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05-01-13

[作者单位] 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病科,安徽蚌埠 233004

[作者简介] 王安潮( 1937-) ,男,安徽巢湖人,主任医师,教授.

[ 文章编号] 1000-2200( 2005) 03-0221-03 ·肺癌临床基础研究·

反义小鼠端粒酶 RNA 及顺铂对小鼠肺癌移植瘤的抑制作用

王安潮,张　永,陈余清

[ 摘要]目的:探讨顺铂( DDP)及硫代修饰的反义寡核苷酸( ASODN)对小鼠肺癌移植瘤的抑制作用以及对瘤体 、肝脏和睾丸组

织中端粒酶活性的影响。方法:建立肿瘤模型, 以荷瘤小鼠的 Lewis肺腺癌制成肺癌单细胞悬液(细胞数约 1×107/ ml)接种健

康 C57雄性小鼠 44 只,待移植瘤体积约 500 mm
3
时(第 9 天) ,按随机方法分成 6 组;Ⅰ组非治疗组,腹腔注射生理盐水;Ⅱ组

腹腔注射反义端粒酶 RNA( mTR) , 1 次/日×6 天;Ⅲ 、Ⅳ和 Ⅴ组于第 15 天腹腔注射不同浓度 DDP 1 次;Ⅵ 组联合使用反义

m TR及 DDP。另设健康对照组, 腹腔注射生理盐水, 1 次/日×6 天。PCR-ELISA 法测定端粒酶活性。结果:肿瘤体积缩小及

端粒酶活性均以Ⅴ 、Ⅵ 组显著, 与其余各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 P<0.01) ;Ⅱ组与Ⅰ组及健康对照组肝脏及睾丸端粒酶活性

差异均无显著性( P>0.05) 。 Ⅳ、Ⅴ 、Ⅵ 组端粒酶活性下降与健康对照组及Ⅰ组差异均有显著性( P<0.01) ;Ⅴ组较Ⅵ 组端粒

酶活性下降更显著( P<0.01) ;Ⅵ 组与Ⅱ组端粒酶活性有明显不同( P <0.01) ,但与Ⅳ组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 P >0.05) 。结

论:ASODN 单独使用对肿瘤体积以及肝脏和睾丸端粒酶活性均无明显影响, 但对移植瘤端粒酶活性有抑制作用。 单用 DDP

及DDP 和反义 mTR联合使用均可使移植瘤体积缩小 、肿瘤发生坏死 、抑制其端粒酶活性,且联合使用均较等剂量单药对肿瘤

体积及端粒酶活性抑制作用增强,提示 DDP联合针对端粒酶 RNA 的反义寡核苷酸对肿瘤的抑制有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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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antisense mTR and cisplatin on transplantable lung carcinoma in mice
WANG An-chao , ZHANG Yong , CHENG Yu-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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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bstract] Objective:To determine the inhibito ry effects of cisplantin and sulfur-modified antisense olig odexy ribonucleotide( ASODN)

on the g rowth of transplantable lung carcinoma in mice and on the telomerase activity of carcinoma, liver and testis.Methods:Lewis

lung g landular carcinoma cells( 1 ×107/ ml) w ere inoculated subcutaneously to 44 C57 male mice.They were randomized into 6

g roups.From the 10th day on, 0.5 ml 0.9%NS and antisense mTR w ere intraperitoneally given to g roup Ⅰ and g roup Ⅱ ,

respectiv ely , every day fo r 6 day s;0.5 ml DDP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1.0 mg/ kg, 2.0 mg/ kg and 4.0 mg/ kg, were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on the 15th day once in Ⅲ , Ⅳ and Ⅴ g roups, respectively;DDP and ASODN combined were applied to

g roup Ⅵ .The telomerase activities of tumor, liver and testis were determined sermi-quantatativly by TRAP-ELASA.Results:Volumes

of mice transplantable carcinoma in groups Ⅴ and Ⅵ were greatly reduced( P<0.01) comparing with other groups.The telomerase

activity of mice carcinoma in groups Ⅴ and Ⅵ was the low est( P<0.01) in contrast to other g roups.Mice liver and testis telomerase

activity in groups Ⅳ, Ⅴand Ⅵ presented significant reduction( P <0.05-P<0.01) in contrast to health control group and g roup

Ⅰ .In addition, the liver and testis telomerase activity o f g roup Ⅱ show ed no significant reduction( P>0.05) in contrast to g roupⅠ

and healthy contrast group.Conclusions:ASODN alone have no effects on tumo r g rowth and liver and testis telomerase activity, but

has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telomerase activity of transplantable lung carcinoma.T reatment w ith DDP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ASODN and DDP demonstrates apparent carcinoma volume shrinkage, carcinoma necrosis and telomerase activity inhibition.

Combination of DDP and ASODN has coopera tive effect on transplantable lung carcinoma.

[ Key words] lung neoplasms;transplantable lung cancer;antisense oligodexyribonucleo tide;cisplatin;telomerase;mice

　　端粒为真核细胞线性染色体末端的蛋白质结

构,维持着染色体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端粒随细胞分

裂而进行性缩短,导致细胞衰老 、死亡。端粒酶作为

一种全酶能维持端粒的长度, 故为绝大多数永生细

胞所必须 。端粒酶存在于 85%～ 90%肿瘤细胞中,

而在正常的体细胞中很少[ 1] 。端粒酶在医学上的

价值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除了进行端粒酶对恶

性肿瘤的诊断意义研究外,并广泛开展了端粒酶抑

制剂对肿瘤治疗作用的探讨。Blasco 等
[ 2]
发现与小

鼠端粒酶 RNA( mouse telomerase RNA components,

mTR)互补的反义寡核苷酸( ASODN)可特异而有效

地抑制端粒酶活性,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的作用。本

研究应用硫代修饰的反义 mTR和顺铂( DDP)以及

两者联用对小鼠肺癌移植瘤的治疗作用, 并观察对

小鼠正常组织肝脏和睾丸中端粒酶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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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健康 C57 雄性小鼠 60 只, 荷瘤小鼠

2只 (中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 , 体重

( 20±1.5) g 。

1.2　主要试剂　( 1) ASODN (委托上海生工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代为合成) , 其核苷酸序列为 5′-ATG

AAA ATC AGG G TT AGG-3′, 制成 0.4 mg/ml备

用。 ( 2) DDP (中国山东)溶解成 0.4 mg/ml 、0.8

mg/ml 、1.6 mg/ml备用。

1.3　肿瘤模型的建立　制备 Lew is肺癌单细胞悬

液(细胞数约 1×10
7
/ml) , 除 8 只留作健康对照外,

其余每只以 75%乙醇消毒上肢内侧后, 皮下注射

0.1 ml单细胞悬液( 1×10
6
) 。环境 、饲养条件不变,

继续观察 10天开始实验 。

1.4　实验方法　( 1)分为 7组:健康对照组 8只, 生

理盐水0.5 ml腹腔注射 1次/日×6天;待动物肿瘤

模型移植瘤体积达 500 mm3时(第 9天) ,按随机方

法将实验组小鼠分成 6组:Ⅰ组非治疗组 8只,腹腔

注射 0.9%生理盐水 0.5 ml, 1次/日×6天;Ⅱ组 6

只,腹腔注射反义 mTR 0.5 ml ( 0.4 mg/ml) , 1次/

日×6天;Ⅲ 、Ⅳ、Ⅴ组各 8只,分别以不同浓度 DDP

0.5 m l ( 1.0 mg/kg 、2.0 mg/kg 、4.0 mg/kg)于第 15

天腹腔注射 1 次;Ⅵ 组 6 只, 联合使用反义 mTR

0.4 mg/ml及 DDP 2.0 mg/kg 。治疗 10天后(第 24

天)测量瘤体。 ( 2)肿瘤体积体外测量:以游标尺测

量瘤体的长轴和短轴,于第 9 、12 、15 、18 、21和 24天

测量并记录瘤体大小 。( 3)标本的处理:处死各组小

鼠, 无菌条件下取肿瘤组织 、睾丸 、肝脏等组织。立

即放入 EP 管中 -80℃冻存 。PCR-ELISA 法
[ 3]
测

定端粒酶活性。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检验 。

2　结果

2.1　成瘤性　所有小鼠在接种部位均有移植瘤生

成,瘤体较均匀( 10天后约 500 mm 3) 。

2.2　各处理因素对肺癌移植瘤组织学的影响　苏

木精-伊红( HE)染色:Ⅰ组见低分化腺癌表现;Ⅳ组

可见细胞大小不一,核深染,毛细血管扩张, 点灶状

坏死;Ⅴ组大片无结构红染坏死表现;Ⅵ 组细胞特异

性明显,核质深染, 核浆比例高, 零星散在大量细胞

崩解碎片,呈凝固性坏死 。

2.3　各处理因素对肺癌移植瘤体积和端粒酶活性

的作用　实施治疗后, 各组小鼠瘤体均有不同程度

缩小, 以Ⅴ组及 Ⅵ组瘤体缩小最显著( P <0.01) ;肿

瘤端粒酶活性各组也有不同程度下降, 以Ⅴ组及 Ⅵ

组下降最明显( P <0.01) (见表 1) 。

　表 1　各处理因素对肺癌移植瘤体积和端粒酶活性的作

用( x ±s)

分组 n 瘤体大小( mm3) 肿瘤端粒酶活性

Ⅰ 8 2 229±343 1.033±0.091

Ⅱ 6 2 208±278ΔΔ 0.910±0.026＊＊
ΔΔ

Ⅲ 8 2 120±190ΔΔ 0.997±0.022ΔΔ

Ⅳ 8 1 324±127＊＊
## 0.836±0.045＊＊

##

Ⅴ 8 400± 58＊＊
++ 0.417±0.047＊＊

++

Ⅵ 6 895±106＊＊ 0.650±0.026＊＊

F — 102.96 165.77

P — <0.01 <0.01

MS组内 — 43 560.406 0.003

　　q检验:与Ⅰ组比较＊＊P <0.01;与Ⅳ、Ⅴ 、Ⅵ 组比较 ΔΔP <

0.01;与Ⅴ 、Ⅵ 组比较## P<0.01;与 Ⅵ 组比较++ P<0.01

2.4　各处理因素对小鼠肝脏和睾丸中端粒酶活性
的影响　实施治疗后, 肝脏和睾丸端粒酶活性各组

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以Ⅳ、Ⅴ、Ⅵ组最为显著( P

<0.05 ～ P <0.01) (见表 2) 。

　表 2　各处理因素对小鼠肝脏和睾丸中端粒酶活性的影

响( x ±s)

分组 n
端粒酶活性

肝脏 睾丸

健康对照组 8 0.731±0.075 0.457±0.050##
+Δ

Ⅰ 8 0.721±0.045 0.478±0.057##++
ΔΔ

Ⅱ 6 0.677±0.038 0.431±0.032#

Ⅲ 8 0.694±0.050 0.420±0.038#

Ⅳ 8 0.661±0.035 0.373±0.045

Ⅴ 8 0.565±0.027＊＊ 0.336±0.047

Ⅵ 6 0.637±0.025Δ 0.368±0.049

F — 11.90 9.53

P — <0.01 <0.01

MS组内 — 0.002 0.002

　　q 检验:与健康对照组 、Ⅰ ～ Ⅳ组比较＊＊P <0.01;与健康对

照组 、Ⅰ 、Ⅱ组比较 ΔP <0.05;与Ⅴ组比较#P <0.05, ##P <

0.01;与 Ⅳ组比较+P <0.05, ++P <0.01;与 Ⅳ组比较 ΔP <

0.05, ΔΔP <0.01

3　讨论

　　肺癌是一种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极高的恶性肿

瘤,其死亡率升幅居各类肿瘤之首。但其预后极差,

5年生存率约 10%。探讨早期诊断方法 、寻求和引

入新的治疗方法已成为人们不断追求的目标。随着

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尤其是重组技术和基因转

移技术的逐步成熟, 肺癌的基因治疗成为很有发展

前景的治疗方法。近年, 反义寡核苷酸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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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ODN治疗肺癌的研究备受重视, 成为目前研究

热点之一
[ 4]

。本研究探讨了针对小鼠端粒酶

mRNA的反义 SODN 对肿瘤 、肝脏 、睾丸中的端粒

酶活性的影响。

端粒酶以自身 RNA 为模板, 合成和补充端粒

重复片段, 具有逆转录酶性质, 人类端粒酶 RNA

( hTR)模板区序列为 5′-CUAACCUAAC-3′,与人类

端粒 5′-TTAGGG-3′互补。1995 年, hTR被成功克

隆,其端粒酶 RNA 二级结构包括模板区序列相当

保守,这对于维持端粒酶 RNA 功能非常重要, 也是

人们针对该区设计反义寡核苷酸的分子生物学基

础。Feng等[ 5]首先用反义 hTR转染 Hela 细胞, 出

现端粒缩短和端粒酶活性抑制,并使 Hela 细胞出现

生长危机。此后,许多学者针对 hTR进行了多种类

型的反义寡核苷酸体内外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细胞死亡呈端粒依赖性。研究发现, 在端粒酶

抑制剂的作用下所引起的端粒缩短大约一个月才能

完成诱导 Hela[ 6]或 U251-MG[ 5]细胞凋亡, 即只有

等到端粒长度缩短到“关键点”时,才能触发细胞凋

亡。因此, 对端粒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要在肿瘤经若

干代增殖,端粒进行性缩短并耗竭后, 进入衰老期,

方能表现出抗肿瘤作用,因而其作用相对迟滞 。在

临床研究中,常需配合放疗 、化疗,以取得肿瘤抑制

效应[ 7, 8] 。本实验中, 在 ASODN 用药 15 天观察期

间对小鼠肿瘤体积无明显作用( P >0.05) , 却可一

定程度地降低肿瘤组织中端粒酶活性( P <0.01) 。

靶向性反义寡核苷酸理论上具有高效 、特异性 、耐受

性好等特点,但单用时所需剂量较高,其非序列特异

性作用不容忽视 。Leonet tic 等[ 9] 在研究人类黑色

素瘤过程中发现硫代修饰的 c-myc反义寡核苷酸特

异地抗肿瘤效应呈剂量及方案依赖性, 并存在一定

的毒性作用 。本实验中, 在连续使用反义 mTR 的

ASOND治疗和观察期间, 未出现小鼠死亡, 但小鼠

肝脏和睾丸组织中端粒酶活性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

本实验中, 中等剂量 DDP 对小鼠肺癌移植瘤生

长有明显抑制作用( P <0.01) , 可以引起肿瘤组织

体积缩小,并引起肿瘤组织部分坏死,其端粒酶活性

下调 。高剂量 DDP 组肿瘤组织体积缩小最显著, 较

其余各组差异均有显著性( P <0.01) ;HE 染色组织

病理学检查发现组织明显坏死,部分有凝固性坏死;

对肿瘤组织端粒酶活性有更强的抑制作用。显示了

DDP对本实验中肺癌移植瘤有较好的剂量 效应关

系,但高剂量其副作用也随之增加,表现为肝脏和睾

丸组织中端粒酶活性亦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这可能

是该药化疗选择低原因之一。寻求和克服这种局限

性是进一步提高 DDP 疗效的有效途径 。不少学者

对 DDP 联合特异性的其它治疗手段开展了积极的

研究。

反义寡核苷酸联合化疗药物治疗人类顽固性肿

瘤不仅可以提高疗效, 同时还能降低两者单独使用

时的剂量,从而减少其副作用。本实验观察到联合

治疗组对小鼠肺癌移植瘤生长的抑制作用较等剂量

DDP 和 ASOND单用更加明显( P <0.01) ;同时对

端粒酶活性影响也进一步加强, 端粒酶活性下降程

度差异有显著性( P <0.01) 。Komata 等[ 6]也报道

DDP 与反义 mTR在一定范围内呈协同作用。联合

治疗组对肝脏和睾丸组织中端粒酶活性的影响与单

用等剂量 DDP 比较并没有进一步加强( P >0.05) ,

因此, 常规化疗药物与靶向性 ASOND 联合应用在

提高疗效的同时不增加单独使用时的副作用;但与

单用等剂量 ASOND比较肝脏和睾丸组织中端粒酶

活性下降比较明显( P <0.05) 。说明联合治疗组对

肝脏和睾丸组织中端粒酶活性的影响主要来自

DDP。联合治疗组与高剂量组 DDP 相比,其对小鼠

肿瘤体积 、肿瘤端粒酶活性的作用不如后者明显,但

对肝脏的影响远较后者小( P <0.01) ,而对睾丸端

粒酶活性的影响却与高剂量 DDP 相似( P >0.05) 。

提示反义 mTR对性腺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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