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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int高表达对肝癌细胞增殖和肝癌
肝移植预后的影响
李慧 汪根树 郑俊 蔡建业 张俊斌 程道柔 周奇 杨扬

结构式摘要

Zwint

肝癌
组织

M
G2

cyclin D1
CDK 4

细胞增殖

G1
S

肝癌细胞

【摘要】 目的 探讨 Zw10 结合因子
（Zwint）
在原发性肝癌
（肝癌）
中的表达情况及其对肝癌肝移植预后的影响。
方法

收集 50 例肝癌肝移植受体的肝癌组织、癌旁组织及临床资料。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

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法和免疫组织化学（免疫组化）法，分别比较 20 例肝癌肝移植受体的 20 对肝癌组
织及癌旁组织中 Zwint 信使核糖核酸（mRNA）表达情况和 Zwint 蛋白的表达水平；选取两个成功干扰 Zwint 表
达的肝癌细胞系 HepG-2（si-Zwint-1 组和 si-Zwint-2 组），以空白对照作为 si-NC 组，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
实验、平板克隆实验和细胞周期实验，比较各组细胞的增殖能力和细胞周期；采用 Western Blot 法和免疫组化法，
分析肝癌组织和肝癌细胞中 Zwint 与细胞周期蛋白 D1（cyclin D1）表达的一致性；以 Zwint 蛋白表达水平的中位
数为分割点，将入组病例分高表达组（22 例）和低表达组（28 例），分析 Zwint 蛋白表达水平与肝癌肝移植受
体临床特征、总体存活率及无复发存活率的关系。结果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果提示肝癌组织中 Zwint mRNA

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P=0.03）。Western Blot 及免疫组化结果均提示肝癌组织中 Zwint 蛋白的表达水平高于癌
旁组织（均为 P<0.05）。干扰肝癌细胞系 HepG-2 的 Zwint 基因后，CCK-8 及平板克隆实验显示细胞增殖能力明
显减弱（均为 P<0.01），细胞周期阻滞于 G1 期（均为 P<0.05）。Zwint 蛋白表达水平与肿瘤直径和肿瘤、淋巴、
转移（TNM）分期密切相关（均为 P<0.05）。Zwint 高表达组肝癌肝移植受体的总体存活率低于低表达组（P=0.02）。
结论

Zwint 高表达于肝癌组织，其通过调节细胞周期促进肝癌细胞增殖，且 Zwint 表达水平与肝癌肝移植后预

后呈负相关。
【关键词】 Zw10 结合因子（Zwint）；原发性肝癌；肝移植；细胞增殖；细胞周期；细胞周期蛋白 D1（cyclin
D1）；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CDK）4；肿瘤、淋巴、转移（TNM）分期；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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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igh expression of Zwint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hepatoma cells and the prognosis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Li Hui*, Wang Genshu, Zheng Jun, Cai Jianye, Zhang Junbin, Cheng Daorou, Zhou Qi, Yang Yang.
*

Department of Hepatic Surgery, Organ Transplantation Center,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Liver Disease Research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63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Genshu, Email: wgsh168@163.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zeste white 10 interactor (Zwint) in prim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its effect on the prognosis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for HCC. Methods HCC tissues, paracancerous
tissues and clinical data of 50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for HCC were collecte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Zwint
messenger RNA (mRNA) and Zwint protein in 20 pairs of HCC tissues and paracancerous tissues of 20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for HCC were compared using real-time ﬂ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Western
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Two HCC cell lines HepG-2 which interfer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Zwint
successfully were selected as si-Zwint-1 group and si-Zwint-2 group, and the blank control was taken as si-NC group.
The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ell cycle of various groups were compared using cell counting kit (CCK) -8 experiment, ﬂatcloning assay and cell cycle experiment. The consistency of the expression of Zwint and cyclin D1 in HCC tissues and
cells was analyzed using Western Blot and IHC. The enroll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high expression group (22 cases)
and low expression group (28 cases) based on the median of Zwint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Zwint protein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verall survival rate and disease free survival rate of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for HCC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results of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Zwint mRNA in HCC tissue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aracancerous tissues (P=0.03). The
results of Western Blot and IHC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Zwint protein in HCC tissue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aracancerous tissues (both P<0.05). After the Zwint gene of HCC cell line HepG-2 was interfered, CCK-8 and ﬂatcloning assay showed that the cell proliferation potential was significantly weakened (all P<0.01), and the cell cycle
arrested at stage G1 (all P<0.05).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Zwint protei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umor diameter and tumor,
node, metastasis (TNM) staging (all P<0.05). The overall survival rate of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for HCC in the high
Zwint express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low expression group (P=0.02). Conclusions Zwint is highly expressed
in HCC tissues, and it can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HCC cells through regulating cell cycl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Zwint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ognosis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for HCC.
【Key words】 Zeste White 10 interactor (Zwint); Prim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Liver transplantation; Cell
proliferation; Cell cycle; Cyclin protein D1 (cyclin D1); Cyclin dependent kinase (CDK) 4; Tumor, node and metastasis
(TNM) staging; Survival rate

原发性肝癌（肝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基因高表达于乳腺癌、卵巢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中 [6-7]。

最新研究表明其致死率在所有恶性肿瘤中排第 3 位 [1-3]。

然而，Zwint 基因在肝癌的发生及进展中是否发挥作

掌握肝癌发生发展的机制，改善肝癌患者的预后仍是

用及其可能的分子机制，笔者尚未见报道。

肝脏疾病研究领域的重要任务。正如其他实体肿瘤一

本研究旨在探讨 Zwint 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情

般，肝癌的发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大量的基因

况，分析其与肝癌临床病理特征及肝癌肝移植受体的

及表观遗传的突变 [4-5]。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报道肝癌
的相关发生及进展机制，但其详尽的分子机制尚未完
全清楚。
Zw10 结合因子（Zeste White 10 interactor，Zwint）
是一种调控着丝点分裂的蛋白，由 Zwint 基因编码，
其与 Zw10 结合共定位于着丝粒上，并附着于染色体
和纺锤体的微管间，是染色体运动和有丝分裂检查站
（checkpoint）的重要调控蛋白。已有研究报道 Zwint

预后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干扰肝癌细胞系中 Zwint 表
达，分析 Zwint 与肝癌细胞功能的关系及其潜在分子
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材料
选 择 2009 年 1 月 至 2010 年 1 月 在 中 山 大 学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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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首次确诊为原发性肝癌并接受

量 PCR 操 作。PCR 反 应 方 案：95 ℃ 反 应 5 min 循

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的 50 例受体纳入本研究，其

环 1 次；95 ℃ 反 应 10 s，60 ℃ 反 应 30 s，72 ℃ 反

中男 36 例，女 14 例，年龄（50±10）岁，所有受体

应 20 s， 扩 增 40 次 循 环；95 ℃ 反 应 5 s，65 ℃ 反 应

术前均未接受过手术切除或介入等治疗。收集 50 例

1 min 循环 1 次。引物序列如下：Zwint 正向引物为

受体的肝癌组织和癌旁组织，并收集受体的肝功能

5’-ACGTTTCTGCAGAGGGTAAGG-3’，反向引物

Child-Pugh 分级，甲胎蛋白水平，有否微血管侵犯，

为 5’-CAGCCTTGAAGGACACACCA-3’；GAPDH

肿瘤体积，肿瘤、淋巴、转移（TNM）分期等临床

正向引物为 5’-AATGGGCAGCCGTTAGGAAA-3’，

资料。

反向引物为 5’-GCGCCCAATACGACCAAATC-3’。

体外实验选择人肝癌细胞系 HepG-2，购自中国

使用公式 2-ΔΔCT 计算 mRNA 的相对表达量。
免疫组织化学法

50 例受体的肝癌组织和癌

科学院细胞库。

1.3.2

1.2 主要试剂及仪器

旁组织的石蜡切片按文献报道的方法脱蜡后水化 [8-9]，

主 要 试 剂：Trizol 总 RNA 提 取 试 剂、 转 染 试

3% 过氧化氢封闭过氧化物酶活性，之后用 pH 为 8.0

剂 RNAimax 均 购 自 美 国 Invitrogen 公 司；RNA 逆

的 乙 二 胺 四 乙 酸（ethylene diamine tetraacetic acid，

转 录 试 剂 及 SYBR Green I Master Mix 试 剂 均 购 自

EDTA）高温高压抗原修复 2 min，再用 10% 山羊血

瑞士 Roche 公司；兔抗人 Zwint 多克隆抗体、小鼠

清在 37℃封闭 40 min。封闭完孵育一抗（按 1︰100

抗人 Zwint 多克隆抗体均购自美国 Abcam 公司，兔

稀释小鼠抗人 Zwint 多克隆抗体，1︰1 000 稀释兔抗

抗 人 磷 酸 甘 油 醛 脱 氢 酶（glyceraldehyde phosphate

人 cyclin D1 单克隆抗体）4 ℃过夜。磷酸盐缓冲液

dehydrogenase，GAPDH） 单 克 隆 抗 体、 兔 抗 人 细

（PBS）清洗后，二抗 37 ℃孵育 20 min，DAB 显色，

胞 周 期 蛋 白 D1（cyclin D1） 单 克 隆 抗 体、 兔 抗 人

苏木素染核后脱水封片。由两位研究者单独对染色后

细 胞 周 期 蛋 白 依 赖 激 酶（cyclin dependent kinase，

的石蜡切片进行评分，评分由强度和面积两部分组成。

CDK）4 单克隆抗体及辣根过氧化物酶（horseradish

评分标准包括：（1）强度，不表达为 0 分，弱表达

peroxidase，HRP） 标 记 的 抗 兔 IgG 抗 体 均 购 自 美

为 1 分，中表达为 2 分，强表达为 3 分。（2）面积，

国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公司；细胞计数试剂盒

0～25% 为 0 分，26%～50% 为 1 分，51%～75% 为 2 分，

（cell counting kit，CCK）-8、 十 二 烷 基 硫 酸 钠 聚

76%～100% 为 3 分。总分为强度 × 面积。

丙 烯 酰 胺（sodium dodecyl sulfate polyacrylamide gel

1.3.3

electrophoresis，SDS-PAGE）凝胶配制试剂盒、全蛋

HepG-2 进行体外实验，培养于含 10% 胎牛血清及

白提取试剂盒、BCA 蛋白含量检测试剂盒及细胞周

1% 双抗的 DMEM 培养基中，每 3 日用 0.25% 胰酶

期流式检测试剂盒均购自中国凯基生物有限公司。

消化并传代，培养于 37 ℃、5%CO2 培养箱内。细

主要仪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

细胞培养、干扰及分组

选择人肝癌细胞系

胞干扰前培养于 6 孔板中，按转染试剂 RNAiMax 的

分析系统购自瑞士 Roche 公司；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说明书将 Zwint 小干扰 RNA（small interfering RNA，

Blot） 化 学 发 光 系 统 购 自 美 国 ProteinSimple 公 司；

siRNA）转染入肝癌细胞系内，并设置空白对照组转

酶标仪购自美国 Biotek 公司；流式细胞仪购自美国

染正常对照 RNA；转染 48 h 后细胞验证干扰效率并

BD 公司。

用于后续实验研究。选取两个成功干扰 Zwint 表达的

1.3 实验方法

肝癌细胞系 HepG-2（si-Zwint-1 组和 si-Zwint-2 组），

1.3.1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随机选取 20 例

以空白对照组作为 si-NC 组。
蛋白免疫印迹法

按使用说明书使用全蛋白提

受体的肝癌组织和癌旁组织，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

1.3.4

检 测， 检 测 Zwint 信 使 核 糖 核 酸（mRNA） 表 达 情

取试剂盒提取肝癌组织及干扰后的 HepG-2 细胞总蛋

况。按照说明书使用 Trizol 提取肝癌组织及癌旁组

白；按 BCA 蛋白浓度检测试剂盒使用说明书测量浓

织 内 总 RNA， 测 量 浓 度 后 取 1 μg 总 RNA 进 行 逆

度后，取 50 μg 蛋白于 SDS-PAGE 凝胶电泳，随后转

转 录 成 20 μg 的 互 补 脱 氧 核 糖 核 酸（cDNA）。 使

移至 0.45 μm 聚偏氟乙烯膜，
5% 脱脂牛奶封闭后于 4℃

用 20 μL 体 系 按 照 SYBR Green I Master Mix 说 明

（孵育兔抗人 Zwint、cyclin D1、CDK4 单克隆抗体

书 附 带 的 方 案 以 GAPDH 为 内 参 进 行 实 时 荧 光 定

均稀释为 1︰1 000，兔抗人 GAPDH 单克隆抗体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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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 000）过夜。TBST 清洗 3 遍后室温孵育二抗

（以免疫组化评分 3 分为分割点，低表达为≤ 3 分，

HRP 标记的抗兔 IgG 抗体 1 h，TBST 清洗 3 遍后曝光。

高表达为 >3 分），将入组病例分为高表达组（22 例）

条带采用 Image J 软件进行灰度值分析。

和低表达组（28 例），分析 Zwint 蛋白表达水平与肝

1.3.5

细 胞 增 殖 实 验 和 细 胞 周 期 实 验 CCK-8 实

癌肝移植受体临床特征、总体存活率及无复发存活率

验：将各组细胞铺至 8 块 96 孔板内，各板做 6 个复孔，

的关系。

分别于铺板后 6 h 及每间隔 24 h 加入 CCK-8 试剂后

1.5 统计学方法

于酶标仪 450 nm 下测量吸光度（A450），得出吸光度

以 SPSS 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值比较各组间细胞数差异。平板克隆实验：干扰成功

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比较以配对样本 t 检验或者

后于 6 孔板内加入各组细胞各 500 个，不换液连续培

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比较

养 14 d 后行结晶紫染色。细胞周期实验：各组细胞

采用 χ2 检验；采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

按细胞周期流式检测试剂盒说明进行流式细胞仪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采用 FlowJo 软件进行分析。

2 结 果

1.4 研究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Western Blot 法和免疫
组织化学（免疫组化）法，比较 20 例肝癌肝移植受
体的 20 对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 Zwint mRNA 表达

2.1

肝癌及癌旁组织中的 Zwint mRNA 及 Zwint 蛋

白表达情况
20 例肝癌肝移植受体的 20 对肝癌组织及癌旁组

情况和 Zwint 蛋白的表达水平；采用 CCK-8 实验、

织中 Zwint mRNA 表达情况见图 1A，
经配对 t 检验发现，

平板克隆实验和细胞周期实验，比较各组细胞的增殖

肝癌组织内 Zwint mRNA 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差

功能和细胞周期；采用 Western Blot 法和免疫组化法，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t=2.308，P=0.03）。Western Blot

分析肝癌组织和肝癌细胞中 Zwint 与 cyclin D1 表达

及免疫组化结果均提示肝癌组织中 Zwint 蛋白的表达

的一致性；以 Zwint 蛋白表达水平的中位数为分割点

水平高于癌旁组织（P<0.05，图 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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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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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int 蛋白相对表达量

Zwint mRNA 相对表达量

6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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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序
癌旁组织
肝癌组织
癌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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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例序
肝癌组织

A 图为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肝癌组织及其配对的癌旁组织 Zwint mRNA 表达情况；B 图为 Western Blot 法分析肝癌
组织及其配对的癌旁组织 Zwint 蛋白表达情况，T 为肝癌组织，N 为癌旁组织；C 图为免疫组化法分析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
Zwint 蛋白表达情况（核内呈褐色的为 Zwint 阳性细胞，呈蓝色的为 Zwint 阴性细胞）

图1
Figure 1

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 Zwint mRNA 和 Zwint 蛋白表达情况

Expression of Zwint mRNA and Zwint protein in liver cancer tissues and paraneoplastic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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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肝癌细胞增殖功能和细胞周期的比较

Zwint 基 因 后， 与 si-NC 组 比 较，si-Zwint-1 组 和 si-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经 RNA 干扰，si-Zwint-1 组

Zwint-2 组肝癌细胞的细胞周期相关蛋白 cyclin D1 及

和 si-Zwint-2 组 中 Zwint 蛋 白 表 达 明 显 减 少， 提 示

CDK4 表达水平均明显下降（P<0.05，图 3B）。

干 扰 成 功（ 图 2A）。 干 扰 肝 癌 细 胞 系 HepG-2 的

2.4

Zwint 基因后，CCK-8 实验结果显示，si-Zwint-1 组和

无复发存活率的关系

Zwint 蛋白表达水平与临床特征、总体存活率及

si-Zwint-2 组细胞的增殖能力较 si-NC 组弱，差异有

Zwint 表 达 水 平 与 性 别、 年 龄、 肝 功 能 Child-

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1，图 2B）；平板克隆实验

Pugh 分级、甲胎蛋白水平及有否微血管侵犯间无明

显示，si-Zwint-1 组和 si-Zwint-2 组细胞的单细胞成

显 相 关（ 均 为 P>0.05）。Zwint 表 达 水 平 与 肿 瘤 直

团能力较 si-NC 组弱（均为 P<0.01，图 2C）；细胞

径、TNM 分期密切相关（均为 P<0.05）（表 1）。

周期实验显示，si-Zwint-1 组和 si-Zwint-2 组细胞的

Kaplan-Meier 曲线生存分析发现，Zwint 高表达组肝

细胞周期阻滞于 G1 期，其 S 期和 G2 期面积较 si-NC

癌肝移植受体的总体存活率低于低表达组（P=0.02，

组小（均为 P<0.05，图 2D）。

图 4A），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的无复发存活率比较，

2.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32，图 4B）。

Zwint 与 cyclin D1 表达的一致性
临 床 病 理 石 蜡 切 片 行 免 疫 组 化 检 测， 高 表 达

3 讨 论

Zwint 蛋白的肝癌组织中 cyclin D1 蛋白亦高表达，低
表达 Zwint 蛋白的肝癌组织其 cyclin D1 蛋白表达量

肝癌的发生是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分子机

较弱（P<0.05，图 3A）。干扰肝癌细胞系 HepG-2 的

制。目前肝癌肝移植受体的预后仍较差，探讨影响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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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为验证干扰效率；B 图为 CCK-8 实验分析各组细胞的增殖能力；C 图为平板克隆实验分析各组细胞的单细胞成团
能力，与 si-NC 组比较，aP<0.01；D 图为细胞周期实验分析各组细胞的细胞周期情况，与 si-NC 组比较，aP<0.05

图2
Figure 2

各组肝癌细胞的增殖能力和细胞周期情况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ell cycle of hepatoma carcinoma cells in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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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ure 3

Zwint、cyclin D1 及其相关蛋白在肝癌组织和细胞内的表达情况

Expression of Zwint, cyclin D1 and correlative protein in liver cancer tissues and cells
表1

Table 1

Zwint 表达与肝癌受体临床特征指标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Zwint express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cipients[n(%)]

指 标

Zwint 表达

n

低表达组（n=28）

高表达组（n=22）

P值

性别
男

36

20（40）

16（32）

女

14

8（16）

6（12）

≤55 岁

35

21（42）

14（28）

> 55 岁

15

07（14）

8（16）

A级

29

19（38）

10（20）

B级

16

7（14）

9（18）

C级

5

2（4）

3（6）

≤400 μg/L

34

22（44）

12（24）

> 400 μg/L

16

6（12）

10（20）

≤5 cm

36

26（52）

10（20）

> 5 cm

14

2（4）

12（24）

0.919

年龄
0.384

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
0.278

甲胎蛋白
0.071

肿瘤直径
<0.001

微血管侵犯
有

09

5（10）

4（8）

否

41

23（46）

18（36）

<3期

36

24（48）

12（24）

≥3 期

14

4（8）

10（20）

0.976

TNM 分期

癌肝移植预后的因素和分子机制、制定更加有效的抗
肿瘤治疗方案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10-11]

。在本研究中，

我们初步探讨了 Zwint 基因是否可作为预测肝癌肝移

0.015

植受体预后的分子位点，从而为将来抗肿瘤精准治疗
提供理论依据。我们发现在同一肝癌肝移植受体的癌
组织及癌旁组织中，Zwint 基因转录而成的 mRNA 及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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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survival curve and recurrence free survival curve of high Zwint expression group and low Zwint
expression group

翻译后的蛋白在癌组织中明显表达增高。Zwint 蛋白

黑色素瘤、膀胱癌及神经母细胞瘤等多种人类恶性肿

表达水平与肿瘤直径、TNM 分期相关，且 Zwint 蛋

瘤中 [17-21]。cyclin D1 在细胞周期中的早期进程中发

白水平高表达的肝癌肝移植患者的预后较低表达者

挥作用，它的启动将激活 CDK4[18]，从而促使完成完

差。此外，通过干预实验，我们发现干扰肝癌细胞中

整的细胞周期。

Zwint 基因的表达后，细胞的增殖水平较对照组明显

综上所述，Zwint 高表达于肝癌组织中，其通过

减弱。Zwint 蛋白是通过调节细胞周期，从而调节肝

调节细胞周期促进肝癌细胞增殖，且 Zwint 高表达与

癌细胞增殖能力，在 Zwint 基因干扰后调控细胞周期

肝癌恶性程度及肝癌肝移植预后呈负相关。此研究结

关键蛋白 cyclin D1 的表达明显降低。免疫组织化学

果有望为将来肝癌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结果显示在肝癌组织中 Zwint 蛋白表达水平与 cyc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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