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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乳糖凝集素-1 与胃癌侵袭及转移关系的
研究进展
杜恒锐，王振江，马志坚，任彦先，王科深，展昊，焦作义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普外一科（兰州 730030）

【摘要】 目的 探讨半乳糖凝集素-1（galectin-1，Gal-1）与胃癌侵袭及转移之间的关系。方法 对近年来国
内外有关 Gal-1 与胃癌侵袭及转移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结果 胃癌组织中 Gal-1 的表达与肿瘤细胞的
侵袭力、转移能力、免疫抑制、血管生成等密切相关，在胃癌的进展与演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Gal-1 表达越
高，提示肿瘤的恶性程度越高，患者的预后越差。结论 Gal-1 的表达可促进胃癌的侵袭和转移，但仍需进一步临
床研究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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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lectin-1 (Gal-1) and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Methods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al-1 and th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in recent years were reviewed.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Gal-1 in the gastric cancer tissu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vasion, metastasis ability, immunosuppression, and angiogenesis of tumor cells, and played the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ress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gastric cancer. The expression of Gal-1 was higher, the malignancy of the
tumor was higher, and the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 was worse. Conclusion Expression of Gal-1 can promot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but further clinical trials need to be verified.
【Keywords】 galectin-1; gastric cancer; invasion; metastasis; research progress

胃癌是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全球发
[1]

病率居第 4 位，病死率居第 3 位 。我国是胃癌高
发地之一，胃癌发病率占全球发病率的 50% 左右
[2]

[3]

。研究 发现，晚期胃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不足 1

的精确分子机制可能作为一项新的靶向治疗方
案。

1 Gal-1 的作用机制

年。因此，临床需要进一步研究胃癌进展的分子机

Gal 为 β-半乳糖结合蛋白，属于聚糖结合蛋白

制及确定新的分子靶标，以达到早期诊疗、改善预

（凝集素）家族中的一种，对含有 β-半乳糖苷的 N-

后的目的。半乳糖凝集素（galectin，Gal）-1 属于半

聚糖具有极强的亲和力

乳糖结合蛋白家族中的一种，广泛存在于胃癌组织

对 N-聚糖的亲和力与 β1-6 支链成正比，而 β1-6 支

及间质内，在肿瘤进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

链主要是由 β1，6-N-乙酸氨基葡萄糖转移酶 V 调

[4-5]

，尽管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果仍然需要进一步

节并由聚 N-乙酰乳糖向两侧延伸而发挥作用。Gal

的临床试验研究，但由 Gal-1 调节胃恶性肿瘤进展

的表达被认为是恶性肿瘤进展的一个标志，越来越

[6-7]

[8]

。Lau 等 研究发现，Gal

[9]

多的研究 表明其在肿瘤的发生和转移过程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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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变化，在肿瘤生物学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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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1 属于 Gal 家族的一种，编码基因定位于
3

细胞免疫紊乱、炎症和过敏及宿主-病原体相互作
[17]

22q12，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14×10 ，含有一个约 130

用的免疫反应的调节因子 ，这些特性为 Gal-1 在

个氨基酸的糖识别域，对 β-半乳糖苷有特殊的亲和

肿瘤细胞内的表达提供病理基础。上皮间质转化

力。Gal-1 以单聚体或非共价结合的二聚体两种形

是指肿瘤细胞摆脱细胞间的黏附作用而获得侵袭

式存在，分别具有不同的生物学作用。人类组织中

和转移能力的过程 。在上皮间质转化过程中，肿

的 Gal-1 通常是以可溶解的二聚体形式存在，通过

瘤细胞将其上皮细胞转变为成纤维细胞，癌相关成

经典的受体-配体作用方式发挥重要的生物学效

纤维细胞是肿瘤基质的主要成分之一，具有促进癌

应。Gal-1 特异性识别的寡糖结构存在于大部分糖

细胞的增殖、侵袭、转移等功能。转化生长因子 β1

蛋白中，这一特性决定了其配体可分布于细胞浆、

作为成纤维细胞转化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的强效

细胞核等多个部位，因而具有调节细胞增殖与凋

诱导剂，在肿瘤微环境中含量明显增加，对胃癌的

亡、细胞与细胞、细胞与基质之间的黏附等多种生

进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研究 表明，胃癌组织中

物学功能

[10]

。在细胞内，Gal-1 与 RAF 效应子的

RAS 结合域相互作用并促进肿瘤的演变

[11]

[18]

[15]

[16]

Gal-1 的表达与转化生长因子 β1 浓度呈正相关，两

。研究

者的共同作用促进了肿瘤的发生与发展。以上研

证实，在肿瘤组织中 Gal-1 的表达显著增加，表明

究结果提示，Gal-1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可促进正

肿瘤的侵袭和转移能力与分泌到肿瘤组织中的

常上皮细胞向肿瘤细胞形态的改变，通过联合转化

Gal-1 水平升高相关。另一方面，Gal-1 在肿瘤的血

生长因子 β1 的高表达，共同促进肿瘤的进展与演

管生成中通过调节内皮细胞生物学效应发挥重要

变。

[12]

[13]

作用 。鉴于 Gal-1 在肿瘤组织中表现出来的这些
活性，其被认为可能是胃癌治疗的潜在标志物，其
特异性糖表位的改变可能与胃恶性肿瘤的进展有

4 Gal-1 的表达与胃癌患者预后的关系
在胃癌细胞中，黏附蛋白是表达和定位失调的
上皮标志物，上皮间质转化通过激活信号通路的胶

关。

2 Gal-1 在人体胃癌组织中的表达

质瘤相关癌基因 1（Glioma-related oncogenes，Gli[19]

1）来调节细胞形态的转变。研究 结果发现，胃癌

Gal-1 在肿瘤相关基质中的染色强度与肿瘤的

组织中 Gal-1 的表达与 Gli-1 的表达呈正相关，与黏

位置、分期、侵袭力、分化程度和淋巴结转移密切

附蛋白表达呈负相关，且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呈正

相关。在慢性胃炎、胃溃疡和肠上皮化生病变中也

相关，结果提示，这几种分子均可作为胃癌患者预

可观察到强染色的 Gal-1，由于这些病变与胃癌的

后不良的指标 ，值得进一步研究。

发生有关，可以视作胃癌的癌前疾病，结果提示，

[20]

β1 整合素是细胞黏附受体，在肿瘤生物学中具
[15]

Gal-1 水平的升高与胃癌的发生与发展关系密切

有增殖、侵袭和迁移的能力。He 等 研究发现，在

[14]

。有文献 报道，Gal-1 在胃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明

胃癌组织癌相关成纤维细胞中 Gal-1 的高表达常伴

显高于其在正常胃组织中的表达，并表现出在肿瘤

随着 β1 整合素的高表达，且两者的染色强度与淋

基质细胞中高表达而在上皮细胞中低表达的特

巴结和远处转移以及 TNM 分期相关，分期越晚，

性。此外，Gal-1 高表达的胃癌患者相对于较低表

染色强度越强，二者的高强度染色预示着患者预后

[15]

[14]

[21]

达的胃癌患者，其生存率也明显降低 。Zheng 等

极差，生存率极低。You 等 通过对 127 例胃癌患

[16]

发现，在胃癌的上皮细胞中检测到低水平的 Gal-

者的 Gal-1 癌蛋白进行免疫组织化学研究并采用

1，但在恶性程度较高的印戒细胞癌组织中检测到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曲线证实，Gal-1 表达与胃癌

Gal-1 高表达。以上研究结果提示，Gal-1 不仅参与

患者的预后有着显著的联系，Gal-1 表达越高，患者

胃癌的进展，而且 Gal-1 表达越高，其恶性程度越

预后越差。结果提示，Gal-1 与胃癌患者的预后密

高，患者预后越差。

切相关，降低 Gal-1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可在一定

3 Gal-1 与胃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Gal-1 通过调控细胞的增殖和分化，能够与
CD3、CD4 及 CD45 结合，并能够抑制 CD45 蛋白磷
酸酶的活性及抑制淋巴细胞致活酶的脱磷酸作
用。Gal-1 与其配体是作为 T 细胞内稳态和生存、T

程度上提高患者的生存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通过检测 Gal-1 表达可预测胃癌患者的预后情况，
对临床诊治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5 胃癌实验模型中 Gal-1 的表达
N-甲基-N-硝基-N-亚硝基胍（N-methy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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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ro-N-nitrosoguanidine，MNNG）是一种破坏胃黏

究。

[22]

膜屏障的致癌物质，Estofolete 等 通过 MNNG 的

Yoshii 等

[29]

研究发现，免疫抑制转录因子

作用机制设计了一个大鼠胃癌模型，在模型中通过

FoxP3 不仅在调节性 T 细胞中表达，而且同样在印

诱导动物机体发生良性和恶性病变进行实验研究，

戒细胞癌组织中表达。当 FoxP3 在印戒细胞癌的

动物肠道系统具有调节免疫和炎症过程的功能，通

OCUM-2M 细胞中沉默时，Gal-1 的表达明显降低，

过化学失神经的支配作用可使 MNNG 诱导的胃癌

表明沉默的 FoxP3 在肿瘤进展过程中可能具有一

发病率明显降低。Gal-1 在非失神经大鼠胃组织中

定的免疫抑制功能，可抑制 Gal-1 的表达 。

[30]

高度表达，而在失神经支配的大鼠体内 Gal-1 的表
[23]

[24]

由于 Gal-1 是一种聚糖结合蛋白，肿瘤微环境
[31]

达明显降低 。Tang 等 使用鸡胚绒毛尿囊膜实验

中其配体的糖基化模式改变会影响 Gal 的功能 。

探究了癌相关成纤维细胞中的 Gal-1 在肿瘤生长和

如由 α3、β1 整合素糖基化介导的细胞迁移 和 E-

血管生成中的作用，从人类组织中获得的正常成纤

钙黏蛋白糖基化介导的上皮-间质转化 诱导产生

维细胞或癌相关成纤维细胞与 SGC7901 胃癌细胞

的 GnTV，在胃癌组织中的高度表达可促进细胞的

共同培养并注射到鸡胚绒毛尿囊膜中，结果表明，

侵袭和转移。GnTV 的缺失可阻止 Gal-1 与内皮细

Gal-1 高度表达的癌相关成纤维细胞相对于低表达

胞结合，并通过减少异常血管的形成来抑制肿瘤生

者，肿瘤体积和血管数量均显著增加。以上试验研

长

究结果提示，Gal-1 可在恶性程度高的胃癌组织中

展，其配体如整联蛋白的异常糖基化也影响着胃癌

高度表达，具有加快肿瘤组织的生长和血管生成，

的演变。因此，转化生长因子 β1 可促进 Gal-1 的高

促进胃癌演变的作用，实验进一步证实了 Gal-1 在

表达，后者又通过促进 Gli-1、FoxP3 的表达，降低

人胃癌组织中的表达特性。

E-钙黏蛋白含量等过程，进一步促进肿瘤细胞的增

6 Gal-1 与其他分子靶标相互作用对胃癌侵
袭及转移的影响

[29]

[32]

[33]

。所以不仅 Gal-1 蛋白水平会影响胃癌的进

殖、转移、上皮-间质转化及血管生成，在胃癌进展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在胃癌组织中的相互作用
见图 1。

[25]

Lim 等 通过对患者 cDNA 分析发现，幽门螺
杆菌感染的细胞中 Gal-1 和 α5 整合素基因较未感

7 小结与展望

染的细胞均明显增高，而 E-钙黏蛋白基因表达明显

胃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发

降低。在恶性程度高的胃癌细胞中，Gal-1、β-连环

病隐匿，往往发现时已处于晚期，是临床上胃癌诊

蛋白、波形蛋白、α6 整合素和 β4 整合素表达均显

治面临最大的难题之一

著增加

[26]

[34-35]

[36]

。国内一项研究 表明，

。Gal-1 的高表达降低了 E-钙黏蛋白含

晚期胃癌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率明显高于早期胃癌

量，增加了 Gli-1 的表达，进一步增强了肿瘤细胞的

患者，且分期越晚，淋巴结转移率越高。因此，胃

侵袭能力

[27]

。在对人类胃癌组织中的研究

[21]

中发

现，Gal-1 表达与胃癌的上皮-间质转化过程存在一
[16]

定的关联。Zheng 等 探讨了 Gal-1 在胃癌细胞间
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胃癌细胞分泌的转化生长
因子 β1 可促进 Gal-1 的表达，高表达的 Gal-1 又通
过诱导 α-平滑肌肌动蛋白的表达进一步促进正常
成纤维细胞向癌相关成纤维细胞的转化，结果提
示，Gal-1 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E-钙黏蛋白表达，

GNTV
成纤维
细胞

TGF-β1

增强波形蛋白、Gli-1、基质金属蛋白酶、β1 整合素

细胞凋亡

Gal-1

侵袭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促进人脐静脉内皮细
胞的增殖、血管形成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 磷

癌相关成纤维细胞

酸化作用，从而抑制细胞凋亡并促进胃癌细胞的侵
袭和转移

[19, 23, 28]
[19]

血管生成

。在胃癌细胞中 β1 整合素抑制了
血管

[15]

Gli-1 的表达 和 Gal-1 的侵袭作用 ，说明 β1 整合
素在 Gal-1 诱导的上皮-间质转化和胃癌的侵袭转
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拮抗作用，值得进一步深入研

图1

在胃癌组织中的相互作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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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的早期发现对于患者的诊疗与预后显得尤为重

15 He XJ, Tao HQ, Hu ZM, et al. Expression of galectin-1 in

要。随着现代医学对胃癌的深入研究，Gal-1 这一

carcinoma-associated fibroblasts promotes gastric cancer cell

新的肿瘤标志物正被逐步用于胃癌的早期诊断和

invasion through upregulation of integrin β1. Cancer Sci, 2014,
105(11): 1402-1410.

治疗。Gal-1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以及其特异性糖

16 Zheng L, Xu C, Guan Z, et al. Galectin-1 mediates TGF-β-induced

表位的改变与肿瘤的进展、侵袭力、转移能力、免

transformation from normal fibroblasts into carcinoma-associated

疫抑制、血管生成等密切相关，其在胃癌侵袭和转
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 Gal-1 在胃癌进展过程中
的机制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如今针对胃癌的治疗
呈现多元化综合治疗模式，新辅助化疗以及手术联
合化疗、放疗、免疫治疗、分子靶向治疗等方案层
出不穷

[37-38]

fibroblasts and promotes tumor progression in gastric cancer. Am J
Transl Res, 2016, 8(4): 1641-1658.
17 吕宜梅. 半乳糖凝集素家族与肿瘤的研究进展. 实用妇科内分
泌电子杂志, 2016, 3(10): 54-56.
18 赵艳, 金鑫, 李楠, 等. ALDH1、CXCR4、E-cadherin 在胃癌组织
中的表达及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2016,
36(10): 1390-1395.

。探索 Gal-1 在胃恶性肿瘤中发挥的重

19 Chong Y, Tang D, Gao J, et al. Galectin-1 induces invasion and the

要作用，在此领域的基础研究将引领未来胃癌患者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s via

Gal-1 分子靶向治疗的新发展。

non-canonical activation of the hedgehog signaling pathway.
Oncotarget, 2016, 7(50): 83611-83626.
20 Chen J, Tang D, Wang S, et al. High expressions of galectin-1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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