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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 2 基因转染对裸鼠乳腺癌
肺转移的影响
赵广峰 1

朱易凡 2

【摘要】 目的

观察白细胞介素 2（IL-2）基因转染治疗裸鼠乳腺癌肺转移的疗效。方法

在

乳腺癌细胞株 MD231 和 BT474 中转染 pORF-hIL-2 质粒，检测对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同时制
作裸鼠乳腺癌肺转移模型 30 只，随机分为 pORF-hIL-2 质粒转染实验组和对照组，以瘤内注射的方
式将脂质体和 pORF-hIL-2 质粒混合液注射入皮下瘤体内，观察肿瘤体积变化以及肺部转移病灶。
结果

pORF-hIL-2 质粒转入乳腺癌细胞株后，两组细胞均出现迁移和侵袭能力的下降；经治疗后

对比，
实验组模型的皮下结节肿瘤体积增长明显受抑制，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214，P<0.001）；两组观

察期实验后肺部转移灶的数目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t=3.854，P=0.007）
。 结论 应用 IL-2 基因质粒

瘤内注射方法治疗乳腺癌伴肺转移的裸鼠模型可以产生抗瘤效应，
而且能有效抑制肺部的转移病灶。
【关键词】 乳腺肿瘤；基因疗法；转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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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interleukin-2 (IL-2) gene transfection on treating

pulmonary metastasis of breast cancer in nude mice. Methods

Breast cancer lines MD231 and BT474

were first transfected with pORF-hIL-2 plasmid, then cell invasiveness and migration capability were

tested. Thirty nude mice with pulmonary metastasis of breast cance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pORFhIL-2 plasmid transfec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n the mixture of liposome and pORF-hIL-2
plasmid was injected into their tumors subcutaneously, and finally the volumetric change of the tumors
and the lung metastic lesions was observed. Results

The cell invasiveness and migration capability

diminished in MD231 and BT474 after transfected with pORF-hIL-2 plasmi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volumetric growth of the subcutaneous nodular tumor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inhibited
obviousl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ﬁcant (t=-8.214, P<0.001); after the study period, the
difference of the number of the lung metastic lesion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ﬁcant (t=3.854,

P=0.007). Conclusion IL-2 gene plasmid intratumoral injection has shown to improve anti-tumor effects

significantly to treat pulmonary metastasis of breast cancer in nude mice, and to inhibit lung metastatic
lesions effectively.

【Key words】Breast neoplasms; Gene therapy; Transfection

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占每年

进展，乳腺癌的治疗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目

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的首位。得益于分子生物学的

前对伴有肺转移的乳腺癌治疗上依旧缺乏有效的
手段［1-2］。随着转基因技术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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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疗逐渐成为研究热点［3］。之前我们曾成功使

用白细胞介素 2（interleukin-2，IL-2）基因转染技

术瘤内注射方式治疗裸鼠皮下接种的肝癌，取得了
满意的效果［4-5］，但这种方式和效果能否在乳腺癌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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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模型上复制，我们进行了尝试，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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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0.2 ml Matrigel 和无血清培养液 1 3 混合的细

胞悬液接种于裸鼠后肢背部皮下，同时调整细胞密

材料与方法

度为 1×107/ml，以 0.2 ml Matrigel 和无血清培养液

一、材料与试剂

人乳腺癌 MDA231 和 BT474 细胞株购自自中

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BALB/c 裸鼠，雌性，8 周龄，
体 质 量 17~21 g ；DMEM 培 养 液；胎 牛 血 清；携 带

pORF-hIL-2 质粒的 GT100 E.coli 大肠杆菌和多聚

1 5 混合的细胞悬液对如上法皮下注射后的裸鼠
做尾静脉注射，2 周后裸鼠皮下乳腺癌伴肺转移模
型建立。

五、乳腺癌伴肺转移裸鼠的治疗对比实验
根据之前研究的成果，以瘤内注射脂质体和质

阳 离 子 脂 质 体（LipoGen）以 及 FastMedia Amp 固

粒的混合液作为治疗的手段，取模型裸鼠 30 只，随

Plasmid Miniprep Kit 试剂盒等。

度为 500 mg/L 的 LipoGen 脂质体悬液 0.2 ml ；每 7

体培养基和培养液；PBS 缓冲液；质粒纯化 E.Z.N.A
二、pORF-hIL-2 质粒的抽提、纯化

采 用 FastMedia Amp 培 养 基 ( 液 ) 扩 增 培 养

携带 pORF-hIL-2 质粒的 GT100 E.coli 大肠杆菌。
再用 E.Z.N.A Plasmid Miniprep Kit 试剂盒抽提、纯
化 pORF-hIL-2 质粒。

体 外 脂 质 体 转 染 MDA231 和 BT474 细 胞 株：

分别以空白质粒 pORF 和 pORF-hIL-2 质粒，和脂

质体以 1 5 的比例，分别稀释在 100 μl 的无血清、
无 双 抗 DMEM 培 养 液 中，室 温 混 合 15 min，再 加

机分为 2 组：①空白对照组：每只裸鼠瘤内注射浓
天重复注射 1 次；② IL-2 基因转染治疗组：每只裸

鼠瘤内注射脂质体转染液 0.2 ml（LipoGen 多聚阳

离 子 脂 质 体 和 pORF-hIL-2 质 粒 的 GT100 E.coli

大肠杆菌按 5 1 比例混匀）；每 7 天重复注射一次。
每 4 天分别测量所有裸鼠肿瘤的长（a）、短（b）半

径，按公式 mm3 ＝ a×b2/2 计算瘤体体积；持续 4 周
后处死所有裸鼠，解剖肺部，记录各组肺转移灶。
六、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动物分组

入此培养液至 10 ml 加入 70% 融合的 MDA231 和

采用完全随机对照设计，配对 t 检验比较两组间裸

度为 200 μg/ml），继续培养稳定转染的细胞株。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T474 细胞中。24 h 后更换 G418 筛选培养液（浓

鼠皮下接种体积大小以及肺转移灶数目。P<0.05

三、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实验

待测细胞培养至对数生长期时消化细胞，用

PBS 和无血清培养基先后洗涤一次，用无血清培养

结

果

一、pORF-hIL-2 质 粒 转 染 MD231 和 BT474

基悬浮细胞，计数，调整浓度为 1×10 /ml ；在下室

细胞株后对迁移和侵袭性的影响

基，迁移实验直接在 transwell 上室加入 150 μl 细

的重要因素，将 pORF-hIL-2 质粒转入 MD231 和

加入 100 μl 稀释后的 Matrigel，37℃温育 4~5 h 使

现了迁移和侵袭能力的下降（图 1）。说明 pORF-

5

24 孔板底部加入 600~800 μl 含 10％血清的培养

胞悬液，侵袭实验则在 transwell 上室底部中央垂直
其干成胶状后再加入细胞悬液；继续在孵箱培养，
迁移实验 48 h，侵袭实验 72 h ；之后用镊子小心取
出 transwell，
吸干上室液体，
移到预先加入约 800 μl

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是乳腺癌转移

BT474 细胞株后，两种不同的乳腺癌细胞株均出
hIL-2 质粒确可通过肿瘤细胞分泌 IL-2 起到抑制
肿瘤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作用。

二、皮下乳腺癌伴肺转移模型经瘤内注射治疗

甲醇的孔中，室温固定 30 min ；吸干上室固定液，移

后肿瘤体积变化

色 15~30 min 清水冲洗浸泡后，擦去上室底部膜表

瘤体积随时间增加体积增大越明显，而 IL-2 基因

统计结果。

表现，且两组间的瘤体大小随时间增加体积差异越

到预先加入约 800 μl Giemsa 染液的孔中，室温染
面上的细胞；光学显微镜下取 9 个随机视野计数，
四、皮下乳腺癌伴肺转移裸鼠动物模型的建立
通过同时在皮下及尾静脉注射肿瘤细胞的方

式创建乳腺癌肺转移的模型。用含 10％胎牛血清

的 DMEM 培养液培养 MDA231 细胞，收集对数生

长期的 MDA231 细胞，
调整细胞浓度为 2.5×10 /ml。
7

注射后肿瘤体积与治疗前比较，空白对照组肿

转染实验组移植瘤体积增大不明显，甚至有缩小的
明显。在 IL-2 治疗后 28 d，两组间瘤体大小差异

最明显（图 2），IL-2 基因转染实验组平均体积为

（102.2±18.01）mm3，而对照组为（640.3±87.14）mm3

（t =-8.214，P=0.000 3）, 提示 IL-2 能显著性抑制乳
腺癌细胞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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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pORF-hIL-2 质粒转入 MD231 和 BT474 细胞株后，两种细胞株出现的迁移和侵袭能力的下降

pORF-hIL-2 质粒转染组与空白对照组裸鼠肿瘤体
*

**

***

积对照 P<0.05, P<0.01, P<0.001

三、两组裸鼠模型经治疗后肺部转移灶的数目

虽然受条件所限未能以胸部的 X 光照片来

对比肺部转移灶的情况，但通过解剖的对比和转

移 灶 数 目 的 计 量 发 现，同 空 白 对 照 组 相 比，IL-2
基因转染实验组肺部转移灶的数目显著性减少

（图 3），实 验 组 均 值 为（24.8±6.11）个，对 照 组 为
（68.4±16.01）个（t=3.854，P=0.007），显示两组间

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IL-2 基因转染治疗
组治疗有效，表明 IL-2 能显著性抑制乳腺癌的肺
部转移。

讨

图3

pORF-hIL-2 质粒转染组与空白对照组裸鼠肺转移瘤

数目对照

**

P=0.007

通过手术、化疗、内分泌治疗、生物靶向治疗等综合
治疗手段，但对于发现时已有肺部转移的患者目前
依然缺乏长期有效的治疗手段［7］。随着现代分子生
物学和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以免疫治疗为原理发
展起来的免疫基因治疗日益受到重视，IL-2 基因
治疗通过转染肿瘤细胞，不但致瘤性下降［8］，而且可

在肿瘤局部产生高浓度的 IL-2，一方面可以增强
肿瘤的免疫原性，另一方面能加强巨噬细胞等抗原
提呈细胞的抗原提呈功能，从而激活特异性抗肿瘤
免疫［9-10］。该治疗虽然尚未应用于临床，但我们曾用
此法在肝癌的裸鼠模型上取得了明显的抑制肿瘤

论

的作用，提示该治疗方法在抑制恶性肿瘤方面具有
［6］

乳腺癌极大地危害人类健康 ，尽管目前可以

确切的效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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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我们将 pORF-hIL-2 质粒转染乳

腺癌不同的细胞株后观察到迁移和侵袭能力均明

显下降，推测其原因为转入肿瘤细胞后在局部产生

高浓度的 IL-2，并达到了抑制细胞恶性行为的效
果。在体内实验中，我们将 pORF-hIL-2 质粒和脂

质体的混合液注入瘤体中，发现皮下瘤体的生长出
现了明显的抑制。然而，本研究最大的收获在于经
过皮下肿瘤内的转染，肺部的转移病灶也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说明转染后的肿瘤细胞分泌的 IL-2 可

以通过血液循环抑制远处的转移灶，这比抑制肿瘤
本身的结果意义更大。共识认为在乳腺癌发展的
早期全身血液中就存在癌细胞，也正因为这样，乳
腺癌的治疗是一个综合治疗，而非单纯的外科手术
治疗，其中肺部的转移是乳腺癌最常见的，而且在
治疗上也是最为棘手的。IL-2 基因能够对肺部的
癌细胞起到抑制作用，也就提示我们如果在乳腺癌
早期进行介入的话，可以大大降低乳腺癌术后肺部
复发转移的机会，这将是非常具有临床意义的。
综上所述，尽管本实验应用的裸鼠模型数量因

为制作困难例数尚少，每组仅 15 只，且未能动态观

察肺部转移灶的情况，试验总观察天数为 28 d，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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