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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很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基于铂类的化疗仍然是肺癌的一线化疗方案，而肿瘤细胞耐药性是肺

癌化疗的主要障碍。 肿瘤干细胞（ ＣＳＣ） 在肿瘤形成、进展、转移以及耐药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细胞毒性化疗方案

可以杀死大部分肿瘤细胞，但对 ＣＳＣ 却疗效甚微。 目前研究发现了肺癌 ＣＳＣ 的一些表面标志物在耐药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此明确 ＣＳＣ 导致耐药的具体机制，可以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策略和方法。
【 关键词】 肺癌；肿瘤干细胞；标志物；耐药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４．２

０

【 文献标识码】 Ａ

引言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肺癌治疗中耐药的产

肺癌是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
之一，在美国，肺癌的发病率在男性和女性中均居第
二位，而死亡率则均高居第一位。 而在我国，肺癌每

生可能是由于肿瘤干细胞（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ＣＳＣ） 的
存在。 ＣＳＣ 不同于一般的肿瘤细胞，它具有自我更新
和分化的能力，其在肿瘤形成、进展、转移以及耐药等

年发病人数约 ７８ 万，肺癌在男性中的发病率和死亡

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ＣＳＣ 可以通过不对称分裂

第一。 肺癌主要包括两种病理类型，即非小细胞肺癌

其还可以通过对称分裂获得膨胀发展的能力。 有研

（ 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ＬＣ） ， ＮＳＣＬＣ 又可以进一

可形成大量增殖的 ＣＳＣ 以及非 ＣＳＣ 的肿瘤细胞，而

率均位于第一，女性中发病率位于第二，死亡率位于

拥有自我更新和分化成其他细胞的能力，除此之外，

（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ＮＳＣＬＣ） 和 小 细 胞 肺 癌

究 ［２］ 显示，单纯的 ＣＳＣ 细胞可以呈现两种分裂方式，

。 近年来，

单纯的非 ＣＳＣ 细胞培养仅呈现对称分 裂 的 分 裂 形

步分为腺癌、鳞状细胞癌及大细胞肺癌

［１］

随着医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肺癌的治疗也取得
了一些进展。 目前肺癌的治疗方式主要包括手术、化

式。 此外，化疗等细胞应激条件可以促使 ＣＳＣ 对称
性分裂而大量增殖，这种效应在化疗的过程中不断放

疗、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然而肺癌患者的 ５

大，最终形成化疗耐药的肿瘤。 Ｌｉｕ 等 ［３］ 的研究显示

治疗过程中对放化疗等常规治疗手段产生耐药或抵

比例显著增加。

年生存率仍相对较低，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患者在
抗。 目前医学上常通过应用新药、单独或联合使用化
疗及放疗等方案解决耐药的问题，然而耐药的具体产
生机制仍有待研究。

在裸鼠的肺癌模型中，接受铂类的治疗后，肺 ＣＳＣ 的
常规的化疗方案可以杀死大量的肿瘤细胞，但是

ＣＳＣ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导致化疗耐药。 首先，ＣＳＣ 细
胞可以通过增强 ＤＮＡ 损伤应答反应从而修复化疗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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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 ＤＮＡ 损伤。 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方案主要通过

例肺癌患者的荟萃分析 ［１３］ 显示，ＡＬＤＨ１ 高表达的患

联，从而破坏染色体的结构并影响细胞分裂，但与此

路是细胞内一条重要的信息传导通路，研究 ［１４］ 显示，

与肿瘤细胞的 ＤＮＡ 相互作用，形成链内及链间的交
同时细胞内还会激活 ＤＮＡ 损伤修复应答反应的信号
网络。 对于化疗敏感性的肿瘤细胞，ＤＮＡ 损伤的程
度远远超过了细胞的修复能力，因而出现细胞凋亡；
然而 ＣＳＣ 可以增强对 ＤＮＡ 损伤识别和修复的能力，
从而使其存活，产生化疗抗性

［４］

。 近期的研究

［５］

显

示，与 ＤＮＡ 损伤修复相关基因的过表达也与 ＣＳＣ 的
化疗抗性程度显著相关。 此外，化疗药物导致 ＤＮＡ

者，其总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均显著下降。 Ｎｏｔｃｈ 通
该通路参与维持 ＡＬＤＨ１ 阳性肺癌 ＣＳＣ 的干细胞特
性。 应用 γ⁃分泌酶抑制剂抑制 Ｎｏｔｃｈ 通路后，ＡＬＤＨ１

阳性的细胞数量显著减少，并且肿瘤细胞的增殖能力
大大 减 弱。 ＡＬＤＨ１ 高 表 达 后， ＣＳＣ 和 ＥＭＴ 的 标 志
物均明 显 增 加， 对 于 铂 类 药 物 的 耐 药 程 度 也 大 大
增加 ［１５］ 。

化疗可 以 诱 导 ＡＬＤＨ１ 阳 性 的 ＣＳＣ 产 生 增 多。

损伤从而进一步诱导细胞凋亡，而 ＣＳＣ 则可以通过

肺癌细胞系经紫杉醇治疗后，ＡＬＤＨ１ 阳性的 ＣＳＣ 细

抗凋亡蛋白 Ｂｃｌ⁃２ 在 ＣＳＣ 中高表达，并且其在调节

杉醇治疗后，虽然肿瘤大小有所缩小，但是转移灶增

启动抗凋亡机制增加细胞的存活。 有研究

［６－７］

发现，

ＣＳＣ 的化疗抵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ＣＳＣ 还可以通
过多药耐药性外排泵促进肿瘤细胞将化疗药物转运
出细胞，降低细胞内的药物含量从而导致化疗抗性。
ＡＴＰ 结合的转运蛋白（ ＡＴＰ⁃ｂｉｎｄｉｎｇ ｃａｓｓｅｔｔｅ， ＡＢＣ） 家
族是最具特征性的多药耐药性蛋白之一，研究 ［８］ 发
现 ＡＢＣ 转运蛋白的表达量与多种肿瘤（ ＮＳＣＬＣ、乳腺
癌、卵巢癌等） ＣＳＣ 的化疗抗性显著相关。

总之，肺癌中 ＣＳＣ 的存在使得肿瘤细胞对于常

规化疗、放疗等方案产生耐药，因此，针对 ＣＳＣ 的靶
向药物对于化疗耐药的治疗、抑制肿瘤的进展及复发
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关于肺癌 ＣＳＣ 导致化疗耐药的
内在机制还不是很明确，但是肺癌 ＣＳＣ 的很多标志

胞数量大大增加。 肺癌动物模型实验 ［１６］ 中，单用紫
多，并且 ＡＬＤＨ１ 阳性的 ＣＳＣ 数目也有所增加。 与此
同时，增多的 ＡＬＤＨ１ 阳性肿瘤细胞对多种化疗药物
的耐药程度显著增加，如铂类、吉西他滨、阿霉素、柔

红霉素、多西他赛等 ［１５］ 。 一项最近的研究 ［１７］ 显示，
使用靶向 ＡＬＤＨ１ 的药物二乙氨基苯甲醛和双硫仑
后，可以使顺铂耐药的肺癌细胞系重新恢复对顺铂的
敏感性。 除 此 之 外， 放 疗 也 可 诱 导 ＡＬＤＨ１ 阳 性 的
ＣＳＣ 增加，重复的 ４Ｇｙ 放射治疗可诱导耐药性 Ａ５４９

细胞系的产生，表现出大量的 ＡＬＤＨ１ 阳性细胞的增
加，肿瘤 的 增 殖 能 力 以 及 对 治 疗 的 耐 药 程 度 大 大
增加 ［１６］ 。

物已经被证实，其中包括乙醛脱氢酶⁃１（ 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ｄｅ⁃

２ 侧群（ｓｉｄ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Ｐ ）细胞与肿瘤耐药

ＣＤ１１７ 等，这些标志物的存在均与肺癌的治疗抵抗密

一批 Ｈｏｅｃｈｓｔ ３３３４２ 染色阴性的细胞群，其具有干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１， ＡＬＤＨ１ ） 、 ＣＤ１３３， ＣＤ１６６、 ＣＤ８７ 和
切相关。

１

ＡＬＤＨ 家族与肿瘤耐药

ＡＬＤＨ 家族是可以将细胞内的乙醛氧化成乙酸

的酶类物质，其在正常的造血干细胞中高表达，除此
之外，其 已 经 成 为 多 种 恶 性 肿 瘤 ＣＳＣ 的 表 面 标 志
物

［９］

。 ＡＬＤＨ１ 阳性的细胞其干性特征显著增强，表

研究者应用流式细胞术在肿瘤细胞中分选出了

胞特 性， 大 部 分 的 肿 瘤 细 胞 可 以 保 留 住 Ｈｏｅｃｈｓｔ

３３３４２ 染料，而该 细 胞 群 将 该 染 料 完 全 转 运 出 细 胞
外，呈现出 Ｈｏｅｃｈｓｔ ３３３４２ 染色阴性， 这些细胞称为
ＳＰ 细胞 ［１８］ 。 ＳＰ 细胞可展现出增殖能力、自我更新
和分化能力的增强等干性特征。 ＳＰ 细胞表面高表达
ＡＢＣ 转运蛋白，如 ＡＢＣＧ２、ＭＤＲ１、ＡＢＣＡ２ 等，在这类
转运蛋白的作用下，肿瘤细胞可以将化疗药物转运出

现为增殖能力、自我更新及分化能力的增强和对化疗

细胞，从而降低细胞内药物浓度，导致化疗抵抗。 通

性的肿瘤细胞注射至裸鼠体内，可以促进肿瘤的发生

Ｈ２１７０ 和 Ａ５４９） 的 ＳＰ 细胞比例发现，ＳＰ 细胞占总细

药物的抵抗程度增强等特征。 将低剂量的 ＡＬＤＨ１ 阳
发展， 但 是 ＡＬＤＨ 阴 性 的 肿 瘤 细 胞 并 没 有 这 种 能
力

［１０－１１］

。 ＡＬＤＨ 阳性的肺癌细胞系增殖能力显著升

高，并且可以产生 ＡＬＤＨ 阳性与阴性的混杂细胞群，
而 ＡＬＤＨ 阴性的细胞只能继续分裂成 ＡＬＤＨ 阴性的
细胞群，这就说明 ＡＬＤＨ 阳性的细胞具有自我更新
和分化的能力。 在 ＮＳＣＬＣ 患者中，ＡＬＤＨ 在肿瘤组
织的表达量要显著高于癌旁组织 ［１２］ 。 一项针对 １９２６

过分析六种 ＮＳＣＬＣ 细胞（ Ｈ４６０、Ｈ２３、ＨＴＢ⁃５８、Ｈ４４１、
胞数的比例为 １．５％ ～ ６．１％，并且 ＳＰ 细胞亚群展现出
ＡＢＣＧ２ 的高表达，以及较强的增殖潜能和致瘤性，在
应用 ＡＢＣＧ２ 抑制剂维拉帕米处理后，ＳＰ 细胞的数量
则大大减少 ［１９］ 。

Ｙａｎｇ 等 ［２０］ 从 Ａ５４９ 肺癌细胞系中分离出 ＳＰ 细

胞，发现其干细胞标志物的表达量与非 ＳＰ 细胞相比
显著升高，克隆形成能力及对顺铂的抵抗程度显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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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但是 ＳＰ 细胞中自噬小体的表达显著降低，在顺

加了 ＡＢＣ 转运蛋白 ＡＢＣＧ２ 的表达，从而导致肺癌对

胞的自噬则可以增强铂类药物的治疗效果。 由于 ＳＰ

究 ［３］ 显示，低剂量的铂类治疗可以导致 ＤＮＡ 的损伤

铂治疗后，其表达量则有明显增加，通过抑制 ＳＰ 细
细胞的药物泵出作用使 ＳＰ 细胞存在的肿瘤对于多
种治疗均产生耐药，因此针对这种泵出效应的治疗是
目前研究的一种治疗方法。 Ｐｅｌｉｔｉｎｉｂ 是一种不可逆
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 ＥＧＦＲ） 抑制剂，其已用于治疗肺癌的临床试验
中。 有研究 ［２１］ 发现 Ｐｅｌｉｔｉｎｉｂ 可以竞争性抑制 ＡＢＣＢ１
和 ＡＢＣＧ２，可以浓度依赖性的方式显著抑制 ＡＢＣＢ１

和 ＡＢＣＧ２ 介导的药物外排，从而增强肿瘤细胞对化
疗药物的敏感性。 除此之外，近期的一项研究

［２２］

显

示对铂类化疗产生耐药的 ＮＳＣＬＣ 患者表现出较高的
胆固醇含量和 ＡＢＣＧ２ 的表达。 体外模型研究

［２２］

证

实，胆固醇可以增加肺癌细胞对于治疗的耐药程度，

于铂 类、 吉 他 西 滨、 紫 杉 醇 等 一 线 药 物 的 耐 药。 研
而不是细胞死亡，可以诱导 ＡＢＣＧ２ 的表达上调，进一
步导致 ＣＤ１３３ 阳性细胞增多。 用特异性的 ＡＢＣＧ２

抑制剂泮托拉唑或 ＡＢＣ 转运蛋白抑制剂维拉帕米可
以降低肿瘤对于铂类的耐药程度 ［３］ 。 另一方面，缺

氧状态在多种实体肿瘤均存在，近期的研究 ［３０］ 证实，
缺氧状态可以诱导 ＣＤ１３３ 阳性和 Ｏｃｔ４ 过表达的细
胞产生，从而导致肿瘤对吉非替尼的耐药，并且吉非
替尼耐药细胞的产生与 ＨＩＦ⁃１α 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受体的表达相关，抑制 ＨＩＦ⁃１α 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受体的表达可以减少 ＣＤ１３３ 阳性的细胞数，缓解吉
非替尼的耐药。

而 ＡＢＣＧ 抑制剂尼卡地平可以治疗由胆固醇所致的

４

肿瘤对于化疗的敏感性。

膜糖蛋白，可表达于间充质干细胞和造血干细胞表

化疗耐药。 同样，用他汀类药物联合化疗也可以增加
吸烟是肺癌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研究

［２３］

显示吸烟可以通过增加 ＳＰ 细胞的数量来增加肿瘤
的耐药程度。 当用香烟烟雾冷凝液处理 Ａ５４９ 肺癌
细胞系后发现，ＳＰ 细胞的数量增加，ＡＢＣＧ２ 的表达
提高，并且多柔比星的流出量也大大增加，这一效应
则是通过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通路介导的，因此使用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通路抑制剂可以通过抑制该通路增加细胞内多柔比
星的含量使得肿瘤细胞对于化疗药物再次敏感

３

［２４］

。

ＣＤ１３３ 与肿瘤耐药

ＣＤ１３３ 是由 ｐｒｏｍ 基因编码的 １２０ ｋＤ 大小的跨

膜蛋白，其在未分化的细胞（ 造血干细胞、内皮祖细
胞、神经干细胞） 和包括肺癌在内的大多数肿瘤细胞
中表达水平较高

［２５－２６］

，是最常用的细胞表面抗原，用

于检测和分离各种实体瘤的 ＣＳＣ，包括脑、结肠、胰
腺、前列腺、肺和肝脏。 然而，最近有研究

［２７］

表明，使

用 ＣＤ１３３ 作 为 ＣＳＣ 检 测 和 分 离 标 记 物 的 准 确 性。

ＣＤ１６６ 与肿瘤耐药

ＣＤ１６６ 也称之为活化的白细胞粘附分子，是一种

面。 其可以介导白细胞的外渗、 Ｔ 细胞的活化和增
殖。 除此之外，ＣＤ１６６ 的高表达与多种恶性肿瘤的不
良预后显著相关，近年来也被认为是肺癌 ＣＳＣ 的标
志物之一。 研究 ［３１］ 发现，ＣＤ１６６ 阳性的 ＮＳＣＬＣ 细胞
体内的成 瘤 能 力 以 及 体 外 的 成 球 能 力 均 显 著 高 于
ＣＤ１６６ 阴性的细胞群，并且 ＣＤ１６６ 的表达与甘氨酸
脱羧酶 （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 ＧＬＤＣ） 、 干 细 胞 因 子
Ｌｉｎ２８Ｂ 显著相关，下调 ＧＬＤＣ 和 Ｌｉｎ２８Ｂ 后，细胞的增
殖和呈 瘤 能 力 显 著 下 降； 较 高 的 ＧＬＤＣ 表 达 以 及

ＣＤ１６６ 阳 性 也 预 示 着 ＮＳＣＬＣ 患 者 的 不 良 预 后。
ＣＤ１６６ 也与肺癌的化疗抵抗密切相关。 研究 ［３２］ 发现
化学缺氧可以导致肺癌细胞的干性增强以及对化疗
的敏感性降低，其中 ＣＤ１６６ 阳性的细胞群对化疗的

抵 抗 程 度 要 显 著 高 于 ＣＤ１６６ 阴 性 的 细 胞 群。
ＳＬＣ２７Ａ２ 是一类可以将长链脂肪酸转运至细胞内的
跨膜蛋白，Ｓｕ 等 ［３３］ 研究发现 ＳＬＣ２７Ａ２ 在 ＣＤ１６６ 阳
性的肺癌细胞群中低表达，并且其低表达可以通过负

ＣＤ１３３ 已被假定为鉴定多种实体肿瘤类型中的 ＣＳＣ

性调节 Ｂｍｉ１⁃ＡＢＣＧ２ 信号从而增强肿瘤细胞的化疗

肝细胞癌和卵巢癌，其中前 ３ 种癌症研究最多。 研

后，ＣＤ１６６ 阳性的肺癌细胞对化疗的敏感性显著增加。

群体，包括几种形式的脑癌、前列腺癌、结肠癌、肺癌、
究

［２８］

表明，表达 ＣＤ１３３ 的 ＣＳＣ 在移植入免疫缺陷小

鼠后表现出自我更新潜力和再生组织学上相似的肿
瘤块的能力。 一篇针对 １１ 项研究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２９］

纳

抵抗，体内及体外实验均证实上调 ＳＬＣ２７Ａ２ 的表达

５

ＣＤ１１７ 与肿瘤耐药

ＣＤ１１７ 是一种 ＩＩＩ 型受体酪氨酸激酶，通过与其

入了 １００４ 例 ＮＳＣＬＣ 患者的组织标本， 证实较高的

配体———干细胞因子结合来调节细胞增殖、凋亡和粘

者的肿瘤分期、分化、淋巴转移情况均密切相关。

瘤中异常过表达，并且它可能在致癌和转移中起到关

ＣＤ１３３ 表达预示着患者较差的 ５ 年生存率，并且与患
在耐药方面，肺癌中 ＣＤ１３３ 阳性 ＣＳＣ 的存在增

附。 最近的研究 ［３４］ 发现 ＣＤ１１７ 在各种人类恶性肿
键作用。 在肺腺癌中，干细胞因子和 ＣＤ１１７ 的过表

转化医学电子杂志（ Ｅ⁃Ｊ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２０１８，５（９）

２９

达与患者的预后不良、低生存率和化疗耐药密切相
关。 癌症中 ＣＤ１１７ 的激活可导致许多下游信号传导
途径 的 激 活， 例 如 ＲＡＳ ／ ＥＲＫ、 ＰＩ３⁃激 酶、 ＳＲＣ、 ＪＡＫ ／

ＳＴＡＴ、ＷＮＴ 和 ＮＯＴＣＨ，并且已知这些途径的激活诱
导“ 干 性” 或 茎 样 表 型。 例 如， 活 化 的 酪 氨 酸 激 酶

ＳＲＣ 与急性髓细胞白血 病 （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ｅｌｏｉｄ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
ＡＭＬ） 细胞中 Ａｋｔ⁃ｍＴＯＲ 相互作用，从而增强了 ＡＭＬ
细胞的干性

［３５］

。 ＮＳＣＬＣ 细胞系在 ＣＳＣ 选择性培养

基中形成肿瘤球，其 ＣＤ１１７ 的表达升高对化疗的耐药
能力增加。

６

硫仑用于慢性酒精中毒的治疗，而双硫仑可以特异性
抑制 ＣＳＣ 的 ＡＬＤＨ１ 的表达，从而增加铂类的细胞毒
性，增强肿瘤对于放疗、化疗的敏感性。 一项针对转
移性 ＮＳＣＬＣ 患者的临床试验 ［４４］ 证实，双硫仑联合铂
类或者长春瑞滨的治疗表现出良好的患者耐受性，并
且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总生存率。

７

结论与展望
尽管目前靶向药物治疗不断发展，但是其对于改

善肺癌患者预后的效果并不明显。 ＣＳＣ 在肿瘤的治

ＣＤ８７ 与肿瘤耐药

疗耐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针对干细胞信号通路的

大多数的实体肿瘤表现出尿激酶纤维蛋白溶酶

原激活剂（ ｕＰＡ） 和其受体（ ｕＰＡＲ） 表达的升高，该受
体也称之为 ＣＤ８７。 ｕＰＡ 及其受体 ＣＤ８７ 水平升高与

许多肿瘤患者的预后不良密切相关。 ＣＤ８７ 有助于控
制膜相关的细胞外蛋白水解和跨膜信号传导，从而影
响细胞在生理和病理条件下的迁移和侵袭

现了另一种 ＡＬＤＨ１ 的抑制剂双硫仑，既往通常将双

［３６－３７］

。 恶

性细胞中的 ＣＤ８７ 过表达是由几种致癌途径的激活
引起的，包括 ＭＡＰＫ、ＲＴＫ、ＥＲＫ２ 和 ＦＡＫ。 在 ＮＳＣＬＣ

和其他肿瘤的小鼠模型中，抑制 ＣＤ８７ 可以抑制肿瘤
生长、侵袭、血管生成和转移 ［３８］ 。 ＣＤ８７ 水平升高与
鳞状细胞 癌 和 ＮＳＣＬＣ 患 者 的 死 亡 率 升 高 相 关

［３９］

。

Ｇｕｔｏｖａ 等 ［４０］ 从 ＳＣＬＣ 细胞系中分离出了 ＣＤ８７ 阳性
的细胞系，证实了其高表达 ＣＳＣ 的标志物，并且具有

药物可以缓解肿瘤的耐药程度，预防肿瘤的复发，延
缓肿瘤的进展并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但是目前针对
ＣＳＣ 的药物尚未大规模应用于临床，大部分还处于临
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阶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ＣＳＣ

的靶向药可以广泛应用于临床，有效缓解肺癌患者对
于传统治疗方案的耐药，为肿瘤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策
略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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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尼和多柔比星的联合治疗可以增加 ＳＰ 细胞内多
用。 此外，有研究 ［４２］ 通过抑制 ＡＬＤＨ１ 在 ＣＳＣ 中的
表达缓解肿瘤化疗的耐药程度。 传统的化疗方案对
于恶 性 胸 膜 间 皮 瘤 疗 效 甚 微， 应 用 ＡＬＤＨ１ 抑 制 剂
（ 二乙基氨基苯） 可以增加肿瘤对于铂类化疗的敏感
性，在 Ａ５４９ 和 Ｈ５２２ 肺癌细胞系中，沉默 ＡＬＤＨ１Ａ１

的表达或者应用 ＡＬＤＨ１ 抑制剂也可以显著减少细胞
的增殖能力和迁移能力 ［４２］ 。 除此之外，有研究 ［４３］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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