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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199a-5p 下调 NF-κB 信号通路
激活水平抑制宫颈癌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
张明川，张玲，马一鸣，程淑霞，王莉
【摘要】
目的

探讨 miR-199a-5p 对宫颈癌细胞生长、侵袭和迁移

的影响和机制。
方法

Real-time PCR 测定 miR-199a-5p 在宫颈癌 HeLa、

HCC94、CaSki 细胞和正常宫颈 Ect1/E6E7 细胞中的表达
差异。在宫颈癌细胞中转染 miR-199a-5p mimics，real-time
PCR 检测过表达效果，MTT 检测增殖，克隆形成实验测定

表达下调后可以通过 NF-κB 信号通路诱导膀胱癌
的发生[7]。有研究显示，miR-199a-5p 在宫颈癌组
织中低表达[8]。目前对于 miR-199a-5p 在宫颈癌细
胞生长、侵袭和迁移中的作用及调控机制是否与
NF-κB 相关尚不清楚。本研究通过体外细胞实验探
讨 miR-199a-5p 在宫颈癌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中
的作用，为靶向基因治疗宫颈癌提供参考。

克 隆 形 成 能 力 ， Transwell 小 室 测 定 侵 袭 和 迁 移 能 力 ，
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中 p-p65、p-IκB 蛋白表达变化。使

1

用核因子-κB（NF-κB）激活剂 PMA 处理转染 miR-199a-5p

1.1 材料
宫颈癌 HeLa、HCC94、CaSki 细胞和正常宫
颈 Ect1/E6E7 细 胞购 自上 海 歌凡 生物 细 胞库 ；
miRNA 第一链合成试剂盒购自北京百奥莱博科技
有限公司；实时荧光定量 PCR 试剂购自宝生物工
程（大连）有限公司；p-p65 抗体、p-IκB 抗体购
自美国 Santa Cruz 公司；Trizol 试剂和转染试剂
Lipofectamine2000 购 自 美 国 Invitrogen 公 司 ；
NF-κB 激 活 剂 PMA 购 自 美 国 Sigma 公 司 ；
miR-199a-5p mimics、mimics control 购自上海吉玛
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Real-time PCR 检测 miR-199a-5p 在宫颈
癌 细 胞 中 的 表 达 变 化 分 别 在 宫 颈 癌 HeLa 、
HCC94、CaSki 细胞和正常宫颈 Ect1/E6E7 细胞中
添加 300 μl 的 Trizol 试剂，充分裂解后，常规方
法提取细胞中总 RNA。吸取 1 μl 的 RNA，测定
其 260 nm 和 280 nm 下 的 光 密 度 （ OD ） ，
OD260/OD280 的比值应在 1.8 ~ 2.0 之间，表明 RNA
纯度较好，符合实验要求。以总 RNA 作为模板，
根据 miRNA 第一链合成试剂盒进行反转录，合成
的 cDNA 保存在 –20 ℃。以 real-time PCR 检测
miR-199a-5p 表达变化。PCR 体系为：10 nmol/L 的

mimics 后的宫颈癌细胞，同样使用上述方法测定细胞生长、
克隆、侵袭和迁移能力变化。
结果

miR-199a-5p 在宫颈癌 HeLa、HCC94、CaSki 细胞

中的表达水平低于正常宫颈 Ect1/E6E7 细胞。miR-199a-5p
mimics 提高宫颈癌细胞中 miR-199a-5p 表达水平，降低细
胞增殖、克隆、侵袭和迁移能力，减少细胞中 p-p65、p-IκB
蛋白表达。NF-κB 激活剂 PMA 可以逆转 miR-199a-5p 对
宫颈癌细胞增殖、克隆、侵袭和迁移能力的抑制作用。
结论

miR-199a-5p 通过下调 NF-κB 信号通路激活水平

抑制宫颈癌细胞生长、侵袭和迁移。

【关键词】宫颈肿瘤； 肿瘤侵润； 细胞增殖； NF-κB；
miR-199a-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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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世界上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宫颈癌
细胞恶性增殖和转移是患者死亡的关键。目前对于
肿瘤的分子机制研究发现，miRNA 在肿瘤细胞恶
性行为中具有关键作用[1-2]。miR-199a-5p 在肿瘤组
织中异常表达，并且参与肿瘤的侵袭转移以及增殖
等过程，目前已知其在结直肠癌、卵巢癌、肝癌中
表达下降，并且具有负调控肿瘤细胞恶性增殖的作
用[3-5]。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信
号通路是一个在肿瘤组织中过度激活的肿瘤调控
因子，其激活后可以增加肿瘤的恶性程度[6]。之前
的研究报道显示，miR-199a-5p 可以降低卵巢癌细
胞中 NF-κB 信号通路的激活水平，miR-199a-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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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引物各 1 μl、cDNA 模板 1 μl、
SYBR Premix
EX Taq 10 μl，添加 7 μl 的 DEPC 水。PCR 反应
程序为：95 ℃ 预变性 3 min；60 ℃ 退火 40 s；
△△
72 ℃ 延伸 30 s，一共循环 45 次。以 2- Ct 值表
示 miR-199a-5p 表达水平。内参为 U6。引物由南
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miR-199a-5p 上
游 5' GGGCCCAGTGTTCAGACTAC 3'，下游 5'
GTGCAGGGTCCGAGGT 3'；U6 上游 5' CGCTTC
GGCAGCACA 3'，下游 5' AACGCTTCACGAATTT
GCGT 3'。
1.2.2 细胞分组 取 HeLa 细胞，用转染试剂
Lipofectamine2000 将 miR-199a-5p mimics、mimics
control 转染到细胞中，按照转染试剂标准流程操
作。把转染后的 HeLa 细胞分别记为 miR-199a-5p、
miR-NC，把只加入转染试剂的 HeLa 细胞记为
对照。细胞在培养 2 d 以后，使用 real-time PCR
检测细胞中 miR-199a-5p 表达变化，评估过表达
效果。
1.2.3 CCK8 测定细胞增殖 在 96 孔细胞培养
板中接种 miR-NC、miR-199a-5p 细胞，每个孔内
加入 5 × 103 个细胞（细胞悬浮液体积为 100 μl）。
细胞培养 2 d 以后，在每个孔内添加 CCK8 工
作液各 10 μl，放在 37 ℃ 孵育反应 3 h 以后，测
定每个孔 450 nm 的 OD 值，使用不含细胞的孔
调零。
1.2.4 克隆形成实验测定细胞克隆 在 6 孔细
胞培养板中接种 miR-NC、miR-199a-5p 细胞，每
个孔中添加 1 × 103 个细胞，每隔 2 天换液一次，
培养 12 d 以后，用 PBS 溶液将细胞洗涤，结晶
紫染色后，计数克隆形成数目，计算细胞克隆形成
率。克隆形成率（%）=（克隆形成数目 ÷ 接种细
胞数目）× 100%
1.2.5 Transwell 小室测定细胞侵袭和迁移 细
胞迁移和侵袭实验均用 Transwell 小室进行检测，
侵袭实验前需要用基质胶将小室湿化，用不含血清
的细胞培养液将 miR-NC、miR-199a-5p 细胞悬浮，
在小室的上室中添加 200 μl 的细胞悬浮液，在小
室的下室中添加 500 μl 的含血清培养液，放在培
养箱中培养 2 d。取出小室，用棉签把没有穿膜的
细胞擦掉，使用 0.1% 的结晶紫染色后，在显微镜
下观察，随机选择 5 个视野，计算细胞穿膜数目。
1.2.6 Western blot 检测 p-p65、p-IκB 蛋白表
达 取培养 2 d 后的 miR-NC、miR-199a-5p 细
胞，添加含有抑蛋白酶分解试剂的 RIPA 裂解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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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混合均匀以后，放在冰上裂解 20 min。4 ℃、
12 000 r/min 离心 10 min，吸取上清溶液，蛋白存
在于上清中。将蛋白同 5 × 上样缓冲液混匀，置于
100 ℃ 孵育 5 min。将蛋白添加到 SDS-PAGE 凝
胶上样孔中，初始电压设置为 80 V，分离胶中的
电压为 100 V。以恒定电流 300 mA 转膜 70 min。
取出电转后的 PVDF 膜，置于 5% 牛血清白蛋白
中封闭，然后将 PVDF 膜放在已经稀释好的一抗
孵育液中，放在室温中反应 2 h。将 PVDF 膜放在
1:3000 稀释后的二抗反应液中，置于室温中孵育
2 h。采用 ECL 法显色以后，用 Image J 分析条带
的灰度值，把 GAPDH 作为内参，分析目的蛋白
表达水平。p-p65、p-IκB 抗体以 1:400 稀释。
1.2.7 PMA 对过表达 miR-199a-5p 的宫颈癌
细胞增殖、克隆、侵袭和迁移影响 取转染
miR-199a-5p mimics 后的 HeLa 细胞，用含有 0、
100 nmol/L 的 NF-κB 激活剂 PMA 细胞培养液
培养，记为 miR-199a-5p、miR-199a-5p + PMA。培
养 2 d 后，按照 MTT、克隆形成实验、Transwell 小
室方法检测细胞增殖、克隆、侵袭和迁移变化。
1.3 统计学处理
用 SPSS21.0 软件分析统计实验数据，计量资
料用 x  s 表示，两组数据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多组差异比较用单因素方差，组间比较用 LSD-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miR-199a-5p 在宫颈癌细胞中低表达
miR-199a-5p 在宫颈癌 HeLa、HCC94、CaSki
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均低于正常宫颈 Ect1/E6E7 细
胞（P < 0.05）。HeLa 细胞中 miR-199a-5p 表达
水平低于 HCC94、CaSki 细胞（P < 0.05）
（图 1）。
2.2 miR-199a-5p mimics 提高宫颈癌 HeLa 细胞
中 miR-199a-5p 表达水平
宫 颈 癌 HeLa 细 胞 中 转 染 miR-199a-5p
mimics，细胞中的 miR-199a-5p 水平升高，见图 2。
miR-199a-5p mimics 提 高 宫 颈 癌 HeLa 细 胞 中
miR-199a-5p 表达水平。
2.3 miR-199a-5p 抑制宫颈癌细胞增殖、克隆、
侵袭、迁移
过 表 达 miR-199a-5p 的 宫 颈 癌 HeLa 细 胞
OD 值和克隆形成率降低，细胞侵袭和迁移数目下
降（表 1）。miR-199a-5p 具有抵抗宫颈癌 HeLa 细
胞增殖、克隆、侵袭和迁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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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199a-5p 相对表达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199a-5p

miR-199a-5p 相对表达
Relative expression of miR-199a-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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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宫 颈癌 HeLa、HCC94 、CaSki 细胞 和 正常宫颈
Ect1/E6E7 细胞中 miR-199a-5p 表达水平（*与 Ect1/E6E7
比较，P < 0.05；#与 HCC94、CaSki 比较，P < 0.05）
Figure 1 Expression of miR-199a-5p in HeLa, HCC94,
CaSki cells and normal cervical Ect1/E6E7 cells (*Compared
with Ect1/E6E7, P < 0.05; #Compared with HCC94 and CaSki,
P < 0.05)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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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
Control

miR-NC

miR-199a-5p

图 2 miR-199a-5p mimics 转染前后宫颈癌 HeLa 细胞中
miR-199a-5p 表达水平（*与 miR-NC 比较，P < 0.05）
Figure 2 Expression of miR-199a-5p in HeLa cells of
cervical cancer before and after miR-199a-5p mimics
transfection (*Compared with miR-NC, P < 0.05)

miR-199a-5p mimics 转染前后宫颈癌 HeLa 细胞 OD 值、克隆形成率、侵袭数目和迁移数目（ x  s ）
Table 1 OD value, cloning rate, number of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HeLa cells before
and after miR-199a-5p mimics transfection ( x  s )

组别 Groups

OD 值

OD value

克隆形成率（%） Cloning rate (%)

侵袭数目 Number of invasion

迁移数目 Number of migration

对照 Control

0.45 ± 0.06

48.62 ± 5.32

87.14 ± 9.62

115.35 ± 10.57

miR-NC

0.47 ± 0.05

49.17 ± 6.74

84.17 ± 8.54

116.84 ± 11.72

miR-199a-5p

0.32 ± 0.03*

35.10 ± 3.25*

50.23 ± 3.29*

73.45 ± 8.65*

F

8.529

6.781

21.467

16.859

P

0.018

0.029

0.002

0.003

注：*与 miR-NC 比较，P < 0.05。
Note: *Compared with miR-NC, P < 0.05.
0.8
对照
Control

miR-NC

对照
Control

miR-199a-5p

miR-NC

0.6
蛋白水平
Protein levels

p-IκB

p-p65

miR-199a-5p

0.4

0.2

GAPDH

A

0

p-p65

p-IκB

B

图 3
miR-199a-5p mimics 转染前后宫颈癌 HeLa 细胞中 p-p65、p-IκB 蛋白水平（A：Western blot 检测 miR-199a-5p
mimics 转染前后宫颈癌 HeLa 细胞中 p-p65、p-IκB 蛋白水平；B：以 GAPDH 为内参，分析 p-p65、p-IκB 蛋白水平；*
与 miR-NC 比较，P < 0.05）
Figure 3 p-p65 and p-IκB protein levels in HeLa cells before and after miR-199a-5p mimics transfection (A: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p-p65 and p-IκB protein in HeLa cells before and after miR-199a-5p mimics transfection; B: Using GAPDH as
internal reference, the levels of p-p65 and p-IκB protein were analyzed; *Compared with miR-NC,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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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过 表 达 miR-199a-5p 降 低 宫 颈 癌 细 胞 中
NF-κB 信号通路激活水平
过表达 miR-199a-5p 的宫颈癌 HeLa 细胞中
p-p65 、 p-IκB 蛋 白 水 平 降 低 （ 图 3 ） 。 表 明
miR-199a-5p 具 有 抵 抗 宫 颈 癌 HeLa 细 胞 中
NF-κB 信号通路激活的作用。
2.5 NF-κB 信号通路激活剂 PMA 逆转作用
NF-κB 信 号 通 路 激 活 剂 PMA 处 理 转 染
miR-199a-5p mimics 后的宫颈癌 HeLa 细胞，细胞
中的 p-p65、p-IκB 蛋白水平升高，细胞 OD 值、
克隆形成率、侵袭数目和迁移数目也升高。NF-κB
信 号 通 路 激 活 剂 PMA 可 以 提 高 过 表 达
miR-199a-5p 的宫颈癌 HeLa 细胞增殖、克隆、侵
袭和迁移能力，见图 4 和表 2。
miR-199a-5p

miR-199a-5p + PMA

p-IκB
p-p65
GAPDH

图 4 Western blot 检测 NF-κB 信号通路激活剂 PMA 对
转 染 miR-199a-5p mimics 后 的 宫 颈 癌 HeLa 细 胞 中
p-p65、p-IκB 蛋白影响
Figure 4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ffects of PMA,
an activator of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on p-p65 and p-IκB
proteins in cervical cancer HeLa cells transfected with
miR-199a-5p mimic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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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miRNA 是一类具有复杂生物学作用的小分子
RNA，在生命机体分化、生长、凋亡等过程中具有
多重作用[9]。miR-199a-5p 参与肿瘤进展过程，在
肿瘤恶性发生和转移中具有重要作用[10]。目前对于
miR-199a-5p 的研究显示，miR-199a-5p 在肾细胞
癌中表达缺失，上调 miR-199a-5p 后的肿瘤细胞生
长能力降低，肿瘤形成能力减弱，miR-199a-5p 被
看作是抑制肾癌进展的重要调控因子[11]。在肝癌中
发现 miR-199a-5p 表达下调与肝癌患者的病理分
期等有关，miR-199a-5p 能够降低肝癌细胞恶性增
殖 能 力 [5] 。 在 结 直 肠 癌 等 肿 瘤 中 同 样 发 现
miR-199a-5p 具有类似抑癌基因的作用[12]。我们的
实验在宫颈癌细胞中发现 miR-199a-5p 低表达，并
且过表达 miR-199a-5p 后的宫颈癌细胞增殖、克
隆、侵袭和迁移能力下降，miR-199a-5p 在宫颈癌
进展中可能发挥抑制作用，重建 miR-199a-5p 表达
可能是治疗宫颈癌的途径。
实验还进一步探讨了 miR-199a-5p 的作用机
制，在宫颈癌细胞中发现，过表达 miR-199a-5p 后
的宫颈癌细胞中 p-p65、p-IκB 蛋白水平降低。
p-p65、p-IκB 是 NF-κB 信号通路的调节因子，
NF-κB 是存在于细胞内的核转录调节因子，其由于
能够同 B 细胞的免疫球蛋白中的 κB 序列特异性
的结合而被命名，NF-κB 能够调控细胞内很多基
因表达，参与炎症、免疫反应、肿瘤进展、细胞发
育、病毒复制等过程[13-15]。p65 是 NF-κB 的重要
亚单位，其磷酸化后可以促进 NF-κB 信号激活[16]。
IκB 是 NF-κB 信号激活过程中正调控因子，其
被磷酸化后促进 NF-κB 信号激活 [17] 。实验提示

NF-κB 信号通路激活剂 PMA 处理 miR-199a-5p mimics 转染后宫颈癌 HeLa 细胞中
p-p65、p-IκB 蛋白水平及细胞 OD 值、克隆形成率、侵袭数目
和迁移数目（ x  s ）
Table 2 The levels of p-p65, p-IκB protein and cell OD value, cloning rate, number of invasion and number of migration
in cervical cancer HeLa cells transfected with miR-199a-5p mimics treated by PMA,
an activator of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 x  s )
表 2

组别

p-p65

p-IκB

Groups

OD 值

克隆形成率（%）

侵袭数目

迁移数目

OD value

Cloning rate（%）

Number of invasion

Number of migration

miR-199a-5p

0.26 ± 0.03

0.29 ± 0.03

0.30 ± 0.04

34.17 ± 3.24

49.62 ± 6.32

72.10 ± 6.38

miR-199a-5p + PMA

0.68 ± 0.07*

0.67 ± 0.09*

0.40 ± 0.03*

42.32 ± 2.19*

77.35 ± 6.17*

99.51 ± 10.20*

t

9.552

6.938

3.464

3.610

5.438

3.946

P

0.001

0.002

0.026

0.023

0.006

0.017

注：*与 miR-199a-5p 比较，P < 0.05。
Note: *Compared with miR-199a-5p,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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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199a-5p 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 NF-κB 信号激
活有关。
目前对于 NF-κB 在肿瘤中的研究显示，
NF-κB 过度激活是诱导肿瘤恶性发展的重要环
节[18-19]。我们的实验证实 NF-κB 激活剂可以逆转
miR-199a-5p 的抗宫颈癌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的作
用，这与上述 NF-κB 在肿瘤中的作用相符合，同
时也证明 miR-199a-5p 作用机制与负调控 NF-κB
有关。现阶段对于 miR-199a-5p 的作用机制研究报
道发现，其可以调节膀胱癌细胞中 NF-κB 信号转
导，miR-199a-5p 降低细胞中 NF-κB 信号通路的
激活，下调 p65 的磷酸化水平[7]。本实验结果同上
述研究结果一致，在宫颈癌细胞中证实了
miR-199a-5p 作用机制与 NF-κB 有关。
综上，miR-199a-5p 可能是宫颈癌恶性进展的
抑制因子，提高宫颈癌中 miR-199a-5p 表达水平可
能是治疗宫颈癌的途径，并且其作用机制与降低
NF-κB 信号激活水平有关。目前我们的实验只在
一株宫颈癌细胞中进行了初步探讨，后续会在多
株宫颈癌细胞及体内进行验证。本次实验结果为研
究 miR-199a-5p 在宫颈癌中的作用和机制提供了
参考，对于其具体的靶向调控作用位点还需进一步
探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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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199a-5p down-regulates the activation level of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and inhibits
malignant biological behavior of cervical cancer cells
ZHANG Ming-chuan, ZHANG Ling, MA Yi-ming, CHENG Shu-xia, WANG Li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miR-199a-5p on the growth,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cervical cancer

cells.
Methods Real-time 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miR-199a-5p in HeLa, HCC94, CaSki cells and normal cervical
Ect1/E6E7 cells. miR-199a-5p mimics were transfected into cervical cancer cells. Real-time 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overexpression effect. MTT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proliferation and the colony formation ability was determined by clone
formation test. Transwell chamber was used to measure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bility.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p-p65 and p-IκB protein. The cervical cancer cells transfected with miR-199a-5p mimics were treated with PMA, an activator of
NF-κB. The changes of cell growth, colony form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bility were also measured by the above method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199a-5p in HeLa, HCC94 and CaSki cell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normal cervical Ect1/E6E7
cells. miR-199a-5p mimics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miR-199a-5p in cervical cancer cells and reduced cell proliferation, colony
form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p-p65 and p-IκB protein in cells. PMA, an activator of NF-κB, could
revers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miR-199a-5p on proliferation, colony form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cervical cancer cells.
Conclusion

miR-199a-5p down-regulates the activation level of NF-B signaling pathway and inhibits the growth, invasion and

migration of cervical cance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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