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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指蛋白 １８５（ＺＮＦ１８５）属于 ＬＩＭ 结构域蛋白，参与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在多种肿瘤细胞中具有抑癌基因的功能．

摘要

ＺＮＦ１８５ 在正常人血液系统细胞中高表达，但目前对白血病细胞的作用未见研究．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人外周血中性粒细
胞、急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系 ＨＬ－６０ 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系 Ｋ５６２ 细胞中 ＺＮＦ１８５ 的表达，发现 ＺＮＦ１８５ 在 ＨＬ－６０ 和
Ｋ５６２ 细胞中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为了阐明 ＺＮＦ１８５ 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增殖的影响，从人外周血
中性粒细胞克隆 ZNF185 编码序列，转染 Ｋ５６２ 细胞，ＭＴＴ 检测细胞增殖，发现过表达 ＺＮＦ１８５ 显著抑制 Ｋ５６２ 细胞的增
殖．甲基化特异 ＰＣＲ 分析表明：ZNF185 启动子在 ＨＬ－６０ 和 Ｋ５６２ 细胞中高甲基化，用 ５－ 氮杂 －２′－ 脱氧胞苷处理 Ｋ５６２ 细
胞，促进 ＺＮＦ１８５ 的表达，显著抑制细胞增殖．研究结果表明，ZNF185 启动子高甲基化导致其在 Ｋ５６２ 细胞中的表达降低和
细胞增殖抑制作用减弱．可能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发生或发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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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指蛋白（ｚｉｎｃ ｆｉｎｇｅ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ＺＮＦ）１８５ 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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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以期为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发病机制及治

Ｃ 端含有 ＬＩＭ（Ｌｉｎ－１，Ｉｓ１．１ 和 ｎｅｃ－３）结构域的蛋白

疗探索新的途径和方法．

质．由于 ｍＲＮＡ 的选择性剪切，ＺＮＦ１８５ 编码多个
不同的蛋白质剪切体．ＺＮＦ１８５ 在人体多种组织表

1 材料与方法

达，尤以前列腺和骨髓表达最高 ［１－２］．近年来研究

1．1

发现，ZNF185 基因参与了肌动蛋白共定位，并在

材料
正常人外周血取自河北联合大学附属医院检验

肿瘤组织中表达下调 ［３－４］．我们发现，与人外周血
正常中性粒细胞相比，ＺＮＦ１８５ 在急、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细胞系 ＨＬ－６０ 和 Ｋ５６２ 中的表达显著降低，

科，标本收集获取河北联合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并获得血样提供者知情同意．人外周血中
性粒细胞分离液购自北京杰辉生物科技公司；人

然而，对于 ＺＮＦ１８５ 在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增殖中的
作用及其表达调控的分子机制，至今无人研究．为
此，我们从人外周血正常中性粒细胞中克隆了全长

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系 ＨＬ－６０ 和 Ｋ５６２ 由河

ＺＮＦ１８５ 编码序列，通过 ＭＴＴ 检测过表达 ＺＮＦ１８５
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增殖的影响．进一步采用
甲基化特异 ＰＣＲ 检测 ＺＮＦ１８５ 在正常中性粒细胞
与 ＨＬ－６０ 和 Ｋ５６２ 细胞中的甲基化差异，以及采用
５－ 氮杂 －２′－ 脱氧胞苷（５－ａｚａ－ＣｄＲ）处理，观察去甲
基化对 Ｋ５６２ 细胞 ＺＮＦ１８５ 的表达和细胞增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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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 公司；各种限制性核酸内切酶、Ｔ４ ＤＮＡ
连接酶和反转录试剂盒购自 ＴａＫａＲａ 公司；Ｄ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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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试剂盒、质粒抽提试剂盒和胶回收试剂盒购自
Ｑｉａｇｅｎ 公司；ＨＲＰ 标记羊抗兔二抗购自北京博奥
森公司；兔抗人 ＺＮＦ１８５ 一抗和 ｐＥＧＦＰＣ２ 绿色荧
光蛋白表达质粒由 Ｄｒ．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ｓａｎ （Ｍａｙｏ Ｃｌｉｎ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惠 赠 ． 蛋 白 质

９６ ｈ、 １２０ ｈ 加 入 ２５ μｌ 四 甲 基 偶 氮 唑 盐 （ＭＴＴ，
１０ ｇ／Ｌ），于上述条件下继续培养 ４ ｈ，吸净培养液，
每 孔 加 ２００ μｌ ＤＭＳＯ， 放 置 ５ ～１０ ｍｉｎ 后 ， 以
ＤＭＳＯ 作空白对照，用酶标仪于 ５７０ ｎｍ 处测定各
孔的光吸收值，以培养时间为横轴，平均光吸收值

提取试剂盒和 Ｂｉｏ－Ｒａｄ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购自北

为纵轴，绘制生长曲线．

京天恩泽公司，引物由上海生物工程公司合成．亚
硫酸氢钠（ｓｏｄｉｕｍ ｂｉｓｕｌｆｉｔｅ），５－ 氮杂 －２′－ 脱氧胞苷
（５－ａｚａ－ＣｄＲ）购自 Ｓｉｇｍａ 公司．
1．2 方法
1．2．1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分离按说

1．2．5 基因组 ＤＮＡ 提取及亚硫酸氢钠处理．分别
将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Ｋ５６２、ＨＬ－６０ 细胞用预
冷 ＰＢＳ 洗 １ 次，４℃ １ ５００ g 离心收集细胞．基因
组 ＤＮＡ 提取（１ μｇ／ 样本）和亚硫酸氢钠处理同前［５－６］．
处理后 ＤＮＡ 样品随后采用 Ｑｉａｇｅｎ 离心柱纯化并

明书操作．提取外周血中性粒细胞、ＨＬ－６０、Ｋ５６２
细胞总蛋白，测定蛋白质浓度．以上三种细胞蛋白
各取 １０ μｇ 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后将蛋白质电转

溶于 ５０ μｌ 双蒸水中，加入 ０．３ ｍｏｌ／Ｌ ＮａＯＨ 室温
５ ｍｉｎ 终止变性，乙醇沉淀 ＤＮＡ 作为甲基化特异
ＰＣＲ 扩增模板．

（４℃， 恒流 ３００ ｍＡ， ２ ｈ）到硝酸纤维素膜（ＮＣ）上，

1．2．6 甲基化特异的 ＰＣＲ（ＭＳＰ）．用亚硫酸氢钠处
理过的基因组 ＤＮＡ 作为模板，选取 ZNF185 基因

然后将 ＮＣ 膜在含 １００ ｇ／Ｌ 脱脂奶粉的 ＴＢＳＴ 中室
温封闭 ２ ｈ，加兔抗人 ＺＮＦ１８５ 一抗（１∶１ ０００） ４℃
过夜，ＴＢＳＴ 洗去未结合一抗，再加 ＨＲＰ 标记羊
抗兔 ＩｇＧ 二抗（１∶５ ０００）室温作用 １ ｈ，ＴＢＳＴ 冲洗

启 动 子 ＣｐＧ 岛 序 列 ． 采 用 下 列 引 物 进 行 ｔｏｕｃｈ－
ｄｏｗｎ ＰＣＲ： ＺＮＦ１８５ 甲 基 化 引 物 ， 上 游 序 列 为
５′ ＧＣＧＴＡＧＴＴＴＣＧＧＧＴＧＴＴＴＧ ３′ ， 下 游 序 列 为

后加底物反应 ３ ｍｉｎ，暗室曝光．
1．2．2 ＺＮＦ１８５ ｃＤＮＡ 克隆．提取正常人外周血中

５′ ＡＣＧＡＡＡＡＡＡＣＣＡＡＣＧＴＴＡＡＣＴＡ ３′； ＺＮＦ１８５
非甲基化引物，上游序列为 ５′ ＧＴＧＴＡＧＴＴＴＴＧ－

性粒细胞总 ＲＮＡ，反转录后 ＰＣＲ 采用 Ｐｆｘ 高保真
ＤＮＡ 聚 合 酶 和 下 列 引 物 ： 上 游 ， ５′ ＧＧＡＡＴＴＣ－
ＡＴＧＡＧＴＡＴＣＴＣＡＧＣＴＣＴＴＧ ３′ ， 下 游 ， ５′ ＡＣＧ－

ＧＧＴＧＴＴＴＧＴＴＡＧＧ ３′， 下游序列为 ５′ ＣＡＡＡＡ－
ＡＡＡＣＣＡＡＣＡＴＴＡＡＣＴＡＴＴＣＴＣ ３′ ． 反 应 条 件 ：
９５℃ ２ ｍｉｎ， ９５℃ ４０ ｓ， ６５～５５℃ １ ｍｉｎ， ７２℃ １ ｍｉｎ，

ＣＧＴＣＧＡＣＴＡＧＡＡＧＡＧＣＴＴＣＴＣＡＴＡＧＣ ３′ ． 上 、
下游引物分别加入 EcoＲⅠ／SalⅠ酶切位点．反应条
件：９４℃ ２ ｍｉｎ，然后 ９４℃ ３０ ｓ，５８℃ ４５ ｓ，７２℃

１０ 个 循 环 ； ９５℃ ４０ ｓ， ５５℃ １ ｍｉｎ， ７２℃ １ ｍｉｎ，
２９ 个循环．ＰＣＲ 产物经 ２％琼脂糖凝胶电泳，ＥＢ
染色照相．

延伸 １ ｍｉｎ，３０ 个循环；最后 ７２℃ 孵 育 １０ ｍｉｎ，
ＰＣＲ 产物胶回收并纯化．EcoＲⅠ／SalⅠ双酶切 ＰＣＲ

1．2．7 ＤＮＡ 甲 基 化 酶 抑 制 剂 ５－ａｚａ－ＣｄＲ 处 理 ．
５－ａｚａ－ＣｄＲ 浓度分别采用 １ μｍｏｌ／Ｌ 和 ５ μｍｏｌ／Ｌ，对

产物和 ｐＥＧＦＰＣ２ 质粒，回收纯化酶切产物，并
利用 Ｔ４ ＤＮＡ 连接酶将其连接在一起．小提质粒
测序．

照组采用 ＤＭＳＯ 处理，细胞连续培养 ５ 天（１２０ ｈ），
每 ２４ ｈ 更换含有新鲜药物的培养液．收集细胞，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 ＺＮＦ１８５ 表达，ＭＳＰ 检测 ZNF185

1．2．3 细胞培养和转染．ＨＬ－６０、 Ｋ５６２ 细胞采用
低 糖 ＤＭＥＭ 培 养 基 ， ５％ 胎 牛 血 清 常 规 培 养 ．

启动子甲基化改变．将不同处理组 Ｋ５６２ 细胞接种
９６ 孔细胞培养板（１×１０４／ 孔），每个样品 ３ 个复孔，

Ｋ５６２ 细胞质粒转染采用电转染（质粒浓度：２０ ｍｇ／Ｌ，
电转条件：２５０Ｖ，１０ ｍｓ）．为获得稳定转染的细
胞，Ｋ５６２ 细胞在转染 ２４ ｈ 后，１∶２ 分离培养过
夜，加入 Ｇ４１８（６００ ｇ／Ｌ）筛选抗性克隆．选择培养 ２
个月后，采用流式细胞仪分选绿色荧光蛋白阳性细
胞，继续常规培养．
1．2．4 ＭＴＴ 检测细胞增殖．将稳定转染空载体以
及 ＺＮＦ１８５ 编码序列的 Ｋ５６２ 细胞接种 ９６ 孔细胞培

细胞连续培养 ５ 天（１２０ ｈ），ＭＴＴ 检测细胞增殖．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 统计软件，实验数据均以 x ± s
表示，两两比较采用 t 检验，P ＜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养 板 （１ ×１０ ／ 孔 ）， 每 个 样 品 ３ 个 复 孔 ． 于 ３７℃ 、
４

５％ＣＯ２ 条件下培养，随后分别于 ２４ ｈ、４８ ｈ、７２ ｈ、

2 结

果

2．1 ZNF185 在人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中表
达显著降低
分离正常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流式细胞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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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分离纯度在 ９０％以上（图 １ａ）．分别提取人外周血
中性粒细胞以及人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系
ＨＬ－６０ 和 Ｋ５６２ 细 胞 总 蛋 白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 测
ＺＮＦ１８５ 的表达．结果显示，ＺＮＦ１８５ 在人外周血

中性粒细胞中高表达，而在 Ｋ５６２ 和 ＨＬ－６０ 细胞
中 ， ＺＮＦ１８５ 的 表 达 显 著 降 低 （ 图 １ｂ， ｃ）， 提 示
ＺＮＦ１８５ 可能在粒细胞白血病细胞的增殖调控中发
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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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ased ZNF185 protein expression in K562 and HL-60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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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 Ｔｈｉｎ ｌｉｎ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ｉｃｋ ｌｉｎｅ： Ａｎｔｉ－ＣＤ１５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 （ｂ）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ＺＮＦ１８５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 Ｋ５６２ ａｎｄ ＨＬ－６０ ｃｅｌｌｓ． Ａｃｔｉｎ ｗａｓ ａｓ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ＺＮＦ１８５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ｓｏｆｏｒｍ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ｌｉｃｉｎｇ ｏｆ
ZNF185 ｍＲＮＡ． 1：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 2： Ｋ５６２； 3： ＨＬ－６０． （ｃ）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ｓｏｆｏｒｍ２；

： Ｉｓｏｆｏｒｍ３；

： Ｉｓｏｆｏｒｍ１ ；

：

： Ｉｓｏｆｏｒｍ４．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ｗａｓ ｍｅａ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 ＺＮＦ１８５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ｓｏ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Ｋ５６２ ａｎｄ ＨＬ－６０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 （P ＜ ０．０１）．

ZNF185 表达质粒的构建
为检测 ＺＮＦ１８５ 对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增殖的影
响，我们从正常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提取 ＲＮＡ，
反转录扩增（图 ２ａ）．选取丰度最高的 ＰＣＲ 扩增片

要编码 ６８９ 个氨基酸的多肽，此序列羧基端含有 ２

段（２ ０８６ ｂｐ）经 EcoＲⅠ／SalⅠ双酶切、纯化后克隆
至 ｐＥＧＦＰＣ２ 载体．测序分析表明，克隆 ｃＤＮＡ 主

（ 图 ２ｂ 及 网 络 版 附 录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ｉｂｂ．ａｃ．ｃｎ／ｃｎ／ｃｈ／

2．2

（ａ）

ｂｐ

1

2

个锌指结构组成的 ＬＩＭ 结构域，氨基端含有肌动
蛋白纤维结合（ＡＴＤ）结构域．测序证明此质粒编码
ＺＮＦ１８５ 全长序列，定义为 ｐＥＧＦＰＣ２（６８９ 氨基酸）
ｃｏｍｍｏｎ／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２０３６９＆ｆｌａ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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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Cloning of ZNF185 coding sequence
（ａ） ＲＴ－ＰＣＲ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ZNF185 ｃｏｄｉｎｇ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ＲＮＡ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ｅｎｚｙｍ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５′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ｕｐ ａｎｄ ｄｏｗｎ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ａ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ｔｈｅ Materials and methods． 1： Ｍａｒｋｅｒ； 2： ＺＮＦ１８５ ＲＴ－ＰＣ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ｂ） ＺＮＦ１８５ ＲＴ－ＰＣ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ａ）） ｗａｓ ｃｕ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ｌ，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ｐＥＦＦＰＣ２ ｖｅｃｔｏｒ． Ｐｌａｓｍｉ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ｓ ａ ６８９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ａａ）
ＺＮＦ１８５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 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ＴＤ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ａ Ｃ－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ＬＩＭ ｄｏｍ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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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过表达 ZNF185 抑制 K562 细胞的增殖
将 ｐＥＧＦＰＣ２（６８９ 氨基酸） ＺＮＦ１８５ 表达质粒转
染 Ｋ５６２ 细胞，同时转染 ｐＥＧＦＰＣ２ 空载体作为对
照．转染细胞经 Ｇ４１８ 筛选后获得稳定表达细胞

（６８９ 氨基酸）的 Ｋ５６２ 细胞高表达 ＺＮＦ１８５ 蛋白（图 ３ａ）．
分别将稳定转染 ｐＥＧＦＰＣ２ 空载体和 ｐＥＧＦＰＣ２（６８９
氨基酸）的 Ｋ５６２ 细胞接种 ９６ 孔板，ＭＴＴ 检测细胞
增殖，发现与转染 ｐＥＧＦＰＣ２ 空载体的 Ｋ５６２ 细胞
相比，转染 ｐＥＧＦＰＣ２（６８９ 氨基酸）的 Ｋ５６２ 细胞增

株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结 果 显 示 ， 稳 定 转 染 ｐＥＧＦＰＣ２

殖速率显著减低（图 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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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expression of ZNF185 inhibits K562 cell proliferation

（ａ）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ＺＮＦ１８５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ｓｔａｂ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ＧＦＰＣ２（６８９ａａ） ａｎｄ ｐＥＧＦＰＣ２ ｂｌａｎｋ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ｃｔｉｎ ｗａｓ ａｓ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1：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ＧＦＰＣ２ （６８９ａａ）； 2：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ＧＦＰＣ２ ｖｅｃｔｏｒ． （ｂ）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ｓｔａｂ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ＧＦＰＣ２（６８９ａａ） ａｎｄ ｐＥＧＦＰＣ２ ｗｅ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ｉｎ ９６ ｗｅｌｌ ｐｌａｔｅ ｆｏｒ １２０ ｈ ａｎｄ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ＴＴ ｅｖｅｒｙ ２４ ｈ． ◆

◆：

ｐＥＧＦＰＣ２；

■ ■： ｐＥＧＦＰＣ２（６８９ａａ）． Ｄａｔｅ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ａｓ x ± s． ＊P ＜ ０．０５， ＊＊P ＜ ０．０１．

2．4 ZNF185 启动子在粒细胞白血病细胞中高甲
基化
基因启动子部位的 ＤＮＡ 甲基化修饰是抑制基
因 表 达 的 主 要 方 式 之 一 ． 为 研 究 ＤＮＡ 甲 基 化
对 ＺＮＦ１８５ 表达的影响，分别提取人外周血中性

ZNF185 启动子部位 ＣｐＧ 岛进行 ＭＳＰ 检测（图 ４ａ）．
结果发现，ZNF185 启动子在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
中主要表现为非甲基化，而在粒细胞白血病细胞系
Ｋ５６２ 和 ＨＬ６０ 中，ZNF185 启动子几乎全部甲基化
（图 ４ｂ）．

粒细胞、Ｋ５６２ 和 ＨＬ６０ 细 胞 基 因 组 ＤＮＡ， 选 择
（ａ）
Ａｃａｇｃｔｇｃｔｃｔｇａｇｔｇｇｃｇｃａｇｔｔｃｃｇｇｇｔｇｔｃｔｇｔｃａｇｇｇｃｃａａａａｇｃａａａｇａｇｇａａａｇｇｃｔｃｃｃａｇｇｃａｇｃｔｃｃｔｇｇｔｃｃａｃｃｔｃｔｃａｔｇｔｇｔｃｃａｃｔｇｇｇｃｔｇｔ
ｇｔｇｇｃｃａａａｔｃｔｇｇａｇｇｃａｇｇａｇｇｇａｇｃｃｔｇｃａｇｇｔａｇａｃａｃａｔｇｇａａｃｃｔｔｃｔｃｃｔｃｔｃｔａｇｔｇｃｔｇｃｃａｇｔｃｔｇｇｔｇａｇａａｃａｇｃｔａａｃｇｃｔｇｇｔｃｃｔｃｃｃｃｇｃｃｃ
ｃｔｃｃｔｃｃｔｃｔｇｇｃｔａｃａａｇａｔｇａｃｃａｃｔｇａｇｇａｔｔａｃａａｇａａｇｃｔｇｔｇａｇｔａｔｇｃａａｃｇ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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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MSP analysis of methylation of ZNF185 promoter in neutrophils, K562 and HL-60 cells

（ａ）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ｒｉｍｅｒ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ｒｔ ｓｉｔｅ ｏｆ ZNF185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ｏ． Ｙ０９５３８．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ｕｓｅｄ ｗｅｒ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ｏｒ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 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ｕｎ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ｂ） ＭＳ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ＺＮＦ１８５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 １９７ｂｐ ＰＣ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 １９６ ｂｐ ＰＣ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 ａｎｄ Ｕ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 ZNF185 ＤＮＡ． 1：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2： ＤＮＡ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 3： ＤＮＡ ｏｆ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4： ＤＮＡ ｏｆ ＨＬ－６０ ｃｅｌ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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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Prog. Biochem. Biophys.

2013; 40 (1)

2．5 5-aza-CdR 处理 K562 细胞增加 ZNF185 的表
达，抑制细胞增殖
为了进一步明确 ZNF185 启动子甲基化是否通
过调控 ＺＮＦ１８５ 的表达进而调节细胞增殖，选取
Ｋ５６２ 细胞作为靶细胞， 分别以 １ μｍｏｌ／Ｌ 和 ５ μｍｏｌ／Ｌ

处理 Ｋ５６２ 细胞中 ZNF185 启动子甲基化的改变，
发现与 ＤＭＳＯ 处理组相比，１ μｍｏｌ／Ｌ和 ５ μｍｏｌ／Ｌ
处理组 ZNF185 启动子甲基化程度逐渐降低，并出
现非甲基化扩增条带（图 ５ｃ， ｄ）．ＭＴＴ 结果表明，
１ μｍｏｌ／Ｌ和 ５ μｍｏｌ／Ｌ的 ５－ａｚａ－ＣｄＲ 处理 Ｋ５６２ 细胞

的 ＤＮＡ 去甲基化制剂 ５－ａｚａ－ＣｄＲ 连续处理细胞 ５

４８ ｈ 后 均 显 示 显 著 地 抑 制 细 胞 增 殖 的 效 果 ， 且

天，每隔 ２４ ｈ 更换含有药物的新鲜培养液，观察
ＤＮＡ 去甲基化处理对 ＺＮＦ１８５ 表达和 Ｋ５６２ 细胞增
殖的影响．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结果显示，５－ａｚａ－ＣｄＲ 处理
致 Ｋ５６２ 细胞表达 ＺＮＦ１８５，并随药物浓度的增加
ＺＮＦ１８５ 表达增加（图 ５ａ， ｂ）．ＭＳＰ 检测 ５－ａｚａ－ＣｄＲ

５ μｍｏｌ／Ｌ药物处理组的抑制效果高于 １ μｍｏｌ／Ｌ处理
组（图 ５ｅ）．此结果证实，ZNF185 启动子甲基化抑
制其在 Ｋ５６２ 细胞中的表达，降低 ＺＮＦ１８５ 对 Ｋ５６２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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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Inhibition of K562 cell proliferation by 5-aza-CdR
（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ＺＮＦ１８５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ｉｔｈｅｒ ＤＭＳＯ ｏｒ １ μｍｏｌ／Ｌ ａｎｄ ５ μｍｏｌ／Ｌ ５－ａｚａ－ＣｄＲ， ａｃｔｉｎ ｗａｓ ａｓ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1：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ＭＳＯ； 2： １ μｍｏｌ／Ｌ ５－ａｚａ－ＣｄＲ； 3： ５ μｍｏｌ／Ｌ ５－ａｚａ－ＣｄＲ． （ｂ）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ｗａｓ ｍｅａ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 Ｉｓｏｆｏｒｍ１ ；

： Ｉｓｏｆｏｒｍ２；

： Ｉｓｏｆｏｒｍ３；

： Ｉｓｏｆｏｒｍ４． ＊＊ １ μｍｏｌ／Ｌ

５－ａｚａ－ＣｄＲ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ＤＭＳＯ （P ＜ ０．０１）； ＊５ μｍｏｌ／Ｌ ５－ａｚａ－ＣｄＲ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１ μｍｏｌ／Ｌ
５－ａｚａ－ＣｄＲ （P ＜ ０．０５）． （ｃ） ＭＳ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ZNF185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ｉｔｈｅｒ ＤＭＳＯ ｏｒ １ μｍｏｌ／Ｌ ａｎｄ ５ μｍｏｌ／Ｌ ５－ａｚａ－ＣｄＲ． 1：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2：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ＭＳＯ； 3： １ μｍｏｌ／Ｌ ５－ａｚａ－ＣｄＲ， 4： ５ μｍｏｌ／Ｌ ５－ａｚａ－ＣｄＲ． （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ＳＰ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 ＤＭＳＯ；

： １ μｍｏｌ／Ｌ；

： ５ μｍｏｌ／Ｌ． Ｍ＊：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ZNF185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ｉｎ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１ μｍｏｌ／Ｌ ５－ａｚａ－ＣｄＲ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ＭＳＯ （P ＜ ０．０５）； Ｍ＊＊：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ZNF185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ｉｎ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５ μｍｏｌ／Ｌ
５－ａｚａ－ＣｄＲ，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ＭＳＯ（P ＜ ０．０１）； Ｕ＊＊： Ｕｎ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ZNF185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ｉｎ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１ μｍｏｌ／Ｌ ａｎｄ ５ μｍｏｌ／Ｌ ５－ａｚａ－ＣｄＲ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ＭＳＯ（P ＜ ０．０１）． （ｅ）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ｉｔｈｅｒ ＤＭＳＯ ｏｒ １ μｍｏｌ／Ｌ ａｎｄ ５ μｍｏｌ／Ｌ ５－ａｚａ－ＣｄＲ ｗｅ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ｉｎ ９６ ｗｅｌｌ ｐｌａｔｅ ｆｏｒ １２０ ｈ ａｎｄ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ＴＴ
ａｓｓａｙ ｅｖｅｒｙ ２４ ｈ． ◆

◆：

ＤＭＳＯ； ■ ■： １ μｍｏｌ／Ｌ； ▲ ▲： ５ μｍｏｌ／Ｌ． Ｄａｔｅ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ａｓ x ± s． ＊P ＜ ０．０５； ＊＊P ＜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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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Ｍ 结构域是一个富含半胱氨酸并由 ２ 个锌的
蛋白质结构域，ＬＩＭ 结构域蛋白又称锌指蛋白原子
连接（ｚｉｎｃ－ｆｉｎｇｅ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ＺＮＦ），在细胞增殖和分化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７－９］．ＺＮＦ１８５ 作为 ＬＩＭ 结构域
蛋白之一位于染色体 Ｘｑ２８，此区域目前已知与 ２０
多种遗传性疾病有关．Ｈｅｉｓｓ 等 ［１］ 基于表达序列标
签（ＥＳＴ）和基因组序列分析，推测 ZNF185 ｃＤＮＡ 编
码一个 ４５２ 个氨基酸（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的蛋白质并在其 Ｃ
端有一个 ＬＩＭ 结构域．２００６ 年，Ｚｈａｎｇ 等［２］从正常
人前列腺癌组织中通过克隆测序发现 ZNF185 基因
至少编码 ４ 个不同氨基酸序列的蛋白质产物，分别
为 ６８９ 个氨基酸，６６０ 个氨基酸，６３０ 个氨基酸和
４５２ 个 氨 基 酸 ， Ｈｅｉｓｓ 等 公 布 的 序 列 只 是 其 中 之
一．ＺＮＦ１８５ 在人多种组织表达，前列腺组织表达
最高，骨髓、外周血、甲状腺、脑、肾等组织也有
较高表达．多项研究表明，ＺＮＦ１８５ 与癌症的发生
存在密切联系并且主要发挥抑癌基因的作用．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等［１０］采用基因芯片分析发现：与周边正常
上皮组织相比，ＺＮＦ１８５ 在磷状上皮细胞癌的表达
下调．Ｖａｎａｊａ 等 ［１１］ 在筛查前列腺致病相关基因的
过程中发现 ZNF185 基因的表达在前列腺癌组织
中显著降低，并且与癌症的严重程度和转移程度成
正比．Ｍｅｄｉｎａ 等 ［１２］ 发现 ＺＮＦ１８５ 表达水平的降低
是肺癌细胞的一个普遍特征，并与肺癌的发生呈正
相关．
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起源于多能造血干细胞的
恶性增殖性疾病，在我国其发病率占成人白血病的
２０％以上．已知 ９ 号染色体长臂上 ｃ－ａｂ１ 原癌基因
易位至 ２２ 号染色体的末端而形成的 ＢＣＲ／ＡＢＬ 融
合基因是其发病原因之一［１３］，而其他与粒细胞白血
病发生和发展的分子机制目前所知甚少．在此研究
中，我们发现，锌指蛋白 ＺＮＦ１８５ 在人外周血中性
粒细胞中具有较高的表达，而在急、慢性粒细胞白
血病细胞系 ＨＬ－６０ 和 Ｋ５６２ 中表达显著降低，过表
达 ZNF185 可 显 著 抑 制 Ｋ５６２ 细 胞 的 增 殖 ， 表 明
ZNF185 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中发挥抑癌基因
的作用．
基因启动子部位 ＤＮＡ 甲基化修饰是真核生物
基因表达调控的主要方式之一，高甲基化抑制基因
转录而低甲基化使转录增加 ［１４］．通过 ＭＳＰ 检测，
发现在人正常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ZNF185 启动

·６９·

子非甲基化扩增条带明显，同时也出现微弱的甲基
化扩增条带，而在 ＨＬ－６０ 和 Ｋ５６２ 细胞中几乎只有
甲基化扩增条带，说明 ＤＮＡ 甲基化可能是抑制
ＺＮＦ１８５ 在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中表达的主
要原因，在人正常中性粒细胞中出现的甲基化扩增
条带则可能与分离中性粒细胞时，掺杂的其他少量
不 表 达 ＺＮＦ１８５ 的 血 液 细 胞 有 关 ． 在 不 同 浓 度
５－ａｚａ－ＣｄＲ 处理的 Ｋ５６２ 细胞中，与对照组相比，
ZNF185 启动子均出现明显的非甲基化扩增条带，
而且 ＺＮＦ１８５ 的表达也随 ５－ａｚａ－ＣｄＲ 浓度的增加而
增加．更为重要的是，５－ａｚａ－ＣｄＲ 处理的 Ｋ５６２ 细
胞与对照组相比细胞增殖速度显著降低．此结果证
明，ＤＮＡ 甲基化抑制 ＺＮＦ１８５ 在慢性粒细胞白血
病细胞中的表达并促进细胞增殖．
我们注意到，５ μｍｏｌ／Ｌ ５－ａｚａ－ＣｄＲ 处理 Ｋ５６２
细胞的增殖速率甚至低于 ＺＮＦ１８５ 转染细胞，这可
能与 ５－ａｚａ－ＣｄＲ 的非特异去甲基化诱导其他抑制细
胞 增 殖 的 基 因 表 达 有 关 ： 如 罗 健 民 等 ［１５］ 报 道
５－ａｚａ－ＣｄＲ 通过促进 ＳＨＰ－１ 基因表达抑制 Ｋ５６２ 细
胞增殖， 促进细胞凋亡； 黄云燕等［１６］报道 ５－ａｚａ－ＣｄＲ
联合 ＥＧＣＧ（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可改变
ＨＬ－６０ 和 Ｋ５６２ 细胞中 Ｂｃｌ－２ 和 Ｂａｘ 的表达，抑制
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因此，５－ａｚａ－ＣｄＲ 抑制
Ｋ５６２ 细胞的增殖效应可能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而
诱导 ＺＮＦ１８５ 的表达只是其中之一．由于 ｍＲＮＡ
的选择性剪切，ＺＮＦ１８５ 表达多个不同分子质量的
蛋白异构体，除 ６８９ 个氨基酸外，其他 ＺＮＦ１８５ 蛋
白异构体对 Ｋ５６２ 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影响也尚须进
一步探讨．另外，由于未知原因，ｐＥＧＦＰＣ２（６８９
个氨基酸）ＺＮＦ１８５ 表达质粒稳定转染 ＨＬ－６０ 细胞未
成功，尚不能确定 ＺＮＦ１８５ 对急性粒细胞白血病细
胞增殖的特异性影响，也需加以完善．
总之，ＺＮＦ１８５ 具有抑癌基因的作用，在急、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中表达显著降低，而通过转
染或 ＤＮＡ 去甲基化处理增加 ＺＮＦ１８５ 在 Ｋ５６２ 中
的表达具有显著抑制细胞增殖的效果．本研究为进
一步认识粒细胞白血病发生和发展的机制以及临床
治疗靶点的选择提供了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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