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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性别决定区 Ｙ 框蛋白 ２（ ＳＯＸ２） 是 ＳＯＸ 基因家族的转录因子，维持干细胞的全能性，参与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在多

种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 ＳＯＸ２ 在卵巢癌中高表达，且与卵巢癌干细胞特性的获得有着潜在
的关系。 研究显示，ＢＢ５ 区域可作为 ＳＯＸ２ 的阻遏物调节 ＳＯＸ２ 在组织中的表达。 ＳＯＸ２ 的表达与卵巢癌患者的化疗耐药性和不
良预后密切相关，其可预测化疗耐药性并辅助预后，同时可作为早期检测的肿瘤标志物，并且具有较强的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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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明显降低死亡率。 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具有更高特异

卵巢癌是女性生殖系统中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

性和敏感性的新型肿瘤标志物来辅助卵巢癌的早期

并且是致死性最高的妇科肿瘤之一。 因缺乏早期症

诊断及预后。

状，卵巢癌被诊断时通常已处于晚期转移阶段，并且

肿瘤干细胞是指肿瘤中存在的含量极少、具有无

容易发生腹腔转移及复发，从而造成了卵巢癌的高致

限增殖潜能的干细胞样肿瘤细胞，其能自我更新、分

死率 ［１］ 。 卵巢癌的一线治疗方法为细胞减少性手术

化、迁 徙， 是 肿 瘤 发 生、 复 发、 转 移 和 治 疗 失 败 的 根

值存活期的改善，但大多数患者最终还是由于化疗耐

此，寻找卵巢癌分子标志物是研究卵巢癌干细胞的关

结合铂类联合紫杉醇化疗。 尽管近年来已观察到中
药性而复发 ［２］ 。 目前的早期检测方法是患者对症状
的感 知 及 血 清 标 志 物 ＣＡ１２５ 结 合 超 声 波 成 像， 但
Ｊａｃｏｂｓ等 ［３］ 最新研究表明，目前的早期检测方法不能

源 ［４］ 。 卵巢癌也可能是肿瘤干细胞所致的疾病，因
键 ［５］ 。 Ｗｅｉｎａ 等 ［６］ 的 研 究 数 据 表 明， 性 别 决 定 区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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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癌，胃癌，肺癌和卵巢癌等多种癌症的肿瘤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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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达升高，Ｐｈａｍ 等 ［７］ 甚至认为 ＳＯＸ２ 就是促进肿

胞中分离出具有球形成能力的细胞，通过 ＲＴ⁃ＰＣＲ 和

些癌症的预后标记、转移指标、生物标志物或潜在的

胞中 ＳＯＸ２ 的表达高于这些相应细胞系培养的贴壁

瘤形成和增殖的原癌基因。 因此，ＳＯＸ２ 可能成为这
治疗靶点，对 ＳＯＸ２ 的检测可能有助于卵巢癌的早期
诊断及监测等。 本文就 ＳＯＸ２ 作为卵巢癌标志物及
其在卵巢癌干细胞特性的获得与维持中作用最新研

ＳＯＸ２ 是 ＳＯＸ 基因家族的成员，位于人类染色体

３ｑ２６．３ －ｑ２７ 上，其所在染色体 ３ｑ２６ 区域拷贝数的增
加是人类肿瘤中最常见的重复拷贝数变异，在 ２０％

以上的人类肿瘤中发生。 染色体 ３ｑ２６ 拷贝数增加的
频繁发生提示其能通过这种遗传变异驱动肿瘤的发
生

。 ＳＯＸ２ 是维持胚胎干细胞自我更新能力和分

化潜能以及将体细胞重编程为多能干细胞的重要转
录因子，同时也在肿瘤干细胞自我更新能力的维持和
肿瘤细胞生存调控方面起关键作用

２

［９］

。

ＳＯＸ２ 在组织中的表达机制
许多研究数据

表达。 Ｈｅｌｌｎｅｒ 等

［６－７，９］

［１０］

已表明，ＳＯＸ２ 在卵巢癌中高

在鉴定卵巢癌细胞的早期突变

时，发现 ＳＯＸ２ 远端阻遏物的一个 ４０ ｋｂ 区域发生频
繁突变。 通过全基因组序列检测及对突变基因最近
的转录起始位点进行通路富集分析，检测到附近发生
了６ 个突变的 ＳＯＸ２ 基因座。 对高级浆液性卵巢癌患
者 ＳＯＸ２ 基因座侧翼的 ２ Ｍｂ 区域以及 ＢＢ１⁃ＢＢ６ 进行
靶向深度测序，显示 ＢＢ５ 核苷酸侧翼的一个 ４０ ｋｂ 区
域显著富含单核苷酸多态性。 ＣＲＩＳＰＲ⁃Ｃａｓ９ 介导的
基因组缺失导致 ＳＯＸ２ 表达的显著增加。 这证实了
ＢＢ５ 区域（ ｃｈｒ３：１８２，１８９，７１４ － １８２，２２９，７１４） 在人类
细胞模型中作为 ＳＯＸ２ 表达的阻遏物，以调控 ＳＯＸ２
在组织中的表达

［１０］

。 目前，关于 ＳＯＸ２ 在卵巢癌中

表达机制的研究还相对缺乏，对 ＳＯＸ２ 表达机制的理
解将有助于 ＳＯＸ２ 在临床研究中的应用，因此，更多
围绕 ＳＯＸ２ 表达机制的研究亟待被开展。

３

ＳＯＸ２ 与卵巢癌肿瘤干细胞特性的获得与

维持

ＳＯＸ２ 在调节卵巢癌的肿瘤干细胞特性方面起

着重要的作 用

ＯＶ３ 的 ＳＯＸ２ 表达，发现细胞的球形成能力降低，随
之而来的是细胞迁移能力的降低 ［１１］ 。 这些结果都表
意味着其与卵巢癌的干细胞特性有着潜在的关联。

ＳＯＸ２ 的生物学特性

［８］

细胞。 通过 ｓｈＲＮＡ 抑制卵巢癌细胞系 Ａ２７８０ 和 ＳＫ⁃

明 ＳＯＸ２ 的表达增强了卵巢癌细胞的球形成能力，也

究进展作此综述。

１

免疫细胞化学法检测 ＳＯＸ２ 的表达，结果显示成球细

［１１－１４］

。 肿瘤干细胞在无血清培养基

中具有 锚 定 非 依 赖 性 生 长 和 球 形 成 的 能 力。 从
ＳＫＯＶ３，ＰＡ⁃１ 和 Ａ２７８０ 三种卵巢癌细胞系的培养细

进一步通过细胞连续传代试验揭示了 ＳＯＸ２ 表达阳
性的细 胞 在 连 续 传 代 培 养 中 保 持 球 形 成 能 力， 而
ＳＯＸ２ 表达阴性的细胞则失去这种能力 ［１２］ 。 也就是
说，ＳＯＸ２ 刺激干细胞状态的转化只发生在部分癌细
胞中，即 ＳＯＸ２ 高表达的细胞中。 ＳＯＸ２ 通过促进浆
液性卵巢癌细胞向增强肿瘤启动特性的肿瘤干细胞
状态转变来调节肿瘤的发生。 Ｗｅｎ 等 ［１３］ 应用 ｑＰＣＲ

方法分析在 ｓｈＳＯＸ２ 或对照组转染的成球细胞中干
细胞或肿瘤干细胞相关基因的表达，发现 ＳＯＸ２ 的敲
低导致包括 ＢＭＩ⁃１、ｂ⁃连环蛋白、ＫＬＦ４、ＯＣＴ４、ＮＡＮＯＧ

和 ＡＬＤＨ１Ａ１ 在 内 的 一 些 相 关 基 因 的 表 达 下 调。
ＳＯＸ２ 表达与卵巢癌细胞中干细胞特性相关基因的
表达呈正相关，进一步论证了 ＳＯＸ２ 对卵巢癌干细胞
特性的影响，Ｗｅｎ 等还提出 ＳＯＸ２ 对于卵巢癌干细胞
特性的维持起到重要作用。

Ｗａｎｇ 等 ［１４］ 分析了 ６ 个卵巢癌细胞系中的 ＳＯＸ２

表达情况，发现 ＳＯＸ２ 蛋白水平在不同细胞系中有很

大差异：在高转移的细胞系中 ＳＯＸ２ 表达水平较高，
而在低转移的卵巢浆液性癌细胞系中相对较低。 细
胞迁移侵袭试验和细胞黏附试验显示当 ＳＯＸ２ 蛋白
被破坏，细胞增殖也随之减弱；抑制 ＳＯＸ２ 蛋白表达
可减弱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增强其对培养基的
黏附能力。 当抑制 Ｓｒｃ 激酶时，癌细胞的转移和侵袭
也被抑制，细胞黏附作用提高，因此推测 Ｓｒｃ 激酶可
能对于 ＳＯＸ２ 调节浆液性卵巢癌细胞的黏附和迁移
至关重要。 与此研究不同的是，Ｂａｒｅｉｓｓ 等 ［１２］ 的研究
中通过分析 ＳＯＸ２ 蛋白表达和 Ｋｉ６７ 染色，认为 ＳＯＸ２

表达并未影响细胞增殖，但增强了浆液性卵巢癌细胞
对凋亡的抵抗。 Ｌｉ 等 ［１５］ 的研究结果则显示 ＳＯＸ２ 的
沉默既能降低细胞增殖也能增强以紫杉醇诱导的凋
亡。 ＳＯＸ２ 作用于卵巢癌的机制尚未完全清晰，但这
些发现提示着一些潜在通路的存在，并且和卵巢癌的
干细胞特性具有极大相关性，需要深入探究，通过更
有力的实验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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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４

ＳＯＸ２ 作为卵巢癌肿瘤标志物的临床应用

增显示中值总生存期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１８］ 。 因
此，ＳＯＸ２ 或许可作为卵巢癌患者生存结果的预测因

潜力
通过免疫荧光染

子。 ＳＯＸ２ 阳性的卵巢癌患者与阴性患者相比生存

卵巢癌肿瘤细胞和良性的输卵管上皮细胞中，高级浆

志物。 但 Ｄｕ 等 ［１８］ 的实验结果显示，ＳＯＸ２ 对生存结

４．１

ＳＯＸ２ 与卵巢癌的早期检测

色对 ＳＯＸ２ 进行评估，发现在正常输卵管上皮细胞、
液性卵巢癌细胞中 ＳＯＸ２ 有较强的阳性染色 ［１６］ 。 然

期较短 ［２０］ ，这表明 ＳＯＸ２ 可能成为卵巢癌预后的标
果的预测与癌症阶段有关，因此不能作为总生存的预

而，在少数恶性的卵巢癌组织中 ＳＯＸ２ 表达显著降

测因子。 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卵巢癌组织样

癌患者的输卵管上皮中仅有 ８ 例也显示出 ｐ５３ 特征，

移性病变中 ＳＯＸ２ 高表达的病例占多数，且卵巢癌转

低 ［１０］ 。 此外，进行 ｐ５３ 染色的 ２８ 例高级浆液性卵巢

本中的 ＳＯＸ２ 表达发现在原发性卵巢癌和相应的转

提示 ＳＯＸ２ 过表达可能在 ｐ５３ 失调之前发生 ［１０］ ，因

移性癌中 ＳＯＸ２ 高表达的病例更多；ＳＯＸ２ 表达与组

此 ＳＯＸ２ 将更有助于卵巢癌的早期检测。 通过在整

织学分级显著相关，在低分化的肿瘤中相对高表达；

个数据集上拟合二项式一般线性模型，发现 ＳＯＸ２ 的

ＳＯＸ２ 蛋白随浆液性卵巢癌的进展增加；ＳＯＸ２ 高表

者还是良性患者 ［１０］ ，提示着 ＳＯＸ２ 作为卵巢癌标志

织化学的方法发现 ＳＯＸ２ 的高表达与诊断年龄、ＦＩＧＯ

表达能精确地预测输卵管来自高级浆液性卵巢癌患
物具有独特的潜力 ［１７］ ，可辅助现有卵巢癌标志物提
高早期检测的精准度。
４．２

ＳＯＸ２ 与卵巢癌化疗耐药性

Ｓｅｏ 等 ［１１］ 研究发

达缩短了总生存区间 ［１４］ 。 Ｗｅｎ 等 ［１３］ 则通过免疫组
分期、 化 疗 耐 药 性、 复 发 以 及 生 存 期 都 显 著 相 关，
ＳＯＸ２ 高表达患者的生存期明显缩短。 划痕实验表
明，ＳＯＸ２ 过 表 达 细 胞 的 迁 移 能 力 明 显 提 高， 说 明

现，成球细胞比贴壁细胞具有更强的抗药性。 用 ＲＴ⁃

ＳＯＸ２ 过表达与卵巢上皮性癌转移相关。 通过质粒

示成球细胞较贴壁细胞具有更高的 ＡＢＣ 转运器表

检测 ＳＯＸ２ 及 ＹＡＰ１ 的表达，结果证实 ＳＯＸ２ 过表达

ＰＣＲ 和蛋白质印迹法评估药物转运蛋白的表达，显
达。 抑制 ＳＯＸ２ 表达会降低 ＡＢＣ 转运器的表达，同
时降低对阿霉素和紫杉醇的抗药性。 ＳＯＸ２ 通过激
活卵巢癌细胞中 ＡＢＣ 转运器的表达提高化疗耐药
性。 蛋白质印迹法 分 析 结 果 及 Ｎｏｔｃｈ１ 信 号 通 路 的
ＤＮＡ 结合配偶体 ＨＩＦ⁃１α 和 ＣＳＬ 的敲除建模试验显
示，ＳＯＸ２ 可作为缺氧诱导的 Ｎｏｔｃｈ１ 信号通路下游的
关键效应物以维持卵巢癌干细胞的化疗耐药性。 通
过 ＲＴ⁃ＰＣＲ 分析不同的卵巢癌细胞系，发现 ＳＯＸ２ 表
达在紫杉醇抗性细胞系（ ＳＫＯＶ３ ／ ＴＡＸ 细胞系） 中较

ＳＫＯＶ３ 细胞系显著升高，且 ＳＯＸ２ 在紫杉醇敏感性细
胞系中弱检测

［１５，１８］

。 随着紫杉醇处理时间的增加，

ＳＫＯＶ３ 细胞系中 ＳＯＸ２ 表达下降，而 ＳＫＯＶ３ ／ ＴＡＸ 细

转染建立 ＳＯＸ２ 基因稳定转染的卵巢上皮癌细胞株，
细胞中 ＹＡＰ１ 表达也明显增加，说明在卵巢上皮性癌
中 ＳＯＸ２ 可正向调控 ＹＡＰ１ 的表达，但具体调控机制
有待进一步研究 ［２１］ 。 ＦＮ１ 可激活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 等基
质金属 蛋 白 酶 的 活 性， 促 进 肿 瘤 的 侵 袭 转 移。 Ｌｏｕ

等 ［２２］ 通过双荧光素酶报告法检测发现 ＳＯＸ２ 能诱导
ＦＮ１ 启动子活性，直接以 ＦＮ１ 为靶点诱导 ＭＭＰ２ 及
ＭＭＰ９ 蛋白水解能力的增加，并且 ＦＮ１ 基因敲除可

以逆 转 ＳＯＸ２ 促 进 侵 袭 转 移 的 能 力。 ＳＯＸ２⁃ＦＮ１⁃
ＭＭＰ 通路在促进卵巢癌细胞侵袭转移过程中可能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ＳＯＸ２ 的表达可辅助卵
巢癌转移复发的预测及预后。

胞系中 ＳＯＸ２ 表达保持相对恒定的高水平 ［１５］ ，这表

５

白质印迹法分析发现 ＳＯＸ２ 可通过调节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信

多的卵巢癌标志物被发现并应用于临床实践。 卵巢

色法及 ｑＰＣＲ 发现 ＳＯＸ２ 能促进卵巢癌的顺铂耐药

量研究表明，ＳＯＸ２ 在卵巢癌的发生发展中起到潜在

卵巢癌抗药性显著相关。 因此，检测 ＳＯＸ２ 表达或许

巢癌细胞向增强肿瘤启动特性的肿瘤干细胞状态转

性的决策。

的维持有着重要的影响。 ＳＯＸ２ 对卵巢癌发生发展

明 ＳＯＸ２ 过表达与紫杉醇抗性有重要联系。 通过蛋
号通路增强卵巢癌耐药性。 Ｗｅｎ 等

结语
近年来，随着对卵巢癌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

通过 ＭＴＴ 比

癌干细胞起源的学说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大

则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发现 ＳＯＸ２ 与

的重要作用。 在卵巢癌中，ＳＯＸ２ 通过促进浆液性卵

可辅助预测化疗耐药性，从而对进一步治疗作出预见

变来调节肿瘤的发生，同时对卵巢癌肿瘤干细胞特性

性。 Ｗｅｉ 等

４．３

［１９］

ＳＯＸ２ 与卵巢癌的预后

［１３］

利用癌症基因组学门

户，对 ＳＯＸ２ 进行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分析，发现 ＳＯＸ２ 的扩

及耐药性的潜在作用提示着 ＳＯＸ２ 应用于临床卵巢

癌早期检测、耐药性预测及预后中的可能性。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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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Ｘ２ 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清晰，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与讨论。

【 参考文献】
［ １］ Ｓｉｅｇｅｌ Ｒ， Ｍａ Ｊ， Ｚｏｕ Ｚ， ｅｔ 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４［Ｊ］． ＣＡ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Ｃｌｉｎ，２０１４，６４（１） ：９－２９．

［ ２］ Ｖａｕｇｈａｎ Ｓ， Ｃｏｗａｒｄ ＪＩ， Ｂａｓｔ ＲＣ Ｊｒ， ｅｔ ａｌ．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 Ｎａｔ Ｒｅｖ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１，

１１（１０） ：７１９－７２５．

［３］ Ｊａｃｏｂｓ ＩＪ， Ｍｅｎｏｎ Ｕ， Ｒｙａｎ Ａ， ｅｔ ａｌ．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 ＵＫＣＴＯＣＳ ） ：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 Ｊ ］ ．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１６，

３８７（１００２２） ：９４５－９５６．

［４］ Ｆｏｓｔｅｒ Ｒ， Ｂｕｃｋａｎｏｖｉｃｈ ＲＪ， Ｒｕｅｄａ ＢＲ．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ｓｔｅｍｎｅｓｓ ［ Ｊ ］ ．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ｅｔｔ， ２０１３，

３３８（１） ：１４７－１５７．

［５］ Ｂｕｒｇｏｓ⁃Ｏｊｅｄａ Ｄ， Ｒｕｅｄａ ＢＲ， Ｂｕｃｋａｎｏｖｉｃｈ ＲＪ．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ｅｔｔ，２０１２，３２２（１） ：１－７．

［ ６］ Ｗｅｉｎａ Ｋ， Ｕｔｉｋａｌ Ｊ． ＳＯＸ２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 Ｊ］ ． Ｃｌ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２０１４，３：１９．

［７］ Ｐｈａｍ ＤＬ， Ｓｃｈｅｂｌｅ Ｖ， Ｂａｒｅｉｓｓ Ｐ， ｅｔ ａｌ． ＳＯＸ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ｇ⁃

ｎｏｓｔ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 Ｊ］ ． Ｉｎｔ Ｊ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１３，３２（４） ：３５８－３６７．

［８］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Ｐ， Ｊｕｓｔｉｌｉｅｎ Ｖ， Ｍｕｒｒａｙ ＮＲ．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３ｑ２６ ＯｎｃＣａｓ⁃

ｓｅｔｔｅ： Ａ ｍｕｌｔｉｇｅｎｉｃ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Ａｄｖ Ｂｉｏｌ Ｒｅｇｕｌ，

２０１６，６０：４７－６３．

［９］ Ｃｈｅｎ Ｓ， Ｌｉ Ｘ， Ｌｕ Ｄ， ｅｔ ａｌ． ＳＯＸ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Ｐ４Ｋ４⁃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Ｊ］ ．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２０１４，３５（３） ：６１３－６２３．

１５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２０１６，７（３４） ：５５６２４－５５６３８．

［ １２］ Ｂａｒｅｉｓｓ ＰＭ， Ｐａｃｚｕｌｌａ Ａ， Ｗａｎｇ Ｈ， ｅｔ ａｌ． ＳＯＸ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２０１３，７３（１７） ：５５４４－５５５５．

［１３］ Ｗｅｎ Ｙ， Ｈｏｕ Ｙ， Ｈｕａｎｇ Ｚ， ｅｔ ａｌ． ＳＯＸ２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ｉ，２０１７，１０８（４）：７１９－７３１．

［１４］ Ｗａｎｇ Ｘ， Ｊｉ Ｘ， Ｃｈｅｎ Ｊ， ｅｔ ａｌ． ＳＯＸ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ｖｉａ Ｓｒｃ ｋｉｎａｓｅ［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４，

９（６） ：ｅ９９５９４．

［１５］ Ｌｉ Ｙ， Ｃｈｅｎ Ｋ， Ｌｉ Ｌ，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Ｘ２ 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ｐａｃｌｉｔａｘｅ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ｖｉａ ｔｈｅ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Ｊ］．
Ｔｕｍｏｕｒ Ｂｉｏｌ，２０１５，３６（１２）：９８２３－９８２８．

［１６］ Ｂｅｌｏｔｔｅ Ｊ，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ＮＭ， Ａｌｅｘｉｓ Ｍ， ｅｔ ａｌ． Ｓｏｘ２ ｇｅｎｅ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ｓｅｒｏｕｓ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Ｒｅｐｒｏｄ Ｓｃｉ，２０１５，２２（１） ：３８－４６．

［１７］ Ｖｉｒａｎｔ⁃Ｋｌｕｎ Ｉ， Ｋｅｎｄａ⁃Ｓｕｓｔｅｒ Ｎ， Ｓｍｒｋｏｌｊ Ｓ． Ｓｍａｌｌ ｐｕｔａｔｉｖｅ ＮＡＮＯＧ，
ＳＯＸ２， ａｎｄ ＳＳＥＡ⁃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ｒｅｓｅｍｂｌｉｎｇ ｖｅｒｙ ｓｍａｌｌ ｅｍｂｒｙ⁃
ｏｎｉｃ⁃ｌｉｋｅ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ｖａｒ⁃
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Ｊ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２０１６，９：１２．

［１８］ Ｄｕ ＪＴ， Ｌｉ Ｂ， Ｆａｎｇ ＹＬ，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 Ⅲ ｂｅｔａ⁃ｔｕｂｕ⁃

ｌｉｎ， Ｓｏｘ２，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ｉ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ａｘａｎ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ｇｅ Ⅲ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ＢＭＣ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１５，１５：５３６．

［ １９］ Ｗｅｉ Ｌ， Ｙｉｎ Ｆ， Ｚｈａｎｇ Ｗ， 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ＯＢ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ｔ ｉｎｔｅｇｒｉ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ｃａ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２０１７，９６（１２） ：ｅ６３４５．

［ ２０］ Ｚｈａｎｇ Ｊ， Ｃｈａｎｇ ＤＹ， Ｍｅｒｃａｄｏ⁃Ｕｒｉｂｅ Ｉ， ｅｔ ａｌ． Ｓｅｘ⁃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Ｙ⁃ｂｏｘ 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ｐｏｏｒ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 Ｊ］ ． Ｈｕｍ 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２，４３（９） ：１４０５－１４１２．

［１０］ Ｈｅｌｌｎｅｒ Ｋ， Ｍｉｒａｎｄａ Ｆ， Ｆｏｔｓｏ Ｃｈｅｄｏｍ Ｄ，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ＳＯＸ２

［２１］ 倪晓鸽，杨佩芳． 卵巢上皮性癌 ＹＡＰ１ 和 ＳＯＸ２ 的表达及其临床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Ｊ ］ ． Ｅ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２］ Ｌｏｕ Ｘ， Ｈａｎ Ｘ， Ｊｉｎ Ｃ， ｅｔ ａｌ． ＳＯＸ２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 １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 ｔｕｂｅｓ ｏｆ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１３７－１４９．

［１１］ Ｓｅｏ ＥＪ， Ｋｉｍ ＤＫ， Ｊａｎｇ ＩＨ， ｅｔ ａｌ． Ｈｙｐｏｘｉａ⁃ＮＯＴＣＨ１⁃ＳＯＸ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意义［ Ｊ］ ． 江苏大学学报（ 医学版） ，２０１６，２６（５） ：４０５－４０９．

ｃｅｌ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ｉｎ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ｎｅ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ｌｅａ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Ｊ］ ． 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３，１７（１０） ：５１０－５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