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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ＧＦＲ）在氨甲喋呤

（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ＭＴＸ）对映体Ｌ一（＋）一ＭＴＸ和Ｄ一（一）一ＭＴＸ耐药Ａ５４９细胞株中的表达。方法

ＰＣＲ方法测定肺癌Ａ５４９敏感细胞株和１５肛ｍｏｌ／Ｌ、３５

ＭＴＸ Ａ５４９耐药细胞株中ＥＧＦＲ ｍＲＮＡ表达情况。结果
ＭＴＸ

采用ＲＴ＿

ｌ，ｚｍｏｌ／Ｌ、５５ ｔｘｍｏｌ／Ｌ的Ｌ一（＋）一ＭＴＸ和Ｄ一（一）一
１５ ｊｘｍｏｌ／Ｌ、３５ Ｉｘｍｏｌ／Ｌ、５５ ｔｘｍｏｌ／Ｌ Ｌ一（＋）一

Ａ５４９耐药细胞株中ＥＧＦＲ基因表达的ｍＲＮＡ相对含量分莉为肺癌Ａ５４９敏感细胞株的（Ｉ．５５±

０．２６）倍、（１．８６＿＋０．１３）倍、（１．２０±０．０５）倍。ＲＴ—ＰＣＲ结果显示，Ａ５４９敏感细胞株和Ｌ一（＋）一ＭＴＸ各浓度
Ａ５４９耐药株均扩增出３１５ ｂｐ条带，有ＥＧＦＲ基因表达，而３种浓度的Ｄ一（一）一ＭＴＸ耐药细胞株中
ＥＧＦＲ基因不表达。结论ＭＴＸ诱导耐药后Ａ５４９细胞株中ＥＧＦＲ ｍＲＮＡ发生变化，且在３种浓度两种
对映体细胞株间具有明显的手性差异．ＭＴＸ可能通过改变ＥＧＦＲ基因启动子的甲基化状态，影响
ＥＣＦＲ的表达。

ｆ关键词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氨甲喋呤；对映体；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０．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７１５１．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３
Ｔｈｅ ｍ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ｉｎ

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 ｅｎａｎｔｉｏｍｅ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Ａ５４９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Ｂａｉ—ｙｉｎ，ＳＨＥＮ Ｚｕｏ－ｊｕｎ，ＨＥ Ｘｉａｏ—ｄｕｎｇ，ｅｔ ａ１．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Ａ蚯ｌ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Ａｎｈｕ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ｒｅｉ ２３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ｅ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ＭＴＸ）ｅｎａｎｔｉｏｍｅ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Ａ５４９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 ｆＬ—ｆ＋）一ＭＴＸ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ＧＦＲ

ｏ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ＧＦＲ）ｉｎ
Ｄ一（一）一ＭＴＸｌ．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ｅｘ—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ＲＴ—ＰＣＲ 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ｌ＂Ａ５４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ｃｅｌｌｓ．ａｎｄ ＭＴＸ

ｅｎａｎｔｉｏｍｅｒ—ｒｅｚｉｓｔａｎｔ Ａ５４９ ｃｅｌｌｓ
１５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Ｌ一（＋）～ＭＴＸ ａｎｄ Ｄ～（一）一ＭＴＸ］，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ｘｍｏｌ／Ｌ，３５斗ｍｏｌ／Ｌ，５５¨ｍｏＵ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ＧＦＲ ｗｅｒｅ

（１，８６±０．１３）ａｎｄ（１．２０±０．０５）ｆｏｌｄｓ ｉｎ Ｌ—ｆ＋）一ＭＴＸ／Ａ５４９ ｃｅｌｌ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ａｓ

ｆ１．５５－＋０，２６）．

Ａ５４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ｃｅｌｌｓ．

ＲＴ—ＰＣ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３１５ ｂｐ ｂａｎｄｓ ｉｎ Ａ５４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ｃｅｌｌ ａｎｄ Ｌ一（＋）一ＭＴＸ／Ａ５４９ ｃｅｌｌｓ，ｂｕｔ
ｉｎ

Ｄ—ｆ一１一ＭＴＸ／Ａ５４９ ｃｅｌｌｓ ｂａｒｅ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ＧＦＲ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ｃｅｌｌ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ｗｏ ｅｎａｎｔｉｏｍｅ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ｃｅｌｌｓ
ｐｅａｒｅｄ．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ＧＦＲ 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ＴＸ ｗｈｉｃｈ ａｈｅ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ａｒｅ

ａＤ—

ｏｆ ＥＧＦ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Ｅｎａｎｔｉｏｍｅｒ；ＲＴ－ＰＣＲ

当今世界医学的～大难题是肿瘤的治疗，而肿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ＧＦＲ）在多种肿瘤中表达或

瘤导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肿瘤的侵袭和转

高表达，与不同的配体结合后激活一系列的生物信

移。临床肿瘤患者死因中９０％是由于肿瘤的转移引

号反应，参与细胞的凋亡、增殖、分化、迁移和细胞周

起的，大约３０％的肿瘤患者在就诊时就已经有明显

期循环，与肿瘤细胞的形成和恶化（肿瘤转移）息息

的肿瘤转移病灶。肿瘤的侵袭、转移是一个复杂的过

相关”Ｊ。氨甲喋呤（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ＭＴＸ）作为叶酸代谢

程，涉及面很广。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途径抗肿瘤药物的“基石”，被认为是成功用于肿瘤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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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的药物之一［２】，然而近年来发现患者接受ＭＴＸ

胶成像系统（美国ＡＬＰＨＡ科技公司）。

治疗后肿瘤细胞容易耐药．引起转移复发．最后死

１．２方法

亡，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１．２．１细胞总ＲＮＡ提取分别消化收集细胞数约

ＭＴＸ为手性对映体分子．自然界中存在Ｌ和Ｄ

期１０６个，加入１

ｍｌ

ＴＲＩｚｏｌ试剂混匀，按照ＴＲＩｚｏｌ试

两种手性对映体结构．分别是Ｌ一（＋）一ＭＴＸ和Ｄ一

剂操作说明书抽提总ＲＮＡ溶于２０¨ｌ ＤＥＰＣ处理的

（一）一ＭＴＸ。目前对于ＭＴＸ手性问题尚未引起重视，

水中，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ＲＮＡ的纯度，取ＯＤＪ

主要原因是人们对两种构型的ＭＴＸ对映体认识不

ＯＤ２ｓｏ＞１．７者继续下一步试验。

深，Ｄ型ＭＴＸ被认为是无意义的污染物［３］。而本实验

１．２．２逆转录反应

室前期研究１４Ｊ发现ＭＴＸ对映体对癌细胞有不同的杀

取ＲＮＡ

伤作用，该药物代谢过程中的关键酶，即二氢叶酸还

１０¨１，逆转录条件为４２℃１ ｈ，９５℃５ ｒａｉｎ，转录出

原酶（ｄｉｈｙｄｒｏｆｏｌ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ＤＨＦＲ）对ＭＴＸ两种对

的ｃＤＮＡ于一２０。Ｃ保存备用。

映体有立体选择性，说明ＭＴＸ对映体可能存在着不

１．２．３

同的作用。

１．２．３．１

２

用达安基因公司逆转录体系，

ｔｘｌ，加入逆转录酶０．５“ｌ、反应缓冲体系

ＲＴ—ＰＣＲ法检测ＥＧＦＲ基因表达
ＰＣＲ引物合成

根据ＥＧＦＲ和Ｂ—ａｃｔｉｎ基

本文研究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ｒｅｖｅｒｓｅ

因序列。采用Ｐｒｉｍｅｒ ５．０软件进行引物设计，设计引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Ｔ—ＰＣＲ）技

物序列如下：ＥＧＦＲ上游引物：５７一ＧＣＡＡＴＡＴＣＡＧＣ—

术检测ＭＴＸ对映体耐药Ａ５４９细胞株中ＥＧＦＲ基

ＣＴＴＡＧＧＴ一３

因ｍＲＮＡ表达的差异．探讨ＭＴＸ对映体与ＥＧＦＲ

ＧＡＡＡＡＧＧＴ一３ ７；产物大小为３１５

基因表达的调控，了解ＭＴＸ对映体作用肿瘤细胞而

引物：５＂－ＴＧＣＧＡＣＡＡＴＧＧＡＡＣＴＧＧＡＡＴＧ一３ ７．下游引

引起的肿瘤转移能力差异机制，为合理使用ＭＴＸ药

物：５ ７一ＧＧＡＴＡＧＣＡＴＧＴＧＧＡＡＧＴＧＣＡＴＡＣ一３ ７．产物

物减少肿瘤转移提供实验室依据。

大小为１８６ ｂｐ；以上引物均由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合成。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２．３．２

１．１材料

转录产物ｃＤＮＡ

１．１．１细胞株

人非小细胞肺癌（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ｃａｎｃｅｒ，ＮＳＣＬＣ）Ａ５４９细胞株（亲本细胞）由中

ｌｕｎｇ

ｄＮＴＰ

７，下游引物：５

ＲＴ—ＰＣＲ反应体系

７一ＣＣＡＧＡＣＡＴＧＡ—

ｂｐ；Ｂ—ａｃｔｉｎ上游

反应总体积２５恤ｌ，逆

２“ｌ，５ ｘｂｕｆｆｅｒ ２．５ ｔｚｌ，１０ ｍｍｏｌ／Ｌ

０．５山，上、下游引物各０．５山，２５

Ｃ１２溶液１．５

Ｉｘｌ，Ｔａｑ

ｍｍｏｌ／Ｌ Ｍｇ—

ＤＮＡ聚合酶０．５斗１（１ Ｕ），加水

国科技大学生命学院赠送。本实验室前期在Ａ５４９

至２５¨ｌ。反应条件：９５℃４ ｒａｉｎ预变性，９５

细胞株体外培养的基础上阮６］，采用大剂量浓度递增

５７℃３０ Ｓ，７２ ｏＣ １ ｍｉｎ，共３６个循环，每份标本同时

冲击诱导耐药的方法，首先以１５

扩增ＥＧＦＲ和内参Ｂ—ａｃｔｉｎ，重复６次。Ｂ—ａｃｔｉｎ的条

Ｉ山ｍｏｌ／Ｌ Ｌ一（＋）一

ＭＴＸ药物诱导增殖期敏感细胞成稳定的１５

Ｑｃ １ ｒａｉｎ，

Ｉｘｍｏｌ／Ｌ

带一致情况下，取１０¨ｌ ＰＣＲ产物在１．６％琼脂糖凝

Ｌ一（＋）一ＭＴＸ耐药细胞株；其次以２０ ｔｘｍｏｌ／ＬＬ一（－Ｉ－）一

胶上电泳，结果用凝胶成像分析系统分析各ＥＧＦＲ

ＭＴＸ药物诱导增殖期１５

ｂＬｍｏｌ／Ｌ

Ｌ一（十）一ＭＴＸ耐药

光密度值。

细胞株细胞成稳定的２０

Ｉ＿ｚｍｏｌ／Ｌ

Ｌ一（＋）一ＭＴＸ耐药

１．３统计学处理

细胞株；以２５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数据

Ｌ一（＋）一ＭＴＸ药物诱导增殖期

进行处理，数值以戈±ｓ表示，其中多组之间比较采用

２０ Ｉｘｍｏｌ／Ｌ

Ｌ一（＋）一ＭＴＸ耐药细胞株细胞成稳定的

单因素方差分析，各组问两两比较应用ＳＮＫ—ｑ检

２５ ｔｘｍｏｌ／Ｌ

Ｌ一（＋）一ＭＴＸ耐药细胞株；以此类推再以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０

ｔｘｍｏｌ／Ｌ

ｔｘｍｏｌ／Ｌ？３５

ｔｘｍｏｌ／Ｌ？４０

ｂＬｍｏｌ／Ｌ？４５

Ｉｘｍｏｌ／Ｌ？５０

２

结果

Ｓ、Ｌ和Ｄ耐药细胞株中ＥＧＦＲ基因的ｍＲＮＡ

｝ｘｍｏｌ／Ｌ和５５ Ｉｘｍｏｌ／Ｌ Ｌ一（＋）－ＭＴＸ药物诱导。最终

２．１

建立本文研究中使用的敏感细胞株（Ｓ，亲本细胞）、

表达水平７种细胞的ＲＴ—ＰＣＲ产物在１．６％琼脂

１５

糖凝胶上电泳，经凝胶成像分析系统分析，其中Ｓ、

ＨＬｍｏｌ／Ｌ、３５

ｇｍｏｌ／Ｌ、５５斗ｍｏｌ／Ｌ的Ｌ一（＋）一ＭＴＸ

耐药细胞株（Ｌ）和１５斗ｍｏｌ／Ｌ、３５

ｂＬｍｏｌ／Ｌ、５５ Ｉ山ｍｏｌ／Ｌ

的Ｄ一（一）一ＭＴＸ耐药细胞株（Ｄ）共７株。
１．１．２

主要试剂与仪器

以及１５

ｐ，ｍｏｌ／Ｌ、３５¨ｍｏｌ／Ｌ、５５ ｔｘｍｏｌ／Ｌ

Ｌ细胞株均

有ＥＧＦＲ ｍＲＮＡ表达，且光密度值分别为（１８５２＋

Ｌ一（＋）一ＭＴＸ、Ｄ一（一）一

８８）、（９５８４＿＋１２２）、（８５２０＿＋１１２）和（３６０７＿＋４５）。Ｌ细胞

ＭＴＸ、ＲＰＭｌｌ６４０和胰酶（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胎牛血

株中ＥＧＦＲ的ｍＲＮＡ表达量分别为细胞株的（１．５５＋

清（美国ＧＩＢＣＯ公司）；ＴＲＩｚｏｌ Ｒｅａｇｅｎｔ（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

０．２６）倍、（１．８６＋０．１３）倍和（１．２０±０．０５）倍，差异均有

司）；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北京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Ａｌｐｈａ凝

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而１５肛ｍｏｌ／Ｌ、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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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Ｉｘｍｏｌ／Ｌ

Ｄ细胞株中的ＥＧＦＲ ｍＲＮＡ不表达。光密

瘤患者的低存活率密切相关，但也有部分实体瘤中
ＥＧＦＲ低表达或不表达。

度值为０。见表１。

手性对映体形式（简称对映体）是自然界的本质

ＲＴ－ＰＣＲ半定量检测

表１

属性之一，生物体内生物大分子都具有手性。生物体

细胞株中ＥＧＦＲ ｍＲＮＡ的表达水平（互蠡）

内对映体识别效应对于化学、生物学、医学和药学的

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８１。本文研究通过分别测定
肺癌Ａ５４９敏感细胞株和１５ ｔｘｍｏｌ／Ｌ、３５灿ｍｏｌ／Ｌ、５５
Ｉｘｍｏｌ／Ｌ

Ｌ一（＋）一ＭＴＸ和Ｄ一（一）－ＭＴＸ ６种耐药Ａ５４９

细胞株中的ＥＧＦＲ在ｍＲＮＡ水平上的表达，结果表

明不同ＭＴＸ对映体单体诱导肿瘤细胞耐药后．Ｌ一
（＋）一ＭＴＸ中ＥＧＦＲ的ｍＲＮＡ表达量分别为Ｓ的
注：与Ｓ比较，△尸＜０．０５（ｇ＝１９６．４０），’Ｐ＜０．０５（ｑ＝１６９．３７），‘Ｐ＜０．０５

（１．５５＋＿０．２６）倍、（１．８６＋＿０．１３）倍和（１．２０＿＋０．０５）倍，差

（ｇ＝４４．５８）；与１５ ｌａ，ｍｏｌ／ＬＬ比较，＋尸＜０．０５（ｇ＝２７．０２），‘Ｐ＜０．０５（ｇ＝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但是Ｄ一（一）一ＭＴＸ中却不表达

１５１．８２）；与３５

ＥＧＦＲ。ＭＴＸ作为一种经典的叶酸代谢抗肿瘤药物，

Ｉ．Ｌｍｏｌ／Ｌ

Ｌ比较，▲Ｐ＜０．０５（ｑ＝１２４．８０）

Ａ５４９敏感细胞株和Ｌ一（＋）一

近年来的研究限１０］发现其与核酸甲基化有关：（１）

ＭＴＸ各浓度Ａ５４９耐药株均扩增出３１５ ｂｐ条带，说

ＭＴＸ能抑制细胞内ＤＮＡ的总体甲基化水平；（２）

明ＥＧＦＲ有表达，而Ｄ一（一）－ＭＴＸ各浓度Ａ５４９耐药

ＭＴＸ结构类似物（叶酸）能改变ＥＧＦＲ启动子的甲

株均无ＥＧＦＲ表达。见图１。

基化。影响ＥＧＦＲ的表达，导致肿瘤的发生和细胞的

ＲＴ—ＰＣＲ检测

２．２

Ｍ

ｂｐ

Ｉ

２

３

Ｍ

４

５

Ｍ

６

７

１）Ｉ’

转移能力。本文从肿瘤ＭＴＸ对映体耐药细胞株
ＥＧＦＲ表达水平的不同中分析得出ＭＴＸ对映体耐

１８６
３１５

药肿瘤细胞对ＥＧＦＲ表达机制有所不同。１５
Ｌ、３５斗ｍｏｌ／Ｌ和５５

Ｉ也ｍｏｌ／Ｌ

ｐ。ｍｏｌ／

Ｌ一（＋）一ＭＴＸ耐药Ａ５４９

细胞株中有ＥＧＦＲ表达，Ｄ一（一）一ＭＴＸ耐药Ａ５４９细
胞株中却不表达，可能原因是Ｄ一（一）一ＭＴＸ耐药
图１

ＥＧＦＲ丛凶在ＭＴＸ列。映体

Ｌ一（＋）一ＭＴＸ和Ｄ一（一）一ＭＴＸ耐药Ａ５４９细胞株中的表达
注：Ｍ：５０ ｂｐ梯度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１：Ａ５４９敏感细胞（３１５ ｂｐ）：２：１５

Ａ５４９细胞的ＥＧＦＲ基因启动子发生高甲基化。转录
沉默，导致ＥＧＦＲ基因的不表达。本课题组的前期研
究【１ｌｌ也发现，Ｄ一（一）一ＭＴＸ对映体耐药细胞中血管内

Ｉ－Ｌｍｏｌ／ＬＬ一（＋）一ＭＴＸ（３１５ ｂｐ）；３：１５斗ｍｏｌ／ＬＤ一（一）一ＭＴＸ；４：３５／ＬＬｍｏｌ／

皮生长因子ｍＲＮＡ表达水平明显高于Ｌ一（＋）一ＭＴＸ

ＬＬ一（＋）一ＭＴＸ（３１５ ｂｐ）；５：３５ Ｉｘｍｏｌ／ＬＤ－（－）－ＭＴＸ；６：５５ Ｉｘｍｏｌ／ＬＬ一

耐药细胞和亲本细胞。Ｄ一（一）一ＭＴＸ耐药细胞的

（＋）一Ｍ７ｒｘ（３１５ ｂｐ）；７：５５肛ｍｏｌ／ＬＤ一（一）－ＭＴＸ；所有条带［３－ａｃｔｉｎ为

ＥＧＦＲ活性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表现出反向

１８６ ｂｐ

变化，Ｔａｂｅｍｅｒｏｔｌ２１在对ＥＧＦＲ抑制剂耐受的肿瘤细

３讨论

胞液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这些都提示Ｄ一（一）一ＭＴＸ

肿瘤的形成受遗传学修饰和表观遗传修饰的影
响，表观遗传学认为细胞内总体ＤＮＡ的低甲基化，
特异基因的高甲基化。染色体重构和基因印记与肿

耐药细胞在影响细胞核酸甲基化上存在差别，影响
ＥＧＦＲ的表达。
据以上研究可以推测，肺癌Ａ５４９敏感株和１５

瘤发生发展有关［７１。ＤＮＡ的甲基化丢失常发生在肿

ｔ．Ｌｍｏｌ／Ｌ，３５ ＩｕＬｍｏｌ／Ｌ，５５斗ｍｏｌ／Ｌ

瘤发生的早期，其在多种肿瘤中与高恶性和易转移

Ａ５４９细胞株中发生甲基化，而Ｌ一（＋）一ＭＴＸ种耐药

有关。ＥＧＦＲ Ｉ型跨膜酪氨酸激酶生长因子受体定位

Ａ５４９细胞株中不发生甲基化。

Ｄ一（一）一ＭＴＸ种耐药

于细胞膜，由胞内区、跨膜区及胞外区三部分组成。

综上所述．即ＭＴＸ可能通过改变ＥＧＦＲ基因启

ＥＧＦＲ的表达受其启动子ＤＮＡ甲基化调控。ＥＧＦＲ

动子的甲基化状态，影响ＥＧＦＲ的表达，且对ＥＧＦＲ

的转录沉默与ＣｐＧ岛高甲基化相关，ＥＧＦＲ基因５’

的表达具有手性差异。因此，本课题组将会进一步通

调控区缺保守序列ＣＡＡＴ盒和ＴＡＴＡ盒，富含一个

过直接测序法。来具体明确ＥＧＦＲ基因启动子ＣｐＧ

高ＧＣ的启动子，有多个位点可以转录起始。ＥＧＦＲ

位点的甲基化情况，为知晓ＭＴＸ对映体作用肿瘤细

的过表达促进细胞的存活、增殖和迁移，与许多实体

胞而引起的肿瘤转移能力差异机制的研究奠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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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为合理使用ＭＴＸ药物，减少肿瘤转移提供实验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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蘩卫生部临检中心室间质评总结大会

黪

２０１２年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室间质评计划数５２个，检

就临床检验参考测定系统的建立和应用、检验系统校准的溯

验项目数约２３０项，参加机构数近４０００家，这一规模在全球

源、实验室室内质量控制（ＩＱＣ）与室间质评（ＥＱＡ）的改进、检

范围名列前茅。为总结１二作经验，更好地开展室间质评，促进

验项目的临床应用等问题进行讨论，此外还将举行实验室质

实验室内质量控制工作，进一步提高全国临床检验工作的质

量保证的进展、室问质量评价要求、实验室质量管理、信息技

量和水平，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拟定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至

术在实验室应用以及临床化学检验新技术进展等专题讲座。

２４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全国内分泌、肿瘤标志物、心肌标

３会议时间

志物、特殊蛋白、治疗药物监测、糖化血红蛋白、ＰＯＣＴ血糖
仪、同型半胱氨酸和ＢＮＰ／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室间质量评价总结大
会，欢迎各实验室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此会。
１

会议主题

临床检验校准与溯源，检验结果标准化／一致化与互认，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至２４日
４会议有关事项
会务费：８００元／人

会议安排：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８：００—２２：００报到，地点：枫
林宾馆大堂：５月２１日至２３日讲座，５月２４日中午１２：００

参考系统建立与应用。

前撤离。

２大会主要内容

５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本次大会除对２０１１年一２０１２年度全目内分泌、肿瘤标志

联系入：汪静

物、心肌标志物、特殊蛋白、治疗药物监测、糖化血红蛋白、

电话：０１０—５８１１５０５９，５８１１５０６４

ＰＯＣＴ血糖仪、同型半胱氨酸、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等９项室间

传真：０１０—６５１３２９６８

质量评价项目进行总结外．还将邀请一些国内外的有关专家

地址：北京东单大华路１号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生化室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