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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叶酸对ＤＮＭＴｌ和ＭｅＣＰ２在宫颈癌细胞中
表达调节的实验研究
王金桃吴婷婷
【摘要】

白兰

丁玲郝敏王云

目的探讨宫颈癌细胞中叶酸对ＤＮＡ甲基转移酶１（ＤＮＭＴｌ）和甲基化ＣｐＧ岛结

合蛋白２（ＭｅＣＰ２）表达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体外实验研究方法，对宫颈癌细胞ｃａｓｌ【ｉ（ＨＰＶｌ６
阳性）和Ｃ３３Ａ（ＨＰＶ阴性）进行不同浓度（１０、５０、１００、５００、７５０、１０００ Ｉ．ｔｇ／ｍ１）叶酸干预，分别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和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方法检测两种细胞中ＤＮＭＴｌ和ＭｅＣＰ２蛋白的表达量和ｍＲＮＡ水
平。结果随着叶酸水平的升高，两种细胞的生长抑制率（Ｃ３３Ａ：ｒ＝０．９８４，Ｐ＜Ｏ．００１；Ｃａｓｋｉ：ｒ＝
０．９７８，Ｐ＝０．００２）和凋亡率（Ｃ３３Ａ：ｒ＝０．９８９，Ｐ＜０．００１；Ｃａｓｋｉ：ｒ＝０．９９４，Ｐ＜Ｏ．００１）均逐渐上升，
ＤＮＭＴｌ蛋白表达（Ｃ３３Ａ：ｒ＝一０．９１４，Ｐ＜Ｏ．００１；Ｃａｓｋｉ：ｒ＝一０．８５９，Ｐ＝０．００３）及ＭｅＣＰ２蛋白表达
（Ｃ３３Ａ：ｒ＝一０．８３０，Ｐ＝Ｏ．００５；Ｃａｓｋｉ：ｒ＝一０．９８１，Ｐ＜０．００１）均呈逐渐降低趋势，而ＤＮＭＴｌ和
ＭｅＣＰ２ ｍＲＮＡ的Ｄ比值在两种细胞中的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相同叶酸浓度下，

ＤＮＭＴｌ蛋白和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在Ｃａｓｋｉ细胞均较Ｃ３３Ａ细胞为高，而ＭｅＣＰ２蛋白和ｍＲＮＡ表达
水平则在Ｃ３３Ａ细胞较Ｃａｓｋｉ细胞普遍为高。结论补充叶酸可有效抑制宫颈癌细胞的增殖，促
进凋亡，逆转ＤＮＭＴｌ和ＭｅＣＰ２蛋白的异常表达；ＨＰＶｌ６感染与ＤＮＭＴｌ功能异常对宫颈癌的发
生可能有协同效应。

【关键词】叶酸；宫颈癌细胞；ＤＮＡ甲基转移酶１；甲基化ＣｐＧ岛结合蛋白２
Ｅｆｆｅｃｔ ０ｆ ｆｏＩａｔｅ ｉｎ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１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ｙｌ．ＣｐＧ－
ｂｉｎｇ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２ ｉｎ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Ｌｉｎ９１，删０ Ｍｉｎ２．耽ⅣＧ

删ⅣＧ

ｅｅｌＩ Ｉｉｎｅｓ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ｆ

Ｊｉｎ—ｔａ０１，ＷＵ

Ｔｉｎｇ－ｒｉｎ９１，删Ｉ

Ｌａｎｌ，Ｄ，Ⅳ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Ｓｈａｎｘｉ Ｍｅｄｉｃａｆ

ｏｆ
ｏｆ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ｅｃｏｎ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ｏｆ ０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吼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Ｙｕｎ３．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Ｓｃｈｏ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ａｉｙｕａｎ ０３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ｈａｎｘ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２６４ｔｈ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耽ⅣＧ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ｆｉｎ—ｔａｏ，Ｅｍａｉｌ：ｗｊｔｘｗ＠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ａ
Ｔｈ／ｓ ｗｏｒｋ圳∞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ｈ ｇｒａａ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ｈ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Ｎｏ．８１２７３１５７）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ｏ．３０８７２１６６，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ｏ．２００８０１１０７５—１）．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ｅｒｉ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ｌ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ＮＡ

ｍｅｍ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１（ＤＮＭＴｌ）ａｎｄ ｍｅｔｈｙｌ．ＣｐＧ．ｂｉｎｇ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２（ＭｅＣＰ２）ｉｎ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ｉｎ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ｅｌｌ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３３Ａ ｅｅｌｌ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ｖｉｔｒｏ．Ｈｕｍａｎ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ｗｉｔｈ ＨＰＶ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ａｓｋｉ ｅｅｌｌ ｗｉｔｈ ＨＰＶ １ ６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ｌａｔｅ．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ｅ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ｌｌ

ＤＮＭＴ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Ｐ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ｖ Ｗｅｓｔｅｍ ｂｌｏｔ）

ａｎｄ ｍＲＮＡ（ｂｙ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ｗｅｒｅ ｔｈｅｎ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ｅ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ｆｏｌａｔｅ ｗａ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ｅ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３３Ａ ｅｅｌｌ（ｒ＝０．９８４，Ｐ＜０．００１）ａｎｄ
Ｃａｓｋｉ ｅｅｌｌ（ｒ＝０．９７８，Ｐ＝０．００２），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ｅｅｌｌ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Ｃ３３Ａ：ｒ＝０．９８９，Ｐ＜０．００１；

Ｃａｓｋｉ：ｒ＝０．９９４．Ｐ＜０．００１）．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ＤＮＭＴ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３３Ａ：

ｒ＝一０．９１４，Ｐ＜０．００１；Ｃａｓｋｉ：ｒ＝一０．８５９，Ｐ＝０．００３）ａｎｄＭｅＣＰ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３３Ａ：ｒ＝一０．８３０，Ｐ＝０．００５；
Ｃａｓｋｉ：ｒ＝一０．９８ｌ，Ｐ＜０．００１）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ｆｏｌ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ＮＭＴ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Ｐ２ ｍＲＮＡ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Ｃａｓｋｉ ｏｒ Ｃ３３Ａ ｃｅｌｌ．Ｗｈ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ｆｏｌａｔｅ．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ＮＭＴ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ｅｌｌ．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ＣＰ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ｏｒ

ｏｒ

ｍＲＮＡ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Ｃａｓｋｉ ｅｅｌｌ ｔｈａｎ ｉｎ Ｃ３３Ａ

ｍＲＮＡ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Ｃ３３Ａ ｅｅｌｌ ｔｈａｎ ｉｎ Ｃａｓｋｉ ｃｅｌｌ．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０８７２１６６，８１２７３１５７）；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０８０１１０７５—１）
作者单位：０３０００１太原，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王金桃、吴婷婷、白兰、丁玲），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郝敏）；解放军第
２６４医院妇产科（王云）
通信作者：王金桃，Ｅｍａｉｌ：ｗｊｔｘｗ＠ｙａｈｏｏ．ｔｏｍ．ｃａ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２Ｂ第３４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ｅｒｖｉｃａＩ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Ｏｕ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ｆｏｌｅｔａ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ｖｉｔｒｏ．ｔｈｕｓ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ｈｅ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ＤＮＭＴ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Ｐ２．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ａ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ＰＶｌ６ ｉＩｌ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ＤＮＭＴｌ ｉｎ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ｂｅｉｎｇ ｎｏｔｉｃ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ｌａｔ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ＤＮＡ

１（ＤＮＭＴｌ）；

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Ｍｅｔｈｙｌ．ＣｐＧ．ｂｉｎｇ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２（ＭｅＣＰ２）

表观遗传改变是肿瘤形成的关键早期事件。

酸（Ｓｉｇｍａ公司产品）干预的６个浓度（１０、５０、１００、

ＤＮＡ甲基化作为表观遗传的核心内容，是哺乳动物

５００、７５０、１０００｝ｔｇ／ｍ１），同时以０．１ ｇｇ／ｍｌ为叶酸缺乏

细胞ＤＮＡ最普遍的修饰方式，参与基因突变与表达

组、１．０ ｇｇ／ｍｌ为对照组，进行不同叶酸浓度下

调控，细胞增殖与分化等生物学机制，在多种肿瘤的

ＤＮＭＴｌ和ＭｅＣＰ２转录和表达水平的检测。
３．实验方法：

发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ｎ１。ＤＮＡ甲基转移酶１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１，ＤＮＭＴｌ）作为ＤＮＭＴ的

主要成员，对维持和调节肿瘤细胞全基因组和局部

（１）细胞活性和功能测定：采用常规ＭＴＴ法，获
得不同叶酸浓度下的细胞生长抑制率。

区域甲基化起着核心作用。ＤＮＭＴｌ功能紊乱，可引

（２）细胞凋亡检测：收集不同叶酸浓度下的宫颈

起基因ＤＮＡ的甲基化异常，特别是抑癌基因的高甲
基化，继而造成相关基因表达沉默，导致细胞的恶性

癌细胞，采用流式细胞仪，严格按照ＦＣＭ操作步骤

生长陵］。研究显示，ＤＮＭＴｌ活性升高是癌细胞一个

（３）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法检测宫颈癌细胞中ＤＮＭＴｌ

特征性的早期分子改变ｂ１，因而成为ＤＮＡ去甲基化

和ＭｅＣＰ２蛋白的表达：用超声细胞破碎仪破碎宫颈

恢复抑癌基因功能的热点靶分子Ｈ］。基因的转录一

癌细胞（１×１０６／ｍ１），离心，取上清３０ ｇｌ（约含蛋白质

方面受到甲基化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与ＤＮＡ甲基
化ＣｐＧ岛结合蛋白家族（ＭＢＤ）关系密切，甲基化

３０嵋），参照本组建立的方法№１，在４３、１９０和５２ ＫＤ
处分别获得内参蛋白１３－ａｃｔｉｎ及ＤＮＭＴｌ和ＭｅＣＰ２特

ＣｐＧ岛结合蛋白２（ＭｅＣＰ２）为ＭＢＤ的主要成员，可
与甲基化的ＤＮＡ特异性结合，在ＤＮＡ甲基化和组

异性抗体结合蛋白条带（图１）。利用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ｎｅ
软件分析各条带的光密度值，将目的条带与内参

蛋白修饰之间起着桥梁作用ｂ ３，在肿瘤形成的过程

Ｂ－ａｃｔｉｎ条带的光密度值的比值作为ＤＮＭＴｌ及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ＭｅＣＰ２与宫颈癌

ＭｅＣＰ２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检测两种细胞的细胞周期时相变化和凋亡情况。

关系的研究国内外未见相关报道。叶酸具有参与和
调节ＤＮＡ甲基化的生物学功能ｎ］。本研究前期基
于人群的研究显示，叶酸缺乏和ＤＮＭＴｌ表达异常
在宫颈癌变中均有重要作用随１，但其机制尚不清
楚。为此提出叶酸可通过调控ＤＮＭＴｌ和ＭｅＣＰ２的
转录或蛋白表达对宫颈癌变发生作用的假设，并通

二

３

４

５

二

３

４

５

’’’－－－
Ｊ１’＿●■－－
２；¨…一＿·－－－ｆ３“ｏｌｉｎＫＩ）４３ ＫＤ·－－－－

１９（）ＫＤ－－●＿。”一
Ｄ。ＮＭＴＩ－－·＿。一．～Ｉ。（１Ｉ’二●－●－●●—●●
５２

ＫＤ●●—————●’。’’

注：１～３为叶酸浓度１ ｇｇ／ｍｌ；４，５为叶酸浓度１０００９９／ｍｌ

图１

ＤＮＭＴｌ和ＭｅＣＰ２蛋白在官颈癌细胞中的表达

过体外细胞实验，探讨叶酸对ＤＮＭＴｌ和ＭｅＣＰ２在

（４）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法检测宫颈癌细胞中ＤＮＭＴｌ

宫颈癌细胞中表达的影响，以及叶酸缺乏一ＤＮＡ甲

和ＭｅＣＰ２ ｍＲＮＡ水平：取１×ｌ＆／ｍｌ密度的宫颈癌

基化在宫颈癌变中可能的表观遗传机制。

细胞，充分破碎、裂解，采用Ｔｒｉｚｏｌ试剂提取总ＲＮＡ，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对ＲＮＡ样品行纯度测定，获得样

材料与方法

１．细胞系的选择：选择人乳头瘤病毒１６型

本ＲＮＡ浓度，按照标准荧光定量ＰＣＲ引物设计原
则，确定ＤＮＭＴｌ（Ｆ：５’一ＧＣＣ

ＡＡＣ ＧＡＧ ＴＣＴ ＧＧＣ

（ＨＰＶｌ ６）阳性宫颈癌细胞Ｃａｓｋｉ和ＨＰＶ阴性宫颈癌

ＴＴＴ ＧＡＧ一３’．Ｒ：５ ７一ＧＴＧ ＴＣＧ ＡＴＧ ＧＧＡ ＣＡＣ

细胞Ｃ３３Ａ为研究对象（均购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基

ＡＧＧ

础研究所），分别置ＲＰＭＩ一１６４０和ＭＥＭ．ＥＢＳＳ培养

ＣＡＧ ＴＧＧ ＡＴＴ Ｃ一３’。Ｒ：５’一ＧＣＡ ＣＧＧ ＧＡＴ ＧＧＴ

基中进行培养、传代。

ＧＧＴ ＡＡＴ ＡＡＴ

２．叶酸干预：取对数生长期的Ｃａｓｋｉ和Ｃ３３Ａ细
胞培养２４ ｈ后，转入不同浓度叶酸培养基中进行分

（１３－ａｃｔｉｎ）的弓ｌ物序歹Ｕ（Ｆ：５’一ＴＧＧ

组培养。依据ＭＴＴ法在获得细胞生长相对抑制率
的基础上计算细胞的半抑制浓度（ＩＣ，。），以此确定叶

ＴＧＡ一３’）和ＭｅＣＰ２（Ｆ：５’一ＴＧＴ

ＴＣＣ ＧＣＣ

ＣＴＣ一３’）的引物序列以及管家基因
ＣＡＣ ＣＣＡ ＧＣＡ

ＣＡＡ ＴＧＡ Ａ一３’，Ｒ：５’一ＣＴＡ ＡＧＴ ＣＡＴ ＡＧＴ ＣＣＧ
ＣＣＴ ＡＧＡ ＡＧＣ

Ａ一３’）。根据ＰｒｉｍｅＳｃｒｉｐｔＴＭ ＲＴ－ＰＣＲ

Ｋｉｔ（ＴａＫａＲａ）提供的说明书分别进行反转录反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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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ＰＣＲ反应，获得ＤＮＭＴｌ和ＭｅＣＰ２的特异性扩增曲

别（Ｆ＝３０．６３，Ｐ＜０．００１），但在Ｃ３３Ａ细胞其差异无

线和溶解曲线。以每个样品的Ｑ值与各自对应的

统计学意义（Ｆ＝１．１３，Ｐ＝０．３９５）。随着叶酸水平的

ｐ－ａｃｔｉｎ的Ｑ值的比值代表目的ＤＮＭＴｌ和ＭｅＣＰ２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Ｑ比值越小，说明达到设定阈值

增加，ＤＮＭＴｌ蛋白的表达水平逐渐降低，呈负相关

所需的循环数越多，对应的ｍＲＮＡ表达水平越高。
４．统计学分析：利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资料

０．００３），而ＤＮＭＴｌ ｍＲＮＡ的Ｑ比值在两细胞中的变

的ｔ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

ｒ＝一０．２９７，Ｐ＝Ｏ．３４１）。相同叶酸浓度下，ＤＮＭＴｌ蛋

结

果

（Ｃ３３Ａ：ｒ＝一０．９１４，Ｐ＜０．００１；Ｃａｓｋｉ：ｒ＝一０．８５９，Ｐ＝

化无统计学意义（Ｃ３３Ａ：ｒ＝０．４３３，Ｐ＝０．１５９；Ｃａｓｋｉ：
白和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在Ｃａｓｋｉ细胞均较Ｃ３３Ａ细胞
为高，特别是当叶酸浓度为５０、５００、７５０、１０００

ｇｇ／ｍｌ

１．叶酸对Ｃａｓｋｉ和Ｃ３３Ａ细胞增殖及凋亡的影

时，ＤＮＭＴｌ蛋白表达水平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响：不同叶酸浓度对两种细胞的增殖均有抑制作用，

而ＤＮＭＴｌ ｍＲＮＡ的Ｑ比值除在７５０“ｇ／ｍｌ外其余
各叶酸浓度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图４、５）

随着叶酸浓度的增加，叶酸对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增强，呈正相关（Ｃ３３Ａ：ｒ＝０．９８４，Ｐ＜０．００１；Ｃａｓｋｉ：

２ ５０

ｒ＝０．９７８，Ｐ＝０．００２），见图２。不同叶酸水平对Ｃａｓｋｉ
和Ｃ３３Ａ细胞凋亡的影响基本一致，除叶酸缺乏组

２ ００

和１０ ｇｇ／ｍｌ干预组外，其他各叶酸干预组与对照组

比较，细胞凋亡率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两种细胞
的凋亡率均随着叶酸浓度增加呈上升趋势（图３），

●

如

●

∞

０

如

０

∞

具有明显线性关系（Ｃ３３Ａ：ｒ＝０．９８９，Ｐ＜０．００１；
Ｃａｓｋｉ：ｒ＝０．９９４．Ｐ＜０．００１）。
如
一

０ １

１．０

加

零

一

褂
嘉
嚣
出
划
粤
导

１０

５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０

叶酸浓度（斗∥ｍ１）

如

图４不同叶峻水平Ｃ３３Ａ和Ｃａｓｋｉ细胞ＤＮＭＴｌ蛋ｈ表达量

加
ｍ
０

０

ｌ

１．０

１０

５０

００

５００

７５０

１０

叶酸浓度‘ＬＬ ｇ／．，１）

图５不同叶酸水平Ｃ３３Ａ和Ｃａｓｋｉ细胞
ＤＮＭＴｌ ｍＲＮＡ表达（Ｑ比值）

３．叶酸对宫颈癌细胞中ＭｅＣＰ２蛋白和ｍＲＮＡ
图３

叶酸对Ｃ３３Ａ和Ｃａｓｋｉ细胞凋亡的影响

表达的影响：不同叶酸水平两种细胞中ＭｅＣＰ２蛋白

２．叶酸对宫颈癌细胞中ＤＮＭＴｌ蛋白和ｍＲＮＡ

相对表达量的差异（Ｃ３３Ａ：Ｆ＝４０．５９，Ｐ＜０．００１；
Ｃａｓｋｉ：Ｆ＝３７．８１，Ｐ＜０．００１）及ＭｅＣＰ２ ｍＲＮＡ的Ｑ比

表达的影响：不同叶酸浓度下，两种细胞中ＤＮＭＴｌ
蛋白表达水平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Ｃ３３Ａ：Ｆ＝７３．６７，Ｐ＜０．００１；Ｃａｓｋｉ：Ｆ＝３２．２１，Ｐ＜

值差异（Ｃ３３Ａ：Ｆ＝１７７．３６，Ｐ＜０．００１；Ｃａｓｋｉ：Ｆ＝
１２５．４９，Ｐ＜０．００１）均有统计学意义。随着叶酸浓度

０．００１），ＤＮＭＴｌ ｍＲＮＡ的Ｑ比值在Ｃａｓｋｉ细胞有差

的增加，ＭｅＣＰ２蛋白表达量呈逐渐降低趋势（Ｃ３３Ａ：

·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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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ｒ＝一０．８３０，Ｐ＝０．００５；Ｃａｓｋｉ：ｒ＝一０．９８１，Ｐ＜Ｏ．００１），

的增加，ＨＰＶ阳性和阴性宫颈癌细胞的生长抑制率

而ＭｅＣＰ２ ｍＲＮＡ的Ｑ比值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和凋亡率均逐渐上升，呈正相关关系，提示补充叶酸

（Ｃ３３Ａ：ｒ＝Ｏ．１９５，Ｐ＝０．６２１；Ｃａｓｋｉ：ｒ＝０．２０９，Ｐ＝

对宫颈癌细胞的增殖有抑制作用。当然，体外实验

０．５３３）。相同叶酸浓度下，ＭｅＣＰ２蛋白和ｍＲＮＡ表

结果与人群研究的结果不可等同，对于叶酸补给的

达水平在Ｃ３３Ａ细胞较Ｃａｓｋｉ细胞普遍为高，在叶

具体剂量尚需在人群研究中探讨和确定。

酸浓度为０．１、１．０、７５０“ｇ／ｍｌ时，ＭｅＣＰ２蛋白表达水

ＤＮＡ甲基化已经成为当前进行肿瘤表观遗传

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ｍＲＮＡ的Ｑ比值在除

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肿瘤细胞中基因组甲基化模式

１００¨ｇ／ｍｌ外的其余各叶酸浓度水平中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图６、７）。

常常发生改变，出现整体的低甲基化伴随特定区域
ＣｐＧ岛的高甲基化ｎ’３｜，ＤＮＭＴ转录和蛋白表达增高
往往先于甲基化的变化ｎ“，在许多肿瘤中呈高表
达ｂ＇１４１。在哺乳动物中，叶酸作为甲基的主要供体参
与了ＤＮＡ甲基化过程，而ＤＮＭＴ的主要功能是催化
甲基基团与胞嘧啶环结合维持和调节ＤＮＡ甲基化，
两者间生物学功能的联系提示叶酸对宫颈癌发生发
展的影响可能与ＤＮＭＴ的活性和功能有关ｎ’１５１。本
组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均表明，叶酸可以影响

０．１

１．０

１０

５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０

叶酸浓度（斗ｇ，ｍ１Ｊ

ＤＮＭＴｌ的表达［８，１６１，且与多种肿瘤相关基因ＣｐＧ岛
高甲基化密切相关，补充叶酸可以改善其甲基化状
态使基因恢复表达¨７｜。基于动物研究的资料显示，

图６不同叶酸水平Ｃ３３Ａ和Ｃａｓｋｉ细胞ＭｅＣＰ２蛋门表达量

叶酸缺乏组较对照组ＤＮＭＴｌ的表达水平为高（Ｐ＜
０．００１）ｎ ８｜。本研究结果显示，叶酸缺乏情况下，宫颈

２．５０

≮ｆ

癌细胞ＤＮＭＴｌ蛋白和ｍＲＮＡ的表达量均较高，随
着叶酸干预浓度的加大，ＤＮＭＴｌ蛋白表达量呈下降
趋势，而ｍＲＮＡ的变化无相同趋势，提示补充叶酸

２·００

逻

乏Ｉ．５０
匣
卜Ｉ

可以逆转ＤＮＭＴｌ蛋白的异常高表达，而对ＤＮＭＴｌ
转录水平的作用不明显。

１．００

基因的转录一方面受到甲基化程度的影响，另

＝０．５０

Ｏ．００
０ １

１

１０

５０

１００

５０１１

７５１１

１０１１１

叶酸浓度（ＬＬ ｇ／ｍｌ】

一方面与ＭｅＣＰ２和特定区域ＣｐＧ岛的结合量密切
相关。ＭｅＣＰ２是第一个被发现的具有可以特异性
识别ＤＮＡ甲基化的家族成员，一旦ＭｅＣＰ２结合到

图７不同叶酸水平Ｃ３３Ａ和Ｃａｓｋｉ细胞

甲基化的ＤＮＡ上，它就招募组蛋白、组蛋白去乙酰

ＭｅＣＰ２ ｍＲＮＡ表达（Ｑ比值）

化酶和其他蛋白，通过甲基化结合区（ｍｅｔｈｙｌ．
ＣｐＧ—ｄｏｍａｉｎ ＭＢＤ）与甲基化的ＤＮＡ和甲基转移酶
相结合，阻碍转录因子的结合而抑制基因表达Ｅ５－１９］，

讨

论

叶酸具有参与ＤＮＡ合成及甲基化的两大生物

这是许多抑癌基因和肿瘤相关基因转录失活的原

学功能，叶酸水平的改变与肿瘤的发生紧密关联。

因。ＭｅＣＰ２的过量表达可以增加机体细胞恶变的

国外学者及本组前期人群研究结果提示，低叶酸水
平可增加罹患宫颈癌的风险ｎ·８｜。近年来，多数研究

危险性哺］，小鼠叶酸和甲基缺乏性饮食诱导的肝癌

倾向于补充适量叶酸可预防癌变的发生口］，但叶酸

达增加¨８｜。本研究显示叶酸可影响ＭｅＣＰ２在宫颈

对癌变后的转归及对癌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影响目前

癌细胞中的表达，随着叶酸浓度升高，ＭｅＣＰ２蛋白

报道不尽一致，Ｎｏｖａｋｏｖｉｃ等ｎ叫的研究提示，叶酸对
结肠癌细胞的生长可能有促进作用，而有研究显示

和ｍＲＮＡ的表达均逐渐降低，尤其是对蛋白表达的
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叶酸变化可能影响到基

随着叶酸浓度的增加卵巢癌ｎ“、宫颈癌ｎ２１细胞的生

因组的甲基化状态，间接影响ＭｅＣＰ２蛋白表达，同

长抑制率亦增加。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叶酸浓度

样发现，叶酸水平与ＭｅＣＰ２ ｍＲＮＡ之间的相关性不

模型研究发现，在癌变早期即出现了ＭｅＣＰ２蛋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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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明显，推测叶酸对ＭｅＣＰ２在转录水平的影响较弱。

６ｌ‘７－６２１．

应予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在相同叶酸水平，

［９］Ｃｈｏｉ ＳＷ，Ｍａｓ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Ｊ

ＨＰＶｌ６阳性的Ｃａｓｋｉ细胞较ＨＰＶ阴性的Ｃ３３Ａ细胞
ＤＮＭＴｌ蛋白及ｍＲＮＡ表达水平普遍为高，而
ＭｅＣＰ２蛋白和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则在Ｃ３３Ａ细胞较
高。提示高危型ＨＰＶｌ ６感染和ＤＮＭＴｌ活性异常可
能对宫颈癌的发生具有协同作用，而ＨＰＶｌ６感染对
ＭｅＣＰ２的异常转录或蛋白表达可能具有抑制作用，
其详细机制有待深入探讨。

１１０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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