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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X7 基因对肝癌细胞凋亡、氧化应激

及 Wnt / 茁鄄catenin 信号通路的影响

冯桂银,张摇 庚,王海伦,梁东启,袁摇 媛,樊摇 艳

[摘要]目的:探讨过表达 SOX7 对肝癌细胞凋亡、活性氧(ROS)水平及 Wnt / 茁鄄catenin 信号通路的影响。 方法:人肝癌 Huh鄄7
细胞分为空白组、空质粒 pcDNA3. 1 组(Vector 组)和 pcDNA3. 1鄄SOX7 重组质粒组(pcDNA3. 1鄄SOX7 组)。 转染 48 h,Annexin
V鄄FITC / PI 双染法细胞凋亡试剂盒、DCFH鄄DA 法及 Western blotting 分别检测细胞凋亡率、ROS 含量及 SOX7、茁鄄catenin、cyclin
D1 和 cleaved鄄caspase 3 蛋白表达。 MTT 法检测 pcDNA3. 1 转染 24 h、48 h 和 72 h 的细胞活力。 结果:pcDNA3. 1鄄SOX7 重组质

粒组 SOX7 蛋白表达明显高于空白组(P < 0. 05)。 与空白组比较,pcDNA3. 1鄄SOX7 组细胞活力及 茁鄄catenin 和 cyclin D1 蛋白

表达均明显降低,细胞凋亡率、ROS 含量及 cleaved鄄caspase 3 蛋白表达明显升高(P < 0. 05)。 结论:过表达 SOX7 可诱导肝癌细

胞凋亡,凋亡机制与细胞内 ROS 水平提高及 Wnt / 茁鄄catenin 信号通路抑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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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OX7 gene on the apoptosis,oxidative stress
and Wnt / 茁鄄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in liver cancer cells

FENG Gui鄄yin,ZHANG Geng,WANG Hai鄄lun,LIANG Dong鄄qi,YUAN Yuan,FAN Yan
(Department of Pain,Cangzhou Central Hospital,Cangzhou Hebei 06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overexpression of SOX7 gene on apoptosis,ractive oxygen species(ROS) level and
Wnt / 茁鄄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cells. Methods:The human hepatoma Huh鄄7 cells were divided
into the blank group,blank plasmid pcDNA3. 1 group(vector group) and pcDNA3. 1鄄SOX7 recombinant plasmid group(pcDNA3. 1鄄
SOX7 group). The apoptosis rate,ROS content,and expression levels of SOX7,茁鄄catenin,cyclin D1 and cleaved鄄caspase 3 protein were
detected by Annexin V鄄FITC / PI double staining,DCFH鄄DA assay and Western blotting at 48 h after transfection,respectively. The cell
viability was detected using MTT assay after 24 h,48 h and 72 h of pcDNA3. 1 transfecting. Results:The expression level of SOX7
protein in pcDNA3. 1鄄SOX7 recombinant plasmi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blank group(P < 0. 05).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group, the cell viability and expression levels of 茁鄄catenin and cyclin D1 protein in pcDNA3. 1鄄SOX7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while the apoptosis rate,ROS content and cleaved鄄caspase 3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 < 0. 05).
Conclusions:The overexpression of SOX7 can induce the apoptosis of HCC cells. The mechanism of apoptosis is related to the
increasing of ROS level and inhibition of Wnt / 茁鄄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Key words] liver neoplasms;SOX7 gene;oxidative stress;Wnt / 茁鄄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cells apoptosis

摇 摇 肝癌发病隐匿、发展迅速、恶性程度高,术后易

复发和转移,5 年生存率低,且近些年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明显上升[1]。 肝癌是一个多基因参与、多因素

作用和多阶段发病的疾病,其发生发展机制尚未明

确[2]。 有研究[3 - 4]发现,抑癌基因、癌基因、信号通

路等参与了肿瘤形成,如 RTEN 基因、p53 基因、Wnt
信号通路等。 因此,研究引起肝癌发生发展的分子

机制对于其诊疗尤为重要。 SOX7 是含高迁移率族

蛋白(HMG)结构域的 SOX 家族成员之一,可与 茁鄄
catenin 竞争结合 TCF / LEF,从而抑制 Wnt / 茁鄄catenin
信号通路激活[5]。 有研究[6 - 7]报道,肝癌、肺癌等多

种肿瘤中 SOX7 呈现低表达,其表达与肿瘤进展明

显相关。 miR鄄935 可通过靶向抑制 SOX7 促进肝癌

细胞增殖和迁移[8];miR鄄184 可靶向抑制 SOX7 促

进肝癌细胞增殖,加速细胞周期进程[9]。 关于

SOX7 对肝癌细胞凋亡影响及机制尚未明确。 因

此,本研究将 pcDNA3. 1鄄SOX7 重组质粒转染人肝癌

细胞,旨在观察过表达 SOX7 对肝癌细胞凋亡影响,
并进一步研究其对细胞活性氧(ROS)水平及 Wnt /
茁鄄catenin 信号通路影响,以期为肝癌治疗提供理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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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材料摇 人肝癌 Huh鄄7 细胞购自中国科学院上

海细胞研究所;DMEM 培养基购自美国 Gibco;FBS
购自杭州四季青;MTT、DMSO 均购自美国 Sigma;流
式细胞仪和 Annexin V鄄FITC / PI 双染法细胞凋亡试

剂盒均购自美国 BD;SOX7、茁鄄catenin、cyclin D1 和

cleaved鄄caspase 3 抗体及 HRP 标记的二抗均购自美

国 Abcam;酶标仪购自美国 Thermo。
1. 2摇 细胞培养及分组摇 Huh鄄7 细胞在含 10% FBS
的 DMEM 培养基中,于 37 益、5% CO2 培养箱中常

规传代培养。 细胞分为空白组、空质粒 pcDNA3. 1
组 ( Vector 组) 和 pcDNA3. 1鄄SOX7 重组 质 粒 组

(pcDNA3. 1鄄SOX7 组)。
1. 3摇 转染 摇 依据 GeneBank 中提供的 SOX7 基因

CDS 序列(NM鄄031439),委托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设计合成 pcDNA3. 1鄄SOX7 重组质粒。 参照

lipofectamineTM2000 说明书进行转染。 转染前 24 h,
将生长至对数期的 Huh鄄7 细胞接种于 6 孔板,每孔

2 mL(约 3 伊 105 个细胞),于 37 益、5% CO2 培养箱

中培养,使转染时细胞达 50% ~ 60% 的生长融合

度。 制备 pcDNA3. 1 与 lipofectamineTM 2000 混合

物,将混合物加入 6 孔板各分组相应的孔内,常规孵

育 6 h 后,换为含血清的培养基,继续培养 48 h,用
于后续实验研究。
1. 4摇 MTT 法检测细胞活力摇 以每孔 200 滋L 细胞悬

液(约 5 伊 103 个细胞)接种生长至对数期的 Huh鄄7
细胞于 96 孔板,常规孵育 24 h 后,将 pcDNA3. 1 转

染细胞,并设置未转染的细胞作为空白组,分别于转

染的 24、48 和 72 h,每孔细胞中加 10 滋L MTT 溶液

(5 mg / mL),于培养箱中继续孵育 4 h,将上清液吸

弃,每孔加 DMSO 溶液 150 滋L,摇床上低速振荡

10 min,以使结晶能够溶解充分。 490 nm 波长,酶
标仪测定各孔的吸光度值(A)。 每组设置 5 个复

孔,实验重复 3 次。
1. 5摇 Annexin V鄄FITC / PI 双染法检测细胞凋亡率摇
pcDNA3. 1鄄SOX7 重组质粒转染 Huh鄄7 细胞 48 h,预
冷 PBS 洗涤细胞,500 滋L 1 伊 binding buffer 重悬细

胞。 计 算 比 例 取 出 1 伊 105 个 细 胞, 加 10 滋L
Annexin V鄄FITC,混匀,再加入 5 滋L PI,混匀,暗室室

温避光反应 15 ~ 20 min,上机前再加入 1 伊 binding
buffer 200 滋L,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细胞凋亡情况

(1 h 内)。 实验重复 3 次。
1. 6 摇 DCFH鄄DA 法检 测 ROS 水 平 摇 pcDNA3. 1鄄

SOX7 重组质粒转染 Huh鄄7 细胞 48 h,收集细胞,更
换为含 10 滋mol / L DCFH鄄DA 的 DMEM 培养液,于
37 益孵育 20 min,弃掉培养液,无血清培养液洗涤

细胞 3 次,镜下观察。 同时收获细胞,并将细胞浓度

调整为 1 伊 106 / mL,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的荧光强

度。 激发波长 488 nm,发射波长 525 nm。 实验重复

3 次。
1. 7 摇 Western blotting 摇 pcDNA3. 1鄄SOX7 重组质粒

转染 Huh鄄7 细胞 48 h,收集细胞,加适量 RIPA 裂解

液提取细胞总蛋白,BCA 法测定总蛋白浓度。 SDS鄄
PAGE 后湿转 PVDF 膜,膜用 5%脱脂奶粉封闭 1 h,
TBST 洗膜,加一抗稀释液( SOX7、茁鄄catenin、cyclin
D1 和 cleaved鄄caspase 3 抗体,均为 1 颐 1 000 稀释),
4 益冰箱孵育过夜,TBST 洗膜,加 HRP 标记的二抗

稀释液(1颐 3 000 稀释),室温孵育 1 h,在膜上滴加

ECL 显色液,在暗盒中使用 X 光胶片曝光。 拍照。
Image J 图像分析软件分析各条带的灰度值。 实验

重复 3 次。
1. 8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pcDNA3. 1鄄SOX7 重组质粒转染 Huh鄄7 细胞效

果 摇 pcDNA3. 1鄄SOX7 重组质粒转染 Huh鄄7 细胞

48 h,Western blotting 检测结果显示, pcDNA3. 1鄄
SOX7 组 SOX7 表达明显高于空白组(P < 0. 05),
Vector 组 SOX7 表达与空白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见图 1、表 1)。
!" Vector

SOX7

GAPDH

pcDNA3.1 SOX7-

#1 pcDNA3.1 SOX7$%&'()Huh 7*+,-- -

摇 表 1摇 pcDNA3. 1鄄SOX7 重组质粒转染 Huh鄄7 细胞后 SOX7
蛋白表达情况(x 依 s)

分组 SOX7 蛋白相对表达量

空白组 0. 072 依 0. 008

Vector 组 0. 065 依 0. 007

pcDNA3. 1鄄SOX7 组 0. 572 依 0. 042*

摇 摇 F 405. 25

摇 摇 P < 0. 01

摇 摇 MS组内 0. 001

摇 摇 与空白组比较*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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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摇 过 表 达 SOX7 抑 制 Huh鄄7 细 胞 活 力 摇
pcDNA3. 1鄄SOX7 重组质粒转染 Huh鄄7 细胞 24、48
和 72 h, MTT 检 测 结 果 显 示, 与 空 白 组 比 较,
pcDNA3. 1鄄SOX7 组在 3 个时间点的细胞活力均明

显降低(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过表达 SOX7 对 Huh鄄7 细胞活力的影响(x 依 s)

分组 24 h 48 h 72 h

空白组 0. 488 依 0. 045 0. 712 依 0. 059 0. 978 依 0. 072

Vector 组 0. 501 依 0. 042 0. 687 依 0. 051 0. 954 依 0. 078

pcDNA3. 1鄄SOX7 组 0. 311 依 0. 028* 0. 502 依 0. 043* 0. 697 依 0. 056*

F 22. 17 14. 93 15. 16

P <0. 01 < 0. 01 < 0. 01
MS组内 0. 002 0. 003 0. 005

摇 摇 与空白组比较*P <0. 05

2. 3 摇 过 表 达 SOX7 诱 导 Huh鄄7 细 胞 凋 亡 摇
pcDNA3. 1鄄SOX7 重组质粒转染 Huh鄄7 细胞 48 h,
Annexin V鄄FITC / PI 双染法检测细胞凋亡结果显示,
与空白组比较,pcDNA3. 1鄄SOX7 组细胞凋亡率及

ROS 含量均明显升高(P < 0. 05)(见图 2、表 3)。
2. 4摇 过表达 SOX7 抑制 Wnt / 茁鄄catenin 信号通路摇
Western blotting 检测各组细胞 茁鄄catenin、cyclin D1
和 cleaved鄄caspase 3 蛋白表达, 与空白组比较,
pcDNA3. 1鄄SOX7 组 茁鄄catenin 和 cyclin D1 明显降

低,cleaved鄄caspase 3 表达明显升高(P < 0. 05) (见
图 3、表 4)。

3摇 讨论

摇 摇 Wnt / 茁鄄catenin信号通路是Wnt信号通路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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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过表达 SOX7 对 Huh鄄7 细胞凋亡的影响(x 依 s)

分组 凋亡率 / % 荧光强度

空白组 4. 15 依 0. 46 51. 25 依 5. 06

Vector 组 4. 26 依 0. 51 52. 88 依 5. 39

pcDNA3. 1鄄SOX7 组 25. 54 依 1. 62* 114. 9 依 8. 42*

F 441. 06 94. 39

P < 0. 01 < 0. 01
MS组内 1. 032 41. 851

摇 摇 与空白组比较*P < 0. 05

GAPDH

cleaved caspase 3-

cyclin D1

!" Vector pcDNA3.1 SOX7-

β catenin-

$3 %&'SOX7(Wnt/β catenin)*+,-./-

摇 表 4摇 茁鄄catenin、cyclin D1 和 cleaved鄄caspase 3 的蛋白相对

表达量情况(x 依 s)

分组 茁鄄catenin cyclin D1 cleaved鄄caspase 3

空白组 0. 815 依 0. 069 0. 271 依 0. 032 0. 026 依 0. 004

Vector 组 0. 832 依 0. 072 0. 294 依 0. 035 0. 030 依 0. 005

pcDNA3. 1鄄SOX7 组 0. 356 依 0. 039* 0. 150 依 0. 018* 0. 104 依 0. 010*

F 57. 24 20. 93 123. 15

P <0. 01 < 0. 01 < 0. 01
MS组内 0. 004 0. 001 0. 001

摇 摇 与空白组比较*P <0. 05

经典信号途径,在进化上高度保守,参与调节多种人

类疾病,特别是肿瘤的发生发展及预后[10]。 Wnt / 茁鄄
catenin 信号通路的异常活化可引起肿瘤发生。 茁鄄
catenin 是 Wnt / 茁鄄catenin 信号的关键分子,入核后

可结合于 TCF / LEF,从而激活 cyclin D1、c鄄myc 等下

游与肿瘤发生发展相关的靶基因,从而促进肿瘤进

展[11]。 近些年来,关于高迁移率族蛋白结构域 SOX
家族基因与肿瘤发生发展关系已成为研究热点。
SOX7 是 Wnt / 茁鄄catenin 信号的关键负性调控因子,
发挥抑癌基因样作用[12]。 有研究[13] 显示,SOX7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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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转染脑胶质瘤细胞后,细胞增殖明显被抑制,
Wnt / 茁鄄catenin 信号转录水平降低,且下游靶基因

cyclin D1 和 c鄄myc 的表达降低,而抑制 SOX7 表达

后不能引起上述现象。 因此认为,SOX7 可通过将

自身 HGM鄄box 结构域与 茁鄄catenin 结合,抑制 茁鄄
catenin 表达,从而降低 茁鄄catenin 介导的细胞增殖活

性,扮演着抑癌基因作用。 此外,在胃癌、子宫内膜

癌等多种肿瘤中也有类似的报道[14 - 15]。 过表达

SOX7 是否可诱导肝癌细胞凋亡还未明确。 本研究

结果显示,过表达 SOX7 组肝癌 Huh鄄7 细胞在 24 h、
48 h 和 72 h 的细胞活力均明显低于空白组,细胞凋

亡率高于空白组,茁鄄catenin 和 cyclin D1 蛋白表达低

于空白组,这与在其他肿瘤研究结果一致。
肿瘤细胞增殖和凋亡不平衡是其发生发展的重

要环节。 caspase 3 是可介导细胞凋亡的一类蛋白

水解酶,是 caspase 家族中的关键效应酶,也是凋亡

的执行者,其活化可使凋亡不可逆[16]。 研究[17] 显

示,人正常组织及多种肿瘤组织中 caspase 3 广泛表

达。 caspase 3 蛋白酶激活与肝癌凋亡密切相关[18]。
多种肿瘤中 Wnt / 茁鄄catenin 信号功能亢进,可通过抑

制 caspase 3 表达,进而使癌细胞增殖凋亡失衡[19]。
本研究结果发现,过表达 SOX7 组 Huh鄄7 细胞剪切

后的 caspase 3 表达明显高于空白组。 ROS 包括过

氧化氢、羟自由基、脂过氧化自由基等,目前研究[20]

显示 ROS 与细胞生长抑制、细胞凋亡间有密切关

系,ROS 水平变化可引起与肿瘤增殖凋亡有关的

NF鄄资B、Wnt 等信号通路变化,活化 caspase 3,从而

引起肿瘤细胞凋亡[20]。 目前诱导 ROS 产生已作为

引起细胞凋亡的机制之一。 有研究[21]表明,ROS 可

诱导肝癌细胞凋亡。 本研究结果显示,过表达 SOX7
组细胞 ROS 水平明显高于空白组。 提示提高 ROS
水平可能是 SOX7 诱导肝癌细胞凋亡途径之一。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重组体 pcDNA3. 1鄄SOX7 转

染人肝癌 Huh鄄7 细胞,通过 MTT 法、流式细胞术、
DCFH鄄DA 法及 Western blotting 分别检测过表达

SOX7 对 Huh鄄7 细胞活力、凋亡、ROS 水平及 Wnt / 茁鄄
catenin 信号通路 茁鄄catenin、cyclin D1 和凋亡相关的

cleaved鄄caspase 3 蛋白表达的影响。 发现过表达

SOX7 可明显抑制 Huh鄄7 细胞活力,诱导细胞凋亡,
机制可能与提高细胞 ROS 水平及抑制 Wnt / 茁鄄
catenin 信号通路有关。 提示 SOX7 可能是肝癌诊疗

的靶点之一,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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