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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NA 在肝癌复发转移中的研究进展
赵英安，李福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科（哈尔滨 150001）

【摘要】 目的 总结 microRNA 在原发性肝细胞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复发及转移中的作
用机制及其在临床中的可能的应用价值。方法 查阅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并进行综述。结果 microRNA 在 HCC
的细胞增殖及凋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分型的 microRNA 通过不同的作用靶点及分子通路来促进或抑制
HCC 的复发及转移。结论 microRNA 在 HCC 的复发及转移中具有调控作用，深入研究 microRNA 在 HCC 复发
及转移中的作用机制对 HCC 的复发预测及临床治疗均可提供巨大帮助，其有望成为 HCC 复发转移预测和治疗
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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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mechanism of microRNA in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its possible cli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reviewed to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various scholars. Results microRN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HCC. microRNA of different types promoted or inhibited the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of HCC through
different action targets and molecular pathways. Conclusion

microRNA has a regulation role in the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of HCC, and the depth mechanisms study of microRNA in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of HCC provides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inical therapy. The miRNA is expected to be one of the new target on the prediction and treatment of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in 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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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中，肝癌是男性第二大癌症死亡原

复发与转移是多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术后复发

因，其中肝细胞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性肝癌主要分为 2 种类型：一种为单中心（单克

HCC）是最常见的肝脏恶性肿瘤，占肝癌的 70%～

隆）起源，属于残留复发；另一种为多中心（多克
[3]

90% 。据统计，2012 年全球新发肝癌病例 782 500

隆）起源，属于新生肿瘤 。而肝癌的转移进程可分

例、死亡病例 745 500 例，其中超过 50% 的病例发

为 3 步：肿瘤细胞获得向外侵袭和播散的能力，使

[1]

生在中国 。肝切除和肝移植仍是目前肝癌患者的

得肿瘤细胞脱离原发器官侵入循环系统；肿瘤细

主要治疗方法。尽管在治疗和诊断方面取得了巨

胞发生的凋亡耐受使其在循环系统中得以生存和

大的进展，但由于较高的转移率及复发率，HCC 的

转运；肿瘤细胞在转移部位的生长 。近年有研究

[1]

[2]

预后仍然较差，其 5 年生存率低于 20% 。肝癌的

[4]

[5-7]

表明，microRNA（miRNA）在 HCC 的复发及转

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miRNA 是一类内源
性、高度保守、非编码的单链 RNA，由 20～24 个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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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酸组成，其通过与靶 mRNA 的 3x 非翻译区结合
而导致靶 mRNA 的降解或翻译终止，从而实现在
[6]

转录后水平对基因表达的调控 。研究

[5-7]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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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 可以通过多种靶点来调节肿瘤细胞的增

上述结果说明，在 HCC 中，下调的 miR-30a 介导

殖、分化、迁移、凋亡等生物学过程；且 miRNA 是

Beclin 1 和 Atg5 依赖的自噬，使 HCC 细胞抗失巢

肿瘤复发和转移中的重要参与者。笔者主要就 miRNA

凋亡，从而增加了 HCC 的复发。在此过程中，自

在 HCC 的复发与转移中的研究进展加以综述。

噬在 miRNA 促进 HCC 转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
[16]

1 miRNA 在 HCC 复发中的作用分子机制
1.1 miRNA 靶向 FOX 家族调控 HCC 复发
叉头框（FOX）基因家族编码的蛋白质可调节
基因的转录，并参与一系列的生物学过程，包括器
[8]

官发育、调节衰老、繁殖扩增及体内代谢平衡 。多
项研究

[8-11]

表明，miRNA 通过靶向 FOX 家族在 HCC

的复发中起着调控的作用。叉头蛋白 F2（FOXF2）
是 FOX 家族的一员，在人类肿瘤中被公认为是重
[9]

[10]

要的肿瘤抑制因子 。Shao 等 证实了在 HCC 中，
miRNA-519a 可通过下调 FOXF2 的表达，进而促进
SMMC-7721 细胞增殖并抑制其凋亡，最终增加
HCC 的 复 发 率 。 von Felden 等

[11]

终诱导肿瘤复发 。

1.4 miRNA 调节 MAP3K8 蛋白影响 HCC 复发
丝裂原活化蛋白 3 激酶 8（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kinase kinase 8，MAP3K8）是丝氨酸
/苏氨酸蛋白激酶家族的成员之一。MAP3K8 在肿
瘤坏死因子、白介素 1、CD40、Toll 样受体和 G 蛋
白偶联受体介导的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RK）/丝
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中具有重要
的生理作用，MAP3K8 的活化参与了多项免疫炎症
反应，也与多种人类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肿瘤复发
[17]
[18]
密切相关 。Zhang 等 的实验表明，MAP3K8 参
与了 CD90 阳性 HCC 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迁移和

的研究表明，

侵袭，miRNA-589-5p 通过下调 MAP3K8 的表达来

miRNA-135a 可以通过调控叉头蛋白 O1（FOXO1）

抑制 CD90 阳性 HCC 细胞的干细胞特性。由此得

来诱导 HCC 早期的传播，从而导致 HCC 在治疗后

出，miRNA-589-5p 通过下调 MAP3K8 的表达来抑

[12]

的早期复发。还有研究 发现，miRNA-34a 通过靶

制 HCC 复发。

向叉头蛋白 M1（FoxM1）/c-Myc 途径抑制端粒酶活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分型 miRNA 已被发现参

性和缩短端粒长度，诱导 HCC 细胞衰老，从而抑

与 HCC 的复发过程。例如，HCC 中 miRNA-126 的

制肝癌复发。以 FOX 家族为靶点的 miRNA 对

表达下调与肝移植术后 HCC 复发率的升高和患者

HCC 复发的调控通路可能是 HCC 复发预测及治疗

生存率降低有关 。还研究者 建议将 miRNA-214

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及 miRNA-3187 的表达情况和米兰标准整合，以预

1.2 miRNA 靶向 MELK 调控 HCC 复发
母体胚胎亮氨酸拉链激酶（maternal embryonic
leucine zipper kinase，MELK）是蔗糖非发酵 1/AMP
活化蛋白激酶（Snf1/AMPK）家族中的一个独特的
成员，它是一种细胞周期依赖性激酶。MELK 在肿
瘤干细胞中被异常激活，使肿瘤细胞获得生长、侵
[13]
袭、迁移等能力。因此，有学者 提出，MELK 可以
[14]
作为肿瘤治疗的重要靶点。Li 等 通过研究发现，
miRNA-214-3p 可通过直接靶向 MELK 的 3x-非翻
译区（UTR），显著抑制 HCC 细胞的增殖并诱导细
胞凋亡，从而抑制 HCC 的复发。MELK 作为
miRNA-214-3p 的靶点，对 HCC 增殖和凋亡抵抗的

测 HCC 患者的肝移植术后复发风险。然而，许多

机制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19]

[20]

分型 miRNA 仅仅是被发现与 HCC 的复发有关，而
在复发过程中所起到的具体分子机制仍然需要进
一步研究探索。

2 miRNA 在 HCC 侵袭转移中的作用机制
2.1 miRNA 通过调节上皮-间质转化影响 HCC 转移
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是指上皮细胞获得间质细胞特征，失去
细胞间交互作用与极性，同时失去上皮细胞标志，
获得间质细胞标志的一种细胞转化过程，EMT 与
[21]
肿瘤侵袭、转移、复发及耐药性密切相关 。
[22]

da Silva 等 研究发现，miRNA-203 可通过抑制

1.3 miRNA 调控自噬影响 HCC 复发
Beclin 1 作为自噬过程中的关键调控蛋白之

EMT 而降低 HCC 的转移率。此后，Zheng 等 通

一，参与自噬体膜形成，对细胞凋亡和自噬起着重

HCC 模型，研究了 miRNA-203 对 HCC 增殖、侵袭

[15]

[16]

[23]

过给予二乙基亚硝胺建立了大鼠肝硬变和弥散性

要的调控作用 。Fu 等 发现，在 HCC 细胞中，亲

和转移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过表达

自噬蛋白 Beclin 1 和 Atg5 是 miRNA-30a 的靶点；

miRNA-203 通过靶向白介素 1b（IL-1b）、Snail1 和

随后的功能分析结果表明，过表达 miRNA-30a 可

Twist1，逆转了由肝切除诱导的 EMT，从而抑制残

明显抑制 HCCLM3 以及 Huh7 细胞的自噬过程。

留 HCC 的转移 。上述研究结果与 da Silva 等 的

[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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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结果一致。此外，Wang 等 也发现，miRNA-

2A 的抑制剂，它与许多细胞过程相关，如细胞周期

26b-5p 可通过靶向 SMAD1 和鸡骨成型蛋白

控制、迁移和细胞凋亡

（BMP4）/SMAD1 信号通路，抑制 HCC 细胞的

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乳腺癌、白血病、肺癌和胰

EMT 过程，从而抑制 HCC 的侵袭与转移。此外，

腺癌中发现了 SET 基因的表达上调。Jin 等 利用

[25]

[29-30]

。先前的报道

[29-30]

显示，

[31]

还有研究团队 发现，miRNA-630 在 HCC 中具有

荧光素酶报告实验发现，miRNA-502-3p 显著抑制

靶向抑制 EMT 转录因子 Slug 的作用。通过研究证

SET 基因的表达，后续研究进一步在 HCC 组织样

实，miRNA-630 在 HCC 细胞中的异位表达显著下

本中验证了 miRNA-502-3p 和 SET 基因表达的负相

调了 Slug 的表达水平，Slug 的下调消除了 miRNA-

关性，以及其对肿瘤转移的抑制作用。综上所述，

[25]

630 抑制剂诱导的肿瘤迁移和侵袭促进作用 。总

这些结果提示，miRNA-502-3p 在 HCC 中具有抑制

体而言，这些结果表明，miRNA-630 通过靶向 Slug

转移的作用，而这一作用是通过抑制 SET 基因的表

发挥其抗 HCC 转移的功能。

达来实现的。

2.2 miRNA-28-5p/IL-34/巨噬细胞反馈环调节
HCC 转移
[26]
Zhou 等 通过基因表达谱和生物信息学分析
鉴定出白细胞介素-34（IL-34）为 miRNA-28-5p 的直
接靶点，且 miRNA-28-5p 表达缺陷对 HCC 生长和
转移的影响依赖于 IL-34 介导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26]
（TAMs）浸润。此外，研究 表明，miRNA-285p/IL-34 信号传导诱导的 TAM 可通过转化生长因
子-β1（TGF-β1）反馈抑制 HCC 细胞中 miRNA-285p 的表达，从而形成 miRNA-28-5p/IL-34/巨噬细胞
正反馈循环。在临床 HCC 组织样本中，miRNA28-5p 水平与 IL-34 表达水平和 TAMs 的数量呈负
[26]
[26]
相关 。经多因素分析后，该研究者 发现，具有
低 miRNA-28-5p 表达、高 IL-34 水平和高数量
TAMs 的患者预后较差，总生存期（OS）和复发时
间（TTR）较短。由此得出，miRNA-28-5p/IL-34/巨
噬细胞反馈通路可调节 HCC 转移，有望成为 HCC
的新型预后因子和治疗靶点。
2.3 miRNA 通过靶向 MesdC1 调控 HCC 转移
中胚层分化蛋白 1（mesoderm development
candidate 1，MesdC1）是一种位于染色体 15q13 上
[27]
[27]
的新型肌动结合蛋白 。Tatarano 等 证明了
MesdC1 在膀胱癌细胞系中具有致癌功能，可以诱
导癌细胞存活、迁移、侵袭和抑制凋亡。随后，有
[28]
学者 发现，MesdC1 的过表达可显著诱导 HCC 细
[28]
胞的迁移、侵袭及增殖。功能研究 表明，miRNA508-5p 的过表达显著抑制 HepG2 细胞的迁移、侵
[27]
袭和增殖，同时促进细胞凋亡。Wu 等 利用生物
信息学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证明了，MesdC1 是
miRNA-508-5p 的直接下游靶点。由此可见，
miRNA-508-5p 通过下调 MesdC1 来调控 HCC 的转
移能力。
2.4 miRNA 通过抑制 SET 基因调控 HCC 转移
SET 是一种有效的、特异性的抑制蛋白磷酸酶

2.5 miRNA 靶向 CKS1B 抑制 HCC 侵袭
CDC28 蛋白激酶调节亚基 1B（CKS1B）在恶性
肿瘤中呈过表达，并通过 S 期激酶相关蛋白 2（
SKP2）和周期性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因子（
p27Kip1）依赖性和非依赖性机制调节多发性骨髓
[32]
[33]
瘤的生长和存活 。有研究 表明，CKS1 通过调控
核转录因子 κB（NF-κB）介导的 IL-8 表达，发挥促
[34]

进 HCC 发生的作用。Hu 等 发现，miRNA-1258
的过表达抑制 HCC 细胞迁移、干细胞增殖以及增
加 HCC 细胞对化疗药物如多柔比星的敏感性。进
一步研究发现，miRNA-1258 通过靶向抑制 CKS1B
抑制了 HCC 的干细胞性，从而抑制了 HCC 的转移
[33]

。因此，miRNA-1258 的表达缺陷可能是潜在的

HCC 诊断和预后生物标志物，阻断 miRNA1258/CKS1B 信号通路可能是 HCC 的潜在治疗策
略。

2.6 miRNA 通过抑制 BRMS1 促进 HCC 转移
乳腺癌转移抑制因子 1（BRMS1）基因位于人
类染色体 11q13.1-q13.2 区域，是一种首先在乳腺癌
[35]
中被鉴定出来的转移抑制因子 。在 HCC 中
BRMS1 同样被发现具有抑制转移的作用。Guo 等
[36]
通过获得功能研究发现，过表达 miRNA-346 可促
进 HCC 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并抑制细胞凋
亡，而下调 miR-346 表达获得了相反的结果。通过
进一步研究发现，miRNA-346 靶向 BRMS1 的 3xUTR；在蛋白质和 mRNA 水平上，miRNA-346 与
[36]
BRMS1 的表达呈负相关。由此 Guo 等 得出结
论，miRNA-346 可以通过抑制 BRMS1 表达促进
HCC 转移。

3 miRNA 在 HCC 复发和转移中的预测作用
已有研究

[5-7]

表明，miRNA 与 HCC 的复发和转
[37]

移具有相关性，Zhang 等 就此提出，组织和血清
中的 miRNA 具有作为 HCC 复发和转移的预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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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可能，并且就组织和血清中的 miRNA 与 HCC
[37]

复发转移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Zhang 等 通过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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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stinal adenoma development. Gastroenterology, 2013,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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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分析组织和血清中的 miRNA 与 HCC 复发转移

10 Shao J, Cao J, Liu Y, et al. MicroRNA-519a promotes proliferation

的相关性，结果发现，组织中 miRNA-9、miRNA-

and inhibits apopt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by

21、miRNA-22、miRNA-29c、miRNA-34a、miRNA34c、miRNA-155、miRNA-199a、miRNA-200a、
miRNA-203 及 miRNA-221 和血液中的 miRNA-21、
miRNA-148a、miRNA-192 和 miRNA-224 具有显著
的预后价值。其中，miRNA-9、miRNA-22、miRNA155、miRNA-199a、miRNA-200a 及 miRNA-203 和
血液中的 miRNA-148a 及 miRNA-192 是预测 HCC
总生存期的潜在预后指标。因此，检测 HCC 患者
组织及血液中的特异性 miRNA 的表达有望为患者
的后续治疗，以及预测转移和复发提供指导意义。

4 展望
miRNA 在 HCC 的复发及转移中具有重要的作
用，其分子机制虽已得到较多的研究证实，但仍不
够系统且不够细致深入，以此为切入点深入研究
HCC 的复发及转移机制将对 HCC 的治疗具有重要
临床意义。miRNA 在 HCC 的复发及转移中的作用
具有很好的临床应用前景，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仍
需进一步实验研究及验证。我们相信，随着基础研
究的深入及临床技术的不断创新，miRNA 在 HCC
的复发及转移中的具体分子机制及其作用靶点将
全面揭示，这将为 miRNA 在预测 HCC 复发和治疗
HCC 的临床应用方面发挥极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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