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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乙酰半胱氨酸对小鼠肺腺癌生长 、转移的抑制作用
刘　超,宋　玮,徐凤珍

[ 摘要]目的:探讨 N-乙酰半胱氨酸( NAC)对 T739 小鼠肺腺癌原发瘤形成及自发性肺转移的影响。方法:T739 小鼠 51 只随

机分为 3组, 其中Ⅰ组为对照组, Ⅱ 、Ⅲ组分别在每天饮水中加入 0.5g/ kg 、1.0g/ kg NAC, 72 h后皮下接种小鼠 LA795 肺腺癌

细胞( 0.2×106 个/只) ,观察小鼠体重变化 、皮下肿瘤形成 、生长及肺转移情况;采用二硫代对硝苯甲酸显色法测定血中谷胱

甘肽( GSH)含量。结果:接种第 4天, 肿瘤出现率Ⅱ 、Ⅲ组分别为 47.1%和 38.9%,均明显低于Ⅰ组 81.25 %( P <0.05) 。第

22 天处死小鼠后皮下肿瘤重量Ⅱ 、Ⅲ组明显低于Ⅰ组( P<0.05 和 P<0.01) ,且与 NAC 剂量呈负相关( P<0.01) 。各组之间

自发性肺转移灶的数目差异均无显著性( P>0.05) 。各组小鼠体重实验后均较实验前明显下降( P<0.01) , 但实验后 3 组之

间体重差异均无显著性( P>0.05) 。血 GSH 含量Ⅰ组明显低于 Ⅱ 、Ⅲ组( P<0.01) 。结论:NAC 可明显延长肿瘤形成的潜伏

期,抑制原发瘤的生长;NAC 对小鼠无明显副作用, 是一种安全可靠的制剂。

[ 关键词] 肺肿瘤;乙酰半胱氨酸;谷胱甘肽;肿瘤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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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N-acetylcysteine in inhibiting the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in mice
LIU Chao, SHONG Wei, XU Feng-zhen

(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Diseases, Af f 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N-ace ty lcy steine ( NAC) on the grow th and spontaneous me tastasi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in T739 mice.Methods:Fifty-one T739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 roups.Group Ⅰ a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Ⅱ and Ⅲ w ere administered different doses of NAC( 0.5 g·kg-1·d-1, 1.0 g·kg-1·d-1) in drinking water 72 hours before

subcutaneous inoculation of LA795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0.2×106) , and then the formation and g rowth of the primary tumor,

the number of lung metastasi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gluta thione( GSH) were observed.Results:On the fourth day after inoculation,

the incidence of tumo r was 81.25% in the control g roup, which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reatment groups( 47.1%, 38.9%,

respectiv ely ) ( P<0.05) .The weight of the tumo r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 <0.05 and P <0.0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oses of NAC w 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weight of the local tumor( P<0.01) .The influence of NAC on the number of lung

metastasis w 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 weight of the mice decreased g reatly( P <0.01) compared to the initial

w eight in all the g roup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3 g roups w as not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s:NAC can inhibit the

formation of the local tumor and has no significant side-effects on the mice.I t is a promising agent.

[ Key words] lung neoplasm;acety lcysteine;glutathione;neoplasm me tastasis

　　有报道 N-乙酰半胱氨酸 ( NAC) 可抑制 B16-

F10黑色素瘤细胞及 C87Lewis肺癌细胞原发瘤重

量, 减少 B16-F10 黑色素瘤自发性肺转移的数

目[ 1] 。侵袭 、转移是恶性肿瘤的本质特征, 也是影

响肿瘤治疗的最大障碍。肿瘤从发生到侵袭 、转移

是个多阶段复杂的过程, 对其中的某个或某些阶段

进行治疗干预,为预防肿瘤发生或降低肿瘤恶性程

度提供可能。但 NAC 对肺腺癌的作用目前尚少见

相关报道 。本文通过动物实验, 探讨 NAC 对小鼠

218 J Bengbu Med Coll, May 2005, Vol.30, No.3

DOI :10.13898/j.cnki .issn.1000-2200.2005.03.011



LA795肺腺癌细胞生长 、转移的抑制作用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动物:51只 T739近交系雌性小鼠, 体

重 16.67 ～ 20.65 g,平均体重( 18.66±2.1) g;移植

瘤:小鼠 LA795 肺腺癌(均购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所实验动物中心) 。NAC:购自美国 Sigma 公司 。

谷胱甘肽( GSH)检测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
程研究所 。

1.2　方法　

1.2.1　实验动物分组　51只 T739小鼠简单随机

化法分为 3组, Ⅰ组(对照组) 16 只, Ⅱ组 17只(每

天灌服 NAC 0.5 g/kg) , Ⅲ组 18只(每天灌服 NAC

1.0 g/kg) 。

1.2.2　肿瘤细胞悬液接种　灌服 NAC 后第 3天,

将 LA795肺腺癌小鼠断颈处死, 无菌条件下取皮下

肿瘤制成肿瘤细胞悬液 ( 1 ×10
7
/ml) , 取该悬液

0.2 ml( 0.2×106/L)种植于每只 T739小鼠右腋皮

下。 Ⅰ组灌服生理盐水, Ⅱ、Ⅲ组继续按上述剂量给

药。给药期间观察小鼠的一般情况,隔天测量肿瘤

大小及称重。

1.2.3　小鼠血 GSH 测定　接种后第 22天断颈处

死小鼠,心脏取血,肝素抗凝, 按照试剂盒说明,采用

5, 5' 二硫代对硝苯甲酸( DTNB)比色法, 进行 GSH

浓度测定 。

1.2.4　皮下瘤称重及肺转移结节计数　解剖皮下

肿瘤并称重,再次称鼠重(鼠重=带瘤鼠重-瘤重) ,

摘除小鼠肺, 10%甲醛溶液固定, 送病理检查, 肺转

移结节数以双肺冠状面最大切面为准, 显微镜下计

数双肺转移灶的个数 。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χ2 检验 、方差分析与 q 检

验 、t检验 、Ridi t分析和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 。

2　结果

2.1　肿瘤出现率　接种 LA795 第 4 天, 分别检测

各组小鼠肿瘤出现情况(肿块直径>2 mm 为出现

肿瘤) , Ⅰ组的肿瘤出现率为 81.25%( 13/16) , Ⅱ 、

Ⅲ组分别为47.06%( 8/17) 、38.89%( 7/18) , Ⅱ、Ⅲ

组肿瘤出现率均低于 Ⅰ组 ( χ
2
=6.77, P <0.05) 。

2.2　抗瘤效应 、肿瘤重量 、血 GSH 含量和体重变化

　接种 LA795第 8天, 全部出现皮下肿瘤, 之后喂

养期间,各组均有 2只小鼠死亡。实验结束后,比较

各组皮下肿瘤重量, Ⅱ 、Ⅲ组肿瘤重量均低于 Ⅰ组

( P <0.05和 P <0.01) , 经 Spearman等级相关分

析, NAC剂量与皮下肿瘤重量之间呈负相关( r s =

-0.46, P<0.01) 。 Ⅱ、Ⅲ组小鼠血 GSH 含量均明

显高于 Ⅰ组( P <0.01) 。实验前 3组小鼠体重差异

无显著性,由于肿瘤生长造成的渐进性恶病质, 使体

重呈下降趋势,但体重的下降与肿瘤重量增加常不

平衡,当肿瘤重量被减去后, 3组小鼠体重均较实验

前明显下降( P <0.01) ,但 3组之间差异均无显著

性( P>0.05) (见表 1) 。

　表 1　NAC 对 T739 小鼠肺腺癌的抗瘤效应 、血液 GSH 含

量和体重的影响( x±s)

分组 n 肿瘤重量( g) GSH( mg/ml)
体重( g)

实验前 实验后( d ±sd )
t P

Ⅰ组 14 6.94±1.41 8.88±2.25　 18.3±1.7 -2.2±2.1 3 .92 <0.01

Ⅱ组 15 5.87±1.10
＊

13.02±3.32
＊＊ 19.1±1.2 -2.7±2.3 4 .55 <0.01

Ⅲ组 16 5.44±1.09
＊＊

13.96±2.71
＊＊ 19.3±1.2 -2.7±2.4 4 .50 <0.01

F - 6.07 6.50 2.16 0.23 - -

P - <0.01 <0.01 >0.05 >0.05 - -

MS组内- 1.443 7.864 1.889 5.186 - -

2.3　肺转移瘤灶发生数　接种 LA795第 22天,小

鼠断颈处死,解剖皮下肿瘤,肉眼可见各组均有不同

程度的局部皮肤或胸壁浸润, 对照组明显 。肺组织

病理示各组肺泡 、间质均有程度不等的充血 、水肿等

非特异性病变,并有多灶性或多结节性肺转移, 显微

镜下计数双肺转移灶总数, 并分为少( 1 ～ 5个/双

肺) 、中( 6 ～ 11 个/双肺) 、多( 12 ～ 个/双肺) 3组, 结

果显示 3组小鼠肺转移结节数差异均无显著性( P

>0.05) (见表 2) 。

表 2　3 组小鼠接种 LA795 后肺转移灶数比较

分组 只数
肺转移灶发生数(个)

1～ 5 6～ 11 ≥12
χ2 P ＊

Ⅰ组 14 3 3 8

Ⅱ组 15 6 6 3 5.00 >0.05

Ⅲ组 16 7 7 2

合计 45 16 16 13

　　＊Ridit 分析

3　讨论

　　NAC 是一种含巯基的化合物, 作为谷胱甘肽

( GSH)类似物, 是细胞内半胱氨酸和 GSH 的前体,

在呼吸系统最初用于痰液溶解, 随着临床研究的不

断深入, 发现 NAC 与抗氧化作用 、抑制自由基反

应[ 1] 、抑制肿瘤发生[ 2] 、抑制某些癌前病变恶变几

率[ 3] 、抑制血管形成[ 4]等方面有关 。NAC作为化学

预防剂, 对化学性致癌的多个阶段通过多种机制产

生干预作用, NAC 的亲核性和去氧化性可抑制活性

氧化物的毒性作用, 对细胞核的保护作用表现在抑

制致癌物代谢形成的 DNA 亲合物的产生, 减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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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突变,减轻致癌物诱导的 DNA损伤, 并对核酶

如ADP核糖聚合酶具有保护作用, NAC 还可减少

某些癌前病变恶变几率等。另外, NAC 还以 GSH

非依赖方式诱导 p16和 p21基因表达, 延长细胞周

期从 G1 期到 S 期的转换,而且 p21还可通过启动

DNA修复机制,减慢 DNA复制,诱导细胞分化等方

式起到化学预防作用[ 5] 。

本实验 Ⅰ 、Ⅱ组中, 灌服 NAC可明显延长肿瘤

形成所需的潜伏期,但成瘤后肿瘤的增长速度却不

受饮水中 NAC的影响, 表明 NAC 是通过对注射部

位荷瘤能力及局部侵袭力的影响而起作用, 并非通

过肿瘤形成后对生长速度的调节起作用 。

恶性细胞实现侵袭, 要具有基膜的黏附性 、降解

作用和穿透性。Albini 等
[ 1]
通过体外实验证实,

NAC对恶性细胞的侵袭力具有抑制作用,并呈剂量

依赖关系。NAC的这种作用被认为是抑制Ⅳ-型胶

原酶活性的结果。 Ⅳ-型胶原是基底膜的基本骨架

成分,而肿瘤细胞可分泌Ⅳ-型胶原酶降解胶原, 破

坏基底膜。 Ⅳ-型胶原酶非活性酶原状态的维持是

通过 Zn2+与巯基侧链相互作用实现的[ 6] 。给予外

源性 NAC 灌服, 增加体内巯基含量,以螯合 Zn2+从

而抑制该酶的活化。另外, NAC 还可能在转录水平

上抑制胶原酶活性[ 7] , NAC 和 GSH 可抑制胶原酶

基因转录过程中 Fos/ Jun杂二聚体的连接活性, 进

而影响酶的合成 。

动物移植瘤成功倍增成瘤,必须有一定数量要

求,这与宿主的免疫抵抗有关。NAC可提高细胞内

GSH 水平,增加淋巴因子激活 K细胞的增殖反应与

细胞毒作用, 增加 NK 细胞与靶细胞的结合力[ 8] ,

NAC易于被细胞摄取,在细胞内迅速脱乙酰基形成

半胱氨酸,半胱氨酸可正向调节 IL-2依赖性 T 细胞

作用, 并促进细胞毒 T 细胞的活化[ 9] 。NK 细胞 、

K细胞 、T 细胞等免疫活性细胞可增强宿主特异性

或非特异性抗瘤作用, 从而延缓肿瘤形成。任何原

发或继发性肿瘤直径超过 2 ～ 3 m m 都必须有血管

长入[ 10] ,同样,抑制血管生成,将阻碍肿瘤生长。有

学者证实
[ 11]

, NAC 可明显抑制 Kaposi肉瘤新生血

管的形成。由此我们推测 NAC 亦可能通过此种机

制抑制 T739小鼠局部肿瘤的形成与生长, 但这种

推论尚需进一步证实 。本实验中,皮下肿瘤的重量

处理组均较对照组低( P <0.05 和 P <0.01) ,且与

NAC剂量呈负相关( P<0.01) ,亦支持上述有关推论。

对基底膜的破坏是恶性细胞得以实现侵袭 、转

移的重要步骤, 因此 NAC 对恶性细胞侵袭力的抑

制作用同样可用于解释对转移的影响 。另外, 活性

氧化物对癌的转移也有作用[ 12] , H2O2 有助于循环

癌细胞的外渗,超氧阴离子( O2-)在基底膜的降解

中起作用, 而 NAC 作为有效的抗氧化剂, 与 H2O2 、

O2-反应,从而减弱或去除后两者毒性作用。本实

验中, 各组肺转移结节数差异均无显著性 ( P >

0.05) , 但是本实验组( Ⅱ 、Ⅲ组)肺转移灶数目较对

照组( Ⅰ组)减少, 这种减少是由于 NAC 对转移瘤

的直接抑制作用, 还是因 NAC 延迟了原发瘤生长

造成的继发性作用,无法区别。各组小鼠实验前后

体重下降明显,而实验后 3组小鼠相比,体重差异均

无显著性,说明体重的下降是由于荷瘤状态渐进性

恶病质引起,而非 NAC 的毒性作用所致, 同时也证

实了 NAC无明显毒副作用,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

供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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