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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结直肠癌（ ＣＲＣ） 是全球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多数 ＣＲＣ 患者在行根治性手术前已出现微转移。 据美国官方数据统

计，被诊断为局限期 ＣＲＣ 的患者，５ 年生存率为 ９０％；但对于被诊断为区域性和远处转移性 ＣＲＣ 的患者，存活率分别下降到 ７１％

和 １４％。 因此，转移可能是导致 ＣＲＣ 患者死亡的首要原因。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ｌｎｃＲＮＡ） 是长度超过 ２００ 个核苷酸的非编码 ＲＮＡ
转录本，其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 许多研究证据表明 ｌｎｃＲＮＡ 通过激活或抑制癌症转移途径参与转
移。 尽管 ｌｎｃＲＮＡ 已被鉴定为促癌基因、肿瘤抑制基因和预后预测因子，但它们在 ＣＲＣ 转移发展中的作用知之甚少。 本文总结
了 ｌｎｃＲＮＡ 参与 ＣＲＣ 转移途径的相关研究，并阐述了 ｌｎｃＲＮＡ 在未来有作为癌症诊断、预后标志物和治疗靶标的潜力，为进一步
研究 ＣＲＣ 侵袭转移的相关机制提供新依据与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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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结直肠癌（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ＲＣ） 是消化道中常
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居全球恶性肿瘤第三位，
目前仍 是 全 世 界 范 围 内 对 健 康 关 注 的 热 点。 虽 然
ＣＲＣ 的诊断和治疗在不断进展，但每年记录有超过
１２０ 万新的 ＣＲＣ 病例和 ６０ 多万死亡病例 ［１］ 。 ＣＲＣ
的发生除了与遗传、年龄、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外，还与
不良饮食习惯、肥胖及吸烟等因素有关，具体发病机
制尚不清楚。 ＣＲＣ 的预后主要取决于早期诊断和及

时手术治疗，癌肿只局限于肠壁者预后较好，癌瘤浸
润广泛、有远处转移者预后不良 ［２］ 。 转移的形成是
肿瘤细胞从原发性肿瘤微环境传播到各种远端器官
和向其他部位殖民化的过程。 虽然由于肿瘤早期筛
查的普及与治疗的不断改善，近十年来 ＣＲＣ 患者的
死亡率呈下降趋势，但侵袭、转移仍是引起 ＣＲＣ 患者
临床疗效低和生存期短、预后差的关键因素 ［３］ 。 因
此，我们有必要揭示 ＣＲＣ 转移过程的基础认知。 此
外与肿瘤转移途径相关的上皮间质转化 （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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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ＭＴ） 、血管生成、细胞逃逸、
癌细胞侵袭等对于转移性生长是必不可少的 ［４］ ，所
有这些步骤对于我们了解转移期间的生物学过程至
关重要。
在人类中估计至少有 ９０％ 的基因组被转录，但
只有 ２％被翻译成蛋白质，非编码基因远多于编码基
因。 非编码 ＲＮＡ（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ｎｃＲＮＡ） 主要包
括小非编码基因（ 如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分子等） 及长链非编
码基因（ ｌｎｃＲＮＡ） 。 近期的研究 ［５］ 显示 ｎｃＲＮＡ 在不
同疾病中异常表达，参与多种生物学功能。 且大部分
ｎｃＲＮＡ 都具有基本的管家功能，如参与 ｍＲＮＡ 翻译
的核糖体 ＲＮＡ（ ｒＲＮＡ） 和转运 ＲＮＡ，参与剪接的小核
ＲＮＡ 和参与 ｒＲＮＡ 修饰的小核仁 ＲＮＡ。 在这些非编
码基因中，ｌｎｃＲＮＡ 正在成为一类癌症发生发展不可
或缺的 参 与 者 ［６］ 。 此 外， 在 ＣＲＣ 中 也 发 现 了 一 些
ｌｎｃＲＮＡ的异常表达，并对 ＣＲＣ 的侵袭与转移起重要
的调控作用 ［２］ 。 由于 ｌｎｃＲＮＡ 的肿瘤或组织特异性
表达模式，其在 ＣＲＣ 中的异常表达与转移途径之间
的关联亟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就目前来看研究数据
仍 有 限， 基 于 ｌｎｃＲＮＡ 的 研 究 进 展， 有 必 要 总 结
ｌｎｃＲＮＡ在肿瘤转移中的相关性研究，特别是在 ＣＲＣ 中。

下几点：可通过与编码蛋白基因的 ｍＲＮＡ 互补结合
形成双链结构，进而干扰 ｍＲＮＡ 的剪切，形成不同的
剪切形式；或在核糖核酸内切酶的作用下产生内源性
ｓｉＲＮＡ；可直接与蛋白质结合调节其结构活性或者改
变蛋白定位；通过在编码蛋白基因的上游启动子区转
录，进而干扰下游基因的表达；通过抑制 ＲＮＡ 聚合酶
Ⅱ或染色质重塑影响下游基因的表达；可与蛋白质形
成核酸蛋白质复合体，形成经典的 ｌｎｃＲＮＡ⁃蛋白作用
模式；还可以作为竞争内源性 ＲＮＡ（ ｃｅＲＮＡ） 调控基
因表达等 ［９］ 。 此外，ｌｎｃＲＮＡ 在不同的癌症，如肝细胞
癌、胃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中的异常表达与癌症转移高
度相关 ［１０］ 。 例如，转移相关的肺腺癌转录本 １（ ＭＡＬ⁃
ＡＴ１） 被发现在乳腺癌和其他癌症类型中表达失调，
并与早期转移预测和生存预后相关。 ＭＡＬＡＴ１ 主要
是通过调节前体 ｍＲＮＡ 的加工影响基因表达。 部分
ｌｎｃＲＮＡ 在癌症中可通过调节 ｐ５３、ＮＦ⁃κＢ 等重要的
转录因子来进行转录调控。 目前关于 ｌｎｃＲＮＡ 研究
最多 的 另 一 个 例 子 是 ＨＯＸ 转 录 本 反 义 ＲＮＡ （ ＨＯ⁃
ＴＡＩＲ） ，ＨＯＴＡＩＲ 能够通过与 ＰＲＣ２ 直接作用将 ＰＲＣ２
重新定向到特定的基因组位点，调控一组特定的基
因，从而调控癌症的侵袭和转移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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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的概述

１．１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的概念 文献 报道，除了蛋
白编码基因能够调节肿瘤侵袭转移外，也存在一些非
编码基因参与肿瘤的侵袭转移过程。 非编码 ＲＮＡ 主
要包括小非编码 ＲＮＡ 及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ＬｎｃＲＮＡ
是指长度大于 ２００ ｎｔ，缺少开放阅读框并且不具备蛋
白编码功 能 的 转 录 本， 其 紊 乱 与 多 种 疾 病 相 关 ［８］ 。
ＬｎｃＲＮＡ 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异常表达与肿瘤的发生
发展直接相关，并且 ｌｎｃＲＮＡ 已经成为影响转录以及
其他表观遗传调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２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的来源与分类 ＬｎｃＲＮＡ 主
要来源有五个方面：由编码基因结构的中断产生；染
色质重组产生；复制子串联产生；非编码基因反转录
产生； 编 码 基 因 中 插 入 转 座 子 转 录 产 生。 根 据
ｌｎｃＲＮＡ相对于相邻蛋白编码基因的位置，可分为正
义型、反 义 型、 双 向 型、 基 因 内 型、 基 因 间 型。 这 使
ｌｎｃＲＮＡ 的表达具有时空特异性和组织特异性。
１．３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的作用机制 ＬｎｃＲＮＡ 与一
系列生物过程有关，包括染色质修饰、转录干扰、选择
性剪接、编辑、翻译起始和 ｍｉＲＮＡ 衰变。 ＬｎｃＲＮＡ 的
核心功能是能够作为 ＤＮＡ、ＲＮＡ 和蛋白质靶标的支
架或 作 为 募 集、 隔 离 效 应 蛋 白 的 诱 饵。 最 近 的 研
究 ［６］ 揭示了 ｌｎｃＲＮＡ 通过与蛋白质、ＲＮＡ 和脂质相互
作用 在 癌 症 发 生 发 展 中 起 关 键 介 质 作 用。 其 中
ｌｎｃＲＮＡ在生物学功能中的作用机制主要可归纳为以
［７］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调控结直肠癌的转移

癌症的发生是一个复杂多步骤的过程，转移癌是
指肿瘤细胞从原发部位侵入淋巴管，血管或其他途经
被带到它处继续生长，形成与原发部位肿瘤相同类型
的肿瘤，这个过程称为转移。 转移是恶性肿瘤的特
征，肿瘤细胞同质型粘附降低，从原发灶脱离；与细胞
外基质（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ＥＣＭ） 发生异质型粘附
增加；ＥＣＭ 降解，形成肿瘤细胞移动通道，并以此为
诱导血管生成的基础；肿瘤细胞运动性增强在粘附降
解的过程中移动，穿透 ＥＣＭ，并穿透血管壁的基底膜
进入循环；在循环中逃避免疫系统识别与破坏；到达
继发部位后，在有新生血管形成的前提下增殖，形成
转移灶。 所有这些肿瘤细胞转移的步骤对于我们了
解转移期间的生物学过程至关重要。 许多与转移相
关的途径包括 ＥＭＴ、血管生成、细胞逃逸、侵袭等是
转移形成的关键 ［１２］ 。 因此，我们在下面详细论述了
不同 ｌｎｃＲＮＡｓ 和这些转移途径在 ＣＲＣ 中的关联，并
支持 ｌｎｃＲＮＡ 作为 ＣＲＣ 防治的潜在目标。
２．１ ＥＭＴ 途径 ＥＭＴ 是将粘附上皮细胞转化成可
侵入细胞外基质的个体迁移细胞的事件，在机体的初
步形成、多个组织和器官的分化中起关键调控作用，
它可以通过各种机制引起器官纤维化并促进癌症进
展。 ＥＭＴ 被认为是肿瘤转移的关键因素 ［１３］ 。 有研
究 ［１４］ 已经证明 ＥＭＴ 是原发肿瘤细胞获得迁移能力
和转移的潜在驱动力之一。 ＥＭＴ 也与肿瘤细胞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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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干细胞样表型相关，据报道 ［３，１２］ 大量的 ｌｎｃＲＮＡ
通过调节 ＥＭＴ 进展影响 ＣＲＣ 的肝转移。
随着转录组学分析技术的进步，研究 ［１５］ 报道了
ＣＲＣ 中差异表达的 ｌｎｃＲＮＡ 通过调控 ＥＭＴ 途径参与
转移。 锌指 Ｅ⁃盒结合蛋白 １（ ＺＥＢ１） 的过表达可促进
波形蛋白与 Ｎ⁃钙粘蛋白转录，同时抑制 Ｅ⁃钙粘蛋白
转录，从而激活 ＥＭＴ 途径。 在 ＣＲＣ 干细胞中高度表
达的 ＨＯＴＡＩＲ 调节 ＥＭＴ 相关分子 Ｅ⁃钙粘蛋白、波形
蛋白和 Ｎ⁃钙粘蛋白的表达失调 ［１６］ 。 Ｈ１９ 被证明是
ＣＲＣ 细胞中 ＥＭＴ 的一种新型调节因子。 研究 ［１７］ 发
现 Ｈ１９ 作 为 ｍｉＲ⁃１３８ 和 ｍｉＲ⁃２００ａ 的 ｃｅＲＮＡ 参 与
ＥＭＴ 的多个基因表达的调控，干扰 Ｈ１９ 的表达后能
明显抑制 ＣＲＣ 细胞中间充质核心标记基因波形蛋
白、ＺＥＢ１ 和 ＺＥＢ２ 的表达。 Ｇｕｏ 等 ［１８］ 发现 ＢＲＡＦ 激
活的 ｌｎｃＲＮＡ ＢＡＮＣＲ 在 ＣＲＣ 淋巴结转移组织中表达
上调，进一步细胞实验证明 ＢＡＮＣＲ 通过 ＭＥＫ ／ 细胞
外信号调节激酶依赖机制诱导 ＥＭＴ 进展。 此外，牛
磺酸上调基因 １ （ ＴＵＧ１） 在 ＣＲＣ 中过表达并通过激
活 ＥＭＴ 相关基因的表达来促进细胞迁移 ［１９］ 。 由转
化生长因子⁃β（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ＧＦ⁃β） 激
活的 ｌｎｃＲＮＡ⁃ＡＴＢ 促进肝细胞癌的侵袭转移级联，并
在 ＣＲＣ 转移癌组织中高表达。 进一步机制研究 ［２０］
证明，ｌｎｃＲＮＡ⁃ＡＴＢ 通过阻断 ｍｉＲ⁃２００ａ 下调上皮标志
物（ Ｅ⁃钙粘蛋白，ＺＯ⁃１） 的表达，同时增加间充质标记
物（ ＺＥＢ１ 和 Ｎ⁃钙粘蛋白） 的表达来促进 ＥＭＴ 表型。
此外，ＣＨＥＦ 可通过 Ｔｗｉｓｔ１ ／ ＥＭＴ 信号通路诱导 ｍｉＲ⁃
４８９ 的缺失促进 ＣＲＣ 的转移 ［２１］ 。 此外，ＣＨＲＦ 的过
表达与 ＣＲＣ 组织中 ｍｉＲ⁃４８９ 的表 达 呈 负 相 关。 研
究 ［２１］ 证据已证明 ＣＨＲＦ 诱导的 ｍｉＲ⁃４８９ 损失可能通
过 ＴＷＩＳＴ１ ／ ＥＭＴ 信号通路促进 ＣＲＣ 细胞的转移和
ＥＭＴ 过程。 ＺＦＡＳ１ 在 ＣＲＣ 中的表达与肿瘤的 ＴＮＭ
分期、血管侵犯和淋巴结转移显著正相关，研究 ［２２］ 证
明 ＺＦＡＳ１ 是通过调节 ＺＥＢ１ 表达来诱导 ＥＭＴ 的癌基
因。 ＣＴＤ９０３ 在 ＣＲＣ 组织中的表达与淋巴转移和远
处转移相关，进一步的机制研究 ［２３］ 证明 ＣＴＤ９０３ 通
过抑制 Ｗｎｔ ／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信号通路引起 Ｔｗｉｓｔ 和 Ｓｎａｉｌ 的
表达下调。 研究 ［２４］ 发现 ＰＡＮＤＡＲ 在 ＣＲＣ 中的表达
与 ＺＥＢ１ 的表达呈正相关，在 ＰＡＮＤＡＲ 高表达的细
胞中干扰 ＺＥＢ１ 的表达能够显著降低细胞迁移和侵
袭能力，ＰＡＮＤＡＲ 还可以通过抑制 Ｎ⁃钙粘蛋白、波形
蛋白、β⁃连环蛋白、Ｓｎａｉｌ 和 Ｔｗｉｓｔ 表达，同时增加 Ｅ⁃钙
粘蛋白的表达水平来影响 ＥＭＴ，促进 ＣＲＣ 转移 ［２４］ 。
新发现 的 ｌｎｃ⁃ＧＮＡＴ１⁃１ 在 ＣＲＣ 组 织 和 血 浆 中 低 表
达，体外实验 ［２５］ 证明，上调 ｌｎｃ⁃ＧＮＡＴ１⁃１ 的表达后通
过调控 ＲＫＩＰ⁃ＮＦ⁃κＢ⁃Ｓｎａｉｌ 信号通路抑制 ＣＲＣ 细胞肝
转移。 ＬＩＮＣ０１１３３ 和 ＳＬＣ２５Ａ２５⁃ＡＳ１ 在 ＣＲＣ 中被确定
为肿瘤抑制因子。 ＬＩＮＣ０１１３３ 通过与 ＳＲＳＦ６ 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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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抑制 ＣＲＣ 的 ＥＭＴ ［２６］ 。 ＳＬＣ２５Ａ２５⁃ＡＳ１ 下调后促进
ＣＲＣ 的 ＥＭＴ 过程依赖于 ＥＲＫ 和 ｐ３８ 信号通路 ［２７〛。
因此，越来越多的 ｌｎｃＲＮＡ 被证实通过作用于 ＥＭＴ 途
径促进或抑制 ＣＲＣ 的转移。 关于这些 ｌｎｃＲＮＡ 作为
ＣＲＣ 的致癌或抑癌基因，有望成为未来 ＣＲＣ 的新型
诊断、预后指标和基因治疗的潜在目标。
２．２ 血管生成途径 血管生成是指源于已存在的毛
细血管和毛细血管后微静脉的新毛细血管的生长。
血管生成一般包括血管内皮基质降解、内皮细胞移
行、内皮细胞增殖、内皮细胞管道形成血管环和形成
新的基底膜等步骤。 由于肿瘤组织的新生血管结构
及功能异常，且血管基质不完善，因此肿瘤细胞不需
经过复杂的侵袭过程而直接穿透到血管内进入血流，
并在远隔部位形成转移。 研究 ［２８］ 证明，肿瘤进展是
肿瘤细 胞 从 血 管 前 期 到 血 管 期 的 发 展。 例 如 类 似
ＣＲＣ 的实体瘤需要有血管发生才能长到超过 ２ ｍｍ
的大小。 肿瘤血管生成需由肿瘤微环境内的促血管
生成因子 （ ＶＥＧＦ ／ ＶＥＧＦＲ、 ＰＤＧＦ ／ ＰＤＧＦＲ） 和抗血管
生成因子（ ＴＳＰ⁃１ ／ ＴＳＰ⁃２） 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驱动。
与血管周期性肿瘤相比，血管化肿瘤诱导血管发生，
体积更大，具有转移倾向 ［２６］ 。 因此，涉及血管生成的
细胞信号通路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血管生成是肿瘤
转移和生长的标志 ［２９］ ，这也与 ＣＲＣ 的晚期肿瘤生长
和远处转移有密切相关。
累积证据［２８］ 证明在基因组中已经鉴定了 ｎｃＲＮＡ
在血管生成中具有调节作用，例如 ｌｎｃＲＮＡ 在肿瘤的血
管生成中起关键作用。 据报道［３０］ ，ＭＡＬＡＴ１ 被证明在
体外和体内促进血管生成，沉默 ＭＡＬＡＴ１ 的表达后可
诱导结直肠内皮细胞的早期反应，增加基础发芽和细
胞迁移，并抑制内皮细胞增殖。 此外，在小鼠模型中
ＭＡＬＡＴ１ 可调节血管密度、血管扩张和血流恢复，进而
激活血管发生［３１］ 。 因此，这一系列的研究表明 ＭＡＬ⁃
ＡＴ１ 在血管生成中起关键作用。 随后，与肝细胞癌中
微血管侵袭相关的 ＭＶＩＨ 也被证明通过抑制血管生成
至关重要的磷酸甘油酸激酶 １（ｐｈｏｓｐｈｏｇｌｙｃｅｒａｔｅ ｋｉｎａｓｅ
１， ＰＧＫ１）的分泌来激活血管生成促进肿瘤生长和肝
内转移［３２］ 。 有研究 ［３］ 发现，小鼠中缺失 ＭＥＧ３ 基因
导致 围 产 期 致 死， 并 与 血 管 生 成 增 强 有 关。 由 于
ＭＥＧ３ 与血管生成相关的 ＶＥＧＦ 水平呈负相关 ［３３］ ，
ＭＥＧ３ 很可能通过影响 ＶＥＧＦ 的表达来调节血管生
成。 在大肠癌小鼠模型中，下调 ＡＮＲＩＬ 可抑制肿瘤
的生长、大小、淋巴结和淋巴管的转移率，同时降低
ＶＥＧＦＲ⁃Ｃ、ＶＥＧＦＲ⁃３ 和 ＬＹＶＥ⁃１ 的表达 ［３４］ 。 近来研
究 ［３５－３８］ 发 现 ＨＯＴＡＩＲ、 ＭＡＬＡＴ１、 Ｈ１９、 ＴＵＧ１ 和 ｌｉｎ⁃
ｃＲＮＡ⁃ｐ２１ 等不同的 ｌｎｃＲＮＡ 被证明参与不同癌症的
血管生成，有趣的是，以上这些 ｌｎｃＲＮＡ 被证明参与
ＣＲＣ 转移，它们可能部分通过调节血管发生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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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Ｃ 的转移。 所有这些证据表明基于 ｌｎｃＲＮＡ 的治
疗策略对调节组织血管形成有很大的前景，有望成为
ＣＲＣ 未来潜在的治疗靶点。
２．３ 侵袭途径 肿瘤侵袭是指恶性肿瘤细胞离开原
发肿瘤向周围组织进攻，是肿瘤细胞、周围间质相互
作用和机体整体调节的结果，其标志是肿瘤细胞突破
基底膜。 肿瘤侵袭是肿瘤播散的第一步。 广义来说，
肿瘤细胞侵袭作用也表现为对淋巴管、血管屏障的攻击。
大家熟知的 ＭＥＧ３ 是编码染色质相关的 ｌｎｃＲＮＡ
的印迹基因，其在许多原发性肿瘤和癌细胞系中的表
达异常并参与肿瘤的发展和转移。 ＭＥＧ３ 表达与体
外侵袭、迁移有关。 研究 ［３５］ 表明在 ＬｏＶｏ 细胞中过表
达 ＭＥＧ３ 可明显降低细胞中基质金属蛋白酶 ２ 和 ９
（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２ ／ ９， ＭＭＰ⁃２ ／ ＭＭＰ⁃９） 的 表
达，增高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物 ２（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ｎｈｉｂｉ⁃
ｔｏｒ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２， ＴＩＭＰ⁃２） 的表达 ［３９］ 。 因此，
在 ＣＲＣ 中 过 表 达 ＭＥＧ３ 可 能 通 过 影 响 ＴＩＭＰ⁃２、
ＭＭＰ⁃２ 及 ＭＭＰ⁃９ 的表达来抑制细胞的侵袭、迁移运
动能力。 Ｔｓａｎｇ 等 ［４０］ 研究发现在 ＣＲＣ 中，Ｈ１９ 作为
ｍｉＲ⁃６７５ 的前 体， 与 ＣＲＣ 细 胞 系 和 ＣＲＣ 组 织 中 的
ｍｉＲ⁃６７５ 表达正相关，因此 Ｈ１９ 可能作为 ＣＲＣ 治疗
的潜在目标。 已经证实新型 ｌｎｃＲＮＡＦｅｒ⁃１ 样蛋白 ４
（ ＦＥＲ１Ｌ４） 在肿瘤进展中发挥关键的调节作用。 在
ＣＲＣ 中，ＦＥＲ１Ｌ４ 表达水平与淋巴结转移、血管侵袭
和肿瘤浸润深度呈负相关。 此外，观察到 ＦＥＲ１Ｌ４ 和
ｍｉＲ⁃１０６ａ⁃５ｐ 在 ＣＲＣ 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呈显著负相
关。 ＦＥＲ１Ｌ４ 可 能 通 过 抑 制 ｍｉＲ⁃１０６ａ⁃５ｐ 表 达 抑 制
ＣＲＣ 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４１］ 。 因此，ＦＥＲ１Ｌ４ 可能
在癌症预防和治疗中发挥关键作用。
２．４ Ｗｎｔ ／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信号途径 Ｗｎｔ 信号通路控制
胚胎发育过程中运动和增殖等细胞过程，参与维持造
血干细胞的潜能和诱导分化。 Ｗｎｔ ／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信号级
联反 应 在 ＣＲＣ 发 生 中 起 重 要 作 用。 它 不 仅 调 控
ＥＭＴ，而且调控 ＣＲＣ 中的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 ［４２］ 。
研究 ［４３－４４］ 表 明， 通 过 ＲＮＡ 结 合 蛋 白 免 疫 沉 淀
（ ＲＮＡ ｉｍｍｕｎ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ＩＰ ） 实验和蛋白免疫印
迹（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分析，ＣＡＳＣ１１ 和 ＣＣＡＴ２ 分别通过直
接靶向 ｈｎＲＮＰ⁃Ｋ 和 ＴＣＦ７Ｌ２ 激活 Ｗｎｔ ／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信号
通路途径促进 ＣＲＣ 的转移。 此外，ＭＡＬＡＴ１ 被认为
通过激活 Ｗｎｔ ／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信号通路，从而增加 β⁃ｃａｔｅ⁃
ｎｉｎ 的 核 定 位 来 促 进 ＣＲＣ 细 胞 发 展 和 转 移， 同 时
ＭＡＬＡＴ１ 不仅通过 ＰＲＫＡ 激酶锚蛋白 ９，而且通过与
ＳＦＰＱ 结合并从 ＳＦＰＱ ／ ＰＴＢＰ２ 复合物释放致癌基因
ＰＴＢＰ２ 促进 ＣＲＣ 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 ［１１］ 。 ＴＩＮＣＲ
被证明与体内和体外的 ＣＲＣ 增殖和转移相关。 潜在
的机制是 ＴＩＮＣＲ 的缺失增强了 ＥｐＣＡＭ 的水解，随后
激 活 了 Ｗｎｔ ／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信 号 通 路 ［４５］ 。 最 近 的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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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４６－４７］ 证明，ＤＬＥＵ７⁃ＡＳ１ 和 ＴＣＦ７ 在 ＣＲＣ 组织中的
表达显著增加，与 ＣＲＣ 分期、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
和不良预后正相关。 进一步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分析结果
显示， 沉 默 ＤＬＥＵ７⁃ＡＳ１ 和 ＴＣＦ７ 的 表 达 后 Ｗｎｔ ／ β⁃
ｃａｔｅｎｉｎ 通路中的关键蛋白（ 包括 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ｃ⁃ｍｙｃ 和
ｃｙｃｌｉｎＤ１） 的表达降低。 因此，ＤＬＥＵ７⁃ＡＳ１ 和 ＴＣＦ７ 可
能通过调控 Ｗｎｔ ／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通路促进 ＣＲＣ 的增殖、侵
袭和迁移能力。 以上报道的 ｌｎｃＲＮＡ 通过 Ｗｎｔ 信号
通路参与 ＣＲＣ 的进展和转移，很多未报道的 ｌｎｃＲＮＡ
尚待研究。
２．５ ｍｉＲＮＡ 相互作用的途径 微小 ＲＮＡ（ ｍｉＲＮＡ）
可参与 ＣＲＣ 的不同转移途径。 ＬｎｃＲＮＡ 被鉴定为是
ｍｉＲＮＡ 的前 体， 同 时 也 是 一 种 天 然 竞 争 的 内 源 性
ｃｅＲＮＡ。 ｃｅＲＮＡ 是一种全新的调控机制，即不同基因
的 ｍＲＮＡ 可以通过竞争性结合相同的 ｍｉＲＮＡ 而相
互作用 ［４８］ 。 研究 ［４９－５０］ 发现 ｌｎｃＲＮＡ 也被证明可以作
为天然的分子诱饵起调控作用， 或 作 为 “ ｍｉＲＮＡ 海
绵” 来降低 ｍｉＲＮＡ 的水平，进而调控 ＣＲＣ 增殖、侵袭
和迁移。
ＺＦＡＳ１ 已被证实在 ＣＲＣ 组织和细胞系 中 高 表
达，ＺＦＡＳ１ 抑制剂可显著抑制 ＣＲＣ 细胞在体外和体
内的增殖和侵袭，ＺＦＡＳ１ 直接与 ｍｉＲ⁃４８４ 相互作用。
ｍｉＲ⁃４８４ 抑制剂可以逆转 ＺＦＡＳ１ 敲降对 ＣＲＣ 细胞的
肿瘤抑制作用 ［５１］ 。 ＵＩＣＬＭ 被证明是 ＣＲＣ 肝转移上
调转录本之一。 体外敲减 ＵＩＣＬＭ 的表达抑制 ＣＲＣ
细胞增殖、侵袭、ＥＭＴ 和 ＣＲＣ 干细胞形成以及体内肿
瘤生长和肝转移。 进一步研究 ［５２］ 表明，ＵＩＣＬＭ 作为
ｍｉＲ⁃２１５ 的 ｃｅＲＮＡ 调控 ＺＥＢ２ 表达。 ＵＩＣＬＭ 可能为
ＣＲＣ 提 供 新 的 预 后 指 标 和 治 疗 靶 点。 ＨＯＸＡ１１⁃ＡＳ
作为 ｍｉＲ⁃１２５ａ⁃５ｐ 的 ｃｅＲＮＡ，通过将 ｍｉＲ⁃１２５ａ⁃５ｐ 导
入 ＣＲＣ 肝 转 移 瘤 来 调 节 ＰＡＤＩ２ 的 表 达， 从 而 促 进
ＣＲＣ 中 的 肝 转 移 ［５３］ 。 新 型 ｌｎｃＲＮＡ ＵＣＣ 通 过 吸 附
ｍｉＲ⁃１４３ 促进 ＣＲＣ 的进展。 生物信息学分析， 双荧
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和 ＲＮＡ 免疫沉淀实验 ［５４］ 表明，
ｍｉＲ⁃１４３ 可以 与 ＵＣＣ 相 互 作 用， 并 且 ＵＣＣ 表 达 与
ＣＲＣ 样品中 ｍｉＲ⁃１４３ 的表达成反比，并且 ＵＣＣ 可能
通过作为 ｍｉＲ⁃１４３ 的竞争内源性 ＲＮＡ，从而调节该
ｍｉＲＮＡ 的靶点。 实验结果表明 ＵＣＣ 和 ｍｉＲ⁃１４３ 有望
成为 ＣＲＣ 治疗的分子靶标。 ＦＢＸＬ１９⁃ＡＳ１ 是转移性
ＣＲＣ 中最显著上调的 ｌｎｃＲＮＡ。 生物信息学分析预
测，ｍｉＲ⁃２０３ 可能是 ＦＢＸＬ１９⁃ＡＳ１ 的靶点，这通过双荧
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证实，揭示了 ＦＢＸＬ１９⁃ＡＳ１ 作为
分子海 绵 在 负 调 节 ｍｉＲ⁃２０３ 中 的 促 癌 作 用 ［５５］ 。 此
外，ｍｉＲ⁃４８９ 是一种新型的癌症相关 ｍｉＲＮＡ，在人类
癌症中起着抑癌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ＴＷＩＳＴ１ 被认
为是 ＣＲＣ 细胞中 ｍｉＲ⁃４８９ 的直接下游靶标 ［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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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ＬｎｃＲＮＡ 有望作为人类癌症的诊断、预后
标志物及防治靶点

ＬｎｃＲＮＡ 在广泛的癌症中异常表达，它们在促进
和维持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证明了它
们有作 为 生 物 标 志 物 和 治 疗 靶 标 的 临 床 潜 力 ［５６］ 。
ＬｎｃＲＮＡ 作为癌 症 风 险 基 因： 某 些 单 核 苷 酸 多 态 性
（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ＳＮＰｓ） 与癌症风险
有关。 癌症全基因组相关研究的大规模数据分析表
明大多数 ＳＮＰｓ 与非编码基因相关。 ＳＮＰｓ 的存在可
能调 节 相 应 ｎｃＲＮＡ 的 表 达。 事 实 上， ｌｎｃＲＮＡ 的
ＳＮＰｓ 已被证明与前列腺癌、肺癌、乳腺癌等癌症类型
的风险相关 ［６］ 。 寻找与 ｌｎｃＲＮＡ 相关的基因组突变
表明 ｌｎｃＲＮＡ 与疾病相关的 ＳＮＰｓ 可能将 ｌｎｃＲＮＡｓ 定
位为癌症风险基因。 ＬｎｃＲＮＡ 作为诊断标志物：检测
人血液、尿液或活组织样品中的 ｌｎｃＲＮＡ 可能有利于
人类癌症的早期诊断和风险检测。 例如，ＨＯＴＡＩＲ 在
乳腺癌组织和血液中表达上调，并与乳腺癌的不良预
后呈正比，可作为乳腺癌诊断和预后的候选标志物。
ＬｎｃＲＮＡ 作为预后标志物：ｌｎｃＲＮＡ 在人类癌症组织
中的表达状态可能与癌症分期、转移潜能、靶向治疗
的耐药性以及患者预后相关。 此外，一些 ｌｎｃＲＮＡ 靶
标的失调与前列腺癌、肺癌和乳腺癌等肿瘤的阶段和
预后相关 ［６］ 。 ＬｎｃＲＮＡ 作为治疗靶点：基于反义寡核
苷酸的策略正在开发中。 ＬｎｃＲＮＡ 与肿瘤的抗化疗
和靶向治疗相关。 例如，ＨＯＴＡＩＲ 的表达激活雌激素
受体（ ｅｓ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ＥＲ） 目标转录程序，并有助于
他莫昔芬的耐药性。 有研究 ［５６］ 已证明靶向 ｌｎｃＲＮＡ
的 ｓｉＲＮＡ 可被包封在纳米颗粒材料中，通过静脉注
射方式以改善组织分布和药效学。

４

小结与展望

本研究简要介绍了关于 ｌｎｃＲＮＡ 与 ＣＲＣ 转移的
相关性研究，总结了参与 ＣＲＣ 不同转移途径相关的
ｌｎｃＲＮＡ。 积累的研究证据 ［６］ 表明 ｌｎｃＲＮＡ 在癌症进
展和转移中起关键作用。 由于 ｌｎｃＲＮＡ 生物学研究
还处于初期，肿瘤是研究 ｌｎｃＲＮＡ 表达和功能的最显
著的背景。 越来越多的 ｌｎｃＲＮＡ 被发现在肿瘤中差
异表达，其中一些被鉴定为是肿瘤发生到转移多步骤
过程中的主要调节剂，探索开发基于 ｌｎｃＲＮＡ 在癌症
治疗中的巨大潜力也是大势所趋。 然而，目前的研究
数据有限，未来应该对 ＣＲＣ 不同亚型和大量样本进
行微阵列分析才能获得更多更可靠的数据。 此外，有
研究 ［１２］ 表明 ｌｎｃＲＮＡ 可促进许多癌症的血管生成从
而促进转移，但 ｌｎｃＲＮＡ 与 ＣＲＣ 血管生成之间关联的
研究报道数量有限，未来也将成为研究 ＣＲＣ 转移与
干预治疗的热点。 基于 ｌｎｃＲＮＡ 的肿瘤诊断仍然存
在巨大的挑战，需要更多的努力。 随着 ＣＲＩＳＰＲ ／ Ｃａ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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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最新发展，其可以有效地用于了解人类肿瘤细
胞中 ｌｎｃＲＮＡ 的癌症特异性功能 ［３］ 。 ＬｎｃＲＮＡ 作为细
胞内信号传导途径的必要介质，在癌症中的调节作用
为控制癌细胞获得其侵袭性和转移性质的新机制和
新途径，作为与癌症作斗争的新方法的基础。 在很大
程度上刺激未来研究工作的新方向和将 ｌｎｃＲＮＡｓ 作
为癌症新型预后标志物和治疗靶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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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Ｃａｏ Ｈ， Ｘｕ Ｅ， Ｌｉｕ Ｈ， ｅｔ ａｌ．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Ｐａｔｈｏｌ 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１５，２１１（８） ：５５７－５６９．
［ １５］ Ｓｈｅｎ Ｆ， Ｃａｉ Ｗ Ｓ， Ｆｅｎｇ Ｚ，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ＳＰＲＹ４⁃ＩＴ１
ｐｏｒｍｏｔｅｓ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ｍｅｓｅｎ⁃
ｃｈｙ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 ２０１７， ８（９） ： １４４７９－１４４８６．
［１６］ Ｄｏｕ Ｊ， Ｎｉ Ｙ， Ｈｅ Ｘ， ｅｔ ａ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ｌｎｃＲＮＡ ＨＯＴＡＩ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Ｊ］ ． Ａｍ Ｊ Ｔｒａｎｓｌ Ｒｅｓ，

２０１６，８（１） ：９８－１０８．
［１７］ Ｌｉａｎｇ ＷＣ， Ｆｕ ＷＭ， Ｗｏｎｇ ＣＷ，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ｌｎｃＲＮＡ Ｈ１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ｏ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ｓ ｍｉＲＮＡ ｓｐｏ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２０１５，６（２６） ：２２５１３－２２５２５．

［１８］ Ｇｕｏ Ｑ， Ｚｈａｏ Ｙ， Ｃｈｅｎ Ｊ， ｅｔ ａｌ． ＢＲＡＦ⁃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
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Ｊ］ ． Ｏｎｃｏｌ Ｌｅｔｔ，２０１４，８（２） ：８６９－８７５．
［１９］ Ｗａｎｇ Ｌ， Ｚｈａｏ Ｚ， Ｆｅｎｇ Ｗ，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ＴＵＧ１ ｐｒｏ⁃

３８
ｍｏｔｅｓ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ｖｉａ ＥＭ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
２０１６，７（３２） ：５１７１３－５１７１９．
［２０］ Ｙｕｅ Ｂ， Ｑｉｕ Ｓ， Ｚｈａｏ Ｓ， ｅｔ ａｌ． ＬｎｃＲＮＡ⁃ＡＴＢ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ｐｏｏｒ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Ｊ］ ．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１６，３１（３） ：５９５－６０３．
［２１］ Ｔａｏ Ｙ， Ｈａｎ Ｔ， Ｚｈａｎｇ Ｔ， ｅｔ ａｌ． ＬｎｃＲＮＡ ＣＨＲＦ⁃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ｉＲ⁃４８９
ｌｏｓ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ｖｉａ ＴＷＩＳＴ１ ／ ＥＭＴ ｓｉｇｎａ⁃
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２０１７，８（２２） ：３６４１０－３６４２２．
［ ２２］ Ｆａｎｇ Ｃ， Ｚａｎ Ｊ， Ｙｕｅ Ｂ，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ｚｉｎｃ
ｆｉｎｇｅｒ ａｎｔｉｓｅｎｓｅ １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ｙ ｍｏｄ⁃
ｕｌａｔｉｎｇ ＺＥＢ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 ．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１７，３２（ ６） ：
１２０４－１２１１．
［ ２３ ］ Ｙｕａｎ Ｚ， Ｙｕ Ｘ， Ｎｉ Ｂ，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ＣＴＤ９０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Ｗｎｔ ／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Ｊ］．
Ｉｎｔ Ｊ 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６，４８（６） ：２６７５－２６８５．
［２４］ Ｌｕ Ｍ， Ｌｉｕ Ｚ， Ｌｉ Ｂ，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ＰＡＮＤＡ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 ｐｏｏｒ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ｂｙ ＥＭ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７，１４３（１） ：７１－８１．
［２５］ Ｙｅ Ｃ， Ｓｈｅｎ Ｚ， Ｗａｎｇ Ｂ， 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ｖｅ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ｌｎｃ⁃
ＧＮＡＴ１⁃１ ｉｓ ｌｏｗ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ａｃｔｓ ａｓ ａ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ＫＩＰ⁃ＮＦ⁃Ｂ⁃Ｓｎａｉｌ ｃｉｒｃｕｉｔ ［ Ｊ］ ． Ｊ Ｅｘｐ
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２０１６，３５（１） ：１８７．
［２６］ Ｋｏｎｇ Ｊ， Ｓｕｎ Ｗ， Ｌｉ Ｃ，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ＬＩＮＣ０１１３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ＲＳＦ６［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ｅｔｔ，２０１６，３８０（ ２） ：
４７６－４８４．
［２７］ Ｌｉ Ｙ， Ｈｕａｎｇ Ｓ， Ｌｉ Ｙ， ｅｔ ａ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ｎｃＲＮＡ
ＳＬＣ２５Ａ２５⁃ＡＳ１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ｏ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ＭＴ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Ｊ］． Ｔｕｍｏｕｒ Ｂｉｏｌ，２０１６，３７（１０）：１４２０５－１４２１５．
［２８］ Ｋｈｏｒｓｈｉｄｉ Ａ， Ｄｈａｌｉｗａｌ Ｐ， Ｙａｎｇ ＢＢ．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ｓ ｉｎ ｔｕｍｏｒ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Ｊ］ ． Ａｄｖ Ｅｘｐ Ｍｅｄ Ｂｉｏｌ，２０１６， ９２７：２１７－２４１．
［ ２９］ Ｏｋｌｕ Ｒ， Ｗａｌｋｅｒ ＴＧ， Ｗｉｃｋｙ Ｓ， ｅｔ ａｌ．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ｔｉ⁃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Ｊ ＶａｓｃＩｎｔｅｒｖ Ｒａ⁃
ｄｉｏｌ，２０１０，２１（１２） ：１７９１－１８０５．
［３０］ Ｍｉｃｈａｌｉｋ ＫＭ， Ｙｏｕ Ｘ， Ｍａｎａｖｓｋｉ Ｙ，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ＭＡＬＡＴ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ｇｒｏｗｔｈ ［ Ｊ］ ．
Ｃｉｒｃ Ｒｅｓ，２０１４，１１４（９） ：１３８９－１３９７．
［３１］ Ｔｈｕｍ Ｔ， Ｆｉｅｄｌｅｒ Ｊ． ＬＩＮＣｉｎｇ ＭＡＬＡＴ１ ａｎｄ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 Ｊ］ ． Ｃｉｒｃ
Ｒｅｓ，２０１４，１１４（９） ：１３６６－１３６８．
［３２］ Ｙｕａｎ ＳＸ， Ｙａｎｇ Ｆ， Ｙ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ｐｏｏｒ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ｆｒｅ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ｆｔｅｒ ｈｅｐ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 Ｊ］ ． Ｈｅｐａ⁃
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５６（６） ：２２３１－２２４１．
［３３］ Ｓｕ Ｗ， Ｘｉｅ Ｗ， Ｓｈａｎｇ Ｑ，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ＭＥＧ３ ｉｓ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ＥＧＦ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ｏｓｔｅｏａｒ⁃
ｔｈｒｉｔｉｓ［ Ｊ］ ． Ｂｉｏｍｅｄ Ｒｅｓ Ｉｎｔ，２０１５，２０１５：３５６８９３．
［３４］ Ｓｕｎ Ｚ， Ｏｕ Ｃ， Ｒｅｎ Ｗ， ｅｔ ａｌ．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ＡＮＲＩＬ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ｌｙｍｐｈ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ｌｙｍｐｈａｔｉｃ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２０１６，７（３０） ：４７５３６－４７５５５．
［３５］ Ｊｉａｎｇ Ｘ， Ｙａｎ Ｙ， Ｈｕ Ｍ，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１９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ｍ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ｌｉ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 ２０１６，１２４（１） ：１２９－１３６．
［３６］ Ｆｕ ＷＭ， Ｌｕ ＹＦ， Ｈｕ ＢＧ，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 Ｈｏｔａｉｒ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ｄ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ｂｙ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Ｊ］ ． 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 ２０１６，７（４） ：４７１２－４７２３．
［ ３７］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 ＪＪ， Ｎａｖａｒｒｏ Ａ， Ｖｉñｏｌａｓ Ｎ， ｅｔ ａｌ． ＬｉｎｃＲＮＡ⁃ｐ２１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ｐｒ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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