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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ERT 启动子调控的 pEGFP-ShCDglyTK 双自杀
基因系统对裸鼠肝细胞癌皮下移植瘤杀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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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 的 ： 探 讨 端 粒 酶 逆 转 录 酶 （ human 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 hTERT ） 启 动 子 调 控 的
pEGFP-ShCDglyTK 自杀基因系统对裸鼠 SMMC7721 细胞皮下移植瘤的杀伤作用。方法：使用 BALB/C 裸鼠 20 只
构建 SMMC7721 细胞皮下移植瘤模型，分别转染 pEGFP-C1（对照组）、pEGFP-ShCD（CD 组）、pEGFP-ShTK
（TK 组）及 pEGFP-ShCDglyTK（CDglyTK 组）质粒，观察转染效率并以逆转录 PCR（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RT-PCR）、Western blotting 方法检测目的基因的表达。给予 5-氟胞嘧啶（5-fluorocytosine，5-FC）及更昔洛韦
（ganciclovir，GCV）处理后，常规测量肿瘤体积、病理分析及免疫组化检查 p53 蛋白及 Bcl-2 蛋白变化，比
较和分析联合基因与单基因的疗效差异。结果：20 只裸鼠肝细胞癌皮下移植瘤顺利构建，所有质粒成功转染。
CDglyTK 组的肿瘤抑制率为 65.7%，较 CD 组的 44.8%、TK 组的 43.1%高（P<0.05）
；相对于单 CD 组及单 TK 组，
病理显示肿瘤坏死在 CDglyTK 组最明显，突变型 p53 蛋白和 Bcl-2 蛋白在免疫组化阳性率分别为 39.7%和
32.3%，表达最少（P<0.05）。结论：pEGFP-ShCDglyTK 系统质粒在裸鼠人肝癌细胞 SMMC7721 的皮下移植
瘤中有特异性杀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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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f killing effect on the transcriptional
targeting gene therapy of double suicide gene driven by hTERT
promotor pEGFP-ShCDglyTK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ubcutaneous transplantation tumor of nude mi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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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Interventional Onc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elective killing effect of transcriptional targeting gene therapy of double
suicide gene driven by human 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hTERT) promotor pEGFP-ShCDglyTK in
SMMC7721 cells subcutaneous transplantation tumor of nude mice model. Methods: SMMC7721 cells
subcutaneous transplantation tumor model was constructed in 20 BALB/C nude mice. pEGFP-C1 (control
group), pEGFP-ShCD (CD group), pEGFP-ShTK (TK group), pEGFP-ShCDglyTK (CDglyTK group)
were transfected to tumor respectively.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RT-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were
used to inspect expression of suicide genes in tumor. The transfected tumors were treated with the
5-fluorocytosine (5-FC) and ganciclovir (GCV),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s were evaluated by the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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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pathological analysis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examination protein p53 and Bcl-2
changes. Results: All SMMC7721 cells subcutaneous transplantation tumor models were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and all plasmids were successfully transfected. Compared to the CD (44.8%) and TK (43.1%)
groups, tumor inhibition rate of CDglyTK group was higher (65.7%, P<0.05); HE presented tumor
necrosis area of CDglyTK group was more obvious, immunohistochemical mutant p53 protein and Bcl-2
protein expressio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ate were 39.7% and 32.3% respectively (P<0.05).
Conclusion: SMMC7721 subcutaneous transplantation tumor of nude mice model wa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pEGFP-ShCDglyTK system plasmid system has highly specific killing effects on hepatoma
carcinoma cells in vivo experiments.
Key words: medical laboratorial zoology; suicide gene; hepatoma carcinoma cell; telomerase

0

引言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恶性程度高，起病隐匿，在全世界范围内属第二大恶性

肿瘤死因，患者就诊时多属晚期，治疗困难。目前，针对晚期 HCC 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放化疗、介入
及靶向药物，但治疗效果仍有待提高[1]。自杀基因是肿瘤基因治疗的新模式，其转染肿瘤细胞后，可利
用无毒的药物前体代谢为毒性产物，如 5-氟尿嘧啶等，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使治疗更具靶向性，更具应用
前景[2]。然而，由于各自杀基因转染效率不一，启动子效能不同，高效、特异性强的完整系统仍在探索研
究中。目前，最常用的自杀基因系统是胞嘧啶脱氨酶联合 5-氟胞嘧啶（cytosine deaminase/5-fluorocytosine，
CD/5-FC ） 系 统 和 I 型 单 纯 疱 疹 病 毒 胸 苷 激 酶 联 合 更 昔 洛 韦 （ herps simplex virus type-thymidine
kinase/ganciclovir，HSV-TK/GCV）系统。研究证实，CD/5-FC 与 HSV-TK/GCV 更有优势，共同作用于一
套基因系统中可提高治疗效果[3~4]。基因转染靶向性的提高是增强自杀效果的另一途径，通常选用基因特
异性启动子实现。人端粒酶是一种肿瘤高选择性蛋白，多数表达在恶性肿瘤细胞中，因此本研究组以
pEGFP-C1 为真核载体，已于前期成功构建以 hTERT 的核心启动序列为启动子介导的 CD 和 TK 双自杀基
因系统 pEGFP-ShCDglyTK，并用体外实验证实其特异性杀伤 SSMC7721 肝癌细胞，效果显著[5]。在此研
究基础上，本实验进一步探讨 pEGFP-ShCDglyTK 质粒对裸鼠 SMMC7721 肝癌细胞皮下移植瘤的杀伤作用
及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pEGFP-C1、pEGFP-ShCD、pEGFP-ShTK、pEGFP-CDglyTK 及 pEGFP-ShCDglyTK 质粒已在前期构建

并储存[5]。SMMC7721 细胞株及 BALB/C 裸鼠（中山大学动物实验中心），大肠杆菌 DH5α、细胞培养基、
胎牛血清（美国 Gbico 公司），质粒提取和保存试剂盒（美国 Fermentas 公司），PCR、Western blotting 试
剂盒等（美国 Fermentas 公司），LipolifectmainTM 2000（美国 Invitrogen 公司）
， GCV 及 5-FC（美国 Sigma
公司）。TK、CD 一抗及 IgG 二抗（美国 QED 公司）。突变型 p53 蛋白抗体及 Bcl-2 蛋白抗体（美国 Invitrogen
公司）。
1.2

方法

1.2.1

质粒与细胞的准备

1）质粒的大量抽提
将经过证实的 pEGFP-C1、pEGFP-ShCDglyTK、pEGFP-CDglyTK、pEGFP-ShCD、pEGFP-ShTK 质
粒按照经典柱式法质粒大提试剂盒步骤大量提取，测定 DNA 含量后保存。

第10 卷 第5 期

范文哲等：hTERT 启动子调控的 pEGFP-ShCDglyTK

2017 年 3 月

双自杀基因系统对裸鼠肝细胞癌皮下移植瘤杀伤作用研究

520

2）质粒的抽提与鉴定
提取质粒送 Invitrogen 公司完整测序，确认 pEGFP-C1、pEGFP-ShCDglyTK、pEGFP-CDglyTK、
pEGFP-ShCD、pEGFP-ShTK 重组质粒。
3）细胞培养、转染及检测
SMMC7721 细胞培养方法按常规贴壁肿瘤细胞培养。按 Lipofectamine 2000 操作步骤，将 pEGFP-C1、
pEGFP-ShCDglyTK、pEGFP-CDglyTK、pEGFP-ShCD、pEGFP-ShTK 分别转染 SMMC7721 细胞。细胞
转染 48 h 后，用选择性培养基培养，G418 筛选出 pEGFP-ShCDglyTK、pEGFP-CDglyTK、pEGFP-ShCD
及 pEGFP-ShTK 分别转染 SMMC7721 细胞的阳性克隆细胞，命名为 7721-ShCDTK、7721-CDTK、7721-CD
及 7721-TK. RT-PCR 检测 SMMC7721 细胞中 CD、TK 基因的表达，Western blotting 检测 CD、TK 蛋白。
1.2.2

裸鼠肝癌皮下移植瘤模型的建立

1）动物准备
购回的裸鼠需置于清洁级屏障环境饲养，1 周后进入实验。
2）细胞准备
体外培养 SMMC7721 细胞株，细胞融合度达 90%左右，用 0.25%的胰酶消化，离心后收集细胞，计
数，再于 1 mL 试管内用 PBS 混合至细胞浓度为 2.5×107 细胞/mL.
3）肿瘤接种
将 0.1 mL 含 5×106 个 SMMC7721 细胞的悬液皮下注射接种于裸鼠左前肢腋窝。定期观察测量小鼠
肿瘤生长情况，若 7 d 后未见肿瘤生长则按上述步骤复种。
1.2.3

分组与治疗

皮下接种 15 d 后，选取皮下移植瘤直径约为 0.5～0.8 cm 的裸鼠 20 只，随机分为 4 组进行实验（如
图 1 所示）。

图 1 实验流程图
Fig. 1 Experiment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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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瘤内注射 pEGFP-C1+腹腔注射 5-FC 和 GCV，n=5）：25 μg Lipofectamine 2000 脂质体包裹
10 μg pEGFP-C1 质粒，瘤内注射；次日腹腔注射 5-FC（500 mg/kg 体重，l mL）和 GCV（500 mg/kg 体
重，l mL），此药物浓度已在体外细胞实验证实[5]。每日 1 次，共 15 次。
CD 组（瘤内注射 pEGFP-ShCD+腹腔注射 5-FC 和 GCV，n=5）：25 μg Lipofectamine 2000 脂质体包
裹 10 μg pEGFP-ShCD 质粒，瘤内注射；次日腹腔注射 5-FC 和 GCV，方法同对照组。
TK 组（瘤内注射 pEGFP-ShTK+腹腔注射 5-FC 和 GCV，n=5）：25 μg Lipofectamine 2000 脂质体包
裹 10 μg pEGFP-ShTK 质粒；次日腹腔注射 5-FC 和 GCV，方法同对照组。
CDglyTK 组（瘤内注射 pEGFP-ShCDglyTK+腹腔注射 5-FC 和 GCV，n=5）：25 μg Lipofectamine 2000
脂质体包裹 10 μg pEGFP-ShCDglyTK 质粒，瘤内注射；次日腹腔注射 5-FC 和 GCV，方法同对照组。
1.2.4

疗效观察

使用游标卡尺定期测量皮下肿瘤大小，时间间隔为 3 d，再计算肿瘤体积 V=a×b×b/2，其中 a 为长径，
b 为短径。体积计算从成瘤后至第 35 天结束。另外，抑瘤率=（对照组体积−治疗组体积）／对照组
体积×100%.
1.2.5

组织标本取材

所有实验裸鼠在成瘤后 35 d 采用颈椎脱臼法处死，完整切出皮下移植瘤，用注射用水漂洗标本。切
分肿瘤约 1～2 mm3，提取 RNA，其余置于 10%甲醛中，固定后常规石蜡切片保存，以备 HE 染色和免
疫组化染色。
1.2.6

皮下移植瘤中 CD 与 TK 的表达

约 1～2 mm3 标本碾碎，置于离心管中，加入 1 mL TRIzol，提取细胞 RNA，常规 RT-PCR 及 Western
blotting 实验，检测 CD 与 TK 的基因及蛋白表达。
1.2.7

HE 染色

1）10%甲醛固定肿瘤组织，石蜡包埋后切片为 4 μm 厚。
2）石蜡切片常规脱蜡至水。
3）HE 染液染色。
4）脱水透明。
5）中性树脂封固。
1.2.8

免疫组化

1）切片再置入 60℃恒温箱脱水，时间 30 min.
2）石蜡切片常规脱蜡至水。
3）3% H2O2 溶液室温孵育。
4）热修复抗原。
5）滴加正常山羊血清封闭液。
6）滴加适当稀释的一抗[p53（鼠抗人单抗 1:100）、Bcl-2（鼠抗人单抗 1:100）]40～50 μL.
7）脱水透明。
8）风干，中型树胶封片，镜检。
9）结果判定标准：细胞结构清晰、定位准确、相应部位呈棕黄色且背景清晰者为阳性细胞，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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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阴性细胞。突变型 p53 和 Bcl-2 阳性细胞数/1 000 个肿瘤细胞为阳性标记率。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经统计学软件 SPSS 17.0 分析，采用独立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多重比较采用 SNK

法）比较抑瘤率、突变型 p53 和 Bcl-2 蛋白标记率，检验水平为 P=0.05.

2

结果

2.1

肿瘤的生长与 pEGFP-ShCDglyTK 的作用
研究发现，裸鼠接种 SMMC7721 细胞后 4～5 d 即可在皮下形成可扪及的肿瘤，且成瘤率达 100%，

其中 75%初次种植成功，剩余 25%复种成功。20 只裸鼠中有 2 只于细胞移植术后第 2 周出现活动减少、
食欲下降、精神萎靡症状，其余祼鼠生活状态与术前相比无明显异常。其中，1 只裸鼠于成瘤后第 20 天
因全身衰竭死亡，剩余 19 只至观察结束未死亡。种植后 14 d，给药前测量皮下移植瘤长短径，计算体积，
。观察
所有移植瘤直径约为 0.5～0.6 mm [体积为（142.86±15.42）mm3]，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至第 35 天，测量各组皮下移植瘤的体积并进行比较，结果提示对照组肿瘤生长迅速，部分肿瘤表面出现
溃疡，体积为（544.65±49.30）mm3，CD 组和 TK 组的肿瘤较对照组生长缓慢（P<0.05），肿瘤体积分
别为（302.82±33.65）mm3 和（310.14±35.30）mm3，CDglyTK 组的肿瘤生长受到明显抑制，第 35 天体积
为（186.44±25.53）mm3，与 CD 或 TK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抑瘤率分别为 CDglyTK 组
65.7%、CD 组 44.8%、TK 组 43.1%（如图 2、图 3 所示）.

注： *、#分别为 CD 组和 TK 组肿瘤体积于第 35 天与对照组比较，
P<0.05；&为 CDglyTK 组肿瘤体积于第 35 天与 CD 组或 TK 组比

注： *为 CDglyTK 组抑瘤率与 CD 组或 TK 组比较，P<0.05

图3

pEGFP-ShCD、pEGFP-ShTK、pEGFP-ShCDglyTK
质粒对 SMMC7721 细胞移植瘤的抑制率

较，P<0.05

图2

pEGFP-ShCD、pEGFP-ShTK、pEGFP-ShCDglyTK

质粒对 SMMC7721 细胞移植瘤体积大小的改变作用
Fig. 2

Changes of SMMC7721 cells transplantation tumor

Fig. 3

Inhibitory rates of pEGFP-ShCD, pEGFP-ShTK,

pEGFP-ShCDglyTK plasmids for SMMC7721 cells
transplantation tumor

size treated by pEGFP-ShCD, pEGFP-ShTK, pEGFP-ShCDglyTK
plasmid respectively

2.2

肿瘤组织 CD 与 TK 基因的表达
RT-PCR 检测发现，CDglyTK 组裸鼠皮下移植瘤组织内可见 331 bp 的 CD 基因片段和 171 bp 的 TK

基因片段，而未转染组（对照）未检测到 CD 或 TK 基因片段（如图 4 所示）。通过 Western blotting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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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K 蛋白的表达，得到一致的结果（如图 5 所示）。

注：GADPH（ 532 bp）、 CDglyTK 组 可 见 CD 基 因

注：1 为对照组（pEGFP-C1 质粒）
；2 为 pEGFP-ShTK，出现 41 ku

（331 bp）、TK 基因（171 bp）的 DNA 片段，对照组未

的 TK 蛋白而无 CD 蛋白；3 为 pEGFP-ShCD，出现 48 ku 的 CD 蛋

见 DNA 片段

白而无 TK 蛋白；4 为 pEGFP-ShCDglyTK，同时出现 TK 和 CD 蛋白

图4

RT-PCR 鉴定 pEGFP-ShCDglyTK 质粒转染

图5

SMMC7721 细胞
Fig. 4

2.3

Western blotting 检测各质粒转染
SMMC7721 细胞后蛋白的表达

RT-PCR identification of plasmids transfection
on SMMC7721 cells gene expression

Fig. 5

Western blotting test of the plasmid transfection
SMMC7721 cell protein expression

肿瘤病理形态特征
肿瘤组织经 HE 染色后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对照组肿瘤细胞大部分排列致密，肿瘤血管丰富，核

大深染，核分裂象多见，无明显坏死区；CD 组及 TK 组部分肿瘤细胞排列稀疏，有片状深染的坏死区，
内部细胞的细胞核固缩、核碎裂、核散落；CDglyTK 组肿瘤细胞排列更稀疏，坏死区占肿瘤范围比例更
大，呈大片状（如图 6 所示）。

图6
Fig. 6

2.4

肿瘤 HE 染色显微镜图

Tumor HE staining microscope figures

肿瘤组织免疫组化
肿瘤组织经免疫组化染色后，对照组为明显的大面积黄色阳性反应，p53 蛋白和 Bcl-2 蛋白表达量大，

阳性率分别为 88.6%和 75.4%，CD 组、TK 组阳性反应面积较少，p53 蛋白阳性率分别为 50.2%和 57.2%，
Bcl-2 蛋白阳性率分别为 46.8%和 53.1%（P<0.05）；CDglyTK 组阳性染色最少，p53 蛋白和 Bcl-2 蛋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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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率分别为 39.7%和 32.3%，与 CD 组、TK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图 7 所示）。

注： *为 CD 组的 p53 蛋白及 Bcl-2 蛋白阳性率与对照组比较，P<0.05；#为 TK 组的
p53 蛋白及 Bcl-2 蛋白阳性率与对照组比较，P<0.05；&为 CDglyTK 组的 p53 蛋白及
Bcl-2 蛋白阳性率与 CD 组或 TK 组比较，P<0.05

图7

对照组、pEGFP-ShCD、pEGFP-ShTK、pEGFP-ShCDglyTK 质粒对 SMMC7721 细胞移植瘤的 p53 蛋白和 Bcl-2 蛋
白的阳性反应率

Fig. 7 p53 protein and Bcl-2 protein positive reaction rates of control group, pEGFP-ShCD, pEGFP-ShTK, pEGFP-ShCDglyTK
plasmid respected on SMMC7721 cell transplantation tumor

3

讨论

3.1

裸鼠 SMMC7721 皮下移植瘤模型的建立
BALB/C 裸鼠免疫力低下或缺失，广泛应用于有关体内异种肿瘤移植的研究。在裸鼠体内，人肿瘤细

胞由于缺乏免疫攻击，能生长、传代、成瘤及转移。由于这种移植瘤既保持了其体内的微环境，又有人
肿瘤细胞的染色体组原有特性，更适合人肿瘤学研究。目前，已有 SMMC7721 细胞裸鼠建立移植瘤模型
并行干预实验的报道[6~7]。移植瘤技术要求不高，但必须无菌养殖和操作。移植瘤成瘤率高，细胞需要量
小，且移植瘤的生物学行为和药物动力学更接近于人类的原发肿瘤。皮下是通常所采用的接种部位，操
作简单，生长部位表浅，一般不影响裸鼠生活与生命，便于观察测量。本研究中采用皮下注射 SMMC7721
细胞至裸鼠左腋侧皮下，最终 20 只成模，成瘤率 100%，仅对照组 1 只由于肿瘤破溃感染死亡，不影响
实验整体数据的可靠性，皮下移植瘤成功率及裸鼠存活率高，便于实验操作。
3.2

体内特异性杀伤作用
目前已有许多关于 hTERT 启动调控的基因系统对恶性肿瘤皮下移植瘤体内杀伤作用的研究。有研究

证实，hTERT 启动子调控的溶细胞腺病毒质粒能有效转染肝癌细胞，并通过裸鼠体内实验证明该系统具
有特异性杀伤作用，安全性较高[8]。另外，有学者构建裸鼠皮下人前列腺癌移植瘤模型，使用 hTERT 引
导 TK 基因质粒治疗，结果提示肿瘤细胞的凋亡显著增加，能很好地杀伤肿瘤细胞[9]。本研究裸鼠成瘤
后，给药前各组皮下移植瘤体积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腹腔注射前体药物后，pEGFP-ShCDglyTK
质粒转染组裸鼠皮下移植瘤生长速度显著减慢，体积较未转染组及单纯 CD 与 TK 组小（P<0.05）。同时，
病理形态学比较显示，未转染组肿瘤细胞形小，呈圆形或椭圆形，胞浆少，核大深染，细胞呈弥散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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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纤维血管组织丰富，无明显坏死表现；转染组肿瘤细胞分布相对稀疏，可见散在的团块状坏死区，
而其中 pEGFP-ShCDglyTK 质粒转染组坏死表现最为明显。另外，转染组未出现死亡裸鼠。数据进一步
表明，hTERT 启动子调控的联合 CD 和 TK 自杀基因对体内生长的 SMMC7721 细胞有显著的抑制和杀伤
作用，未出现明确药物相关死亡病例，体内局部应用安全有效，该结果与体外实验结论相符。
3.3

pEGFP-ShCDglyTK 系统与 SMMC7721 细胞 p53 蛋白及 Bcl-2 蛋白的关系
目前，我国肝癌诊断与治疗评价的主要肿瘤指标是甲胎蛋白（alpha fetal protein，AFP），其特异性不

高，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良性肝病的 AFP 也常明显升高。近年来，更多的特异性蛋白进入了肝癌的研究
领域，其中 p53 蛋白和 Bcl-2 蛋白最令人瞩目。
现已阐明，肿瘤的发生是癌基因强于抑癌基因，导致细胞疯狂生长[10]。p53 基因被誉为管家基因，
是调控下游与细胞增殖、分化相关基因的主要基因。恶性肿瘤的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 p53 抑癌基因突变
后功能丧失，细胞无限制增殖。当野生型 p53 基因发生突变、失去对下游基因的调控抑制作用时，就会
表现为从非典型增生到低分化癌的转变过程。p53 蛋白在正常组织中表达水平低，半衰期短，常规免疫
组化法无法检测；而突变后的 p53 蛋白表达增加，半衰期延长，免疫组化法呈阳性[11]。此时，p53 基因
抑癌作用消失，正常细胞开始癌变，突变型 p53 蛋白成为检测肿瘤细胞凋亡的重要蛋白。
Bcl-2 家族是细胞凋亡调控过程中的关键因子，其可以通过抑制正常细胞的凋亡过程来延长生存时
间，容易引起细胞的无休止残留、恶变，最终导致肿瘤的发生、发展。虽然无直接促进增殖及细胞恶性
转化的作用，但也属于较常用的检测肿瘤细胞凋亡的蛋白之一。有研究表明，Bcl-2 蛋白在肝细胞癌中表
达率高，已成为临床及基础研究肿瘤凋亡的热点蛋白，并能取得较好的监测效果[12]。我国有学者研究发
现，Bcl-2 蛋白在肝细胞癌中的阳性率约为 40%[13].
本研究的免疫组化结果提示在药物前体存在的条件下，pEGFP-ShCDglyTK 质粒转染对肝癌细胞的杀
伤作用明显，突变型 p53 蛋白和 Bcl-2 蛋白表达有所下降，降低程度较单独 CD 或 TK 基因明显。表明联
合 CD 或 TK 双自杀基因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通过下调 p53 蛋白和 Bcl-2 蛋白促使肝癌细胞凋亡、抑
制肝癌细胞生长，但具体分子机制仍需进一步实验研究。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虽然阳离子脂质体无毒、无免疫原性、制备简单，已有报道提示其
在动物体内实验安全性较高、效果理想[14]，但与病毒载体相比脂质体的体内转染效率有待提高。这主要
是由于机体内微环境较复杂，直接体内注射脂质体-质粒复合体，可能会与介质、因子、分泌物及血液循
环内物质等结合，导致转染率低。因此，如果能进一步改进载体系统，提高体内转染效率，pEGFPShCDglyTK 双自杀基因系统的治疗效果应该能进一步提高。另外，本研究裸鼠数量较少，观察时间偏短，
质粒系统对裸鼠的安全性尚需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研究构建裸鼠人肝癌细胞的皮下移植瘤模型，成功转染 pEGFP-ShCDglyTK 双自杀基因系统质粒，

证实其对活体人肝癌细胞具有特异性的杀伤作用。本研究初步结果将为双自杀基因系统治疗肝癌提供动
物体内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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