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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p53基因剔除小鼠的制备及其 

在药物致癌性评价中的应用 

林 丹，郑晋华，庄 华，石吉晶，林碉琳，王铸钢，匡 颖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研究中心，上海 201203) 

· 论 著 · 

【摘要】 目的 建立Trp53基因剔除小鼠模型。方法 本研究拟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建立 Trp53基因 

剔除小鼠模型，通过RT—PCR、Western—blot等技术检测野生型、杂合子、纯合子小鼠中Trp53基 

因的表达；观察三种基因型小鼠自发肿瘤情况并进行病理分析；以N．甲基亚硝基脲(MNU)为致癌 

剂，探索该模型用于药物致癌性评价的可行性。结果 DNA、RNA及蛋白水平的研究证实，已 

成功获得Trp53基因剔除小鼠模型。初步的表型分析显示：Trp53基因纯合缺失小鼠自出生 13周 

起陆续发生肿瘤，至36周时所有观察纯合小鼠均死于肿瘤，以恶性胸腺淋巴瘤为主(60％)。与野 

生型小鼠相比，基因杂合缺失小鼠对致癌剂的敏感性显著提升，杂合小鼠经75 mg／kg体重的N一 

甲基亚硝基脲(MNU)诱导，90％的小鼠发生肿瘤，其中86％为恶性胸腺淋巴瘤，而野生小鼠经药 

物诱导后只有60％发生肿瘤。腹腔注射枸橼酸缓冲液的80只对照组小鼠均未观察到肿瘤的发生。 

结论 这一模型的建立为Trp53基因功能研究和药物致癌J}生评价提供了理想的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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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抑制基因Trp53是迄今发现的与人类肿瘤 

相关性最高的基冈，自1979年发现以来，该基因 

编码的蛋白一直是生物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在 

Pub．med中有关p53蛋白的文章己超过5万篇，并 

仍以每周数篇的速度增长，世界上每两年就会召开 
一

次国际p53蛋白研讨会，足见这一蛋白的重要 

性。Trp53基因是目前研究最透彻、功能最强大的 

抑癌基因，人类 50％以上的恶性肿瘤组织中均会 

检测到 Trp53基因的突变【1]，同时Trp53基因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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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细胞代谢通路、胚胎植入过程等方面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随着转基因和基因剔除技术的建立，自 

l990年起世界各国科学家相继建立了转基因、基 

因剔除、基因敲入、条件性基因剔除(敲入)等三十 

余种 Trp53基冈工程小鼠模型f2]，这些模型的建立 

为Trp53基因功能研究、肿瘤发病机理研究、药 

物筛选及安全性评价做出了重要贡献。 

药物致癌性评价是新药安全性评价的重要组成 

部分，Trp53基因剔除小鼠模型用于药物致癌性评 

价研究因其具有时问短、动物使用量少、遗传背 

景一致、节省费用等优点，已得到美国药品食品 

监督管理局(FDA)、欧洲专利药品委员会(CPMP1、 

日本厚生省(MHLW)的认可_3l。我国在此方面的研 

究起步较晚，目前尚无自主研发的 Trp53基因剔除 

小鼠模型。为满足我国新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需 

求，本课题组 自主研发了Trp53基因剔除小鼠模 

型，在 DNA、RNA、蛋白等水平对该基因的缺 

失进行了验证，观察了小鼠模型的自发肿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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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该模型应用于药物致癌性评价的可行性进行了 

初步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细菌人工染色体03acterialArtificialChromosome， 

简称 BAC) 含 Trp53的BAC购买于BAC PAC 

RESOUR—CES CHⅡDREN’S HOSPITAI，oAKI AND。 

1．1．2 质粒、菌株和细胞 质粒PL一452、菌株EL一 

350由Liu Pengtao(英国剑桥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惠赠。pSC101一BAD．丫B0c A—tet由张友明(德 

国Gene Bridges GmbH)惠赠。DH5Ⅸ为博大泰克产 

品。pBR322—2S为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研究中心实验 

室改建。SCR012胚胎干细胞(ES细胞)来源于小鼠 

129S6／SvEv，购 自Chemicon公司，由上海南方模 

式生物研究中心保存。 

1．1．3 试剂 分子生物学所需的各种酶和相关试剂 

均购 自TaKaRa公司。N．甲基．亚硝基脲购自Sigma 

公司。L一阿拉伯糖、盐酸、四环素、二甲苯等 

常规化学试剂主要购 自Sigma和上海化学试剂公 

司。胶回收Kit购 自华舜生物公司。BAC抽提Kit 

购于Qiagen公司。 

ES细胞培养所需的DMEM 培养基(高糖，ES 

细胞级)、胎牛血清(ES细胞级)、G418、Ganciclovir、 

LIF、青链霉素、胰蛋白酶等分别购 自Gibco BRL 

公司、Chemicon公司和 Sigma公司。 

1．1．4 引物 所有引物均采用primer premier5．0软 

件包根据序列资料自行设计，由上海生工生物技术公 

司合成，引物终浓度均为 10 pmoVml，引物序列如下。 

打靶载体构建用引物： 

Trp53·-RETRIVE·-A 

AAAAAAACCAACCAACCAAGACGTAAA． 

GATGCGTGCCCACCGTTACCTTCCTTCCTAAAGC． 

TTACCAGCTT-aagcttgtcgaccgcggcc； 

Trp53--RETRIVE--B 

AGCCCAAAAT1rITAA_TCAGGAT1rITGA A A A． 

7 G Cr仃二4AAA弼  a 门15 AAA． 

GCTAAGGggatcctctagagtcgagc； 

Trp53-FS1 

CTACl(1( ]]1C]CTATAAGCCATAG GTTT．C订]1_ 

TGTrTGTATGTrnn1'TAATTGACAAGTTATGCA— 

gtcgacgaattccgaagttcctatt； 

Trp53一FS2 

AC1 )CA ACAGA— 

CCTCCCA A ATTCA 

ctctagaactagtggatcc； 

AG． 

ES细胞基因型鉴定用引物： 

P1 TTGGTATCGATTTGAGACCTG： 

P2 GGCCTACCCGCTTCCATTGCTC： 

P3 CCGTGCCTTCCTTGACCCTGG； 

P4 GGAGTCTGTGCTGAGCTATAC； 

小鼠基因型鉴定用引物： 

P5 TGGCCGACTTCTTGGATACTTG； 

P6 TCCGACTGTGACTCCTCCATG： 

P7 ACTAGTGAGACGTGCTACTTCC； 

小鼠Trp53表达检测用引物： 

Trp53一Rt一3：CCCAGGATGTTGAGGA 

Trp53一Rt一4：TTTATGGCGGGAAGTA 

mouse beta—actin．F： 

GAGACCTrCAACACCCCAGC 

mouse beta—actin—R： 

ATGTCACGCACGAT1’rCCC 

1．1．5 实验动物 研究中使用的C57BL／6J、C57BL／ 

6J×CBA杂交一代小鼠由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研究中 

心动物房繁育，所有实验小鼠均饲养于中心SPF级 

动物设施[SCXK(沪)2009—0023、SYXK(沪)2008． 

00351，实验动物的使用与管理严格遵从国际实验 

动物评估和认可管理委员会(AAALAC)的规定。 

6～8周龄的C57BL／6J雌鼠主要用于采集囊胚，8 12 

周龄C57BL／6J×CBA杂交一代小鼠主要用于假孕 

母鼠和结扎雄鼠的制备。 

1．2 方法 

1．2．1 打靶载体的构建 从Ensembl数据库~(http：／／ 

WWW．ensemb1．org／index．htm1)获得 Trp53基因组序 

列，根据基因组序列设计打靶载体。运用生物信息 

学，剔除了小鼠Trp53基因第2至11外显予并用neo 

基因替换，造成移码突变，使其蛋 白翻译提前终 

止。运用 ET克隆的方法【4I构建 Trp53第2至 1 1外 

显子剔除载体。大致过程如下：以PBR322—2S为模 

板用引物Trp53一RETRIVE—A~DTrp53一RETRIVE—B直 

接扩增出含有Trp53同源序列的Retrive臂(6 010 bp)， 

以pL451为模板用引物 Trp53一FS1和 Trp53一FS2直 

接扩增出带有neo基因的同源臂Neo—FS(2 034 bp)， 

然后经过套取和neo基因敲入，成功构建打靶载体 

pBR322—2S—Trp53，并用限制性内切酶及测序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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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胚胎干细胞的转染与同源重组克隆的获得 

按常规方法进行ES细胞培养和基冈打靶I 5l，相关 

参数如下：胚胎干细胞细胞密度约 1．5×10 ／ml，打 

靶缓冲液为PBS，pBR322—2S—Trp53质粒DNA浓 

度为35 Bg／ml，Bio．Rad电转仪设定参数为240 V、 

500 gF；实际电压为256V，放电时问为 10．8 s；经 

G418(终浓度为300 mg／L)；~H Ganciclovir(终浓度为 

2 Bmol／L)7—8 d的筛选，挑选药物抵抗克隆。 

通过PCR技术进行重组克隆的筛选，在Trp53 

同源重组臂外侧分别设计 P1和P4引物，在neo序 

列上设计P2和P3引物。用Pl与P2引物配埘，鉴 

定5’臂同源重组，反应条件为：95℃ 4 min变性 

后，94℃ 45 S，63．6℃ 210 S，进行34个循环后， 

72℃延伸 10 min，同源重组克隆应扩增出3．7 kb左 

右片段；用P3和P4引物配对鉴定 3’臂同源重组， 

反应条件为95℃4 min变性后，94℃45 S，63．6℃ 

210 S，进行 34个循环，72℃延伸 10 min，同源 

重组克隆麻扩增出3．7 kb左右片段。 

1．2．3 ES细胞的囊胚注射及杂合子小鼠的获得 常 

规方法进行显微注射，囊胚取 自C57BL／6J小鼠， 

每枚囊胚注射 15个左右ES细胞，将注射后的胚胎 

移植到2．5 d假孕母鼠了宫中，每侧移植8～l0枚。 

假孕母鼠饲养于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研究中心SPF级 

动物设施，自然分娩，产下的后代即为嵌合体小鼠。 

挑选毛色嵌合率大于5O％的雄鼠与C57BL／6J雌鼠 

交 目_J获得ES细胞来源的灰色了代小鼠。同ES细 

胞鉴定方法，用PCR方法鉴定阳性杂合了小鼠。 

1．2．4 纯合子小鼠的获得及基因型鉴定 在小鼠 

Trp53基因组5’臂上设计引物 P5，被剔除的区域设 

计引物 P6，neo基冈上设计引物P7，P5与P6引物配 

埘，可在野生型小鼠基因组中扩增出412 bp的片 

段：P5和P7引物配对，可在突变的小鼠基因组中 

扩增出704 bp的片段，因此分别用 P5、P6、P7 

进行PCR反应时，野生型小鼠仅能扩增出412 bp的 

条带，纯合予小鼠仅能扩增出704 bp的条带，而杂 

合了小鼠能同时}) 增出这两条带。用Takara公二J 

的 10×LataqBuffer配PCR反应体系，野生型扩增 

条件为：95℃，5rain变性后，94℃30 S，56．4V 30 S，72℃ 

30 S，进行34个循环后，72℃延伸 7min。突变型扩 

展条件为：95℃，5 min变性后，94℃30 S，61．2℃30 S， 

72℃ 30 S，进行 34个循环后，72℃延伸 7 min。 

1．2．5 Trp53基 因的表达的转录水平检测 按照 

Trizol Reagent(Invitogen)试剂说明书要求从野生 、 

杂合了、纯合子 3种基冈 小鼠的脑和睾丸组织中 

提取组织总RNA，然后以随机引物为弓I物，用 

AMV逆转录酶(TaKaRa)按说明书要求进行逆转录反 

应，将所得到的cDNA作为模板用 Trp53RT一3和 

Trp53RT．4引物对进行PCR分析，反应条件：95 n 

4 rain；94℃ 30 S，50℃30 S，72 60 S，34个循环， 

72℃ 5 min，产物 995 bp。以 一actin作为内参， 

产物 263 bp，引物设计时跨内含子。 

1．2．6 Trp53基因的表达的翻译水平检测 采用含 

有 PMSF(1：1 00)和蛋白酶抑制剂cocktail(Sigma) 

的RIPA 裂解液(碧云天)提取三种基因型小鼠脑、 

睾丸组织的全蛋白，并通过BSA Protein Assay Kit 

(Pierce)~,1]定蛋白浓度，通过SDS聚丙烯酰胺凝胶 

(SDS—PAGE)电泳、半干法转膜、BSA封闭、分 

别加兔的TRP53多克隆抗体(1：800稀释)和 抗 

(1：l0 000稀释)，震荡孵育，经漂洗后，Oddsey 

红外扫描仪扫描 

1．2．7 Trp53基因剔除小鼠模型自发肿瘤的观察及 

病理分析 随机选取同窝的三种基冈 的小鼠各10 

只，连续饲养观察 8个月，观察自发肿瘤的发生 

情况，并进行相关的病理检测分析 

1．2．8 Trp53基因剔除小鼠模型对致癌剂敏感性及 

耐受能力的初步研究 以N 甲基亚硝基脲(MNU) 

为致癌剂，临用前，用pH=6．0的0．1 mol／L枸橼酸缓 

冲液配制成20 mg／ml溶液(操作需注意)，配制后须 

在50 min内用完；分实验组和对照组两个组别，每 

组有 Trp53基因剔除杂合了雌鼠和雄鼠各20只，以 

及同窝野生型雌鼠和雄鼠各 20 ，小鼠均为4～5周 

龄，体重及状态均无明显异常；实验组小鼠按体质帚 

腹腔注射70 mg／kg MNU，对照组小鼠注射同等体积 

的枸橼酸缓冲液，正常饲养，观察肿瘤发生情况。 

1．2．9 统计学分析 采用OriginPro 7．5软件(http：／／ 

www．originlab．com／)进行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均 

以均值±标准差表示，组问比较采用单冈素方筹分 

析，用t检验进行显著性分析，P<0．05认为具有 

显著性筹异。 

2 结果 

2．1 打靶载体的构建 

按照上述方法构建打靶载体，质粒经限制性 

内切酶酶切和序列分析鉴定正确后，用Notl线性 

化后用于 ES细胞打靶，打靶质粒图谱见图 1，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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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后时间／周 

图8 Trp53基因剔除杂合和野生型雄鼠生存曲线 

给药后的15周，经解剖观察，36只死亡小鼠中，31 

只均观察到恶性胸腺肿瘤(86．1％)，偶见胃、肝、 

脾等部位的肿瘤，以及皮下肿瘤；与杂合子实验鼠相 

比，野生型小鼠的药物反应性稍差，只有 65％给药 

小鼠因发生肿瘤而死亡，且死亡时间的一致性稍差， 

死亡从给药后的5周起一直持续到 19周，同样以胸 

腺肿瘤为主(73．1％)。注射 0．1 mol／L枸橼酸缓冲液 

的40只对照组小鼠中均未发生肿瘤。MNU诱导后， 

TI1)53+／_雄鼠和 53+／+雄鼠的生存率存在显著差 

异，P<0．01(t．检验)；Trp53+／．雌鼠和Trp53+／+雌 

鼠的生存率存在显著差异，P<0．05(t一检验)。 

3 讨论 

小鼠Trp53基因定位于 11号染色体，约20 kb 

长，由1 1个外显子和 1 0个内含子组成，第 1个 

外显子不编码，外显子 2、4、5、7、8分别编 

码 5个进化上高度保 守的结构域 。目前 国际上 

Trp53基因剔除小鼠模型有 6种，其中大部分的剔 

除小鼠均敲除2—6外显子或其中某个外显子[6~10】， 

这些小鼠模型尽管敲除区域不同、遗传背景不同 

(C57BL／6J× 129Sv、C57BL／6J、129Sv或 BALB／c)， 

但均表现为肿瘤易感，且主要以淋巴瘤和肉瘤为 

主：与此同时，肿瘤的发生部位与小鼠背景密切相 

关，在BALB／c背景下，55％的雌性BALB／c-p53 小 

鼠会发生乳腺肿瘤 ；而在 129Sv背景下肿瘤的发生 

略早于C57BL／6J×129Sv，且雄 鼠易发睾丸畸胎 

瘤(50％)【l0】。随着ET克隆技术的建立使得大片段 

基因缺失成为可能，本研究中我们剔除了2．11外显 

子，成功地获得了Trp53基因剔除小鼠模型，该模型 

纯合子 13周起陆续发生肿瘤，且主要表现为胸腺 

■  

● 

给药后时间／周 

图 9 Trp53基因剔除杂合和野生型雌鼠生存曲线 

淋巴瘤，所得到的表型与上述模型基本一致【e 刚。 

Trp53基因剔除小鼠模型的药物致癌性评价中 

常用的致癌剂主要有P一甲酚定、N一甲基亚硝基脲 

(MNU)*H尿烷，其中MNU最具优势，使用方便只 

需一次腹腔给药，且诱发的肿瘤主要集中在胸腺 

(80％一9O％)，研究中仅需检测一个靶器官即可[1 1~13]。 

研究中作者利用 自主研发的P53基因剔除小鼠 

(C57BL／6J×129Sv背景)，以75 mg／kg的MNU为 

致癌剂进行相关致癌性评价研究，杂合雄 鼠对 

MNU的药物反应性更好，90％的实验鼠均发生了 

肿瘤；雌鼠的药物反应性稍差，肿瘤发生率为75％， 

诱发的肿瘤以胸腺肿瘤为主(85％)，与文献报道基 

本一致，该模型可用于药物致癌性评价。 

我国正处在药物研发从仿制向自主研发转型的 

关键期，新药致癌性评价的需求日益增强，特别 

是2010年4月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了 《药 

物致癌试验必要性的技术指导原则》，国际公认的 

药物安全性评价的基因修饰小鼠模型( rp53+／-、 

rasH2、Tg．AC和XPA．／一等)的需求将逐年提升， 

目前国内使用的Trp53基因小鼠模型主要来自美国 

Jackson实验室，且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尚无可商 

业化使用的同类小鼠模型。Trp53基因编码的p53 

蛋白是生物学领域中研究热度最高的蛋白，p53蛋 

白作为一种转录因子，在细胞处于应激状态时可被 

诱导表达，从而促进细胞进入细胞周期的停滞阶 

段，继而凋亡或者衰老；此外，该基因还具有调控 

细胞代谢通路，调控与胚胎植入过程相关的细胞因 

子表达等生物学功能【 。下一步，作者将进一步纯 

化该模型的遗传背景，获得C57BL／6J、129Sv或 

BALB／c的Trp53基因剔除小鼠模型，为我国生命 

科学研究和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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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 of Trp53 Gene Knockout M ous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arcin0genicitV Assessment of Pharmaceuticals 

LIN Dan，ZHENG Jin—hua，ZHUANG Hua，SHI Ji-jing，LIN Yue—lin，WANG Zhu—gang，KUANG Ying 

(Shanghai Research Centerfor Model Organisms,Shanghai 201203，ChinaJ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rp53 gene knockout mouse．Methods Using ET cloning，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microinjection technology,the rrp53 gene knockout mouse with the deletion of 

exons 2 to 1 1 was established．PCR，RT-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Trp53 in Trp53 “ Trp53 and Trp53。‘mice．The phenotype of the knockout mice was analyzed by 

spontaneous tumors observation and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The susceptibility of Trp53 het— 

erozygote(+／一)and wild type(+／+)mice to N—methyl·N—nitrosourea(MNU)was investigated to asses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kn ockout mouse in carcinogenicity assessment of pharmaceuticals．Results PCR． 

RT-PCR and Western blot confirmed the deletion of Trp53 gene in the knockout mouse．Trp53’，。mice 

appear normal but are highly susceptible to genesis of a variety of tumors at a very early age一1 3 weeks of 

age and all have developed tumor and died by 36 weeks of age．These mice developed many deferent 

types of tumors，but the most frequently observed tumor is malignant lymphoma，occurring in more than 

60％of the mice．Mortality from N—methyl—N—nitrosourea(MNU)一induced lymphomas was much greeter 

in Trp53”group．After a single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MNU at dose of 75mg／kg in twenty male and 

female Trp53+／-and Trp53 mice，eighteen male Trp53 。mice or female mice developed tumors espe— 

cially the malignant lymphoma of thymus，Trp53+／-in mice 86％．Twenty Trp53+／-mice and Trp53+／+mice 

per sex receiving a single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citrate buffer appeared normal and no tumor was 

found．Conclusion The Trp53 gene knockout mice have been established，which can be use in the 

function study of rrp53 gene and the carcinogenicity assessment of pharm aceuticals． 

【Key words】~rp53 gene；Gene knockout；Tumorigenesis；Drug carcinogenicity assess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