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

国际口腔医学杂志 第 46卷 4 期 2019年 7 月

www.gjkqyxzz.cn

脾酪氨酸激酶及其相关信号通路对头颈部肿瘤
发生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岳史婧1

卿艺凡1

林洁2 韩波1

1.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头颈肿瘤外科 成都 610041；
2.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麻醉科 成都 610041
[摘要]

脾酪氨酸激酶（Syk）对细胞的信号转导有广泛的作用，具有调节细胞应答与促进细胞激活、增殖与分

化、吞噬等作用。在对颈部肿瘤的研究中，Syk的异常表达和活性降低可通过多种信号通路影响肿瘤细胞的增殖、
凋亡、侵袭、转移等多个方面，Syk及其相关信号通路可能成为靶向治疗头颈部肿瘤的有效靶
点，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潜力。本文旨在总结Syk及其相关信号通路对头颈部肿瘤发生、发展的
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细胞内机制，展望Syk及其相关信号通路作为靶点在临床应用中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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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leen tyrosine kinase (Syk) has a wide range of effects on cell signal transduction, regulating cellular

responses and promoting cell activation,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phagocytosis. In the studies on head and neck
tumors, the abnormal expression and the reduced activity of Syk can affect the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tumor cells via various signalling pathways. Syk and its related signalling pathways can be potential target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head and neck tumors. This review aims to summarize the effects of Syk and its related signalling
pathway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ead and neck tumors and its intracellular mechanisms, and thus to evaluate their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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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部肿瘤具有解剖位置复杂、发生与发展

速度较快的特点，因此临床上对于头颈部肿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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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面临着许多问题。头颈部肿瘤的发生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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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新发病例数将达到22.51万例，占全身肿瘤新
发病例数的5.3% [2]。头颈部肿瘤易浸润、转移，
手术切除后仍存在较大复发风险，故患者多预后
不佳，生活质量低。
研究显示，头颈部肿瘤的发生、发展与多种
信号通路的参与密不可分，因此研究者对其中关
键信号通路信号分子的探索与研究将有利于头颈
部肿瘤靶向治疗药物的开发与临床应用，或可对
临床病理诊断、患者预后评价有着重要意义。
多篇文献表明，脾酪氨酸激酶（spleen tyro
sine kinase，Syk）在头颈部肿瘤细胞中表达，且
对肿瘤细胞的生物学行为有影响。本文总结了近
年来有关Syk及其相关信号通路对头颈部肿瘤发
生、发展的影响及其细胞内机制的多项研究，为
未来对Syk在头颈部肿瘤方面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
方向和思路。

金淋巴瘤[12]、B细胞淋巴瘤[13]等的发生有关，使用
Syk抑制剂可产生抑制淋巴瘤的作用，故Syk与淋
巴瘤的发生、发展呈正相关。另外，Syk的两种结
构（全长型Syk和短型Syk）在细胞中表达的差异
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也有关系，如在乳腺癌
中，短型Syk可在50%的乳腺癌患者的癌组织中表
达，而在肿瘤组织周围的正常组织中则无表达[8]；
在淋巴结阴性的结肠癌患者中，短型Syk mRNA较
高表达者更易发生肿瘤肝转移[14]。
2 Syk在上皮源性头颈部肿瘤中的双重作用
2.1 Syk的抑瘤作用
使用Syk抑制剂（如白皮杉醇、R406）抑制
Syk的激活，或使用小干扰RNA（small interfere
RNA，siRNA）沉默Syk基因的表达后，可以促进
乳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等肿瘤的生长、浸

1 Syk概述
Syk是最早由日本学者Taniguchi等[3]从猪脾中
提取出的一种蛋白质，因在免疫沉淀中显示出具
有酪氨酸激酶活性，而将其命名为猪脾酪氨酸激
酶。之后，Ku等 [4]发现在人的染色体上也存在有
编码类似蛋白质的基因，故在人体细胞内也有脾
酪氨酸激酶的表达。Syk可以表达于人体的多种细
胞，如成纤维细胞、肝细胞、神经细胞和血管内
皮细胞等。
同时，Syk对细胞的信号转导有广泛的作用，
如对来自肥大细胞的受体FCeR1、B细胞和T细胞
的抗原受体以及巨噬细胞和血小板的受体
FCgRⅡA等的信号进行转导，调节细胞应答，促
进细胞激活、增殖与分化、吞噬作用等[5-7]。
Syk对血管生成、维持血管完整以及淋巴系统
发育也有重要作用。在分子水平的研究 [8-9] 中发
现，人体内的Syk分为全长型和短型，人Syk基因
编码由635个氨基酸构成的全长型Syk，此后由于
转录过程中存在选择拼接，可加工形成短型Syk。
在结构上，短型Syk较全长型Syk缺少一段长为23
个氨基酸的序列；在分布上，全长型Syk在细胞核
与细胞质中均可存在，短型Syk则仅在细胞质中可
以检测到。
在临床中发现，Syk与恶性肿瘤有着密切的关
系。Syk功能异常，可与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如慢
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10-11]、弥漫性大B细胞非霍奇

润和转移[5]。在这些肿瘤细胞中，Syk随着肿瘤发
展阶段的推进而出现表达减少或活性降低的现
象，而增加这些细胞内Syk表达和活性，则表现出
抑制肿瘤发展的作用，故Syk在这些肿瘤中表现为
抑瘤作用。多项研究表明，在头颈部肿瘤中也存
在类似的情况。
Li等[15]对人喉鳞状细胞癌细胞中的Syk的表达
和细胞的生物学行为进行检测后发现，全长型Syk
在癌细胞中的表达下调，全长型Syk下调的肿瘤细
胞生长能力加强，向周围淋巴结转移增加。当给
Syk低表达的肿瘤细胞转染Pires2-EGFP-全长型Syk
增加细胞内全长型Syk的表达后，肿瘤细胞的侵袭
转移能力显著降低。王钊等[16]也对全长型Syk的作
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全长型Syk的表达在口腔鳞状
细胞癌患者的正常牙龈组织、癌旁组织和癌组织
中依次降低，且在已发生转移的癌组织中表达量
更低。不仅如此，王钊等[16]统计了细胞中Syk的表
达位点后发现，全长型Syk在正常牙龈组织和癌组
织中的表达存在细胞核、细胞质定位差异：Syk在
2种组织细胞的细胞质中均呈100%表达，而在癌
组织的细胞核中表达率为25.9%，相比于正常组织
的64.3%显著降低。这表明全长型Syk的定位改变
也可能对肿瘤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肿瘤细胞中Syk表达的改变可能与Syk基因自
身序列的改变无关，通过基因修饰也可降低Syk的
表达而促进肿瘤发展。Ogane等 [17]检测Syk基因的
修饰程度发现，口腔鳞状细胞癌的Syk基因中C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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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所在区域碱基高度甲基化的发生更为频繁，而
去甲基化则可以恢复癌细胞中Syk的表达。故在口
腔肿瘤中Syk基因的表观遗传学改变所致的Syk表
达减少可促进癌细胞的转移。同时，Jin等[18]在研
究Syk基因启动子的甲基化对鼻咽癌细胞的影响
时，也证明Syk的甲基化水平可与肿瘤的分化程度
呈负相关，甲基化程度越高，Syk表达越低，肿瘤
分化程度越低，故Syk表达水平也可反映肿瘤的分
化程度。
LMP2A是由埃巴病毒（Epstein-Barr virus，

移，促进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死亡，因此Syk有促
瘤作用[5]。在头颈部肿瘤中，Luangdilok等[20]对10
个头颈部肿瘤细胞系的Syk水平进行检测后发现，
其中6个细胞系（HN5、HN6、CAL27、D562、
013、005B）为Syk阳性，表明在头颈鳞状细胞癌

EBV）基因组编码的一种蛋白质，在鼻咽癌癌细

用和转移能力提高。故Syk在头颈部肿瘤中也可产
生促瘤作用，促进肿瘤细胞的浸润、转移。其机
制可为肿瘤微环境内、肿瘤细胞膜上和细胞内的
各种分子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表
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LMP2A等激活肿瘤细胞内Syk

[19]

胞中常有表达。在Zhou等 的研究中，鼻咽癌癌
细胞中的磷酸化Syk与整合素（integrin，ITG）β4
相结合，而LMP2A的表达可能通过与ITGβ4竞争
性结合磷酸化Syk而使鼻咽癌细胞表面ITGβ4数量
增加。LMP2A也可以通过下调Syk水平、重新定
位或激活Syk，以改变细胞表面ITGβ4的数量。当
细胞表面ITGβ4数量增加时，可以促进细胞的侵袭
和转移。
2.2 Syk的促瘤作用
抑制Syk可以抑制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生长、转

细胞内存在Syk表达。进一步研究发现，抑制Syk
阳性表达的肿瘤细胞中的Syk活性后，细胞的与基
质蛋白结合能力、趋化作用和转移能力受到抑
制；而在Syk表达阴性的细胞系（HN3、HN4、
011A、006/1）中，增加Syk水平后，细胞趋化作

相关信号通路，调节Syk的表达（图1）；而Syk作
为一种蛋白激酶，其发挥催化活性时，驱动下游
级联反应，从而改变细胞骨架，影响细胞与细
胞、细胞与细胞基质的黏附和细胞运动，进而影
响肿瘤的生物学行为。

图 1 IL-6激活鳞状细胞癌细胞内Syk信号通路模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IL-6-activated Syk signalling pathway in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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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微环境中IL-6的存在对人口腔鳞状细胞
癌的转移有促进作用，Chuang等 [21]使用IL-6刺激
人口腔鳞状细胞癌细胞时发现，细胞迁移能力增
强。使用IL-6R单抗、Syk抑制剂、c-Jun氨基端激
酶（c-Jun amino-terminal kinase，JNK）抑制剂作
用于口腔鳞状细胞癌细胞之后，细胞内c-Jun的激
活及其向细胞核内的转移和c-Jun与ICAM-1基因启
动子的结合均受到抑制，ICAM-1的表达降低。
ICAM-1可以介导口腔鳞状细胞癌细胞的迁移，其

化水平降低，并且可以抑制PLCγ1激活所致的下
游钙离子的释放。故Syk可能与GRB2等信号通路
相互协调，整合接收来自对外部环境敏感的受体
（如EGFR和ITG）所输入的信号，并且传递给下
游包括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AKT和PLCγ在内的信号通路，
而这几个信号通路均与细胞运动转移有关，从而
发挥促进癌细胞浸润转移和头颈部肿瘤发生、发
展的作用（图3）。

表达降低可引起IL-6所致的癌细胞转移减弱。故
当IL-6存在时，其通过结合细胞膜上的IL-6受体，
激活Syk信号通路，进而激活下游的JNK通路，促
进c-Jun与c-Fos结合形成AP-1，而AP-1与ICAM-1
基因结合后可增强此基因表达，最终使口腔鳞状
细胞癌细胞表面ICAM-1的数量增加，迁移能力增
强。故Syk可经由Syk/JNK/AP-1信号通路介导IL-6
所致的口腔鳞状细胞癌细胞表面ICAM-1的表达增
加，从而促进口腔鳞状细胞癌的转移。
Syk可通过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
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ERK）1/2和雷帕霉
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信号通路促进肿瘤发展。Gao等[22]检测了
4株口腔鳞状细胞癌细胞系的Syk表达情况，结果
显示细胞株系CAL27和SCC15的Syk表达明显。在
分别使用白皮杉醇和siRNA抑制CAL27细胞内Syk
的激活和表达后，细胞内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基
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
9和增殖细胞核抗原（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PCNA）表达减少，与信号转导有关的
p-ERK1/2、p-mTOR以及核糖体蛋白S6的水平降
低。Gao等[22]进一步使用PD98059抑制MEK后，发
现p-ERK1/2水平降低而p-mTOR水平增加，表明
Syk激活mTOR信号通路时不经由ERK1/2。故Syk
可通过分别激活ERK1/2和mTOR信号通路促进人
口腔鳞状细胞癌细胞的增殖、浸润和转移（图
2）。
Luangdilok等[20]在头颈部肿瘤细胞中检测到
Syk、EGFR和生长因子受体结合蛋白（growth
factor receptor-bound protein，GRB）2三者的免疫
共沉淀，转染使细胞内Syk表达增加后，癌细胞中
磷酸化磷脂酶C（phospholipase C，PLC）γ1的水
平升高，而使用Syk抑制剂抑制Syk激活后6 h内，
蛋白激酶 B（protein kinase B，PKB，AKT）磷酸

图 2 Syk激活人口腔鳞状细胞癌细胞内ERK1/2和mTOR信号通路
模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Syk-activated ERK1/2 and mTOR signa-
lling pathways in human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cell

另外，EGFR可通过激活Syk而对口腔鳞状细
胞癌细胞周期有所影响。Fu等[23]使用10-(3-氨基丙
基)-3,4-二甲基-9(10H)-马来酸吖啶酮可在mRNA水
平抑制人口腔鳞状细胞癌细胞PLK1基因、Syk基因
和肿瘤抑制基因CHEK2的表达，可使EGFR水平降
低，从而抑制AKT磷酸化，抑制总AKT以及细胞
周期蛋白CyclinD1的表达。因此Syk、PLK1和
CHEK2等的下调致癌细胞G2/M期阻滞、细胞有丝
分裂异常、形成多倍体细胞。EGFR的激活也与
Syk的激活有关，抑制EGFR的表达和激活，可抑
制由EGFR介导的Syk的表达。故在口腔鳞状细胞
癌中，癌细胞的EGFR接受刺激激活后，可使Syk
磷酸化激活，调节细胞周期，促进细胞有丝分
裂，从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
D u 等 [24]对 鼻 咽 癌 细 胞 进 行 了 研 究 ， 发 现
LMP2A的存在可使Syk高表达，这可能是由于S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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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图 3 Syk协同GRB2信号通路激活PI3K/AKT和PLCγ信号通路模式图
Fig 3 Syk and GRB2 signalling pathways activate PI3K/AKT and PLCγ signalling pathway patterns

3 Syk在间叶源性头颈部肿瘤中的作用

后，肿瘤细胞代谢功能下降，生存能力降低，细
胞周期也受到影响。故同时抑制经由SYK-PLCγ2AKT或ERK以及JAK-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子

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一大类恶性
肿瘤，好发于淋巴结，表现为无痛性淋巴结肿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ions，
STAT）介导的信号通路，可引起弥漫性大B细胞

大。咽部、鼻腔和颈部存在较多的淋巴结，故在
头颈部也可有原发性或转移性淋巴瘤所致的淋巴

淋巴瘤细胞凋亡，且凋亡程度与磷酸化ERK减少
的程度密切相关。Uckun等 [13]认为，Syk在B系淋

结肿大。多项研究揭示Syk及其相关通路在淋巴瘤
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作用。
B细胞受体（B cell receptor，BCR）信号通路

巴瘤中可以通过激活PI3K/AKT、NF-κB、STAT3
这3个主要的抗凋亡信号通路来调节细胞凋亡，故

淋巴瘤的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 [25]。BCR通路下的
级联反应信号分子包括Syk、Lyn、PLCγ2、ERK

对Syk的抑制可以促进细胞凋亡。Chen等[12]在关于
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研究中发现，使用短发夹
RNA（short hairpin RNA，shRNA）沉默细胞中的
Syk基因的表达，致细胞中Syk水平降低，从而产

等[25]，故对Syk的抑制可通过影响BCR通路从而对
淋巴瘤细胞产生影响。在Spurgeon等 [11]对慢性淋

生选择性地抑制依赖BCR通路的弥漫性大B细胞淋
巴瘤细胞的增殖、选择性地上调前调亡蛋白BCL2

巴细胞白血病细胞应用Syk抑制剂后，肿瘤B细胞
调亡增加，而对血液中的其他正常细胞无明显影

水平以及下调固醇的生物合成，进而影响细胞膜
功能的作用。

响；Balsas等[26]对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细胞使用
Syk抑制剂后发现，已激活的Syk去磷酸化失活，

4 Syk在肿瘤间质细胞中的作用

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等

从而破坏正常细胞周期，减少C-X-C基序趋化因子
（C-X-C motif chemokine，CXCL）12依赖的肿瘤
细胞转移并且诱发caspase介导的细胞凋亡；Guo
等[10]通过对Syk/Janus激酶（Janus kinase，JAK）
信号通路进行双重抑制，进而抑制了下游AKT、
ERK和核因子（nuclear factor，NF）-κB的激活，
达到阻断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的增殖并诱导
细胞凋亡的目的。
另外，Ma等[27]对B淋巴细胞瘤细胞中的Syk和
JAK这两条信号通路同时进行抑制，发现比单独
抑制Syk或JAK信号通路更有效，抑制Syk和JAK

肿瘤间质参与构成肿瘤微环境，是肿瘤组织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常见有炎细胞等的浸润。
间质细胞的变化可以影响肿瘤的临床表现。林洁
等[28]使用Syk抑制剂白皮杉醇降低人舌癌CAL27相
关巨噬细胞中的Syk的磷酸化水平，从而抑制Syk
信号通路，抑制NF-κB-p65磷酸化，而降低肿瘤相
关巨噬细胞中环氧合酶（cyclooxygenase， COX）2的表达，达到缓解口腔癌疼痛的效果。口腔癌疼
痛的产生与口腔微环境中前列腺素（prostag landin，PG）E2的产生有关，故在口腔癌微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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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噬细胞通过上调Syk的磷酸化，并经由NF-κB通
路激活导致COX-2的表达上调，从而增加PGE2的

产生而引发口腔癌疼痛（图4）。

图 4 Syk在巨噬细胞中的作用模式图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ole of Syk in macrophages

使用单克隆抗体是在细胞分子水平上治疗肿
瘤的一种有效方法。具有抗肿瘤活性的单克隆抗
体需要效应细胞（如天然杀伤细胞等）的介导，
来发挥最大的抗肿瘤效应。Syk可增加天然杀伤细
胞表面FcR水平，Srivastava等 [29]将天然杀伤细胞
中的Syk抑制之后，免疫球蛋白刺激天然杀伤细胞
产生干扰素（interferon，IFN）-γ的过程被抑制，
使天然杀伤细胞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降低。故Syk
所在通路的激活可促进天然杀伤细胞表面表达
FcR，而增加天然杀伤细胞与免疫球蛋白的结合，
激活天然杀伤细胞并使之发挥杀伤肿瘤细胞的作
用。
5 Syk在临床样本中的作用
除了对Syk在头颈部肿瘤细胞内相关信号通路
与肿瘤生物学变化的研究，多项研究中也使用头
颈部肿瘤的临床病例，分析评估肿瘤细胞中Syk的
表达水平与头颈部肿瘤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以
探索Syk的表达水平是否可以作为一项临床判断肿
瘤预后的指标。
Du等 [24]研究表明，Syk在肿瘤组织中的水平
与鼻咽癌患者肿瘤的分期和局部复发关系密切，
Syk高表达的患者生存时间较短，故其认为Syk的
表达水平可作为鼻咽癌的一个独立的预后因素。
Luangdilok等 [20] 和Gao等 [22] 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

果，Syk与肿瘤复发密切相关，Syk高表达的患者
平均生存期缩短。除此之外，Luangdilok等[20]也发
现在肿瘤浸润部位周围的上皮发生癌前病变时，
Syk表达具有不同的强度和模式，在正常细胞中不
表达，在异型增生的细胞中表达，在基底层细胞
中也表达，且靠近浸润部位边缘的表达更强。Gao
等[22]发现，Syk基因在的转录水平与口腔鳞状细胞
癌淋巴结转移之间具有相关性。
6 结语
绝大部分头颈肿瘤为头颈鳞状细胞癌，目前
在临床上通常考虑使用手术并辅助放射治疗，或
手术、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的综合疗法以提高治
疗效果，改善预后。由于淋巴系统的分布特点，
头颈部的淋巴瘤仍属于全身性疾病，通常采用化
学治疗、放射治疗以及骨髓移植进行治疗。化学
治疗作为一种相对安全和方便的治疗手段，逐渐
得到患者和医生的关注。但是针对头颈部肿瘤的
化学治疗药物临床效果较差，一方面是由于大多
数头颈恶性肿瘤对目前临床上已使用的化学治疗
药物不敏感；另一方面，现已投入使用的化学治
疗药物对机体正常组织细胞可导致较为严重的不
良反应，因此在头颈部肿瘤治疗方案的选择中，
化学治疗始终被放在次要的位置。
因此，开发药效更好且正常组织有较少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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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靶向化学治疗药物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
所探讨的Syk及其相关信号通路或可成为靶向治疗
头颈部肿瘤的一个有效靶点。多项研究 [15-24] 表
明，Syk会因头颈部肿瘤类型和分期的不同而呈现
出抑瘤或促瘤的双重作用，故应先明确其在某种
头颈部肿瘤中的作用；而在淋巴瘤中，Syk作为
BCR信号通路中重要的信号分子之一，通常可经

[4]

的受体而影响细胞内Syk及其相关通路的激活，进
而影响头颈部肿瘤的发生、发展，但目前与头颈
部肿瘤微环境相关的研究较少，故本文针对这部
分的内容较少，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研究出现，
以揭示头颈部肿瘤微环境中活性物质的变化与肿
瘤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另外，肿瘤微环

Ku G, Malissen B, Mattei MG. Chromosomal location
of the Syk and ZAP-70 tyrosine kinase genes in mice
and humans[J]. Immunogenetics, 1994, 40(4): 300302.

[5]

Koerber RM, Held SAE, Heine A, et al. Analysis of
the anti-proliferative and the pro-apoptotic efficacy
of Syk inhibition in multiple myeloma[J]. Exp Hematol
Oncol, 2015, 4: 21.

[10-13,26-27]

由BCR信号通路而促进淋巴瘤的作用
。
头颈部肿瘤微环境是研究头颈部肿瘤发生、
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微环境中的细胞因子例如
IL-6、VEGF或其他活性物质可通过肿瘤细胞表面

www.gjkqyxzz.cn

[6]

Larive RM, Urbach S, Poncet J, et al. Phosphopro
teomic analysis of Syk kinase signaling in human
cancer cells reveals its role in cell-cell adhesion[J].
Oncogene, 2009, 28(24): 2337-2347.

[7]

Mócsai A, Ruland J, Tybulewicz VL. The SYK ty
rosine kinase: a crucial player in diverse biological
functions[J]. Nat Rev Immunol, 2010, 10(6): 387402.

[8]

Wang L, Duke L, Zhang PS, et al. Alternative splicing

境中的肿瘤间质细胞也对头颈部肿瘤有影响，研
究[28-29]发现，肿瘤间质细胞内的Syk可能与肿瘤引

disrupts a nuclear localization signal in spleen tyro

起的癌疼痛以及免疫系统的作用有关，但是否还
存在其他作用尚不清楚。有研究 [23]也发现，部分
Syk抑制剂对正常组织影响较小且可增敏已有耐药

in breast cancer[J]. Cancer Res, 2003, 63(15): 4724-

sine kinase that is required for invasion suppression
473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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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治疗药物，为联合化学治疗以降低不良反

spleen tyrosine kinase differentially regulates c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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