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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氧环境下 HIF-1α 对肝癌细胞逆向分化影响
的实验研究
黄晶晶1, 2，卢乐1，吉鸿1，陆宏伟1
1.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普外科（西安 710004）
2. 安康市人民医院普通外科（陕西安康 725000）

【摘要】 目的 探讨体外乏氧环境下低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对诱导肝癌细
胞逆向分化为肝癌干细胞并维持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影响。方法 采用免疫磁珠分选出 HepG2 细胞中的 CD133 阴
性细胞，分为 2 个大组：转染组转染 siRNA-HIF-1α 以沉默 HIF-1α 基因的表达，空白对照组不转染任何 siRNA 片
段。2 类细胞分别进行常氧及乏氧条件培养，本实验共计 4 组。采用 MTT、克隆形成实验及 Trans-well 小室实验
检测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能力，采用 Western blot 法及 RT-PCR 法检测细胞中 HIF-1α、CD133、CD90 及 CD44
mRNA 及其蛋白的表达。结果

MTT 实验结果显示：4 组细胞的殖率随乏氧时间延长而增高；24 h 及以后，与

空白对照组相比，经 siRNA-HIF-1α 转染后，转染常氧组和乏氧组的细胞增殖率降低（P<0.05）。平板克隆实验结
果显示：转染常氧组与转染乏氧组、空白对照常氧组与空白对照乏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Transwell 小室实验结果显示：乏氧培养后，转染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迁移至下室的细胞数目减少（P<0.05）。
Western blot 及 RT-PCR 结果显示：空白对照乏氧组中 HIF-1α 及肿瘤干细胞标志物（CD133、CD90、CD44）蛋白
及其 mRNA 的表达水平均高于其余 3 组（P<0.05）；经 siRNA-HIF-1α 转染后，转染乏氧组中 HIF-1α 及肿瘤干细
胞标志物（CD133、CD90、CD44）蛋白及 mRNA 的表达水平均较转染常氧组和空白对照常氧组降低（P<0.05）。结
论 在乏氧环境下，低氧诱导因子 HIF-1α 可促进肝癌细胞逆向分化为肝癌干细胞并增强其恶性生物学行为。
【关键词】 人肝癌 HepG2 细胞；肝癌干细胞；乏氧环境；低氧诱导因子-1α；逆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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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 alpha (HIF-1α) on the reverse

differentiation of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into liver cancer stem cell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malignant biological
behavior in hypoxic environment. Methods CD133-negative cells in HepG2 cells were separated by immunomagnetic
beads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ells of siRNA group were transfected with siRNA-HIF-1α to silence the
expression of HIF-1α gene, while cells of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did not transfect any siRNA fragments. Two groups of
cells were cultured under normal and hypoxic conditions respectively. MTT, cloning and trans-well chamber experiment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of cells. Western blot and real-time PCR (RT-PCR)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HIF-1α, CD133, CD90, and CD44 protein and mRNA in cells. Results MT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ell proliferation rate increased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hypoxia in four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t
24, 32, 40, and 48 hours, the cell proliferation rat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siRNA-HIF-1a transfection, on both two
kinds of cultured conditions (P<0.05). The results of plate cloning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cell-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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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hypoxic cultur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ransfected hypoxic group
and transfected hypoxic group, blank control hypoxic group and blank control hypoxic group, P<0.05); and the formation
of transfected hypoxic condition group at the same time of hypoxia was also significant (P<0.05). The number of clones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of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at the hypoxic condition (P<0.05). Transwell lab experiment
showed that after hypoxic culture, the number of cells migrated to the inferior chamber in transfec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blank control group (P<0.05). Western blot and RT-PC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HIF-1α protein and tumor stem cell markers (CD133, CD90, and CD44 protein) in the blank
control hypoxic condi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 three groups (P<0.05); after siRNA-HIF1a transfection, HIF-1α mRNA and tumor stem cell markers mRNA (CD133, CD90, and CD44 mRNA) in the transfected
hypoxic condi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transfected normal condition group and blank control
normal condition group (P<0.05). Conclusions In hypoxia environment,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HIF-1 alpha (HIF-1α)
can promot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to differentiate into liver cancer stem cells and enhance their malignant
biological behavior.
【Keyword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pG2 cells; liver cancer stem cells; hypoxia;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
alpha; reverse differentiation

原发性肝癌患者中有 91.5% 为肝细胞肝癌，占
我国癌症死亡人数的第 3 位，是目前较常见的恶性
[1]

肿瘤之一，严重危害着人们的健康 。肝细胞肝癌
作为高侵袭性的肿瘤，其增殖和转移是导致肝癌临
[2]

床治疗效果差和治愈率低的主要原因 。低氧诱导
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被认
为是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关键的基因之一，与肿瘤
的代谢变化、血管形成、侵袭、转移及耐药性有关，
[3]

最终导致临床预后不佳 。迄今（至 2018 年）为止，
也有众多试验表明，HIF-1α 与肝细胞肝癌的预后密
切相关

[4-5]

。因此，笔者认为，在乏氧状态下，低氧

诱导因子 HIF-1α 可使肝癌细胞转化为肝癌干细胞，
从而促进肝癌的增殖和转移。为此，笔者通过体外
实验的研究方法，来验证乏氧环境下 HIF-1α 对肝
癌细胞去分化、增殖力和侵袭力变化的影响，为临
床肝癌的治疗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及新的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主要试剂和设备
人肝癌细胞 HepG2 购买自中科院细胞库，
DMEM 高糖培养液购自美国 Hyclone 公司；胎牛
血清购自 Gibco 公司；免疫磁珠分选所用试剂均购
自德国美天旎公司；各种 PCR 引物由上海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提供；Trizol、cDNA 逆转录试剂及
SYBR Master Mix 均购自美国 Invitrogen 公司；
HIF-1α 小干扰 RNA（siHIF-1α）由广州锐博生物有
限公司设计并合成；HIF-1α 抗体购自美国 Novus
公司；Anti-CD133、Anti-CD44 及 Anti-CD90 抗体
均购自英国 abcam 公司；内参抗体 β-actin 购自武
汉三鹰生物有限公司。

1.2 细胞培养
人肝癌 HepG2 细胞用含有 10% 胎牛血清的
DMEM 高糖培养液培养，常氧下置于 37 °C、5% CO2
的恒温培养箱培养。为了模拟肿瘤内部乏氧微环
境，将细胞置放于 37 °C、5% CO2 及 1% O2 的低氧
箱中培养。
1.3 免疫磁珠分选
7
常氧条件下取对数生长期细胞 2×10 个，以
buffer 洗涤后，加入 100 μL FcR 阻断剂和 100 μL
CD133 MicroBeads，充分混匀，4 °C 孵育 30 min
后，以 buffer 洗涤，上柱，收集流下的细胞即为
CD133 阴性细胞。
1.4 siRNA 转染细胞
5
将筛选后的 CD133 阴性细胞按 4×10 个/mL 的
密度接种于 6 孔培养板中，待细胞长至 80% 融合
2000
时，按照 pofectaⅡline 说明书将 siRNA 片段转染
于细胞中，为转染组；未转染 siRNA 片段的细胞为
对照组，每组均设 5 个复孔，6 h 后换新鲜培养液继
续培养至 48 h 后，进行下一步实验。
1.5 MTT 法检测细胞增殖能力
取上述转染组及空白对照组 HepG2 细胞接种
于 96 孔板中，按不同实验条件，包括常氧和乏氧分
别处理 8、16、24、32 及 48 h，加入 MTT 孵育 4 h
后，再加入 150 μL 二甲基亚砜（DMSO），用平板摇
床摇匀振荡 10 min，待细胞完全溶解后，放入自动
酶标仪于 490 nm 波长处读数，并记录吸光度（OD）
值，实验重复 3 次。
1.6 Transwell 小室实验检测细胞迁徙能力
取上述转染组及空白对照组 HepG2 细胞，分
别于常氧和乏氧环境下培养 48 h 后，将 4 组细胞调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8 年 12 月第 25 卷第 12 期
5

•3•

整至 2×10 个/mL 后向 Transwell 上室中加入 400 μL

增殖率降低（P<0.05）。平板克隆实验结果显示：

细胞悬液，在下室的 24 孔板中加入含 20% FBS 的

乏氧培养后，细胞形成克隆数较同类型细胞常氧培

DMEM 600 μL 作为趋化因子。24 h 后用棉签擦去

养明显增多（转染常氧组与转染乏氧组、空白对照

上室细胞，将下室细胞用 4% 多聚甲醛固定、行

常氧组与空白对照乏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0.1% 结晶紫染色 15 min，于光镜下随机选取 5 个视

义，P<0.05）；且相同乏氧条件下，转染乏氧组的形

野，计数后取其平均值。

成克隆数明显少于空白对照乏氧组（F=196.495，

1.7 克隆形成实验
取上述转染组及空白对照组 HepG2 细胞接种
于 6 孔板中，含 10% 胎牛血清的 DMEM 培养基培
养 10～14 d，按不同实验条件分别在常氧和乏氧环
境下培养 48 h，以 4% 多聚甲醛固定，0.1% 结晶紫
染色 15 min，计数、拍照。所有实验独立重复 3 次。
1.8 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蛋白表达
取上述转染组及对照组 HepG2 细胞，分别于
常氧和乏氧环境下培养 48 h 后，获得目的细胞。目
的细胞经 PBS 清洗后，加入含有蛋白酶抑制剂的
SDS 裂解细胞，沸水浴 10 min，12 000 g 离心 15 min。

P<0.05）。Transwell 小室实验结果显示：乏氧培养

经蛋白定量后，每孔上样量为 30 μg，以 β-actin 为

细胞中 HIF-1α 及肝癌干细胞标志物（CD133、CD90

内参，使用 Anti-HIF-1α、Anti-CD133、Anti-CD44

和 CD44）蛋白及其 mRNA 的表达情况。结果显

及 Anti-CD90 抗体检测目的蛋白，以 ECL 法曝光显像。

示：① HIF-1α：空白对照常氧组细胞中 HIF-1α 的

1.9 反转录实时定量聚合酶联反应（RT-PCR）法

蛋白及其 mRNA 表达水平均高于转染常氧组及乏

检测 mRNA 的表达
取上述转染组及对照组 HepG2 细胞，分别于

氧组（P<0.05），且空白对照乏氧组细胞中 HIF-1α

常氧和乏氧环境下培养 48 h 后，以 Trizol 法提取 4

（P<0.05）；② CD133 和 CD90：空白对照乏氧组细

组细胞的总 RNA，测定 RNA 的浓度及纯度，逆转

胞中 CD133 和 CD90 蛋白及其 mRNA 的表达水平

录得到 cDNA。置于荧光定量 PCR 仪进行扩增，反

均高于其余 3 组（P<0.05），且转染乏氧组高于转染

应体系为 20 μL（具体见试剂盒说明书）。反应条

常氧组和空白对照常氧组（P<0.05）；③ CD44：空

件：预变性 95 °C 60 s，变性 95 °C 30 s，退火 58 °C

白对照乏氧组细胞中 CD44 蛋白及其 mRNA 的表

30 s，延伸 72 °C 30 s，共扩增 40 个循环。以 β-actin

达水平高于其余 3 组（P<0.05），但其余 3 组间比较

基因作为内参，检测 HIF-1α mRNA、CD13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图 1h－1p。

mRNA、CD44 mRNA 及 CD90 mRNA 的表达。采用
ABI 7900HT 定量 PCR 软件系统，对结果进行分析。

1.10 统计学方法
实验结果采用 SPSS 17.0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组与组之间的比较采
用方差分析方法，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方法。
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HIF-1α 对肝癌 HepG2 细胞增殖和迁移情况的
影响
通过 MTT 法检验细胞的增殖情况，结果显
示：总体而言，4 组细胞的细胞增殖率随乏氧时间
延长而增高；24 h 及以后，与空白对照组相比，经
siRNA-HIF-1α 转染后，转染常氧组和乏氧组的细胞

后，空白对照组迁移至下室的细胞数目高于其余 3
组（P<0.05）；乏氧培养后，转染组迁移至下室的细
胞数目高于转染常氧组和空白对照常氧组
（P<0.05）。具体见图 1a－1g。

2.2 HIF-1α 及肿瘤干细胞标志物蛋白及其 mRNA
的表达
为了验证 HIF-1α 与肝癌细胞逆向分化为肝癌
干细胞的关系，在乏氧环境下使用 siRNA-HIF-1α
质粒转染人肝癌 HepG2 细胞，从而抑制 HIF-1α 基
因的表达。通过 Western blot 及 PCR 方法检测 4 组

蛋白及其 mRNA 的表达水平高于其余 3 组

3 讨论
乏氧治疗是目前治疗肝癌的主要的非手术方
法之一

[2, 6]

。其治疗机理是栓堵住肿瘤的营养血管，

导致肿瘤细胞因缺血缺氧而坏死，从而达到治疗的
[7]

目的 。该方法虽然早期疗效显著，但远期效果并
不理想

[2, 8]

[9]

。有研究 证实，经肝动脉栓塞（TAE）后

肝癌局部缺氧微环境会导致产生一些具促进肿瘤
细胞生物行为向恶性方向转化的活性物质，如 HIF1α 等，使残存的癌细胞具有更强的增殖和侵袭能
力

[10-11]

。HIF-1α 是人体组织在缺氧环境下维持稳态
[12]

的主要介质之一 ，通过增强 β-catenin 的活化和下
游效应物淋巴样增强因子-1（LEF-1）和转录因子1（TCF-1）的表达来调节缺氧胚胎干细胞 Wnt/βcatenin 信号的转导，使肿瘤细胞得以维持其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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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示 4 组细胞的 MTT、Transwell 小室迁移实验、克隆形成实验、蛋白免疫印迹及 PCR 实验结果

a：4 组细胞的增殖曲线，24 h 及以后，空白对照常氧组的 OD 值高于其余 3 组（P<0.05）；b：Transwell 小室迁移实验结果；c～g：克隆
形成实验染色及结果；h～j：4 组细胞中 HIF-1α、CD133、CD90 及 CD44 蛋白的电泳结果（h）和表达结果（i～l）；m～p：4 组细胞中
HIF-1α、CD133、CD90 及 CD44 mRNA 的表达结果；1：转染常氧组；2：空白对照常氧组；3：转染乏氧组；4：空白对照乏氧组；*表
示 P<0.05
[3]

特性和生物学恶性 。

空白对照乏氧组相比，细胞增殖力及迁移力也有了

Wnt 信号通路蛋白是一组细胞内信号蛋白，在
[13]

明显的下降，进而说明，HIF-1α 可促进肝癌 HepG2

肿瘤细胞生物学恶性的维持中作用明确 。通过与

细胞维持其生物学恶性并增加其恶性潜能，其机制

和它们受体复合体相互作用的 Wnt 配体结合而激

可能与参与 Wnt 信号通路的转导有关。

活下游相关效应物，使 β-catenin 活化并进入细胞

癌细胞的逆向分化是其恶性表型增加的重要
[17]

核内与 T 细胞因子家族（TCF4）的转录因子结合，

机制，目前有研究 认为，该机制与癌细胞获得某

然后转录 Cylin D1、c-Myc、Survivin 等目标基因，

些干细胞样表型有关。而乏氧和 HIF-1α 又是干细

[14]

使肿瘤细胞的干性和恶性得以维持 。癌细胞的增
殖力及侵袭力是最能反映其生物学恶性行为

[15-16]

。

胞分化的关键调节因子

[18-19]

，其中 HIF-1α 专门调节

所有与干细胞自我更新和分化过程相关的基因和
[20]

在本实验中，笔者发现，正常乏氧培养后，即空白

转录因子 ，通过与细胞内信号传导蛋白的相互作

对照乏氧组与空白对照常氧组相比，肝癌 HepG2

用，使干细胞处于未分化状态，从而增强其恶性潜

细胞的增殖能力和迁移能力明显增强；但在降低

能 。

了细胞中 HIF-1α 基因的表达后，即转染乏氧组与

[21]

近些年，在对肝癌进行的相关研究报道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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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了肝癌干细胞这一理论：包括 CD13、CD44、
CD24、CD90、CD133、EpCAM、DLK1、ALDH1 等
在内的蛋白均被证实可作为表面标志物来鉴别肝
[22]
癌干细胞 。本实验通过对 CD133、CD44、CD90
等干细胞表面标志物表达量的检测来检测 HepG2
细胞中肝癌干细胞的数目，发现正常乏氧培养后
（即空白对照乏氧组）肝癌干细胞的数目明显有增
加。降低 HIF-1α 的表达后，对应的蛋白和 mRNA
表达均比同条件下的空白对照组降低，其变化趋势
与 HIF-1α 的表达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这一结
[23]

果与 Vadde 等 在探索 HIF-1α 对于结肠癌细胞恶
性和干性维持的作用研究的结论基本吻合。由此
可见，乏氧环境下，HIF-1α 对肝癌细胞逆向分化为
肝癌干细胞有着正性作用，其可促使肝癌细胞逆向
分化为肝癌干细胞。
缺氧在发育、生理过程和疾病发生、进展中起
[24]

着重要的作用，它的主要介质是 HIF-1α 。HIF-1α
[25]
可通过参与 Wnt 信号通路的转导 ，使癌细胞维持
干细胞特性和生物学恶性，这一机制已在其他如结
[3, 23]
肠癌等实体肿瘤中得到证实
，但在肝细胞肝癌
中相关报道较为少见。肝癌细胞在乏氧环境中发
生去分化，逆向分化为肝癌干细胞，是癌细胞侵袭
及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本实验结果表明，HIF-1α
对肝癌细胞发生去分化有着明确的正向影响，可促
使肝癌细胞逆向分化为肝癌干细胞，但其发生的机
制目前还尚未明确。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着重
探索 HIF-1α 在肿瘤发生过程中对干细胞功能调节
的途径及机制，为临床治疗肝细胞肝癌提供有效的
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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