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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9

中文总结与展望
(Summary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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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9

总结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肿瘤类型，尽管其死亡率在近几十年中呈现下
降趋势，但其年发病率则持续增加，这主要归根于疾病早期的发现及有效
的治疗手段。然而，乳腺癌细胞其固有的对药物治疗的抵抗能力仍然是临
床面临的难题也是造成乳腺癌患者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大约70-75%的乳
腺癌病例表现为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阳性和/或孕激素受
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阳性；12-18%的类型则为三阴性乳腺癌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s，TNBC），即癌组织缺乏雌激素受体、孕
激素受体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ER2）的表达。内分泌治疗在降低激
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局部复发起重要作用，且对该类型高级别的或者发生转
移的乳腺癌患者也能获益。不幸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乳腺癌患者表现为对内
分泌治疗抵抗或者患者起初对内分泌治疗敏感，但癌细胞在治疗期间逐渐获
得了对药物的抵抗能力。对于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则缺乏有效的靶向治疗手
段，因此辅助化疗仍是其主要治疗方法。与其他类型的乳腺癌相比较，三阴
性乳腺癌对辅助化疗的反应更好且有更高的病理完全缓解率。然而，三阴性
乳腺癌患者容易发生获得性化疗抵抗导致其更高的复发率。

脑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GBM）是脑癌中最常见且致命的肿瘤
类型，其五年生存率约为5%。常规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治疗、辅助化疗和放
射治疗等综合治疗。GBM的高侵袭特性以及对治疗的抵抗能力限制了治疗的
成功率，而且GBM的高异质性致使该类型肿瘤的靶向治疗陷入困境。尽管目
前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治疗很多类型的肿瘤中获益，但是这种免疫治疗方
法在GBM治疗中屡遭失败，其原因可能归结于此类肿瘤抑制免疫力的特性。
在胶质母细胞瘤中，其癌干细胞被认为是导致肿瘤异质性及发生治疗抵抗的
原因；而且，胶质母细胞瘤干细胞和癌细胞的间质特性被认为是受癌细胞微
环境的调控。

综上所述，对乳腺癌和胶质母细胞瘤治疗抵抗机制有更好的认识是改善
治疗策略乃至治愈癌症所需要的。

目前研究表明，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
tion，EMT）是诱发癌细胞发生转移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很多信号
通路已经被证实参与了EMT的诱导，例如Notch信号通路、TGFβ–SMAD信
号通路、经典的与非经典的WNT信号通路、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通路与
细胞外基质-整合素通路等。有趣的是，这些通路的激活也在调节肿瘤干细
胞的自我更新发挥作用，而且上皮间质转化与肿瘤干细胞的相互关系已被报
道。

本论文旨在探索上皮间质转化在参与乳腺癌与脑胶质母细胞瘤发生常
规治疗耐受、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转移和干细胞特性的调控机制。在第一
章，我们概述了乳腺癌和脑胶质母细胞瘤以及其目前治疗所面临的问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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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与内容大纲。目前认为，雌激素受体ER的表
达与功能是乳腺癌患者对内分泌治疗是否敏感的先决条件，而上皮间质转化
在乳腺癌内分泌治疗中发挥着调控作用。在第二章节，我们构建了对他莫昔
芬耐药的乳腺癌MCF-7细胞模型MCF-7-Tam-R，并发现CD146分子在MCF-
7-Tam-R细胞中异常高表达，而且高表达CD146的乳腺癌患者与不良的复发
与远处转移风险呈正相关，尤其在患者只使用他莫昔芬治疗的情况下。与对
照组细胞相比，MCF-7他莫昔芬耐药细胞形态学上展现出不同的特点，而且
其侵袭运动能力和EMT的相关标记物的表达都明显增强。进一步的机制研究
发现，CD146通过上调Slug因子与激活AKT通路活性，并参与抑制雌激素受
体ERα的表达和促进了上皮间质转化等机制从而导致了乳腺癌细胞发生他
莫昔芬耐药。在第三章，我们发现在乳腺癌细胞系和肿瘤组织中，Notch3
、ERα的表达和乳腺癌的上皮表型都呈现出正向相关关系。有趣的是，在ER
阴性的乳腺癌细胞中高表达Notch3能激活ERα的表达，而在ER阳性的乳腺
癌细胞中沉默Notch3后则会导致ERα表达水平的下降。在进一步的调控机制
研究发现，Notch3的胞内段（N3ICD）能特异性结合于ERα启动子上的CSL
结合原件从而转录激活ERα的表达并抑制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和侵袭转移
能力。然而，抑制Notch3的表达则会促使乳腺癌细胞的ERα表达水平下降并
且诱导EMT的发生。我们运用大型临床微阵列芯片数据库分析发现，Notch3
的高表达与乳腺癌患者的良好预后呈正相关，且在雌激素阳性的患者中尤
为明显。此研究描绘了Notch3/ERα信号轴对乳腺癌维持上皮表型和抑制肿
瘤形成和转移的作用关系。在第四章，我们揭示了Notch3是两个致癌微小
RNA即miR-221/222的靶基因。在乳腺癌细胞系中，miR-221/222的表达与
Notch3以及ERα呈负向相关关系，异位表达miR-221/222能诱导乳腺癌细
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而过表达Notch3 ICD能减弱miR-221/222的促癌功
能。分子机制研究发现，miR-221/222能靶向结合Notch3的3’非编码区而
抑制其蛋白翻译表达。在第五章，我们揭示了对人类乳腺发育和乳腺癌分化
起重要作用的转录因子GATA3是Notch3信号通路的下游调控基因。我们在研
究Notch3与GATA3的调控机制发现，Notch3和GATA3的表达都与ERα呈正
相关关系，过表达Notch3 ICD能促进GATA3的表达水平而沉默Notch3则导
致GATA3的表达下调。而且，报告基因和免疫共沉淀实验证明，Notch3能结
合GATA3启动子的CSL结合原件并激活其表达。体内体外实验进一步证明了
Notch3能通过转录调控GATA3部分程度的抑制乳腺癌上皮间质转化和癌细胞
转移扩散。以上的研究发现使我们认识了miR-221/222能通过靶向Notch3
进而调控GATA3和ERα的表达而控制乳腺癌的上皮间质转化和远处转移的过
程。

乳腺癌尤其是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对辅助化疗的固有耐受或者在化疗过程
中获得的药物抵抗是导致临床上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在第六章，我们成功
构建了对顺铂耐药的三阴性乳腺癌细胞MDA-MB-231-DDPR并发现Notch1
和CD146的表达异常升高。体外细胞实验研究发现，在低浓度的顺铂刺激
下，三阴性乳腺癌细胞的Notch1和CD146的表达呈时间依赖性的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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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MDA-MB-231-DDPR细胞呈现更高的间质细胞标记物Vimentin和经典
的耐药相关性蛋白如磷酸化AKT、P-gp和MRP1表达水平。双报告基因实
验、免疫共沉淀实验以及凝胶迁移实验共同证明了Notch1 ICD能直接结合在
CD146的启动子上并激活CD146的表达导致三阴性乳腺癌细胞发生上皮间质
转化和化疗耐药。我们的研究发现为靶向Notch1 /CD146信号轴协同常规辅
助化疗或许是提高三阴性乳腺癌治疗效果的潜在治疗策略提供理论基础。

在脑胶质母细胞瘤，肿瘤细胞的高度侵袭性和对治疗耐受被证明与间
质表型相关。我们已经在前文描述了CD146是乳腺癌中诱发上皮间质转化
和调节肿瘤侵袭和治疗抵抗的重要分子。然而，CD146在脑胶质母细胞瘤
中的功能鲜为人知。在第七章，我们发现CD146在GBM的表达明显高于正
常脑组织且在病人来源的GBM癌细胞球中呈现各种程度的表达。据已有研
究报道，WHO分级中3级与4级的高级别胶质瘤组织表达CD146的水平高于
1级和2级，而且，CD146的高表达预示着GBM患者更短的无病生存期和总
生存期。这提示CD146在GBM中可能起着促癌的作用并值得我们进一步研
究。因此，我们构建了CRISPR/Cas 9敲除CD146的GBM细胞模型和异位表达
CD146/GFP融合蛋白细胞模型并且通过各种实验方法探讨CD146在GBM的
功能。在此章节中我们展示了CD146在GBM具有促发上皮间质转化、诱导癌
细胞多功能潜能和放疗耐受等基因多重效应。CD146还可能参与了抑制p53
和激活NF-κB通路从而调控癌细胞的生存。更为有趣的是，我们发现CD146
可能通过抑制Hippo通路进而调控被认为是调控细胞增殖和生存的转录激活
因子YAP。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阐明了CD146在GBM的肿瘤恶性和治疗抵
抗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提示靶向CD146通路可能成为治疗GBM的新策略。

讨论与展望

CD146参与乳腺癌他莫昔芬耐药和肿瘤细胞转移

他莫昔芬被用于治疗绝经前和绝经后乳腺癌患者已经有40余年历史且仍
然是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基础药物。然而，乳腺癌固有的或者获得性对他莫
昔芬治疗抵抗是临床上关注的重要问题。尽管乳腺癌患者对他莫昔芬治疗发
生耐药后可以转换成使用芳香酶抑制剂或者氟维司群治疗，此时肿瘤潜在的
高侵袭性生物学特性并伴随着一系列的信号转导通路的改变往往与不良的预
后相关。

目前，很多研究认为一些重要的信号通路和因子参与了他莫昔芬耐药，
其中包括ERα表达的缺失、受体酪氨酸激酶信号通路 (EGFR、HER2、IGR1R
和FGFR) 的上调、NF-κB信号通路的活性增加、PI3K/AKT通路的失调以及
上皮间质转化的激活。在雌激素受体表达阳性的乳腺癌患者中，高表达ERα
的患者对他莫昔芬治疗更能获益。我们的研究（第二章）新发现了高表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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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样或HER-2型乳腺癌细胞的CD146分子参与并促进了他莫昔芬耐药。已
有研究证明他莫昔芬主要通过竞争性结合雌激素受体而发挥治疗作用，ERα
的表达水平被认为是临床上对他莫昔芬治疗反应的关键因素，而且ERα表
达的缺失能导致其治疗耐受。我们发现在乳腺癌细胞系中CD146的表达与
ERα的表达水平呈现负向相关关系。CD146能通过上调Slug的表达从而在转
录水平抑制ERα的表达，而Slug能直接结合于ERα的启动子E-boxes原件控
制ERα的活性与功能，敲减Slug能使增强他莫昔芬耐药细胞对他莫昔芬的治
疗敏感性。而且，Zeng等研究证明了高表达CD146能激活Slug和RhoA从而
诱导上皮间质转化。因此，我们认为CD146可能部分通过激活Slug导致ERα
的转录表达下降。另外， PI3K/AKT通路的活化被认为是导致内分泌治疗耐
受的重要机制。我们的研究发现磷酸化AKT在MCF-7他莫昔芬耐药细胞中异
常高表达，且过表达CD146能抑制PTEN和诱导磷酸化AKT的活性。这些研
究结果与之前Li等人报道CD146与AKT通路的调控关系结果呈现一致性。而
且，与MCAM同为细胞粘附分子的家族成员MUC-1同样也是通过激活AKT
通路在乳腺癌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功能。综合以上，我们的研究说明了在某种
程度上CD146可能激活AKT通路诱导乳腺癌发生他莫昔芬耐药。此外，我们
展示了在雌激素受体阳性并接受他莫昔芬治疗的患者中高表达的CD146与
不良的预后相关。已经有研究证明抗CD146的单克隆抗体AA98能通过降低
NF-κB的活性从而抑制肿瘤生长以及血管形成。靶向溶解性CD146的中和性
抗体能抑制肿瘤的血管形成和增殖。所以，靶向CD146可能为克服乳腺癌患
者发生他莫昔芬耐药提供一个新的治疗策略。

Notch3调控乳腺癌上皮间质转化

肿瘤发生转移是导致乳腺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上皮间质转化被认为
是诱发肿瘤转移的重要环节之一。上皮间质转化即上皮细胞转变成为间质表
型，其细胞的转移侵袭能力增强且被认为是许多肿瘤发生远处转移复杂环节
中的第一步。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通常伴随着上皮表型标记物E-Cadherin
的丢失和间质表型标记物N-Cadherin、Vimentin与Fibronectin的表达增加。
许多信号通路也参与诱导上皮间质转化的发生，比如TGFβ–SMAD信号通
路、经典与非经典WNT通路、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和细胞外基质-整合
素通路。

Noth家族在很多生物学过程如细胞命运决定、上皮间质转化、干细
胞维持和细胞族系的传承都发挥重要作用。Notch家族由4个Notch受体
（Notch1-4）和5个配体（JAG1、JAG2、DLL1、DLL3和DLL4）组成。在
人类癌症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Notch激活的结果取决于肿瘤类型和细胞
环境。Notch1和Notch4被认为能促使癌症发生，Notch2则被认为是抑癌因
子。Harrison等人证明了Notch4或Notch1能增强乳腺癌的干细胞性能，在
体实验表明抑制了Notch4或Notch1能降低肿瘤形成。在乳腺癌中，Not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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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被了解甚少且仍有争议。然而，我们发现乳腺癌细胞系和组织中
Notch3的表达与ERα和GATA3呈正相关关系。ERα和GATA3在人类乳腺
发育和乳腺癌的分化中起关键作用，而且二者通过调控不同的信号通路如
Slug、FOXC1和miR-29b发挥着抑制上皮间质转化的作用。目前，越来越
多的研究表明Notch3在乳腺的发育和管腔型细胞分化的命运扮演者重要角
色。Notch3表达于有高度克隆性和短暂静止分化成导管细胞的管腔祖细胞
中。而且，Notch3的表达缺失能减少由双功能祖细胞分化而来的管腔细胞形
成。这些研究提示我们去探讨Notch3、 GATA-3 和 ERα之间是否存在相互
调控关系，尤其在雌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中。在第三章和第五章，我们阐
述了乳腺癌中激活的Notch3通过转录调控和ERα 和GATA-3维持着上皮表型
并抑制上皮间质转化和肿瘤转移。而且，Notch3的转录本表达与乳腺癌患者
良好的无复发生存期呈正相关关系。在第四章，我们阐明了miR-221/222通
过结合Notch3的3’段非编码区抑制Notch3的蛋白翻译，异位高表达Notch3 
ICD能逆转miR-221/222促进上皮间质转化的作用。这表明miR-221/222能
通过负向调节Notch3发挥促进肿瘤的功能。我们的研究对上皮间质转化这一
复杂的过程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描述了miR/Notch3/GATA3/ERα信号通
路是乳腺癌的预后指标。目前，利用miRNA作为癌症的治疗手段已经在前临
床实验得到证实并推入进一步的临床研究。例如，通过静脉注射的一种脂质
体miR-34模拟物MRX34是第一个被用于治疗临床高级别或者已发生转移的
肝癌患者的微小RNA。因此，靶向miR-221/222可能是抑制乳腺癌发展与转
移的治疗策略。

三阴性乳腺癌与化疗耐药

缺乏ER、 PR 和 HER-2表达的三阴性乳腺癌是一种高侵袭性的乳腺癌类
型，占乳腺癌的10-20%，且传统的内分泌治疗和赫赛丁靶向治疗对其无效。
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靶点，系统的辅助化疗仍然是三阴性乳腺癌的主要治疗
手段。一般来说，相比于Luminal A、Luminal B和HER-2过表达型，三阴性
乳腺癌对辅助化疗更加敏感。然而，三阴性乳腺癌的复发风险远高于激素受
体阳性的乳腺癌归因于其高侵袭生物学特性和对化疗产生耐受。化疗耐药是
90%的治疗失败原因并导致了疾病的进展和癌症转移。

顺铂和卡铂治疗三阴性乳腺癌已被纳入临床研究且发现在BRCA突变的
乳腺癌患者新辅助治疗中获益。尽管标准的化疗方案对化疗敏感的初期三阴
性乳腺癌患者是有效的，而通常高级别的患者却对化疗反应率很差或者一开
始对化疗敏感的患者，30%-50%则会发生化疗耐受并导致预后不良。

Notch1被认为在乳腺癌中发挥维持干细胞表型和促进肿瘤发生化疗耐受
的作用。在第六章，我们揭示了三阴性乳腺癌中Notch1与CD146和EMT标
记物有高度相关性。生存预后分析揭示了Notch1和CD146是乳腺癌复发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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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不良预后指标，尤其在接受化疗的乳腺癌患者。Notch1通过激活CD146
促使乳腺癌发生EMT和化疗耐药并且增强肿瘤细胞的侵袭与增值能力。抑制
Notch1能明显下调CD146的表达水平并逆转三阴性乳腺癌发生EMT和化疗耐
受。本研究能更好地了解上皮间质转化在乳腺癌化疗耐药的调控机制，为靶
向Notch1/CD146信号轴联合常规的化疗治疗三阴性乳腺癌提供理论依据。

CD146调控脑胶质母细胞瘤的侵袭能力

根据转录表达谱和几个常见基因如IDH1、TP53、PTEN和EGFR的突变
可以把脑胶质母细胞瘤分为4种类别：原神经细胞型（proneural，PN）、
神经元型（Neural，NE）、经典型（Classical，CL）和间质型（ Mesenchy-
mal，MES）。MES具有最高的侵袭性特征且往往预后最差。在GBM中，诸
多的信号通路如WNT/β-catenin、Hippo/YAP和转录因子ZEB1、SNAIL、 
TWIST、 C/EBP-b和STAT3等被认为是MES的主要调控因素。GBM细胞的高
侵袭行为特性不仅是GBM细胞的固有特征而且还受肿瘤微环境因素的调控。
在胶质瘤中，免疫炎症过程、缺氧的肿瘤微环境或毗邻的正常组织都可能导
致免疫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的募集并分泌产生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 从而
诱导ZEB1促进GBM细胞的侵袭能力。若用TGF-β抑制剂阻滞该信号通路则
能GBM发生间质转化。在第七章中，我们发现在TGF-β诱导发生间质转化
的U87细胞模型中，CD146的表达明显上调。而且，过表达CD146能上调
ZEB1、β-catenin和一些干细胞标记物的表达水平而增强癌细胞干细胞性能
和转移侵袭能力。已有文章报道CD146参与干细胞的调节，例如体内体外实
验证明CD146阳性的人脐带血管周细胞有更高的增值能力和向间质细胞系分
化的潜能。此外，缺氧的环境下能诱导CD146阳性的人脐带血管周细胞克隆
形成率和增殖能力并调节成骨分化。除此之外，一些促炎症因子如肿瘤坏死
因子（TNF-α）和白介素α （IL-1α）能诱导黄素化颗粒细胞CD146的信使
RNA。这提示细胞诱导表达CD146在应对肿瘤微环境刺激如促炎症细胞因子
和生长因此引起的适当炎症反应、细胞增殖和迁移等起一定的作用。因此，
进一步研究CD146在GBM肿瘤细胞或免疫微环境重要性是需要的。我们之前
的研究发现的CD146与乳腺癌恶性行为的相关性，所以研究CD146通路在特
定的肿瘤细胞相似或者不同的功能显得很有意义。

CD146还能通过增加磷酸化MDM2而抑制放疗引起的P53蛋白的集聚，
并同时激活NF-κB通路从而促使GBM发生放疗抵抗。这两种由放射损伤诱
导的机制被认为是癌细胞为防止发生凋亡的应对方法，其在我们GBM细胞模
型对放疗抵抗的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而被激活的CD146如何调控NF-κB 
和MDM2的具体机制也叩待解决。先前的研究报道了在黑色素瘤中MAP-
K、p38 和Akt通路是CD146的下游效应通路，我们猜测在GBM中依然成立。

最后，我们新发现了转录调控因子YAP是CD146在GBM中的下游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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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肿瘤中，YAP被认为是促癌蛋白并参与肿瘤血管形成、上皮间质转化和
远处转移的过程。YAP通过结合TAZ进入细胞核后与转录增强因子TEAD结
合后启动转录调控下游基因，而Hippo通路能控制YAP蛋白稳定性和细胞定
位。在第七章，我们发现CD146可能通过抑制Hippo通路而激活YAP功能。
然而，CD146与Hippo/YAP通路间的具体调控机制和在GBM侵袭能力的作
用关系需进一步研究。目前已有研究报道YAP信号通路在GBM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比如GBM细胞球中YAP的不同程度的表达时导致肿瘤异质性的原因，
且YAP的表达能增加肿瘤的发生潜能。另外，FDA最近批准通过了一种抑制
YAP与TEAD结合的抑制剂Verteporfin (VP)，有文章报道VP能抑制胶质瘤的
增殖。临床试验报道运用VP治疗局部进展期的胰腺癌是安全且可行的。这提
示靶向CD146/YAP可能GBM的治疗策略。

总之，本论文研究为更进一步了解乳腺癌和脑胶质母细胞瘤的侵袭与治
疗耐受的调控机制提供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发现了CD146在不同肿瘤的侵袭
与治疗抵抗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探索CD146靶向治疗可能为治疗这两种肿
瘤提供新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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