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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肽酶 Ａ４ 活化 ＳＴＡＴ３ 促进肝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
袭


禹卓癑，张蕙雯，杨婷，牛亚楠，孙立新，刘军，遇珑，冉宇靓，孙力超（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１）
摘要：目的 探究肿瘤相关基因羧肽酶 Ａ４（ＣＰＡ４）对肝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影响及其相关分子机制。方法 慢病毒载
体构建 ＭＨＣＣ９７ＬＣＰＡ４ 过表达细胞系和 ＭＨＣＣ９７ＨｓｈＣＰＡ４ 敲减细胞系，分别以 ＭＨＣＣ９７Ｌｖｅｃｔｏｒ 和 ＭＨＣＣ９７ＨｓｈＮＣ 细胞系
作为对照。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ｑＲＴＰＣＲ）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各组细胞中 ＣＰＡ４ ｍＲＮＡ 和蛋白质的表达；ＣＣＫ８ 试验和克
隆形成试验检测各组细胞的体外增殖能力；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试验检测细胞的体外迁移、侵袭能力；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各组细胞 ＳＴＡＴ３ ／
ｐＳＴＡＴ３ ／ ｃｍｙｃ 的表达差异。结果 与 ｖｅｃｔｏｒ 组相比，ＣＰＡ４ 组 ＭＨＣＣ９７Ｌ 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能力均升高 （Ｐ ＜ ０． ０５ ）；与
ｓｈＮＣ 组相比，
ｓｈＣＰＡ４ 组 ＭＨＣＣ９７Ｈ 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能力均降低 （Ｐ＜ ０．０５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结果显示，与 ｖｅｃｔｏｒ 组相比，
ＣＰＡ４ 组 ＭＨＣＣ９７Ｌ 细胞 ｐＳＴＡＴ３、
ｃｍｙｃ 蛋白的表达水平升高（Ｐ＜０．０５）；
与 ｓｈＮＣ 组相比，ｓｈＣＰＡ４ 组 ＭＨＣＣ９７Ｈ 细胞 ｐＳＴＡＴ３、
迁移和侵袭。
ｃｍｙｃ 蛋白的表达水平降低（Ｐ＜０．０５）。结论 ＣＰＡ４ 可能通过激活 ＳＴＡＴ３ 信号通路促进肝癌细胞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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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ＭＨＣＣ９７Ｈ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ｓｈＣＰＡ４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０．０５）．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ＳＴＡＴ３ ａｎｄ
ｃｍｙ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ＭＨＣＣ９７Ｌ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ＣＰＡ４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 ０．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ｅｃｔｏｒ ｇｒｏｕｐ． ｐＳＴＡＴ３ ａｎｄ ｃｍｙｃ ｉｎ ＭＨ
ＣＣ９７Ｈ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ｓｈＣＰＡ４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ｈＮＣ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ＰＡ４ ｍａ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
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ｖ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３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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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ＨＣＣ）属于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
羧肽酶 Ａ４（ｃａｒｂｏｘｙ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 Ａ４，ＣＰＡ４）属于金属蛋
白酶家族，可在锌离子的参与下切割肽或蛋白质的
Ｃ 端残基 ［ ］。ＣＰＡ４ 基因位于染色体 ７ｑ３２ 区域，在
细胞增殖和分化中具有潜在作用［］。研究表明，
ＣＰＡ４ 的突变或印记异常可能会影响前列腺癌的侵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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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性［］。据报道，ＣＰＡ４ 在胰腺癌、胃癌、食管癌等
多种肿瘤组织中呈异常高表达，且与肿瘤分期、转
移和预后不良有关［］。然而，ＣＰＡ４ 在肝癌中的功
能及分子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探讨了 ＣＰＡ４ 在体
外对 ２ 种肝癌细胞系的增殖、迁移、侵袭能力的影
响，并初步研究其分子机制，旨在为寻找肝癌诊断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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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疗靶点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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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细胞系、试剂及仪器 肝癌细胞系 ＭＨ
ＣＣ９７Ｈ、
ＭＨＣＣ９７Ｌ 均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
所细胞生物学实验室保存。ＤＭＥＭ Ｆ１２ 培养基和
胰蛋白酶（美国 Ｈｙｃｌｏｎｅ 公司），胎牛血清（天津康
源生物公司），ＲＩＰＡ 裂解液、脱脂奶粉、ＥＣＬ 发光液
（北京普利莱公司），兔抗 ＣＰＡ４ 多克隆抗体（美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兔抗 ＧＡＰＤＨ 多克隆抗体（美国 Ｂｉｏ
ｗｏｒｌｄ 公司），兔抗 ＳＴＡＴ３ 单克隆抗体、兔抗 ｐ
ＳＴＡＴ３（Ｔｙｒ７０５）单克隆抗体和兔抗 ｃｍｙｃ 单克隆抗
体（美国 Ｃｅｌｌ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公司），辣根过氧
化物酶（ＨＲＰ ）标记的羊抗兔 ＩｇＧ 二抗（美国 Ｊａｃｋ
ｓｏｎ 公司），ＣＰＡ４ 过表达和干扰慢病毒载体（上海
和元生物公司），ＣＣＫ８ 试剂（日本同仁化学研究
所），１０ ｇ ／ Ｌ 的结晶紫溶液（北京索莱宝公司），逆
转录 试 剂 盒 （北 京 全 式 金 公 司），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ｅｍｉｘ Ｅｘ Ｔａｑ （上海翊圣生物公司），ｑＲＴＰＣＲ 引
物（北京擎科新业生物技术公司），ＰＶＤＦ 膜和 Ｔｒ
ａｎｓｗｅｌｌ 小室（美国 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 公司），Ｍａｔｒｉｇｅｌ 基质胶
（美国 ＢＤ 公司），ＢＣＡ 蛋白质定量试剂盒、细胞培
养箱（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４５０ 型酶联仪、电泳仪
（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 公司），光学显微镜（日本 Ｎｉｋｏｎ 公
司），超微量分光光度计（德国 ＦｏｏｄＡＬＹＴ 公司）。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细胞培养及稳转细胞系的构建 取冻存的
肝癌细胞系 ＭＨＣＣ９７Ｌ 和 ＭＨＣＣ９７Ｈ，复苏后，重悬
于含 １０％ 胎牛血清的 ＤＭＥＭ Ｆ１２ 培养基中，置于
３７ ℃ 、
５％ＣＯ 、
饱和湿度培养箱中培养。
ＣＰＡ４ 过表达载体和干扰载体的病毒包装、滴
度测定均由上海和元生物技术公司完成。ｓｈＲＮＡ
的靶标序列：ｓｈＣＰＡ４：５′ＧＴＡＴＧＡＣＡＡＣＧＧＣＡＴＣＡＡ
Ａ３′。按慢病毒操作手册进行感染，将对数生长期
的肝癌 ＭＨＣＣ９７Ｌ 和 ＭＨＣＣ９７Ｈ 细胞分别以 ５ × １０
个 ／ 孔的密度接种至 ２４ 孔细胞培养板，保证第 ２ 天
感染病毒时融合率达 ３０％ ～ ４０％ 。更换为 ９５０ μＬ
新鲜培养基，分别用 ５０ μＬ 包装过表达 ＣＰＡ４ 及其
对照（ｖｅｃｔｏｒ 组）的病毒感染肝癌 ＭＨＣＣ９７Ｌ 细胞，
另用 ５０ μＬ 包装 ｓｈＣＰＡ４ 及其对照（ｓｈＮＣ 组）的病
毒感染肝癌 ＭＨＣＣ９７Ｈ 细胞，４ 组细胞均加入 ５ μＬ
聚凝胺（１ ｍｇ ／ ｍＬ）。病毒感染 １２ ｈ 后更换新鲜培
养基，３７ ℃ 、５％ ＣＯ 条件下继续培养，用于后续试
验。最终得到 ＭＨＣＣ９７Ｌｖｅｃｔｏｒ、ＭＨＣＣ９７ＬＣＰＡ４、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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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ＨＣＣ９７ＨｓｈＮＣ 和 ＭＨＣＣ９７ＨｓｈＣＰＡ４ 共 ４ 组稳转
细胞系。
１．２．２ 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 （ｑＲＴＰＣＲ ） 收集各组
数量约为 ５×１０ 个且处于对数生长期的 ＭＨＣＣ９７Ｌ
和 ＭＨＣＣ９７Ｈ 细胞，通过 Ｔｒｉｚｏｌ 法提取总 ＲＮＡ，使用
超微量分光光度计测定 ＲＮＡ 的浓度和纯度，选取
浓度大于 １２５ ｎｇ ／ μＬ，吸光度比值（Ａ ）为
１．９ ～ ２．０ 的样本用于后续实验，置于 － ８０ ℃ 保存。
各组均取 １ μｇ ＲＮＡ 用于后续实验，使用逆转录试
剂盒将 ＲＮＡ 逆转录为 ｃＤＮＡ，置于 － ２０ ℃ 保存。引
物序列参考文献［４］，由北京擎科新业生物技术公
司合成。ＧＡＰＤＨ 上游引物序列：５′ＣＣＡＧＧＴＧＧＴＣＴ
下游引物序列：５′ＧＴＴＧＣＴＧＴＡＧ
ＣＣＴＣＴＧＡＣＴＴ３′，
ＣＣＡＡＡＴＴＣＧＴＴＧＴ３′；
ＣＰＡ４ 上游引物序列：
５′ＣＣＡ
下游引物序列：５′ＴＡＣＧＣＣＣ
ＧＡＴＧＣＣＧＡＧＧＡＡＣ３′，
ＡＧＴＣＧＡＴＧＣ３′。以 ｃＤＮＡ 为模板进行 ｑＲＴＰＣＲ，
反应体系为 ２０ μＬ，包括 １０ μｍｏｌ ／ Ｌ 上、下游引物各
０． ４ μＬ，２ ×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ｒｅ Ｍｉｘ
１０ μＬ，
模板 ＤＮＡ ２ μＬ，无 ＲＮＡ 酶水补足体积至
２０ μＬ。扩增程序：９５ ℃ ５ ｍｉｎ；９５ ℃ １０ ｓ，６０ ℃
３０ ｓ，
共 ４０ 个循环。于 ６０ ℃ 时用 Ｓｔｅｐ Ｏｎｅ Ｐｌｕｓ 软
件采集荧光信号并进行熔解曲线分析，采用相对表
达量 ２ 法计算。以 ＧＡＰＤＨ 作为内参照，用
ＣＰＡ４ 与相应 ＧＡＰＤＨ 的 Ｃｔ 差值表示样品中目的基
因的 ｍＲＮＡ 相对表达水平。
１．２．３ 总蛋白质提取及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收集各组处
于对数生长期的 ＭＨＣＣ９７Ｌ 和 ＭＨＣＣ９７Ｈ 细胞（约
加入 ２５０ μＬ 含蛋白酶抑制剂和磷酸酶
５ × １０ 个），
抑制剂的 ＲＩＰＡ 裂解液，冰上静置 ３０ ｍｉｎ，每隔
１０ ｍｉｎ颠倒混匀 １ 次，
１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５ ｍｉｎ，小
心吸取上清，采用 ＢＣＡ 试剂盒进行定量。分别取
３５ μｇ 总蛋白质样品，进行含 １０％ ＳＤＳ 聚丙烯酰胺
凝胶电泳（ＳＤＳＰＡＧＥ，积层胶采用 ９０ Ｖ 电压，分离
胶采用 １２０ Ｖ 电压），并转移至 ＰＶＤＦ 膜上（８０ Ｖ 电
压 ２ ｈ）。转膜结束后，将膜置于 ５０ ｇ ／ Ｌ 脱脂奶粉
室温封闭 ２ ｈ 后，ＰＶＤＦ 膜置于目的一抗中［稀释比
例分别为兔抗 ＣＰＡ４ 多克隆抗体 １ ∶２００；兔抗 ＧＡＰ
ＤＨ 多克隆抗体 １ ∶ ５ ０００；兔抗 ＳＴＡＴ３ 单克隆抗体
兔抗 ｐＳＴＡＴ３（Ｔｙｒ７０５）单克隆抗体 １ ∶５００；
１ ∶１ ０００；
兔抗 ｃｍｙｃ 单克隆抗体 １ ∶ １ ０００ ］，４ ℃ 温育过夜。
ＴＢＳＴ 洗涤 ４ 次，
每次 ８ ｍｉｎ，用 ＨＲＰ 标记的羊抗兔
ＩｇＧ（１ ∶５ ０００ 稀释）室温温育 １ ｈ，ＴＢＳＴ 洗涤 ４ 次，
每次 ８ ｍｉｎ，加入 ＥＣＬ 发光液进行显影。蛋白质条
带灰度值用 ＩｍａｇｅＪ 软件测定，目的蛋白条带相对灰
，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Ｌａｂ Ｓｃｉ Ｍａｒ． ２０２１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３

６

２６０ ／ ２８０ ｎｍ

－ ΔΔＣｔ

６

·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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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值 ＝ 目的蛋白条带的灰度值 ／ 内参蛋白条带的灰 去上室细胞，１０ ｇ ／ Ｌ 结晶紫染液染色 ３０ ｍｉｎ，ＰＢＳ
度值。实验重复 ３ 次并进行统计分析。
洗涤 ２ 次，晾干，切下小室并用中性树脂封片。显
微镜下观察及拍照，随机选取 ３ 个高倍镜视野，计
１．２．４ ＣＣＫ８ 试验和克隆形成试验 取各组呈对数
生长期的肝癌 ＭＨＣＣ９７Ｌ 和 ＭＨＣＣ９７Ｈ 细胞制成单 数穿膜细胞数。实验重复 ３ 次。
细胞悬液，以 ２ ５００ 个 ／ 孔的细胞密度接种于 ９６ 孔 １．３ 统计学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软件进行统计
细胞培养板中，每组设置 ５ 个复孔。３７ ℃ 、５％ ＣＯ 分析。对数据进行正态性和方差齐性分析，符合正
孵箱中分别于培养 ０、２４、４８、７２ 和 ９６ ｈ 时加入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数据以 ｘ珋±ｓ 表示，两组间比较用
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多组间分析采用方差分析，组
１００ μＬ １０％ ＣＣＫ８ 试剂，温育 ２ ｈ 后，使用酶联仪
测定 ４５０ ｎｍ 波长处各孔的吸光度（Ａ 值），取其均 间两两比较用 ＳＮＫｑ 检验或 ＬＳＤｔ 检验，以 Ｐ＜０．０５
值，绘制生长曲线。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取各组呈对数生长期的肝癌 ＭＨＣＣ９７Ｌ 和 ２ 结果
计数，将细胞悬液
ＭＨＣＣ９７Ｈ 细胞制成单细胞悬液，
稀释 为 １ × １０ ／ ｍＬ，１０ 倍 梯 度 稀 释 至 浓 度 为 ２．１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和 ｑＲＴＰＣＲ 检测 ＣＰＡ４ ｍＲＮＡ 及
每组分别接种 ５００ μＬ 于培养皿中，每组 蛋白质在肝癌细胞系中的表达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和
１ × １０ ／ ｍＬ，
设 ３ 个复孔，轻轻转动使细胞分散均匀。３７ ℃ 、５％ ｑＲＴＰＣＲ 分析证实肝癌细胞系 ＭＨＣＣ９７Ｈ 和 ＭＨ
且 ＣＰＡ４ ｍＲ
ＣＣ９７Ｌ 均表达 ＣＰＡ４ ｍＲＮＡ 及蛋白质，
ＣＯ 条件下培养 １０ ～ １２ ｄ，培养皿中出现肉眼可见
的克隆时，终止培养。弃去上清液，ＰＢＳ 洗涤 ２ 次， ＮＡ 及蛋白质在 ＭＨＣＣ９７Ｈ 细胞中的表达高于 ＭＨ
无水乙醇固定 ３０ ｍｉｎ，弃去固定液，１０ ｇ ／ Ｌ 结晶紫 ＣＣ９７Ｌ 细胞。见图 １、表 １。
染液染色 ３０ ｍｉｎ，ＰＢＳ 洗涤 ２ 次，空气干燥，拍照，
肉眼直接计数克隆（大小约 ０．３ ～ １．０ ｍｍ）。实验重
复 ３ 次。
１．２．５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迁移试验 将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小室置于
２４ 孔细胞培养板中，
用无血清培养基将细胞稀释为
２．５ × １０ ／ ｍＬ 浓度的悬液，取 ２００ μＬ 加入至小室的
上室，下室加入 ６５０ μＬ １０％ 完全培养基，每组设置 图 １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 ＣＰＡ４ 蛋白在肝癌细胞系中的表达
３ 个复孔。３７ ℃ 、
５％ＣＯ 条件下培养 ２４ ｈ，ＰＢＳ 洗
表 １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和 ｑＲＴＰＣＲ 检测 ＣＰＡ４ ｍＲＮＡ 及蛋
涤 ２ 次，无水乙醇室温固定 ３０ ｍｉｎ，ＰＢＳ 洗涤 ２ 次， 白质在肝癌稳转细胞系中的表达（ｘ珋±ｓ）
组别
相对表达量
蛋白相对表达量
用棉签擦去上室细胞，１０ ｇ ／ Ｌ 结晶紫染液染色
细胞
３０ ｍｉｎ，
ＰＢＳ 洗涤 ２ 次，晾干，切下小室并用中性树
细胞
脂封片。显微镜下观察及拍照，随机选取 ３ 个高倍
值
值
镜视野，计数穿膜细胞数。实验重复 ３ 次。
１．２．６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侵袭试验 将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小室置于
２．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和 ｑＲＴＰＣＲ 检测 ＣＰＡ４ ｍＲＮＡ 及
２４ 孔细 胞 培 养 板 中，提 前 在 每 个 小 室 中 加 入
蛋白质在肝癌稳转细胞系中的表达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１００ μＬ稀释好的基质胶（基质胶 ∶ 双无培养基 ＝
检测结果表明，ＣＰＡ４ ｍＲＮＡ 及蛋白质
弃去多余基 和在 ｑＲＴＰＣＲ
１ ∶９），
３７ ℃ 、
５％ＣＯ 条件下温育 １ ～ ２ ｈ，
ＭＨＣＣ９７ＬＣＰＡ４ 组细胞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
质胶。用无血清培养基将细胞稀释为 ２．５ × １０ ／ ｍＬ ＭＨＣＣ９７Ｌｖｅｃｔｏｒ
组，而在 ＭＨＣＣ９７ＨｓｈＣＰＡ４ 组细
浓度的悬液，取 ２００ μＬ 加入至小室的上室，下室加 胞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
ＭＨＣＣ９７ＨｓｈＮＣ 组。见图
入 ６５０ μＬ １０％ 完全培养基，每组设置 ３ 个复孔。 ２、表 ２。
３７ ℃ 、
５％ＣＯ 条件下培养 ２４ ｈ，ＰＢＳ 洗涤 ２ 次，无
水乙醇室温固定 ３０ ｍｉｎ，ＰＢＳ 洗涤 ２ 次，用棉签擦
２

６

３

２

５

２

ＣＰＡ４ ｍＲＮＡ

２

５

２

ＣＰＡ４

ＭＨＣＣ９７Ｌ

１．００±０．０１

０．５７±０．０２

ＭＨＣＣ９７Ｈ

３２．１９±１．８７

１．０４±０．０４

ｔ

１６．７１０

９．５９５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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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ＣＰＡ４ 蛋白在肝癌稳转细胞系中的表达
表 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和 ｑＲＴＰＣＲ 检测 ＣＰＡ４ ｍＲＮＡ 及蛋
与 ｖｅｃｔｏｒ 组相比，ＣＰＡ４ 组细胞增殖
ＣＣ９７Ｌ 细胞中，
白质在肝癌稳转细胞系中的表达（ｘ珋±ｓ）
能力显著提高。见图 ３Ａ、表 ３。在 ＭＨＣＣ９７Ｈ 细胞
图２

组别

ＣＰＡ４ ｍＲＮＡ

相对表达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ＣＰＡ４ 蛋白
相对表达量

ＭＨＣＣ９７Ｌｖｅｃｔｏｒ

１．３１±０．６０

０．２７±０．０２

ＭＨＣＣ９７ＬＣＰＡ４

１４９．０±１４．５９

５．３４±０．３２

１０．１１０

１５．６６０

ｔ

值
值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ＭＨＣＣ９７ＨｓｈＮＣ

１．０１±０．０９

０．３８±０．０４

ＭＨＣＣ９７ＨｓｈＣＰＡ４

０．１１±０．０１

０．１６±０．０１

９．４７７

５．９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值
Ｐ值
ｔ

试验和克隆形成试验检测肝癌细胞体
外增殖能力 ＣＣＫ８ 试验结果显示，在肝癌 ＭＨ

２．３

ＣＣＫ８

中，与 ｓｈＮＣ 组相比，ｓｈＣＰＡ４ 组细胞增殖能力显著
降低。见图 ３Ｂ、表 ３。克隆形成试验结果显示，在
肝癌 ＭＨＣＣ９７Ｌ 细胞中，ｖｅｃｔｏｒ 组和 ＣＰＡ４ 组的克隆
形成数分别为（１８３．３ ± ３４．７４ ）个和（４０７．０ ± １８．４５ ）
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 ＝ ５．６８６，Ｐ ＝ ０．００５）。见图
３Ｃ 。在肝癌 ＭＨＣＣ９７Ｈ 细胞中，ｓｈＮＣ 组和 ｓｈＣＰＡ４
组的克隆形成数分别为 （３７１． ３ ± ３９． ５７ ）个和
（１３７．７±３０．２８）个，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ｔ ＝ ４．６９０，
Ｐ ＝ ０．００９）。见图 ３Ｄ。

注：Ａ，ＣＣＫ８ 试验检测过表达 ＣＰＡ４ 对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Ｂ，ＣＣＫ８ 试验检测敲减 ＣＰＡ４ 对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Ｃ，克隆形成试验检测过
表达 ＣＰＡ４ 对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Ｄ，克隆形成试验检测敲减 ＣＰＡ４ 对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Ｐ＜０．０１。

图３

ＣＰＡ４

基因对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试验检测肝癌细胞的体外迁移能力
结果显示，在肝癌 ＭＨＣＣ９７Ｌ 细胞中，ｖｅｃｔｏｒ 组和
ＣＰＡ４ 组的迁移细胞数分别为（２３． ００ ± ２． ３４ ）个和
（１２３．５０±２．１８）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 ＝ １１．８１，Ｐ＜

２．４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见图 ４Ａ。在肝癌 ＭＨＣＣ９７Ｈ 细胞中，
ｓｈＮＣ 组和 ｓｈＣＰＡ４ 的迁移细胞数分别为（１３５．３０ ±
６．４２）个和（３０．００ ± ４．３９ ）个，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３．５２，Ｐ＜０．０００ １）。见图 ４Ｂ。
０．０００ １

·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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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ＣＣＫ８ 试验中不同时间点不同组别肝癌细胞的 Ａ 值（ｘ珋±ｓ）
组别

Ａ
０ｈ

２４ ｈ

值

４８ ｈ

７２ ｈ

９６ ｈ

ＭＨＣＣ９７Ｌｖｅｃｔｏｒ

０．３０±０．０１ ０．５３±０．０１ １．３９±０．０４ １．５４±０．０３ ２．３５±０．０８

ＭＨＣＣ９７ＬＣＰＡ４

０．３１±０．０１ ０．７４±０．０２ １．７１±０．０５ ２．１６±０．０５ ２．８８８±０．１３

值
Ｐ值
ｔ

１．２１１

１１．６２０

４．７７９

１１．０６０

３．５２７

０．２６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ＭＨＣＣ９７ＨｓｈＮＣ

０．５８±０．０１ ０．５３±０．０１ １．３９±０．０４ １．５４±０．０３ ２．９３±０．０７

ＭＨＣＣ９７ＨｓｈＣＰＡ４

０．５７±０．０１ ０．７４±０．０２ １．７１±０．０５ ２．１６±０．０５ ２．３１±０．０６

值
Ｐ值
ｔ

１．０６２

１１．６２０

４．７７９

１１．０６０

６．９５６

０．３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检测肝癌细胞中 ＳＴＡＴ３ 通路相关
蛋白的表达 结果显示，在肝癌 ＭＨＣＣ９７Ｌ 细胞中，
与 ｖｅｃｔｏｒ 组比较，ＣＰＡ４ 组的 ＳＴＡＴ３ 总蛋白的表达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ｐＳＴＡＴ３ 和 ｃｍｙｃ 蛋白
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在肝癌 ＭＨＣＣ９７Ｈ 细胞中，与
ｓｈＮＣ 组比较，
ｓｈＣＰＡ４ 组的 ＳＴＡＴ３ 总蛋白的表达水
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ｐＳＴＡＴ３ 和 ｃｍｙｃ 蛋白的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见图 ６、表 ４。

２．６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注：Ａ，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试验检测过表达 ＣＰＡ４ 对细胞迁移能力的影
响；Ｂ，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试验检测敲减 ＣＰＡ４ 对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图４

ＣＰＡ４

基因对肝癌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２０）

试验检测肝癌细胞的体外侵袭能力
结果显示，在肝癌 ＭＨＣＣ９７Ｌ 细胞中，ｖｅｃｔｏｒ 组和
ＣＰＡ４ 组的侵袭细胞数分别为（２６． ７５ ± ２． ３９ ）个和
（１１２．３０± ９．４３）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 ＝ ８． ７８２，
Ｐ ＝ ０． ０００ １ ）。见图 ５Ａ。在肝癌 ＭＨＣＣ９７Ｈ 细胞
中，ｓｈＮＣ 组和 ｓｈＣＰＡ４ 组的侵袭细胞数分别为
（１８４．００±４．２２）个和（３２．５７ ± ２． ４９ ）个，差异亦有统
计学意义（ｔ ＝ ３０．８３，Ｐ＜０．０００ １）。见图 ５Ｂ。

２．５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图 ６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 ＣＰＡ４ 基因对肝癌细胞中 ＳＴＡＴ３
通路相关蛋白质表达的影响
表 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 ＣＰＡ４ 基因对肝癌细胞中 ＳＴＡＴ３
通路相关蛋白质表达水平的影响（ｘ珋±ｓ）
蛋白质相对表达量

组别

ＳＴＡＴ３

ｐＳＴＡＴ３

ｃｍｙｃ

ＭＨＣＣ９７Ｌｖｅｃｔｏｒ

３．６６±０．０８

２．６５３±０．１１

０．５９±０．０６

ＭＨＣＣ９７ＬＣＰＡ４

３．１９±０．２１

４．５１±０．１２

１．１１±０．０９

２．０９４

１１．３１０

４．９１３

０．１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ＭＨＣＣ９７ＨｓｈＮＣ

５．０７±０．２２

１４．００±０．６０

１．６０±０．０４

ＭＨＣＣ９７ＨｓｈＣＰＡ４

４．７９±０．２０

７．６９±０．３２

１．００±０．０３

０．９３５

９．２９９

１１．１４０

０．４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值
Ｐ值
ｔ

值
Ｐ值
ｔ

３

讨论

是羧肽酶 Ａ ／ Ｂ 亚家族的成员，最早在由
丁酸钠诱导前列腺癌细胞分化过程上调的 ｍＲＮＡ
中被筛选鉴定出［］。在本研究中，通过慢病毒载体
感染分别建立 ＣＰＡ４ 过表达和敲减肝癌细胞系，
过表达 ＣＰＡ４
ＣＣＫ８ 试验和克隆形成试验结果显示，
可以显著促进肝癌细胞的增殖，而敲减 ＣＰＡ４ 后则
ＣＰＡ４

注：Ａ，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试验检测过表达 ＣＰＡ４ 对细胞侵袭能力的影
响；Ｂ，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试验检测敲减 ＣＰＡ４ 对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

图５

ＣＰＡ４

基因对肝癌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２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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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３１·
ｍＴＯＲ 通路和 Ｅｒｋ 通路对于 ＣＰＡ４ 功能的影响尚未
进行研究，ＣＰＡ４ 的下游直接相互作用靶点也尚未
确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来阐明其在肿瘤发
生、发展过程中的分子 机 制，以 确 认 ＣＰＡ４ 和
ＳＴＡＴ３ 作为肝癌治疗和诊断靶点的潜能。
，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Ｌａｂ Ｓｃｉ Ｍａｒ． ２０２１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３

显著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与 Ｐａｎ 等［］在结直肠癌
研究中以及 Ｆｕ 等［］在非小细胞肺癌研究中的结果
具有一致性，提示 ＣＰＡ４ 可能具有作为抑制肿瘤生
长的治疗靶点的潜力。同时，本研究通过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
试验证实 ＣＰＡ４ 过表达后可以显著促进肝癌细胞的
迁移、侵袭，而敲减 ＣＰＡ４ 则能显著抑制肝癌细胞迁
移、侵袭。表明 ＣＰＡ４ 可能促进肝癌细胞的转移。
ＣＰＡ４ 通过激活 ＰＩ３ＫＡＫＴｍＴＯＲ 通路促进上皮间
质转化（ＥＭＴ），促使胰腺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侵
袭［］；ＣＰＡ４ 还能通过激活 ＳＴＡＴ３ 和 Ｅｒｋ，促进结肠
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侵袭［］；同时，血清中 ＣＰＡ４
含量可以预示临床结肠癌患者的肝转移［］，提示
ＣＰＡ４ 具有作为肝癌生物标志物的潜力。
目前，尚未明确 ＣＰＡ４ 发挥其促进肿瘤细胞增
殖、转移的具体机制。作为一种可溶性外泌蛋白
酶，ＣＰＡ４ 在细胞外环境发挥重要作用，其神经肽底
物已经被证实与细胞增殖和分化的调节相关［］，而
ＣＰＡ４ 使得这些肽失活，可能会刺激肿瘤细胞的增
殖或增强肿瘤的细胞移动性，这为 ＣＰＡ４ 与某些癌
症的侵袭性之间的联系研究提供了实验依据。一
些新的研究报道为 ＣＰＡ４ 的分子机制研究提供了
多项新的线索；如 Ｓｈａｏ 等［］报道在胰腺癌中 ＣＰＡ４
通过激活 ＰＩ３ＫＡＫＴｍＴＯＲ 通路发挥重要作用；Ｐａｎ
等［］发现在结肠癌中 ＣＰＡ４ 的功能与 ＳＴＡＴ３ 和 Ｅｒｋ
的激活相关。
ＳＴＡＴ３ 是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蛋白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ｓ ）家族
的成员，是该家族中与促进肿瘤生长和免疫抑制最
密切相关的成员，通常在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中过
度激活［ ］。ＳＴＡＴ３ 的过度激活在多种致癌过程中
具有重要作用，包括调节细胞周期、防止细胞凋亡、
诱导生存因子和建立不受控制的生长［ ］。本研究
结果显示，过表达 ＣＰＡ４ 使肝癌细胞中磷酸化
ＳＴＡＴ３ 和 ｃｍｙｃ 的表达水平升高；而敲减 ＣＰＡ４ 使
肝癌细胞中磷酸化 ＳＴＡＴ３ 和 ｃｍｙｃ 的表达水平也
降低。研究表明，ＳＴＡＴ３ 蛋白的持续激活能够提高
ｃｍｙｃ、周期蛋白 Ｄ１ 的表达而促进肝癌细胞的增
殖、恶化；同时，ＳＴＡＴ３ 的活化可以上调基质金属蛋
白酶 （ＭＭＰ ）的表达，促进肝癌细胞的侵袭、转
移［ ］。因此，本研究认为 ＣＰＡ４ 可能是通过激活
ＳＴＡＴ３ 信号通路促进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从
而在肝癌生长、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本实
验仅检测了 ＳＴＡＴ３ 信号通路的改变，而 ＰＩ３ＫＡＫ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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