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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检测原发性肝细胞癌WWOX基因表达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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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检测染色体普通型脆性位点 FRA16D(16q23. 3-q24. 1)上WWOX(WW dom ain con ta in ing oxido reductase)基因在原

发性肝细胞癌(HCC)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　用 RT-PCR、荧光定量 PCR方法分别对 40例原发性肝细胞癌癌组织(以下简称

肝癌组织)、癌旁组织中WWOX基因的 Δ6-8变异情况及其 mRNA表达差异进行检测。结果　WWOX mRNA在肝癌组织的表

达(0. 318±0. 0559)显著低于癌旁组织(1. 0), P <0. 05;而且在肝癌组织中 Δ6-8变异体的出现频率为 20%(8 /40), 显著高于

癌旁组织 2. 5% (1 /40), P <0. 05。结论　WWOX基因的低表达 、变异可能在肝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并有可能作为肝

癌的早期诊断指标之一。

关键词:肝细胞癌;WWOX基因;抑癌基因;脆性位点

　　脆性位点是染色体在特殊条件下易断裂的非随

意位点 。脆性位点有罕见型和普通型 。许多肿瘤的

发生往往涉及普通型脆性位点的纯合性或杂合性缺

失 。在人类染色体上已发现一系列的脆性位点 。近

80%的普通型染色体脆性位点 (common friga l of

sites, CFSs)已经被描述 ,常见的是 FRA3B(3p14. 2)

和 FRA16D(16q23. 3-q24. 1)。 Bednarek
[ 1]
, Paige

[ 2]
和 R ied

[ 3]
等在 2000年同时发现了一个与 FH IT

基因相类似的新基因 WWOX(WW domain-contai-

ning oxidaseredurase, 也 称 WOX1 或 FORII 或

WWOXv1), 位于人类普通型染色体脆性位点

FRA16D(16q23. 3-q24. 1)上。据文献报道 ,WWOX

与多种肿瘤包括肝癌的发生和发展有关。但目前研

究的大多是细胞系 ,尚有必要对癌组织 、癌旁组织

WWOX基因的表达情况作进一步的分析。本研究

试从WWOX基因 mRNA在 HCC病例中的表达水平

的差异来探讨WWOX在肝癌的发生进展中的作用 。

1　材料和方法

1. 1　组织标本　40例原发性 HCC组织及其癌旁

组织标本收集自 2004 ～ 2006年在厦门中山医院肝

胆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 HCC患者 ,均经病理确诊 ,

男性 35例 ,女性 5例 , 年龄 29 ～ 71岁 , 平均 48. 5

岁 。取癌组织 、癌旁组织 (距离癌组织边缘至少 2

cm ,均经病理学证实无癌组织残留 )后立即置入液

氮 ,转储 -80℃冰箱备用 。

1. 2　主要试剂与仪器 　TRIzo l试剂 (Invitrogen公

司)、MMLV 逆转录酶 (Promega 公司 )、 FQ-PCR

PreM ix(Ho t Sta rt)K it(上海轩昊公司 )、Taq酶 、200

bp Ladder(华美公司 )、琼脂糖 (B iow est)、Gene finder

染料 (百维信公司)、DNA Ex traction K it纯化回收试

剂盒 (MBI公司 );引物全部由 Invitrogen公司合成。

Beckman CoulterU260紫外光分光光度计 、Eppendorf

梯度 PCR仪 、B io-Rad PAC200电泳仪 、DBT-8000-

WL uvipro凝胶图像分析系统 、ABI P rism 7000荧光

定量 PCR仪 、Beckman Cou lte r CEQ 8000测序仪。

1. 3　引物　见表 1、表 2。

表 1　荧光定量 PCR引物序列

名称 序列
产物

长度

WWOX

基因 [4]

上游引物 5′-CGTGCAGCATTTTGCTGAAG-3′ 73 bp

下游引物 5′-AGTTGCTGCGTTGCACACA-3′

TaqMan探

针

5′-HEX-AGGCCAAGAATGTGCCT

CTTCATGTGC-TAMRA-3′

内参照

β-glob in

基因

上游引物 5′-GTGCACCTGACTCCTGAGGAGA-3′ 102 bp

下游引物 5′-CCTTGATACCAACCTGCCCAG-3′

TaqMan探

针

5′-FAM -AAGGTGAACGTGGAT-

GAAGTTGGTGG-TAMRA-3′

1. 4　组织中总 RNA提取　按 TRIzol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操作 。

1. 5　 cDNA 第一链的合成 　按 Promega公司的

M-MLV逆转录酶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合成的

cDNA第一链储存于 -20℃冰箱或立即进行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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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普通 PCR引物序列

名称 序列
产物

长度

WWOX

mRNA

全长序

列 [ 5]

上游引物 5′-GAGTTCCTGAGCGAGTGGAC-3′ 1 490 bp

下游引物 5′-CCCCAGGAATTCCCTGCTT -3′

内参照

( GAP-
DH)

上游引物 5′-ACCTGACCTGCCGTCTAGAA-3′ 307 bp

下游引物 5′-TCCACCACCCTGTTGCTGTA-3′

1. 6　FQ-PCR(双色荧光相对定量多重 PCR)扩增

PCR反应体系为 50 μl:cDNA第一链 5 μl, 2×FQ-

PCR PreM ix(Ho t Sta rt)25 μl, 10μmo l /L WWOX上 、

下游引物各 1 μl, 2 μmo l /L WWOX TaqM an探针

5. 0μl, 10μmo l /L β-g lobin上 、下游引物各 0. 5 μl,

2 μmol /L β-g lobin TaqM an探针 2. 5 μl,无酶水补足

50 μl。 FQ-PCR反应条件:95 ℃ 20 m in, 95 ℃,

30 s, 60℃, 1 m in, 40个循环 。

1. 7　普通 PCR扩增　反应体系为 25 μl:cDNA第

一链 1. 5 μl, 10×buffer 2. 5 μl, 25 mmo l /L的 MgC l2

2 μl, 10 μmo l /L WWOX上 、下游引物各 0. 75 μl,

10μmo l /L GAPDH 上 、下游 引 物各 0. 4 μl ,

10 mmo l /L dNTPs 0. 25μl, 5 U /μl Taq酶 0. 1μl,无

酶水补足 25μl。反应条件:95℃ 5m in, 94℃ 1m in

62 ℃ 1 m in, 72℃ 90 s, 40个循环后 72 ℃ 5m in。

1. 8　FQ-PCR产物的相对定量及数据处理 　C t值

与样品中起始模板拷贝数的对数成线性反比关系

(C t值含义是 PCR扩增过程中荧光信号强度达到阈

值所需要的循环数 )。每个标本重复 3次 ,取平均

值为 C t值 , ΔC t值 =WWOX基因 C t值 - β-g lobin基

因 C t值 , ΔΔC t值 =肝癌组WWOX的 ΔC t值 -癌旁

组WWOX的 ΔC t值;以癌旁组 WWOX基因表达量

为 1 , 2
-ΔΔC t
值即为肝癌组 WWOX较癌旁组 WWOX

表达的倍数 。

1. 9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 –x ±s表示 ,采用 SSPS

13. 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所用的统计学方法为配对

t检验及卡方检验。 P <0. 05为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 1　WWOX基因在 40例原发性 HCC癌组织 、癌

旁组织中的表达差异情况 　WWOX mRNA在肝癌

组织的表达相对在癌旁组织表达的差异倍数 2
-ΔΔC t

(0. 318±0. 0559)明显低于 1. 0, P <0. 05;其中 31

例低于癌旁组织 , 7例表达无明显差异 , 2例表达增

高 。

2. 2　WWOX基因的 Δ
6-8
变异情况　40例癌组织及

其癌旁组织WWOX mRNA的 950 bp变异体出现率

分别为 20%(8 /40)和 2. 5%(1 /40)。两者比较 , P

<0. 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50 bp变异体经测序证

实为 Δ
6-8
变异体 。图 1为WWOX基因的 Δ

6-8
变异情

况 ,图 2为WWOX基因的 Δ
6-8
变异体测序图 。

　　M:200-2 000 bpM arker;T:肝癌组织 (出现 950 bpΔ6-8变异条

带);N:癌旁组织。

图 1　WWOX基因的 Δ6-8变异情况

图 2　WWOX基因的 Δ6-8变异体测序图

3　讨论

WWOX基因包含人类另一个常见普通型染色

体脆性位点 FRA16D(16q23. 3-q24. 1)。WWOX基

因的功能比较复杂 ,国外有关WWOX在动物和细胞

株方面的研究比较多 ,国内相关研究少见。

本研究结果表明 ,WWOX在原发性 HCC及其

相应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存在显著差异 ,WWOX mR-

NA在肝癌组织的表达明显低于癌旁组织。提示

WWOX基因表达缺失或低表达在原发性 HCC的发

病过程中可能起重要作用。WWOX蛋白的氨基末

端有两个WW结构域 ,WW功能域主要与蛋白之间

相互作用有关
[ 6]
。WWOX蛋白的中心部位有一短

链氧化还原酶功能域 (SDR), SDR家族是一类主要

作用 /代谢乙醇 、糖 、维生素 A类 、类固醇与其他羟

类和酮类底物的酶。WWOX在底物结合位点 Y

NRSK的上游 12蛋白质是一个丝氨酸残基 (S),所

在的位置与类固醇脱氢酶的位置极相近 ,提示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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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类固醇(激素 )作用
[ 1, 7]

。肝脏是激素 (包括性激

素 ,如雌激素 )灭活的主要场所 ,雌激素 、雌激素受

体与肝癌发生密切相关
[ 5]
,结合 WWOX蛋白具有

代谢激素的结构特点 ,故推测:WWOX可能通过与

激素或激素受体作用等途径抑癌 ,具体机制有待进

一步研究。

本实验结果还显示 ,在肝癌组织中也出现 Δ
6-8

变异体 ,出现频率显著高于癌旁组织 ,这与 Bednarek

等的报道结果相符
[ 8]
。WWOX可能为多种外源性

有害物质的作用靶点 ,在受到如紫外线 、黄曲霉素 、

乙醇 、HBV等外界致癌因素
[ 9-11]
的影响时 ,易使普

通型脆性位点上的WWOX基因损伤 ,导致基因表达

的变异或缺失。肝脏作为人体最重要的解毒场所 ,

要代谢大量来自周围环境的有害物质 ,这些有害物

质很可能诱发肝脏中WWOX基因的改变 ,并成为致

癌的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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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um or suppressor geneWWOX in hepa-
tocellular carc inom a tissues by real-tmi 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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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sact:O bjective To evalua te the expre ssion and significance o f tum or suppre ssor gene (WWOX) in hepa to ce llular carcinom a

(HCC) tissues. M ethods Variant de lta 6-8 ofWWOX in pa tien ts w ith hepatoce llular carcinom a was de tected by RT-PCR and the ex-

pression o fWWOX mRNA was exam ined by fluore scen t quantitative PCR (FQ-PCR). Resu lts The expression o fWWOX mRNA in

HCC pa tients(0. 318±0. 0559) w as sign ificantly low er than tha t in para-ca rc inom a tissue(P <0. 05). V arian t delta 6-8 w as found in

HCC and its frequency (20%, 8 /40) w as significan tly h igher than that in para-carcinoma tissue (2. 5%, 1 /40, P <0. 05). Conc lu-

sion s The decrea sed expression ofWWOX gene and its va riant may play an impor tant ro le in carcinogenesis and deve lopm ent o fHCC,

and m ay be used as a new m arker fo r pred iagno sis of HCC.

K ey words:hepa toce llu lar ca rc inom a;wwox gene; tum or suppre ssor gene;frig ile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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