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胰腺癌裸小鼠模型的建立及其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李敏杰 , 陈永珍 , 何　杨
(苏州大学医学院 组织胚胎学教研室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 :目的　建立荷人胰腺癌裸小鼠模型 ,研究其生物学特性 ,观察 8988 胰腺癌细胞株在移植前后的形态学变

化。方法　将人胰腺癌细胞株 8988 接种于裸鼠腋窝处皮下 ,每周测量肿瘤大小 ,第 42d 处死小鼠。肿瘤组织及相关

脏器送病理及电镜检查 ,放射免疫法检测相关抗原。皮下肿瘤组织细胞及细胞株培养 ,HE染色。结果 　肿瘤生长较

快 ,成功率高 ,病理及电镜检查符合人胰腺癌细胞特征。肿瘤组织细胞及培养细胞形态学未见显著差异。结论 　荷

人胰腺癌细胞株 8988 裸小鼠模型建立方法较简便 ,细胞形态无明显差异 ,且保持了人胰腺癌的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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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llish the nude mouse of carcinoma of pancreas ,and study its biologi2
cal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8988 were injected into the nude mouse ,the vol2
ume of tumor was measured every week ,after 42 days the nude mouse was killed ,the tumor and asso2
ciated organs were measured by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electron microscope ,associated antigen

was studied by means of radioimmunoassay ;tumor cells and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8988 were cultured ,

stained by HE. Results 　The tumor growed well ,the rate of success was high ,the study of pathology

and electron microscope were in accordience with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ncreatic cancer.

Conclusion 　The animal model is established simply ;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histology ; bio2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ncreatic cancer is kep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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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胰腺癌起病隐袭 ,发展快 ,转移早 ,预后很差 ,多

在确诊 1 年后死亡 ,5 年生存率不足 1 %[1 ] ,单用化

疗药物或联合治疗 ,都不能显著提高生存率 ,中位生

存期不足 6 个月[2 ] ,所以我们建立了该动物模型 ,以

期为胰腺癌的诊断和治疗的研究提供一个较好的工

具和手段。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实验动物 　裸小鼠 BALB/ c nu- nu ,上海复

旦大学动物实验科学部提供 ,4～6 周龄 ,体重 16～

20 g ,雌雄兼备 ,SPF 级环境中饲养 ,恒温 25～27 ℃,

恒湿 45 %～50 % ,饮用水及食物均经灭菌。

1. 1. 2 　细胞株 　胰腺癌细胞株 8988 由上海第二军

医大学提供。

1. 2 　方法

1. 2. 1 　人胰腺癌细胞株 8988 体外传代培养 　将人

胰腺癌细胞株放入含 10 %的 RPM I-1640 完全培养

基中 ,置于 37 ℃、5 %CO2 培养箱中 ,每 2d 换液 1

次 ,2～3d ,0. 25 %的胰酶消化 ,一传 3 传代培养。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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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布满瓶底时 ,收集单细胞悬液 ,每只 5 ×106 肿

瘤细胞 ,0. 2ml ,注射于裸小鼠腋窝处皮下 ,建立肿

瘤模型。每周用游标卡尺测量肿瘤大小 ,按公式 V

= π/ 6 ×长 ×宽 ×高 ,计算肿瘤大小 ,并绘制生长曲

线。

1. 2. 2 　血清学检测 　第 6 周时拔眼球法处死小鼠 ,

收集血液于试管中 ,静置取血清 ,检测肿瘤相关抗原

及淀粉酶。

1. 2. 3 　巨检 　处死裸鼠后 ,皮下剥离肿瘤 ,记录质

地、浸润、血供情况 ,观察有无腹腔粘连 ,各脏器转移

状况 ,将肿瘤组织、肺、肝、脾、肠系膜、十二指肠、胃、

脑等取标本置于 10 %的福尔马林固定液中待用。

1. 2. 4 　病理学检测 　上述标本常规石蜡包埋切片 ,

HE 染色 ,光镜观察。

1. 2. 5 　超微结构观察 　肿瘤组织 2. 5 %戊二醛 ,

1 %锇酸双固定 ,包埋 ,超薄切片 ,铀铅双重染色 ,透

射电镜观察。

1. 2. 6 　镜检 　(1) 肿瘤组织细胞培养及活细胞观

察 :取新鲜裸鼠皮下肿瘤组织 ,PBS 漂洗 3 次 ,剪成 l

m3 大小 ,0. 25 %的胰酶消化 ,去除粗大组织后 ,制成

单细胞悬液 ,置 37 ℃、5 %CO2 培养箱中培养 ,倒置

显微镜下观察其形态、生长情况等 ,并与细胞株

8988 进行比较。(2) 细胞 HE 染色及形态学观察 :

肿瘤细胞及细胞株相同量培养于含有盖玻片的六孔

板中 ,生长至次融合后 ,弃培养基 , PBS 洗 3 次 ,

2. 5 %戊二醛固定 ,PBS 洗 3 次 , HE 染色 ,光镜下观

察比较。

2 　结果

2. 1 　肿瘤生长状况 　5～7d 潜伏期后 ,接种部位皮

下可见灰白色结节 ,后呈圆形或椭圆形生长 ,每周测

量肿瘤体积大小 ,如表 1 所示。绘制生长曲线见图

1。肿瘤在第四周以后生长较快 ,前期生长较慢。成

功率为 95 %(38/ 40) 。

表 1 　肿瘤体积 ( �x ±s)

接种天数 7d 14d 21d 28d 35d 42d

体积 (cm3) 0. 05 ±0. 01 0. 08 ±0. 01 0. 13 ±0. 02 0. 28 ±0. 02 0. 65 ±0. 06 1. 45 ±0. 10

2. 2 　巨检 　肿瘤质地较硬 ,外观粉红 ,切面灰白色

呈鱼肉状 ,血供丰富 ,包膜完整 ,除个别有局部浸润

外 ,大多与周围组织分界清楚 ,较易剥离 ,未见腹水

生成及组织粘连 ,各脏器表面光滑 ,未见结节。

2. 3 　血清学检测 　肿瘤相关抗原 CA19 - 9、CEA、

CA50 及血清淀粉酶未检测到。

2. 4 　病理学检查　肿瘤细胞形态不一 ,多呈多角形 ,

细胞核增大 ,核浆比例增加。核大小、形态、染色不

一 ,可见巨核、双核、多核 ,甚至奇异形核 ,核仁大而多

病理性核分裂象多见。其内可见较丰富的血管。

2. 5 　超微结构 　透射电镜下 ,肿瘤细胞密集 ,表面

微绒毛较多 ,细胞间连接少 ,细胞膜及核膜完整 ,核

大 ,胞质比例增大 ,常染色质和异染色质颗粒均匀 ,

细胞器电子密度分布均匀。

2. 6 　镜检 　(1) 肿瘤组织细胞与培养细胞 8988 细

胞株相比 ,形态无显著差异 ,细胞形态多样 ,相互嵌

合生长 ,接触抑制消失 ,甚至重叠生长。(2) 种植在

六孔板上的肿瘤细胞与 8988 细胞株相似 , HE 染色

可见细胞体积增大 ,多角形 ,细胞核增大 ,核仁肥大 ,

数目增多 ,核分裂象多见 ,可见多核巨细胞。

3 　讨论

胰腺癌是恶性程度高、发展快、预后极差的肿

瘤 ,早期症状不典型 ,至出现明显症状时 ,多已进入

晚期 ,失去了根治机会。对传统的放、化疗不敏感 ,

即使是成功地实施了手术的病人 ,由于术后易转移 ,

5 年生存率仅接近 20 %[3 ] 。为了研究胰腺癌的生物

学特性 ,探讨其诊断及治疗的有效措施 ,建立动物模

型是非常必要的。

动物荷瘤模型来源一般有 3 种 :自发性肿瘤、诱

发性肿瘤及移植性肿瘤。由于自发性肿瘤具有不确

定性及不稳定性 ,极少单独做肿瘤模型用。肿瘤的

诱发因素还不是很明确的情况下 ,诱发性肿瘤的成

功率较低 ,而且所诱发的肿瘤同时存在多种组织学
(下转第 6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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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约 3 周可以传至第 3 代获得量约 2 ×108 个细

胞 ,故可以在短时间提供大量的种子细胞。

无论是来源于大动脉还是微血管的内皮细胞 ,

如何提高内皮细胞纯度很重要。肾微血管内皮细胞

培养首先需分离肾血管球 ,肾血管球纯度直接影响

内皮细胞的纯度。本实验采用三步梯度筛网法 ,获

得较高纯度的血管球。分离出血管球后 ,获得内皮

细胞的方法有胶原酶消化和血管球外植法。肾血管

球外植法较易成功 ,其关键是消化血管球所用胶原

酶的浓度及消化时间。胶原酶浓度高时 ,消化时间

不易控制 ,为此与 Green[6 ]比较 ,我们采用低浓度 Ⅳ

型胶原酶 (1 mg/ ml) 37 ℃,消化 15～20 min ,效果非

常满意。

血管内皮细胞的鉴定 :在倒置显微镜下血和内皮

细胞呈现典型的铺路石样 ,无重叠生成。由于Ⅷ因子

相关抗原 (F - ⅧRAg)是血管内皮细胞一个可靠的标

记物[8 ]。本实验选第 3、8 代内皮细胞进行 Ⅷ因子相

关抗原免疫组化检查呈阳性 ,并测得Ⅷ因子染色阳性

细胞百分率为 96 % ,揭示细胞纯度很高。通过透射

电镜在细胞浆中可见内皮细胞特定标志物 Weibel-

palade 小体。故证实培养的细胞为血管内皮细胞且在

体外培养到第 8 代时保持了内皮细胞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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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不利于对肿瘤更精细地进行研究 ,小鼠先天胸

腺缺乏 , T 细胞不能正常分化 ,对来自异体的组织没

有排斥作用 ,广泛地应用于人类肿瘤的移植 ,但是裸

鼠并不是免疫空白动物 ,其成年的 N K 细胞活性较

高 ,所以皮下种植较原位移植的成功率高。本实验

采用皮下种植 ,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性保持完好 ,肿

瘤组织光镜及电镜观察符合细胞株 8988 原有的结

构特点 ,形态学未见明显差异 ,肿瘤组织细胞培养 ,

其形态学与细胞株 8988 基本符合 ,动物个体间差异

小 ,血清检测未发现肿瘤相关抗原 ,考虑皮下种植由

于肿瘤包膜完整 ,局部浸润 ,无远程转移引起。一般

影响动物实验结果的因素有种属、年龄、体重、性别、

生长环境等 ,本实验采用 BALB/ c nu- nu 健康裸小

鼠 ,4～6 周龄 ,体重控制在 16～20 g ,SPF 级环境下

饲养 ,饮用水及食物消毒后由裸鼠自由食用 ,基本避

免了这些因素的影响 ,裸鼠雌雄兼备 ,实验中未见性

别对结果有显著影响 ,与文献[4 ]报道相符。

本研究结果显示 ,人胰腺癌细胞株 8988 接种

后 ,潜伏期短 (5～7 d) ,生长良好 ,成功率高 (95 %) ,

且方法简单 ,易于操作 ,生物学特性保持较好。而且

由于肿瘤生长在皮下 ,非常容易观察实验药物的疗

效及肿瘤大小的变化 ,可用于胰腺癌药物的疗效研

究。GOLD David V 等[5 ]用荷人胰腺癌裸鼠做放射

免疫治疗实验 ,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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