RPMI1640 混合培养基[含 10% 胎牛血清(FBS)和

100 U / mL 青霉素、100 U / mL 链霉素] 于 37 益、5%
CO2 培养箱中培养,细胞为贴壁生长, 每 3 ~ 4 d 以

0. 25%胰蛋白酶消化传代。 实验细胞均处于对数生

长期。
1. 2摇 肿瘤细胞培养摇
1. 2. 1摇 细胞复苏摇 从 - 80 益冰箱中取出目标细胞

的冻存管,立即投入 37 益 的水浴箱中迅速解冻,直
至冻存的细胞冻存液完全溶解,将细胞冻存悬液从

冻存管转移到离心管内,在离心管中加入 5 mL 完全

培养基,轻轻吹打混匀;将细胞悬液 1 000 r / min 离

心 5 min,离心后移液器吸去上清液。 向离心管中细

胞沉淀中加入完全培养液 5 mL,轻轻吹打混匀,将
细胞悬液转移到培养瓶内,放入恒温箱中放置过夜

后,第 2 天换液。
1. 2. 2摇 细胞传代摇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如培养瓶中

的细胞基本覆盖培养瓶瓶底时,吸除所有培养基;加
入 1 mL 胰蛋白酶(0. 25% ),消化 2 min;细胞变圆

后加 1 mL 的完全培养基终止消化;使用移液器轻柔

吹打细胞悬液,然后移液器将细胞悬液移植至离心

管中,1 000 r / min 离心 5 min;去除上清液,加 2 mL
培养基,将细胞重新悬浮转移至培养瓶中继续培养。
1. 2. 3摇 细胞冻存摇 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当细胞基本

布满培养瓶瓶底后,加入 1 mL 胰酶消化细胞,2 min
后,加入 1 mL 完全培养基,轻柔吹打细胞后,将细胞

悬液收集至离心管中,1 000 r / min 离心 5 min,弃上

清液。 向离心管中加入 3 mL 的冷冻保护液,轻轻吹

打混匀,使细胞密度达 1 伊 106 ~ 1 伊 107 个 / mL;而后

以每管 1 ~ 1. 5 mL 的量分装于冻存管内,拧紧管盖,
封存冻存管,在冻存管上做好标记,梯度冻存。
1. 3摇 EMT 特性鉴定摇
1. 3. 1摇 平板克隆实验摇 取处于完全对数生长期的

肿瘤细胞,先消化后,调整细胞数目,以 600 个 / mL
为宜。 取 6 孔板,每孔加入 1 mL 细胞悬液,而后每

个孔加入完全培养基 2 mL。 将 6 孔板放入 37 益、
5%CO2 培养箱中培养 14 d;镜下观察克隆体形成时

终止培养。 使用移液器弃去上层培养基,PBS 清洗

细胞 2 次后,加入甲醇固定,每孔 1 mL,固定 5 min,
吸出甲醇固定液,每孔加入结晶紫染色剂适量,多次

染色后,使用超纯水缓慢轻柔的洗去染色剂,放置于

室温环境下干燥。 显微镜下观察拍照计数。
1. 3. 2摇 Transwell 侵袭实验 摇 首先制备 Matrigel 基
质胶,将 Matrigel 基质胶放入 4 益的冰箱过夜,使用

Matrigel 基质胶与不完全培养基按 1颐 1 配成 Matrigel
胶。 在小室的上室加入 30 滋L 的已经稀释过的

Matrigel 胶,置于 37 益的培养箱中过夜。 使用不含

血清的不完全培养基培养细胞过夜。 胰蛋白酶消化

细胞,不完全培养基重悬细胞,调节细胞数目至 1 伊
105 个 / mL。 在 Transwell 小室上室中加入不完全培

养基细胞悬液 100 滋L,在 Transwell 下室中加入完全

培养基 300 滋L,把 transwell 小室小心放入下室上,
注意不要产生气泡。 将 24 孔板放入 37 益、5% CO2

培养箱中培养过夜。 侵袭完成后,用棉签小心擦除

上层小室的基质胶和残留细胞。 放入甲醛中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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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n,小室倒置,放在室温环境中,自然风干。 待

风干完成后,放入结晶紫中染色。 使用 PBS 轻柔清

洗后,计数。
1. 3. 3摇 蛋白印迹实验摇 稳定培养 BT鄄549 和 MCF鄄7
细胞,待贴壁后吸除废旧 1640 培养基,加入预冷

PBS 洗 2 ~ 3 遍,吸尽 PBS。 按照 40 滋L 磷酸酶抑制

剂 + 40 滋L 蛋白酶抑制剂 + 40 滋L PMSF + 4 mL
RIPA 裂解液配制总蛋白裂解液,加入培养板中,细
胞刮片充分刮取细胞,转入 1. 5 mL EP 管中。 涡旋

震荡 10 s,静置 10 min,此过程重复 3 次。 14 000 r /
min,4 益离心 15 min,取上清为全蛋白提取物。 按

BCA 试剂盒说明书检测蛋白浓度并配平。 按比例

加入 5 伊上样缓冲液混匀,煮沸 5 min。 每加样孔加

入 20 滋L 待测样品, SDS鄄PAGE 电泳,参照预染

Marker 的位置,确定电泳时间。 电泳完成后将蛋

白转置 NC 膜上。 TBST 摇床上洗膜 3 次,每次

10 min。 然后加入含 10% 脱脂奶粉的封闭液,摇床

振荡 1. 5 ~ 2 h。 封闭结束后,用 TBST 摇床上洗膜 3
次,每次 10 min。 按照说明比例稀释,一抗 ( E鄄
cadherin、茁鄄catenin、N鄄cadherin、Vimentin、GAPDH),
并将 NC 膜放入其中,摇床振荡孵育过夜。 第 2 天

取出,室温振荡 30 min。 用 TBST 摇床上洗膜 3 次,
每次 10 min。 将 NC 膜置于兔抗和鼠抗(用 10% 脱

脂奶粉封闭液稀释)中,室温摇床振荡反应 1 ~ 2 h。
二抗反应结束后,回收二抗。 然后用 TBST 摇床上

洗膜 3 次,每次 10 min。 将 ECL 化学发光试剂盒中

的 A、B 两种液体按说明书比例混合,配置成曝光液

备用。 将 NC 膜从 TBST 中取出,将含有蛋白质的膜

正 面 朝 上, 加 入 适 量 工 作 液。 使 用 G: BOX
chemiXR5 成像,并用 Gel鄄Pro32 软件进行灰度分析。
1. 4摇 自噬特性鉴定摇
1. 4. 1摇 电子显微镜观察细胞自噬体 摇 收集样本,
PBS 洗涤 1 遍,置于 EP 管中。 2. 5%戊二醛,磷酸缓

冲液配制固定 2 h 。 依次使用乙醇脱水。 纯包埋

液,37 益,24 h。 放入 37益烘箱内 ,过夜。 LKB鄄1 型

超薄切片机切片 50 ~ 60 nm,3%醋酸铀 - 枸橼酸铅

双染色,透射电镜观察。 拍片。
1. 4. 2摇 免疫组化实验和蛋白印迹实验摇 首先做好

细胞涂片,放置室温中自然晾干。 把晾干后的细胞

涂片完全浸入 4% 的多聚甲醛固定液中过夜,使用

PBS 浸洗 3 min,浸洗 3 次;每张切片滴加 2 滴 3%
H2O2 鄄甲醇溶液,室温 (15 ~ 25 益) 封闭 10 min。
PBS 浸洗 3 次。 滴加即用型山羊血清 50 ~ 100 滋L,
室温孵育 20 min,而后滴加已经经过 1颐 100 稀释的

一抗 100 滋L,37 益 条件下,湿盒孵育 2 h 后,使用

PBS 小心轻柔清洗涂片 3 次。 滴加经过 1颐 200 稀释

的二抗 100 滋L,室温,避光条件下细胞涂片孵育1 h;
PBS 浸洗 3 次。 每张片子滴加配制 DAPI 染液 100
滋L,室温避光条件下放置 5 min。 使用荧光显微镜

观察细胞中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拍照保存。 蛋白

印迹实验同上。
1. 5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TNBCEMT 特性差异 摇 TNBC 细胞组 BT鄄549
组克隆率 (59. 33 依 5. 13 )% ,侵袭率 (101. 67 依
5. 03)% , 均 高 于 非 TNBC 细 胞 组 MCF鄄7 组 的

(39. 67 依 2. 08)% 、(78. 33 依 6. 03)% ( t = 0. 004 和

0. 007, P < 0. 05 )。 TNBC 组 间 质 细 胞 标 志 物

N鄄cadherin、 Vimentin, 茁鄄catenin 相 对 高 表 达, 非

TNBC 组上皮细胞标志物 E鄄cadherin 相对高表达

(见图 1)。

2. 2摇 TNBC 细胞自噬差异性比较摇 电镜下,BT鄄549
胞质中除有线粒体轮廓外,其他细胞器少见,细胞胞

质空泡化。 MCF鄄7 线粒体损伤明显,嵴消失空泡化。
MCF鄄7 细胞发生细胞线粒体自噬现象 (见图 2)。
TNBC 组自噬微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3(LC3)免疫组

化差异,平均光密度(MOD)较非 TNBC 组增大(见
图 3)。 TNBC 组自噬标记蛋白 LC3 表达较多(见
图 4)。

3摇 讨论

摇 摇 在女性已确诊的恶性肿瘤中,乳腺恶性肿瘤约

占三分之一。 常规的乳腺癌治疗包括手术、化学治

疗、内分泌治疗等。 与其他类型乳腺癌相比,TNBC
的治疗方法并无特殊之处,但是 TNBC“三阴性冶的
本质导致其对乳腺癌内分泌治疗不敏感,且曲妥珠

单抗分子靶向治疗无效。 截止目前,针对 TNBC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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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免疫治疗、分子靶向治疗等新兴的治疗方案正

在紧张的研发过程中,短期投入到临床并且广泛应

用的可能性很小[12]。 因此,探索 TNBC 的本质并寻

找提高乳腺恶性肿瘤治疗效果和降低乳腺癌复发转

移成为 TNBC 领域的研究重点。 已有学者[8 - 11] 证

实抑制自噬可以增强多种化疗药物的化疗敏感性。
本文结果显示,从细胞行为的角度,TNBC 细胞

较非 TNBC 细胞更易增殖,且侵袭性更强。 EMT 角

度,TNBC 组间质细胞标志物 N鄄cadherin、Vimentin、
茁鄄catenin 相对高表达,非 TNBC 组上皮细胞标志物

E鄄cadherin 相对高表达,提示 TNBC 组发生较多

EMT。 从自噬角度,电镜观察可知非 TNBC 组线粒

体损伤相较于 TNBC 组更明显,非 TNBC 组发生线

粒体自噬。 损伤线粒体利用自噬作用选择性清除受

损的细胞器和相关的受损蛋白成分,以此维持细胞

内环境稳定,该过程被称为线粒体自噬[13]。 有学

者[14]研究,线粒体自噬作为常见的选择性自噬的一

种,其作用通路不与 LC3 通路直接重合,而是通过

泛素信号与自噬货物受体视神经病变诱导蛋白

(optineurin,OPTN)和自噬受体蛋白 NDP52 相连接。
此过程自噬是细胞对外界环境改变的一种自我保护

机制。 免疫组化和蛋白表达显示 TNBC 组 LC3 表达

较非 TNBC 组高表达,证实 LC3 在自噬和凋亡中的

关键作用,并且通过调控 Mcl鄄1、Bcl鄄2 的耦合因子

BAG3,调控自噬过程,从而提高了 TNBC 对 5鄄氟尿

嘧啶、阿霉素、多西紫杉醇等药物的敏感性[15]。 此

外,有学者[16] 证实通过抑制 Cyclin鄄D1 和 uPAR /整
合素 茁1 / Src 信号转导抑制自噬相关基因(LC3 和

Beclin鄄1)可诱导细胞凋亡并抑制 TNBC 细胞。 虽然

已有学者[17] 证实 EMT 经典通路 wnt鄄茁鄄catenin 和

LC3 连接体系有所关联,但是具体关联通路及与肿

瘤增殖、侵袭等生物行为的相关程度暂时还未完全

清楚。 此外,乳腺癌中线粒体自噬与乳腺癌生物学

行为和化疗耐药的关系尚未完全明确。 综上所述,
TNBC 增殖性、侵袭性皆强于非 TNB,上皮间质化程

度和自噬化程度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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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内部或到达肿瘤的深处,从而提高药物抗肿瘤的

效果和速率[10],所以电刺激联合药物疗法是一种有

效的治疗皮肤肿瘤的手段。 本文结果也显示单独局

部给予姜黄素没有效果,而结合脉冲电刺激后,对肿

瘤的抑制效果优于单纯的给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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