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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进展
惠鹏1，刘连新2，梁英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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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科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区肝胆外科（合肥 230036）

【摘要】 目的 对近年来国内外就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进展的文献进行总结，旨在为结直肠癌
肝转移的诊治及研究提供帮助。方法 复习近年来国内外针对结直肠癌肝转移的文献并进行综述。结果 影响
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分子机制复杂，如 microRNA-192 可通过多个靶点抑制结直肠癌肝转移，microRNA-181a 则可
以促进结直肠癌肝转移。转化生长因子 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TGF-β）通过抑制细胞增殖和 Smad 依
赖性信号传导诱导细胞凋亡，起到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CEA 水平的升高不仅对结直肠癌的诊断提供帮助，作为
结直肠癌患者的预后指标，CEA 还影响结直肠癌细胞在血管中的存活、改变肝脏微环境以及循环肿瘤细胞在肝脏
中的黏附和存活，促进肝转移。结论 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分子机制尚未完全阐明，通过对结直肠癌肝转移机制的
深入研究，可为结直肠癌肝转移提供分子靶向治疗靶点，如贝伐单抗、西妥昔单抗、帕尼单抗等。检测结直肠癌
患者血清学 CEA 的变化，可以有助于结直肠癌的诊断、判断复发和预后以及转移情况。
【关键词】 结直肠癌；肝转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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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papers about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liver metastasis from

colorectal cancer in recent years and in order to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liver metastases from
colorectal cancer. Metho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about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liver metastasis from colorectal cancer were reviewed. Results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liver metastasis from
colorectal cancer is complicated. For example, microRNA-192 could inhibit liver metastasis from colorectal cancer
through multiple targets, however microRNA-181a could promote liver metastasis from colorectal cancer. TGF-β inhibits
liver metastasis from colorectal cancer by inhibiting cell proliferation and Smad-dependent signaling to induce apoptosis.
Elevated CEA level not only help in the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but also as a prognostic indicator for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CEA could promote liver metastasis by affecting the survival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in vessels,
changeing the liver microenvironment, and affecting the adhesion and survival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in the liver.
Conclusions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liver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has not been fully elucidated. Through
in-depth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liver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it can provide molecular targets for targeted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iver metastases from colorectal cancer, such as bevacizumab，cetuximab, panitumab and so on.
Detecting the change of serological 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can help diagnose, judge recurrence,
prognosis and metastasis.
【Keywords】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is; 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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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瘤之一 。根据 2018 年 9 月美国癌症学会发布的全
球癌症统计数据，结直肠癌发病率为 11%，排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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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死亡率为 9%，排第 2 位 。2015 癌症统计数据

率；最后，VEGFA 是一种重要的促血管生成因子，

显示，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及病死率在所有癌症中

miR-192 的另一作用是抑制 VEGFA 的表达，

位列第 5 位，每年确诊 37.6 万例，死亡 19.1 万例，

VEGFA 的表达主要在转录和翻译水平受到调节，

[3]

并且呈现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 。鉴于结直肠癌的

通过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而抑制结直肠癌肝转移。
[12]

转移方式以及解剖学特点，肝脏是结直肠癌最常见

Zhang 等 发现，miR-320a 在结直肠癌肝转移

的远处转移脏器。有 15%～25% 的患者在确诊时同

组织中的表达明显下调，认为 miR-320a 与结直肠

时伴有肝转移，发生肝转移但没有经过治疗的患者

癌进展和肝转移的发展有关，还发现神经毡蛋白

的中位生存期仅为 6.9 个月，肝转移灶无法切除的

1（NRP-1）是 miR-320a 的直接靶标，NRP-1 编码的

患者其 5 年存活率低于 5%，而可行根治切除术的

mRNA 含有与 miR-320a 互补的 3′UTR 元件。NRP-

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 35 个月，5 年存活率可达

1 是一种分子量为（120～130）×10 的位于细胞膜表

[4]

3

30%～57% 。一般认为，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

面的糖蛋白，并作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

侵袭和转移是一个多阶段、多步骤、多基因参与的

共同受体 ；当 miR-320a 直接与 NRP-1 的 3'UTR

[5]

[13]

[12]

复杂过程 。然而，目前对于导致结直肠癌转移过

结合后，抑制了血管生成和癌细胞转移 。临床前

程的分子机制的了解还非常有限，对于驱动结直肠

研究中发现，NRP-1 调节结肠癌的血管形成和转

癌在进展和侵袭转移方面的分子机制尚未完全阐

移，与注射用对照载体转染的相同细胞系后的裸鼠

明。鉴于结直肠癌肝转移的高发病率和致死率，进

相比，表达 NRP-1 的肿瘤在质量、体积和血管数量

一步探究结直肠癌的发病机制以及转移机制对于

方面都更重或更大或更多 。这些结果表明，在结

改善结直肠癌的治疗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直肠癌中，miR-320a 通过下调 NRP-1 的表达抑制

笔者现就结直肠癌肝转移发生机制的最新研究进

肿瘤血管生成和肝转移。

[14]

[15]

Ji 等 研究发现，miR-181a 表达的上调在结直

展予以综述，其目的在于为今后的研究起到一定的

肠癌肝转移中起重要作用，并且 miR-181a 促肿瘤

参考作用。

1 微小 RNA（microRNA/miRNA）对结直
肠癌肝转移的双重作用
miRNA 是进化保守的长度约为 22 nt 的非蛋白
[6]

是通过抑制其下游靶基因 WIF-1（即 Wnt 抑制因
子-1）的表达，WIF-1 是一种分泌型拮抗剂，可直接
与 Wnt 蛋白结合并抑制 Wnt 信号传导途径，高表
达的 miR-181a 通过抑制 WIF-1 的表达减少其与

质编码 RNA ，miRNA 通过与靶基因的 3'非翻译区

Wnt 蛋白的结合而无法抑制 Wnt 通路。β-catenin

（UTR）的序列特异性相互作用，在转录后水平抑

是 Wnt 信号传导途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在

制许多不同基因靶标的表达，从而抑制翻译或导致

其信号传导途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 VEGF 与相

[7]

mRNA 降解来沉默基因 ；在人类细胞中，估计

应受体结合后，受体发生磷酸化并激活下游信号发

miRNA 调节超过 1/3 的人类基因和大多数遗传途

生一系列的生物学反应，而 β-catenin 通过上调

[8]

径 。已有大量数据表明，许多 miRNA 与结直肠癌

VEGF 的表达并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加快肿瘤转

的肝转移有关，miRNA 基因调控的多效性也表明

移 。有研究 发现：miR-181a 的过表达可以有效

某些 miRNA 可能作为肿瘤转移的关键介质

[9-10]

。

[11]

[16]

[15]

地促进体内结直肠癌细胞生长速率及体内肿瘤的

Geng 等 的研究结果发现：miRNA-192 可以通过

生长和肝转移，敲除 miR-181a 减少了结直肠癌细

抑制几个促转移基因的表达来抑制肿瘤转移的多

胞的转移和侵袭，而敲除 WIF-1 可增强结直肠癌细

个步骤，表达 miR-192 的肿瘤出现细胞凋亡增加，

胞的生长和转移，miR-181a 的高表达与结直肠癌肝

细胞增殖和血管生成减少；他们发现 Bcl-2、Zeb2

转移，尤其是异时肝转移显著相关，结直肠癌肝转

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移患者中 miR-181a 表达率显著高于无转移患者且

factor A，VEGFA）的表达受 miR-192 的调控，Bcl-2

miR-181a 高表达的患者预后更差，而同家族的

是一种促存活蛋白，miR-192 通过下调 Bcl-2 的表达

miR-181b-d 的表达并没有变化，其结果表明 miR-

促进癌细胞的凋亡；其次，Zeb2 是参与上皮-间充

181a 与结直肠癌转移的关联是特异性的，此外还发

质转变（EMT）的主要转录因子，Zeb2 通过抑制

现 miR-181a 通过直接调节 WIF-1 诱导 EMT。
[17]

E-钙粘蛋白的表达来促进 EMT，而 miR-192 通过下

还有研究 发现：miRNA-203 基因位于人 14

调结直肠癌细胞中的 Zeb2 的表达增加 E-钙粘蛋白

号染色体的 14q32，33 区域，这一区域是染色体上

表达，进而抑制 EMT，降低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发生

的脆性区域、其杂合性的丢失可能是机体发生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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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的重要促发因素之一。miRNA-203 可通过与

之一

转录因子、分泌蛋白、受体、转运蛋白等多种靶点

正常结肠、胃组织等，其趋化因子受体是 CCR6

相互作用而发挥功能，由 miRNA-203 启动的下游

CCL20 被肿瘤细胞分泌后不仅作用于免疫细胞，而

基因甲基化或表达失调导致大量靶基因的异常表

且还作用于肿瘤细胞本身。有研究

达，p63 是抑癌基因 p53 家族一员，△Np63α 通过

LncRNA u50535 的高表达与结直肠癌患者预后不良

激活细胞生长及增殖相关基因及负性调节细胞周

相关并促进结直肠癌的生长和转移，LncRNA

期抑制因子从而促进肿细胞增殖，发挥出类似于促

u50535 是位于人细胞核中染色体 13q13.1 上的致癌

[18]

，在人的各种组织中表达如各种免疫细胞、

[29]

[26-27]

。

发现，

癌基因的功能。另有研究 表明，miRNA-203 在转

因子，其可能是 CCL20 的上游调节因子，可上调

录后水平抑制 Np63 表达，进而影响细胞的转导通

CCCL20 的表达。CCL20 过表达再通过 CCR6 介导

路，发挥抑癌作用。

的 PI3K/ERK/AKT 信号传导途径促进结直肠癌细

2 长链非编码 RNA（LncRNA）通过多种
途径促进结直肠癌肝转移
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表明，编码蛋白质的基因

胞的增殖和肝转移

[30-31]

。LncRNA SLCO4A1-AS1 位
[32]

于染色体 20q 上，Yu 等 研究发现，在结直肠癌组
织和正常组织之间的所有差异表达的 LncRNA 中，
SLCO4A1-AS1 是上调最显著的，高表达的

组不足 2%，而超过 98% 的基因组为非编码 RNA，

SLCO4A1-AS1 能显著促进结直肠癌细胞的增殖、肝

包括以小干扰 RNA（siRNA）、微小 RNA（miRNA）

转移和抑制凋亡，并与结直肠癌的预后不良和肿瘤

等为代表的小 RNA 和 LncRNA，LncRNA 是由超过

恶性有关；作者在分析 SLCO4A1-AS1 与癌症相关

[19]

200 个核苷酸组成的不编码蛋白质的 RNA ，其具

的信号转导途径的关系后发现，SLCO4A1-AS1 表

有转录干扰、染色体重排、组蛋白修饰、剪接修饰

达与 Wnt/β-catenin 信号传导途径相关，SLCO4A1-

[20]

基因序列、蛋白质功能调节和参与小 RNA 的构建 、

AS1（900-1200nt）直接与 β-catenin 结合，并在结直

细胞凋亡及细胞周期调控等。LncRNA 在肿瘤的发

肠癌中激活 Wnt/β-catenin 信号传导途径，

生发展过程中起着致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的作用，它

SLCO4A1-AS1 通过与 β-连环蛋白结合抑制 GSKβ

的异常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对结直肠

介导的磷酸化，从而减少泛素化介导的 β-catenin

癌的侵袭与转移起重要的调控作用。越来越多的

的降解而增强 β-catenin 的稳定性，导致 β-catenin

证据表明，LncRNA 可通过表观遗传作用使相关基

在细胞中的积累并促进结直肠癌的增殖与肝转移。

因异常表达，促使肿瘤的发生、侵袭与转移等

[19]

。

[21]

有研究 观察到 LncRNA TUG1 在结直肠癌细胞中
高表达，通过抑制 miR-600 的表达而促进 KIAA1199
表达，然后加速 EMT 和结直肠癌细胞的转移。据
报道，LncRNAs 可通过与 miRNA 的竞争性结合促
进或抑制肿瘤过程

[22]

；miR-600 是一种新发现的
[23]

miRNA，最初是在乳腺癌干细胞中被报道 。Zhang
[24]

3 转化生长因子 β（TGF-β）促进结直肠癌
肝转移的发生和 Smad4 在 TGF-β 信号传导
通路中的作用
TGF-β 是一种多功能多肽，可调节多种生物学
功能，如细胞增殖、分化、迁移、细胞存活、血管生
成、免疫监视等。一般认为，TGF-β 信号传导途径

等 发现，miR-600 过表达显着抑制了 CRC 细胞的

在肿瘤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作用不同，在肿瘤发

迁移和侵袭能力，但 miR-600 在结直肠癌转移中的

生前和早期进展阶段，TGF-β 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增

潜在机制尚不清楚。

殖和 Smad 依赖性信号传导诱导细胞凋亡而起到抑

[21]

研究 发现：在结直肠癌组织以及结直肠癌转

制肿瘤生长的作用 ；但在肿瘤晚期阶段，肿瘤细

移组织中表达下调，KIAA1199 作为其的直接靶

胞失去 TGF-β 肿瘤抑制效应 ，获得包括 EMT 在

标，被 miR-600 负调控以调节结直肠癌细胞转移，

内的致瘤特性、产生有丝分裂原、逃避免疫等导致

并且 miR-600 低表达预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预后

发生转移 。在结直肠癌中，TGF-β 抑制效应的丧

差，TUG1 的高表达降低了 miR-600 的表达，低表

失是由于 TGF-β 信号传导途径的已知因子（特别是

达的 miR-600 通过负调控促进 KIAA1199 的高表

TbRII 和 Smad4）的丢失或突变造成的。3 种 TGF-β

达，另外 WB 实验表明，高表达 KIAA1199 促进

同种型（TGF-β1、TGF-β2 和 TGF-β3）在哺乳动物的

EMT 相关的蛋白质， 从而促进结直肠癌细胞的肝

上皮中由各自独有的基因编码并以组织特异性和

转移。研究发现，炎症微环境参与结直肠癌肿瘤形

发育调节方式表达，其中，TGF-β1 是最丰富且无处

成

[25-26]

，CCL20 是在肿瘤微环境中的主要趋化因子

[33]

[34]

[35]

[34]

不在表达的亚型 。TGF-β 配体与 Ⅱ 型 TGF-β 受
http://www.gensu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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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TBRⅡ）的结合来启动 TGF-β 信号传导。该配

常组织的顶膜上，但在结直肠癌患者体内过表达并

体首先与 Ⅱ 型受体的胞外域紧密结合形成二聚体，

且分布于整个细胞膜 。随着肿瘤细胞的老化凋亡，

随后募集 TGF-βⅠ 型受体（TBRⅠ），形成 4 种受体

其可进入血液，也就是说血液中 CEA 含量越高，提

分子的大配体-受体复合物。通过二聚体配体与两

示病情越晚、恶性程度越高。结直肠癌和 CEA 表

种类型受体的细胞外结构域结合诱导受体细胞内

达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 CEA 可以作为肿瘤标志物。

激酶结构域的紧密接近和生产性构象，促进 I 型受

血清 CEA 水平升高不仅对结直肠癌的诊断具有重

体的磷酸化和随后的活化，然后 TBRI 激活 Smad2

要的临床意义，而且与患者的预后和结直肠癌肝转

和 Smad3，其与 Smad4 相关并转位至细胞核，在那

移有关。CEA 主要通过以下 3 个步骤来影响肝转

里调节 TGF-β 靶基因的转录

[36]

。有研究

[37]

[44]

支持

移，第 1 步，CEA 可以通过抑制失巢凋亡来预防血

TGF-β 信号抑制结直肠癌的观点，许多结直肠癌逃

液中结直肠癌细胞的死亡。第 2 步，CEA 与 Kupffer

避了 TGF-β 信号传导途径的肿瘤抑制效应，并且分

细胞受体蛋白—异源核 RNA 结合蛋白 M4（hnRNP

泌的 TGF-β 通过激活非 Smad 信号传导途径来促进

M4）结合，这是因为 CEA 的 N 和 A1 结构域之间的

致癌功能，包括 p38MAPK、ERK、PI3K、JNK 和

5 种氨基酸（Pro-Glu-Leu-Pro-Lys，PELPK）是 CEA

[38]

Rho。有研究 发现，TGF-β1 诱导癌症相关成纤维

与 Kupffer 细胞的结合区段，其与结直肠癌肝转移

细胞（CAF）与结直肠癌细胞黏附共同向肝脏转移，

的转移和 EMT 的起始有关。Kupffer 细胞是保护肝

CAF 可增加结直肠癌细胞的存活、增殖和血管形

脏的巨噬细胞，在 CEA 与 hnRNP M4 结合后改变

成，这种效应可以通过阻断 TGF-β1 信号传导而被

肝脏微环境以有利于结直肠癌细胞的存活。第 3

逆转，使用 TGF-β1 抑制肽 P17 阻断肿瘤细胞与

步，CEA 上调与转移有关的细胞黏附分子

CAFs 的黏附并显著减少其向肝脏的转移。有动物
[39]

[45]

。

[46]

Hostetter 等 的研究发现，在注射弱转移性结直肠

实验 表明，通过靶向针对 TGF-β 可以预防结直肠

癌细胞之前将 CEA 注射到小鼠中可以增加结直肠

癌肝转移，TGF-β 可以作为结直肠癌靶向治疗的一

癌的肝转移，给转移性差的结直肠癌细胞转染 CEA

个靶点。目前正开发处于临床试验中的试剂包括

cDNA 后，发现其转移性增强；相反，抑制 CEA 表

单克隆抗体、可溶性受体、抑制性肽和小分子，例

达可以降低结直肠癌细胞的肝转移潜能。

[40]

如 LY2157299 。
Smads 家族蛋白在 TGF-β 信号传导途径中具

4 总结与展望

有不可替代性，负责将 TGF-β 信号从细胞表面传递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习惯发生改

至细胞核，共同激活或抑制靶基因的转录。Smad4

变，结直肠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结直肠癌患者发

是转化生长因子超家族中关键的信号转导元件，不

生肝转移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早预防、早发现、

仅参与细胞信号传导通路，而且在细胞黏附、分

早治疗可以大大提高结直肠肝转移患者的 5 年生

化、细胞衰老以及凋亡等生理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

存率。对结直肠癌患者定期监测血清学指标，如临

用。有研究 发现，Smad4 基因的突变、缺失以及

床常用的 CEA，可以判断肿瘤复发、预后及转移情

异常表达与人类的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和

况。通过对导致结直肠癌发生转移机制的深入研

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 30%～40% 的结直肠癌患

究，可为结直肠癌肝转移提供分子靶向治疗靶点，

[41]

者中可以见到 Smad4 的缺失；另外有研究 发现，

如开发针对 TGF-β 的靶向治疗药物，例如 LY2157299；

结直肠癌中的 Smad4 的缺失使得 TGF-β 从抑癌转

另外如针对 VEGF 的靶向治疗药物，被 FDA 批准

变为促癌，而且结直肠癌组织中表达 Smad4 水平高

的针对结直肠癌肝转移的贝伐单抗，其他的还有西

的患者其生存率明显优于表达低的患者，阴性表达

妥昔单抗、帕尼单抗等。总之，上述分子均与结直

者更易发生肝转移。

肠癌肝转移相关，可以作为结直肠癌肝转移的肿瘤

[42]

4 癌胚抗原（CEA）
CEA 是结直肠癌患者最常检测的肿瘤标志

标志物，一旦肿瘤标志物发生变化，应高度怀疑是
否发生肝转移，及时改变治疗方案，提高结直肠癌
患者治愈率、生活质量。

物。CEA 是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中的一种高分
子量糖蛋白。它是促进人结直肠癌细胞聚集的细
[43]

胞间黏附分子 。CEA 是在胃肠道和胰腺的内胚
层衍生上皮的恶性肿瘤中发现的，CEA 存在于人正
http://www.gensu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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