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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 ＲＮＡ ｍ６Ａ甲基化结合蛋白(ＹＴＨ结构域包含蛋白 １ꎬＹＴＨＤＣ１)在小脑发育和髓母细胞瘤中的
表达模式及其可能发挥的作用ꎮ 方法 分别以小鼠小脑、人髓母细胞瘤和细胞系为研究对象ꎬ在转录组测序结果
的基础上ꎬ分析 ＲＮＡ水平表达模式ꎻ用免疫印迹和免疫组化检测 ＹＴＨＤＣ１蛋白的表达ꎻ在 Ｄａｏｙ 细胞中敲低甲基
转移酶 ＭＥＴＴＬ３并通过ｍ６Ａ￣ＩＰ￣ｑＰＣＲ方法检测 ＹＴＨＤＣ１ ＲＮＡ甲基化水平及对 ＹＴＨＤＣ１蛋白丰度的影响ꎮ 结果 小

鼠小脑发育过程中 ＹＴＨＤＣ１ ＲＮＡ水平未见明显改变ꎬ蛋白表达显著下降(Ｐ<０ ０５)ꎮ ＹＴＨＤＣ１在 Ｐ７的小脑内颗粒
神经元高表达ꎬ而在 Ｐ６０小脑中表达降低ꎮ 与正常或癌旁组织相比ꎬＹＴＨＤＣ１ 在肿瘤组织中 ＲＮＡ 水平未见明显改
变ꎬ蛋白水平总体偏低(Ｐ<０ ０５)ꎮ ＹＴＨＤＣ１在髓母细胞瘤中 ＲＮＡ ｍ６Ａ甲基化水平显著升高(Ｐ<０ ０５)ꎬ而 ＭＥＴＴＬ３
敲低引起 ＹＴＨＤＣ１ ｍ６Ａ甲基化水平下降以及蛋白表达上调ꎮ 结论 小鼠小脑发育及人髓母细胞瘤中 ＹＴＨＤＣ１蛋白
表达变化显著ꎬ这一过程受到 ｍ６Ａ甲基化介导的转录后调控作用ꎬ进而影响小脑发育及髓母细胞瘤的发生ꎮ
关键词: ＲＮＡ ｍ６Ａ甲基化ꎻＹＴＨＤＣ１ꎻ小脑发育ꎻ髓母细胞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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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ｍｉｃｅ 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ｍｅｄｕｌｌ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ＷＵ Ｇａｏ￣ｌａｎｇ１ꎬ ＺＨＡＯ Ｆｕ２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２ꎬ ＬＩ Ｃｈｕｎ￣ｄｅ２ꎬ ＮＩＵ Ｙａ￣ｍｅｉ１ꎬ ＬＩＵ Ｐｉ￣ｎａｎ２ꎬ ＴＯＮＧ Ｗｅｉ￣ｍｉｎ１∗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ＡＭＳ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ＡＭＳ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ＵＭＣ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５ꎻ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ｔａ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５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ＮＡ ｍ６Ａ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ＹＴＨＤＣ１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ｏｕｓｅ ｃｅｒｅ￣
ｂｅｌｌ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ｍｅｄｕｌｌ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Ｒ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ｃｅ 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ｕｍꎬ ｍｅｄｕｌｌ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ａｎｄ Ｄａｏｙ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ＮＡ￣ｓｅ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ＭＥＴＴＬ３ ｗａｓ ｋｎｏｃｋｅｄ ｄｏｗｎ ｉｎ Ｄａｏｙ ｃｅｌｌｓꎬ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ｍ６Ａ￣ＩＰ￣ｑＰＣ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ＹＴＨＤＣ１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ＹＴＨＤＣ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ｅｖｅ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ｉｃｅ 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ＹＴＨＤＣ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ｉｎ ＲＮＡ ｌｅｖｅｌ ｂｕ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ｅｖｅｌ
(Ｐ<０ ０５).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ꎬ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ｌａｙｅ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ｏｓｔ￣



基础医学与临床　 　 Ｂａｓｉｃ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９ ３９(７)
ｎａｔａｌ ｄａｙ ７(Ｐ７) ｔｏ Ｐ６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ｄｕｌｌ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ｐａｒａ￣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ｔｉｓｓｕｅｓꎬ ｓｈｏｗｅｄ
ｎｏ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ｉｎ ＲＮＡ ｌｅｖｅｌꎬ ｂｕｔ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ｅｖｅｌ(Ｐ< ０ ０５). Ｎｏｔａｂｌｙꎬ
ＹＴＨＤＣ１ Ｒ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ｍｅｄｕｌｌ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Ｐ<０ ０５)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６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ＥＴＴＬ３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ＹＴＨＤＣ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ｍｏｕｓｅ 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ｍｅｄｕｌｌ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ꎬ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ｂｕｔ ｎｏｔ ＹＴＨＤＣ１ ＲＮＡꎬ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ｅ ＲＮＡ ｍ６Ａ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ｃａ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ｉｔｓ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ａｔ ｐｏｓｔ￣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ꎬ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ＲＮＡ ｍ６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ｄｕｌｌ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ＮＡ ｍ６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ꎬ ＹＴＨＤＣ１ꎬ 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ｍｅｄｕｌｌ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ＲＮＡ ｍ６Ａ甲基化是真核生物内丰度最高的一
种重要表观转录修饰ꎮ 其甲基化的平衡依赖于甲基
转移酶复合物与去甲基化酶之间的共同作用ꎬ而其
功能发挥则多依赖于 ｍ６Ａ 结合蛋白[１]ꎮ ｍ６Ａ 在三
者协同作用之下ꎬ在多种生理过程中发挥重要调控
作用[２]ꎮ

ＲＮＡ ｍ６Ａ甲基化在哺乳动物脑组织中高丰度
存在ꎬ并在神经系统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３￣４]ꎮ 研
究表明ꎬ甲基转移酶和去甲基化酶参与大脑皮质与
海马的神经发生、学习记忆与情绪的调控[５￣６]ꎮ
Ｍｅｔｔｌ３、Ａｌｋｂｈ５[３]与 Ｆｔｏ[７]敲除小鼠也表现出不同程
度的小脑发育异常ꎮ 但 ｍ６Ａ结合蛋白在小脑发育过
程中以及小脑肿瘤中的研究尚属空白ꎮ ＹＴＨ结构域
包含蛋白 １(ＹＴＨ ｄｏ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１ꎬ ＹＴＨＤＣ１)作为
重要的 ｍ６Ａ 识别蛋白ꎬ参与调控 ｍＲＮＡ 剪切[８]与
ｍＲＮＡ出核[９]ꎬ但其作用目前尚属未知ꎮ

为此ꎬ本文以小鼠为模型ꎬ检测 ＹＴＨＤＣ１ 在小
脑发育过程中的表达变化ꎻ并选择小脑发育异常所
致的恶性脑肿瘤———髓母细胞瘤进行研究ꎬ比较了
正常与髓母细胞瘤之间 ＹＴＨＤＣ１ 的表达差异ꎬ旨在
初步探究其蛋白水平异常的机制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１ １ １　 实验动物:ＳＰＦ级别 Ｃ５７ＢＬ / ６Ｊ遗传背景野生
型小鼠(维通利华公司ꎬ合格证号 ＳＣＸＫ 京 ２０１６￣
０００６)ꎮ 实验动物的使用遵循实验动物管理条例ꎬ并
通过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动物伦理委

员会的批准(伦理审批编号:ＡＣＵＣ￣Ａ０２￣２０１４￣００１)ꎮ
１ １ ２　 髓母细胞瘤临床样本:１９ 例髓母细胞瘤患
者的肿瘤组织(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ꎬ其中包括

ＳＨＨ亚型( Ｓｏｎｉｃ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６ 例、ＷＮＴ 亚
型(Ｗｎｔ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２例、Ｇ３ 亚型(Ｇｒｏｕｐ３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５
例、Ｇ４亚型(Ｇｒｏｕｐ４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６ 例ꎮ 本研究已获得
患者知情同意ꎮ 临床样本的采集和使用符合要求规
范ꎬ均已获得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伦理
委员会的批准(伦理审批编号:２０１８０３７)及天坛医
院的知情同意书ꎮ
１ １ ３　 细胞系:人髓母细胞瘤细胞 Ｄａｏｙ细胞系(中
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细胞资源中心)ꎮ
１ １ ４　 试剂及试剂盒: ＢＣＡ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
(Ｇｅｎｓｔａｒ公司)ꎻａｎｔｉ￣ＹＴＨＤＣ１抗体(Ａｂｃａｍ 公司)和
ａｎｔｉ￣ＭＥＴＴＬ３抗体(Ａｂｎｏｖａ 公司)ꎻａｎｔｉ￣ＧＡＰＤＨ 抗体
(Ｃｅｌｌ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公司)和 ａｎｔｉ￣β￣ａｃｔｉｎ 抗体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公司)ꎻ二抗ꎬ即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
山羊抗兔 ｌｇＧ 及 ＤＡＢ(Ｖｅｃｔｏｒ 公司)或山羊抗小鼠
ｌｇＧ(北京西雅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ꎻＰｏｌｙ(Ａ)
ＰｕｒｉｓｔＴＭ ＭＡＧ Ｋｉｔ 试剂盒(Ａｍｂｉｏｎ 公司)ꎻａｎｔｉ￣ｍ６Ａ
抗体 ( 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公 司 )ꎻ 反 转 录 试 剂 盒
(ＴＯＹＯＢＯ公司)ꎮ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蛋白免疫印迹实验:检测出生后 ７ ｄ(Ｐ７)、
１４ ｄ(Ｐ１４)及 ６０ ｄ(Ｐ６０)小鼠小脑组织 ＹＴＨＤＣ１ 蛋
白的表达ꎮ 用 ＲＩＰＡ 裂解液提取小鼠小脑组织或
细胞系中的蛋白ꎮ 用 ＢＣＡ法测定蛋白浓度ꎮ 取适
量蛋白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 及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ꎮ 恒流
４００ ｍＡ电泳ꎻ 湿法转膜ꎬ３ ｈꎮ 随后用血清封闭ꎬ
一抗 ４ ℃孵育过夜、二抗室温孵育 １ ｈꎬ再用 ＴＢＳＴ
多次洗膜ꎬ ＥＣＬ 显色ꎮ 一抗包括: ａｎｔｉ￣ＹＴＨＤＣ１
(１ ∶ ４００)ꎻ ａｎｔｉ￣ＭＥＴＴＬ３ ( １ ∶ １ ０００)ꎻ ａｎｔｉ￣ＧＡＰＤＨ
(１ ∶ ２ ０００)ꎻａｎｔｉ￣β￣ａｃｔｉｎ(１ ∶ ２ ０００)ꎮ 二抗为辣根
过氧化物酶标记的山羊抗兔 ＩｇＧ 或山羊抗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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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ｇＧ (１ ∶ １０ ０００)ꎮ
１ ２ ２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小鼠小脑及髓母细
胞瘤组织中 ＹＴＨＤＣ１ 蛋白的原位表达ꎮ 对组织切
片进行常规脱蜡脱水ꎬＨ２Ｏ２ 处理去除内源性过氧化
物酶、用枸橼酸盐溶液高压修复ꎮ 随后进行封闭ꎬ一
抗(ａｎｔｉ￣ＹＴＨＤＣ１ꎬ１ ∶ ５００)４ ℃孵育过夜ꎬ二抗(山羊
抗 ＩｇＧ)室温孵育 １ ｈꎬ最后用 ＤＡＢ 显色ꎬ苏木精染
核ꎮ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使用 ＴＧ 公司的 Ｔｉｓｓｕｅ
ＦＡＸＳ ２００ 数字病理分析系统(组织细胞定量分析系
统)进行扫描和定量分析ꎮ
１ ２ ３　 ｓｉＲＮＡ 敲低实验:通过敲低 ＭＥＴＴＬ３ 致使
ｍ６Ａ甲基化缺失ꎮ 在 １０ ｃｍ细胞培养皿中接种 Ｄａｏｙ
细胞ꎬ使第 ２天细胞汇合度可达到 ３０％~５０％ꎮ 每个
培养皿中加入 ２ ５ μＬ ｓｉＲＮＡ(２０ μｍｏｌ / Ｌ)与５０ μＬ
ＲＦｅｃｔ(常州百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敲低ꎬ４８ ｈ
后收细胞进行后续实验ꎮ ｓｉＲＮＡ 序列ｓｉ￣ＭＥＴＴＬ３:５′￣
ＵＣＡＧＵＡＵＣＵＵＧＧＧＣＡＡＧＵＵＴＴ￣３′ꎻ ｓｉ￣Ｓｃｒａｍｂｌｅ: ５′￣
ＴＴＣＴＣＣＧＡＡＣＧＴＧＴＣＡＣＧＴ￣３′ꎮ
１ ２ ４　 ｍ６Ａ￣ＩＰ￣ｑＰＣＲ实验:验证ＹＴＨＤＣ１上存在ｍ６Ａ
修饰ꎬ敲低 ＭＥＴＴＬ３后 ＹＴＨＤＣ１上 ｍ６Ａ 修饰水平下
降ꎮ 先通过 Ｔｒｉｚｏｌ 法从 Ｄａｏｙ 细胞提取总 ＲＮＡꎬ用
Ｐｏｌｙ( Ａ) ＰｕｒｉｓｔＴＭ ＭＡＧ Ｋｉｔ 试剂盒提取 ｐｏｌｙ ( Ａ)
ＲＮＡꎮ 通过抗 ｍ６Ａ抗体富集有甲基化修饰的 ＲＮＡꎮ
随后ꎬ用反转录试剂盒合成 ｃＤＮＡꎬ再用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检测样本中的 ｍ６Ａ甲基化水平ꎮ

表 １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引物序列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ｉｍｅ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ｎａｍｅ ｐｒｉｍｅ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ＹＴＨＤＣ１￣１ Ｆ: ５′￣ＣＡＧＧＡＣＡＴＣＡＴＣＣＡＧＴＡＣＣＡＣＡ￣３′

Ｒ: ５′￣ＡＣＡＡＴＣＡＧＴＧＣＴＴＣＣＡＡＡＡＧＣＣ￣３′
ＹＴＨＤＣ１￣２ Ｆ: ５′￣ＧＡＴＣＣＴＧＡＡＡＧＧＡＧＧＧＣＣＡＡ￣３′

Ｒ: ５′￣ＡＡＣＣＡＣＴＧＣＴＧＣＣＡＧＴＣＴＣ￣３′

２　 结果

２ １　 野生型小鼠小脑发育过程中 ＹＴＨＤＣ１的动态
表达模式

小脑发育过程中 ＹＴＨＤＣ１ ＲＮＡ表达相对稳定ꎬ
无显著改变ꎮ 但随着小脑发育进行ꎬＹＴＨＤＣ１ 蛋白
表达水平显著下降(Ｐ<０ ０５) (图 １)ꎮ ＹＴＨＤＣ１ 蛋
白在 Ｐ７的小鼠小脑中浦肯野细胞及内颗粒细胞均

有较高表达ꎬ而外颗粒细胞层表达较低ꎻ在 Ｐ６０ 小
脑中ꎬ内颗粒细胞层表达降低(图 ２)ꎮ

∗Ｐ<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Ｐ７
图 １　 野生型小鼠小脑发育过程中 ＹＴＨＤＣ１蛋白的表达
Ｆｉｇ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ｏｕｓｅ 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ｘ±ｓꎬ ｎ＝３)

图 ２　 Ｐ７和 Ｐ６０小鼠小脑组织中 ＹＴＨＤＣ１蛋白的
　 　 原位表达

Ｆｉｇ ２　 Ｉｎ ｓｉｔｕ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ｓｅ 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ｕｍ ｏｆ Ｐ７ ａｎｄ Ｐ６０

２ ２　 ＹＴＨＤＣ１在人髓母细胞瘤中的异常表达
与正常小脑相比ꎬＹＴＨＤＣ１ ＲＮＡ 在 ＷＮＴ、ＳＨＨ

与 Ｇ４亚型的肿瘤中表达水平未见改变ꎬ在 Ｇ３ 亚型
中升高ꎮ 髓母细胞瘤中 ＹＴＨＤＣ１ 蛋白主要表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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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与临床　 　 Ｂａｓｉｃ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９ ３９(７)
细胞核ꎬ胞质中也有少量表达ꎮ Ｇ４ 亚型中较低(图
３)ꎮ 但是与癌旁组织相比ꎬ各亚型的髓母细胞瘤中
的 ＹＴＨＤＣ１蛋白丰度均显著降低ꎬ图中以 Ｇ３ 亚型
为例展示(图 ４)ꎮ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ｉｎ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ｅｄｕｌｌ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４０)ꎻ Ｂ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Ａꎻ ∗Ｐ<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ＨＨ
图 ３　 ４种分子亚型的髓母细胞瘤中 ＹＴＨＤＣ１
　 　 免疫组化染色及定量

Ｆｉｇ ３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ｉｎ ｆｏｕｒ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ｅｄｕｌｌ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２ ３　 ｍ６Ａ甲基化调控髓母细胞瘤中 ＹＴＨＤＣ１ 的
蛋白表达

前期对正常小脑组织与髓母细胞瘤标本开展的

ＲＮＡ ｍ６Ａ甲基化测序结果提示ꎬＹＴＨＤＣ１ ＲＮＡ在最
后一个外显子与第 ４ 个外显子区域具有 ＲＮＡ ｍ６Ａ
甲基化ꎬ继而在髓母细胞瘤 Ｄａｏｙ细胞中得到进一步
证实(图 ５)ꎮ 敲低甲基转移酶 ＭＥＴＴＬ３ 的 Ｄａｏｙ 细
胞 ｍ６Ａ 水平下调 (图 ６)ꎻ ｍ６Ａ 水平下降同时ꎬ

∗Ｐ<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ｔｉｓｓｕｅ
图 ４　 同一切片上 ＹＴＨＤＣ１蛋白在肿瘤组织与癌旁
　 　 组织中的原位表达检测

Ｆｉｇ ４　 ＹＴＨＤＣ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ｕｍ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ꎬ ｘ±ｓꎬ ｎ＝３)

∗Ｐ<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ＡＰＤＨ
图 ５　 ｑＰＣＲ验证 Ｄａｏｙ细胞中 ＹＴＨＤＣ１ ＲＮＡ上
　 　 存在 ｍ６Ａ甲基化
Ｆｉｇ ５　 ｑＰＣ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ＹＴＨＤＣ１ ＲＮＡ ｗａ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ｍ６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ａｏｙ ｃｅｌｌ
　 　 　 (ｘ±ｓꎬ ｎ＝３)

ＹＴＨＤＣ１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上调(图 ７)ꎮ
３　 讨论

ＹＴＨＤＣ１作为 ｍ６Ａ 结合蛋白能调节 ｍＲＮＡ 剪
切[８]和出核[９]ꎮ 脑组织中 ＲＮＡ 剪切事件发生频率
很高ꎬ贯穿了增殖、迁移、分化及突触形成等多个生
物过程[１０]ꎮ 本实验室前期工作也证明 ＡＬＫＢＨ５ 缺
失引起的 ＲＮＡ 过度甲基化会引起 ＲＮＡ 出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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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ｉＳｃｒａｍｂｌｅ ｇｒｏｕｐ
图 ６　 敲低ＭＥＴＴＬ３引起 ＹＴＨＤＣ１ ＲＮＡ上 ｍ６Ａ
　 　 甲基化水平下调

Ｆｉｇ ６　 ＭＥＴＴＬ３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 ｃｏｕｌｄ ｌｅａｄ ｔｏ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Ｒ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ｘ±ｓꎬ ｎ＝３)

∗Ｐ<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ｉＳｃｒａｍｂｌｅ ｇｒｏｕｐ
图 ７　 敲低ＭＥＴＴＬ３引起 Ｄａｏｙ细胞 ＹＴＨＤＣ１
　 　 蛋白表达上升

Ｆｉｇ ７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 ｏｆ ＭＥＴＴＬ３ ｌ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ＹＴＨＤＣ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Ｄａｏｙ ｃｅｌｌ
　 　 　 (ｘ±ｓꎬ ｎ＝３)

常[１１]ꎮ 据此推测在小脑发育中 ＹＴＨＤＣ１ 亦可能通
过结合 ｍ６Ａ介导相关 ＲＮＡ的代谢ꎬ从而调控神经

元的增殖迁移及分化等过程ꎮ
本研究发现小脑发育中ꎬ尽管测序结果显示

ＹＴＨＤＣ１ ＲＮＡ的表达未见明显改变ꎬ但 ＹＴＨＤＣ１ 蛋
白在内颗粒神经元的表达显著降低ꎬ这提示
ＹＴＨＤＣ１ 在小脑发育早期发挥重要功能ꎮ 这种
ＲＮＡ与蛋白水平上的表达差异很可能由 ＹＴＨＤＣ１
自身 ＲＮＡ ｍ６Ａ甲基化介导的翻译调控所致ꎮ

有报道 ｍ６Ａ 对胶质母细胞瘤的发生发展具有
重要调节作用[１２]ꎮ 而迄今 ＹＴＨＤＣ１ 与疾病的相关
性尚未有报道ꎮ 髓母细胞瘤是一种儿童常见的恶性
脑肿瘤ꎬ多发于小脑原始神经外胚叶ꎬ恶性程度高ꎬ
分为 ＷＮＴ、ＳＨＨ、Ｇ３ 与 Ｇ４ 这 ４ 种分子亚型[１３]ꎮ 实
验结果显示ꎬ相对于癌旁组织ꎬ髓母细胞瘤中
ＹＴＨＤＣ１ 的蛋白表达普遍降低ꎮ 这种差异说明
ＹＴＨＤＣ１可能在髓母细胞瘤肿瘤发生过程起到一定
的作用ꎮ 在小鼠小脑发育早期ꎬＹＴＨＤＣ１ 蛋白在外
颗粒细胞层增殖活跃的神经元中表达相对较低ꎻ而
肿瘤组织中亦含有大量过度增殖的细胞ꎬ同样
ＹＴＨＤＣ１呈现出较低的表达水平ꎮ 这提示 ＹＴＨＤＣ１
可能与神经元的增殖调控相关ꎬ具体的分子机制尚
不明确ꎮ

细胞内最终发挥生物学效应的是蛋白质ꎬ尽管
蛋白质由 ＲＮＡ 翻译而来ꎬ但两者水平并非绝对一
致ꎮ ２０１８ 年报道髓母细胞瘤中发现 ＲＮＡ 与蛋白质
丰度之间的低相关性ꎬ相关系数仅为 ０ ３１ [１４]ꎮ 这
种 ＲＮＡ和蛋白低相关性的现象ꎬ在本文结果中同样
被发现ꎬ并在细胞水平验证 ＹＴＨＤＣ１ 的蛋白表达受
ｍ６Ａ调控ꎮ 说明髓母细胞瘤 ＹＴＨＤＣ１ 蛋白表达降
低可能由于过度 ｍ６Ａ甲基化所致ꎮ

综上ꎬ本项研究分析了 ＹＴＨＤＣ１ 在小鼠小脑发
育过程和髓母细胞瘤中的表达模式ꎬ初步解析
ＹＴＨＤＣ１蛋白在肿瘤中的翻译调控机制ꎬ为研究髓
母细胞瘤的发病机制提供了线索ꎮ 今后则有待于在
细胞和动物水平上进一步探究 ＹＴＨＤＣ１ 对髓母细
胞瘤发生发展的影响及具体的分子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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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点击

肾病风险与含糖饮料有关

在线发表在«美国肾脏病学会临床杂志»(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Ｎｅｐｈｒｏｌｏｇｙ ꎬＣＪＡＳＮ)(２０１８￣１２￣２７)上的
一项新近研究表明ꎬ饮用大量含糖饮料的人可能会使自己患肾病的风险增加ꎮ

研究人员对密西西比州 ３ ０００多名黑人男性和女性的研究发现ꎬ那些饮用最多苏打水ꎬ加糖的果汁饮料和水的人患慢性
肾病的风险增加了 ６１％ꎮ 研究人员研究了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４年研究开始时的调查问卷中报告的饮料消费量ꎮ 参与者从 ２００９年
至 ２０１３年进行了随访ꎮ

“对于食品供应中广泛的饮料选择对健康的影响缺乏全面的信息ꎬ”主要研究者 Ｃａｓｅｙ Ｒｅｂｈｏｌｚ说ꎮ 他是巴尔的摩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ꎮ “特别是关于哪种类型的饮料和饮料类型与肾脏疾病风险相关的信息有限ꎬ”
她补充说ꎮ

虽然该研究发现含糖饮料与肾脏疾病之间存在关联ꎬ但目前还无法证明是因果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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