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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I 介 导 的 E1A 基 因 对 结 肠 癌 细 胞 放 疗 增 敏 效 应 的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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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姚思德 2

以自行合成的聚乙烯亚胺纳米凝胶（Polyethylenimine，PEI）为载体转染 E1A 基因，观察 E1A 基因对

结肠癌细胞体外生长的抑制作用和对电离辐射的增敏效应，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理。经 PEI 介导将真核细胞
高效表达 E1A 基因的重组质粒 psv-E1A 导入人结肠癌细胞系 SW480，RT-PCR 证实其转染，G418 筛选出阳性
克隆细胞。通过测绘生长曲线，观察 E1A 基因对该细胞系生长的抑制作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转染前后 SW480
细胞的细胞周期分布变化。用噻唑蓝（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um，MTT）法测定电离辐射对 SW480 转染 E1A
基因前后的效应。用 Western-blot 方法测定结肠癌细胞 SW480 转染质粒 psv-E1A 前后 HER-2 蛋白表达量的
变化。（1）G418 筛选出阳性克隆细胞。（2）RT-PCR 结果显示 PEI 能转染质粒 psv-E1A 并有稳定的表达。
（3）流式细胞仪测细胞周期，与 SW480 细胞相比，SW480-E1A 细胞 S 期呈下降趋势（p<0.001）；G2/M 期
增加显著（p<0.001）；G1 期细胞无明显变化（p>0.05）。（4）MTT 法测量 SW480 细胞及 SW480-E1A 细胞
不同时间的吸光度值，可见转染 E1A 基因细胞群体生长缓慢。（5）转染 E1A 基因后，SW480-E1A 细胞对电
离辐射的敏感性显著提高（p<0.001）。（6）E1A 基因明显降低结肠癌细胞中 HER-2 蛋白的表达量。PEI 能
转染质粒 psv-E1A，E1A 基因能够明显抑制结肠癌细胞的生长，并明显提高其对放射线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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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疗及其发展为人类治疗多种恶性肿瘤，

意义和较大的应用价值，为今后负载其他配体和生

单基因遗传性疾病，以及艾滋病等疑难杂症提供了

物元件打下良好的研究基础，为临床应用奠定理论

理想的方法。基因治疗的载体主要分为病毒载体系

基础。

统和非病毒载体系统。由于病毒载体的免疫原性
高、毒性大、目的基因容量小、靶向特异性差、制

1

备较复杂及费用较高等缺点，人们愈来愈重视非病

1.1

毒载体的研究。非病毒载体较安全，免疫原性低，
且是基于质粒转染，易于组装。本研究以自行合成
的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 PEI 纳米凝胶为载体[1,2]，
转导目的基因 E1A 进入人结肠癌 SW480 细胞，观
察 E1A 基因对该细胞系生长的抑制作用；并测定
转染 E1A 基因前后肿瘤细胞周期、分布和对电离
辐射敏感性的变化。本研究对阐明高分子树枝状纳

实验材料和方法
PEI 基因转导载体
本课题组近 4 年来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

研究所协作，开展以 PEI 基因转导载体的研究，掌
握粒径精确可控纳米凝胶光化合合成方法，以水溶
液光化学法合成具有各种粒径的聚乙烯亚胺纳米凝
胶（Polyethylenimine，PEI）纳米凝胶，对纳米凝
胶进行了表征（见图 1）
。

米载体在肿瘤靶向治疗中的安全、有效转导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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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AFM and SEM image of PEI

1.2

psv-E1A 质粒

psv-E1A 质粒由上海东方肝胆医院苏博士惠
赠，在 DH5-α 菌株中扩增，用 DNA 质粒纯化试剂
盒（QIAGEN 公司）制备质粒。SW480 结肠癌细胞
购自南京凯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

主要试剂及仪器

DNA 质粒纯化试剂盒（QIAGEN 公司）；总 RNA
提取试剂盒（北京鼎国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通
用型 RT-PCR 试剂盒（北京鼎国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E1A 基因引物（北京三博生物有限公司）
；
流式细胞仪（FACS Calibur 型，美国 Becton Dickinson 公司）
；UVP 凝胶成像分析系统（英国 UVP
公司）；PCR 扩增仪（美国 PE 公司）；紫外透射反
射仪（北京六一仪器厂）
。
1.4

细胞培养、转染质粒 psv-E1A

SW480 结肠癌细胞用含 10%小牛血清的 RPMI
1640 细胞培养液培养，待细胞汇合以后，用 0.25%
胰蛋白酶消化，离心后按 2×105/mL 密度接种于 6 孔
培养板内，待细胞达到 50%—70%融合后使用。PEI
与质粒 psv-E1A 的 N/P 为 10 时混合，涡旋，室温
静置 30 min。转染前吸去旧的细胞培养液，用 PBS
洗涤 2 次，加入无血清的 RPMI 1640 培养基 2 mL，

再每孔加入 500 mL 的 PEI/DNA 复合物，细胞培养
箱中培养 4—6 h 后，吸去转染复合物并用 PBS 洗涤
2 次，加入新鲜的含 10%小牛血清的 RPMI 1640 培
养基继续培养 24 h。24 h 后用筛选浓度筛选，SW480
的筛选浓度为 500 µg/mL。G418 筛选第 14 d 后，转
染组大约有 10%的阳性克隆细胞，将阳性克隆细胞
消化后传入培养瓶中继续培养。
1.5

RT-PCR 检测 psv-E1A 质粒转染后 SW480
细胞中 E1AmRNA 的表达

将 2 瓶细胞 SW480 细胞、SW480-E1A 细胞
分别用 PBS 洗涤 2 次，用 Trizol 裂解细胞提取总
RNA， 按 反 转 录 试 剂 盒 的 说 明 书 进 行 反 转 录 成
cDNA，加入 PCR 试剂及上下游引物（E1A 基因的
引物：上游引物：5-cggaggtgttattaccgaag-3 ，下游
引物： 5-tcgtcactgggtggaaagcc-3；产物片断的长度
是 380 bp）进行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扩增。扩增的产物经 1%琼脂糖凝
胶电泳，80 V，30 min 电泳并在凝胶成像系统下观
察并拍照。
1.6

E1A 基因对 SW480 结肠癌细胞生长的影响

取对数生长期细胞 SW480 细胞及 SW480-E1A
细胞分别用胰蛋白酶消化后用新鲜的含 10%小牛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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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 RPMI1640 培养基配成单细胞悬液，以每孔
2000 个细胞接种于 96 孔板中，每孔体积 200 µL，
将 96 孔板放入 CO2 孵箱，在 37℃、5%CO2 及饱和
湿度条件下培养，于 1—5 d 每天分别用 MTT 比色
法用酶联免疫检测仪在 490 nm 波长处测定其光吸
收值，以时间为横轴，光吸收值（A）为纵轴绘制
细胞生长曲线。
1.7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

取对数生长期的 SW480 结肠癌细胞及 SW480E1A 结肠癌细胞各一瓶，用 PBS 洗涤两次，将细胞
用适量胰酶充分消化成单细胞悬液，4℃，1000 r/min，
5 min，PBS 充分悬浮细胞，4°C，1000 r/min，5 min，
2 次，离心后用预冷的 75%乙醇 1 mL，4℃固定 24 h。
碘化丙啶染色液染色：4℃，1000 r/min，5 min，去
除乙醇，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BS）、4℃，1000 r/min，5 min，洗涤细胞 2 次，
加入 200 µL RNase A，37℃孵育 30 min，
冰浴 10 min，
中止 RNA 酶的催化反应。用 PBS 清洗细胞 2 次，
洗去 RNA 酶。加入 800 µL PI 染色液，混匀后 4℃
避光染色 30 min。上机进行流式细胞仪分析。
1.8

E1A 基因的放射增敏性

取对数生长期的 SW480、SW480-E1A 结肠癌
细胞接种 96 培养板，每孔接种 5×104 细胞，每组
均设空白对照。70%—80%汇合态时照射。照射条
件：用 60Co 的 γ 射线，室温照射细胞，离源中心
75 cm，照射时细胞培养板上放置 2.0 cm 厚的蜡板。
每个剂量点设 6 孔。剂量分别为（10，8，6，4，2
和 0 Gy）用 MTT 法测定 A490。计算细胞的存活
率并绘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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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blot 测 定 转 染 psv-E1A 质 粒 后
SW480 结肠癌细胞中 HER-2 蛋白表达量的变化

取对数生长期的细胞 SW480、SW480-E1A 结肠
癌细胞分别提取蛋白测蛋白浓度，以 β-actin 为内参，
取 40 µg 蛋白质样品进行 10%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完毕后蛋白转移到硝酸纤维膜上。室温牛奶封
闭 2 h 后，在膜中加入 1∶400 稀释的鼠 HER-2 一抗4℃
孵育过夜，0.1%Tween-PBS 洗涤 3 次后加入羊抗鼠二
抗室温摇床孵育 2 h，再用 0.1%Tween-PBS 洗涤 6 次
后使用增强化学发光试剂（Enhanced chemiluminescence，ECL）孵育，暗室内 X 光底片感光成像。
1.10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本实
验中所用的肿瘤细胞来自同一细胞系，不存在个体
差异，实验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数据
比较采用 t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2.1

结果
对纳米凝胶进行表征

原子力显微镜（Atomic force microscope，AFM）
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下观察该纳米凝胶接近于球形结构，表面凹
凸不平，与 DNA 结合前（a）与结合后（b）纳米
凝胶的粒径稍增加，见图 1。
2.2

RT-PCR 的结果

图 2 第 1、2、3 和 4 泳道都见到 380 bp 目的条
带，表明质粒 psv-E1A 成功转染至 SW480 结肠癌
细胞。

Fig.2 The RT-PCR result of SW480-E1A cell
1, 2, 3, 4: 380 bp E1A gene of SW480-E1A cell; M: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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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1A 基因对人 SW480 结肠癌增殖的影响

E1A 基因导入人 SW480 结肠癌后，与 SW480
细胞相比，SW480-E1A 细胞增殖缓慢见图 3。24 h
检测 SW480 和 SW480-E1A 的吸光度之间无统计学
差异（p>0.05）；48 h 后 SW480 和 SW480-E1A 的吸
光度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可见 E1A 基因
明显抑制 SW480 细胞的生长。

Table 2 Effect of E1A gene in radio-sensitivity on colon
carcinoma SW480 cell
( x ±s)
Dose / Gy

SW480

SW480 -E1A

Control

1.5660±0.060

1.5202±0.116

2

1.4320±0.034

1.1325±0.011*

4

1.3508±0.037

0.9835±0.019*

6

1.2767±0.036

0.6072±0.076*

8

0.9152±0.081

0.3475±0.039**

10

0.7642±0.096

0.1528±0.082**

Note: n=6, * p<0.05, ** p<0.01, (vs. SW480).

Fig.3 Effect of E1A gene in proliferation on colon carcinoma
SW480 cell

2.4

E1A 基因对人 SW480 结肠癌细胞周期的影
响

E1A 基因对细胞周期的影响见表 1，与 SW480
细胞相比，SW480-E1A 细胞 S 期由 56.06%降至
38.78%，呈下降趋势（p<0.05）；G2/M 期从 3.86%
增至 28.06%，增加显著（p<0.05）；G1 期细胞无明
显变化。
Table 1 Effect of E1A gene in cell cycle on colon carcinoma SW480 cell
( x ±s, %)
Cell line

S/%

G2/M / %

SW480

56.06 ±2.03

3.86±5.12

SW480-E1A

38.78±3.01 *

28.06±2.45 *

Fig.4 Effecte of E1A gene in radiosensitivity on colon carcinoma SW480 cell

2.6

E1A 基因对 HER-2 蛋白表达的影响

Western-blot 结果显示：转染 psv-E1A 质粒后
SW480-E1A 结肠癌细胞中 HER-2 蛋白表达量较
SW480 结肠癌细胞降低（见图 5）。

Note: n=6, * p<0.05, (vs. SW480).

2.5

E1A 基因对 SW480 细胞辐射敏感性的影响

MTT 法测定不同剂量 60Co 处理 SW480 和
SW480-E1A 细胞的 OD 值（490 nm）见表 2，不同
剂量 60Co 照射后 SW480 和 SW480- E1A 细胞的 OD
值之间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Control 组之间无
统计学差异，p>0.05。不同剂量 60Co 处理 SW480
和 SW480- E1A 细胞的生存率见图 4，表明 E1A 基
因对放疗有增敏作用。

Fig.5 Effect of E1A gene in express of HER-2 protein on
colon carcinoma SW480 cell 1:SW480 cell; 2:SW480-E1A cell

3

讨论

肿瘤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类疾病，基因治
疗（Gene therapy）研究为人类治疗多种恶性肿瘤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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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基础。基因治疗的主要目的就是将正确的基因
材料输送到细胞中去，使正常的细胞功能得以恢复，
从而使得生物有机体能够正常地运转[3]。选择合适
的载体，使目的基因能够靶向和可控并有效表达，
是基因治疗成功的关键。
1995 年，Boussif 等[4]首先报道了 PEI 可作为非
病毒载体，浓缩 DNA，并粘附到细胞膜上，进入细
胞内，使真核表达质粒在细胞内表达，其后，PEI
成为非病毒载体研究最快的领域。作为具有抑制肿
瘤作用的基因，腺病毒 5 型 E1A 基因，在肿瘤细胞
的基因调控及治疗方面发挥较重要的作用。E1A 基
因转录后经过不同的拼接产生 12S 和 13S 两种
mRNA，分别翻译 243R 和 289R 两种重要的蛋白产
物。E1A 基因可以作用于肿瘤细胞的多个癌基因和
抑癌基因，如调控 p53、HER-2/neu、RB 和 nm23 等
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并且 E1A 基因的作用不依赖肿
瘤细胞的基因状态[5]，这使得 E1A 基因治疗较其它
只针对单一癌基因或抑癌基因为目的的基因治疗
（如 p53 基因），具有更好的应用价值和前景。
PEI 与 DNA 的结合主要通过电荷作用，当
DNA 与一种适宜的阳离子聚合物分子结合时，带
负电荷的 DNA 分子被缩合成浓聚的、有序的、直
径为 50—200 nm 的纳米粒子，是非病毒阳离子聚合
物载体的超分子化学作用基础。研究表明，高分子
阳离子聚合物能缩合 DNA，形成稳定的纳米复合
物，DNA 的二、三级结构发生改变，而一级结构保
持不变。此复合物能保护 DNA 不受酶解，并能被
有效地运载到靶细胞中。本实验显示 PEI 作为非病
毒载体能转染 E1A 基因进入 SW480 人结肠癌细胞，
这一结果为 RT-PCR 试验所证实。生长速度是癌细
胞的恶性表型之一，本研究结果显示 SW480-E1A
细胞生长速度，明显慢于亲本细胞 SW480 细胞。说
明 E1A 基因能够抑制 SW480 细胞的生长和增殖。
近年来，分子肿瘤学研究已证明，在肿瘤细胞中可
能同时存在着多种基因的异常，不管其功能如何，
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导致细胞失控性增殖。广义而
论，凡能抑制癌细胞生长的因素，很可能与其能阻
滞癌细胞周期某个或几个时相有关。因此 E1A 基因
抑制人结肠癌细胞的增殖，可能与其对细胞周期的
影响有关。在实验中我们进一步探讨了 E1A 基因对
细胞周期的作用。细胞周期分析表明 E1A 基因转染
后，人结肠癌细胞 S 期从 56.06%降至 38.78%，G2/M
期细胞由 3.86%升为 28.06%，出现了明显的 S 期抑
制和 G2/M 期阻滞，证明 E1A 基因能引起细胞周期
的改变。
如何提高肿瘤细胞放疗的敏感性，是恶性肿瘤

127

治疗上受到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现已经证明，对
放射最敏感的是 M 期细胞，G2 期细胞也较敏感，
G1 早期细胞相对敏感，随着 G1 逐步向 S 期发展，
放射敏感性随之降低，至 G1 后期已呈现出相对抗
性，S 期细胞对放射呈明显的抗性。本研究的 FCM
结果显示，E1A 基因能够使肿瘤细胞出现 G2/M 期
阻滞，对放射呈明显抗性的 S 期细胞减少，从而表
现为对放射线的敏感性增加。Chougule 等[6]在临床
病例研究中也发现：当细胞阻滞于 G2 期时，可使肿
瘤细胞对放疗的敏感性增加。因此，使 SW480 细胞
出现 G2/M 期阻滞是 E1A 基因放疗增敏的一个途
径。HER-2 基因的高表达与肿瘤对放疗的抗拒有着
密切的关系。文献[7]报道，在宫颈癌中 HER-2 基因
的高表达与癌细胞的浸润、转移和对放疗的抗拒性
有关。在转染了 E1A 基因后，证实 HER-2 基因的
高表达被抑制。用抗 E1A 的单克隆抗体降低 HER-2
基因高表达的卵巢癌细胞中 P185（HER-2 基因产
物）水平后，能够成功地逆转该细胞系对放射线的
抗拒，使该细胞系对放射线的敏感性增加[8]。本研
究结果显示，在人结肠癌细胞中转染 E1A 基因后，
HER-2 的表达水平明显降低，该细胞系对放射线的
敏感性明显提高。因此，抑制 HER-2 基因的表达可
能是 E1A 基因放射增敏作用机制。
由此可见，PEI 作为新型的非病毒载体能转染
psv-E1A 目的基因，并且有比较高的转染率。E1A
基因能显著降低该细胞中 HER-2 蛋白的表达水平，
改变该细胞的周期分布，出现 S 期抑制和 G2/M 期
阻滞，这可能是 E1A 基因放射增敏作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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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dio-sensitivity effect of E1A gene transfected by PEI on colon carcinoma cell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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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otype nonviral vector, (Polyethylenimine, PEI) has been studied in gene transfection experiment. This study was investigated the growth inhibition and radio-sensitizing effect of E1A gene transfected by PEI
on human colon carcinoma cell in vitro. The PSV-E1A recombinant plasmid, which was designed for high-level expression of E1A gene in a variety of eukaryotic cell lines, was transfected into SW480 cells by PEI. The transfection
was confirmed by RT-PCR and G418 was used to get colon carcinoma cells stably expressed E1A gene. The cell
growth curve were investigated to observe the growth inhibition induced by E1A gene. The redistributions of cell cycle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Cells before and after transfection were treated with irradiation, then the
changes of radiation-sensitivity were tested by MTT assay after 24 h meanwhile the expression of HER-2 gene in
SW480 cells before and after transfection was detected by western-blot. As results, (1) the colon carcinoma cells expressed E1A gene was confirmed by G418. (2)The result of RT-PCR demonstrated that PEI could transfect plasmid
psv-E1A and the cells could stably express E1A gene.(3)Flow cytometry revealed that E1A gene transfected into human colon carcinoma cell could induce S stage suppression (p<0.001) and G2/M stage arrest (p<0.001). (4)Compared
with the Non-transfected cells, the E1A-transfected cells (SW480-E1A cells) grew slowly observed by MTT assay
which was used to get the absorbance of SW480 cell and SW480-E1A cell. (5)The radiation-sensitivity of SW480
cells transfected with E1A gene was up -regulated obviously (p<0.001). (6) The E1A gene obviously down-regulated
HER-2 protein expression in colon carcinoma cells. Anyway, PEI can transfect plasmid psv-E1A gene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growth rate of SW480 cell. Moreover, it also obviously enhanced the cell sensitivity to 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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