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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 %"G 的膀胱癌为表浅性膀胱癌 $ 经尿道膀

腺病毒在宿主细胞内复制 J&I*K% 腺病毒 L’, 或 L’E!

胱肿瘤切除术是表浅性膀胱癌的标准治疗方法% 但

**OP 的功能对于腺病毒在肿瘤细胞 )C*& 或 (E 功

术后易复发 &即使卡介苗’EFH(膀胱内灌注治疗&仍

能异常 (内的复制并不重要&但对于腺病毒在正常细

有 !.GI&.G 的 患 者 肿 瘤 复 发 &$.GI!.G 的 患 者 发

胞 *C*& 或 (E 功能正常 ( 内的复制却非常重要 +

展为浸润性膀胱癌 % 浸润性膀胱癌预后不良&* 年
J$K

生存率仅为 *.GI0.GJ!K%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展和

!

腺病毒治疗肿瘤的策略

人们对腺病毒生活周期的不断认识& 可以通过改变
腺病毒基因使病毒选择性地在肿瘤细胞内复制并破

改变腺病毒的 L’, 或 L’E!**OP 基因使其相应

坏肿瘤细胞 & 而保护正常细胞不受影响 % 溶瘤病毒治

的功能丧失& 从而使腺病毒选择性地在肿瘤细胞内

疗就是使用基因改变的病毒特异性地破坏肿瘤&肿

复制并破坏肿瘤细胞 & 而正常细胞即使被感染 & 病毒

瘤细胞溶解释放出的病毒又可感染邻近组织 & 从而

也不会复制" 由此而重组了具有肿瘤选择性复制能

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本文综述溶瘤腺病毒治疗膀

力而正常细胞不受影响的肿瘤溶解腺病毒 & 即溶瘤

胱癌的研究进展%

腺病毒"

’//0 年 &E:2568DD 等 J0K 首 先 报 道 了 L’E!**OP 缺

$

腺病毒的 L$, 功能与细胞周期

失的溶瘤腺病毒 @=’*!" * 又称 <QRS!"’* ( 可以选择
性 地 在 C*& 功 能 异 常 的 癌 细 胞 内 复 制 并 破 坏 癌 细

腺病毒的复制需要细胞周期从 H$ 期进入 M 期 %

胞 & 却不能在正常细胞内复制 " 这是因为 @=’*!" 丧

腺病毒感染细胞后&其早期蛋白 L$, 与宿主细胞的

失了 L’E!**OP 的活性而不能结合并失活宿主细胞

(E 蛋白结合&激活 L!N 转录因子&迫使细胞周期进

的 C*& 功能& 因而在 C*& 功能正常的细胞如正常细

入 M 期 &从而为腺病毒的复制提供了良好环境 % 但是

胞内不能复制 & 而在 C*& 功能异常细胞如癌细胞内

随着 L!N 的激活&C*& 也被激活了% C*& 蛋白使细胞

则可以大量复制" 实验研究显示 <QRS!"’* 可明显

周期阻止在 H’ 期或诱导细胞凋亡 & 从而限制了病毒

抑制肿瘤的生长 " 但随后研究表明 &@=’*!" 也能在

的复制% 然而腺病毒的 L’E!**OP 蛋白可以结合并

C*& 野生型细胞内复制 J%K" 对这一争论做出的解释
是& 其它蛋白如 C’+,(N 和 T@T! 影响了 C*& 的功
能 &C’+,(N 下调 T@T!& 而 T@T! 刺激 C*& 蛋白的

使 C*& 蛋白失活&最终使细胞周期进入 M 期&从而使
收稿日期$!""#-"&-"&%修回日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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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 ! 癌细胞缺失 &’()*+ 基因也会引起 &,- 功能

的抑制效果0$K2$%1" 作者先前报道了 8$) 和 8$? 双突

丧失从而 使 ./’,!" 可 以 在 &,- 野 生 型 的 癌 细 胞 内

变的溶瘤腺病毒 )H.).?!- 对膀胱癌的治疗效果!结

复制 " 后来研究表明 23456!"’, 的复制与 &,- 基因

果 显 示 $)H.).?!- 比 单 一 突 变 体 %)H8$).? 和

无关!而与晚期病毒 *4) 的输出有关!3456!"’, 不

./7!!!7(% &具 有 更 强 的 肿 瘤 溶 解 作 用 !对 正 常 细 胞

能在正常细胞内复制是因为它感染的正常细胞内缺

几乎没有毒性! 我们采用人类膀胱癌细胞株成功建

少晚期病毒 *4) 的输出 ! 而 3456!"’, 感染的癌细
胞内却可见大量的晚期病毒 *4) 输出 071" 最新研究

立了鼠的原位膀胱肿瘤模型 ! 膀胱内灌注 )H.).?!显著抑制了鼠的膀胱肿瘤生长! 显著延长了鼠的生

表明 ! 细胞周期调节剂 89:;:/<= 8> 的 过 表 达 有 利 于
腺病毒的复制 ! 腺病毒的 8$? 基因显著影响几个细

存时间 0$,1" 后来 !@<L 等也报道了 8$) #8$? 双突变
溶瘤腺病毒比 8$) 或 8$? 单一突变体具有更加强

胞 周 期 调 节 剂 的 表 达 !8$?,,@ 基 因 可 增 强 肺 纤 维

大的溶瘤效果 0$#1"

0#1

母细胞 AB-# 细胞周期调节剂 8 的表达 ! 而 8$?,,@
基因突变的腺病毒不能诱导细胞周期调节剂 8 的

溶瘤病毒治疗肿瘤必须考虑病毒给药途径 " 膀
胱癌是溶瘤病毒治疗的理想靶向! 因为病毒可通过

高表达! 从而阻止了病毒 C4) 在 AB-# 内的复制"
而 8$?,,@ 基因并不影响肿瘤细胞内细胞周期调节

膀胱内灌注不会引起病毒全身播散 ! 避免病毒的毒

剂 8 的表达! 因而 8$?,,@ 基因缺失的腺病毒可以

副作用!也没有免疫反应的问题"膀胱内灌注病毒可

在癌细胞内复制! 癌细胞过表达细胞周期调节剂 8
与 8$?,,@ 缺失的腺病毒在癌细胞内复制有关0$D1"

使肿瘤直接暴露于高滴度病毒中! 感染效率会大大

另 一 种 策 略 是 使 腺 病 毒 8’) 的 *? 结 合 位 点

腺病毒载体相比!溶瘤病毒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溶瘤

发生突变 ! 消除 8’) 与宿主细胞 *? 蛋白结合的能
力!阻止受感染的细胞周期从 E’ 期进入 F 期!从而

病毒感染并在癌细胞内大量复制 ! 致使癌细胞溶解

阻止了腺病毒在正常细胞内的复制! 而在癌细胞内

组织细胞!如此反复循环!每一次循环病毒滴度都会

的复制不受影响 " ./7!!!7(% 和 !!( 就是这种类
型的病毒! 这两个病毒具有相同的突变! 即在 8$)

成千上万倍地增加 !直至肿瘤完全被破坏 "

的 *? 结合部位有编码 # 个氨基酸的碱基缺失 !致
使 8$) 丧失了与 *G 蛋白的结合能力 " 这类病毒以

&,-#*G #&$K0$7M!$1" 约 -DN 膀胱癌 &,- 基因异常!高级
别和高分期肿瘤约 ,DN 有 &,- 异常 0$71" &,- 异常的

*? 传导通路异常的肿瘤为靶向"临床前研究表明这

膀胱癌治疗后易复发#进展!患者生存率也会下降0!!1"

类病毒能在肿瘤内复制并产生抗肿瘤效果 ! 而在正

&,- 基因膀胱内灌注治疗膀胱癌的 ! 期临床试验显

常细胞内不复制"

示了具有一定的疗效!但缺乏长期的随访结果0!-1" 膀

0$$1

0$!1

近年来! 为了更进一步提高溶瘤病毒对肿瘤的

导尿管直接注入膀胱!投药方法方便#简单#无痛苦"

提高 ! 溶瘤作用也会相应增强 " 与传统的复制缺陷性

并释放出大量病毒! 释放出的病毒可再次感染邻近

另一方面! 膀胱癌具有多个基因的异常! 包括

选择性和对正常细胞的安全性 !8$)#8$? 双突变的

胱癌 *G 基因异常约 !DN ! 高级别和高分期肿瘤则
-#N有 *G 基因异常0$72!D1" 膀胱癌 &$K 基因异常发生

腺病毒 )H.).?!-0$-1和 I?$0$(1治疗胆囊癌和脑肿瘤的

率低 0!D1!但膀胱癌细胞株导入 &$K 基 因 可 抑 制 癌 细

研究相继作了报道" 结果表明!)H.).?!- 和 I?$ 对
正常细胞更安全 ! 而抗肿瘤作用与单一突变的腺病

胞生长 0!(1" 溶瘤腺病毒以 &,- 功能异常#*G 传导通
路异常的肿瘤为靶向 ! 因此膀胱癌是溶瘤病毒治疗

毒 3456!D$, 和 ./7!!!7(% 极其相似" 作者最近报道

的理想靶向"

了 )H.).?!-治疗膀胱癌的实验研究 0$,1"

溶瘤腺病毒治疗转移性膀胱癌的实验研究也在
进行着" FO<PO 等建立了鼠的膀胱癌转移模型!采用

-

膀胱癌溶瘤病毒治疗研究

溶瘤腺病毒治疗转移性膀胱癌显示了良好的治疗效
果 0!,1"

溶瘤腺病毒治疗膀胱癌的研究也相继作了报
道" 8$) 或 8$? 单一突变的 溶 瘤 腺 病 毒 ).J ).,!

(

影响溶瘤病毒疗效的因素

.!( #).,!.,,@ #).,AF$ 显 示 了 对 膀 胱 癌 细 胞 株 具
有较强的杀伤作用 ! 对鼠的皮下肿瘤生长也有明显
中国肿瘤 !""# 年第 $% 卷第 % 期

腺病毒受体 !I)*" 对溶瘤病毒疗效的影响 $ 腺

,7%

病毒感染细胞首先是通过 &’( 将病毒连接并吸附

NM DE7B/D7? =-BOO?) IBEI?)P -?//NE/ M)NK CL? 0B/C BEO 0?)!

于细胞表面! 然后病毒纤维蛋白中的 ’)*+,-.+’/0

/0?ICD7? MN) CL? MJCJ)?4S6G S0E S &-DE ZEIN-A !QQ<A 8<15VP

1(,23 肽链进一步与细胞结合素结合使病毒进入细
胞内" 研究表明!膀胱癌细胞株 &’( 的表达与腺病
毒的感染效率密切相关!&’( 表达低的细胞株对腺

!:9+8Q5G

病毒不敏感 4!56" 在膀胱肿瘤中 ! 分级 # 分期越高的肿

486

I-DEDIB- 0NC?ECDB- NM B )?0-DIBCDNE!/?-?ICD7? BO?EN7D)J/ 4S6G
H) S &BEI?)A !QQ!A #5U;VP 9+;;G
4<6

瘤!&’( 的表达水平则越低 4!%6" 近年来!为提高腺病

[?KDE &BEI?) HDN-A !QQQA ;QU5VP <98+<9:G
496

M?ICD7? DE CL? 098 0BCLRB.d4S6G S eD)N-A !QQ;A %9 U;!VP

提高了腺病毒的感染效率 4!#6! 因为大多数肿瘤 都 表
研究尚未报道"

9<<8+9<<%G
456

HD/ILNMM S(A YD)E 2>A @D--DBK/ ’A ?C B-G ’E BO?EN7D)J/
KJCBEC CLBC )?0-DIBC?/ /?-?ICD7?-. DE 098!O?MDID?EC LJKBE

给药途径对溶瘤病毒疗效的影响 $ 溶瘤腺病毒
肿瘤内注射 #腹腔内注射 #动脉内注射 #静脉内
48"6

2Da H(A bORB)O/ [SA H)BDCLRBDC? ’@G 2N?/ CL? BECDCJKN)
BO?EN7D)J/ Z]^_!Q;9cO-;9!Q /?-?ICD7?-. CB)*?C I?--/ O?!

(,2!(,2 可直接与结合素结合而进入细胞! 大大
达结合素 !7"8 和 !7"94!:6" 这类病毒对于膀胱癌的

\I&N)KDIX FG ‘EC?)BICDNE/ =?CR??E BO?EN7D)J/ 0)NC?DE/
BEO CL? 098 0BCLRB.P CL? O?7?-N0K?EC NM Z]^_!Q;9 4S6G

毒的感染效率 ! 以 &’( 表达水平低的肿瘤为靶向 !
重组了纤维修饰腺病毒 ! 即在腺病毒纤维部分插入

(D?/ [A YN)E @\G Z]^_!Q;9PK?ILBED/K NM BICDNE BEO

48;6

48!6

CJKN) I?--/4S6G [ID?EI?A ;::5A !%<U9!#5VP 8%8+8%5G
4%6

注射 治疗固体肿瘤的临床试验已有大量报道 !肿

(NCLKBEE WA >?E*/C?)KBEE ’A @LDCBX?) ]SA ?C B-G (?0-D!
IBCDNE NM Z]^_!Q;9A B 0NC?ECDB- BECDIBEI?) BO?EN7D)J/A D/

4886

瘤内注射的疗效明显优于全身给药 ! 全身给药到达

DEO?0?EO?EC NM 098 /CBCJ/ DE CJKN) I?--/4S6G S eD)N-A ;::#A

靶器官的病毒数量少! 而且病毒全身投药会产生免

%!U;!VP :<%Q+:<%#G

疫反应降低病毒滴度 48<6" 溶瘤腺病毒治疗膀胱癌的

4#6

CJKN) I?--/ MBID-DCBC?/ )?0-DIBCDNE NM CL? BO?EN7D)J/ KJCBEC

临床试验尚未报道!但临床前研究表明!膀胱内灌注

O-;9!Q UZ]^_!Q;9V 4S6G ]BC \?OA !QQQA 5 U;QVP ;;!# +

溶瘤病毒对膀胱癌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这些结果
有待于临床试验进一步证实 "

(D?/ [SA H)BEOC/ &>A &LJE* ’[A ?C B-G fN// NM 0;<’(F DE

;;88G
4:6

Z%[L?B &&ASNLE/NE fA HB*J/ HA ?C B-G fBC? 7D)B- (]’ ?a!
0N)CA )BCL?) CLBE 098 DEBICD7BCDNEA O?C?)KDE?/ Z]^_!Q;9

9

小结与展望
近 ;9 年来 ! 学者们已认识到了基因治疗是治疗

癌症强有力的手段" 膀胱癌基因治疗相关的基础研

CJKN) /?-?ICD7DC.4S6G &BEI?) &?--A !QQ<A 5U5VP 5;;+5!8G
4;Q6 gL?E* _A (BN _\A ,NK?h!,JCD?))?h S,A ?C B-G ’O?EN7D)J/
b;H99Y )?*DNE D/ )?iJD)?O CN ?ELBEI? I.I-DE b ?a0)?//DNE
MN) ?MMDID?EC 7D)B- 2]’ )?0-DIBCDNE4S6G S eD)N-A !QQ#A #!U%VP
8<;9+8<!%G

究报道了很多!但临床研究还远远不够!膀胱癌转移

4;;6 >?D/? &A >?)KD/CNE WA SNLE/NE fA ?C B-G ’E BO?EN7D)J/

的治疗仍然是今后研究的课题 " 膀胱癌常发生 098
功能异常#(= 传导途径异常! 是溶瘤腺病毒治疗的

b;’ KJCBEC CLBC O?KNE/C)BC?/ 0NC?EC BEO /?-?ICD7? /./!

理想靶向 " 病毒膀胱内灌注安全 #有效 #给药方便 !因
此!溶瘤病毒治疗膀胱癌是一种有前途的方法"溶瘤
腺病毒全身投药治疗转移性膀胱癌! 溶瘤病毒作为
载体携带目的基因用于膀胱癌的基因诊断和基因治
疗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进行"

C?KDI BECD!CJKN)B- ?MMDIBI. 4S6G ]BC \?OA !QQQA 5 U;QVP
;;8<+;;8:G
4;!6 FJ?.N SA ,NK?h!\BEhBEN &A ’-?KBE. (A ?C B-G ’ KJCBEC
NEIN-.CDI BO?EN7D)J/ CB)*?CDE* CL? (= 0BCLRB. 0)NOJI?/
BECD!*-DNKB ?MM?IC DE 7D7N4S6G ZEIN*?E?A !QQQA;:U;VP !+;!G
4;86 FJXJOB YA ’=?D \A T*BD >A ?C B-G b;’A b;H ONJ=-?!)?!
/C)DIC?O BO?EN7D)J/ MN) NEIN-.CDI *?E? CL?)B0. NM *B--=-BO!
O?) IBEI?)4S6G &BEI?) (?/A !QQ8A 58P <<8<+<<<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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