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酷蛋白基因表現之因素

朱有回

真核生物基因表現受 DNA序列，調節因子及調節囡子彼此間作用而影
響（

Zahradka

et

al.,1990 ）。序列本身之影響可利用點突變後於體內

(in vivo ）或體外（ in vitr。﹜進行表現分析。在調節因子方面，雖然目
前有些能夠結合在調節序列之因子已被純化出來，但其謂節機制則尚未清

楚

~Mani tis

et al., 1987 ）。 DNA序列與調節因子間交互作用亦會影響細

胞分化，組織專一性（ Bandziulis

e℃ al., 1987 ﹔ Ch。i and Engel,1986 ;

Frankel and Kim ,1991 ; Maniatis et al.,1987 ; Ross et al.,1990 ;
Umek et al., 1991 ）。如脂肪細胞分化可能自於 CCAAT box 輿 CCAAT／促
進結合蛋白（ enhancer-binding protein ）間交互作用之結果﹛ Samue

lesson et al., 1991 ; umek

e℃ al., 1991 ）。

酪蛋白基因表現之研究，在基因序列方面，目前著重於有許多控制基

因表現序列之 5 ，趟，有關 3 ，指序列方面之研究則較少。在調節因子方面，
著重於陸做類及固醇類生乳激棄對基因表現之影響。基因序列及調節因子

在分子階層上交互作用則尚待進一步之探討。

影響酪蛋白基因於小鼠乳腺上皮細胞與基因轉殖小鼠之表現之因素很
多，主要包括下列四點：

一、陸且意與固醇類內泌素：
乳蛋白戚NA或蛋白質於乳腺細胞中蓄積，需要有不岡之生乳激索予以

誘發產生（ Guyette 吼叫 .， 1979 ）。同時於培養墓中添加泌乳素，氯皮質
輛及臉島素等三種內泌素於懸浮式膠原膠體培養之

cαiMA-D 乳腺上皮細

胞株，細胞中 β －酪 蛋白基因轉錄速率增加 2.5～ 3倍，而 β －酪蛋白泊NA 蓄
積量則增加 37倍 。單獨添加臉島素，轉錄速率無明顯增加。 同時添加泌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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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及氫皮質繭，細胞中 β －酪蛋白基因轉錄增加

2.5 ～ 3 倍，總關NA 蓄

積量增加 73 倍（ Eisenstein and R。sen,1988 ）。以鼠之 β 」搗蛋自起動子
（一2300/+487 ）架接外語 CAT 基因於 HCll 乳腺上皮細胞株中探討起動子
表現能力。僅添加臉島棄則無法增強

醇

CAT的活性，而僅添加泌乳素或類固

(dexamethanson ）導致 αT 活性增強

誘發，但無法增強類固醇之語發。（ Doppler

4 倍。踴島素能增強泌乳棄之

et al. ,1989 ）。

生乳素增加乳蛋白基因之轉錄作用，但喊叫之蓄積量遠高於轉錄速率
。可能原因為泌乳棄能增加酪蛋白戚恥之半衰期約 17～ 25倍，而轉錄速寧
可增加 2 ～

4 倍，如此加乘作用而導致酪蛋白關NA 大量蓄積（ Guyet峙

的 al., 1979 ）。並非所有泌乳激素皆有增乳蛋白基因之表現，在 Terada

et al. ( 1988)

的報告中領示，助孕黨則會抑制乳蛋白基因之表現。

二、細胞培養基寶：
將乳腺細胞直接培養於塑膠﹛ plastic ）培養血表面，其細胞功能會

急遺下降。於膠原膠體（ collagen gel ）培養之 ro倒A-D 乳腺上皮細胞株
，細胞中

β －酪蛋白基因轉錄速率較以塑膠血培養者高

2.5倍。以接觸式

(attached ﹜膠原膠體培養下，細胞中 β 晶蛋白械阻蓄積量援高 20 倍。懸
浮式（ floating ｝培養之 β －酪蛋白細胞蓄積量則揖高 37倍（ Eisenstein

and Rose泣， 1988 ）。細胞中 β 勘蛋白分泌能力亦由 10% 提昇 50‘﹛ Lee et
al., 1985 ）。但並非所有基因於此方武培養下皆能增加表現能力。乳清酸
性蛋白（ WAP ）於膠原膠體培養下能接高轉錄能力，但 β ，酪蛋白泊恥之蓄

積不變。組蛋白﹛ hist。ne ）及肌動蛋白（ actine ｝基因於膠原膠體培贅下，，
錄速率下降約 30%～ 50%及 60 宅～ 80 宅。這種現象可能原因為膠原膠體培養基
對不間站悅之種定性影響不同所致。膠原膠種可促進 β －酪蛋白之種定性

，但不能促進乳清酸性蛋白紹恥之種定性（ Eisenstein

and R。sen,1988 ）。

細胞中 β －酪蛋白基因表現能力於 Matrigel （成份為 Engelbreth -

H。lm - Swarm' EHS' turn。r抽出物）培養基培養，有 90老細胞具高度的 β
－酪蛋白生產能力，表現能力又慢於膠原膠體培養之細胞。以 Matrigel 培
養之乳腺細胞形 態可結持正准之三反晶體空崗幅構
y。shimura

and

Oka,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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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ι

et

al.,1987 ;

句，

三、酪蛋白基因

Doppler

5 ’竭序列之影響：

e℃ al ﹒（ 1989 ）將鼠之 β －酪蛋白

5 ，檔（－ 2300/+487 ﹜序列，

而後架接於 CATl報導基因（ rep。此 gene ﹜之前。利用鈣磷況澱法（ calcium
ph。sphate

precipitation technique ）轉形感染（ transfect ）進入有或無

生乳激素誘發之 HCll
上游

乳腺細胞株中，潰。其表現情形。具有自’，錄起始點

-2300/+487 架構者表現能力最佳，為基礎活性﹛ basal activity)

之 22 倍。其有 5 ，樹上游－300/+487 架構者，表現能力減至 10. 剖音。明
顯的是一265～ － 180/+487 槃構者，活性減至 3倍，下降速率最為顯著。而
具有－ 170～－44/+487 序列者， CAT 活性幾乎完全消失（表 1 ）。
-2300 架橋者，經同時加入泌乳素及氫皮質素觀說發較無任何生乳激
素誘發者， CAT

活性高出 32倍。具

-300bp 架構者對於祕乳素誘發尚有

2.9 佬，而－44bp 梨構者皆無法以任何生乳激素誘發 CAT 活性增加。

很顯然，生乳激素之反應需要有一些特定序列與之結合， 這 些生乳激

素結合位置可能位於 － 300～－44bp.之間，而其中又以－265～－285bp.之間序
列影響基因表現最鈕，－ 180～－ 265bp頁。居中。而

300至－2300bp可能為氯

皮質商反應位置（ Doppler et al,.1989 ） 。 y。shimura and Oka(l990b ）將
此基因中－ 381～－ 5300bp 序列反轉，結果發現不影響此連結基因在小鼠初

級乳腺上皮細胞中之良好表現（表 2 ）。 Schmitt-Ney et al .( 1991 ）利用
bandshif t 及 site mutation 等技街證明鼠 β －酪蛋白起動子序列－ 80～
OObp -130 ～ － 150bp 為細胞核調節因子（ MGF ）結合位置，經點突變試

•

驗，此序列亦為泌乳激素誘發酪蛋白表現所必須。此段序列中－ 100～－ 150
bp位置亦為細胞核調節因子 A 及 B 結合位置，總點突變試驗，證實此序
列對酪蛋白基因表現為負調節（ negative regulati。n ）作用。
至今，有關酪蛋白基因序列對其表現影響之研究報告甚少。目前亦只

能被撮其它基因加以比較，推測其它調節因子結合區城（ Gor。detsky et

al., 1988 ） 。 至於可能導致二次結構之 5 ，喝上游序列及 3 ，端序列對基因
表現之影響，尚不明暸（ D。ppler et al.,1989 ） 。

四、其它影響因 子：
酪蛋白基因 表現其組織專一位，因此只能在特定之細胞 株中方能表表

現，如初級培養之乳腺上皮細胞﹛ Li et al.,1987 ﹔ y。shirnura and O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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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 HCll, C捌姐一D
tein

and

乳腺土皮細胞株（ Doppler

et al., 1989 ; Eisens-

R。sen,1988 ）及 Cytotoxic T 淋巴球細胞（ CTL﹔ cyt悅。1xic T

lymph。cyte )(Grusby et al.,1990 ） 。 另外，培養中之乳腺細胞亦須遵區
生期細胞密度足夠下才能自生乳激素誘發酪蛋白基因表現

( Doppler et

al., 1989 ）。酪蛋白基因轉殖小鼠研究方面，鼠 β －酪蛋白基因於基因’，殖
小鼠中表現其階段性，組織專一性及性別差異性。懊孕及泌乳後 8 天之基
囡”殖小鼠中，外語性 β －酪蛋白

泊NA 高出未懷孕小鼠之 250 倍。鼠之

β －酪蛋白基因只有在基囡”殖小鼠之乳腺中表現，少數在腦中表現（加e

et

al., 1989 ） 。 外海性 β －酪蛋白基因之表現和小鼠內海性 β －酪蛋白 一

樣，受到乳腺發育及內泌素之調節。 Andres

ger

et al.(1987 ）及 Schoeneber

et al. (1988 ）導入鼠 WAP-Ha-ras 及 WAP-c-myc 連接基因於轉殖小鼠

中，在懷孕哺乳後，管會導致其乳腺形成不正常之腫瘤 。

et al ﹒（ 1991 ）發現乳腺細胞核調節因子（MGF ）能辨

Schmitt-Ney

認鼠之 β －酪蛋白特定序列

別？呵呵GG悶，其結合能力與酪蛋白表現呈正

調節（ positive regulation ），調節因子 c 輿 D亦是正調節因子 。 生乳激素
誘發會增強此兩調節因子與酪蛋白基因起動子特定序列結合能力。而調節

因子 A

與蚓、能辨認 β －酪蛋白基因之特定序列。但其結合能力與酪蛋白

表現呈負調節（ negative

regulation ﹜，調節因子除了能與起動子結合而

影響表現能力外，是否決定組織專一性，階段性及性別差異性，則待更一
步之探討 。

Table uβ －t!3~ 白基因與 CAT.之 a;: 合適~~可 pbsβc﹛ －2300/+487)CAτ’， 形
~~HCll細跑並級~亨L 索與領固區軍區秀 tt CAT.之.圾。

Table

l 、 Induction

of CAT expression
by
prolactin and
dexamethasone in HCll cells transfected with S deletion

’

of

pbsβc﹛ － 2300/+4 87)

CAT.

Induction ratio { fold } of CAT activity after
hormone addition
5

rder of

Dexamethasone

lactin and
xamethasone

0.7
0.4

2.6

0.3

2 2. 4

3.9

l. 2

。 2
0 . 02

。 72
0 . 98

0.2
0.09
0 . 03

10 .8
2.1

1.9
0.4

Porlactin

β ”rasein

-2300

4.0

-300
-221
-44

2.9
1.9
0 . 87

0.95

0.09

{ Doppler et al., 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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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 β 晶~自基因 S 咱序列與服氣，擎的起動子，至可tCAT發現泊位。
Table 2 、 Effet ofβ －casein gene sequence and simian virus 40
prαnoter on expression of CAT activity.
CAT
CAT constructs

0.65
1.23
2.15
0.03
20.23

Induced
7.69
15.53
17.71
0.36
26.61

0.11
0.11

0.63
0

5.93

1.01
2.87
2.97
0.06
4.38

PMl也 were transfected with chimeric gene. PMME
either in the presence of insulin and EGF or in
hydrocortisone and prolactin to determine basal
activity, respectively. "n" indicated number of
in which the same batch of cell preparation was

Induction
{ fold }
11. 9
12.7
8.3
12.0
1. 3

n

，d
‘ 司493

p訊'2CAT

~Sal

e2 ，3

-5300,+7
-381, - 5300 /” 380,+7
- 545,+7
-5300,+91

activity

were culture on Matrigel
the presence of insulin,
and induced level of CAT
transfection experiI閣nts
used.
{ Yoshimura and Oka,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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