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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用RNA干扰技术沉默人胃癌细胞株MGC-803中钙结合蛋白S100A4的基因，对基质金
属蛋白酶2（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2, MMP-2）和E-钙黏素(E-cadherin)表达变化，探讨S100A4对胃癌细胞侵袭
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RNA干扰技术将针对S100A4和非特异性阴性对照序列的siRNA转染至人胃癌
MGC-803细胞，利用荧光实时定量RT-PCR和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S100A4基因和蛋白的表达，
筛选S100A4基因沉默组和阴性对照组细胞。采用Western Blot方法检测MMP-2和E-cadherin蛋白表达。利用
Transwell Matrigel方法检测各实验组中MGC-803细胞体外侵袭能力。结果 成功建立S100A4基因沉默的人胃癌
MGC-803细胞。S100A4基因沉默的胃癌MGC-803细胞中MMP-2蛋白表达降低，而E-cadherin蛋白表达明显上
调；细胞体外侵袭能力亦显著下降。结论
803的侵袭能力。

S100A4能通过调控MMP-2和E-cadherin的表达影响胃癌细胞M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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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iRNA-mediated S100A4 silencing on MMP-2 and E-cadherin

expression and invasive ability of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 lines MGC-803. Methods The S100A4-siRNA was
transfected into human gastric cancer MGC-803 cells. The expressions of S100A4 mRNA and protein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RT-PCR and Western blot to select S100A4 silencing and negative control cells. The levels of MMP-2 and Ecadherin proteins were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The changes of invasive abilities were detected by Transwell chamber
model. Results The human gastric cancer MGC-803 cells of S100A4 silencing wer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S100A4 gene and protein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MP-2
protein decreased and the level of E-cadheri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the invasive ability was reduced obviously In MGC803 cells of S100A silencing. Conclusion S100A4 could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MMP-2 and E-cadherin to affect the
invasive abilities of human gastric cancer MGC-803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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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最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严重
危害人类的健康。侵袭和转移是恶性肿瘤的主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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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是多种肿瘤相关基因、蛋白共同参与和相互作
用的结果，深入研究侵袭转移的机制有助于恶性肿
瘤 的 预 防 与 治 疗 。 S100A4（S100 calcium binding
protein A4）属于钙结合蛋白S100 家族的成员之一，
研究表明，S100A4 蛋白的表达与肿瘤的侵袭转移高
度相关，目前发现其在很多恶性肿瘤组织中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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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如乳腺癌、胰腺癌、胃癌等。MMP-2 是基质金
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家族中
与肿瘤关系最为密切的因子，能够通过降解细胞外
基质成分，引导细胞外基质重塑，参与肿瘤的浸润
和转移。E-钙粘着蛋白(E-cadherin)是一种跨膜糖蛋
白，维持正常细胞间的粘附力，从而抑制细胞的侵
袭性。本研究中我们利用RNA干扰技术下调了人胃
癌 细 胞 株 MGC-803中 S100A4基 因 表 达 ， 检 测 了
MMP-2和E-cadherin在MGC-803细胞内蛋白表达的
变化，并探讨S100A4对胃癌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及
作用机制，希望能为胃癌的防治提供新思路和方
法。
1

材料和方法

1.1 细胞与试剂
人胃癌细胞株MGC-803细胞购置于中科院上海
细胞库。胎牛血清、青、链霉素、RPMI -1640培养
基 、 Trizol、 脂 质 体 2000转 染 试 剂 （ LipofectamineTM
2000）购自美国Invitrogen公司。Matrigel基质胶购自
美国BD公司。8.0μm孔径的Transwell 小室购自美国
Minipore公司。逆转录试剂盒、PCR扩增试剂盒、碱
性磷酸酶标记的抗兔IgG、抗小鼠IgG购自Sigma公
司；S100A4、MMP-2、E-cadherin、β-actin一抗购
自Santa Cruz公司。
1.2 细胞培养
人胃癌MGC-803细胞贴壁生长于含有10%胎牛
血清及青、链霉素的RPMI -1640培养基，于37℃、
5% CO2，95%大气条件下培养。每2天更换一次培养
基。
1.3 细胞转染和分组
将针对S100A4的siRNA和非特异性阴性对照序
列的siRNA分别转染至人胃癌MGC-803细胞，建立
S100A4基因沉默组和阴性对照组细胞。转染步骤按
脂质体Lipofectamine2000说明书操作。实验分组：空
白对照组（G1），未转染；阴性对照组（G2），转
染阴性对照序列；S100A4基因沉默组（G3），转染
S100A4-si RNA。
1.4 细胞侵袭实验
采用无血清的培养基RPMI稀释Matrigel基质胶
（1 mg/ml），取50μl稀释胶加到transwell上室中。
将细胞培养液换成无血清RPMI培养液，饥饿过夜。
胰 酶 消 化 细 胞 并 调 整 浓 度 至 5×105/ml，加 入
Transwell室上室中，每孔100μl。在Transwell室下室
中加入600μl 含10%胎牛血清的RPMI培养基。37℃
孵箱孵育20h。用棉签擦掉上室上面的非侵袭细胞，

染色，室温下晾干后揭膜置于载玻片上，在倒置显
微镜下观察，计数。
1.5 荧光实时定量RT-PCR
应用TRIzol法进行细胞mRNA提取。按逆转录试
剂盒说明书进行RNA逆转录反应合成cDNA。然后进
行实时荧光定量PCR。所用引物为：S100A4 上游引
物 ： 5' -GATGTGATGGTGTCCACCTT-3'；下 游 引
物：5' -ATTTCTTCCTGGGCTGCTTA-3'；β-actin上
游 引 物 ： 5' -GGACTI"CGAGCAGGAGATGG-3'；下
游引物：5' -GCACCGTGTTGGCGTAGAGG-3'。不同
组之间基因表达的相对差异应用循环数（Ct）表
示。每个样品的Ct值用β-actin进行校正，mRNA表
达 量 用 Ct值 与 空 白 对 照 组 Ct值 比 较 所 得 的 倍 数 表
示。
1.6 蛋白免疫印迹法
收集细胞，裂解细胞，离心后取上清。应用二
喹啉甲酸法（BCA）法测蛋白浓度。SDS-PAGE电
泳 、 转 膜 、 封 闭 、 孵 育 S100A（1： 500）、 MMP2（ 1： 200）、 E-cadherin（ 1： 200）、 β -actin
（1：1000）等相应一抗，洗脱后加二抗：碱性磷酸
酶 标 记 的 抗 兔 IgG（1： 1000）、 抗 小 鼠 IgG（1：
1000）。凝胶成像分析系统分析上述结果，以目的
条带与内参β-actin的平均灰度值的比值表示蛋白水
平，进行半定量分析。
1.7 统计分析
采用统计软件Graphpad Prism 7进行数据处理与
分析。实验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当P< 0.05时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建立S100A4基因沉默人胃癌MGC-803细胞
Real-time PCR检测结果显示基因沉默组细胞的
S100A4 mRNA表达水平为空白对照组细胞的表达量
的22.1%，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P＜
0.05，图1A）。各组S100A4/β-actin 相对灰度值别
为 ： G1组 0.5167±0.03；G2组 0.4967±0.07；G3组
0.0933±0.015。Western Blot结果显示基因沉默组细
胞的S100A4蛋白表达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
照组细胞（P＜0.05，图1B、C）。
2.2 细胞侵袭能力测定结果
细胞侵袭实验是反应肿瘤细胞降解基质胶，向
下穿透的能力，从而间接反应恶性肿瘤细胞侵袭和
转 移 的 能 力 。 各 组 细 胞 侵 袭 数 量 ： G1组 57.67±
15.57；G2组55.33±9.07；G3组28±6.08。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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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Expressions of S100A4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MGC-803 cells
A: Real-time PCR assay, B:Western blot assay, C: Quantitative Western blot analysis, G1: Blank control, G2: Negative control,
G3: S100A4 silencing, *P＜0.05 vs others

Fig 3. Expressions of MMP-2 and E-cadherin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MGC-803 cells
A: Western blot, B, C: Quantitative analysis, G1: Blank control, G2: Negative control, G3: S100A4 silencing * vs others P＜0.05

0.05，图3A、C）。
3

讨论
胃癌是临床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发病

率和死亡率均较高[1]。胃癌发病隐匿，患者出现明显
临床症状时多已进入中晚期，肿瘤已发生侵袭转
移，造成手术治疗难度大，术后易复发，预后情况

Fig 2. Invasive ability of human gastric cancer MGC-803 cells
G1: Blank control, G2: Negative control, G3: S100A4 silencing,
*P＜0.05 vs others

显示S100A4基因沉默组穿膜细胞数明显少于空白对
照组和阴性对照组（P<0.05），S100A4基因沉默是
胃癌MGC-803细胞侵袭能力受到抑制（图2）。
2.3 MMP-2和E-cadherin蛋白表达
各组MMP-2/β-actin 相对灰度值分别为：G1组
0.8167±0.09；G2组 0.8054±0.05；G3组 0.5667±0.04。
E-cadherin/β -actin 相 对 灰 度 值 分 别 为 ： G1组
0.3633±0.04；G2组 0.3607±0.06；G3组 0.6500±0.07。
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相比，S100A4基因沉默
的 胃 癌 MGC-803细 胞 中 MMP-2蛋 白 表 达 降 低 （ 图
3A、 B），而 E-cadherin蛋 白 表 达 明 显 上 调 （ P＜

较差的问题[2]。恶性肿瘤的侵袭和转移是体内多个与
肿瘤相关的基因与蛋白分子相互调控的过程，深入
研究侵袭转移的机制非常有助于恶性肿瘤的预防与
治疗。
S100A4 是S100 蛋白家族成员之一，是一种具
有EF双螺旋结构域的钙结合蛋白，该蛋白是由101
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分子量为11.5KDa。其定位于
人类1号染色体长臂2 区1带（1q21），由于该区域
稳定性差，容易出现各种染色体突变如缺失、异
位、重叠等，因此S100A4有可能参与细胞的异常增
生、肿瘤的发生发展等 [3]。S100A4在很多恶性肿瘤
组织中高表达，如乳腺癌、胰腺癌、胃癌、鼻咽
癌、甲状腺癌、膀胱癌等 [4]。研究表明，将S100A4
基因转染至小鼠乳腺癌细胞系，可以使这种原本不
能发生转移的小鼠乳腺癌细胞出现转移征象。转染
至小鼠黑色素瘤细胞系B16 和人乳腺癌细胞系M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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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后，其发生肺转移的机率明显增加 [5,6]。而转染
S100A4 反义基因，则可以明显降低具有高转移特性
恶性肿瘤细胞系的转移[7]。这些实验结果提示S100A4
能促进肿瘤侵袭和转移。
基质金属蛋白酶类( MMPs) 是一类锌离子依赖性
肽链内切酶，主要由肿瘤细胞和肿瘤周边间质细胞
产生，通过对细胞外基质的降解，参与肿瘤新生血
管的生成，促进肿瘤的侵袭和转移。MMP-2 是目前
发现其家族中与肿瘤侵袭关系最为密切的基质金属
蛋白酶，能特异性地降解细胞外基质和基底膜中的
Ⅳ型胶原，分解纤维连接蛋白和层粘连蛋白，在肿
瘤细胞突破基底膜屏障而发生浸润转移的过程中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8]。E-钙粘着蛋白(E-cadherin)是
一种跨膜糖蛋白,参与钙离子依赖性的细胞间粘附能
力的调节,维持正常细胞间的粘附力,从而抑制细胞的
侵袭性，是一种重要肿瘤侵袭转移抑制基因[9]。
在本研究中，通过利用RNA干扰技术稳定建立
了S100A4基因沉默的人胃癌细胞株MGC-803来探讨
S100A4对胃癌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细
胞体外侵袭实验结果提示S100A4基因沉默的胃癌
MGC-803细胞体外侵袭转移能力显著下降。蛋白免
疫 印 迹 法 的 检 测 结 果 显 示 ， 利 用 siRNA介 导
S100A4基因和蛋白表达下调后，细胞内MMP-2蛋白
表达出现明显降低，而E-cadherin蛋白表达则显著上
调。这些结果说明，S100A4与MMP-2和E-cadherin
之间存在调控机制，S100A4能通过上调MMP-2或下
调E-cadherin的表达，而影响胃癌细胞MGC-803的侵

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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