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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25-5p在胃癌患者中的表达及其对胃癌细胞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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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miR-25-5p在胃癌患者中的表达及其对胃癌细胞作用研究。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

胃癌患者38例为研究组，选取同期院内体检的健康人员38例为对照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分

析miR-29a在两组研究对象外周血当中的表达，另外，将胃癌患者分为Ⅰ-Ⅳ期，分析各期胃癌患者miR-
25-5p的表达情况。结果：研究组患者的miR-25-5p表达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时Ⅳ期患者的miR-25-5p
表达显著高于Ⅲ期以及Ⅰ-Ⅱ期患者，Ⅲ期患者显著高于Ⅰ-Ⅱ期患者 (P<0.05)；结论：胃癌患者外周当中

miR-25-5p的表达显著上升，并且同胃癌患者病情等级存在正相关，对于临床诊断以及预后评估有重要参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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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mir-25-5p in gastric cancer and its effect on gastric 
cancer cells. Methods: 38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group, and 38 healthy 
persons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miR-29a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the two groups was analyzed by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In addition, the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were divided into stageⅠ-Ⅳ , and the expression of mir-25-5p in each stage of gastric 
cancer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mir-25-5p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mir-25-5p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V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I and stage I-II, and that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I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I(P<0.05).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of mir-25-5p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sease grade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The evaluation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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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临床消化科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胃癌患者早期的临床表现症状并不明显，病情并不

容易被发现，当患者出现较为明显的临床表现是胃

癌，患者大多数已经发展到了进展期，因此导致胃

癌患者的预后效果差，并且致死率极高。所以，在

临床上需要寻找一种生物学标志物对肺癌患者有效

的进行早期筛查，这对于胃癌患者预后十分有利 [1]。

微小核糖核酸 (miR)属于一种内源性的小分子RNA，

同时也是非编码RNA，该RNA对于细胞增殖、分化

与凋亡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还参与胃癌的发展

和发生。近年来，有相关研究发现，胃癌患者体内

的miR-25-5p么表达表现异常，这对于胃癌患者的

诊断以及预后判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检测胃

癌患者与健康人群体内的miR-25-5p水平，进行有

效对比，探讨miR-25-5p对于胃癌的诊断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20年 2月-2021年 2月我院收治的胃癌

患者38例为研究组，选取同期院内体检的健康人员

38例为对照组，研究组纳入标准：①必须是确诊为

胃癌，同时患者确诊时常时间达到一个月以上。②

胃癌可以按照临床分级划分Ⅰ-Ⅳ期。③患者年龄

在50～70岁之间。排除标准：①检测患者的心电图

毫无异常。②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③严重先

天性心脏病以及心律失常。④服用很多的治疗药物。

将其作为研究组，其中研究组男性患者 21例，女性

患者有17例，他们年龄在50～70岁之间，平均年龄

(54.03±9.27)岁，对照组男性 24例，女性有 14例，

他们年龄在55～68岁之间，平均年龄 (57.10±8.79)
岁。按照临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肿瘤的 TMN分期

标准，将研究组胃癌患者分为五个等级，其中，

Ⅰ-Ⅱ期患者14例，Ⅲ期16例，Ⅳ期8例。所有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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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对照组健康人员均需了解调查的整个过程并签

署同意书，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人群

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方法

抽取胃癌患者的静脉血5ml左右，加入EDTA-

2K抗凝，将其分装每管190ul后置于-80℃保存。配

制好DEPC水、3M醋酸钠以及75%乙醇，DEPC水

和 3M醋酸钠进行高压灭菌，最后分装，75%乙醇

室温保存。之后将冷冻的样本取出解冻，并且加

入750ulTRIzolLS，吹打混匀。再加入190ul的氯仿

进离心，在加入等体积的异丙酮，只留下管底白色

RNA沉淀。将配置好的DEPC水、3M醋酸钠以及

75%乙醇加入，混匀。最后用荧光定量PCR，检测

样品中miRNA的表达水平。实验结果通过2-ΔΔCt
法计算miR-25-5p在研究组相对表达含量。

1.3观察指标

详细记录治疗过程中患者对比两组研究对象

miR-25-5p水平表达水平。miR-25-5p：研究对象

于入院次日抽取晨起空腹静脉血 6mL，检测血清中

miR-25-5p。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肿瘤的TMN分期标

准，I期：胃癌患者肿瘤比较小，区域淋巴结和远处

没有转移，属于 I期。根据肿瘤大小和向外侵犯的程

度以及区域淋巴结的转移情况，分为 II期和 III期。

IV期胃癌患者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转移，不管局部肿

瘤的大小和区域淋巴结有没有转移。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统计采用SPSS18.0进行，计数资料和计量

资料分别用c2检验 (%)和 t检测 (x±s)，P<0.05为有

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miR-25-5p水平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miR-25-5p表达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 (P<0.05)。具体见表1。

表1　两组miR-25-5p水平比较 (x±s)

组别 例数 miR-25-5p

对照组 38 2.17±1.12

研究组 38 3.85±1.34

t - 11.364

P - <0.05

2.2不同等级胃癌患者miR-25-5p水平的比较

Ⅳ期患者的miR-25-5p表达显著高于Ⅲ期以

及Ⅰ-Ⅱ期患者，Ⅲ期患者显著高于Ⅰ-Ⅱ期患者

(P<0.05)。具体见表2。

表2　不同等级胃癌患者miR-25-5p水平的比较 (x±s)

组别 例数 miR-25-5p

Ⅰ - Ⅱ期 14 2.94±0.93

Ⅲ期 16 3.76±1.09

Ⅳ期 8 4.09±1.26

3结论

miR 属于非编码的小分子单链 RNA，具有一

定的保守性，其长度大约在 18～22nt 范围内。靶

mRNA的 3’-UTR端的UTR的碱基与miR有高度的

互补性，进而发挥出抑制翻译过程的作用，并且可

以促进靶mRNA的降解，从而进一步能够调控靶基

因的表达效果，从而对于细胞的分化、增殖以及凋

亡活动产生明显影响。今年来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

不断发展，分子生物学这一领域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从20世纪对于miR第一次进行描述后，直至如今研

究人员已经发现了上千种的miR，并且进行了相关

研究分析，同样越来越多的与肿瘤相关的miR也不

断的被研究分析。

有研究 [2-3]发现，miR-25-5p在胃癌组织中的表

达水平升高，miR-25-5p的高表达与分化程度、浸

润深度和 TNM分期密切相关，可能参与胃癌的发

生、发展。葛正辉、邓丹妮、Kong等研究表明 [4-5]，

miRNA在胃癌患者中明显升高，肿瘤复发和淋巴结

转移与miRNA表达密切相关，是影响胃癌患者总生

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房海燕、Min研究结果显示
[6]，miR-25-5p无论是在胃癌患者的组织中，还是

细胞周期表达率都相对较高。由此断定miR-25-5p
高表达可快速促进患者胃癌病情的进展，miR-25-

5p有可能成为胃癌患者生存率低的一个新的指标，

因此，其可以成为预测胃癌患者的生物学标志物。

胃癌的产生与发展同miR-25-5p表达水平的上调有

密切的联系，因此断定miR-25-5p针对胃癌诊断具

有良好的应用价值，miRNA有望作为一种非侵入性

生物标志物应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综上所述，胃癌患者外周当中miR-25-5p的表

达显著上升，并且同胃癌患者病情等级存在正相关，

对于临床诊断以及预后评估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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