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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胶质瘤survivin表达及其反义核酸对U251细胞的作用

石玉荣，章尧

【摘要】目的：观察脑胶质瘤患者脑组织生存素(survivin)的表达及其反义寡核苷酸(survivin ASODN)对脑胶质瘤U251细胞生

长和凋亡的影响。方珐：RT—PCR法检测脑胶质瘤患者脑组织survivin mRNA表达，脂质体介导下，分别以100、300、500 nrnol／L

survivin ASODN作用于脑胶质瘤U251细胞48 h后，观察细胞形态学，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结果：脑胶质瘤患者脑组织

有survivin mRNA表达，阳性率为76．7％。不同浓度survivin ASODN转染48 h后，细胞生长抑制率分别为(52．24±6．59)％、

(36．14±4．01)％和(24．14±5．57)％，凋亡指数分别为(19．46±3．85)％、(38．6±1．85)％和(55．34±3．16)％，与对照组及

不同浓度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结论：脑胶质瘤患者脑组织有survivin mRNA表达，survivin

ASODN以剂量依赖方式抑制脑胶质瘤U251细胞生长，诱导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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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rvivin expression in brain glioma tissues and effection of

survivin antisense oligodexynucleotides on U251 cells

SHI Yu—rong，ZHANG Yao

(Department ofBiochemistry and Molecu缸r Biology，Bengbu Medw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in brain glioma tissues and effects of sm'vivin antisense

oligodexynucleodides(ASODN)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U251 cells．Methods：RT—PCR method WaS performed for detecting

survivin mRNA expression in specimens．The glioma cells U25 1 transferred with survivin ASODN for 48 h．the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were measured by flow c”ometry(FCM)and cell morphology．Results：Survivin mRNA Was expressed in brain glioma tissues，

and the positive rate was 76．7％．When U25 1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ASODN at 100 nmoVL，300 nmoL／L。

and 500 nmoVL，the apotosis rates were(19．46±3．85)％，(38．60±1．85)％，and(55．34±3．16)％，respectively；and the

proliferation index(PI)were(52．24±6，59)％，(36．14±4．01)％，and(24．14±5．57)％，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 Was distinct

compared wit}l control and group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P<0．05一尸<0．01)．Conclusions：Survivin mRNA was expressed in

the brain glioma tissues，survivin ASODN efficiently inhibits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 apotosis of U25 1 cells in a dose-

dependent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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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素(survivin)是新近发现的一种凋亡抑制

蛋白，是凋亡抑制家族的新成员，具有抑制细胞凋亡

和调节细胞分裂的双重功能，它高表达于多种肿瘤

组织，而在正常成人组织细胞中未见表达¨J。有研

究报道嵋J，利用survivin反义寡核苷酸(ASODN)转

染技术，可促进细胞凋亡。本实验研究脑胶质瘤组

织survivin基因的表达及不同浓度survivin ASODN

对U251细胞生长、凋亡的影响，为进一步明确脑胶

质瘤的形成机制及临床脑胶质瘤患者的基因诊断和

基因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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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病理诊断明确的脑胶质瘤患者43例，

U251脑胶质瘤细胞株。

1．2实验方法

1．2．1 RT—PCR法检测脑胶质瘤患者脑组织及

U25 1细胞survivin mRNA表达 用TRIz0L提取胶

质瘤患者脑组织及U251细胞总RNA，按逆转录试

剂盒合成cDNA，根据survivin基因的全长序列设计

引物。survivin：(F)5 7GGA CCA CCG CAT CTC TAC

AT 3 7，(R)5’GCA CTI"TCT TCG CAG TTT CC 3’；B—

actin：(F)5 7CGT CTG GAC CTG GCT GGC CGC GAC

C 3’，(R)5’CTA GAA GCA’兀T GCG GTG GAC

GAT G 3 7。PCR扩增，琼脂糖电泳，可检测到一条
338 bp阳性条带(survivin mRNA)和600 bp的电泳

条带(内参照B．actin)。
1．2．2 脂质体(1ipofectin)介导转染survivin

  



ASODN 设计ASODN 5’-CCC AGC C’I’r CCA GCT

CCT TG-3 7(232—251 bp)；无义寡核苷酸(NSODN)
5’-TAC CGT CTG CGA CGC CCT TC-3 7，脂质体介导

转染U251细胞。根据实验设计，分为6组。I组：

对照组；1I组：空脂质体组；111组：NSODN组；IV一

Ⅵ组为实验组，终浓度分别为100 nmol／L、300

nmol／L和500 nmol／L ASODN。形态学检测survivin

ASODN对U251细胞的影响，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

凋亡和细胞周期(PI法)。

1．3统计学方法采用方差分析和q检验。

2 结果

2．1 脑胶质瘤患者脑组织survivin mRNA表达

RT．PCR法显示，43例脑胶质瘤患者中33例出现一

条338 bp的电泳条带。survivin mRNA表达阳性率

为76．7％(见图1)。

2．2 Survivin mRNA在U251细胞中的表达 RT·

PCR法显示，脑胶质瘤U251细胞有survivin mRNA

的表达(见图2)。
2．3 survivin ASODN对U251细胞生长的影响细

胞形态学观察未转染survivin ASODN的U251细胞

生长旺盛，形状呈现类圆形，星多层生长，胞体较小，

胞质透亮。经500 nmoL／L survivin ASODN处理后的

U251细胞生长明显受抑制。表现为胞突回缩，胞体

缩小，呈球状，核固缩，染色质呈块状或粗颗粒状，呈

现细胞凋亡特征(见图3)。

图1脑胶质瘤患者脑组织survivin mRNA表达电泳图(1、3、4、5：阳性表达；2：阴性表达；6：p—aetin)

图2 U251细胞survivin mRNA表达电泳网0-5：survivin；6：13一actin)

图3转染前后脑胶质瘤U251细胞(A：转染前U251细胞；B：500nmol／L survivin ASODN转染48 h的U251细胞)

2．4 survivin ASODN对U251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

的影响转染48 h后，收集细胞，流式细胞仪(flow

cytometry，FCM)检测。可见，随着survivin ASODN

浓度的增加，DNA峰前出现明显的凋亡二倍体峰，

而对照组、空脂质体组和NSODN组无明显的凋亡

峰(见图4)。显示survivin ASODN转染48 h后，随

着survivin ASODN浓度的增大，凋亡指数(AI)逐渐

增加，而增殖指数(PI)逐渐下降。实验组与对照组

及各不同浓度组组间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一P

<0．01)，空脂质体组和NSODN组对细胞生长有毒

性作用，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O

图4 survivin ASODN诱导U251细胞凋亡

  



表1不同浓度survivin ASODN对U251细胞AI及PI的

影响(玮f=4，i±s)

q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O．01；与I～Ⅲ组比较AAP<O．01；与

Ⅳ组比较揣P<O．01；与V组比较++P<0．01，+P<0．05

3讨论

凋亡与增殖的平衡对于维护组织细胞正常分化

和个体恒定至关重要，机体平衡的打破为疾病尤其

是肿瘤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因此，凋亡

的抑制被认为是肿瘤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机制。

凋亡异常可使得肿瘤细胞逃脱正常的监控机

制，从而使细胞发生异常增殖以及对化疗、放疗的耐

受。设法诱导或促进肿瘤细胞凋亡、增加死亡／增殖

比例的策略已成为近年来肿瘤治疗研究的热点和抗

肿瘤治疗的新目标。有学者研究证实心“J，survivin

基因的反义核酸及决定簇缺失的突变体，能够诱导

肿瘤细胞凋亡，抑制其生长。

本研究采用RT-PCR法检测43例脑胶质瘤患

者脑组织survivin mRNA的表达，其中33例患者有

survivin mRNA的表达，表达阳性率为76．7％。以能

表达survivin的脑胶质瘤细胞株U251细胞为研究

对象，采用survivin ASODN转染技术，在脂质体介导

下转染不同浓度survivin ASODN。细胞形态学观

察，转染后细胞呈现明显的凋亡特征。流式细胞仪

检测结果显示，不同浓度survivin ASODN转染U251

细胞48 h后，随survivin ASODN浓度的增加，PI下

降而AI增高，以500 nmol／L ASODN作用最强，与

其它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

NSODN组、空脂质体组AI和PI值与空白对照组比

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survivin

ASODN以剂量依赖方式抑制U251细胞生长，诱导

细胞凋亡，与戴德坚等【51利用胰腺癌细胞靶向抑制

survivin的结果一致。提示该靶向序列能有效抑制

脑胶质瘤U251细胞增殖，而诱导细胞凋亡。

本研究结果显示，脑胶质瘤患者高表达survivin

基因，survivin ASODN能抑制细胞生长，促进细胞凋

亡，且以500nmoL／L ASODN作用最强，至于加大

survivin ASODN的浓度对细胞的影响及转染对

survivin mRNA的表达有无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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