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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非编码RNA MEG3的调控机制与抑癌功能新进展
牛和慧，史林超，柳　辉*

(河北工业大学理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天津 300130)

摘　要：母系表达基因 3 (maternally expressed gene 3, MEG3) 是近年来人们极为关注的长非编码 RNA，它

通过影响 EZH2、p53 和 miRNAs 等多种细胞关键调节因子的活性，从而在抑制肿瘤恶性转化、减缓癌症进

展和增强化疗敏感程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文归纳人源 lncRNA MEG3 的基因结构、上下游调控机制

以及在肿瘤中的综合性生物学功能，并关注 MEG3 应用于肿瘤的早期诊断、治疗和预后的前景意义，为后

续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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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ent progress on regulation mechanism and tumor 
suppressor funct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 MEG3

NIU He-Hui, SHI Lin-Chao, LIU Hui*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School of Science,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130, China)

Abstract: Maternally expressed gene 3 (MEG3) is a long non-coding RNA that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It affects the activity of various key cellular regulators such as EZH2, p53 and miRNA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hibiting malignant tumor transformation, slowing down cancer progression, and enhancing 
chemosensitivity.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gene structur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gulatory mechanism, and 
the comprehensive biological function of human lncRNA MEG3 in tumour.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ive of MEG3 
in early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tumors is also includ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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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诞生和不断革

新，占人类基因组大约 75% 的非编码 RNA (non-
coding, ncRNA) 逐渐从转录“垃圾”被重新定义为

细胞功能的重要 “调控者”，其中核酸长度超过 200 
nt 的 ncRNA 被归为长非编码 RNA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根据其在肿瘤细胞中的功能，大体

分为促癌类和抑癌类，MEG3 是首个被证实发挥抗

肿瘤增殖作用的 lncRNA。人类 MEG3 基因位于染

色体 14q 32.2 处 DLK1-MEG3 基因簇内，长度为 32 
kb。MEG3 基因包含 10 个外显子，由 RNA 聚合酶

II 转录，经过可变剪接、3′ 聚腺苷酸化和 5′ 加帽，

产生 16 种互补脱氧核糖核酸同种型 ( 长约 1.6 kb)，
它们侧翼共享外显子 1、2、3 和 8、9、10，区别于

中间排列组合外显子 4、5、6、7。亚型二级折叠结

构由 M1、M2、M3 分支基序组成，M1 有最强激活

p53 的特性；当 MEG3 RNA 折叠成三级结构，远

端碱基 (H11、H27) 互补形成“假结”，点突变破

坏该结构即可破环 MEG3 依赖的 p53 激活和调

节成体细胞周期的能力。由此可见，MEG3 基因

在空间上特定的二级或三级结构元件指导其功能的

执行 [1-2]。

多项研究报道显示，MEG3 的作用体现于生长

发育以及生理代谢过程，但在肿瘤中因表达被关闭

而失去功能，其中表观遗传变异是 MEG3 基因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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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机制。经 RNA 荧光原位杂交与亚细胞分析

检测，MEG3 转录物主要位于细胞核内，少数进入

胞质发挥作用 [3- 4]。本文就 MEG3 的表观遗传失活

作总结，以在细胞中的不同定位这一视角，阐明

MEG3 调控基因类型的多样化、作用模式的复杂化，

介绍 MEG3 影响的多种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以及治

疗肿瘤的应用价值。

1　MEG3的表观遗传修饰与肿瘤

1.1　MEG3的甲基化修饰

MEG3 基因的转录抑制可由差异甲基化区域

(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region, DMR) 和启动子的

DNA 超甲基化介导。等位基因特异性甲基化分析

DLK1-MEG3 结构域，以 5′ → 3′ 方向标识基因间 -
差异甲基化区域 (IG-DMR) 和 MEG3-DMR 位置，

MEG3 基因启动子与 MEG3-DMR 重叠。DNA 甲基

转移酶 (DNA methyltransferase, DNMT) 蛋白家族是

哺乳动物 DNA 甲基化的重要执行者，它催化甲基

添加至 CpG 二核苷酸 (CpG 岛 ) 胞嘧啶环 5′ 碳原子

上，形成 5- 甲基胞嘧啶。而 IG-DMR 与 MEG3 基因

启动子区域含有大量的 CpG 岛 [5]。一方面，DNMT1/ 
3A/3B直接促使MEG3基因表达失调 [6-8]；另一方面，

通过干扰 DNMTs 可以实现对 MEG3 的二级调控 [9]。

视网膜母细胞瘤蛋白 (retinoblastoma protein, Rb) 是
控制细胞分裂的主驱动因素之一，采用帕博昔布降

低肺癌细胞中 Rb 的磷酸化水平介导其激活，导致

了 DNMT1 下调，减少了 MEG3 基因座甲基化 [10]。

故围绕 DNMTs 研究 MEG3 基因的失活是一个非常

成熟的思路。N6- 甲基化腺苷 (N6-methyladenosine, 
m6A) 是在 RNA 腺嘌呤 (A) 上第 6 位 N 原子添加甲

基。甲基转移酶蛋白 3 (METTL3) 可以通过调节

MEG3 转录后的 m6A 加工，诱导其 RNA 表达下调，

促进肝癌发生 [11]，揭开了表观遗传学调控 MEG3
的另一机制。

MEG3 基因启动子 CpG 岛上存在转录因子结

合位点。早期发现第二信使环腺苷酸 (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cAMP) 刺激环腺苷酸效应元件结合

蛋白 (cAMP-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CREB)，
活化结合 MEG3 基因启动子 (-69~-49 区间 ) 上的 
cAMP 反应元件 (cAMP response element, CRE)，进

而激活内源 MEG3 所有异构体的表达。CRE 及周

围 15 个 CpG 岛甲基化将阻断 CREB 结合，影响

MEG3 的转录。而另一些转录因子结合后导致 MEG3
基因去甲基化，如多发性内分泌肿瘤蛋白 (menin)

使 CRE 发生组蛋白 H3 第 4 位赖氨酸的三甲基化

(H3K4me3) 以及 CpG 去甲基化后，CRE 结合 CREB
促进 MEG3 基因转录启动 [12]。TET2 (ten-eleven 
translocation-2) 是维尔姆斯肿瘤 1 (Wilms tumor 1, 
WT1) 的功能性辅助因子，突变或敲除 TET2 导致 
MEG3 基因启动子以及第一个内含子发生 DNA 甲

基化，上调 TET2 则促使 MEG3 基因序列发生 5-
甲基胞嘧啶转化为 5- 羟基胞嘧啶的去甲基化 [13]。

1.2　组蛋白共价修饰

组蛋白共价修饰是调控 MEG3 活性的另一基

因组印记。果蝇 zeste 基因增强子的人类同源物 2 
(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 2, EZH2) 是多梳蛋白抑

制复合体 2 (polycomb repressive complex 2, PRC2) 的
功能性酶组分。染色质免疫沉淀偶联高通量测序鉴

定出 EZH2 介导 MEG3 发生 H3K27 三甲基化，最

终抑制胶质瘤细胞中 MEG3 基因表达，而 DZNep 
(EZH2 抑制剂 ) 或 RNAi 沉默 EZH2 显著增加 MEG3
表达水平 [6, 14]。当利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histone 
deacetylase, HDAC) 抑制剂西达本胺或曲古抑菌素

A 处理细胞时，HDAC 活性被干扰，促进了 MEG3
表达 [8]。之后证实，组蛋白赖氨酸甲基转移酶 / 去
乙酰化酶可能协同抑制 MEG3 表达 ：核转录因子

Sp1 招募 EZH2、HDAC3 形成转录辅阻遏物，到达

MEG3 基因转录起始点上游约 2 kb 处的 Sp1 结合位

点，抑制 MEG3 表达 [15]。

2　MEG3与肿瘤相关的作用机制

2.1　MEG3在细胞核中的作用机制

在细胞核中，MEG3 以顺式或反式调控方式，

调节邻近或远端基因表达。图 1 展示目前发现的细

胞核内 MEG3 的几种作用模式。

MEG3 作为分子支架连接不同蛋白质，并形成

调节染色质结构和基因表达的大复合物。Jumonji-
ARID2 (JARID2) 是 RNA 类结合蛋白，也是 PRC2
的附属组件。研究表明，MEG3 绑定 JARID2 的 RNA
结合域到达目标基因组位点，并充当“支架”刺激

PRC2 和 JARID2 组装，引入 H3K27me3/H3K27me9
抑制性染色质标记，确保基因沉默，导致 E- 钙黏

蛋白 (E-cadherin, CDH1) 和 miR-200 家族基因转录

受阻 [16]。

MEG3 指导染色质修饰器募集到靶基因位点或

组件。MEG3 结合位点的全基因组图谱揭示了一个

富含 GA 的序列模体，该序列指导 MEG3 与转化生

长因子 -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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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远端调控区域 (DRE) 结合形成 RNA-DNA 三联体

结构，当 MEG3 募集 EZH2 后致 DRE 沉积 H3K27me3，
从而导致 TGF-β 基因反式转录以及信号通路标志基

因 (TGFBR1、TGFB1、SMAD2) 转录受到抑制 [17]。

之后，Zhou 等 [18] 发现 MEG3 以相同机制促进同源

异形盒 -2 (engrailed-2, EN-2) 基因失活。P300 是一

种组蛋白乙酰转移酶，而 MEG3 折叠成拓扑环状结

构引导 P300、RNA 聚合酶 II 加载至 p53 启动子 -
增强子环，催化 p53 启动子发生组蛋白乙酰化，增

加其转录活性，此过程依赖于异染色质蛋白 1-α [19]。

MEG3 作为分子诱饵调节蛋白质与 DNA 的结

合。Gong 等 [3] 探究 MEG3 减缓恶性肾细胞癌 (RCC)
进展的机制，染色质免疫沉淀结果证明转录因子

c-Jun 通过结合 β- 半乳糖苷 α-2,3- 唾液酸转移酶 1 
(β-galactoside α-2,3-sialyltransferase 1, ST3Gal1) 启动

子负调节 ST3Gal1 转录，MEG3 与 ST3Gal1 竞争结

合 c-Jun，从而在转录水平反式激活 ST3Gal1 表达。

性别决定区 Y 框蛋白 2 (SRY-related HMG-box gene 
2, SOX2) 是骨形态发生蛋白 4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4, BMP4) 的负转录因子。在多发性骨髓瘤间

充质干细胞 (MM-MSCs) 中，外源性 MEG3 可以解

离 SOX2 与 BMP4 启动子的结合，从而顺式激活

BMP4 转录，恢复 MM-MSCs 受损的成骨分化能

力 [20]。P53 蛋白是另一个深入研究的转录调节因子，

由于小鼠双微粒体 -2 (mouse double minute 2, MDM2)
蛋白具有泛素连接酶活性，可以结合 p53 蛋白，并

利用自身核输出序列将 p53 蛋白带到核外降解。而

MEG3 抑制 MDM2 导致野生型 p53 蛋白在核内积

聚，并直接结合 p53 蛋白的 DNA 结合域，二者形

成复合物到达靶基因 (CADD45A、GDF15、TGFA)
位点，MEG3 脱离后基因开始转录，这些基因具有

调节癌细胞增殖、周期停滞、凋亡及分化等功能，因

此，MEG3 的肿瘤抑制作用与 p53 密不可分 [21- 22]。

2.2　MEG3在细胞质中的作用机制

细胞质中的 MEG3 通过多种方式调节 mRNA
的稳定性和翻译。图 1 展示了目前发现的 MEG3 在

细胞质中的几种作用形式。

MEG3 可与结合 mRNA 3′ 非翻译区 (3′ UTR)

细胞核内：①：MEG3作为支架连接不同蛋白质形成复合物，调控基因表达；②：MEG3牵引染色质修饰物至基因组位点；

③：MEG3作为分子诱饵来调节蛋白质与DNA的结合。细胞质内：④：MEG3结合蛋白质，促进mRNA降解；⑤：MEG3竞
争结合miRNA，影响mRNA翻译；⑥：MEG3促进miRNA前体成熟；⑦：MEG3调控蛋白质翻译后修饰，导致蛋白降解，进

而阻断细胞质中信号传递至细胞核。

图1  MEG3在细胞核与细胞质中调节生物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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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蛋白质相互作用并调节 mRNA 稳定性。聚嘧啶

束结合蛋白 1 (polypyrimidine tract binding protein 1, 
PTBP1) 属于核糖核蛋白家族，能够控制 mRNA 代

谢。通过生物素化 RNA 富集 (RNA pull-down) 以及

质谱分析 (MS) 鉴定出 MEG3 与 PTBP1 具有相互作

用，两者形成复合物靶向小异二聚体伴侣 (small 
heterodimer partner, SHP) mRNA 3′ UTR 和编码序列

区域，诱导 SHP mRNA 降解 [23]。

MEG3 通过自身 miRNA 应答元件以碱基互补

配对原则与 mRNA 争夺吸附目标 miRNA，从而调

节靶标 mRNA 的水平，以及翻译，此为 MEG3 经

典的“海绵学说”。层粘连蛋白 α 4 (laminin alpha 4, 
LAMA4) 是一个抑癌因子，在卵巢癌中，miR-30e-
3p 结合 LAMA4 mRNA 的 3′ UTR，抑制其翻译；

外源性MEG3可提高 LAMA4转录物和蛋白的水平，

而共转染 miR-30e-3p 模拟物则削弱此功效，说明

MEG3 通过抑制 miR-30e-3p 在转录后水平调控 LAMA4
的表达 [24]。研究者探究预防和治疗浸润性膀胱癌的

机理时，利用 RNA 免疫沉淀分析发现 miR-27a 结

合位点突变的 MEG3 对比未突变组，富集 miR-27a
的能力显著降低，推断 MEG3 是 miR-27a 的内源性

海绵；外源性 MEG3 通过与 PH 域和富亮氨酸重复

蛋白磷酸酶2 (PH domain and leucine-rich repeat protein 
phosphatase 2, PHLPP2) 竞争结合 miR-27a 并减少其

游离形式，促进 PHLPP2 mRNA 翻译 [25]。类似地，

MEG3 通过隔离磷酸酶和张力蛋白同源物 (PTEN)
的 mRNA，竞争结合 miR-374a-5p 来调节胰管腺癌

细胞增殖和迁移 [15]。MiRNA 是一类长度范围在

16~22 nt 的非编码 RNA，约为 MEG3 长度的 1/80，
这提示 MEG3 具多个 miRNA 结合位点，可结合多种

不同的 miRNA，未来可进一步探究 MEG3-miRNAs
串扰，扩大 MEG3 的调控网路。

MEG3 除影响 miRNA 的功能还可促进其前

体的加工合成。研究表明，输出蛋白 5 (exportin 5, 
XPO5) 将 pre-miRNA (miRNA 前体 ) 从胞核运输到

胞质，Dicer 核酸内切酶进一步剪切 pre-miRNA 加

工为成熟 miRNA。而 MEG3 可增强 XPO5、Dicer
酶与 pre-miR-122 结合，促进成熟的 miR-122 在胞

质中的积累 [26]。

MEG3 通过调控蛋白质的翻译后修饰来影响其

稳定性。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 3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 磷酸化是其核

转运和激活下游基因的必要条件，MEG3 并不影响

STAT3 磷酸化过程，而调节其磷酸化形式 p-STAT3

蛋白活性 [27]。MEG3 捕捉 p-STAT3 与之结合，并

募集泛素化酶降解 p-STAT3，从而阻断下游基因

c-Myc。酪氨酸激酶 (JAK)/STAT3 是典型的细胞内

信号通路，因此，MEG3 还调节细胞质中的信号

转导。

3　MEG3影响肿瘤的细胞生物学功能

大量的 CCK-8/MTT 和集落形成实验表明异位

表达 MEG3 抑制多种肿瘤细胞增殖 [3- 4, 7, 28]。跟随肿

瘤发生发展过程，MEG3 在肿瘤中的功能不断被解

码：血管生成、能量代谢、细胞运动、逃脱免疫系

统追踪、癌细胞干性转化、细胞程序性死亡 ( 凋亡、

自噬、焦亡 ) 和衰老，并影响相对应的分子标志物

表达 ( 图 2)，从而为利用 MEG3 治疗癌症提供理论

依据。

3.1　MEG3参与肿瘤血管生成

MEG3 调控肿瘤血管新生和血管重塑过程。早

期构建缺血性卒中大鼠模型探究 MEG3 与血管生成

的关系，发现外源性 MEG3 负向调节内皮标志物

(NICD、Hes-1、Hey-1) 合成，抑制 Notch 信号，并

在体内外阻碍内皮细胞有丝分裂、迁移与芽管形成，

血管功能恢复正常，反之亦然 [29]。这表明在缺血卒

中中，低表达的 MEG3 具促血管再生的积极效应。

与缺血卒中不同，肿瘤细胞释放血管正性调节因子

刺激毛细血管网的建立，从中不断汲取养分和氧气，

高表达的 MEG3 此刻行使抑制血管再生的积极作

用。在乳腺癌中，外源性 MEG3 通过阻断蛋白激酶

B (protein kinase B, AKT) 信号下调乳腺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 -A (VEGF-A) 及血管生成因子 ( 胎盘生长因

子、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 -9、
TGF-β1) 的分泌；微血管密度以及血管通透性的降

低进一步在体内证实 MEG3 抑制乳腺癌新血管形

成 [30]。然而，Li等 [31] 在肺腺癌中获得了相反的结果，

内源高度表达的 MEG3 通过激活 AKT 上调一系列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促进血管生长。这提示

MEG3 在作为治疗靶点时，其促瘤作用不可忽视。

3.2　MEG3参与肿瘤细胞能量代谢

MEG3 通过抑制肿瘤有氧糖酵解 (Warburg 效

应 ) 限制肿瘤生长活动。Warburg 效应是肿瘤细

胞在有氧微环境中分解高糖产生乳酸和 ATP 维持

增殖的代谢生化特征，通常由 c-Myc 驱动。MEG3
可促进 c-Myc 蛋白泛素化降解，下调糖酵解系列酶

(LDHA、HK2、PKM2) 的转录活性，最终降低结直

肠癌细胞糖酵解能力和乳酸的产生 [32]，这扩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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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3 新的抗癌研究方向。

3.3　MEG3参与肿瘤细胞转移

MEG3 通过调节上皮间质细胞转化 (epithelial-
to-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抑制肿瘤迁移运动。

保持 EMT 状态的肿瘤细胞表现为黏附结构、极性

和细胞骨架发生变化，能够灵活转移和浸润适应

新环境。转录因子如 TWIST、Slug、MMP、GSK-
3β 和 Snail 通过控制上皮型标志 CDH1 和间充质型

标志 N- 钙黏蛋白 (CDH2) 基因的表达来影响 EMT。
Lv 等 [33] 研究发现，外源性 MEG3 上调 CDH1 且同

时下调 CDH2、纤连蛋白 (fibronectin, FN) 和波形蛋

白 (Vimentin)，暂停 EMT 启动；联合 Transwell 与伤口

愈合体外实验数据一致表明，MEG3 抑制非小细胞

肺癌 (NSCLC) 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行为。在转移受

阻的垂体瘤细胞 (GH3、MMQ) 中，EMT 标志物水

平受外源性 MEG3 调节，TWIST、Slug 和 MMP-7

被下调，E-cadherin 被上调 [34]。恢复肾细胞癌细

胞 (ACHN、786-0) 中 MEG3 的表达，伴随 CDH2、β-
连环蛋白 (β-cateinin)、Snail 和 MMP-2/7/9 的水平

均降低，细胞间黏附作用增强；Wnt/β-cateinin 信号

通路可能被激活 [6]。研究发现，在食管鳞状细胞癌

(ESCC) 组织中，磷酸丝氨酸转氨酶 1 (phosphoserine 
aminotransferase 1, PSAT1) 表达升高，从而促进 GSK-
3β 磷酸化并活化 Snail 触发 EMT 过程；外源性

MEG3 则负向调控 PAST1 表达，最终抑制 ESCC 实

体病灶转移 [35]。 
3.4　MEG3参与肿瘤细胞免疫逃逸

MEG3 通过协调 T 淋巴细胞的发育减少肿瘤免

疫逃逸事件。T 淋巴细胞的增殖强度与免疫反应强

弱有必然的关系，根据表面标记的膜蛋白种类可分

为 CD3+、CD4+ 和 CD8+ 等。吲哚胺 -2,3- 双加氧酶

(IDO) 是存在人体内影响肿瘤微环境的色氨酸代谢

代表“上调”作用                            代表“下调”作用

图2  MEG3调节多种标志物水平影响的肿瘤细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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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速酶。Wang等 [36]研究发现，对比未处理肺癌大鼠，

添加 IDO 抑制剂促使外周血 CD3+ 和 CD4+ T 细胞

总数升高、CD8+ T 细胞总数降低，而 MEG3 能作

为 IDO (IDO1、IDO2、TDO) 的上游抑制因子，致

使 T 细胞亚群的分布发生趋同变化，从而增强了机

体抗肺癌的免疫反应。CD4+CD25+ 调节性 T 淋巴细

胞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是一类具有免疫抑制功

能的 CD4+ T 淋巴细胞亚群，叉头框蛋白 P3 (FOXP3)
是其表面标志物。在食管癌 (EC) 小鼠脾组织中，

外源性 MEG3 通过调控 MDM2/p53/miR-149-3p 轴

抑制 FOXP3 表达，导致 CD25+FOXP3+ T 细胞占 CD4+ 
T 细胞百分比以及白细胞介素 -10+/4+ (IL-10+/4+)
CD4+ T 细胞数量降低，伴随 IL-4、IL-10 水平以及

c-Myc、N-myc 和 Ki-67 表达的下降，表明 MEG3
通过抑制 Tregs 分化来减弱 EC 免疫逃逸 [21]。这两

项研究指出 MEG3 可能是未来肿瘤免疫治疗的潜在

靶点。 
3.5　MEG3参与肿瘤细胞干性转化

肿瘤干细胞 (cancer stem cells, CSCs) 是指在癌

细胞中具无限增殖能力，能分化成多种类型癌细胞

扩散瘤体分布的群体，而 MEG3 能够限制非 CSC
转化成 CSC 样细胞表型，并降低 CSC 分选标志物

(SOX2、Oct、CD44、CD133) 的表达 [20, 37]。肺部支

气管上皮细胞暴露于低剂量镉数月后转化成 CSC
样表型，在此过程中，MEG3 下调；当亲本未转化

细胞稳定过表达 MEG3 后，可以抑制慢性低剂量镉

暴露诱导的细胞转化为肿瘤干细胞 (CSC)[9]。即使

分化成肿瘤干细胞，体内过表达 MEG3 可显著阻止

其生长活动与母体致瘤性，比如弱化端粒酶 TERC
结合端粒酶逆转录酶 TERT、端粒合成酶组分 Cbf5
表达和端粒酶活性，导致端粒寿命缩短，抑制体内

外人肝癌干细胞增殖 [19]。当恢复胶质母细胞瘤中的

MEG3 表达时，肿瘤浸润性降低，细胞生长、迁移

和集落形成被显著抑制 [38]。以上结果促使 MEG3
成为再生医学领域的新兴概念。

3.6　MEG3参与肿瘤细胞程序性死亡

MEG3 通过调节肿瘤细胞的程序死亡 ( 凋亡、

自噬、焦亡 ) 来抑制肿瘤增殖和对抗化疗毒性，这

是治疗肿瘤的基础，也是最重要、最长久的研究方向。

细胞凋亡又称 I 型程序性细胞死亡，凋亡过程

由多条途径有序协调。在多种癌症中，蛋白质印迹

表征转染过表达 MEG3 后凋亡相关蛋白表达情况，

显示抗凋亡蛋白 B 细胞淋巴瘤 / 白血病 -2 (B cell 
leukemia/ lymphoma-2, Bcl-2) 表达下调、促凋亡蛋

白Bcl-2 Associated X protein (Bax)和细胞色素 c (Cyt 
C) 表达上调，凋亡启动蛋白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

蛋白水解酶 -9 (cysteinyl aspartate specific proteinase-9, 
caspase-9) 自切割，刺激凋亡酶激活因子 (APAF-1)
驱动凋亡执行蛋白 caspase-3 裂解，以上分子是线

粒体信号凋亡途径的成员。而线粒体膜电位降低和

流式细胞术实验结果证实：MEG3 通过线粒体途径

诱导肿瘤细胞自发性凋亡 [39-40]。过度内质网应激反

应是触发细胞凋亡的另一信号。Zhang 等 [41] 构建

MEG3 稳定转导人乳腺癌细胞系，原位末端转移酶

标记技术标记阳性细胞比率增加，细胞发生凋亡。

收集细胞定量分析标准化蛋白裂解产物，发现内质

网应激关联蛋白 (GRP78、IRE1、PERK、ATF6)、
内质网应激增强子结合同源蛋白和 caspase-3 均上

调，致下游多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裂解增加，

Bax 和 Bim 上升、Bcl-2 减少，并诱导核因子 -κB 蛋白

积累并由胞浆向胞核易位，此结果强调 MEG3 调节

乳腺癌细胞内环境稳态的重要性。 
自噬又称 II 型程序性细胞死亡，微管相关蛋

白轻链 3-I/II (LC3-I/II)、酵母 ATG6 同源物 (Beclin-1)
和 p62 是自噬标记物。在正常情况下，促进肿瘤细

胞自噬有利于减少增殖，当鼻咽癌细胞中注入外源

性 MEG3 后，会引起 LC3-I/II、Beclin-1 含量增高和

LC3-I、p62 含量下降，通过细胞自噬阻碍鼻咽癌疾病

进程 [42]。实验表明，通过抑制自噬可以提高肿瘤细

胞对抑癌药物的敏感性，比如 MEG3 可通过抑制自

噬提高肺癌对长春花碱敏感性 [28]。雷帕霉素靶蛋白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 是自噬经典

通路。在掺入低剂量腺苷的肝癌细胞中，LC3-I 向
LC3-II 转化以及自噬小体的形成受到抑制，并伴

mTOR 上调、Beclin-1 蛋白下调；外源性 MEG3 能

产生腺苷协同效应，或可选择 MEG3 为靶点联合腺

苷作化学增敏剂用于肝癌治疗 [43]。此外，在神经母

细胞瘤中，MEG3 通过激活叉头转录因子 (FOXO1)
而不是 mTOR 降低自噬，提示 FOXO1 是 MEG3 调

控自噬的新靶点 [4]。

细胞焦亡是一种异于凋亡 / 自噬的被动型程序

性死亡，又称细胞炎性坏死。近期发现，MEG3 在

响应化疗剂顺铂治疗三阴性乳腺癌后上调，“刺激”

炎性小体 NOD 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 3 
(NLRP3) 切割 caspase-1、膜穿孔蛋白 Gasdermin-D 
(GSDMD) 形成膜孔，破坏细胞膜完整性后 IL-18/
IL-1β 被释放，即 MEG3 引发细胞焦亡遏制脱敏

现象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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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MEG3参与肿瘤细胞衰老 
MEG3 促进肿瘤细胞应激衰老。当肿瘤细胞感

受不可逆的应激刺激时发生衰老，这与生长停滞基

因表达升高有关。在小剂量依托泊苷诱导肺腺 / 乳
腺癌应激衰老模型中，MEG3 以时间依赖性上调后，

促进衰老标志物 (p53、p21、p16) 的表达，同时与

衰老相关 β- 半乳糖苷酶染色细胞数量增多；敲除

MEG3 则逆转标志基因水平和细胞染色表型 [45]。该

研究首次介绍了 MEG3 调控肿瘤衰老的作用，为治

疗肿瘤提供了新策略。

4　MEG3在肿瘤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研究表明，将 MEG3 作为肿瘤患者确诊和预

后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具有一定优势，体现在诊

断、预测、药物靶点和预后层面。

MEG3 具有癌症诊断价值，是前瞻性的无创筛

查工具。收集 78 例早期 NSCLC 患者和 69 例健康

对照者的临床资料，受试者工作特征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曲线分析显示 MEG3
诊断 NSCLC 发生的敏感性为 60.87%、特异性为

82.05% (p < 0.05)[36]。宫颈癌确诊患者的血清 MEG3
水平被证明低于健康个体，且诊断淋巴结转移、

FIGO III+IV 分期的 ROC 曲线下的面积分别为 0.707
与 0.791，这表明 MEG3 可能是宫颈癌潜在的筛选

标志物 [46]。此外，联合鉴定结直肠癌患者血浆中的

MEG3、lncRNA 91H、lncRNA PVT-1 有助于癌症的

早期诊断，灵敏性比癌胚抗原、血清癌抗原的组合

更高 [47]。

MEG3 可以作为预测患者对抗癌药物的耐药程

度的重要标志物。El 等 [48] 通过评估卵巢癌组织内

MEG3 水平的高低来预测患者 DPP 耐药的可能性，

计算出的生物标志物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高达 72%
和 84% ( 截断值 < 0.2)。

MEG3 是分子药物作用靶点。已显示地西他滨

(5-aza-2'- deoxycytidine, 5-Aza-dC) 可解除上皮性卵

巢癌中 MEG3 启动子高甲基化状态导致其再表达，

表现出剂量和时间上高度依赖关系，而经 5-Aza-dC
和维他命 C 处理正常 MIN6 小鼠胰岛素瘤细胞

(MEG3 低表达 )，可产生 mMEG3-1~3 多重剪切转

录物 [12, 49]。现今发现植物化学小分子物质可能是

MEG3 的天然调节剂。例如从姜黄根茎提取的多酚

类物质小分子姜黄素，能够提高胞外囊泡中 MEG3
甲基化水平并抑制 miR-214 在细胞间穿梭通讯，促

进癌细胞的凋亡 [49]。这说明 MEG3 甲基化过程动

态可逆，未来找寻、制备 MEG3 去甲基化分子储存

库是治疗肿瘤的应用前景之一。

MEG3 是患者短期或长期生存的预后因子。近

年来，多项定量荟萃分析显示，MEG3 水平低或拷

贝变异与肿瘤恶性临床病理参数之间存在合理又显

著的关联性，包括肿瘤大小与重量 ( 负相关 )、淋

巴结转移 ( 负相关 )、远处转移距离 ( 负相关 )、总

生存期 ( 正相关 )、无进展生存期 ( 正相关 )、疾病

特异性生存率 ( 正相关 ) 等；MEG3 表达还与组织

学分级 (TNM、INSS) 和浸润深度相关；MEG3 的

低表达普遍意味着患者整体预后较差，可归入癌症

独立预后因素 [4, 15, 35, 38, 50]。另外，MEG3 单核苷酸

多态性能够识别肿瘤易感性增加的个体，是患者遗

传预后分子标志物。在一项以医院为基础的病例对

照研究中发现，携带 MEG3 rs3087918 的突变纯合

GG 基因型与年龄＜ =49 岁乳腺癌风险降低有关 [51]。

另一项研究阐明了 MEG3 rs7158663 A 等位基因是

胃癌的危险因素 [52]。MEG3 遗传变异与疾病的复杂

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5　总结与展望

近十年来，众多学者对 MEG3 的研究热情居

高不下。首先，针对 MEG3 的基因座内定位和基因

结构组成已初步掌握，而其高级结构决定功能的成

果不多。近期发现，MEG3 序列的多态性通过降低

自由能增强其二级结构稳定性，并影响其对某些

miRNA 的靶向作用，但工作停留在生物信息学理

论预测层面，下一步需构建在体实验进行验证 [51]。

其次，深度理解 MEG3 与多种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除影响基因表达和蛋白质翻译外，是否具有分子剪

切能力也需进一步研究。在调控肿瘤功能方面，

MEG3 具有明确的抑癌功能，可以使肿瘤细胞面

临营养能量供应失衡、转移缓慢、免疫清除、干性

减弱和抗药性降低，最终走向生理或病理死亡。

MEG3 的激活依旧是其成功治愈癌症的重中之重，

采用表观遗传疗法或许可“曲线救国”。另外，

CRISPR/Cas9 编辑技术提供了基因疗法，应用向导

RNA 序列引导 Cas9 核酸酶蛋白或许可直接修正

MEG3 变异或缺失。遗憾的是，针对 MEG3 临床数

据的严重缺乏导致其目前不足以成为肿瘤诊断、治

疗和预后的标准化检测因子，未来亟需招募大量疾

病尤其是癌症及病理学亚型样本，剖析 MEG3 上下

游调控的分子细节，从而加速由基础研究向临床诊

疗进程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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