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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泌体介导的 miR鄄18b鄄5p 调控 NEDD9
对乳腺癌细胞增殖、迁移、侵袭的影响

杨摇 硕1,杨清玲2

[摘要]目的:探讨 miR鄄18b鄄5p 调控神经前体细胞表达下调蛋白 9(NEDD9)对乳腺癌细胞侵袭、迁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方

法:qRT鄄PCR 检测人正常乳腺癌上皮细胞 MCF鄄10A 与 2 株乳腺癌细胞株(SKBR鄄3 和 SKBR鄄3 / PR)中 miR鄄18b鄄5p 的表达水平;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SKBR鄄3 / PR 细胞来源外泌体的表面标志物;CCK8 和 Transwell 实验检测 SKBR鄄3 / PR 细胞转染 miR鄄18b鄄
5p inhibitor 并提取的外泌体与 SKBR鄄3 细胞共培养后对 SKBR鄄3 细胞增殖和侵袭、迁移能力。 生物信息学预测软件 Target Scan
预测 miR鄄18b鄄5p 与 NEDD9 的靶向结合位点。 双荧光素酶实验分析 miR鄄18b鄄5p 与 NEDD9 的靶向调控关系。 Transwell 实验检

测上调 NEDD9 对 SKBR鄄3 细胞侵袭迁移能力的影响。 结果:miR鄄18b鄄5p 在乳腺癌细胞株中相对于正常乳腺癌上皮细胞中高

表达(P < 0. 01) ;SKBR鄄3 / PR 细胞来源的外泌体高表达 CD63 和 TSG101 等特异性蛋白(P < 0. 01),SKBR鄄3 / PR 细胞转染

miR鄄18b鄄5p inhibitor 提取外泌体后对 SKBR鄄3 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显著被抑制(P < 0. 01)。 生物信息学软件 Target Scan
预测结果显示,NEDD9 3忆UTR 上存在潜在与 miR鄄18b鄄5p 靶向结合的位点,miR鄄18b鄄5p 能够负向调控 NEDD9 基因表达(P <
0. 01)。 过表达 NEDD9 能抑制 SKBR鄄3 细胞侵袭能力(P < 0. 01)。 结论:miR鄄18b鄄5p 通过靶向 NEDD9 促进乳腺癌细胞侵袭、
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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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xosome鄄mediated miR鄄18b鄄5p in promoting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breast cancer cells by regulating NEDD9

YANG Shuo1,YANG Qing鄄ling2

(1. Anhu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Translational Cancer Research,2.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 Molecular Bi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iR鄄18b鄄5p on the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breast cancer cells by down鄄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neural precursor cell expressed developmentally down鄄regulated 9 ( NEDD9), and its mechanism. Method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鄄18b鄄5p in human normal breast cancer epithelial cells MCF鄄10A and two breast cancer cell lines of SKBR鄄3
and SKBR鄄3 / PR were detected using qRT鄄PCR. The surface markers of SKBR鄄3 / PR cell鄄derived exosomes were detect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The CCK8 and Transwell assay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transfection of SKBR鄄3 / PR cells with miR鄄
18b鄄5p inhibitor and extraction of exosomes on the proliferation,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SKBR鄄3 cells. The targeted binding sites of
miR鄄18b鄄5p to NEDD9 were predicted using Bioinformatics prediction software Target Scan. Dual luciferase assa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targeted regu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鄄18b鄄5p and NEDD9. The effects of up鄄regulation of NEDD9 on the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SKBR鄄3 cells were detected using Transwell assay. Results:The expression of miR鄄18b鄄5p i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cancer cell line(P < 0. 01).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D63 and TSG101 specific proteins SKBR鄄3 / PR in
cell鄄derived exosomes were high(P < 0. 01) . The proliferation,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SKBR鄄3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by

摇 摇 摇 the extractive exosomes of SKBR鄄3 / PR cells transfected with
miR鄄18b鄄5p inhibitor (P < 0. 01).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bioinformatics software Target Scan showed that the NEDD9 3忆
UTR had potential binding sites with miR鄄18b鄄5p, and the
miR鄄18b鄄5p could negatively regulate NEDD9 gene expression
(P < 0. 01). The overexpression of NEDD9 could inhibit the
invasion of SKBR鄄3 cells(P < 0. 01). Conclusions:The miR鄄
18b鄄5p can promote the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breast
cancer cells by targeting NEDD9.
[Key words] breast neoplasms;exosomes;miRNA鄄18b鄄5p;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neural precursor cell expressed developmentally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down鄄regulate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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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近年来

综合治疗方法如治疗乳腺癌的围手术期化疗和基因

治疗蓬勃发展,乳腺癌的疗效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肿

瘤转移和侵袭的存在导致病人的生存率依然不高,
深入研究促进乳腺癌细胞增殖、迁移和转移的分子

机制 对 病 人 的 诊 断 和 预 后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microRNA(miRNA)的异常表达在肿瘤的发生与发

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miRNA 是一种非常小的

RNA 分子,通过直接作用于 mRNA 的 3忆鄄UTR 来抑

制其表达[2]。 miRNA 即可作为一种致癌因子也可

作为一种抑癌因子[3],可以调控癌细胞的增殖、侵
袭、迁移和凋亡等生物学活动[4]。 miRNA鄄18b 在结

直肠癌[5]、卵巢癌[6]、乳腺癌[7] 等肿瘤中异常表达

的报道表明,其通过调节关键蛋白的表达,影响肿瘤

的增殖与侵袭,但其在乳腺癌中的作用及其基本的

分子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外泌体是一种细胞分泌的直径 40 ~ 100 nm 的

微小囊泡,可通过细胞分泌到受体,通过向靶细胞转

移各种生物活性分子如膜受体、 蛋白质、 核酸

(mRNA、miRNA 及其他非编码 RNA) [8]作为信号分

子传递给其他细胞,特别是外泌体可以携带参与癌

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的 miRNA[9],且外泌体中的

特异性 miRNA 水平升高与癌症进展有关[10]。 如乳

腺癌来源外泌体 miR鄄448 通过靶向 NEAT1 促进乳

腺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11]。 但是,外泌体携带的

miR鄄18b鄄5p 在各类型癌症中的作用鲜见探究。 靶

基因预测软件发现神经前体细胞表达下调蛋白

9(NEDD9) 可能是 miR鄄18b鄄5p 的靶基因。 已知

NEDD9 是一种转录因子,在多种类型的癌症如乳腺

癌[12]、胶质瘤[13] 等中发挥功能,抑制 NEDD9 表达

会促进肿瘤发生[14]。 本研究探讨乳腺癌细胞来源

外泌体对乳腺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影响,进一

步验证乳腺癌细胞外泌体中的 miRNA鄄18b鄄5p 通过

靶向调控 NEDD9 对乳腺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

袭的作用,从而为乳腺癌的治疗及预后提供实验

依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细胞与试剂摇 乳腺癌上皮细胞 MCF鄄10A 和乳

腺癌细胞株 SKBR鄄3 购自中国科学院细胞库;胎牛

血清和 DMEM 高糖培养基购自 Hlyclone 公司;Trizol
试剂和 Lipofectamine2000 购自 Invitrogen 公司;miR鄄
18b鄄5p inhibitor、miR鄄18b鄄5p mimics 和靶向 NEDD9
的过表达载体以及 PCR 所用引物均购自上海

GenePharma 公司;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 qRT鄄
PCR)试剂购自 Takara 公司;所有引物合成由南京

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荧光素酶试剂盒

(Promega,美国);BCA 蛋白含量检测试剂盒和细胞

凋亡试剂盒 (凯基,中国);无外泌体血清( SBI,美
国); 一 抗 CD63、 TSG101、 NEDD9 及 二 抗 购 自

Affinity 公司;CCK8 试剂盒购自吉玛公司;Transwell
小室购自 Corning 公司。
1. 2摇 实验方法摇
1. 2. 1摇 细胞培养 摇 用紫杉醇诱导 SKBR鄄3 细胞耐

药性的产生,使 SKBR鄄3 细胞处于 25 滋g / mL 的浓度

中稳定生长。 乳腺癌细胞株接种于含 10% 胎牛血

清的 DMEM 培养基中,在 37益、5% CO2 和 95% 饱

和湿度条件下的培养箱中培养。 其乳腺癌细胞生长

至细胞融合度达到 60% ~ 70% 密度时,用无外泌体

血清培养基培养,48 h 后,收集细胞上清液并储存

于 - 80 益直至实验使用。
1. 2. 2摇 乳腺癌细胞外泌体的提取、分离及鉴定摇 正

常乳腺癌上皮细胞 MCF鄄10A 及乳腺癌细胞用含

10%胎牛血清、100 U / mL 青霉素和 100 滋g / mL 链霉

素的 DMEM 培养基置于 37 益、5% CO2 培养箱中传

代培养。 待细胞密度达到 80% 时,更换为无外泌体

血清培养基。 收集细胞培养上清液于室温 2 000 g
4 益离心 30 min;收集上清液继续在 10 000 g 4 益
离心 30 min;最后得到上清液再 100 000 g 4 益离心

70 min。 将沉淀重悬于 1 伊 PBS 中,使用 0. 22 滋m 孔

径过滤器过滤。 继续 100 000 g 4 益 离心 70 min。
弃去上清液,1 伊 PBS 重悬,放入 - 80益冰箱保存备

用。 采用 Western blotting 检测外泌体标志物 CD63
和 TSG101 的表达,对所提取的外泌体进行分析。
1. 2. 3摇 Transwell 实验检测 miR鄄18b鄄5p 对细胞侵袭

和迁移的影响 摇 SKBR鄄3 / PR 细胞转染 miR鄄18b鄄5p
inhibitor 后,提取外泌体,与 SKBR鄄3 细胞共培养。
分组为:NC 组和 miR鄄18b鄄5p inhibitor 组。 取不同分

组细胞 100 滋l 置于上室,下室加入含 10%胎牛血清

的 DMEM 600 滋L,培养 24 h 取出小室,4% 甲醛固

定,吉姆萨染色并计数。
1. 2. 4摇 CCK鄄8 法检测乳腺癌细胞的增殖活性摇 将

处于对数生长期的 SKBR鄄3 细胞接种于 96 孔板(细
胞密度为 1 伊 104 个 /孔),置于 37 益恒温培养箱中

培养 24、48 和 72 h 后向每孔加入 10 mL CCK鄄8 溶

液,置于 37 益 恒温培养箱中连续培养 3 d,根据

CCK鄄8 试剂盒说明书检测细胞增殖情况,酶标仪检

测并记录 450 nm 波长处吸光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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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摇 qRT鄄PCR 检测 miR鄄18b鄄5p 的表达水平 摇
qRT鄄PCR 检测 MCF鄄10A 细胞和 2 种乳腺癌细胞

SKBR鄄3 和 SKBR鄄3 / PR 中 miR鄄18b鄄5p 表达水平。
上述细胞中加入 Trizol 裂解液获得总 RNA。 在提取

总 RNA 时按照说明书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
95 益预变性 10 min,95 益 15 s,60 益 30 s,72 益
34 s,40 个循环。 获得的数据运用 2 - 驻驻Ct 的方法计

算表达量。 以 U6 作为内参。 引物序列见表 1。

表 1摇 引物序列

基因名称 上游序列 下游序列

miR鄄18b鄄5p TGA GCC ACA GCA CCT T ACG UGA UCU ACG UGG AA

U6 CTC GCT TCG GCA GCA CA AAC GCT TCA CGA ATT TGC GT

1. 2. 6摇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 CD63、TSG101 蛋白

表达摇 收集处于对数生长期的 SKBR鄄3 细胞,加入

RIPA 裂解液,冰浴 30 min,4 益条件下经 12 000 r /
min 离心 30 min,提取细胞总蛋白。 采用 BCA 法测

定蛋白浓度。 取 30 滋g 蛋白样品与上样缓冲液充分

混匀后点样进行十二烷基硫酸钠 - 聚丙烯酰胺凝

胶电泳,转膜、封闭,加入 CD63、TSG101 一抗稀释液

(1颐 1 000),4 益 孵育 24 h,洗膜,加入二抗稀释液

(1颐 2 000)室温孵育 2 h,ECL 显影,应用 Image J 软

件分析蛋白条带灰度值。
1. 2. 7摇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摇 首先将 NEDD9
3忆鄄UTR 序列进行扩增,构建 NEDD9 野生型 3忆鄄UTR
荧光 素 酶 质 粒 pmirGLO鄄WT 和 突 变 型 质 粒

pmirGLO鄄Mut。 将 pmirGLO鄄WT、 pmirGLO鄄Mut 与

miR鄄18b鄄5p 模拟物和阴性对照转染进 SKBR鄄3 细

胞,24 h 后去除培养基,以 PBS 清洗细胞 3 次,弃去

PBS,每孔加入 100 滋L 被动裂解液,室温下将培养

板置于平板摇床上,轻微晃动 15 min。 待细胞裂解

后,将每组 20 滋L 样本转移至发光用 96 孔板上,并
置于超级酶标仪的检测板上,分别分装100 滋L 的

LAR域和 Stop&Glo 试剂。 测量时,使用1 ~ 2 s 延迟

和 5 ~ 10 s 读数。 如此循环操作直至所有样本检测

完毕。 使用酶标仪配套软件分析结果。 相对荧光素

酶活性 =萤火虫荧光素酶活性 /海肾荧光素酶活性。
1. 2. 8摇 Transwell 实验检测 NEDD9 对细胞迁移和侵

袭影响摇 对 SKBR鄄3 转染 NEDD9 过表达序列,实验

分为 NC 组和 NEDD9 过表达组。 通过 Transwell 实
验检测 NEDD9 对细胞侵袭和迁移的影响。 具体操

作同前。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miR鄄18b鄄5p 在乳腺癌细胞中的表达摇 与正常

乳腺癌上皮细胞 MCF鄄10A 比较,乳腺癌细胞系中

miR鄄18b鄄5p 相对高表达(P < 0. 01),其中在 SKBR鄄
3 / PR 细胞中表达量最高(P < 0. 01) (见表 2)。

摇 表 2 摇 在 MCF鄄10A、SKBR鄄3 和 SKBR鄄3 / PR 细胞中 miR鄄
18b鄄5p 表达水平比较(x 依 s)

分组 n miR鄄18b鄄5p F P MS组内

MCF鄄10A 组 3 1. 02 依 0. 04

SKBR鄄3 组 3 1. 74 依 0. 03** 19. 35 < 0. 01 0. 294

SKBR鄄3 / PR 组 3 2. 86 依 0. 11##

摇 摇 q 检验:与 MCF鄄10A 组比较**P < 0. 01;与 SKBR鄄3 组比较##P
< 0. 01

2. 2摇 外泌体鉴定摇 外泌体组 CD63 和 TSG101 表达

均高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3)。

表 3摇 外泌体蛋白标志物 CD63、TSG101 的表达(x 依 s)

分组 n CD63 TSG101

细胞对照组 3 1. 00 依 0. 04 1. 00 依 0. 02

外泌体组 3 1. 47 依 0. 03 1. 86 依 0. 05

t — 10. 24 22. 13

P — <0. 01 < 0. 01

2. 3摇 转染 miR鄄18b鄄5p inhibitor 对 SKBR鄄3 细胞迁

移能力的影响 摇 与 NC 组比较,转染了 miR鄄18b鄄5p
inhibitor 的 SKBR鄄3 / PR 细胞外泌体组 SKBR鄄3 细胞

侵袭与迁移能力明显降低(P < 0. 01)(见表 4),表明

下调miR鄄18b鄄5p 能抑制 SKBR鄄3 细胞侵袭、迁移能力。

摇 表 4摇 miR鄄18b鄄5p inhibitor 对 SKBR鄄3 细胞迁移能力的影

响(x 依 s)

分组 n 细胞数 迁移率 / %

NC 组 3 272 依 8. 25 0. 69 依 0. 03

miR鄄18b鄄5p inhibitor 组 3 176 依 5. 34 0. 42 依 0. 01

t — — 26. 40

P — — <0. 01

2. 4摇 转染 miR鄄18b鄄5p inhibitor 对 SKBR鄄3 细胞增

殖的 影 响 摇 相对于 NC 组, 转染了 miR鄄18b鄄5p
inhibitor 的 SKBR鄄3 / PR 细胞外泌体组抑制细胞的增

殖(P < 0. 01) (见表 5),表明下调 miR鄄18b鄄5p 可抑

制 SKBR鄄3 细胞增殖能力。
2. 5摇 miR鄄18b鄄5p 靶向调控 NEDD9摇 生物信息学软

件 Target Scan 预测结果显示,NEDD9 3忆UTR 上存在

潜在的与 miR鄄18b鄄5p 靶向结合的位点(见图 1),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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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NEDD9 可能是 miR鄄18b鄄5p 的靶基因。 根据双荧

光素酶活性检测结果显示,与 NC 组比较,miR鄄18b鄄
5p mimic 组 wt鄄NEDD9 细胞中荧光素酶活性降低

(P < 0. 05 ),而 mut鄄 NEDD9 细胞中荧光素酶活性

不受影响(P > 0. 05)(见表 6)。

摇 表 5摇 miR鄄18b鄄5p inhibitor 对 SKBR鄄3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

用(x 依 s)

分组 n 24 h 48 h 72 h

NC 组 3 0. 84 依 0. 03 1. 72 依 0. 04 2. 28 依 0. 11

miR鄄18b鄄5p inhibitor 组 3 0. 57 依 0. 02 1. 16 依 0. 02 1. 49 依 0. 07

t — 4. 7 12. 35 6. 82

P — <0. 01 < 0. 01 < 0. 01

表 6摇 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x 依 s)

分组 n wt鄄NEDD9 mut鄄NEDD9

NC 组 3 0. 98 依 0. 07 0. 94 依 0. 06

miR鄄18b鄄5p mimic 组 3 0. 64 依 0. 16 0. 96 依 0. 04

t — 3. 18 0. 72

P — <0. 05 > 0. 05

2. 6摇 过表达 NEDD9 对 SKBR鄄3 侵袭、迁移能力的

影响摇 与 NC 组比较,NEDD9 过表达组侵袭的细胞

与迁移能力明显降低(P < 0. 01) (见表 7),过表达

NEDD9 能够显著抑制 SKBR鄄3 细胞侵袭、迁移能力。

!1 miR-18b-5p" NEDD9 3'UTR #$%&'

摇 表 7摇 过表达 NEDD9 对 SKBR鄄3 侵袭、迁移能力的影响

(x 依 s)

分组 n 细胞数 迁移率 / %

NC 组 3 316 依 7. 39 0. 72 依 0. 03

NEDD9 过表达组 3 224 依 4. 26 0. 56 依 0. 01

t — — 30. 58

P —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乳腺癌是成年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

较高,也是女性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14]。 虽然通

过化疗使非转移性病人 5 年存活率达到 60% ~
70% ,但因化疗药物不良反应较大并且容易发生耐

药,所以找到一种更有前途的治疗策略是非常迫切

和必要的。 外泌体近年来成为研究热点,其在肿瘤

的发生、发展与转移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肿瘤细

胞分泌的外泌体携带特异性小分子或 RNA,能够影

响其他细胞的生物学功能,从而调节癌症进程[15]。
miRNAs 因其能够作为癌症生物标志物,以及与肿

瘤发生、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等多种生理和病理发

展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16 - 17]。 同时靶向关键调节

基因和异常表达的 miRNA 可能是预防恶性肿瘤转

移的有效策略,因此 miRNA 可充当一种有效的分子

靶向药物对肿瘤进行治疗[18]。 研究[19] 表明 miR鄄
18b鄄5p 在胆囊中过表达并作为转移形成的重要介

质。 XUE 等[6]发现 miR鄄18b鄄5p 在卵巢癌中呈过表

达并靶向 VMA21 促进肿瘤的增殖、侵袭和迁移。 LI
等[5]提出上调 miR鄄18b鄄5p 可通过下调 Akt 途径促

进结直肠癌细胞的生长,而 miR鄄18b鄄5p 在乳腺癌中

的表达及作用有待研究。
本研究通过 qRT鄄PCR 检测了 miR鄄18b鄄5p 在乳

腺癌细胞 SKBR鄄3 和 SKBR鄄3 / PR 和正常乳腺癌上

皮细胞 MCF鄄10A 中的表达情况,结果表明 miR鄄18b鄄
5p 在 2 种乳腺癌细胞系中的表达水平均明显增高,
随后选取 SKBR鄄3 / PR 细胞提取外泌体,并将外泌体

与 SKBR鄄3 细 胞 共 培 养, 发 现 转 染 miR鄄18b鄄5p
inhibitor 外泌体对 SKBR鄄3 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能

力显著降低,表明 miR鄄18b鄄5p 具有调控 SKBR鄄3 细

胞的 能 力。 Target Scan 靶 基 因 预 测 软 件 证 明

NEDD9 是 miR鄄18b鄄5p 的靶基因之一,荧光素酶报

告基因实验结果表明 miR鄄18b鄄5p 通过靶向结合

NEDD9 的 3忆鄄UTR,继而抑制了 NEDD9 的表达,提
示 NEDD9 可能是乳腺癌潜在的治疗靶点。 过表达

NEDD9 可抑制乳腺癌细胞 SKBR鄄3 的侵袭与迁移能

力。 因此,外泌体中的 miR鄄18b鄄5p 可能通过靶向

NEDD9 调控乳腺癌 SKBR鄄3 细胞增殖、侵袭、迁移。
NEDD9 是核受体家族的一员,在肺癌组织与肺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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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系中低表达,而且 NEDD9 的减少与肿瘤进展和

肺癌预后不良有关[20]。 WANG 等[21] 研究表明

NEDD9 可以调节并控制肝癌的侵袭。 同时,有研

究[22]发现,NEDD9 在胃癌中呈低表达并抑制胃癌

细胞增殖。 miRNA 通常通过靶向调控下游 mRNA,
影响其在细胞中的水平,进而调控细胞生物学功能。
本研究证实了外泌体 miR鄄18b鄄5p 可靶向调控

NEDD9。 由于 NEDD9 介导了细胞的接触抑制作

用,抑制了肿瘤细胞的转移和增殖,因此 NEDD9 蛋

白表达被抑制后乳腺癌细胞的增殖与侵袭能力增

强,促进了乳腺癌的转移。
综上所述,miR鄄18b鄄5p 在 SKBR鄄3 / PR 来源的外

泌体中高表达,外泌体通过上调 SKBR鄄3 细胞中

miR鄄18b鄄5p 水 平 靶 向 抑 制 NEDD9 表 达, 促 进

SKBR鄄3 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因此 miR鄄18b鄄5p
可能是乳腺癌治疗的潜在分子靶点,为乳腺癌的诊

断和治疗带来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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