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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KrasLSL-G12D/- 和 Smad4loxp/loxp 双转基因散
发性结直肠癌小鼠模型
杨超，郑勇斌，宋丹，肖旷，童仕伦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武汉 430060）

【摘要】 目的 构建并验证一种与临床散发性结直肠癌类似的且同时表达 KrasLSL-G12D/-和 Smad4loxp/loxp 的双
转基因基因工程小鼠模型。方法 将 Krastm4Tyj/J 小鼠与 Smad4tm2.1Cxd/J 小鼠转换遗传背景后进行杂交建系，通过
PCR 技术鉴定子代小鼠基因型，获得基因型为 KrasLSL-G12D/-+Smad4loxp/loxp 的双转基因小鼠模型。通过向该模型小
鼠的肠黏膜下注射 LentivirusCre-IRES-Luciferase，在 IVIS 系统下观察并统计模型小鼠成瘤情况，对模型小鼠瘤变组织进
行取样及行 HE 染色，以验证模型小鼠成瘤能力。结果

经培育筛选获得了能够同时表达 Kras L S L - G 1 2 D / - 和

Smad4loxp/loxp 的双转基因小鼠模型；通过构建的病毒载体利用 Cre 重组酶成功感染并诱导小鼠肠上皮细胞突变形
成癌灶。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双转基因小鼠模型结肠上皮细胞能在 Cre 重组酶作用下诱导癌变，模拟了人类散发
性结直肠癌的病理过程。
【关键词】 基因工程小鼠；散发性结直肠癌；Kras；Smad4

Construction of sporadic colorectal cancer mouse model expressed simultaneously
KrasLSL-G12D/- and Smad4loxp/loxp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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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nd verify a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use model which is similar to clinical
sporadic colorectal cancer, that model simultaneously expresses KrasLSL-G12D/- and Smad4loxp/loxp genes. Methods

The

Krastm4Tyj/J mouse and Smad4tm2.1Cxd/J mouse were transformed into the genetic background, and the genotypes of the
offspring mice were identified by the PCR to obtain the mice expressed simultaneously KrasLSL-G12D/- and Smad4loxp/loxp
genes. The Lentivirus Cre-IRES-Luciferase was injected into the submucosa of the model mice and the tumorigenicity was
observed under the IVIS system. The tumor tissues of the model mice were sampled and the HE staining was used to
verify the tumorigenicity of the model mice. Results

The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use model which could

simultaneously express KrasLSL-G12D/- and Smad4loxp/loxp genes was obtained by the breeding and selection. The mouse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 carcinogenesis was successfully induced by the viral vector containing Cre recombinase.
Conclusion

Mouse model expressed simultaneously Kras LSL-G12D/- and Smad4 loxp/loxp genes is capable of sporadic

tumorigenicity by Cre recombinase and could simulate pathological process of human sporadic colorectal cancer.
【Keywords】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ice; sporadic colorectal cancer; Kras; Smad4

结直肠癌发生是多步骤的过程，Kras 基因可以

细胞生长和转录调控，扮演着肿瘤抑制因子的角

通过多种信号通路影响细胞不可控制地增殖和生

色 ；Smad4 表达缺失将导致结直肠上皮细胞增生

长，参与结直肠癌发生的初始阶段，在约 50% 的原

活跃，导致腺瘤高发并呈现出癌变趋势，还通过包

[1]

[2]

发性结直肠癌患者中可以检测到突变型 Kras 。

括上皮间质转化在内的机制表现出侵袭、转移倾

Smad4 基因是细胞内信号传递介质家族成员，参与

向

[3-4]

。基因工程小鼠模型作为一种近年来发展迅

速的动物模型，可以特异性地修饰感兴趣的目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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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模拟与临床类似的肿瘤，为精确研究基因与疾
[5]

病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本课题组构建了同时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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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转基因散发性结直肠

力。利用普通 PCR 筛选出 C57BL/6-Kras

癌小鼠模型，现报道如下。

亡，故只能筛选出杂合子小鼠，简记为 Kras

1.1 实验动物及主要材料

）。同时将 Stock Smad4

从美国杰克逊实验室（The

实验动物

Jackson Laboratory）购买的 SPF 级 B6.129S4Kras

tm4Tyj

/J（008179）和 Stock Smad4

tm2.1Cxd

/J（017462）

雌雄小鼠各 1 对，C57BL/6J 小鼠来自本课题组前期
保种。B6.129S4-Kras

tm4Tyj

/J 小鼠是在 Kras 基因上游

插入了 Loxp-stop-Loxp（LSL）序列，Stock
Smad4

tm2.1Cxd

LSL-G12D/-

/J 杂

合子小鼠（由于该型纯合子小鼠在母体子宫内已死

1 材料与方法
1.1.1

复回交转换其遗传背景，以增强其存活和繁殖能

/J 小鼠是在 Smad4 基因上下游分别敲入

tm2.1Cxd

LSL-G12D/-

/J 小鼠转化遗传背景后

通过杂交和回交并利用普通 PCR 筛选出纯合子小
鼠，简记为 Smad4
Smad4

loxp/loxp

+Smad4

loxp/-

loxp/loxp

。最后将 Kras

LSL-G12D/-

小鼠杂交形成双杂合子的 Kras

小鼠，再将此种基因型的双杂合子小鼠

自交，利用普通 PCR 和侧交最终筛选出 Kras
+Smad4

和

LSL-G12D/-

loxp/loxp

LSL-G12D/-

品系小鼠，该小鼠即为本研究所构建

的双基因模型小鼠。

了 Loxp 序列。Cre 重组酶可特异性识别 LSL 序列，

1.3.2 小鼠组织 DNA 提取

利用慢病毒载体将 Cre 基因转入双转基因小鼠结直

进行基因型的鉴定与筛选，剪取 2 周龄实验小鼠尾

肠隐窝上皮细胞内，Cre 重组酶将对小鼠肠上皮细

尖 4～6 mm，剪碎置于 1.5 mL EP 管中，使用鼠尾

胞中 Kras 基因上游的终止序列及 Smad4 基因序列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小鼠组织 DNA，4 °C 保存备检。

进行特异性识别并切除，导致原癌基因 Kras 激活

1.3.3

表达，诱导肠上皮细胞瘤变进而成癌。基因重组模

TGTCTTTCCCCAGCACAGT-3′（针对野生型）、

式见图 1。

5′-GCAGGTCGAGGGACCTAATA-3′（针对突变

1.1.2 主要材料

小鼠结肠镜系统，由 OLYMPUS

为提取实验小鼠 DNA

正向引物：5′-

Kras 的检测

型 ） ； 反 向 引 物 均 为 ： 5 ′ -

BF-P260F 改装，日本；聚合酶链式反应扩增仪，

CTGCATAGTACGCTATACCCTGT-3′。PCR 扩

ABI 公司，美国；凝胶成像系统，VILBER，法国；

增条件为：94 °C 变性 2 min；94 °C 15 s，60 °C 15

琼脂糖凝胶电泳仪，六一生物公司，北京；鼠尾

s，72 °C 10 s，28 个循环；72 °C 2 min，4 °C 冷却保

DNA 提取试剂盒，北京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

温。PCR 产物 1.5% 琼脂糖凝胶电泳 20 min，凝胶

司，北京；IVIS 系统，PE 公司，美国；D-

荧光成像系统下观察，Kras

Luciferin，上海前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引

bp 和 250 bp 的片段，而野生型小鼠仅扩增出 250

物，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上海。

bp 的片段。

1.2 动物饲养环境

1.3.4

实验小鼠饲养于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独立

Smad4

loxp/loxp

LSL-G12D/-

的检测

小鼠应扩增出 100

正向引物：5′-

TAAGAGCCACAGGGTCAAGC-3′，反向引物：

通气笼具系统（苏州市苏杭科技器材有限公司，苏

5′-TTCCAGGAAAAACAGGGCTA-3′。PCR 扩

州），室温 22～25 °C，相对湿度 60%～70%；小鼠

增条件为：94 °C 预变性 2 min；94 °C 变性 20 s，65

饲养盒、垫料及饮用水均经过高温高压灭菌处理；

°C 复性 15 s（每个循环温度降低 0.5 °C），68 °C 延

小鼠繁殖饲料（北京华阜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伸 10 s，10 个循环；接着 94 °C 变性 15 s，60 °C 复

司，北京）经辐照灭菌。

性 15 s，72 °C 延伸 10 s，共 28 个循环；72 °C 延伸 2

1.3 双基因模型小鼠构建

min，4 °C 保存。PCR 产物 3% 琼脂糖凝胶电泳 30

1.3.1

双基因模型小鼠的培育与筛选

B6.129S4-Kras

tm4Tyj

首先将

/J 小鼠与 C57BL/6J 小鼠杂交和反

min，Smad4

loxp/loxp

小鼠只扩增出 500 bp 的片段，而

野生型小鼠则扩增 500 bp 和 436 bp 的片段。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8 年 5 月第 25 卷第 x 期

•3•

1.4 双基因模型小鼠验证
1.4.1 构建病毒载体 利用本课题组前期构建的
IRES-Luciferase 和 Cre-IRES-Luciferase 质粒（其中
Luciferase 即荧光素酶基因用来示踪单个细胞，以
研究单个细胞的行为变化），通过慢病毒系统转染
293T 细胞，包装质粒为 PMD2G 和 PSPAX2，48 h
后收取病毒，将收取的病毒纯化，测定病毒滴度并
保存，分别记为 Lentivirus

IRES-Luciferase

和 Lentivirus

Cre-IRES-

Luciferase

。

1.4.2 体外验证 Cre 酶活性

取处于对数生长期状

图2

态良好的小鼠结肠癌细胞 MCA38 用于慢病毒感
染，在 12 孔板中接种 MCA38，在 37 °C、体积分数
为 5% CO2 的培养箱中培养。待细胞长至

示第 8 周时双基因模型小鼠的外观，与 C57BL/6J 小鼠
（左边）相比外观无明显差别
表 1 两种小鼠繁殖学指标比较结果（

）

60%～70% 的密度时，用慢病毒感染细胞，在 IVIS

小鼠

n 窝产仔数（只） 胎间隔（d） 离乳成活率（%）

系统下观察。

C57BL/6J 鼠

48 5.500±0.500

32.8±0.6

93.5±4.3

双基因模型小鼠 69 8.625±1.267

25.8±0.6

88.0±5.2

1.4.3 Cre 重组酶诱导小鼠结肠上皮细胞突变

生

理盐水灌肠去除直肠及远端结肠内的肠内容物，戊

t值

2.295

4.278

1.020

巴比妥钠（10 mg/mL，50 mg/kg）腹腔注射麻醉小

P值

0.038

<0.001

0.325

鼠，小鼠结肠镜检查肠道清洁情况，并确定感染部
位，利用微量注射器向小鼠肠黏膜下注射
Lentivirus
Lentivirus

Cre-IRES-Luciferase

IRES-Luciferase

8

（ 10 pfu） ， 对 照 组 注 射

8

（10 pfu）。感染 1 周后，小鼠腹腔

因型为 Kras

LSL-G12D/-

+Smad4

，为本研究所构建的

双转基因模型小鼠；4 号小鼠是培育过程中另一种
-/-

常见的基因型，为 Kras +Smad4

注射 D-Luciferin（150 μg/mL，10 μL/g），IVIS 系统

实验过程中需剔除。

下观察荧光，调整病毒滴度和感染频率以获得仅

2.2 Lentivirus

1～2 处成瘤病灶的小鼠模型。然后每周利用 IVIS

功能验证

Cre-IRES-Luciferase

loxp/loxp

，该型小鼠在

和 Lentivirus

IRES-Luciferase

体外

体外验证病毒载体功能的 IVIS 下显像结果见

系统监测小鼠成瘤情况。
1.4.4 组织病理学检查

loxp/loxp

待模型小鼠肿瘤形成后，

图 4，Lentivirus

Cre-IRES-Luciferase

和 Lentivirus

IRES-Luciferase

均能

将小鼠麻醉，解剖取出结肠并用 PBS 冲洗，在新制

顺利导入小鼠结肠癌细胞中并表现出荧光，间接验

备的甲醛中固定 24 h，石蜡包埋切片后行 HE 染

证了 Cre 重组酶体外表达。

色，显微镜下观察肿瘤组织病理学变化，记录结肠

2.3 构建 Kras

上皮细胞瘤变情况。

结直肠癌模型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使用 GraphPad Prism 6 软件。小鼠的
繁殖学指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双基因模
型小鼠与 C57BL/6J 小鼠的差异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3.1 Cre 重组酶诱导小鼠结肠上皮细胞突变

LSL-G12D/-

+Smad4

loxp/-

双转基因小鼠散发
用

载体病毒感染双转基因模型小鼠结肠上皮细胞，在
注射后第 4 周时 2 组小鼠荧光信号基本相同，在第
8 周至第 12 周时 Lentivirus

Cre-IRES-Luciferase

较前有明显增强，而 Lentivirus

组的荧光信号

IRES-Luciferase

组荧光信号

出现衰减，甚至在第 8 周后已完全检测不到。见图 5。

2 结果

2.3.2 瘤变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

2.1 双基因模型小鼠 Kras
+Smad4
的建
系及鉴定结果
构建的双转基因模型小鼠与 C57BL/6J 小鼠相
比外形无明显差别，见图 2。与 C57BL/6J 小鼠比
较，双转基因模型小鼠的窝产仔数更多（P=0.038）、
胎间隔时间短（P<0.001），见表 1。双转基因模型小
鼠的基因鉴定结果见图 3，其中 1、2 和 3 号小鼠基
LSL-G12D/-

loxp/loxp

与正常的小鼠结

直肠细胞相比，经病毒感染瘤变的组织 HE 染色镜
下可见细胞异型性增加，细胞核大而深染，核质比
例增加，并散在黏液空泡，病理检查证实为腺癌，
见图 6。

3 讨论
散发性结直肠癌的进展过程遵循腺瘤—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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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示双转基因模型小鼠的基因鉴定图

a：为加 Kras 突变型引物；b：为加 Kras 野生型引物；c：为加 Smad4 引物。1、2 和 3 号泳道为构建的双转基因模型小鼠；4 号泳道为
Kras-/-+Smad4loxp/loxp 小鼠；M 为 Marker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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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示体外验证慢病毒载体功能在 IVIS 系统下的显像情况

a：用 LentivirusIRES-Luciferase 感染 MCA38 细胞；b：用 LentivirusCre-IRES-Luciferase 感染 MCA38 细胞；c：未用病毒载体感染的 MCA38 细胞作
为阴性对照组

—转移的发展轴，其分子机制包括：染色体不稳定
[6]

[7]

[8]

结肠上皮细胞的更新依赖于结肠隐窝基底部

、微卫星不稳定 及 CpG 岛甲基化表型 ，由此可

的多能干细胞维持，当隐窝干细胞基因发生突变

见，散发性结直肠癌发病机制的多样性使得单个动

后，细胞的自我更新、克隆、增殖及分化超过了正

物模型难以模拟疾病进展全过程。

常肠上皮细胞凋亡速度，就将导致腺瘤的形成。基

[9]

Hung 等 认为，一个理想的结直肠癌动物模型

因工程小鼠模型的巨大优势在于利用相对简易的

至少应该满足：① 仅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原发成瘤

基因修饰，实现目的基因在某一时段只在特定的组

病灶并具有一定的远处转移能力；② 原发病灶必

织表达或者失活，使模型具有特定的生物表型或特

须局限于结肠上皮细胞和肌层之间；③ 具有较短

性，提供与散发性结肠癌相似的基因分子学改变，

的成瘤周期及可预知的时间轴。本研究所构建的

最大程度上模拟临床状态

双转基因模型小鼠利用病毒载体注射诱导肠上皮

组对模型动物发育影响而导致的癌性损伤或胚胎

细胞癌变，通过注射的深度来控制原发病灶的位

死亡 ，并且还能精确研究目的基因与疾病发生的

置，同时还能通过注射病毒的滴度和剂量保证仅有

关系 。本研究利用了慢病毒介导 Cre-loxp 重组酶

少量原发病灶产生；由于观察时间较短及多数成

系统感染小鼠结直肠隐窝上皮干细胞，Cre 重组酶

瘤小鼠因肠梗阻导致死亡影响了对远处转移能力

对结直肠隐窝-绒毛轴的上皮干细胞进行选择性基

的评估，在后期的实验中可以利用肠道支架等方式

因修饰，激活致癌基因，诱导肠上皮细胞瘤变进而

延长模型小鼠的生命周期，以观察肿瘤转移情况。

成癌。

[10-11]

，同时也减少基因重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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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后第 8 周

注射后第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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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LentivirusCre-IRES-Luciferase 和 LentivirusIRES-Luciferase 感染双转基因模型小鼠结肠上皮细胞后第 4 周、8 周、12 周时 IVIS 系统下的荧光情
况
a：LentivirusCre-IRES-Luciferase 感染；b：LentivirusIRES-Luciferase 感染

图6

小鼠结肠上皮细胞 HE 染色结果

a：为构建的未被诱导突变模型小鼠肠道结构镜下观（HE
（HE ×400）

×200）；b：为模型小鼠经 Cre 酶诱导成瘤后取出的肿瘤组织镜下观

腺瘤的形成常常起始于抑癌基因（如 APC 基

Smad4 协同作用，以增强促进肿瘤生长和侵袭性的

因等）失活，通过 Wnt 信号的持续激活导致腺瘤的

Wnt 信号 。Smad4 基因的表达缺失在早期胃肠道

形成；从腺瘤向腺癌的转变往往还需要额外的分

肿瘤中就可见到，特别是在低分化肿瘤细胞及印戒

子事件，如原癌基因 Kras 的激活；在散发性结肠

细胞癌中更为普遍，研究

癌中常可见到突变的 Kras，并与肿瘤侵袭性及对化

β/Smad4 基因低表达将会导致结直肠癌具有更高的

[14]

疗药物耐药相关，常常预示着患者不好的预后 。
此外，突变的 Kras 可以与失活的抑癌基因如

[15]

[16]

增殖和转移倾向。Luo 等
LSL-Kras

G12D

+Apc

Δ14/+

发现，转化生长因子-

[17]

研究发现，在构建的

双转基因小鼠中，Cre 诱导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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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与那些单转基因 Apc

Δ14/+

小鼠相比，肿瘤细胞的分

体免疫状态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和转移关系，

化程度更差，侵袭性更强，成瘤率也更高。本研究

同时该模型还进一步揭示了原癌基因 Kras 与抑癌

的前期预实验结果也证实了双转基因小鼠的成瘤

基因 Smad4 之间的协同致癌作用。

率比单转基因高。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所构建的
双转基因模型小鼠的基因型为部分杂合，每一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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