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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结构是由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生物体组成，由简单到复杂。各个器官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在

一起，完成一项或多项生理活动的结构称之为系统。

在人体疾病的研究历史中，是由生物体到细胞的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即从临床表现（生物体）——器官、组

织——细胞——基因——机制。

临床科研课题的研究概述 近年国自然课题
及高分SCI文献经典研究模式

临床表现 器官、组织 细胞

基因调控（机制）

临床科研课题的研究，以解决临床问题为出发点，科研进展中伴随着文章、基金、专利等成果。

miRNA-mediated TUSC3 deficiency enhances UPR and ERAD to promote metastatic potential of NSCLC. Young-Jun Jeon, et 
al. Nature Communication. 2018

ZMYND8 acetylation mediates HIF-dependent breast cancer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Chen Y, et al. J Clin Invest. 2018

Krüppel-like  Factor  4  Suppresses Serine/Threonine Kinase 33 Activation  and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through Reversing 
Epithelial–esenchymal Transition. Kong, et al.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2018

LncRNA CCAT2 promoted osteosarcoma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Yan, Lihua，et al. J CELL MOL MED.2018

Capicua suppresse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ogression by controlling ETV4-MMP1 axis. Kim E, et al. Hepatology. 2018

A novel long noncoding RNA HOXC-AS3 mediates tumorigenesis of gastric cancer by binding to YBX1. Zhang, et al. Genome 
Biology. 2018

A novel FLI1 exonic circular RNA promotes metastasis in breast cancer by coordinately regulating TET1 and DNMT1. Chen, et 
al. Genome Biology .2018

Circular RNA circ-ITCH inhibits bladder cancer progression by sponging miR-17/miR-224 and regulating p21, PTEN expression. 
Yang C, et al. Molecular Cancer. 2018

TMEM9 promotes intestinal tumorigenesis through vacuolar-ATPase-activated Wnt/β-catenin signalling. Jung et al. Nature Cell 
Biology, 2018

Aberrant expression of CITED2 promotes prostate cancer metastasis by activating the nucleolin-AKT pathway. Shin et al. 
Nature Communication, 2018

近年代表性高分 SCI 文章模式解析

DESIGN IDEAS—TUMOR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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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 器官、组织 细胞

基因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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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发现并验证了一个新的能够调控肺癌细胞增殖及转移的基因。（较新的

基因，体外实验以及机制探讨实验数据完整）

文章简析：

1. 目的基因 FAM98A 表达量和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分期分级相关性分

析。

WB 以及组化检测 FAM98A 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癌组织中较癌旁高

表达，且 FAM98A 表达与 TNM 分级和淋巴结转移相关。

2. 目的基因 FAM98A 可在体外水平调控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增殖。

通过 MMT 和克隆形成实验验证 FAM98A 能够调控非小细胞肺癌细

胞的增殖。

3. 目的基因 FAM98A 通过 P38-ATF2 通路调控非小细胞肺癌细胞

的增殖。

通过 WB、功能回复实验验证 FAM98A 通过 P38-ATF2 信号通路调

控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增殖

典型肿瘤领域文献详细解析

近年国自然中标课题模式解析

影响因子 3 分层次文献解析 

临床科研课题要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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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章为凭借，以基金为参考，我们提炼出一套以创新性 A 基因为核心的临床科研课题的经典模式：

三个层次的不同组合和不同深度，带来的科研成果也各不相同。

并以此形成临床科研课题的四要素和三层次，即 A 基因、B 机制、C 疾病、D 功能等四要素，筛选基因、证实功

能和寻找机制等三个层次。

A 基因 通过调控 影响B 信号通路 C 疾病 D 功能的

筛选基因
（相关性研究）

证实功能
（功能研究）

寻找机制
（机制研究）

组织水平：临床组织样本

基因的表达情况

临床深度：基因表达水平

与各种临床特点的相关性

（恶性程度，转移与否，

耐药性，生存率等）的相

关性

细 胞 水 平：生 长、凋 亡、

转 移、侵 润、血 管 新 生、

耐药

动 物 水 平：成 瘤、转 移、

药物敏感

分子水平：相互结合、表

达调控、翻译后修饰前、

泛素化降解、剪切调控、

胞内定位、激酶信号传导

等

A——C A——D A——B

杂志：Cancer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年份：2018            IF：3.702
关键词：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proliferation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题目 项目类型 金额

类髓鞘转录因子 MyT1L 通过神经内分泌分化促进小细胞肺癌发生发展的作用和机制研究 面上基金 57 万

核糖体蛋白 RPL32 调控 p53 在肺癌细胞增殖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面上基金 57 万

circ-MYBL2 通过调控母基因 MYBL2 蛋白表达抑制白血病细胞分化及分子机制研究 面上基金 60 万

新发现的环状 RNA (Circ-TNPO3)具有竞争结合 miR-199a-5p与 HuR蛋白的双重功能及其在抑制胃癌转移中的
作用机制研究

面上基金 57 万

Cul9泛素化降解 YES1在抑制胃癌发展中的机制研究 面上基金 57 万

Lnc-ZKSCAN1 介导胰腺癌外泌体 miR-93/106b 簇促进肝星状细胞自噬激活参与肿瘤转移前微环境形成的机制
研究

面上基金 55 万

GPR55 介导溶血磷脂酰肌醇通过 mtROS 通路活化内皮细胞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机制研究 面上基金 57 万

lnc-AIFM2-1 作为 ceRNA 介导 miR-330-3p 调控 CD244 在 HBV 免疫逃逸中的作用研究
面上基金 56 万

JCAD 通过 Hippo 信号通路促进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向肝癌进展的机制 面上基金 60 万

环状 RNA_2984 通过靶向 miR-1894-3p 调控 Wnt 信号通路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模型鼠新生血管形成中的机制 面上基金 21 万

ATP1B3 负调控巨噬细胞 NLRP3 炎症小体在脓毒症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面上基金 22 万

FAM98A 的临床相关性验证

FAM98A 的体外功能验证

FAM98A 的机制研究

WB 经典机制分子验证 + 功能回复

FAM98A 通过调控 P38-ATF2 信号
通路影响细胞增殖

MTT, 克隆形成

FAM98A 可在体外调控非小细胞肺癌
细胞的增殖

WB, 免疫组化，免疫荧光

FAM98A 在癌中比癌旁高表达，且
与 TNM 分级以及淋巴结转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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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发现并验证了一个新的能够调控前列腺癌增殖的长链非编码 RNA 。（较

新的非编码基因，体外实验，机制探讨实验数据完整）

文章简析：

1. 目的基因 LncRNA GHET1 在前列腺癌中的表达分析以及与 KLF2

相关性分析。

qPCR检测LncRNA GHET1在前列腺癌患者癌组织中较癌旁高表达，

且与 KLF2 的表达呈负相关。

2. 目的基因 LncRNA GHET1 可在体外水平调控前列腺癌细胞的增

殖。

通过 MMT、克隆形成、细胞周期以及凋亡实验验证 LncRNA GHET1

能够调控前列腺癌细胞的增殖。

3. 目的基因 LncRNA GHET1 通过 KLF2 调控 HIF-1α/Notch-1

通路影响前列腺细胞的增殖。

通过 WB、回复实验验证 LncRNA GHET1 通过 KLF2 调控 HIF-1

α/Notch-1 通路影响前列腺细胞的增殖。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发现并验证了一个新的能够调控肾癌细胞增殖转移的长链非编码

RNA。（较新的非编码基因，体内、外实验，机制探讨了与 lncRNA 互

作的蛋白，数据扎实完整）

文章简析：

1. 目的基因 LncRNA EGFR-AS1 表达量在肾癌中临床相关性分析。

通过 GEO 数据库分析以及 qPCR 验证， LncRNA EGFR-AS1 在癌

组织中高表达，且与分期分级预后相关。通过 RACE 获得全长，FISH

以及核质分离检测到 LncRNA EGFR-AS1 主要定位于胞浆内。

2. 目的基因 LncRNA EGFR-AS1 可在体内、外水平调控肾癌细胞

的增殖。

通过 MTT、Transwell、裸鼠皮下成瘤实验验证 LncRNEGFR-AS1

能够在体内、外调控肾癌细胞的增殖、转移。

3. 目的基因 LncRNA EGFR-AS1 通过与 HuR 结合调控 EGFR 

mRNA 稳定性。

通过RNA-pulldown、RIP、WB、FISH以及功能回复实验验证

LncRNA EGFR-AS1通过与HuR结合调控EGFR mRNA稳定性，从

而影响肾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

影响因子 5 分层次文献解析

05 SHANGHAIGENECHEM

杂志：Biofactors

年份：2019         IF：3.038

关键词：prostate cancer，long 
noncoding RNA，proliferation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杂志：Cell Death & Disease年
年份：2019            IF：5.638
关键词：renal cancer，long 
noncoding RNA，proliferation，
metastasis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06SHANGHAIGENECHEM

LncRNA EGFR-AS1 的临床相关性验证

GEO 数据库、qPCR、FISH

LncRNA EGFR-AS1 在癌中比癌旁低
表达，且与分期分级预后相关

LncRNA EGFR-AS1 的体内、外功能验证

MTT, Transwell、裸鼠皮下成瘤

LncRNA EGFR-AS1 可在体内、外调
控肾癌细胞的增殖、转移

LncRNA EGFR-AS1 的机制研究

RNA-pull down、RIP、qPCR、WB、
FISH、功能回复实验

LncRNA EGFR-AS1 可通过与 HuR
结合调控 EGFR mRNA 稳定性

LncRNA GHET1的临床相关性验证

qPCR

LncRNA GHET1的体外功能验证

MTT, 克隆形成，细胞周期，凋亡

LncRNA GHET1的机制研究

WB经典机制分子验证+回复实验

验证LncRNA GHET1通过抑制KLF2
调控HIF-1α/Notch-1通路

LncRNA GHET1可在体外调控前列腺
癌细胞的增殖

LncRNA GHET1在癌中比癌旁高
表达，且与KLF2表达呈负相关

DESIGN IDEAS—TUMOR
ANALYSIS OF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发现并验证了一个新的能够调控胃癌细胞增殖转移的长链非编码

RNA。（较新的非编码基因，体内、外实验、机制探讨了与 lncRNA

互作的蛋白，数据扎实完整）

文章简析：

1. 目的基因 HOXC-AS3 表达量在胃癌中临床相关性分析。

通过 GEO\TCGA 数据库分析 HOXC-AS3 在癌组织中高表达，且

与肿瘤分级和预后生存期相关。并进行 RACE 全长分析，

ChIP-qPCR 验证 H3K4me3 和 H3K27Ac 在 HOXC-AS3 启动区

上。

2. 目的基因 HOXC-AS3 可在体内、外水平调控胃癌细胞的增殖。

通过 MTT、EdU、细胞周期、凋亡、克隆形成、Transwell、裸鼠

皮下成瘤、尾静脉注射成瘤实验验证 HOXC-AS3 可在体内、外水

平调控胃癌细胞的增殖、转移。

3. 目的基因 HOXC-AS3 通过与 YBX1 结合调控 HDAC5 的表达。

通过 RNA-pull down，RIP，测序，qPCR、ChIP-qPCR、功能

回复实验验证 HOXC-AS3 通过与 YBX1 结合调控 HDAC5 的表达，

从而影响增殖转移相关基因的表达，调控细胞的增殖和转移。

影响因子 10 分以上层次文献解析

杂志：Genome Biology
年份：2018       IF：13.214
关键词：gastric cancer,long 
noncoding RNA, proliferation, 
metastasis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文章所建立的模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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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XC-AS3 的临床相关性验证

GEO、TCGA数据库，RACE、ChIP实验

HOXC-AS3 在胃癌组织中高表达，
且与肿瘤分级和预后生存期相关

HOXC-AS3 的体内、外功能验证

HOXC-AS3 可在体内、外调控胃癌
细胞的增殖、转移

HOXC-AS3 的机制研究

RNA-pull down，RIP，测序，qPCR、
ChIP-qPCR、功能回复实验

HOXC-AS3 与 YBX1 结合调控
HDAC5 的表达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发现并验证了一个新的能够调控肝癌细胞增殖的基因。（较新的基因，体内、

外实验、目的基因作用机制涉及泛素化调控，数据扎实完整）

文章简析：

1. 目的基因 HJURP 表达量在肝癌中临床相关性分析。

通过 Oncomine 数据库分析以及 qPCR、免疫组化验证， HJURP 在癌组织

中高表达，且与肿瘤分级和预后生存期相关。

2. 目的基因 HJURP 在体内外水平调控肝癌细胞增殖

通过 CCK-8, 克隆形成、细胞周期以及功能分子 WB 验证，裸鼠皮下成瘤实

验验证 HJURP 能够在体内、外水平调控肝癌细胞的增殖。

3. 目的基因 HJURP 通过 MAPK/ERK1/2 和 AKT/GSK3β通路介导 P21

泛素化降解。

通过功能回复实验、免疫荧光、IP- 泛素化检测、WB 检测经典通路分子，验

证 HJURP 通过 MAPK/ERK1/2 和 AKT/GSK3β通路介导 P21 泛素化降

解，从而影响肝癌细胞的增殖和细胞周期改变。

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年份：2018           IF：5.112
关键词：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oliferation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HJURP 的临床相关性验证

Oncomine 数据库，qPCR、免疫组化

HJURP 在肝癌组织中比癌旁高表达，
且与肿瘤分级和预后生存期相关

CCK-8, 克隆形成、细胞周期以及功能分子
WB 验证，裸鼠皮下成瘤

HJURP 可在体内、外调控肝癌细胞的增殖

HJURP 的体内、外功能验证

功能回复实验、免疫荧光、IP- 泛素化
检测，WB 检测经典通路分子

HJURP 通过 MAPK/ERK1/2 和 
AKT/GSK3β通路介导 P21 泛素化降解

HJURP 的机制研究

MTT、EdU、细胞周期、凋亡、
克隆形成、Transwell、裸鼠皮下成瘤、

尾静脉注射成瘤

skp2

HJURP

AKT
P

PERK1/2 GSK3β

p21

Cell  cycle

G2/M

G0/G1

S

Cytoplasm

Nucleus

p21

Degradation

Proliferation

inhibit Promote

Ub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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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发现并验证了一个新的能够调控肝癌细胞增殖转移的基因。（较新的基

因，细胞水平，动物水平包括肝特异性敲除小鼠实验验证基因功能，以

及机制探讨，实验数据扎实完整）

文章简析：

1. 目的基因 Capicua 在肝癌中的临床相关性分析。

通过 TCGA 数据库、WB、qPCR、免疫组化分析验证 Capicua 的表达

与肝癌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生存期相关。

2. 目的基因 Capicua 体内、外功能验证。

通过 MTT、Transwell、裸鼠皮下成瘤、尾静脉注射成瘤模型、肝特异

性基因敲除小鼠验证 Capicua 可在体内、外调控肝癌细胞增殖和转移。

3. 目的基因 Capicua 的机制研究。

通过 WB, q-PCR、功能回复实验、Luciferase 报告基因实验 验证

Capicua 通过抑制 ETV-4 调控 MMP1 转录，从而抑制了肝癌的发生

发展。

杂志：Hepatolog
年份：2018         IF：14.079
关键词：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 metastasis, proliferation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人体共有八大系统 : 呼吸系统、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

八大系统协调配合，使人体内各种复杂的生命活动能够正常进行。而构成系统的器官功能异常，则会引发相应的

疾病。癌症作为临床疾病研究中的最广泛的疾病，其临床科研思路也具有一定的共性。

人体生理系统代表性文章分析

组成：

呼吸道、肺

上呼吸道：

鼻、咽、喉

下呼吸道：

气管、各级支气管

主要功能是进行气体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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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cua临床相关性验证

TCGA数据库、WB、qPCR、免疫组化

Capicua的表达与肝癌的发生发展以及
预后生存期相关

Capicua的体内、外功能验证

Capicua可在体内、外调控肝癌细
增殖和转移

Capicua的机制研究

Capicua直接抑制下游基因ETV-4，
调控MMP1转录

WB, q-PCR、功能回复实验、
Luciferase报告基因实验 

MTT、Tranwell、裸鼠皮下成瘤、
尾静脉注射成瘤模型、
肝特异性基因敲除小鼠

呼吸系统

组成：

呼吸道、肺

上呼吸道：

鼻、咽、喉

下呼吸道：

气管、各级支气管

主要功能是进行气体交换



TUSC3的机制研究

WB, co-IP，IP-泛素化检测、
PCR-array、尾静脉裸鼠成瘤

模型、功能回复实验

TUSC3缺失通过促进UPR和
HRD-1依赖的ERAD、以及
抑制p53-NM23H1/2通路，

促进肿瘤转移

以骨肉瘤研究为例

文章所建立的模型展示：

杂志：Nature Communication 
年份：2018      IF：12.353
关键词：NSCLC, metastasis,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发现并验证了一个新的能够调控非小细胞肺癌转移的基因，且该基因表

达受 miRNA 调控。（较新的基因，体内、外实验，目的基因作用机制

涉及泛素化调控，数据扎实完整）

文章简析：

1. 目的基因 TUSC3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临床相关性分析。

通过 qPCR、免疫组化分析出 TUSC3 在癌组织中低表达，与肿瘤预

后生存期相关。且通过 qPCR、Luciferase 报告基因实验、IHC、原

位杂交实验发现 TUSC3 表达受 miR-224 和 miR-520c 调控。

2. 目的基因 TUSC3 可在体内、外水平调控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转移。

通过 Transwell，尾静脉裸鼠成瘤模型，基因表达谱芯片实验验证

TUSC3 可在体内、外水平调控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转移。

3. 目的基因 TUSC3 的机制研究。

通过 WB, co-IP，IP- 泛素化检测、PCR-array、功能回复实验验证

TUSC3 缺失通过促进 UPR 和 HRD-1 依赖的 ERAD、以及抑制

p53-NM23H1/2 通路，促进肿瘤转移。

运动系统由骨、骨连结和骨骼肌

三种器官组成。

杂志：J Pineal Res
年份：2018            IF：11.613
关键词：Osteosarcoma, metastasis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验证 Melatonin 可抑制骨肉瘤细胞的侵袭转移，且发现

Melatonin 的一个新作用靶点基因。（一个药物的新作用靶

点，细胞水平实验及机制研究，数据扎实完整）

文章简析：

1.、Melatonin 抑癌作用验证。

通过 MTT、凋亡、划痕愈合、Transwell 迁移和侵袭实验，

验证 Melatonin 可抑制肿瘤细胞侵袭转移，但不影响细胞

的增殖与凋亡。

2. Melatonin 可作用于 CCL24 调控肿瘤细胞侵袭转移。

通过 RNA-seq 分析验证 Melatonin 调控的基因，其中

CCL24 的表达可被 Melatonin 抑制，且 CCL24 干扰后显

著抑制肿瘤细胞侵袭转移。

3、Melatonin 调控 CCL24 的作用机制研究。

通过 WB 实验，分析验证 Melatonin 可促进 ERK 磷酸化，

抑制 JNK 磷酸化。且运用 JNK 抑制剂可使 Melatonin 进

一步抑制 CCL24 的表达以及细胞侵袭转移，说明 Mela-

tonin 通过 JNK 信号通路抑制 CCL24 的表达，从而抑制

细胞的侵袭转移。

p21

11 SHANGHAIGENECHEM 12SHANGHAIGENECHEM

致力转化医学 共创健康明天

Melatonin抑癌作用验证

Melatonin作用靶点以及靶点功能验证

RNA-seq、WB、qPCR、Transwell
迁移和侵袭

Melatonin可抑制CCL24的表达，
且干扰CCL24可抑制细胞侵袭转移

Melatonin调控CCL24的作用机制研究

MTT、凋亡、划痕愈合、Transwell
迁移和侵袭

Melatonin可抑制肿瘤细胞侵袭转移，
但不影响细胞的增殖和凋亡

运动系统

p21

TUSC3临床相关性验证与miRNA
相关性验证

TUSC3的体内、外功能验证

Transwell，尾静脉裸鼠成瘤模型，
基因表达谱芯片

TUSC3可在体内、外调控NSCLC
细胞的侵袭转移

TUSC3在NSCLC组织中低表达，与
肿瘤预后生存期相关，且TUSC3表

达受miR-224和miR-520c调控

qPCR、免疫组化、Luciferase
报告基因、IHC、原位杂交

WB，信号通路抑制剂、功能回复实验

以肺癌研究为例

Melatonin通过抑制JNK信号通路抑制
CCL24的表达



以脑胶质瘤研究为例：

神经系统，主要由神经组织组成，分为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两大部分。中枢神经系统又包括脑和脊髓，

周围神经系统包括脑神经和脊神经。

杂志：Autophagy
年份：2019        IF：11.1
关键词：Glioblastoma, proliferation, 
autophagy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发现并验证了一个新的能够调控胶质瘤增殖与自噬的

miRNA。（较新的非编码基因，体内、外实验，目的基因作用

机制涉及自噬功能，数据扎实完整）

文章简析：

1. 筛选目的基因 MIR93 及其临床相关性分析。

通过 TCGA 数据库筛选得到 MIR93 ，且 qPCR 验证该

基因在 PN  BGM 中较 MES、CL BGM 中高表达。

2. 目的基因 MIR93 可在体内、外水平调控胶质瘤细胞的增殖

以及自噬水平。

通过 MTT、克隆形成实验、小鼠原位成瘤模型、自噬小体

免疫荧光检测

验证 MIR93 可在体内、外水平调控胶质瘤细胞的增殖以

及自噬水平。

3. 目的基因 MIR93 的机制研究。

通过 Luciferase 报告基因检测、qPCR、免疫荧光、

WB、co-IP、功能回复实验，验证 MIR93 可靶向自噬相

关蛋白 BECN1\ATG5\ATG4B，抑制肿瘤自噬水平，从

而抑制肿瘤增殖，并与化疗药物具有协同作用。

MIR93筛选及临床相关性验证

TCGA数据库分析，qPCR

MIR93的体内、外功能验证

MTT、克隆形成实验、
小鼠原位成瘤模型、

自噬小体免疫荧光检测

MIR93可在体内、外调控胶质瘤
        细胞的增殖与自噬水平

MIR93的机制研究

MIR93靶向自噬相关分子
BECN1\ATG5\ATG4B

抑制肿瘤自噬水平，抑制肿瘤增殖，
并与化疗药物具有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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眶上神经

眶下神经

颧支

颊肌

颏神经

颊支

下颌缘支

颈阔肌

胸锁乳突肌

颈横神经
斜方肌
颈支

耳大神经

颞支

耳颞神经

枕大神经

枕小神经

面神经

副神经
腮腺（深部）

DESIGN IDEAS—TUMOR
ANALYSIS OF

神经系统

眶上神经

眶下神经

颧支

颊肌

颏神经

颊支

下颌缘支

颈阔肌

胸锁乳突肌

颈横神经
斜方肌
颈支

耳大神经

颞支

耳颞神经

枕大神经

枕小神经

面神经

副神经
腮腺（深部）

通过胶质瘤TCGA数据库筛选得到
在PN GBM中高表达的MIR93 ，

且MIR93与预后生存期相关，

Luciferase报告基因检测、qPCR、
免疫荧光、WB、co-IP、

功能回复实验



循环系统是分布于全身各部

的连续封闭管道系统，它包

括心血管系统和淋巴系统。

消化系统由消化道和消化腺两大部分组成。消化道：包括口腔、咽、食道、胃、

小肠和大肠等部。小消化腺散在于消化管各部的管壁内，大消化腺有三对唾

液腺（腮腺、下颌下腺、舌下腺）、肝和胰。

以白血病 CLL 研究为例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在慢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中验证了一个老基因的新功能，能够促进

癌细胞增殖。（发现老基因的新功能，运用疾病动物模型、基因编

辑小鼠和细胞模型进行功能验证，探讨目的基因上下游机制，数据

扎实完整。）

文章简析：

1. 目的基因 Par-4 临床相关性分析以及动物模型验证。

通过 WB、qPCR 验证该基因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 CLL

细胞以及 Eμ-Tcl1 白血病小鼠模型的 B 细胞中高表达。

2. 目的基因 Par-4 的表达受 BCR 信号通路调控。

通过信号通路抑制剂及干扰慢病毒工具、WB、MTT 实验验证，

BCR 信号通路可调控 Par-4 蛋白表达，从而调控细胞增殖。

3. 目的基因 Par-4 的体内和体外功能验证。

通过 MTT、裸鼠皮下成瘤、细胞周期、Par-4 基因编辑鼠验证

Par-4 可在体内外水平影响肿瘤细胞的增殖。

4、目的基因 Par-4 的下游机制。

通过 WB 实验分析验证 Par-4 通过 P21 调控 CLL 细胞的增殖。

以食管癌研究为例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发现并验证了一个新的能够调控食管癌转移的基因。（较新的基因，体内、外

实验，目的基因作用机制涉及泛素化调控，数据扎实完整）

文章简析：

1. 目的基因 TSPAN15 临床相关性分析。

通过免疫组化、qPCR 验证该基因在食管癌组织中高表达，与预后生存期相

关。且miR-33905p可靶向TSPAN15，与其在临床样本中具有表达相关性。

2. 目的基因 TSPAN15 可在体内、外水平调控食管癌细胞的迁移侵袭。

通过 Transwell，裸鼠尾静脉注射成瘤模型验证 TSPAN15 可在体内、外水

平调控食管癌细胞的迁移侵袭。

3. 目的基因 TSPAN15 的机制研究。

通过 Co-IP 质谱分析得到 TSPAN15 的互作蛋白 BRTC，经过 co-IP、免

疫荧光，WB，IP- 泛素化检测、功能回复实验验证 TSPAN15 通过与

BTRC 互作，促进 p-IκBα泛素化降解，激活 NF-κB 通路，从而促进肿

瘤细胞的迁移侵袭。

杂志：Nature Communication
年份：2018           IF：12.353
关键词：o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metastasis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杂志：Blood
年份：2018          IF：15.132
关键词：B-cell chronic lympho-

cytic leukemia、Proliferation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免疫组化，qPCR

TSPAN15 的体内、外功能验证

Transwell，裸鼠尾静脉注射成瘤模型

TSPAN15 可在体内、外调控食
管癌细胞的转移侵袭

TSPAN15 的机制研究

Co-IP 质谱分析，co-IP、免疫荧光，WB，
IP- 泛素化检测、功能回复实验

 TSPAN15 临床相关性验证

TSPAN15 通过与 BTRC 互作，促进
p-IκBα泛素化降解，激活 NF-κB 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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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4 临床样本验证及动物模型验证

Par-4 上游机制研究

信号通路抑制剂及干扰、WB、MTT

BCR 信号通路调控 Par-4 蛋白表达，
从而调控细胞增殖

Par-4 的体内和体外功能验证
以及下游信号通路

MTT、裸鼠皮下成瘤、细胞周期、
Par-4 基因编辑鼠，WB

WB，qPCR

Par-4 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
CLL 细胞以及 Eμ-Tcl1 白血病小鼠模型

的 B 细胞中高表达

Par-4 可在体内外通过 P21
影响肿瘤细胞的增殖

消化系统 循环系统

TSPAN15 在癌组织中高表达，与预后
生存期相关。且 miR-33905p 可靶向

TSPAN15，与其具有表达相关性



致力转化医学 共创健康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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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发现并验证了 RAC1 的一个新的具有短 3’UTR 的亚型，能够调控膀

胱尿路上皮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基因新亚型，体内、外实验以及机

制探讨实验数据完整）

文章简析：

1. 目的基因 RAC1 short 3’UTR isoform 筛选 以及临床样本验证。

通过 RNA-seq, RACE、qPCR 筛选验证 RAC1 short 3’UTR 

isoform 在癌组织中高表达，且与预后生存期相关。

2. 目的基因 RAC1 short 3’UTR isoform 体内、外功能研究。

通过克隆形成、MTT\、细胞周期、Transwell，裸鼠皮下成瘤、尾静

脉注射模型验证 RAC1 short 3’UTR isoform 可在体内、外水平调控

肿瘤细胞增殖、转移。

3. 目的基因 RAC1 short 3’UTR isoform 上游机制研究。

通过 WB、分子相关性分析、Northern blot、RIP、RNA  EMSA、

ChIP、功能回复实验，验证 CSTF2 抑制 Ser2P 介导的 RAC1 的转

录延长，缩短 RAC1 的 3’UTR 、表达增多，从而促进膀胱尿路上皮

癌的发生发展。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RAC1 short 3’UTR isoform 筛选 

以及临床样本验证

RNA-seq, RACE、qPCR

RAC1 short 3’UTR isoform 在癌组织中

高表达，且与预后生存期相关

RAC1 short 3’UTR isoform 的体内、

外功能研究

克隆形成、MTT\、细胞周期、Transwell，
裸鼠皮下成瘤、尾静脉注射模型

RAC1 short 3’UTR isoform 可在体
内外水平调控肿瘤细胞增殖和转移

RAC1 short 3’UTR isoform 上游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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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统泛指由肾脏、输尿管、膀胱

及尿道组成。

泌尿系统
肾

肾动脉

肾静脉

输尿管

肾

肾动脉

肾静脉

输尿管

以膀胱癌研究为例

杂志：Cancer Research
年份：2018           IF：9.13
关键词：urothelial carcinoma of 

the bladder, proliferation, 

metastasis

WB、分子相关性分析、Northern blot、
RIP、RNA  EMSA、ChIP、功能回复

CSTF2 抑制 Ser2P 介导的 RAC1 的转
录延长，从而缩短 RAC1 的 3’UTR 、

表达增多



内分泌系统由内分泌腺和分布于其它器官的内分泌细胞组成。

主要的内分泌腺有：

甲状腺、甲状旁腺、肾上腺、垂体、松果体、胰岛、胸腺和性腺等。

杂志：Nature Communication
年份：2019            IF：12.353
关键词：salivary gland acinic cell 

carcinoma，proliferation，recurrent 

rearrangements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在涎腺腺泡细胞癌中发现，一个高表达基因的转录增强区域转位至另一

癌基因的上游，使该基因异常高表达，促进细胞增殖。

文章简析：

1. 涎腺腺泡细胞癌组织基因组分析。

通过 WGS 分析涎腺腺泡细胞癌组织基因组，发现发生染色质重组 [t

(4;9)(q13;q31)]，SCPP 基因簇的激活增强子区域转位至 NR4A3 转

录起始位点上游，且通过 RNA-seq 发现在发生该转位的组织中

NR4A3 表达显著升高。

2.NR4A3 表达增强机制研究。

通过 ChIP-seq，Luciferase 报告基因试验，SCPP 基因簇激活增强

子区域具有高度活跃的染色质标记（甲基化、乙酰化），且其增强子区

域具有高增强活性，从而发生基因转位后，促使 NR4A3 转录激活。

3.NR4A3 功能及作用机制。

通过 RNA-seq，ChIP-seq、蛋白质组、qPCR、WB 实验验证

NR4A3 可调控 CCND1、ENO3 等下游基因的转录翻译，且通过

Hoechst-33258 染色、细胞周期检测实验验证 NR4A3 可促进细胞增

殖、调控细胞周期。

以涎腺腺泡细胞癌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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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果体松果体 垂体垂体

胰腺胰腺

睾丸睾丸卵巢卵巢

皮质皮质

肾上腺肾上腺髓质髓质

甲状腺甲状腺
甲状旁腺甲状旁腺 胸腺胸腺

测序分析涎腺腺泡细胞癌组织基因组

WGS、RNA-seq

在涎腺癌中，发生染色质重组
[t(4;9)(q13;q31)]，SCPP 基因簇
的激活增强子区域转位至 NR4A3

 转录起始位点上游，NR4A3 表达升高

NR4A3 表达增强机制研究

ChIP-seq，Luciferase 报告基因 

SCPP 基因簇具有高度活跃的染色
质标记（甲基化、乙酰化），且其

增强子区域具有高增强活性

NR4A3 功能及作用机制

RNA-seq，ChIP-seq、蛋白质组、
qPCR、WB、 Hoechst-33258 染色、

细胞周期

NR4A3 影响下游基因 CCND1、
ENO3 的表达，且 NR4A3 促进细胞

增殖、调控细胞周期

内分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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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果体松果体 垂体垂体

胰腺胰腺

睾丸睾丸卵巢卵巢

皮质皮质

肾上腺肾上腺髓质髓质

甲状腺甲状腺
甲状旁腺甲状旁腺 胸腺胸腺

生殖系统是生物体内的和生殖密切相关的器官成分的总称。雌性哺乳动物的生殖系统包括激素腺体、配偶子、卵巢、

和子宫及阴道等。雄性哺乳动物生殖系统由睾丸、附睾、输精管、尿生殖道、副性腺、阴茎和包皮等组成。此外在

系统解剖学里，乳房属于女性生殖的系统。

生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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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外泌体研究方向

22

外泌体文献解析 杂志：Cancer Cell
年份：2019            IF：22.8
关键词：Melanoma, Tumor-Derived 
Extracellular Vesicles, pre-metastat-
ic niche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黑色素瘤患者血浆中肿瘤来源胞外囊泡可增强正常细胞对胞外囊泡的摄

取，促进转移前微环境的形成，该作用可被一个用于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利

血平所抑制。

文章解析：

目前已有许多研究发现肿瘤来源的胞外囊泡（TEV）可影响正常细胞促进

肿瘤转移。本文作者使用黑色素瘤患者血浆来源的 TEV 处理正常细胞

THP-1 细胞，发现可促进正常细胞上的 IFNAR1 磷酸化，发生泛素化降

解，进一步引起 IFN 介导的 CH25H 的蛋白水平显著降低，而 CH25H

产生的 25- 羟基胆固醇是抑制细胞摄取肿瘤胞外囊泡的关键分子，因此

TEV 处理正常细胞后，可进一步促进细胞对 TEV 的摄取，形成转移前微

环境，促进肿瘤的转移。在 IFNAR1 磷酸化位点组成型失活的突变小鼠体

内，脾脏细胞可抵抗 TEV 的摄取，抑制肿瘤肺转移。最后，作者通过验

证找到一个用于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利血平，可抑制细胞对 TEV 的摄取，

从而抑制 TEV 介导的转移前微环境的形成以及肿瘤肺转移，或许利血平

将来可作为黑色素瘤的一种辅助治疗手段。

黑色素瘤患者血浆

分离 TEV、处理正常细胞

TEV引起正常细胞IFNAR1泛素化降解，
以及CH25H蛋白降低

促进细胞摄取TEV的能力，
形成转移前微环境

寻找到药物利血平可抑制细胞摄取TEV

文章所建立的模型展示：

SHANGHAIGENECHEM

以宫颈癌研究为例 杂志：Autophagy
年份：2018           IF：11.1
关键词：Cervical cancer�prolifera-
tion�metastasis�autophagy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发现并验证了一个新的能够调控宫颈癌增殖转移与自噬的 miRNA。（较新

的非编码基因，体内、外实验，目的基因作用机制涉及自噬，数据扎实完整）

文章简析：

1. 筛选目的基因 MIR-G-1 及其临床相关性分析。

通过 RIP –seq 筛选得到由 GRSF1 调控的 MIR-G-1，且 qPCR 验证

该基因在癌组织中高表达。

2. 目的基因 MIR-G-1 可在体内、外水平调控宫颈癌细胞的增殖转移以

及自噬水平。

通过 MTT、EdU、克隆形成、细胞周期、KI67 染色、凋亡检测、、裸鼠

皮下成瘤、粘附实验、Transwell、自噬小体免疫荧光、功能分子 WB 检

测，验证 MIR-G-1 可在体内、外水平调控宫颈癌细胞的增殖转移以及自

噬水平。

3. 目的基因 MIR-G-1 的机制研究。

通过 Luciferase 报告基因检测、免疫荧光、WB、co-IP、功能回复实验，

验证 miR-G-1 靶向 WNT7B 调控细胞增殖转移，且靶向 LMNB1 调控细

胞自噬水平。

21 SHANGHAIGENECHEM

致力转化医学 共创健康明天

MIR-G-1 筛选及临床相关性验证

RIP, qPCR、 Northern blot

Flag-GRSF1-RIP 筛选得到 MIR-G-1，
且 MIR-G-1 在宫颈癌组织中高表达，

MIR-G-1 的体内、外功能验证

21 SHANGHAIGENECHEM

致力转化医学 共创健康明天

MIR-G-1 可在体内、外调控宫颈癌
细胞的增殖、转移与自噬水平

MIR-G-1 的机制研究

Luciferase 报告基因检测、免疫荧光、
WB、co-IP、功能回复

miR-G-1 靶向 WNT7B 调控细胞增殖转移，
且靶向 LMNB1 调控细胞自噬水平

MTT、EdU、克隆形成、细胞周期 KI67
染色、凋亡检测、、裸鼠皮下成瘤、粘附
实验、Transwell、自噬小体免疫荧光、

功能分子 WB 检测



外泌体文献解析

杂志：Nature Communication 
年份：2019            IF：13.214
关键词：Head and Neck Cancer, 
exosome, cisplatin resistance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从肿瘤成纤维细胞以及正常成纤维细胞上清外泌体中分析验证到一个新的

miRNA 可促进肿瘤细胞的顺铂耐受，探讨该 miRNA 在动物体内、体外

细胞水平功能，以及作用机制。

文章解析：

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与生俱来具有化疗耐受性，从肿瘤患者组织

中分离出的 CAF 较肿瘤细胞以及肿瘤细胞株对化疗药具有更强的耐受

性。而 CAF 分泌的外泌体可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以及顺铂耐受，通过

miRNA 芯片分析发现，顺铂处理后的 CAF 分泌的外泌体中

miR-196a-5p 表达显著升高，且 CAF 分泌的外泌体可运输

miR-196a-5p 至肿瘤细胞。通过 RBPDB 分析得到 hnRNPA1 蛋白介

导了 miR-196a-5p 被包装进外泌体的过程。高表达的 miR-196a-5p 以

及外泌体内 miR-196a-5p 可通过靶向 CDKN1B 调控细胞周期，另外通

过靶向 ING5 调控顺铂诱导的细胞凋亡，从而促进头颈部肿瘤细胞株的增

殖能力以及顺铂耐受。在 CAL27 细胞中过表达 miR-196a-5p 或者将

CAL27 与 CAF 混合后进行皮下成瘤模型构建，发现 miR-196a-5p 过

表达组或者与 CAF 混合组瘤体对顺铂更耐受。最后通过临床肿瘤组织样

本以及血浆样本分析， miR-196a-5p 的高表达与肿瘤恶化以及化疗耐受

相关。

文章所建立的模型展示：

顺铂处理的原代培养CAFs
和NFs细胞上清外泌体

临床血浆样本分析验证miR-196a-5p的
高表达与肿瘤恶化以及化疗耐受相关

miRNA 芯片分析差异 miRNA

miR-196a-5p 靶基因分析预测以及验证

CAF通过hnRNPA1蛋白介导过表达的
miR-196a-5p包装进外泌体并运输至肿
瘤细胞，促进肿瘤细胞增殖以及顺铂耐受

在肿瘤细胞上过表达miR-196a-5p或者
将过表达miR-196a-5p的CAF与肿瘤细
胞混合进行皮下成瘤模型构建，促进肿瘤
的顺铂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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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细胞上过表达的外泌体miR-103促进血
管内皮细胞的渗透性和肿瘤细胞透过率

肝原位接种模型中，过表达miR-103的肿瘤
细胞造模动物转移灶增多

长无瘤生存期患者以及短无瘤生存期
肝癌患者的血清

miRNA测序，
分析验证差异表达的miR-103

miR-103靶基因分析预测以及验证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从长无瘤生存期患者以及短无瘤生存期患者的血清中分析验证到

一个新 miRNA，探讨该 miRNA 通过肿瘤细胞外泌体对内皮细

胞的体内、体外功能，以及作用机制。

文章解析：

作者通过对长无瘤生存期患者以及短无瘤生存期肝癌患者的血清

进行 miRNA 测序，发现 miR-103 在短无瘤生存期患者血清中

显著富集，且与肿瘤转移、TNM 分期以及 HCC 复发风险正相关。

在肿瘤细胞株中过表达 miR-103 后，收集分离外泌体孵育血管

内皮细胞，外泌体可携带 miR-103 被内皮细胞内吞，显著提高

内皮细胞的渗透性、肿瘤细胞透过性。在肝原位接种模型中，过

表达 miR-103 后的肿瘤细胞造模动物转移灶显著增多。通过靶

基因分析发现， miR-103 是通过靶向 VE-Cad、p120 以及

ZO-1 影响了内皮细胞的连接完整性。

杂志：Hepatology
年份：2018           IF：14.079
关键词：Hepatoma，Exosome, 
Vascular Permeability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外泌体文献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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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转化医学 共创健康明天

TCGA数据库分析与酸性环境相关
的蛋白的肝癌临床相关性

对外泌体进行miRNA芯片，
分析差异miRNA

在肝癌早期患者血清以及组织样本中验证
miR-21和miR-10b的表达

构建靶向外泌体中的miR-21和miR-10b
的纳米给药系统，在动物模型中验证效果

对肿瘤细胞进行酸培养，
抽提细胞上清外泌体处理肿瘤细胞，

促进细胞增殖、转移侵袭

miR-21和miR-10b通过外泌体运输至肿
瘤细胞，在体内和体外促进肿瘤细胞的增
殖、转移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分析验证出酸处理后细胞上清外泌体中的两个 miRNA 可在体

内、外水平促进细胞增殖、转移和侵袭能力，其在患者血清中的

表达具有临床相关性，且构建了一个纳米给药系统可靶向外泌体

中 miRNA。

文章解析：

作者通过 TCGA 数据库分析发现与酸性环境相关的基因在癌组

织中高表达且预示不良预后。因此作者对肝癌细胞株进行酸培

养，抽提细胞上清的外泌体去处理正常培养的肝癌细胞，发现酸

性培养的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可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转移和侵

袭。而对酸培养和正常培养的肝癌细胞上清外泌体进行 miRNA

芯片检测，发现其中 miR-21 和 miR-10b 表达升高。且敲低肿

瘤细胞内的 miR-21 和 miR-10b 后，进行酸培养的肝癌细胞上

清外泌体对肿瘤细胞的促进增殖和转移的功能消失。裸鼠皮下成

瘤模型以及裸鼠肺转移模型也验证了这一结果。对早期肝癌患者

的血清以及组织样本进行表达验证，发现血清外泌体 miR-21 和

miR-10b, 较组织中 AFP\miR-21 \miR-10b 有更高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最后，作者构建了一个纳米给药系统，可特异性靶向外

泌体中的 miR-21 和 miR-10b，在动物模型中可显著抑制肿瘤

生长和转移。

杂志：Theranostics
年份：2019           IF：8.57
关键词：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osome，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
sis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外泌体文献解析 外泌体文献解析

杂志：Molecular Cancer
年份：2019            IF：7.76
关键词：Hepatocellular Carcino-
ma，Exosome，Invasion and 
Metastasis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通过数据库发现一个新功能基因可通过外泌体运输促进肿瘤细胞的侵袭转

移和血管内皮细胞的转移和血管新生。

文章解析：

作者通过 GEO 以及 TCGA 数据库以及临床样本分析，发现 LOXL4 的

表达在肝癌中高表达且与肿瘤 TNM 分期以及预后相关。动物体内实验以

及细胞体外体外实验均证明 LOXL4 通过 FAK/Src 通路促进肿瘤细胞的

侵袭转移。进一步的实验发现 LOXL4 是通过被包裹进外泌体通过肿瘤细

胞的自分泌或者旁分泌方式运输至其他肿瘤细胞，从而影响肿瘤细胞的侵

袭转移。另外，肿瘤细胞的外泌体 LOXL4 还可影响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

转移以及血管形成。

TCGA以及GEO数据库发现
与肝癌相关的LOXL4

动物体内以及细胞水平实验验证LOXL4
促进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

LOXL4通过FAK/Src通路行使功能

肿瘤细胞分泌的外泌体LOXL4可促进血
管内皮细胞的增殖、转移和成管能力

LOXL4通过肿瘤细胞自分泌或者旁分泌外
泌体的形式运输至其他肿瘤细胞，促进细

胞的侵袭转移



宫颈癌组织miRNA芯片检测，发现差异
表达miR-221-3p，与肿瘤淋巴转移相关

miR-221-3p靶基因分析预测以及验证

肿瘤细胞分泌的外泌体携带miR-221-3p
至淋巴管内皮细胞，促进淋巴管内皮细胞

的转移和成管能力

调控miRNA后的肿瘤细胞成瘤模型以及瘤
内注射外泌体动物模型，验证外泌体

miR-221-3p体内功能

在宫颈癌患者血清样本中验证miR-221-3p
的表达以及临床相关性。患者血清外泌体对

淋巴管内皮细胞功能的验证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从宫颈癌组织中分析验证到一个 miRNA，该 miRNA 可由肿瘤

细胞外泌体包装运输，在体内和体外水平促进淋巴管内皮细胞转

移和成管，并验证该 miRNA 在患者血清中的临床相关性。

文章解析：

作者之前对宫颈癌组织进行 miRNA 芯片检测，发现

miR-221-3p 表达在癌组织中显著升高，且与淋巴管生成、肿瘤

淋巴结转移相关。肿瘤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可携带高表达的

miR-221-3p 运输至淋巴管内皮细胞，促进淋巴管内皮细胞的转

移和成管能力。通过对肿瘤细胞调控 miR-221-3p 后进行成瘤

模型构建或者瘤内注射外泌体，验证肿瘤细胞分泌的外泌体

miR-221-3p 可在体内调控肿瘤的淋巴结转移。靶基因分析验证

miR-221-3p 通过靶向 VASH1 激活 AKT 和 ERK 信号通路。

对宫颈癌患者的血清外泌体中的 miR-221-3p 进行验证，发现

其表达量与淋巴结转移相关，且转移患者血清外泌体对淋巴管内

皮细胞同样具有促进转移以及成管功能的作用。

杂志：Oncogene
年份：2019           IF：6.854
关键词：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xosome, lymphangio-
genesis, lymphatic metastasis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外泌体文献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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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泌体文献解析

杂志：Molecular Cancer
年份：2019            IF：7.76
关键词：Hepatocellular Carcino-
ma，Exosome，Invasion and 
Metastasis

文章实验思路及结论图：

一句话总结文章特点：

缺氧环境下的BMSCs细胞分泌的外泌体中部分miRNA高表达，针对该高

表达的外泌体miRNA进行体内、外功能验证、机制研究、以及临床样本

验证。

文章解析：

作者将 LLC 肺癌小鼠的 LLC 肺癌细胞与缺氧培养 BMSCs 混合注射

C57BL/6 小鼠，较单独 LLC 细胞注射能显著促进肿瘤的生长，对两组小

鼠的血浆外泌体，以及缺氧培养和正常培养的 BMSC 的外泌体进行

miRNA 芯片分析，发现 miR-193a-3p, miR-210-3p 以及 miR-5100

在缺氧培养的 BMSC 分泌的外泌体中高表达，且 BMSC 分泌的外泌体可

携带这些 miRNAs 进入肿瘤细胞内，在体内和体外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

转移。对 LLC 造模以及 LLC 与 BMSC 混合后造模小鼠的瘤体分离肿瘤

细胞进行转录组芯片检测，发现 JAK-STAT3 通路显著富集，而 STAT3

磷酸化受以上 miRNA 调控。回到临床样本中验证发现，上述 3 个

miRNA 在血浆外泌体中的表达量可区分肺癌转移患者以及非转移患者。

缺氧培养的BMSC细胞与LLC肺癌细胞混
合后进行动物造模，可促进肿瘤发生发展

BMSCs外泌体携带高表达的miRNA运输
至肿瘤细胞，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转移

肺癌转移以及非转移患者血浆外泌体中
miRNA表达验证

分离单独LLC肺癌细胞造模组，LLC与缺
氧培养的BMSC细胞混合造模组小鼠的血

浆外泌体，以及缺氧培养和正常培养
BMSC细胞上清外泌体

对外泌体进行miRNA芯片分析差异基因，
miR-193a-3p, miR-210-3p 以及

miR-5100在缺氧培养BMSCs上清外泌
体中高表达

LLC造模以及LLC与BMSC混合后造模小
鼠的瘤体分离肿瘤细胞进行转录组芯片检
测，联合miRNA靶基因以及下游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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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凯基因独有的肿瘤种子基因库

· Biomarker 特征因分析

· 药物靶标特征基因分析

· 基因作用网络分析

· 基因成药性分析

· 疾病功能相关性分析

· 基因新颖性分析

· 国内最大的全基因组慢
病毒文库（>9w 个独
立克隆）

· 经 STR 分型的全认证肿
瘤特征细胞库（>300
株）

· 国际顶尖的基因功能分
析平台

· 60 余名经验丰富的技术
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

· 不同癌种模式细胞已验
证功能

· 公共数据库已验 证临床
相关性（生存期相关
/TNM 相关 / 病理分级
相关等）

· 多组学联合验证临床相
关性

· 在相关癌种中鲜有报道

生信分析>20,000
genes

~6,000
genes

生信分析 ~400
genes

历时 3+ 年

斥资过亿

方案 投入基础 成果

药物靶点
生物

标记物

proliferation

colony
formation

cell cycle

migration
apoptosis

transwell

xenograft
 model

invasion

吉凯基因科研服务体系

High Content Screening (HCS) 是指利用结合了定量图像分析的自动化荧光显微镜，在单细胞水平大量获得无偏差

多参数图像数据，快速对细胞表型变化进行高通量定量分析，从众多候选要素（基因、药物等）中分辨影响细胞功

能的驱动要素（基因、药物等）。

20 个基因的一次性功能学筛选仪器平台可视化的精准细胞图像研究体系

基础版genecard：

1. 检测靶标基因在细胞系中的表达丰度

3. 靶标基因被下调后细胞增殖受抑制

2.Real-time PCR 检测在目的细胞系中 RNAi 的效果

2. HCS功能基因筛选平台

3.吉凯基因Genecard的数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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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模块

第三模块

第四模块

第五模块

目的基因核心功能验证（qPCR 验证目的
在工具细胞表达量，qPCR 验证目的基因
敲减效率，HCS 检测目的基因敲减对于细
胞增殖能力影响）
已有初步数据和种子储备

10 对癌和癌帝新鲜 / 冰冻样本进行候选基
因差异表达筛选

目的基因功能学实验补充（目的基因敲减
后从 MTT/BrdU/ 细胞凋亡 / 细胞周期 / 克
隆形成等项目中选择几个检测基因对细胞
增殖能力的影响）

CAS9，sgRNA 慢病毒构建，有效靶点，
蛋白水平验证蛋白敲减，从
MTT/BrdU/ 细胞凋亡 / 细胞周期 / 克隆
形成等项目中选择几个检测基因对细
胞增殖能力的影响

CAS9，有效靶点验证，蛋白水平验证
蛋白敲减，从 MTT/Brdu/ 细胞凋亡 /
细胞周期 / 克隆形成等项目中选择几个
检测基因对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

选择另外一株细胞验证基因功能（qPCR
验证目的基因在候选 2~4 株工具细胞表
达量，qPCR 验证目的基因在候选 4 株工
具细胞中敲减效率，HCS 检测目的基因
敲减对于候选细胞增殖能力影响）

另外一株细胞基因功能补充实验（目的
基因敲减后从 MTT/Brdu/ 选择几个检测
基因对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

成瘤预实验验证候选工具细胞（1~3
株细胞）的成瘤性

动物实验 @1 株工具细胞（NC,KD 各
十只鼠验证目的细胞敲减对于肿瘤发
生发展的影响）

下游应答基因筛选（机制）
（全基因组表达谱芯片检测 NCx3，
KDx3）

生信分析
下游通路基因聚类并选定候选验证
通路基因，约 30 个

下游通路基因表达验证（qPCR 验证
目的基因敲减后，候选下游通路基因
表达量，约 30 个 WB 验证候选下游
通路基因表达量，约 5 个）

目的蛋白 IP 及 LC-MS 互作蛋
白筛选

互作蛋白质挑选及 Co-IP 验证

大样本临床相关性研究 50~300 例癌和
癌旁石蜡样本免疫组化

第二模块

4、吉凯基因Genecard研究方案流程图

6. 靶标基因被下调后细胞克隆形成能力降低

4. 下调靶标基因改变细胞周期

5. 下调靶标基因诱导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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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分型
Cancer panel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Whole exon sequencing
MassARRAY

基因组

Gene expression microarray
miRNA  microarray
LncRNA  microarray

转录组

SILAC
ITRAQ
WES
Tissue Microarray 

蛋白质组

生信分析

组学分析

Genomics
Transcriptomics
Proteomics

IPA分析

Signal transduction
Molecular interaction
Network analysis
Metabolism pathway
Multiple network analysis
Target prediction

跨组学联合分析

Genomics vs Transcriptomics
Genomics vs Proteomics
microRNA vs mRNA

基因操作
工具备制

基因敲除/敲入

Lenti-Cas9-CustomTM

Lenti-Cas9-EasyTM

Lenti-Cas9-SAMTM

基因过表达

Lenti-cDNATM

Lenti-miR-upTM

Adv-cDNATM

Adv-miR-upTM

AAV-cDNATM

AAV-miR-upTM

基因沉默

Lenti-shRNATM

Lenti-miR-downTM

Adv-shRNATM

Adv-miR-downTM

AAV-shRNATM

AAV-miR-downTM

基因功能
体外验证

细胞增殖能力检测

MTT/MTS/CCK8/Brdu/Edu
Annexin V apoptosis detection
Cell cycle analysis（PI staining）

Colony formation（2D/3D）

细胞转移/侵袭能力检测

Transwell Cell Migration
Wound scratch
EMT marker analysis

细胞功能高通量筛选

Cell proliferation
Cell migration

分子机制分析

Patharray
Antibody microarrays 
Co-IP
IPA Pathway Analysis

动物模型
Subcutaneous
Orthotopic
Syngenic

肿瘤模型

KO mice
Conditional KO mice 

CRISPR/Cas9 转基因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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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凯基因工程化服务平台

5、吉凯基因外泌体研究方案流程图

血清血浆、胸腹水等
（如：转移以及非转移患者）

外泌体处理受体细胞（肿瘤细胞：迁移侵
袭；血管内皮细胞：血管新生等）

外泌体内miRNA芯片、取表达上调
miRNA，进行生信分析

根据外泌体功能试验以及差异miRNA生
信分析，确定受体细胞类型以及功能试验

已制备的处理后的细胞上清
（药物处理、压力条件处理等）

外泌体抽提、鉴定

受体细胞上运用miRNA mimics
进行HCS筛选

在供体细胞上过表达miRNA，取细胞上清
（或共培养）以及上清外泌体染色标记，处
理受体细胞，检测受体细胞内吞以miRNA

量以及功能变化

miRNA靶基因预测分析，受体细胞内
miRNA过表达后靶基因表达变化，

Luciferase报告基因检测

下游靶基因功能检测，以及靶基因与
miRNA功能回复

肿瘤细胞系上
过表达miRNA，

进行裸鼠尾静脉注射，
检测肿瘤转移

在供体细胞上过表达
miRNA，检测细胞增

殖转移方向实验

扩大临床样本验证
目的miRNA

的临床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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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863 目标导向研究项目

- 脑胶质瘤增殖侵袭病理机制研究

2007 2011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化项目

- 肿瘤治疗药物基因靶标筛选和有效
性评价技术服务

2012

国家 “863 计划” 项目

- 小核酸技术的前沿研究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化项目

- 治疗性抗体有效性筛选评价技术
服务

2011

上海市智能制造及先进材料领域项
目

- 转化医学研发智能分析与管理系
统及服务应用

2013 2014

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 用于肿瘤诊疗靶标发现的慢病毒
产品的产业化技术改造

2016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防控研究等重点专项

- 消化道肿瘤诊疗生物标志物验证
及应用研究

上海市产学研医合作项目

- 髓系白血病 CD123-CART 细胞
治疗成药性研究及 cGMP 生产技
术标准的研究

2015

2018

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支撑项目

-- 人源化抗 CD19 高亲和力嵌合
抗原受体 T 细胞疗法治疗 B 细胞
淋巴瘤 / 白血病的研究

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支撑项目

-- 全自动全封闭工程化细胞培养
系统样机的研制

2017

累积承担国家科技部、上海市科委、上海市经委支持的疾病诊疗基因靶标研究
相关课题 30 余项

授权的发明专利

IF值≤1

4%

5<IF值≤10

16%

1<IF值≤3
49%

3<IF值≤5

29%

IF值＞10
2%

累计申请 121余项

获得授权专利 62余项

PCT专利 5项 (美国已授权 2项 )

历年客户使用吉凯基因产品和服务发表文章统计

吉凯产品和服务助力国内科学家发表杰出研究成果（SCI 文章）累计80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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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1 32 75 79 123
199

1710

2150

1160
1060

693

477

272

使用吉凯的产品和服务发表的 SCI 文章 IF 值分布统计 使用吉凯的产品和服务发表的 SCI 文章统计

国内最大的慢病毒文库，

包含 15 万个独立克隆肿瘤候选靶标基因库。

肿瘤模式细胞库，

所有细胞均经过STR 分型鉴定。

吉凯关键基因数据库。
实验全流程数据管理系统ISO9001

科研能力 销售网络覆盖

Corporate clients in 2018

( 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 )

昆明
广州

澳门

南昌

九江

南宁

海口

台北

深圳

兰州

乌鲁
木齐

石河子

成都

南充
拉萨

西宁

重庆

西安

延安

蚌埠

青岛

南京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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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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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

哈尔滨

石家庄

佳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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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

济南

郑州

长沙

衡阳

武汉

呼和
浩特

赤峰

包头

银川

通辽

杭州

绍兴
泸州

香港

贵阳

遵义

合肥

福州

温州

厦门

历年合作申请基金

Funding for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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