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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一直以来异常的表观遗传学现象以及其在基因组和肿瘤进程、预后中的角色都是癌症研究的新兴领域之一． 在人类最

常见的原发性脑瘤胶质瘤中，特别是高度恶性的胶质母细胞瘤，异常的 ＤＮＡ 甲基化、组蛋白甲基化以及 ｍＲＮＡ 表达都会从根本
上颠覆我们对于异质性肿瘤的认识。 本文针对胶质瘤表观遗传学在胶质瘤诊断和预后中的价值进行探讨，为理解胶质瘤发生发
展的分子机制以及寻找新的更有效的药物靶点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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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神经胶质瘤是渗透性的脑瘤，最常见的是星形细

胞瘤和少突神经胶质瘤，被分为低级别（ ＷＨＯ 等级
Ⅰ和Ⅱ） 和高级别肿瘤（ ＷＨＯ 等级Ⅲ和Ⅳ） 。 胶质母
细胞瘤（ Ⅳ级星形细胞肿瘤） 是最致命且最具有破坏
性的神经胶质瘤。 尽管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胶质母细
胞瘤和高级别神经胶质瘤的预后仍然很差。 这强调
了阐明肿瘤发病机制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胶质瘤分
子遗传学方面取得了许多新进展，并已应用于胶质瘤
的分型中，其中许多基因和分子改变可导致细胞代谢
的显著变化。

变（ 如 ＥＧＦＲ 扩增、ＰＴＥＮ 损失、ＰＤＧＦＲＡ 扩增） 可导
致受体酪氨酸激酶信号增强和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通路的失
调，从而刺激葡萄糖摄取和有氧糖酵解。 在Ⅱ级和Ⅲ
级星形细胞瘤、少突神经胶质瘤和胶质母细胞瘤中
７０％都存在 ＮＡＤＰ ＋依赖性酶异柠檬酸脱氢酶 １（ ｓｏｃｉ⁃
ｔｒ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１， ＩＤＨ１） 的 突 变。 ＩＤＨ１ 催 化 氧

化胞质内 异 柠 檬 酸 脱 羧 生 成 α⁃酮 戊 二 酸 （ α⁃ＫＧ） 。
ＩＤＨ１ 突变改变了细胞代谢，其代谢产物 ２⁃羟戊二酸
（２⁃ＨＧ） 的积累会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作用．

转录 ／ 翻译水平上的基因表达的调控机制是癌症

研究中最新兴的领域。 最近的研究 ［８－９］ 表明恶性转

传统分子靶向治疗方法主要集中在诸如点突变、

化是由遗传变异和表观遗传学改变的复杂相互作用

基因缺失和重排等基因的结构变化，这些改变参与了

所致的，从而影响各种细胞生物学过程的变化，包括

胶质瘤的发生及演进，对其诊断、治疗及预后判断也

细胞增殖和侵袭、ＤＮＡ 修复、凋亡、血管生成和细胞

具有重要的作用。 例如，胶质瘤中出现的各种基因改

周期调控，最终导致肿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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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遗传学的现象很多，已知的有 ＤＮＡ 甲基化、

与正常脑相比，在人类胶质瘤中，５ｈｍＣ 显著减少，并

座子激活以及 ＲＮＡ 编辑等。 ＤＮＡ 甲基化是恶性胶

反比关系 ［３６－３７］ 。 这些发现揭示了基因调节的另一种

基因组印记、母体效应、基因沉默、核仁显性、休眠转

且已经有研究显示 ５ｈｍＣ 水平与细胞增殖之间呈现

质瘤中研究最广泛的表观遗传现象。 组蛋白是核小

水平，并证明与胶质瘤发生中遗传和表观遗传密切

体形成过程中所必需的蛋白质。 每一个核小体由约

相关 ［３８－３９］ 。

八聚体由 Ｈ２Ａ、Ｈ２Ｂ、Ｈ３ 和 Ｈ４ 组成。 组蛋白氨基酸

表１

１４７ 个 ＤＮＡ 碱基对缠绕在组蛋白八聚体上，组蛋白
的尾巴可以接受各种翻译后修饰如乙酰化、甲基化、
磷酸化、泛素化和精氨酸（ Ｒ） 和赖氨酸（ Ｋ） 残基类泛

人类胶质瘤中主要的表观遗传改变

ＤＮＡ 甲基化
基因

素化。 组蛋白赖氨酸残基的乙酰化作用通常激活转

ＧＡＴＡ４、ＮＤＲＧ２

可以激活或抑制转录相关因子。

ｐ１４ＡＲＦ

录，而甲基化（ Ｈ３Ｋ９、Ｈ３Ｋ２７、Ｈ４Ｋ２０、Ｈ３Ｋ４ 甲基化）

１

ＭＧＭＴ

ＴＭＳ１ ／ ＡＳＣ、ＷＷＯＸ

ＳＯＣＳ３、ＰＣＤＨ⁃ｇａｍｍａ⁃Ａ１１

ＤＮＡ 甲基化
研究最多的表观遗传修饰是胞嘧啶甲基化，在哺

乳动物细胞中，ＤＮＡ 甲基化主要发生在胞嘧啶残基
上，其次是鸟嘌呤。 ＤＮＡ 甲基化是由 ＤＮＭＴ（ ＤＮＡ 甲
基转移酶） 家族的催化转移 Ｓ⁃腺苷甲硫氨酸的甲基
到 ＤＮＡ 上。 到目前为止，五个 ＤＮＭＴ 家族成员已被
确定，分别为 ＤＮＭＴ１、ＤＮＭＴ２、ＤＮＭＴ３ａ、ＤＮＭＴ３ｂ 和

ＤＮＭＴ３Ｌ。 ＤＮＡ 甲基化与转录活性相关。 众所周知，
在人类的癌症中 ＤＮＡ 甲基化谱在肿瘤发生和进展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１５－１６］ 。

人神经胶质瘤表现出甲基化模式的肿瘤典型变

Ｓｏｘ２

组蛋白脱乙酰基酶
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下调 ｍｉＲＮＡｓ
ｍｉＲ⁃３４ａ

ｍｉＲ⁃１４６ａ
ｍｉＲ⁃７

ｍｉＲ⁃１２８

瘤抑 制
亡

［２５－２６］

、 ＤＮＡ 修 复

、侵 袭

［２７－２８］

和迁移

、细胞周期调控

［２９］

［２４］

、凋

相 关 （ 表 １） 。 有 趣 的

是，胶质瘤 分 级 不 同 甲 基 化 模 式 也 不 同， 在 胶 质 瘤
ＷＨＯ 的Ⅱ级，Ⅲ级和Ⅳ级之间基因的甲基化的状态
也呈现出明显差异

［３０］

。

在癌症基因组图谱（ ｔｈ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ｇｅｎｏｍｅ ａｔｌａｓ， ＴＣ⁃

ＧＡ） 项目的框架内，Ｎｏｕｓｈｍｅｈｒ 等

［６］

研究甲基化谱分

析确定了 ＧＢＭ 肿瘤表型，其特征在于大量基因位点
的协同高甲基化， 被称为 Ｇ⁃ＣＩＭＰ。 Ｇ⁃ＣＩＭＰ 与延长
生存期以及基因表达谱（ 突变表达模式） 有关

［３１］

。 此

外，发现 ＩＤＨ 突变导致酶活性的变化，α⁃ＫＧ 产生减
少，产生代谢物 ２⁃羟基戊二酸（２⁃ＨＧ） ，其竞争性地抑
制调节 ＤＮＡ 和组蛋白甲基化的酶的活性（ α⁃ＫＧ 依
赖性双加氧酶） ，包括组蛋白脱甲基酶
羟化酶家族

［３３－３５］

［３２］

和 ＴＥＴ５ｍＣ

。 ＴＥＴ 蛋白能通过转化 ５⁃甲基胞嘧

啶（５ｍＣ） 至 ５⁃羟甲基胞嘧啶（ ５ｈｍＣ） 改变 ＤＮＡ 甲基

化状态。 ５ｈｍＣ 的生物学功能尚未得到确凿的阐明。

迁移
（ ＨＤＡＣ１、ＨＤＡＣ２、ＨＤＡＣ３、ＨＤＡＣ９）
（ ＪＭＪＤ１Ａ、ＪＭＪＤ１Ｂ）

（ ＳＥＴ７、ＳＥＴＤ７、ＭＬＬ、ＭＬＬ３、ＭＬＬ４）

ｃ⁃Ｍｅｔ、Ｎｏｔｃｈ
Ｎｏｔｃｈ

ＥＧＦＲ
Ｂｍｉ⁃１

ｍｉＲ⁃２１

ＲＥＣＫ、ＴＩＭＰ３

ｍｉＲ⁃１０ｂ

Ｃｅｌｌ⁃ｃｙｃｌ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ｍｉＲ⁃２６ａ

［２３］

侵袭

Ｅ２Ｆ３、ＣＣＮＤ３

瘤生长。 高甲基化主要发生在 基 因 启 动 子 ＣｐＧ 岛
［２１－２２］

细胞凋亡

ｍｉＲ⁃１９５

上调 ｍｉＲＮＡｓ

上，参与肿瘤形成和进展的过程，这些基因大都与肿

ＤＮＡ 修复

调节细胞周期

组蛋白修饰

化 ［１７－２０］ 。 低甲基化主要发生在 ＤＮＡ 重复区域，并可
通过激活致癌基因和增加基因组不稳定性来促进肿

功能
肿瘤抑制

ｍｉＲ⁃３０ｅ

ｍｉＲ⁃２２１ ／ ２２２

ｐＴＥＮ、ＲＢ１
ＩｊＢａ

ｐ２７Ｋｉｐ１、ＰＴＰｌ、ＰＵＭＡ

在过去十年中，关于 ＤＮＡ 甲基化过程的研究发

现了许多肿瘤重要的生物标志物。 Ｏ６⁃甲基鸟嘌呤⁃
ＤＮＡ 甲 基 转 移 酶 （ ｍｅｔｈｙｌｇｕａｎｉｎｅ ｍｅｔｈｙ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ＭＧＭＴ） 是一种 ＤＮＡ 修复酶，其去除鸟嘌呤 Ｏ６ 位置
的烷基加合物，从而保护正常细胞免受致癌物质的侵
害，相反的是，ＭＧＭＴ 也可以来保护接受化疗的肿瘤
细胞。 ＭＧＭＴ 表达可以通过启动子甲基化进行表观
遗传沉默，这种情况出现在 ３５％ ～ ４５％的恶性胶质瘤
和 ８０％的 ＷＨＯ Ⅱ级胶质瘤中 ［４０－４１］ 。 启动子甲基化
状态已被确定为恶性胶质瘤患者进行烷基化剂化疗
中治疗效果明显且独立的预测因子。 通常与未甲基
化的 ＭＧＭＴ 启动子相比，存在 ＭＧＭＴ 启动子甲基化
形式的患者用替莫唑胺治疗效果更加显著 ［４２－４３］ 。 这
说明 ＭＧＭＴ 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已被确定为神经肿瘤

转化医学电子杂志（ Ｅ⁃Ｊ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２０１８，５（５）

３

学的重要临床标志物。 然而不是所有 ＭＧＭＴ 启动子

已经报道了组蛋白修饰调节单个基因。 例如，抑制肿

果。 在这些患者中，已经发现 ＭＧＭＴ 启动子甲基化

以及促增殖转录因子 ＨＯＸＡ９ 的增强表达与组蛋白

甲基化的患者在替莫唑胺治疗后均有显著的治疗效

瘤抑制因子 ＲＲＰ２２ 和细胞周期调节因子 ｐ２１ 的表达

和 ＭＧＭＴ 的 ｍＲＮＡ 表达不一致，不论 ＭＧＭＴ 启动子

修饰模式的改变相关 ［５３－５５］ 。 但是，组蛋白修饰实际

甲基化或是未甲基化，在 ２５％ 的胶质母细胞瘤中检
测到 ＭＧＭＴ 的 ｍＲＮＡ 表达异常；携带低转录活性的
ＭＧＭＴ 患者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这一结果与 ＭＧＭＴ

启动子甲基化结果正好相反，这种不一致的基本机制
尚不清楚。 我们假设，ＭＧＭＴ 低表达水平与未甲基化
的启动子组合的情况可能由转录物不稳定和 ／ 或转录
抑制因子如 ｍｉＲＮＡ 调节或组蛋白修饰引起 ［４４］ 。

２

功能在胶质瘤中的作用及其作为生物标志物和 ／ 或治
疗靶标的潜力仍有待充分阐明。

３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近来已发现非编码 ＲＮＡ 在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

调控中起重要作用 ［５６－５７］ 。 其中 ｍｉＲＮＡ 是约 ２２ 个核
苷酸（ ｎｔ） 长度的双链 ＲＮＡ 分子，起源于人类基因组
转录物前体。 通过结合目标 ｍＲＮＡ 的 ３’ ⁃ＵＴＲ 内的

组蛋白修饰

染色质是细胞核中 ＤＮＡ 和组蛋白的缩合形式。

特异性识别序列，抑制翻译或 ｍＲＮＡ 降解调节基因
表达 ［５８－５９］ 。 目标识别主要通过 ｍｉＲＮＡ 的 ５’ 区域的

在真核生物中，染色质由 １４７ 个碱基对的 ＤＮＡ 组成，

８ 个核苷酸短序列的碱基配对进行介导 ［６０］ 。 虽然一

Ｈ３ 和 Ｈ４ 八聚体周围的。

据表明某些关键的 ｍｉＲＮＡ 可以调节高达几百个靶基

紧紧缠绕在两个拷贝的四个核心组蛋白 Ｈ２Ａ，Ｈ２Ｂ，
所得到的核小体是染色质的基础重复单元

［４５］

。

由于每个核心组蛋白具有从核小体突出的氨基末端
“ 尾” ，组蛋白，特别是其尾巴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翻
译后修饰。 组蛋白修饰包括乙酰化、甲基化和磷酸
化，但也存在研究较少的修饰，如泛素化、ＡＤＰ 核糖
基化、脱氨基和脯氨酸异构化 ［４６］ 。 这些组蛋白修饰
中的每一种都能够影响染色质结构，从而导致 ＤＮＡ

修复以及基因转录的改变。 组蛋白修饰可以广泛地
分为主动标记和被动标记。 特别是组蛋白乙酰化和
甲基化在致癌机制中发挥显著作用

［１５，４７］

。

赖氨 酸 残 基 的 乙 酰 化 由 组 蛋 白 乙 酰 转 移 酶

（ ＨＡＴｓ） 和组蛋 白 脱 乙 酰 酶 （ ＨＤＡＣ） 的 相 反 作 用 调
节。 乙酰化中和赖氨酸残基的正电荷，从而削弱 ＤＮＡ

些 ｍｉＲＮＡ 调节特定的目标，但是来自多个研究的证
因，并且许多类型的 ｍｉＲＮＡ 协同调节其靶标 ［６１－６２］ 。
研究人员使用计算预测方法和不同测序技术相结合
等技术手段，已经确定了大量的调节分子 ［６３－６４］ 。 目
前发布的 ｍｉｒｂａｓｅ 数据库，存在超过 １４０ 种物种中含
有的超过 １７，０００ 个成熟 ｍｉＲＮＡ 序列 ［６５］ 。 最近的研
究 ［６６］ 表明大部分的转录组受到 ｍｉＲＮＡｓ 调控。 这些
结论说明 ｍｉＲＮＡ 表达的调节异常与病理学特征及其
预后相关联。

已经在许多类型的人类肿瘤中检测出 ｍｉＲＮＡ 的

异常表达，包括神经胶质瘤 ［６７－６８］ 。 然而，ｍｉＲＮＡ 不仅
仅作为肿瘤抑制因子起作用，而且还依赖靶向 ｍＲＮＡ
的功能作为一种癌基因 ［６９－７１］ 。 因此，改变的 ｍｉＲＮＡ

表达水平会对致癌过程产生重大影响。 与正常细胞

和组蛋白尾部之间的键。 因此，组蛋白乙酰化与转录

相比，ｍｉＲＮＡ 在恶性肿瘤中的差异表达的原因尚未

激活相关，而脱乙酰化通常与抑制转录有关。 组蛋白

完全阐明。 然而，ｍｉＲＮＡ 的转录调控序列中的表观

甲基化主要发生在赖氨酸和精氨酸的侧链上，其影响

遗传修饰以及基因突变，基因组缺失或基因扩增等遗

转录机制的效应蛋白的活性。 组蛋白甲基化可以激

传改变可能影响 ｍｉＲＮＡ 成熟和 ／ 或与 ｍＲＮＡ 靶标相

Ｈ３Ｋ２７ｍｅ３） 转录，这取决于各自的甲基化位点 ［４８－５０］ 。

在 ＧＢＭ 中，高通量分析已经确定了 ｍｉＲＮＡ 的差

活 （ 例 如 Ｈ３Ｋ４ｍｅ２、 Ｈ３Ｋ４ｍｅ３ ） 或 抑 制 （ Ｈ３Ｋ９ｍｅ２，
组蛋白表达水平的改变也可能在胶质瘤发生中

发挥作用。 这些改变包括参与组蛋白修饰的基因的
异常表达以及各基因的组蛋白修饰模式的变化（ 表

１） 。 组蛋 白 水 平 的 畸 变 来 源 于 调 节 基 因 突 变， 如
ＧＢＭ（ 包括 ＨＤＡＣ２ 和 ＨＤＡＣ９） ，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 ＪＭＪＤ１Ａ 和 ＪＭＪＤ１Ｂ） ， 组 蛋 白 甲 基 转 移 酶 （ ＳＥＴ７、
ＳＥＴＤ７、ＭＬＬ、ＭＬＬ３ 和 ＭＬＬ４）

［５］

。 此外，ＨＤＡＣ 的表

达水 平 的 改 变 已 被 报 道 与 肿 瘤 复 发 和 进 展 相 关
（ ＨＤＡＣ１、ＨＤＡＣ２ 和 ＨＤＡＣ３） ［５１－５２］ 。 在几项研究中

互作用 ［７２－７４］ 。

异表达 ［７５－７７］ 。 因此，ｍｉＲＮＡ 被认为是 ＧＢＭ 多重生物
学特征的重要介质，包括细胞增殖、Ｇ１ ／ Ｓ 细胞周期进
程、细胞存活、细胞迁移和细胞侵袭 ［７８］ 。 尽管尚未阐
明神经胶质瘤复杂网络中 ｍｉＲＮＡ 的确切功能，但越
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 ｍｉＲＮＡ 在神经胶质瘤发生和进

展过程中的不同功能（ 表 １） 。 例如，与正常脑相比，
在神经胶质瘤中下调的 ｍｉＲＮＡ 已经被发现通过直接
靶向致癌基因 ｃ⁃Ｍｅｔ、Ｎｏｔｃｈ ［７９－８０］ 、Ｂｍｉ⁃１［７６］ 、表皮生长
因子受体 ［８１］ 、受体酪氨酸激酶 ［８２］ 和细胞周期成分 ［８３］

转化医学电子杂志（ Ｅ⁃Ｊ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２０１８，５（５）

４

发挥 抑 癌 作 用。 相 反， 在 胶 质 瘤 中 具 有 高 表 达 的

的开始 ［１０７］ 。 目前，全基因组、转录组和甲基化测序

向基质金属蛋白酶的调节剂，ｍｉＲ⁃２６ａ 靶向 ＰＴＥＮ 和

台提供了对基因组和表观基因组更加全面的理论支

ｍｉＲＮＡ 可能被确定为致癌基因，例如 ｍｉＲ⁃２１ 通过靶
ｍｉＲ⁃１０ｂ 靶向细胞周期抑制剂

４

［８４－９０］

。

在很小的肿瘤组织样本中也可以进行研究。 ＮＧＳ 平
持，并且基于 ＮＧＳ 的数据的整合对于了解和鉴定神
经胶质瘤的发生和发展的细胞内途径的致密网络是

表观遗传网络
表观遗传调节途径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调

至关重要的 ［１０８］ 。 随着 ＮＧＳ 技术的成本下降和生物
信息数据处理的改善，对于同一生物样品的转录组和

控网络：①ｍｉＲＮＡ 本身的表达可以通过由组蛋白和 ／

遗传变异相结合的多个表观遗传修饰的基因组测序

。 ②肿瘤可以相互利用 ｍｉＲＮＡ 来靶向

微创方法（ 如分子立体定向程序） 收集肿瘤样本将是

中靶向 ＤＮＭＴ３ａ 和 ３ｂ，ｍｉＲ⁃４４９ａ 控制前列腺癌细胞

患者创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将胶质瘤中研究发现

证实作为 ＤＮＭＴ１ 的 调 节 因 子， 其 过 表 达 导 致 整 体

群的监测，肿瘤风险评估，判断肿瘤复发情况，预测肿

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ＥＺＨ２ 且在人类 ＧＢＭ 中下调，从

的潜力，相信随着检测手段和实验方法的日臻完善，

或 ＤＮＡ 甲基化的共价修饰引起的染色质结构的变化

可能成为未来的临床研究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

表观遗传。 例如，发现 ｍｉＲ⁃２９ｂ 在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特别有价值的。 从这种方法获得的信息可以为每名

中的 ＨＤＡＣ１。 在人神经胶质瘤中，ｍｉＲ⁃１８５ 最近被

的表观遗传学现象应用到胶质瘤的早期诊断，高危人

ＤＮＡ 低甲基化

。 此外，已经发现 ｍｉＲ⁃１０１ 靶向

瘤疗效和预后，开发特异新靶点药物等方面具有很大

。 ③组氨酸修饰酶可能被 ＣｐＧ

胶质瘤 预 防、 诊 断 和 治 疗 等 领 域 必 将 取 得 喜 人 的

来修饰

［９１－９２］

［９３－９５］

而促进肿瘤生长

［９６－９７］

高甲基化沉默。 例如，ＮＳＤ１ 基因编码参与染色质调

成果。

节的组 蛋 白 甲 基 转 移 酶， 其 沉 默 导 致 组 蛋 白 残 基
Ｈ４Ｋ２０ 和 Ｈ３Ｋ３６ 的甲基化减少，同时又导致致癌基
因 ＭＥＩＳ１ 的活化

［９８］

。 我们需要在全基因组范围进一

步研究，以充分阐明神经胶质瘤中的表观遗传模式，
这将为阐明胶质瘤等高度异质性肿瘤的表观遗传学
网络的复杂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９９］ 。

５

［１］ Ｓｔｕｐｐ Ｒ， Ｈｅｇｉ ＭＥ，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ｎｔ ＭＪ，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ｔｅｍｏｚｏｌｏｍｉｄ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ｌｏｎｅ ｏ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ｉｎ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ｐｈａｓｅ Ⅲ ｓｔｕｄｙ：

５⁃ｙｅ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ＯＲＴＣ⁃ＮＣＩＣ ｔｒｉａｌ［ Ｊ］ ． Ｌａｎｃｅｔ 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９，
１０（５） ：４５９－４６６．

［２］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 Ｍ， Ｌａｍｓｚｕｓ Ｋ．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ｇｌｉｏｍａｓ： ｆｒｏｍ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结论与展望
分子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改变了目前在世界

卫生组织分类框架内的诊断精确度，同时有利于揭示
相同 ＷＨＯ 级别但是不同预后和治疗反应的神经胶
质瘤亚群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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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１１９（３） ：４８１－４９０．

［２４］ Ｙａｎｇ Ｘ， Ｙａｎｇ Ｌ， Ｄａｉ Ｗ， ｅｔ 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１４ＡＲＦ ａｎｄ ｐ１５ＩＮＫ４Ｂ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Ｏｎｃｏ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Ｔｈｅｒ，２０１６，９：６９７７－６９８５．

［ ２５］ Ｓｔｏｎｅ ＡＲ， Ｂｏｂｏ Ｗ， Ｂｒａｔ ＤＪ， ｅｔ ａｌ． Ａｂｅｒｒａｎｔ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ｗ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ＭＳ１ ／ ＡＳＣ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Ｊ］ ． Ａｍ Ｊ 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０４，１６５（４） ：１１５１－１１６１．

［２６］ Ｋｏｓｌａ Ｋ， Ｐｌｕｃｉｅｎｎｉｋ Ｅ， Ｋｕｒｚｙｋ Ａ， ｅｔ 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ＷＯＸ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ｍｕｌｔｉｆｏｒｍｅ［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１，１０１（２） ：２０７－２１３．

［２７］ Ｗａｈａ Ａ， Ｇüｎｔｎｅｒ Ｓ， Ｈｕａｎｇ ＴＨ， ｅｔ ａｌ．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ＰＣＤＨ⁃γ⁃ａｌｌ ｉｎ ａｓｔｒｏｃｙｔｏｍａｓ １ ［ Ｊ ］ ．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２００５，７（３） ：１９３－１９９．

ＩＤＨ２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ａ ｈ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ｄｉｓｒｕｐｔ
Ｃｅｌｌ，２０１０，１８（６） ：５５３－５６７．

［３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Ｋ，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Ｊ，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ＭＴ， ｅｔ ａｌ． ＴＥＴ１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ｘｙ⁃
ｍｅｔｈｙｌｃｙｔｏｓｉｎｅ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 Ｊ ］ ．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１，４７３（７３４７） ：３４３－３４８．

［４０］ Ｈｅｇｉ ＭＥ， Ｄｉｓｅｒｅｎｓ ＡＣ， Ｇｏｒｌｉａ Ｔ， ｅｔ ａｌ． ＭＧＭＴ ｇｅｎｅ 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ｅｍｏｚｏｌｏｍｉｄｅ ｉ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０５，

３５２（１０） ：９９７－１００３．

［４１］ Ｔｈｏｎ Ｎ， Ｅｉｇｅｎｂｒｏｄ Ｓ， Ｋｒｅｔｈ Ｓ， ｅｔ ａｌ． ＩＤＨ１，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ｒａｄｅ Ⅱ

ａｓｔｒｏｃｙｔｏｍａ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ｐｏｓｔ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 Ｊ］ ．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２，１１８ （ ２） ：

４５２－４６０．

［４２］ Ｗｉｃｋ Ｗ，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Ｃ， Ｅｎｇｅｌ Ｃ， ｅｔ ａｌ． ＮＯＡ⁃０４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ｐｈａｓｅ
Ⅲ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ｒａｄｉｏ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ｆ ａｎａｐｌａｓｔｉｃ ｇｌｉｏｍａ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ｃａｒｂａｚｉｎｅ， ｌｏｍｕｓ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ｖｉｎｃｒｉｓｔｉｎｅ ｏｒ ｔｅｍｏｚｏｌｏｍｉｄｅ［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９，２７（３５） ：５８７４－５８８０．

［４３］ Ｓｔｕｐｐ Ｒ， Ｍａｓｏｎ ＷＰ，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ｎｔ ＭＪ， ｅｔ ａｌ．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ｐｌｕｓ
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ｔｅｍｏｚｏｌｏｍｉｄｅ ｆｏｒ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０５，３５２（１０） ：９８７－９９６．

［２８］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 Ｃ， Ｈａｃｋｍａｎｎ Ｏ， Ｄｅｌｉｃ Ｓ， 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Ｓ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ｍｅｔｈｙｌａ⁃

［４４］ Ｋｒｅｔｈ Ｓ， Ｔｈｏｎ Ｎ， Ｅｉｇｅｎｂｒｏｄ Ｓ， ｅｔ ａｌ． Ｏ⁃ｍｅｔｈｙｌｇｕａｎｉｎｅ⁃ＤＮＡ ｍｅｔｈ⁃

ｍｏｔｅｓ ｇｌｉｏｍａ ｃｅｌｌ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ＡＴ３ ａｎｄ ＦＡＫ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 Ｊ］．

ｎａｎｔ ｇｌｉｏｍａ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ＭＧＭ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ＰｌｏＳ

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ｔｏ ＥＧＦＲ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ｉ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ｏ⁃

２０１１， １２２（２） ：２４１－２５１．

［２９］ Ａｌｏｎｓｏ ＭＭ， Ｄｉｅｚ⁃Ｖａｌｌｅ Ｒ， Ｍａｎｔｅｒｏｌａ Ｌ，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ｐｉｇｅ⁃

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 ＭＧＭＴ） ｍ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 ｍａｌｉｇ⁃
Ｏｎｅ，２０１１，６（２） ：ｅ１７１５６．

［４５］ Ｍａｒｇｕｅｒｏｎ Ｄ， Ｒｅｉｎｂｅｒｇ 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转化医学电子杂志（ Ｅ⁃Ｊ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２０１８，５（５）

６
ｏｆ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Ｎａｔ Ｒｅｖ Ｇｅｎｅｔ，２０１０，１１（４）：２８５－２９６．

［６３］ Ｊｏｈｎ Ｂ， Ｓａｎｄｅｒ Ｃ， Ｍａｒｋｓ Ｄ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ｔａｒｇｅｔｓ［Ｊ］．

２００７， １２８（４） ：６９３－７０５．

［６４］ Ｇｕｎａｒａｔｎｅ ＰＨ， Ｃｏａｒｆａ Ｃ， Ｓｏｉｂａｍ Ｂ， ｅｔ ａｌ． ｍｉＲＮＡ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ｎｅ 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ＫＤＭ４Ｄ ａｓ ａ

［ ６５ ］ Ｋｏｚｏｍａｒａ Ａ，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Ｊｏｎｅｓ Ｓ． ｍｉＲＢａｓ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４６］ Ｋｏｕｚａｒｉｄｅｓ Ｔ．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Ｊ］ ． Ｃｅｌｌ，
［４７］ Ｊｂａｒａ Ｍ， Ｇｕｔｔｍａｎｎ⁃Ｒａｖｉｖ Ｎ， Ｍａｉｔｙ Ｓ Ｋ， ｅｔ 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ｏｆ Ｈ３Ｋ７９ｍｅ３［ Ｊ］ ． Ｂｉｏｏｒｇａｎｉｃ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７．

［４８］ Ｋａｒｌｉｃ＇ Ｒ， Ｃｈｕｎｇ ＨＲ， Ｌａｓｓｅｒｒｅ Ｊ， ｅｔ ａｌ． Ｈｉｓｔｏｎ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 Ｓ Ａ，

２０１０，１０７（７） ：２９２６－２９３１．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ｏｌ Ｂｉｏｌ， ２００６，３４２：１０１－１１３．

ｎｅｘｔ⁃ｇｅ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Ｊ］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ｏｌ Ｂｉｏｌ，２０１２，８２２：２７３－２８８．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Ｊ］ ． 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ｓ，２０１０，

３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ｓｓｕｅ） ：Ｄ１５２－Ｄ１５７．

［６６］ Ｓｅｌｂａｃｈ Ｍ， Ｓｃｈｗａｎｈäｕｓｓｅｒ Ｂ， Ｔｈｉｅｒｆｅｌｄｅｒ Ｎ， ｅｔ ａｌ．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８，４５５（７２０９） ：５８－６３．

［ ４９］ Ｂａｎｎｉｓｔｅｒ ＡＪ， Ｋｏｕｚａｒｉｄｅｓ 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 ｂｙ ｈｉｓｔｏｎｅ ｍｏｄ⁃

［ ６７］ Ｓｏｉｆｅｒ ＨＳ， Ｒｏｓｓｉ ＪＪ， Ｓａｅｔｒｏｍ Ｐ．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５０］ Ａｒａｋｉ Ｙ， Ｔｓｕｚｕｋｉ Ｗａｄａ Ｔ， Ａｉｚａｋｉ Ｙ， ｅｔ ａｌ． Ｈｉｓｔｏｎｅ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６８］ Ｃｒｏｃｅ ＣＭ．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ｄｙ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ｉｎａｓｅ ｇｅｎ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ｓｙｎｏｖｉａｌ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Ｊ］．

［６９］ Ｃａｒｎｉｎｃｉ Ｐ， Ｋａｓｕｋａｗａ Ｔ， Ｋａｔａｙａｍａ 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Ｃｅｌｌ Ｒｅｓ，２０１１，２１（３） ：３８１－３９５．

ｓｔａｔ⁃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６，６８（５） ：１１１１－１１２３．

［５１］ Ｃａｍｐｏｓ Ｂ， Ｂｅｒｍｅｊｏ ＪＬ， Ｈａｎ Ｌ，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Ｍｏｌ Ｔｈｅｒ，２００７，１５（１２） ：２０７０－２０７９．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Ｇｅｎｅｔ，２００９，１０（１０） ：７０４－７１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ｇｅｎｏｍｅ ［ Ｊ ］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 ３０９
（５７４０） ：１５５９－１５６３．

ｃ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Ｉ ｈｉｓｔｏｎｅ ｄｅａｃｅｔｙｌａｓｅｓ ｉｎ ａｓｔｒｏｃｙｔｉｃ ｇｌｉｏｍａｓ［Ｊ］．

［７０］ Ｌｅｅ ＹＳ， Ｄｕｔｔａ Ａ．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ｔ ｐｏｔｅｎｔ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ｓ ｏｒ ｔｕｍｏｒ

［５２ ］ Ｌｕｃｉｏ⁃Ｅｔｅｒｏｖｉｃ ＡＫ， Ｃｏｒｔｅｚ ＭＡ， Ｖａｌｅｒａ ＥＴ，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 ７１］ Ｃｈｅｎ ＣＺ．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ａｓ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ｓ［ Ｊ］ ． Ｄ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ｂｒａｉｎ ｔｉｓｓｕｅ：ｃｌａｓｓ Ⅱ ａｎｄ ＩＶ ａｒｅ ｈｙｐ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ｇｌｉｏ⁃

［７２］ Ｃａｌｉｎ ＧＡ， Ｃｒｏｃｅ ＣＭ．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ａｌ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 ５３］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Ｎ， Ｗｉｎｄｍａｎｎ Ｓ， Ｒｅｉｆ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Ｇ， ｅｔ ａｌ． ＤＮＡ ｈ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ｙｌ⁃

［７３］ Ｋｕｍａｒ ＭＳ， Ｌｕ Ｊ， Ｍｅｒｃｅｒ ＫＬ，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ｉ，２０１１，１０２（２） ：３８７－３９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１２ ｈｉｓｔｏｎｅ ｄｅａｃｅｔｙｌａｓｅ （ ＨＤＡＣ）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ａｓｔｒｏｃｙｔｏｍａｓ
ｂｌａｓｔｏｍａｓ［ Ｊ］ ． ＢＭＣ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８，８：２４３．

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ｎ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ｇｅｎｅ ＲＲＰ２２ ｏｎ ２２ｑ１２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ｌｉｏｍａｓ ［ Ｊ ］ ． Ｂｒａｉｎ
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１２，２２（１） ：１７－２５．

［ ５４ ］ Ｍｏｔｔｅｔ Ｄ， Ｐｉｒｏｔｔｅ Ｓ， Ｌａｍｏｕｒ Ｖ， ｅｔ ａｌ． ＨＤＡＣ４ ｒｅｐｒｅｓｓｅｓ ｐ２１
（ ＷＡＦ１ ／ Ｃｉｐ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ｐ１⁃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５３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 Ｊ ］ ．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 ２００９，

２８（２） ：２４３－２５６．

［５５］ Ｃｏｓｔａ ＢＭ， Ｓｍｉｔｈ ＪＳ， Ｃｈｅｎ Ｙ，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ｅｒｓｉｎｇ ＨＯＸＡ９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Ｉ３Ｋ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２０１０，７０ （ ２） ：

４５３－４６２．

［５６］ Ｃｏｓｔａ ＦＦ．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ｓ，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Ｊ］ ． Ｇｅｎｅ，
２００８，４１０（１） ：９－１７．

［ ５７］ Ｅｓｔｅｌｌｅｒ Ｍ．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Ｇｅｎｅｔ，
２０１１，１２（１２） ：８６１－８７４．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ｓ［ Ｊ］ ．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 Ｄｒｕｇｓ，２００６，７（６） ：５６０－５６４．
Ｂｉｏｌ，２００７，３０２（１） ：１－１２．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Ｊ］ ．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２００６，２５（４６） ：６２０２－６２１０．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ｉｇｅｎｅｓｉｓ［ Ｊ］ ． Ｎａｔ Ｇｅｎｅｔ，

２００７，３９（５） ：６７３－６７７．

［７４］ Ｌｕｊａｍｂｉｏ Ａ， Ｅｓｔｅｌｌｅｒ Ｍ． ＣｐＧ ｉｓｌ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

ｐｒｅｓｓｏｒ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Ｃｅｌｌ Ｃｙｃｌｅ，２００７，６（ １２） ：

１４５５－１４５９．

［７５］ Ｋｉｍ Ｈ， Ｈｕａｎｇ Ｗ， Ｊｉａｎｇ Ｘ，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ｇｅｎｏ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ｎ ｏｎｃｏｍｉｒ ／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
ｓｈｉｐ［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 Ｓ Ａ，２０１０，１０７（５） ：２１８３－２１８８．

［７６］ Ｇｏｄｌｅｗｓｋｉ Ｊ， Ｎｏｗｉｃｋｉ Ｍ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Ｓ， ｅｔ 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ｍｉ⁃
１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 ／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２８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ｇｌｉｏ⁃

ｍａ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ｅｎｅｗａｌ ［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２００８，６８ （ ２２） ：

９１２５－９１３０．

［７７］ Ｇａｕｒ Ａ， Ｊｅｗｅｌｌ ＤＡ， Ｌｉ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２００７，６７（６） ：２４５６－２４６８．

［５８］ Ｍａｌｄｏｎａｄｏ Ｌ， Ｈｏｑｕｅ ＭＯ． Ｅｐｉ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Ｊ］ ．

［ ７８］ Ｐａｎｇ ＪＣ， Ｋｗｏｋ ＷＫ， Ｃｈｅｎ Ｚ， ｅｔ ａｌ． Ｏｎｃｏｇｅｎｉｃ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ｉｎ

［５９］ Ｍｅｎｄｅｌｌ ＪＴ．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７９］ Ｌｉ Ｙ， Ｇｕｅｓｓｏｕｓ Ｆ， Ｚｈ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３４ａ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

Ｂｉｏｍａｒｋ Ｍｅｄ，２０１０，４（４） ：５４３－５７０．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 Ｊ］ ． Ｃｅｌｌ Ｃｙｃｌｅ，２００５，４（９） ：１１７９－１１８４．

［６０］ Ｌｅｗｉｓ ＢＰ， Ｂｕｒｇｅ ＣＢ， Ｂａｒｔｅｌ ＤＰ．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ｅｄ ｐａｉｒｉｎｇ， ｏｆｔｅｎ

ｆｌａｎｋｅｄ ｂｙ 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ｅｓ ａｒｅ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Ｊ］ ． Ｃｅｌｌ，２００５，１２０（１） ：１５－２０．

［ ６１］ Ｂｏｓｅ Ｍ， Ｂａｒｍａｎ Ｂ， Ｇｏｓｗａｍｉ Ａ，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ｕ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ＲＮＡ⁃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ＮＡ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ｍｉＲＮＰ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ｃｅｌｌｓ ［ Ｊ］ ．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

２０１７，３７（４） ：ｅ００４６４－ｅ００４６１６．

［６２］ Ｗａｎｇ Ｈ．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ｐｈｙｌｏｇｅ⁃

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２０１６，１７（ ５） ：

７７３－７８６．

ｂｒａｉｎ ｔｕｍｏｒｓ［ Ｊ］ ． Ａｃｔａ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０９，１１７（６） ：５９９－６１１．

ｔｏｍ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ｓ［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２００９，

６９（１９） ：７５６９－７５７６．

［ ８０ ］ Ｍｅｉ Ｊ， Ｂａｃｈｏｏ Ｒ， Ｚｈａｎｇ Ｃ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４６ａ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ｇｌｉｏｍ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ｎｏｔｃｈ１［ Ｊ］ ．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１１，３１（ １７） ：

３５８４－３５９２．

［８１］ Ｋｅｆａｓ Ｂ， Ｇｏｄｌｅｗｓｋｉ Ｊ， Ｃｏｍｅａｕ Ｌ，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７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ｋ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ａｎｄ ｉｓ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２００８， ６８ （ １０ ） ：

３５６６－３５７２．

［８２］ Ｐａｐａｇｉａｎｎａｋｏｐｏｕｌｏｓ Ｔ，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Ｍｏｒｖｉｎｓｋｉ Ｄ， Ｎｅｖｅｕ Ｐ，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ｎｅｕｒａｌ ｍｉＲ⁃１２８ ｉｓ ａ ｇｌｉｏｍａ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ｔｈａｔ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ｍｉｔｏ⁃

转化医学电子杂志（ Ｅ⁃Ｊ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２０１８，５（５）
ｇｅｎｉｃ ｋｉｎａｓｅｓ［ Ｊ］ ．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２０１１，３１（１５） ：１８８４－１８９５．

［８３］ Ｚｈａｎｇ ＱＱ， Ｘｕ Ｈ， Ｈｕａｎｇ ＭＢ，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９５ ｐｌａｙｓ ａ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Ｊ］ ． Ｎｅｕｒｏ⁃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４（３） ：２７８－２８７．

［８４］ Ｇａｂｒｉｅｌｙ Ｇ， Ｙｉ Ｍ， Ｎａｒａｙａｎ ＲＳ， ｅｔ 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ｇｌｉｏｍ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ｓ

７
［９６］ Ｖａｒａｍｂａｌｌｙ Ｓ， Ｃａｏ Ｑ， Ｍａｎｉ ＲＳ，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１０１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ｎｅ 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ＥＺＨ２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３２２（５９０８） ：１６９５－１６９９．

［９７］ Ｓｍｉｔｓ Ｍ， Ｎｉｌｓｓｏｎ Ｊ， Ｍｉｒ ＳＥ， ｅｔ ａｌ． ｍｉＲ⁃１０１ ｉｓ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ＥＺＨ２⁃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２０１０，１（８） ：７１０－７２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０ｂ ［ Ｊ ］ ．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２０１１， ７１ （ １０ ） ：

［９８］ Ｂｅｒｄａｓｃｏ Ｍ， Ｒｏｐｅｒｏ Ｓ， Ｓｅｔｉｅｎ Ｆ， ｅｔ ａｌ．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８５］ Ｇａｂｒｉｅｌｙ Ｇ， Ｗｕｒｄｉｎｇｅｒ Ｔ， Ｋｅｓａｒｉ Ｓ，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２１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ｎｅｕｒ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ａｎｄ ｇｌｉｏｍａ［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２００９，

３５６３－３５７２．

ｇｌｉｏｍａ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Ｊ］ ．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８，２８（１７） ：５３６９－５３８０．

［８６］ Ｈｕｓｅ ＪＴ， Ｂｒｅｎｎａｎ Ｃ， Ｈａｍｂａｒｄｚｕｍｙａｎ Ｄ，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ＴＥＮ⁃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ｍｉＲ⁃２６ａ ｉ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 ｇｌｉｏｍａ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
ｔａｔｅｓ ｇｌｉｏｍ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Ｊ］ ． Ｇｅｎｅｓ Ｄｅｖ，２００９，２３（１１） ：１３２７－１３３７．

［８７］ Ｊｉａｎｇ Ｌ， Ｌｉｎ Ｃ， Ｓｏ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３０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ｇｌｉｏｍａ ｃｅｌｌ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ａｎ ｏｒｔｈｏｔｏｐｉｃ ｘｅｎｏ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Ｆ⁃κＢ ／ ＩκＢα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ｌｏｏｐ ［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１２，１２２（１） ：３３－４７．

［ ８８］ Ｑｕｉｎｔａｖａｌｌｅ Ｃ， Ｇａｒｏｆａｌｏ Ｍ， Ｚａｎｃａ Ｃ， ｅｔ ａｌ． ｍｉＲ⁃２２１ ／ ２２２ ｏｖｅｒｅｘｐｅｓ⁃

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ＰＴＰμ［ Ｊ］ ．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２０１２，３１（７） ：８５８－８６８．

［８９］ Ｚｈａｎｇ ＣＺ， Ｚｈａｎｇ ＪＸ， Ｚｈａｎｇ ＡＬ， ｅｔ ａｌ． ＭｉＲ⁃２２１ ａｎｄ ｍｉＲ⁃２２２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ＵＭＡ ｔｏ ｉｎｄｕｃｅ ｃｅ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Ｊ］ ． Ｍｏｌ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１０，９：２２９．

［ ９０］ Ｌｏｒｉｍｅｒ Ｉ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２７Ｋｉｐ１ ｂｙ ｍｉＲＮＡ ２２１ ／ ２２２ ｉｎ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
ｍａ［ Ｊ］ ． Ｃｅｌｌ Ｃｙｃｌｅ，２００９，８（１７） ：２６８５．

［９１］ Ｓａｉｔｏ Ｙ， Ｌｉａｎｇ Ｇ， Ｅｇｇｅｒ Ｇ， ｅｔ 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１２７ ｗｉｔｈ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ｏｎｃｏｇｅｎｅ ＢＣＬ６ ｂｙ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
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 Ｊ ］ ．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２００６，

９（６） ：４３５－４４３．

［９２］ Ｌｕｊａｍｂｉｏ Ａ， Ｒｏｐｅｒｏ Ｓ， Ｂａｌｌｅｓｔａｒ Ｅ，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ｕｎｍａｓｋｉｎｇ ｏｆ ａｎ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ｌｅｎｃｅ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２００７，６７（４） ：１４２４－１４２９．

［９３］ Ｇａｒｚｏｎ Ｒ， Ｌｉｕ Ｓ， Ｆａｂｂｒｉ Ｍ，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２９ｂ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ＮＡ ｈｙｐｏ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ｇｅｎｅ ｒ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ｅｌｏｉｄ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ＤＮＭＴ３Ａ ａｎｄ ３Ｂ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ｔｏｓ ｏｖｅｒｇｒｏｗｔｈ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ｇｅｎｅ ｈｉｓｔｏｎｅ 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ＮＳＤ１

１０６（５１） ：２１８３０－２１８３５．

［９９］ Ｗａｎｇ Ｍ， Ｘｉｅ Ｈ， Ｓｔｅｌｌｐｆｌｕｇ Ｗ， ｅｔ ａｌ． ＢＴＥＣＨ：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ｐｉｇｅｎｏｍｉｃ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ｒａｉｎ ｔｕｍｏｒｓ［Ｊ］．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１，９（１） ：５９－６７．

［１００］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ｎｔ ＭＪ， Ｂｒａｎｄｅｓ ＡＡ， Ｔａｐｈｏｏｒｎ ＭＪ， ｅｔ ａｌ．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ｐｒｏｃａｒｂａｚｉｎｅ， ｌｏｍｕｓ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ｖｉｎｃｒｉｓｔｉｎｅ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ａｎａｐｌａｓｔｉｃ ｏｌｉｇｏｄｅｎｄｒｏｇｌｉｏｍ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ｏｆ

ＥＯＲＴＣ ｂｒａｉｎ ｔｕｍｏｒ ｇｒｏｕｐ ｓｔｕｄｙ ２６９５１ ［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３，

３１（３） ：３４４－３５０．

［１０１］ Ｏｈｇａｋｉ Ｈ， Ｋｌｅｉｈｕｅｓ Ｐ．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ｃｙｔｉｃ ａｎｄ ｏｌｉｇｏｄｅｎ⁃
ｄｒｏｇｌｉａｌ ｇｌｉｏｍａｓ［ Ｊ］ ． Ｂｒａｉｎ Ｔｕｍｏｒ 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１，２８（３） ：１７７－１８３．

［ １０２］ Ｋｉｍ Ｙ Ｈ， Ｎｏｂｕｓａｗａ Ｓ， Ｍｉｔｔｅｌｂｒｏｎｎ Ｍ， ｅｔ 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ｇｒａｄｅ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ｇｌｉｏｍａｓ［ Ｊ］ ． Ａｍ Ｊ 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０，１７７（ ６） ：

２７０８－２７１４．

［１０３］ Ｓｔｕｍｍｅｒ Ｗ， Ｐｉｃｈｌｍｅｉｅｒ Ｕ， Ｍｅｉｎｅｌ Ｔ， ｅｔ ａｌ．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ｇｕｉｄｅｄ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ｉｔｈ 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ｇｌｉｏｍａ：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 ｐｈａｓｅ Ⅲ ｔｒｉａｌ［ Ｊ］ ． Ｌａｎｃｅｔ Ｏｎｃｏｌ⁃
ｏｇｙ，２００６，７（７） ：３９２－４０１．

［１０４］ Ｔｈｏｎ Ｎ， Ｅｉｇｅｎｂｒｏｄ Ｓ， Ｇｒａｓｂｏｎ⁃Ｆｒｏｄｌ ＥＭ， ｅｔ ａｌ． Ｎｏｖｅ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ｅｒｅｏｔａｃｔｉｃ ｂｉｏｐｓ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ｉｎｔｒａｔｕｍｏｒａｌ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ｓｓ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ｓｉｔｙ ｏｆ １ｐ ／ １９ｑ ａｎｄ ＴＰ５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 Ⅱ ｇｌｉｏｍａｓ［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ｏｌ Ｅｘｐ 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０９，

６８（１１） ：１２１９－１２２８．

［１０５ ］ Ｔｈｏｎ Ｎ， Ｅｉｇｅｎｂｒｏｄ Ｓ， Ｇｒａｓｂｏｎ⁃Ｆｒｏｄｌ ＥＭ，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ＧＭＴ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ｎ⁃ｒｅｓｅｃｔａｂｌｅ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ａｆｔｅｒ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ｐｌｕｓ ｔｅｍｏｚｏｌｏｍｉｄｅ［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ｌ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２０１１，８２（４） ：４４１－４４６．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ＤＮＭＴ１［ Ｊ］ ． Ｂｌｏｏｄ，２００９，１１３（２５） ：６４１１－６４１８．

［１０６］ Ｍａｒｄｉｓ ＥＲ． Ａ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ＤＮ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ｒｒｅｓｔ ｉ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２００９，

［１０７］ Ｍｅａｂｕｒｎ Ｅ， Ｓｃｈｕｌｚ Ｒ．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ｉｎ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９４］ Ｎｏｏｎａｎ ＥＪ， Ｐｌａｃｅ ＲＦ， Ｐｏｏｋｏｔ Ｄ， ｅｔ ａｌ． ｍｉＲ⁃４４９ａ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ＨＤＡＣ⁃１
２８（１４） ：１７１４－１７２４．

［９５］ Ｚｈａｎｇ Ｚ， Ｔａｎｇ Ｈ， Ｗａｎｇ Ｚ， ｅｔ ａｌ． ＭｉＲ⁃１８５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ｔｈｅ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ａｓｅｓ １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ｌｉｏｍａ ［ Ｊ］．
Ｍｏｌ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１，１０（１） ：１－１６．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１，４７０（７３３３） ：１９８－２０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Ｊ］ ． Ｓｅｍｉｎ Ｃｅｌｌ Ｄｅｖ Ｂｉｏｌ， ２０１２， ２３ （ ２ ） ：

１９２－１９９．

［１０８］ Ｒｉｄｄｉｃｋ Ｇ， Ｆｉｎｅ Ｈ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ｎｏｍｅ⁃ｓｃａｌ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ｇｌｉｏｍａｓ［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１１，７（８） ：４３９－４５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