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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癌症中 PC 的表达差异与临床意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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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丙酮酸羧化酶（pyruvate carboxylase，PC）在临床不同类型肿瘤样本及多种癌细胞系中的表
达差异并分析其潜在意义。方法：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qRT-PCR）与 Western
blotting 等实验方法检测 PC 在临床肿瘤样本与癌细胞系中 mRNA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差异；利用 shRNA 沉默
肝癌细胞 Hep3B、肺癌细胞 A549 中的 PC 基因并初步检测其对细胞增殖的影响。结果：PC 的 mRNA 水平与
蛋白水平在临床肝癌样品中整体呈下降趋势，但是在临床肺癌样品中呈上升趋势；PC 在肝癌细胞系中表达量
相对较低，在肺癌细胞系中表达量相对较高。结论：PC 在不同临床肿瘤样本及多种癌细胞系中的表达量有差
异，具体表现为在肝癌中表达量下降而在肺癌中表达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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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difference and potential significance of pyruvate
carboxylase (PC) in clinical tumor samples and various cancer cell lines. Methods: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are used to detect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PC in clinical
tumor samples and corresponding cancer cell lines. shRNAs are used to silence PC gene expression in
hepatoma cell Hep3B and lung cancer cell A549.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mRNA level and protein
level of PC is entirety decreased in clinical liver cancer samples compared with corresponding
para-carcinoma tissues, whereas the opposite phenomenon is observed in clinical lung cancer samples
compared with control tissues. Moreover, low PC protein level is found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 compared with other cancer cell lines including lung cancer cells. Conclusion: PC expression is
downregulated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hereas upregulated in lung carcinoma both at mRNA level
and protein level,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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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不断恶化，人们在生活中接触到诱发癌症物质的几率不断增加，癌症的

发生率也逐年上升，这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我国是肝癌、肺癌的发生大国，国家计
生委的数据统计显示，两者的发病率分别以每年 32.6%和 26.9%的速度增长。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全球每年增长的 63 000 例肝癌患者中，一半来自于中国[1]。面对如此严峻的现状，诸多科学家提出了肿
瘤靶向治疗的概念，针对不同类型肿瘤内的不同分子，设计出相应药物，药物进入体内后经过特异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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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致癌位点并结合而发挥作用，使肿瘤细胞特异性死亡，以此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在多种癌症及癌细胞系中，经常能观察到葡萄糖、谷氨酰胺这两种营养物质消耗量增加的现象[2

～ 4]

；

同时，与这两种营养物质代谢相关的途径对于细胞的增殖与生存至关重要，并且这些途径在人类癌症中
通常都会受到某些癌基因的调控。例如，原癌基因 MYC 能够调节糖酵解、三羧酸（tricarboxylic acid，
TCA）循环、线粒体呼吸、谷氨酰胺转运蛋白和谷氨酰胺合成酶的表达[5

～ 6]

。虽然肿瘤代谢的改变已经

被视为抗肿瘤治疗的靶点，但多个研究发现同一种癌基因在不同组织中发挥的作用有差异，甚至出现相
反的现象[7]。
PC 是糖异生中的一种关键蛋白，定位于线粒体，在糖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负责催化从丙酮
酸到草酰乙酸的反应，为 TCA 循环提供物质来源[8]，并进一步为脂质、氨基酸[9]和神经递质等的合成提
供原料[10]。PC 属于生物素依赖性羧化酶家族的成员之一，其生物素通过酰胺键与 PC 的 Lys 残基结合[11]，
而在 PC 发挥作用的过程中，生物素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本研究首先检测 PC 在临床肿瘤样本中的 mRNA 与蛋白水平，并对各种癌细胞系中的 PC 蛋白水平进
行检测。此外，构建敲低 PC 的癌细胞系研究 PC 对癌细胞增殖的影响。综上，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
PC 在癌细胞中的增殖作用，可为肿瘤药物的设计及临床肿瘤的治疗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验依据。

1

材料

1.1

临床样本来源
人源临床样本包含新鲜液氮冷冻的肝癌与肺癌组织，由广州中山大学癌症中心提供。

1.2

癌细胞系
肝癌细胞系：Hep-G2、Hep-3B、PLC、SK-hep-1；肾癌细胞系：RCC4；肺癌细胞系：A549；乳腺

癌细胞系：MDA-MB-435、MDA-AB-231、MCF-7.
1.3

试剂
常规胎牛血清（FBS）、DMEM 高糖培养基粉末、0.25%胰酶、链霉素及青霉素混合液、嘌呤霉素、

二甲基亚砜、酵母粉、蛋白胨、琼脂糖、氨苄青霉素、卡那霉素、脂质体 2000（Lipofectamine 2000）、
聚凝胺（polybrene）、TRIzol、RNA 逆转录试剂、焦碳酸二乙酯、SYBR® Premix ExTaqTM、Cocktail 蛋白
酶抑制剂、蛋白定量试剂盒、苯甲基磺酰氟、过硫酸铵、聚乙二醇辛基苯基醚（Triton X-100）、NP-40、
吐温-20、十二烷基硫酸钠（SDS）、30%聚丙烯酰胺、硝酸纤维素（nitrocellulose，NC）膜、四甲基乙二
胺、增强型化学发光液、牛血清白蛋白、4’,6-二脒基-2-苯基吲哚核染料、分子克隆酶类、抗鼠/兔二抗、
多聚甲醛。
1.4

主要仪器
生物安全柜、二氧化碳恒温细胞培养箱、液氮罐、冷藏冷冻冰箱、紫外分光光度计、qRT-PCR 仪、

普通 PCR 仪、普通光学显微镜、倒置光学显微镜、低温离心机、制冰机、振荡器、Western blotting 电泳
槽与电泳仪、精密分析天平、微型真空泵、微量移液枪、超纯水仪、pH 计、高温高压灭菌锅、离心管、
细胞培养皿、细胞刮。

2

方法

2.1

细胞培养
各种肿瘤细胞均培养于含有 10%FBS 的 DMEM 培养基中，在含 5%CO2、37℃孵箱中常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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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blotting
各癌细胞系通过细胞裂解液裂解（提取临床肿瘤样本蛋白时需要进行组织破碎，后续提取方法与提

取细胞蛋白方法一致），13 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 199 μL 的 Bradford 至新 1.5 mL EP 管并加入 1 μL
离心后的蛋白上清裂解液，通过分光光度计定量，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跑胶，转移
至 NC 膜，5%脱脂牛奶封闭 1 h，一抗孵育过夜，二抗孵育 2 h，以 Actin 为内参。
2.3

qRT-PCR
提取临床肿瘤样本及癌细胞系中的总 mRNA，逆转录生成 cDNA，再通过 qRT-PCR 仪合成双链 DNA，

根据所得的 Ct 值测出 mRNA 的相对含量。
2.4

shRNA 敲低 PC 表达
设计针对 PC mRNA 的 shRNA，通过 PCR 仪退火成双链并连接到 pLKO 质粒载体上，转化，菌落

PCR 筛选，并对阳性菌抽提质粒进行测序。将序列正确的质粒用于 293T 细胞的转染。
2.5

细胞病毒感染
将从 293T 细胞中收获的病毒用于感染癌细胞，构建所需的癌细胞系。37℃培养 6 h 后添加等体积的

新鲜培养液，37℃过夜后用相应抗生素进行筛选。
2.6

数据处理
本实验经 3 次或 3 次以上重复，并采用 t 检验（Student’s t-test）进行数据分析，以 P＜0.05 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临床样本中 PC mRNA 含量的测定结果
提取临床肝癌样本的 mRNA 并进行 qRT-PCR，根据所得数据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

除一小部分样本中的 PC mRNA 上升外，其余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而相反的是，肺癌样本中 mRNA 进行
qRT-PCR 所得结果均显示为上升（如图 2 所示）。

注：与正常组织相比， *为 P<0.05

图1
Fig. 1

肝癌样本中 PC mRNA 的相对表达水平

Relative expression of PC mRNA in liver cancer samples
a—qRT-PCR 结果；b—统计学结果
a-Result of qRT-PCR; b-Result of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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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正常（normal）；T—肿瘤（tumor）

图 2 肺癌样本中 PC mRNA 的相对表达水平
Fig. 2 Relative expression of PC mRNA in lung cancer samples
a—qRT-PCR 结果；b—核酸胶结果
a-Result of qRT-PCR; b-Result of nucleic acid gel

3.2

临床样本中 PC 蛋白含量的测定结果
提取临床肝癌样本总蛋白并进行 Western blotting 分

析。结果表明，在大部分肝癌样本中，PC 蛋白的含量均
有所下降甚至全部消失（如图 3 所示）。
3.3

各种癌细胞系中 PC 蛋白含量的测定结果
为探究 PC 在各种癌细胞系中的表达差异，对 PC 的

注：N—正常（normal）；T—肿瘤（tumor）

图 3 肝癌样本 PC 蛋白的表达水平
Fig. 3 Expression of PC protein in liver cancer samples

含量进行了检测（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在肝癌细胞系中，PC 蛋白的表达量相对较低，而在肺癌细
胞系中，PC 蛋白的表达量相对较高。此结果与 PC 蛋白在肝癌和肺癌临床样本中的表达趋势相同。

Fig. 4

3.4

图 4 多种癌细胞系中 PC 蛋白的表达水平
Expression of PC protein in various cancer cell lines

新建癌细胞系中 PC 蛋白含量的检测结果
在高表达 PC 的肺癌细胞株 A549 中改变 PC 的表达以检测其对

细胞增殖的影响。通过构建 shRNA 并包装病毒对 PC 基因进行沉默，
随后将从癌细胞系中提取的总蛋白进行 Western blotting 分析（如图 5
所示）。结果显示，实验成功敲低了 PC 蛋白的表达并建立了稳定的
A549-shPC 肺癌细胞株。
3.5

敲低 PC 表达后对肺癌细胞系增殖的影响
在高表达 PC 的肺癌细胞中敲低 PC 的表达后，检测其对细胞增

注：NTC—阴性对照（non target control）

图5

建立稳定敲低 PC 表达的
A549 细胞株
Fig. 5 Construction of stable cell lines
with PC knockdown in A549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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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的影响，发现其增殖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抑制（如图 6 所示）。

4

讨论
近年来，对于 PC 在肿瘤中作用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例如，

通过体内 13C 示踪法发现，与原发性乳腺癌相比，肺转移具有较高
的 PC 依赖性回补[12

～ 13]

；在谷氨酰胺依赖的肿瘤细胞中抑制谷氨

酰胺酶（glutaminase，GLS）的表达后，代谢通量显示由 PC 催化
的代谢路径使用的是葡萄糖来源而非谷氨酰胺来源的丙酮酸进入
TCA 循环，为癌细胞提供生存所需的代谢中间产物[14
也有少数文献报告显示 PC 在肝癌

[14]

、胃癌

[16]

～ 15]

、胆囊癌

；此外，

[17]

注： NTC—阴性对照（non target control）；
PC-sh1、PC-sh2 组与 NTC 组相比，*为 P<0.05

中均出 图 6 敲低 PC 表达的 A549 细胞增殖曲线

现了表达量的改变。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 PC 有可能成为未来肿瘤
诊断和治疗的靶点。

Fig. 6 Cell growth curves of A549 cells
with expression of PC knockdown

本研究表明，PC 在临床肝癌样本及肝癌细胞系中表达较低，但在临床肺癌样本和肺癌细胞系中表达
相对较高。通过 shRNA 对肺癌细胞 A549 进行处理并探究其对细胞增殖的影响，发现肺癌细胞增殖受到
抑制。因此，本研究可为肿瘤药物的开发及临床肿瘤的治疗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5

结论
PC 蛋白在肝癌临床样本及肝癌细胞系中表达下降，在肺癌临床样本及肺癌细胞系中表达上升。在高

表达 PC 的肺癌细胞株中降低 PC 的表达量会显著抑制细胞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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