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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慢性淋巴细胞性淋巴瘤（CLL）和套细胞性淋巴瘤（MCL）是两种小细胞性淋巴瘤。
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针对这两种淋巴瘤的有效的治疗方法。临床上根据病情的不
同情况，采用观望，单一化疗，多种方法联合化疗，以及干细胞和骨髓移植的多种方
法。但是，这些治疗方法的局限在于不能很特异的针对肿瘤细胞的性质进行治疗，而
且伴随有很多副作用。

细胞信号传导通路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两种淋巴瘤的深刻认识，同时确认治疗的
靶向，有助于发现新的治疗方法。同时，微小RNA （MiRNAs ）是一组与肿瘤的发病
有重大关系的微小分子。在此论文中，作者研究了一些磷酸化激酶在肿瘤细胞信号传
导中的作用，同时分析了微小RNA在肿瘤细胞和正常B细胞分化中的特异表达。

细胞信号传导

在B细胞中，B细胞信号传导通路和CD 4 0配体通路是两种重要的信号传导通路。在第
一章（chapter 1），作者阐述了这两种信号传导通路在CLL和MCL中的作用。

目前为止，很多磷酸化酶抑制剂有已经被研究合成，确定特异的磷酸化酶作为肿瘤的
治疗靶向非常重要。磷酸化芯片（Kinome profiling）可以用来比较不同样本之间的信
号传导通路的不同，从而确定跟疾病有关的特异的磷酸化酶的表达。作者应用这种方
法比较了ZAP-70+ CLL cells and ZAP-70- cases chapter 2). 发现SYK在ZAP-70+样本里面有
更高的活性，而且这种磷酸化酶活性的抑制可以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所以，SYK可
以作为淋巴瘤治疗的靶向。作者同时发现，JNK and S6K在ZAP-70+样本里面有更高的
活性。应用SP600125抑制JNK的活性可导致G2/M细胞周期的阻滞；应用rapamycin抑制
S6K的活性可导致G 0 /G1周期的阻滞。因此，通过改变细胞周期来治疗肿瘤也是一种
有前景的治疗方法。

作者在第三章中阐述了Raf-1在CLL中是一个重要的抗凋亡和调节细胞周期的磷酸化
酶。Raf-1可以通过激活ERK和BAD这两种重要的激酶来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阻滞
Raf-1磷酸化酶的活性可以导致G0/G1细胞周期的阻滞，同时减少cyclin D3和cyclin E蛋
白的表达。通过Annexin V检测，GW5074（Raf-1磷酸化酶抑制剂）不仅可以导致CLL
肿瘤细胞系的凋亡，同时还能导致CLL患者肿瘤细胞的凋亡。所以，Raf-1在CLL中可
以作为一个有效的治疗靶向。

在第四章中，作者阐述了JNK在套细胞性淋巴瘤中的作用。在这种淋巴瘤中，JNK持
续高度磷酸化。SP600125，这种JNK抑制剂在第一天可以导致MCL细胞系细胞G2 /M阻
滞。  G2 /M细 胞周 期阻滞与 EGR1 蛋 白的降 低有 关。SP600125在第2－3天导 致大量的
多核性的细胞（endoreduplication）的形 成，但 是应 用 SP600125和BCL-2抑 制 剂（YC 
137）同 时抑 制细 胞可 以防 止多 核 性细 胞的形 成。因 此，JNK磷 酸 化酶的活 性对 
于维 持肿 瘤细 胞的增 生和正 常核 型有重 要的作 用。这 个实 验同 时为研 究多 核 性
细 胞（endoreduplication）提 供了实 验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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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RNA

微小RNA是近 年发 现的一 组重 要的小RNA，它对正 常B细 胞的分 化有 着重 要的调 
节作 用，同 时影 响肿 瘤的发 生。但 是，近 年 来关 于微小RNA的研 究 结 果有很 大
的差 异，这可 能与研 究这 种分 子的方 法和研 究的组 织 材 料有关。作 者在第 五 章
中分 析比 较了几 种研 究方 法，同 时提 出，微小RNA在肿 瘤 中的表 达分析应 该与相 
应肿瘤起源的正 常组 织相比 较。

在第 六章中，作 者分 析了15个miRNA在小淋 巴细 胞 性淋 巴 瘤（ 33例淋 巴 结和37
例血 液标 本）的表 达。淋 巴 结和血 液标 本中miRNA的表 达有 着相 似的表 达类型
（pattern），同 时miR-16, miR-21 and miR-150有 着较 高的表 达。有 趣的发 现是，原 
位杂 交（ISH）证 明BIC/pri-miR-155和  miR-150有 着相 反的表 达类 型，从 而间 接证 
明BIC/pri-miR-155和  miR-150可 能有 着相 反的功 能。

在第七章中，作 者应 用miRNA profiling分 析了幼 稚B细 胞，生 发中 心B细 胞和记 忆B
细 胞（naive B cells, germinal center B cells and memory B cells）miRNA的表 达譜。幼 稚B
细 胞和记 忆B细 胞有 着相 似的表 达谱，但 是与生 发中 心B细 胞有 着较 大的差 别。
同 时作 者对表 达较 高的miRNA进 行了ISH分 析。发 现miR-150在淋 巴 结的生 发中 心
B细 胞中低 表 达，同 时发 现miR-150的target是c-myb。

综上所 述，该研 究表 明在小淋 巴 细 胞 性淋 巴 瘤 中，细 胞信 号传 导通 路和微小
RNA都起 了重 要的作 用。这些研究为将 来研 究淋 巴 瘤新的治 疗方 法提 供了一定
的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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