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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核梭杆菌参与大肠癌发生发展的机制研究 

 

摘要 

 

目的：具核梭杆菌已被证实与大肠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然而其作用及机制尚

未研究透彻。肿瘤耐药对大肠癌患者的治疗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提高对肿瘤耐药

机制的认识可能会有助于肿瘤患者的治疗。本课题主要研究具核梭杆菌通过微小

RNA 调控肿瘤细胞自噬，进而诱导大肠癌细胞对化疗药物的耐受，阐明了具核

梭杆菌在大肠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为大肠癌的防治及微生物标记物的开发提

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方法：利用具核梭杆菌感染大肠癌细胞 HCT116 和 HT29，通过蛋白免疫印迹、

共聚焦显微镜及透射电镜检测自噬情况，并分别加入化疗药物顺铂、伊立替康和

自噬抑制剂氯喹后通过细胞增殖、细胞凋亡、免疫印迹分析等方法检测大肠癌细

胞的耐药情况。结合具核梭杆菌感染的 HT29 mRNA 芯片、高/低丰度具核梭杆

菌的肠癌组织 microRNAs 芯片及 microRNAs 靶基因预测软件，通过实时荧光定

量 PCR 筛选出与具核梭杆菌及自噬相关的 microRNAs；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试验

检测 microRNA 是否参与靶基因 3'UTR 转录后的调控；microRNA mimics 及

inhibitor 分别转染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蛋白

免疫印迹、共聚焦显微镜及透射电镜检测细胞的自噬情况，并加入化疗药物顺铂

和伊立替康通过细胞凋亡实验、免疫印迹分析等方法检测肠癌细胞的耐药情况。

构建裸鼠大肠癌移植瘤模型，通过蛋白免疫印迹、透射电镜、TUNEL 染色验证

移植瘤组织的自噬及凋亡情况。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人大肠癌组织中具核梭

杆菌、目的 microRNAs 和自噬靶基因 mRNA 的关系。 

 

结果：体内外研究结果显示，肠癌细胞被具核梭杆菌感染后，其自噬水平升高，

并对顺铂及伊立替康产生抗药，且该抗药性依赖于细胞自噬水平的增加。感染具

核梭杆菌的肠癌细胞中，miR-18a*及 miR-4802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且这两种

microRNA 相应的靶基因 ULK1 及 ATG7 mRNA 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过表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摘要 

II 
 

miR-18a*及 miR-4802 可抑制肠癌细胞中具核梭杆菌所诱导的自噬，抑制

miR-18a*及 miR-4802 则反之；过表达 miR-18a*及 miR-4802 亦可抑制具核梭杆

菌所诱导的肠癌细胞对顺铂及伊立替康药物杀伤的抵抗，并且是通过其自噬靶基

因而发挥作用。人大肠癌组织中显示，具核梭杆菌丰度与 miR-18a*及 miR-4802

表达负相关而与 ULK1 及 ATG7 mRNA 表达正相关，目的 microRNA 表达与其自

噬靶基因 mRNA 表达负相关。 

 

结论：具核梭杆菌通过抑制 miR-18a*及 miR-4802 的表达而上调自噬相关基因

ULK1 及 ATG7，促进大肠癌细胞自噬，继而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化疗药物抵抗。

miR-18a*及 miR-4802 有可能成为改善大肠癌患者化疗效果的有效候选靶点。 

 

关键词：结/直肠肿瘤；具核梭杆菌；自噬；化疗抵抗；微小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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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of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participating to 

the tumori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ABSTRACT 
 

BACKGROUND&AIMS: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F. nucleatum) has been shown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umori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CRC), 

but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have not been studied yet. Chemoresistance is a strait 

challeng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RC. Improving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mechanisms of chemoresistance could lead to strategies to increase patients’ 

response to therapy.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roles of F. nucleatum in 

regulating autophagy by inhibiting microRNAs, and then inducing chemoresistance of 

CRC cells. We clarifi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F. nucleatum in colorectal cancer 

development, and these findings woul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RC and the study of microbial markers. 

 

METHODS: We detected autophagy in CRC cells HCT116 and HT29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by Western blot, confocal microscopy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Chemotherapy drugs Cisplatin and Irinotecan and autophagy inhibitor 

Chloroquine were added respectively to F. nucleatum-infected CRC cells, then we 

detected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by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 flow cytometry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We used mRNA chip of HT29 infected by F. nucleatum, CRC 

tissue chip about high / low abundance group of F. nucleatum and microRNAs target 

gene prediction software, and real-time PCR to screen microRNAs related to F. 

nucleatum and autophagy. We performed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assay to detect 

whether microRNAs were involved in 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target genes 

3'UTR. After microRNA mimics or inhibitors transfected to F. nucleatum-infected 

CRC cells, we detected autophagy by real-time PCR, Western blot, confocal 

microscopy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hen chemotherapy drugs Cispl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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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rinotecan were added to the above pre-treated CRC cells respectively, and we 

detected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by flow cytometry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We 

constructed xenograft model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nude mice, and we verified the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of tumor tissue by Western blot,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TUNEL staining. As for clinical specimens, we used real-time PCR 

to detec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 nucleatum, candidate microRNAs and target 

autophagy genes mRNA in colorectal carcinoma tissue. 

 

RESULTS: Experiments in vivo and in vitro both showed that, F. nucleatum could 

promote CRC cell autophagy and induce chemoresistance, and the effects of 

chemoresistance were dependent on the increased levels of autophagy.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18a* and miR-4802 in CRC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ULK1 and ATG7 mRNA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Overexpression of miR-18a* and miR-4802 could inhibit 

CRC cell autophagy induced by F. nucleatum, while the results were opposite when 

suppressing the microRNAs. In addition, overexpression of miR-18a* and miR-4802 

could inhibit CRC cells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eutic drugs such as Cisplatin and 

Irinotecan by regulating autophagy target genes, which was induced by F. nucleatum 

infection. The abundance of F. nucleatum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miR-18a* and miR-4802, an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ULK1 and ATG7 mRNA in human CRC tissues. Furthermore, the 

expression of microRNA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their 

autophagy target genes mRNA. 

 

CONCLUSION: F. nucleatum could promote autophagy by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miR-18a* and miR-4802 and increasing autophagy-related gene ULK1 and ATG7 

mRNA in CRC cells, and then induce tumor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eutic drugs 

such as Cisplatin and Irinotecan. miR-18a* and miR-4802 may become valid 

candidate targets to improve the effects of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CRC.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ABSTRACT 

V 
 

KEYWORDS: colorectal cancer;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autophagy; chemo- 

resistance; microR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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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缩略语中英文对照 

 

缩略语 英文 中文 

3-MA 3-Methyladenine 3-甲基腺嘌呤 

5-FU 5-Fluorouracil 5-氟尿嘧啶 

ADV Adenovirus 腺病毒 

AIEC adherent-invasive E coli 黏附侵袭性大肠杆菌 

AP Ammonium persulfate 过硫酸胺 

ATG Autophagy associated gene 自噬相关基因 

BHI Brain Heart Infusion 心脑浸液基础培养基 

BSA Bovine serum albumin 牛血清白蛋白 

CCK-8 Cell counting kit8 细胞计数试剂盒 8 

CFU Colony-Forming Units 菌落形成单位 

CQ Chloroquine 氯喹 

CRC Colorectal Cancer 结直肠癌 

DAB Diaminobenzidine 二氨基联苯胺 

DEPC Diethyl pyrocarbonate 焦炭酸二乙酯 

DMSO Dimethyl sulfoxide 二甲基亚砜 

E. coli Escherichia coli 大肠杆菌 

E. f. Enterococcus faecalis 粪肠球菌 

ETBF Enterotoxigenic Bacteroides fragilis 产肠毒素型脆弱拟杆菌 

Fn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具核梭杆菌 

GFP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绿色荧光蛋白 

HRP Horseradish Peroxidase 辣根过氧化物酶 

LC3 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 

微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3 

miRNA microRNA 微小 RNA 

MOI Multiplicity of infection 感染复数 

MSI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微卫星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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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κB nuclear factor-kappa B 核因子-κB 

PBS Phosphate buffer saline 磷酸缓冲盐溶液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聚合酶链反应 

PI Propidium iodide 碘化丙啶 

PI3K Phosphoinositide 3 kinase 磷酸肌醇激酶 3 

PMSF Phenylmethanesulfonyl fluoride 苯甲基磺酰氟 

PVDF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聚偏二氟乙烯 

shRNA Short hairpin RNA 短发夹 RNA 

SiRNA Small interference RNA 小干扰 RNA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 

TNM tumor, lymph node, metastasis TNM 分期 

ULK Unc51-like kinase UNC-51 样激酶 

UTRs Untranslated Regions 非翻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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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大肠癌（即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据 WHO 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12 年全球大肠癌发病人数 136 万、死亡人数

69.4 万，分别占全部恶性肿瘤的第 3 及第 4 位[1]。而我国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

亦有明显增长的趋势，来自国家癌症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大肠癌已成为我国 5

年内患癌人数达第 2 位的恶性肿瘤，仅次于乳腺癌[2]。众所周知，大肠黏膜细胞

恶变的发生是遗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近几年关于肠道稳态与大肠癌

发生发展的研究已成为学科的热点。肠道稳态包括肠道微生态（肠道菌群及其代

谢产物）和肠黏膜屏障，其中肠道菌群中特定的肠道致病菌，尤其是具核梭杆菌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F. nucleatum, Fn），与大肠癌发生发展的相关性已引

起广泛重视。若能深入研究肠道致病菌影响肠黏膜上皮癌变发展的具体作用机制，

则可进一步明确大肠癌发展的过程，为大肠癌的防治及某些生物标志物的开发提

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人体肠道菌群种类超过 1000 种，总数达到 1014 个，并对于维持能量代谢、

影响肠上皮细胞的增殖以及对抗病原体等正常生理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常情

况下肠道菌群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当肠道内稳态紊乱时，肠道益生菌与致病菌

群的比例失调将导致疾病发生[3]。随着高通量测序的发展，有关肠道菌群的宏基

因组学研究越来越多[4]，肠道菌群与大肠癌之间的关系也日益成为学科热点。近

年的研究发现，大肠癌患者的癌组织、肠腔黏膜以及粪便中肠道菌群组成与健康

对照组均存在明显差异[5, 6]，其中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 E. coli）[7, 8]、粪肠

球菌（Enterococcus faecalis, E. f.）[9, 10]、具核梭杆菌[11]、产肠毒素型脆弱拟杆菌

（ enterotoxigenic Bacteroides fragilis, ETBF ） [12, 13] 及解没食子酸链球菌

（Streptococcus gallolyticus）[14, 15]等致病菌均与大肠癌的发病存在一定关联。目

前关于肠道菌群致大肠癌发病的模型共有三种： Alpha-bug 模型 [16] 、

Driver-passenger 模型[17]和 Intestinal Microbiota Adaptions[18]模型，这些模型有助

于从多方面理解肠道致病菌对肠道黏膜的影响，但均无法解释肠菌与大肠肿瘤发

生与发展相关的分子机制。 

国际上已证实具核梭杆菌与大肠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全基因组及转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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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表明，具核梭杆菌在大肠癌组织中显著聚集[11, 19]，且该菌在大肠肿瘤组织中

富集程度与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19]。在大肠癌组织中，高丰度具核梭杆菌，与

CpG 岛高度甲基化、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和体细胞突

变等肿瘤细胞特性正相关[20]。最近的一项大规模临床样本研究发现具核梭杆菌

的丰度与大肠癌的预后相关，丰度高的大肠癌患者生存期较短，且具有显著的统

计学差异，这表明具核梭杆菌有可能成为预测大肠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微生物标志

物[21]。 

此外，具核梭杆菌通过分泌特异黏附因子 FadA，与细胞表面的 E-cadherin

结合，活化 β-catenin 信号通路，从而感染大肠癌细胞产生炎症反应并促进大肠

癌形成（图 1）[22, 23]。具核梭杆菌还可以通过分泌黏附因子 Fap2 与人体免疫细

胞 TIGIT 结合，从而产生免疫逃逸现象（图 2）[24]。该菌还能加速癌细胞聚集，

诱导促炎反应和致癌作用，促进大肠癌发生[25]。然而，目前具核梭杆菌与大肠

癌的报道大多是些相关性的研究，该菌促进大肠黏膜细胞癌变恶化的详细分子机

制仍尚未研究透彻。 

 

 

 

 

 

 

 

 

 

 

 

 

 

 

图 1. 具核梭杆菌通过 FadA 活化 β-catenin 信号通路，从而促进大肠癌形成 
Figure 1.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promotes colorectal carcinogenesis by modulating 

E-cadherin/β-catenin signaling via its FadA adhe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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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具核梭杆菌通过分泌黏附因子 Fap2 产生免疫逃逸现象 

Figure 2. Binding of the Fap2 Protein of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to Human Inhibitory 
Receptor TIGIT Protects Tumors from Immune Cell Attack 

 

    自噬（Autophagy）是真核细胞特有的生命现象，又称为Ⅱ型程序性细胞死

亡，是指细胞吞噬自身细胞质蛋白或细胞器并与溶酶体融合，进而降解这些内容

物的动态过程，在细胞存活、分化及凋亡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26, 27]。近年来的

研究表明，自噬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但目前自噬对结直肠肿瘤生物学行

为的影响仍存在较大争议[28]，具有促进和抑制的双重作用，且在某些情况下可

相互转化[29]。目前的普遍认为，在细胞遭遇基因毒性应激而存在恶性转化风险

时，可以通过自噬杀死受损的细胞，从而抑制肿瘤的发生。而一旦肿瘤形成后，

自噬又成为癌细胞逃避免疫、维持生存的重要方式之一[30]。 

    有研究表明，肿瘤细胞的自噬增加可导致肿瘤细胞对于化疗、放疗、光动力

疗法等产生抵抗，而降低抗癌治疗的疗效[31-33]。化学疗法是肿瘤治疗的主要方法

之一，常通过诱导癌细胞凋亡达到治疗的目的；肿瘤化疗过程中出现肿瘤细胞耐

受的现象多与肿瘤细胞逃逸凋亡相关。研究显示，多种化疗药物在诱导肿瘤细胞

凋亡的同时伴随自噬的发生，肿瘤细胞可利用自噬维持生存，逃逸凋亡，故自噬

活性的变化与肿瘤细胞对化疗的敏感性密切相关[34, 35]。 

    微小 RNA（microRNA, miRNA）是一类小分子的非编码 RNA，可通过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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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microRNA 及靶点 mRNA 的相互作用而调控靶基因的表达水平，具体表现在

蛋白质翻译的抑制或靶点 mRNA 的降解[36]。近年的研究显示，特定 microRNAs

表达水平的下调已成为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而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

中，关于 microRNAs 对自噬的转录后调控的研究方兴未艾。有研究表明，

microRNAs 可以通过调控自噬关键基因而发挥重要功能[37]。因此，探讨肿瘤细

胞维持自噬平衡的机制对于我们更好的利用并打破其平衡机制，诱导肿瘤细胞死

亡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课题以前期实验发现为基础，从细胞实验，动物模型和临床标本阐

明具核梭杆菌促进肠癌细胞自噬增加，进而诱导肿瘤细胞抵抗化疗药物杀伤的机

制。本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肠道微生物对于大肠癌发生发展机制的了解，也

为大肠癌的诊治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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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具核梭杆菌对大肠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具核梭杆菌已被证实与大肠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多篇临床样本研究发现

具核梭杆菌的丰度与大肠癌的预后相关，高丰度的大肠癌患者生存期较短，且具

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然而其作用及机制尚未研究透彻。本研究以前期发现为基

础，从体内外实验阐明具核梭杆菌在大肠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所需试剂 

 人大肠癌细胞 HT29、HCT116、SW480、SW620、SW1116、RKO、LoVo、

Caco2、DLD1、HEK293T：ATCC，美国  

 McCoy’s 5A、RPMI 1640、DMEM 培养基：Gibco，美国 

 PBS：Gibco，美国 

 胰蛋白酶：Gibco，美国 

 胎牛血清：Gibco，美国 

 DMSO：Sigma，美国 

 支原体去除剂：上海吉盛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细胞培养耗材：Corning，美国 

 玻底培养皿：NEST，美国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菌株（ATCC 25586）：ATCC，美国 

 Enterococcus faecalis 菌株（ATCC 19433）：ATCC，美国 

 Escherichia coli 菌株（ATCC 47076）：ATCC，美国 

 脑心浸基础培养基、酵母提取物、蛋白胨：OXOID，英国 

 K2HPO4、Hemin、Resazurin sodium salt、Vitamin K1-visous liquid：Sigma，

美国 

 L-Cysteine hydrochloride：Acros，美国 

 琼脂粉：北京鼎国昌盛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RIPA 裂解液(中、强)：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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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SF、Protease Inhibitor Cocktail、Phosphotase Inhibitor Cocktail：上海康成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5×蛋白上样缓冲液：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BCA 蛋白定量试剂盒（23227）：Thermo Scientific，美国 

 SDS－PAGE 凝胶试剂盒：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彩色预染蛋白质分子量标准品：Thermo Scientific，美国 

 20×TBS、Tween-20、SDS、Glycine、Tris：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 

 无水甲醇、无水乙醇、二甲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中国 

 PVDF 膜 (0.45 μm)：Bio-Rad，加拿大 

 丽春红染色液：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脱脂奶粉：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BSA 粉剂：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蛋白免疫印迹所用一抗如下表所示： 

抗体名称 稀释比例 对应二抗稀释比例 公司 

Anti-ACTB-HRP tagged 1:10000 / Sigma 

Anti-LC3B rabbit 1:1000 1:3000 Sigma 

Anti-P62 rabbit 1:1000 1:3000 CST 

Anti-Cleaved Caspase9 rabbit 1:1000 1:3000 CST 

Anti-Cleaved Caspase3 rabbit 1:1000 1:3000 CST 

Anti-Cleaved Caspase6 rabbit 1:1000 1:3000 CST 

Anti-Cleaved Caspase7 rabbit 1:1000 1:3000 CST 

Anti-Cleaved PARP rabbit 1:1000 1:3000 CST 

 山羊抗兔、山羊抗鼠 HRP 标记二抗:上海康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化学发光高敏检测试剂盒（Super Signal® West Femto Maximum Sensitivity 

Substrate，34096）：Thermo Scientific，美国 

 化学发光低敏检测试剂盒（Super Signal® West Pico Chemiluminescent 

Substrate，34080）：Thermo Scientific，美国 

 化学发光中敏检测试剂盒（WBKLS0500）：Millipore，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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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光胶片：柯达，美国 

 Annexin V-FITC 凋亡检测试剂盒（556547）：BD，美国 

 CCK-8 检测试剂盒：Dojindo，日本 

 TUNEL 原位凋亡检测试剂盒：Roche，瑞士 

 脱氧核糖核酸酶 DNase I（2270A）：Takara，日本 

 顺铂（S1166）：Selleck，美国 

 伊立替康（S2217）：Selleck，美国 

 氯喹（C6628）：Sigma，美国 

 自噬 LC3 双标腺病毒（Adv-mRFP-GFP-LC3）：上海汉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裸鼠（雄性、4~5 周龄）：上海斯莱克动物实验中心，中国 

 腺病毒纯化试剂盒：Biomiga，美国 

 腺病毒滴度测定试剂盒：上海生博医学生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1.1.2 实验所需仪器 

 自动洗片机（X-102）：柯达，美国 

 底片成像仪（VersaDoc™ MP Systems）：Bio-Rad，加拿大 

 垂直电泳槽、转印槽：Bio-Rad，加拿大 

 电泳仪电源：Bio-Rad，加拿大 

 生物安全柜（Airstream® AC2 型）：ESCO，新加坡 

 超净工作台（YJ-875）：苏州净化设备公司，中国 

 倒置显微镜：Olympus，日本 

 厌氧工作站（DG250）：Don Whitley Science，英国 

 二氧化碳培养箱（MCO-18M）：SANYO，日本 

 微量移液器：Eppendorf，德国 

 低温超速离心机：Eppendorf ，德国 

 电热恒温干燥箱 202-00 型：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中国 

 超纯水系统（Milli-Q）：Millipore，美国 

 恒温水浴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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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分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天平有限公司，中国 

 超速离心机（Model J2-21M Indution Drive Centrifuge）：BeckMan，德国 

 酶联免疫检测仪（MUCTISCAN GO）：Thermo Scientific，美国 

 石蜡包埋机（EG1150C）：Leica，德国  

 石蜡切片机（RM21459）：Leica，德国  

 全自动脱水机（ASP300）：Leica，德国  

 流式细胞仪（LSRFortessa）：BD，美国 

 激光共聚焦荧光显微镜（LSM-710）及图像采集分析处理软件（ZEN 2012 

Light Editor）：Zeiss，德国 

 透射电子显微镜（CM-120）：Philips，荷兰 

 荧光光学倒置显微镜（ECLIPSE Ti-U）及图像采集分析软件（NIS-Elements 

D.30）：Nikon，日本 

 数码单镜头反光式取景照相机（EOS 70D）：Canon，日本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 

 人大肠癌细胞 HT29、HCT116 培养于 McCoy’s 5A 培养基； 

 人大肠癌细胞 SW480、SW620、SW1116、LoVo、DLD1 培养于 RPMI 1640

培养基； 

 人大肠癌细胞 RKO、Caco2、工具细胞 HEK293T 培养于 DMEM 培养基； 

 除 Caco2 为 20%胎牛血清，其余大肠癌细胞均为 10%胎牛血清； 

 置于 5% CO2、95%湿度、37°C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每天观察细胞形态一次，隔日更换培养液一次，培养瓶内细胞生长达 90％汇

合率时传代。 

 

1.2.2 细胞复苏 

 将细胞冻存管从液氮罐中取出后迅速放于 37°C 恒温水浴箱中，小心摇晃使

其充分完全融化； 

 将细胞悬液转移至无菌 15 ml 离心管中，室温、1000 rpm 离心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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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去上清后加入适量磷酸缓冲盐溶液（phosphate buffer saline, PBS）轻轻洗

涤细胞，室温、1000 rpm 离心 5 分钟； 

 弃去 PBS 后加入 5 ml 完全培养基悬浮细胞，轻轻吹打细胞，使其分散成单

细胞悬液后转移至培养瓶中； 

 置于 5% CO2、95%湿度、37°C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隔天更换培养基。 

 

1.2.3 细胞去除支原体 

 将支原体去除试剂以相应的细胞培养基，按照 1:1000~1:2000 比例稀释，充

分混匀； 

 弃去旧培养基，加入含有支原体去除剂的培养基，连续培养 3~7 天。 

 

1.2.4 细胞冻存 

 将生长状态良好的对数生长期细胞，用 PBS 轻轻洗两次； 

 加入胰蛋白酶，放置于 37°C 培养箱中消化 1~3 分钟（HCT116：室温、75

秒，HT29：37°C、3 分钟）； 

 加入 3 ml 含胎牛血清的培养基终止胰蛋白酶消化，反复轻柔地吹打细胞，使

其分散成单细胞悬液； 

 将细胞悬液转移到 15 ml 无菌离心管中，室温、1000 rpm 离心 5 分钟； 

 弃上清后加入 10%二甲基亚砜（DMSO）、90%胎牛血清的细胞冻存液，反复

轻柔地吹打细胞，使其分散成单细胞悬液，并将其分装至细胞冻存管中； 

 细胞冻存管放置于盛有异丙醇的细胞冻存盒中，-80°C 冰箱过夜。第二天将

细胞冻存管放入液氮罐中保存。 

 

1.2.5 细菌培养基配制 

1.2.5.1 具核梭杆菌培养基配制 

 称取 50.0 mg Hemin，加入 1N NaOH 1.0 ml，以蒸馏水加至 100.0 ml，混匀，

即为 100.0 ml Hemin 溶液，4°C 保存； 

 剪刀剪去 200 μl 枪头，吸取 150 μl Vitamin K1 加入 50 ml 离心管中，再加入

30.0 ml 95%乙醇，混匀，以锡纸包裹，避光保存于 4°C，有效期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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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配制 1L Fn 细菌培养基，首先称取 37.0 g 心脑浸液基础培养基（Brain Heart 

Infusion，BHI），置于玻璃容器中； 

 称取 5.0 g 酵母提取物（Yeast Extract），置于玻璃容器中； 

 称取 5.0 g K2HPO4 粉末，置于玻璃容器中； 

 向玻璃容器中加 4.0 ml 浓度 0.025%的刃天青（Resazurin）； 

 可选：若配制琼脂平板培养基，则称取 20.0 g 琼脂粉（Argar）加入； 

 加 1 L 蒸馏水，在厌氧工作站中向培养基中加入左旋-半胱氨酸盐酸盐

（L-Cysteine hydrochloride）0.5 g，Hemin 溶液 10.0 ml，以及 Vitamin K1 溶

液 0.2 ml； 

 调整 pH 值至 7.0； 

 拧松瓶盖，121°C高压灭菌 15分钟，之后将玻璃容器置于气体条件为 80% N2、

10% H2、10% CO2、37°C 的 DWS DG250 厌氧工作站中，打开盖子冷却。 

 

1.2.5.2 粪肠球菌培养基配制 

 欲配制 1 L E.f.细菌培养基，称取 37.0 g 心脑浸液基础培养基，置于玻璃容器

中； 

 加 1 L 蒸馏水，拧松瓶盖，121°C 高压灭菌 15 分钟，4°C 保存。 

 

1.2.5.3 大肠杆菌培养基配制 

 欲配制 1 L E. coli 细菌培养基（LB 培养基），称取 5.0 g 酵母提取物（Yeast 

Extract）、10.0 g 蛋白胨（Tryptone）、10.0 g NaCl，置于玻璃容器中； 

 加 1 L 蒸馏水，拧松瓶盖，121°C 高压灭菌 15 分钟，4°C 保存。 

 

1.2.6 细菌培养 

1.2.6.1 具核梭杆菌培养 

 紫外照射厌氧工作站及操作需要器皿 30 分钟； 

 以 75%酒精擦拭 Fn 标准致病菌株 ATCC 25586 冻存管，并让其自然风干； 

 以无菌方法将一无菌吸管从已准备好的细菌液体培养基中移取 0.5~0.8 ml 到

细菌冻存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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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地旋转细菌冻存管以使冻干菌种和液体培养基完全溶解并充分混合； 

 用无菌吸管将细菌冻存管内的菌液全部转接种到30.0 ml相应的液体培养基，

此为第一代菌种； 

 80% N2、10% H2、10% CO2、37°C 的 DWS DG250 厌氧工作站中继续培养

24 小时； 

 观察液体培养基浑浊程度，如浑浊则说明菌种复苏生长； 

 取培养 24 小时后的第二代菌液 5.0 ml，加入 35.0 ml 无菌液体培养基中，继

续培养 24 小时，此为第三代菌种；第三代为工作用菌种。 

 

1.2.6.2 粪肠球菌及大肠杆菌培养 

 紫外照射超净工作台及操作需要器皿 30 分钟； 

 以 75%酒精擦拭菌株冻存管，并让其自然风干； 

 以无菌方法将一无菌吸管从已准备好的细菌液体培养基中移取 0.5~0.8 ml 到

细菌冻存管中； 

 轻轻地旋转细菌冻存管以使冻干菌种和液体培养基完全溶解并充分混合； 

 用无菌吸管将细菌冻存管内的菌液全部转接种到30.0 ml相应的液体培养基，

此为第一代菌种； 

 在 37°C、250 rpm 的恒温摇床摇晃培养 12~16 小时； 

 观察液体培养基浑浊程度，如浑浊则说明菌种复苏生长； 

 取培养 12~16 小时后的第二代菌液 5.0 ml，加入 35.0 ml 无菌液体培养基中，

继续培养 12~16 小时，此为第三代菌种；第三代为工作用菌种。 

 

1.2.7 细菌冻存 

1.2.7.1 具核梭杆菌冻存 

 将含有细菌的培养液，以 10000 rpm 离心 10 分钟； 

 在厌氧工作站，无菌条件下，弃去上清，留取管底菌体沉淀； 

 将无菌培养基和甘油按照以 85:15 的比例混合，配制成细菌冻存液； 

 以细菌冻存液悬浮混匀管底菌体沉淀，按照 1.0 ml/管分装细菌悬液； 

 -80°C 低温冰箱冻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12 
 

1.2.7.2 粪肠球菌及大肠杆菌冻存 

 将含有细菌的培养液，以 10000 rpm 离心 10 分钟； 

 在超净工作台，无菌条件下，弃去上清，留取管底菌体沉淀； 

 将无菌培养基和甘油按照以 85:15 的比例混合，配制成细菌冻存液； 

 以细菌冻存液悬浮混匀管底菌体沉淀，按照 1.0 ml/管分装细菌悬液； 

 -80°C 低温冰箱冻存。 

 

1.2.8 细菌计数 

采用分光光度计准确测定细菌密度，OD600 是检测液体培养物中微生物生

长的标准方法。以不含菌的培养液作为空白液，定量培养后的培养液所含细菌的

数量。 

 将需要定量的细菌培养液 10000 rpm 离心 10 分钟，弃去上清，留取管底菌

体沉淀； 

 PBS 轻轻吹打悬浮菌体沉淀，清洗菌体，10000 rpm 离心 10 分钟； 

 以 1.0 ml PBS 悬浮菌体沉淀，吹匀，转移至 1.5 ml EP 管中； 

 吸出 0.1 ml及 0.01 ml分别加入已预先盛放 0.9 ml及 0.99 ml PBS的 1.5 ml EP

管中（10 倍、100 倍稀释），混匀，保持细菌悬浮状态； 

 选择光度计模式，把波长调到 600 nm；然后放入空白样品 PBS，进行规零操

作； 

 放入待测样品直接显示样品的 T 值（透过率值），之后代入 OD 值与 T 值的

换算公式中可以得到 OD600；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样品的吸光度值 0.1~1.5 之间可以保证仪器的准度

和测量结果的线性关系，对于浓度过度的样品建议稀释后再进行测定。 

 

1.2.9 菌液配制 

以 OD600 计数第三代工作菌种，按照 1010 CFU/ml PBS 悬浮细菌，现用现

配。 

 

1.2.10 细菌感染感染细胞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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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感染感染细胞实验的前 1 天，胰蛋白酶消化大肠癌细胞 HCT116、HT28

成单细胞悬液，分别接种于细胞培养板（皿）中，应在培养 16~20 小时使细

胞汇合率达 40%~50%； 

 以 OD600 计数第三代 Fn、E. f.、E. coli 工作菌种，分别按照感染复数

（multiplicity of infection, MOI）=100 配制成感染工作液，以不含胎牛血清的

单纯 McCoy’5A 培养基悬浮菌体沉淀； 

 将培养基悬浮的菌液（感染工作液）加入六孔板中，每孔 1.0 ml， CO2、37°

C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1~2 小时； 

 之后，吸弃感染工作液，以 PBS 洗涤 2~3 次，加入含 10%胎牛血清的 

McCoy’5A 完全培养基继续培养。 

 

1.2.11 蛋白提取（所有步骤都需在冰上进行） 

1.2.11.1 细胞总蛋白提取 

 RIPA 蛋白裂解液的配制：在使用前数分钟以 1:100 分别将（苯甲基磺酰氟

Phenylmethanesulfonyl fluoride, PMSF）、磷酸酶抑制剂（Phosphotase Inhibitor 

Cocktail）及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 Cocktail）加入适量的 RIPA 蛋

白裂解液（裂解强度：中），使 Cocktail 的终浓度为 1 mM； 

 吸弃细胞培养板（皿）中培养基，PBS 洗涤 2 次，按照细胞密度加入适量已

配制好的 RIPA 蛋白裂解液，反复吹打使蛋白裂解液与细胞充分混合，收集

细胞到已预冷的 1.5 ml EP 管中；  

 液氮反复冻融 3 次后 4°C、7000 rpm 离心 10 分钟，收集上清到已预冷的新

1.5 ml EP 管中； 

 蛋白定量；定量后的蛋白分装入 1.5 ml EP 管，并加入 5×蛋白上样缓冲液

（5×loading buffer），100°C 煮沸变性 10 分钟，-80°C 保存备用。 

 

1.2.11.2 组织总蛋白提取 

 裸鼠观察处理期结束后采用颈椎脱臼法处死并剥离出肿瘤组织，取其中 1/3 

肿瘤组织用研钵在液氮中将其碾碎成粉，收集到 1.5 ml EP 管中。 

 在使用前数分钟以 1:100 分别将 PMSF、磷酸酶抑制剂及蛋白酶抑制剂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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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量的 RIPA 蛋白裂解液（裂解强度：强），每 20 mg 组织加入 150~250 μl RIPA

蛋白裂解液裂解液。 

 液氮反复冻融 3 次后 4°C、7000 rpm 离心 10 分钟，收集上清到已预冷的新

1.5 ml EP 管中； 

 蛋白定量；定量后的蛋白分装入 1.5 ml EP 管，并加入 5×蛋白上样缓冲液

（5×loading buffer），100°C 煮沸变性 10 分钟，-80°C 保存备用。 

 

1.2.12 BCA 蛋白浓度测定 

 蛋白标准品的配制：将 1 mg/ml 蛋白标准品用 PBS 稀释成为 0、0.1、0.2、

0.3、0.4、0.5、0.6、0.7、0.8 及 0.9 mg/ml 的浓度梯度； 

 将待测蛋白样品用 PBS 稀释成 1/10 的浓度； 

 将 BCA 蛋白定量试剂盒中的 A 液、B 液以 50:1 的比例混合，配制适量的

BCA 蛋白定量工作液； 

 96 孔板中按顺序每孔加入 10 μl 已稀释好浓度梯度的蛋白标准品和已稀释的

待测蛋白样品，上述各孔中分别加入 200 μl 已配制好的 BCA 工作液（尽量

不要产生气泡以免影响测量，若有气泡可用针头刺破），每个蛋白标准品做 2

个复孔、每个蛋白样品做 3 个复孔； 

 37°C 避光孵育 30 分钟； 

 使用酶标仪测定 562 nm 波长的吸光度数值； 

 根据蛋白标准品各自浓度与相应 2个复孔吸光度的平均数值之间存在的线型

关系，绘制标准曲线； 

 根据标准曲线公式计算出样品蛋白浓度（此浓度为稀释后的浓度，蛋白实际

浓度为稀释后浓度的 10 倍（×10）。 

 

1.2.13 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 

1.2.13.1 电泳液、转膜液、封闭液、TBST 洗涤液、分离凝胶及浓缩凝胶的

配制 

 1 × SDS 电泳缓冲液的配制：3.03 g Tris、18.77 g 甘氨酸(Glycine)、1 g SDS，

加入去离子水定容至 1000 ml，4°C 保存备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15 
 

 Tris-甘氨酸电转移缓冲液的配制：3.03 g Tris、14.4 g 甘氨酸、200 ml 无水

甲醇，加入去离子水定容至 1000 ml，4°C 保存备用； 

 封闭液的配制：2.5 g 脱脂奶粉或牛血清白蛋白（Bovine serum albumin, BSA）

粉剂溶于 50 ml 1×TBS 液中，混匀，配成含 5%脱脂牛奶或 BSA 的封闭液，

4°C 保存备用； 

 TBST 洗涤液的配制：25 ml 20×TBS 用蒸馏水稀释至 500 ml，再加入 0.5 ml 

Tween-20，摇动混匀，室温保存备用； 

 12%分离胶的配制（15 ml）：4.9 ml 双蒸水、6.0 ml 30%丙烯酰胺、3.8 ml 1M 

Tris-Cl（pH8.8）、150 μl 10% SDS、150 μl 10%过硫酸胺、8 μl TEMED； 

 10%分离胶的配制（15 ml）：5.9 ml 双蒸水、5.0 ml 30%丙烯酰胺、3.8 ml 1M 

Tris-Cl（pH8.8）、150 μl 10% SDS、150 μl 10%过硫酸胺、8 μlTEMED； 

 5%浓缩胶的配制（4 ml）：2.7 ml 双蒸水、0.67 ml 30%丙烯酰胺、0.5 ml 1M 

Tris-Cl（pH6.8）、40 μl 10% SDS、40 μl 10%过硫酸胺、4 μlTEMED； 

按照溶液配制方法配制相应浓度的 SDS 聚丙烯酰胺（SDS－PAGE）分离凝

胶，充分混匀，迅速在两玻璃板中进行灌注，并在凝胶溶液层上方加满无水乙醇

（可使分离凝胶表面平整），室温放置约 30 分钟，使分离凝胶完全凝固，弃去上

层覆盖的无水乙醇，滤纸吸干凝胶表面的液体； 

按照溶液配制所示比例配制 5%的 SDS 聚丙烯酰胺浓缩凝胶，充分混匀（切

忌混入气泡），迅速灌入已聚合好的分离胶上面，小心插入梳子，注意该过程避

免产生气泡，室温放置约 30 分钟，使浓缩胶完全凝固，4°C 保存备用（尽快使

用）。 

 

1.2.13.2 SDS-PAGE 电泳 

 将已配置好的凝胶板用清水洗净外侧残胶，固定在蛋白电泳装置内，倒入适

量电泳缓冲液（电泳液至少要没过内侧玻璃板-短板），拔去梳子，用双蒸水

清洗加样孔数次； 

 使用微量加样器吸取 5~10 μl 彩色预染蛋白质分子量标准品（蛋白 Marker）

进行上样，吸取 40~60 μg 已变性的蛋白样品（切忌吸入气泡），按相应顺序

缓慢加入加样孔中（气泡或加样太快会使蛋白样品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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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电泳相应电压条件为：起始 80V 电压进行电泳，待蛋白 Marker 完全分

离后（进入分离胶才开始分离）再提高电压至 120V，电泳直至适当位置即

可终止。 

 

1.2.13.3 转膜 

 电泳结束后，取出凝胶玻璃板，流水冲洗，将凝胶玻璃挡板分开，切除所需

蛋白以外的凝胶，将所需凝胶浸入 Tris-甘氨酸转膜缓冲液中； 

 剪裁与凝胶相吻合大小的厚滤纸，预先浸泡于 Tris-甘氨酸转膜缓冲液中； 

 剪裁与凝胶相吻合大小的聚偏二氟乙烯（polyvinylidene fluoride, PVDF）膜，

浸入无水甲醇中 30 秒钟后，放入 Tris-甘氨酸转膜缓冲液中； 

 转膜夹板的制作，由下至上（黑板－白板）：海绵－滤纸－凝胶－PVDF 膜－

滤纸－海绵（胶的方向为加样时反面）（制作夹板时小心操作，使用流式管

反复将气泡赶尽，避免气泡产生，影响蛋白转移）； 

 转膜夹板整齐叠放于电转移装置中，使 PVDF 膜靠近阳极一侧，加入已经 4°C

预冷的 Tris-甘氨酸转膜缓冲液（转膜缓冲液充分进行预冷可以防止转膜过程

中电流过高）； 

 转膜相应电压条件为：100V 电压进行转膜，电转移时间视目的蛋白分子量

而定（电转移装置可放入冰浴中进行转膜，防止电流过高，影响转膜效率）。 

 

1.2.13.4 抗体杂交 

 转膜过程结束后取出 PVDF 膜，将膜置于丽春红染色液中染色约 2 分钟，可

见清晰的样品条带和蛋白 Marker 条带，提示转膜过程成功； 

 将 PVDF膜在蒸馏水中浸洗，剪下含有目的蛋白条带的 PVDF膜并进行标记，

操作过程中注意勿使 PVDF 膜干燥； 

 使用预先配好的 TBST 液洗涤 5 分钟×3 次，洗去丽春红染色液。洗好后的

PVDF 膜置入塑料盒中，加入适量（以完全浸泡过 PVDF 膜为准）的 5%脱

脂牛奶或 BSA 室温封闭 1~2 小时； 

 弃去封闭液，PVDF 膜置入封口袋中，分别加入相应的一抗（按照说明书要

求的稀释比例使用 5%脱脂牛奶或 BSA 稀释一抗），封口 4°C 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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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日，拿出 PVDF 膜，室温孵育 30 分钟； 

 将一抗回收至流式管，-20°C 保存，PVDF 膜重新置入塑料盒中，加入适量 

TBST，摇床上振荡洗涤未结合的一抗 8 分钟×5 次； 

 弃去 TBST，每个加入适量辣根过氧化物酶（Horseradish Peroxidase, HRP）

标记的羊抗兔二抗（用 5%脱脂牛奶稀释成 1：3000~5000），摇床室温孵育 1

小时； 

 弃去二抗，加入适量 TBST，摇床振荡洗膜 8 分钟×5 次。 

 

1.2.13.5 化学发光 

 至暗室中配制发光液（试剂盒内取 A 液与 B 液适量 1:1 混合均匀）； 

 已经洗好的 PVDF膜置入配制好的发光液中，摇晃液体使均匀覆盖 PVDF膜，

反应数秒至数分钟不等，放压片盒中压片（用不同时间使胶片感光）； 

 使用显影液显影，定影液定影；将定影好的胶片使用自来水冲洗后晾干； 

 使用底片成像仪（VersaDoc™ MP Systems，Bio-Rad）拍照保存。 

 

1.2.13.6 结果分析  

所有蛋白免疫印迹的图片均经过 ImageJ 1.48 软件进行灰度扫描分析，进行

统计。每个蛋白条带的灰度值=region×mean，检测目的蛋白的灰度值除以内参蛋

白的灰度值即得到单位内参蛋白情况下目的蛋白的表达量。 

 

1.2.14 腺病毒的构建、扩增、纯化及滴度测定 

1.2.14.1 腺病毒的构建 

自噬 LC3 双标腺病毒（Adv-mRFP-GFP-LC3）购自上海汉恒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1.2.14.2 腺病毒的扩增 

 将工具细胞 HEK293T 细胞接种在 75 cm2 细胞培养瓶中，常规条件下培养，

待细胞汇合率达到 90%左右且状态良好时，开始用于腺病毒的扩增； 

 取腺病毒原始样品 30~50 μl（视病毒滴度而定）加入 HEK293T 细胞中，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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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培养箱中待病毒完全感染细胞（约 16~18 小时）； 

 细胞完全感染病毒后，形态出现相应改变（梭形的细胞变圆，但未明显漂浮），

将细胞收集到 50 ml 离心管中，4°C、3000 rpm 离心 5 分钟； 

 小心弃去上清（此时管中应剩余约 3 ml 液体），将细胞重悬后，置于液氮中

反复冻融裂解 3 次； 

 将细胞悬液于 4°C、4500 rpm 离心 10 分钟，小心将上清液吸出，分装在消

毒预冷的 1.5 ml EP管中，-80°C下长期保存，可接下来用于纯化和滴度测定； 

 

1.2.14.3 腺病毒的纯化 

 试剂的配制:将 10×Wash Buffer 稀释为 1×Wash Buffer，将 2×Elution Buffer 稀

释为 1×Elution Buffer； 

 将柱子置于 15 ml 离心管中，室温、300g 离心 2 分钟； 

 拔出柱子底座，任液体在重力下流干； 

 加入 2 ml ddH2O 平衡柱子； 

 加入 5 ml 1×Wash Buffer 平衡柱子； 

 将 5 ml 的病毒悬浮液加入平衡后的柱子，重力流干，重复一次，以保证最大

程度病毒结合柱子； 

 加入 5 ml 1×Wash Buffer 洗柱子，4°C 条件下重力流干或 400 g 离心 5 分钟，

重复一次； 

 加入 2~4 ml Elution Buffer 溶解病毒； 

 收集病毒溶解液，0.22 μm 滤器灭菌； 

 收集纯化的病毒，每管 1 ml 分装后，-80°C 下可长期保存； 

 

1.2.14.4 腺病毒滴度测定 

腺病毒可以感染并且在 HEK293T 细胞中复制，5 型腺病毒表达一种特殊的

外壳蛋白 Hexon，感染腺病毒的 HEK293T 细胞使用甲醇固定后，再用抗 Hexon

的一抗孵育，一抗会与腺病毒上的 Hexon 蛋白结合，此时加入 HRP 标记的二抗

孵育，待二抗与一抗结合后再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的底物二氨基联苯胺 

（Diaminobenzidine, DAB）进行染色，然后洗脱多余的染色液，被腺病毒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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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细胞会被染成褐色，计算阳性细胞数，利用公式计算病毒滴度。 

 选取状态良好的 HEK293T 细胞，使用完全培养基重悬细胞，配制成 2.5×105

个/ml 的细胞悬液，24 孔板每个孔中种 1 ml 细胞，在 5% CO2、37°C 培养箱

培养 1 小时； 

 准备好 10 倍梯度稀释的病毒样品，每孔逐滴加入 100 μl 病毒样品（取 1 μl

病毒，稀释于 1 ml DMEM 培养基中），记为 10-3 MOI； 

 在 5% CO2、37°C 培养箱感染细胞 2 天； 

 轻轻的弃去培养液，沿着 24 孔板侧壁缓缓加入 0.5 ml 预冷的甲醇，-20°C 条

件下固定 20 分钟； 

 使用 PBS 轻轻的冲洗细胞 3 次，每次 5 分钟；  

 使用 1%的 BSA 于 37°C 条件下封闭 1 小时；  

 加入 0.2 ml 的 1×Hexon 抗体溶液至每个孔中，37°C 条件下封闭 1 小时；  

 使用 PBS 轻轻的冲洗细胞 5 分钟×3 次； 

 加入 0.2 ml 1×HRP 工作液至每个孔中，室温孵育 5~10 分钟； 

 加入 DAB 底物显色 5~10 分钟，在显微镜下观察显色结果； 

 弃去 DAB，使用 PBS 冲洗细胞 2 次，每孔加入 1 ml PBS； 

 每孔随机 5 个视野，光学显微镜 10×物镜下计算阳性细胞个数； 

 计算显微镜下视野中阳性细胞的平均个数； 

 选择一个梯度，此梯度视野中有 5~50 个阳性细胞，随机选择至少 5 个区域

进行计算，计算 24 孔板中每孔视野的阳性细胞个数，每孔视野数= 

2.0cm2/2.54mm2 =2.0 cm2/2.54×10-2 cm2 = 79； 

 计算滴度：Viral Titer（ifu/ml）= 

（average position cells/fields）×（79 fields/well）×（dilution factor） 

0.1 ml 

 

1.2.15 双标 LC3 腺病毒感染细胞及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活体细胞 

1.2.15.1 玻底培养皿的接种及双标 LC3 腺病毒（Adv-mRFP-GFP-LC3）的感

染[38] 

 以胰蛋白酶将大肠癌细胞消化成单细胞悬液，接种于玻底培养皿。最初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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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数量应在培养 16~20 小时使细胞汇合率达 80%~90%； 

 将细胞置于 5% CO2、37°C 培养箱中培养过夜； 

 弃去旧培养基，以不含胎牛血清的培养基替代； 

 加入适量的双标 LC3 腺病毒，并置于培养箱中培养 2~3 小时； 

 弃去含有腺病毒的培养基，以含胎牛血清的完全培养基继续培养 1~3 天。 

 

1.2.15.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活体细胞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自噬 LC3 双标腺病毒活体细胞及相应信号采集的具体条

件参数如下： 

 40 倍油镜，视野分辨率 1024×1024，3 色通道（发射光波长分别为 488 nm、

546 nm、594 nm），扫描速率 7~8。 

 488 nm 通道信号参数设置为：Laser 3~4；Pinhole 45 μm；Gain 670~690；Offset 

0；Digital gain 1.0~1.5。 

 546 nm 通道信号参数设置为：Laser 4~6；Pinhole 45 μm；Gain 670~690；Offset 

0；Digital gain 1.5~2.0。 

 594 nm 通道信号参数设置为：Laser 3~4；Pinhole 45 μm；Gain 660~680；Offset 

0；Digital gain 1.0~1.5。 

LC3 双标腺病毒活体细胞结果判断标准如下： 

每个玻底培养皿均在 40 倍油镜下进行观察并使用统一条件采集图像，培养

皿随机拍摄 5 处，统计 1000 个细胞内的阳性细胞的个数，然后使用 ZEN 2012 

Light Edition 软件分析计算。 

 

1.2.16 透射电镜样品制备过程 

 前固定：将样品以 2%戊二醛 PBS 固定液，在 4°C 固定 2 小时； 

 漂洗：4°C PBS 缓冲液洗涤 10 分钟×2 次； 

 后固定：1%锇酸 PBS 固定液，4°C 固定 2 小时； 

 漂洗：4°C PBS 缓冲液洗涤 10 分钟×2 次； 

 脱水：30%—50%—70%乙醇逐级脱水，每次 10 分钟；（70%乙醇含 3%醋酸

双氧铀）4°C 块染；80%—95%—100%—100%乙醇逐级脱水，每次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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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换：环氧丙烷 10 分钟×2 次； 

 浸透：环氧树脂 618 包埋液与环氧丙烷 1:1 ，2 小时；环氧树脂 618 包埋液

与环氧丙烷 2:1，过夜；纯环氧树脂 618 包埋液浸透，37°C，6 小时； 

 包埋：60°C 烘箱内 48 小时； 

 切片：LKB V 型超薄切片机切片； 

 染色: 枸橼酸铅电子染色； 

 观察: 透射电镜观察（CM-120，Philips）。 

电镜样本（细胞、裸鼠肿瘤）结果判断标准如下： 

每个电镜样品均在 7500 倍及 17500 倍进行观察并使用统一条件采集图像，

随机拍摄 5 处，统计 7500 倍视野内所有的阳性细胞的个数。 

 

1.2.17 CCK-8 检测细胞增殖  

 收集细胞：吸弃细胞培养板中培养基，PBS 洗涤 2 次，以胰蛋白酶消化适当

时间，并以含有胎牛血清的培养基终止消化，将细胞悬液转移至无菌 15 ml

离心管中，1000 rpm 离心 5 分钟； 

 细胞计数：去除上清，加入适当完全培养基悬浮细胞，轻轻吹匀，细胞计数； 

 接种细胞：各组细胞按每孔 1000~2000 个细胞，每孔体积为 100 μl 接种于 96

孔板内。每组至少设置 6 个复孔，每次接种 5~6 块 96 孔板，常规培养细胞； 

 PBS 封边：每孔加入 100~150 μl 的 PBS，避免培养基蒸发； 

 更换培养基：在培养第 3 天时将未检测的 96 孔板更换完全培养基； 

 CCK-8 工作液的配制：在避光条件下，将以 1：10 的比例将细胞计数试剂盒

8（Cell counting kit 8, CCK-8）试剂与单纯 McCoy’5A 培养基混匀； 

 吸去旧培养基，加入预先混匀的 CCK-8 工作液，每个孔 110 μl，37°C 孵育 2

小时；以 450 nm 波长酶标仪检测各孔吸光值； 

 记录每天各组的吸光值，各组的吸光值应减去空白对照组的吸光值再进行比

较。 

 

1.2.18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  

 试剂的配制：10×Binding buffer 以 PBS 稀释成 1×Binding buffer 工作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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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细胞：将细胞培养板的旧培养基收集到 15 ml 离心管中，PBS 洗涤 2 次，

以胰蛋白酶消化适当时间，并以旧培养基终止消化，4°C、2000 rpm 离心 5

分钟，弃去上清；  

 1×Binding buffer 洗涤细胞，以 4°C、3000 rpm 离心 5 分钟，弃去 1×Binding 

buffer；加入 200 μl 1×Binding Buffer 和 5 μl Annexin V 的混合液，重悬细胞，

室温避光孵育 30 分钟； 

 每管加入 200 μl 1×Binding Buffer 和 5 μl PI 的混合液，室温下避光孵育 15 分

钟； 

 流式细胞仪（LSRFortessa，BD）检测各象限的细胞比例，计算各组间凋亡

率的差异。 

 

1.2.19 建立人大肠癌裸鼠移植瘤模型 

裸鼠购于上海斯莱克动物实验中心，雄性、4~5 周龄、体重 18±2g，60 支；

饲养于上海同济大学动物实验中心，SPF 级饲料喂养，自由饮水。饲养室保持良

好通风，光线给予光明 12 小时/黑暗 12 小时，正常适应性饲养 1 周后开始实验； 

 复苏人大肠癌细胞 HCT116，传代培养至第三代，以胰蛋白酶消化细胞，离

心收集，PBS 洗涤两次，悬浮为单细胞悬液，密度为 1×107 个/ml。以微量

注射器接种于裸鼠皮下，100 μl/只。 

 接种第 6 天后形成肉眼可见的癌结节，应用游标卡尺测量肿瘤最大直径（a）

与最小直径（b），根据公式 v=0.5×(a×b2)计算肿瘤体积。每 3 天测量一次肿

瘤。 

 将裸鼠分 6 组，每组 10 只。分组如下表： 

分组 瘤周注射 腹腔注射 

Control 组 0.9% NaCl 0.9% NaCl 

Fn 组 Fn 0.9% NaCl 

Cisplatin 组 0.9% NaCl Cisplatin 

Fn+Cisplatin 组 Fn Cisplatin 

Irinotecan 组 0.9% NaCl Irinotecan 

Fn+Irinotecan 组 Fn Irinote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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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种第 9 天开始，每 3 天在层流超净工作台内，以无菌微量注射器于肿瘤周

围多点注射 0.9% NaCl 及 Fn，10~20 μl /点，注射总体积 100 μl /个肿瘤；并

以无菌微量注射器于腹腔注射 0.9% NaCl、化疗药物顺铂（Cisplatin）及伊立

替康（Irinotecan），Cisplatin 的注射计量为 5 mg/kg[39]，Irinotecan 的注射计

量为 5 mg/kg[40]，注射总体积 100 μl/支裸鼠。 

 共注射 6 次，末次注射后第 2 天处死实验动物，颈椎脱臼处死裸鼠，取其皮

下肿瘤组织，电子分析天平测量肿瘤重量，数码单镜头反光式取景照相机

（EOS 70D，Canon）拍照。将肿瘤分为 2 部分，一部分置于-80°C 冰箱保存；

另一部分标本经福尔马林固定，酒精脱水，石蜡包埋后制备蜡块，室温保存

备用。 

 

1.2.20 组织 TUNEL 原位凋亡检测 

 试剂的配制： 

穿透液：0.1% Triton-X 100 在 0.1%柠檬酸盐中（1 L PBS+1 ml Triton-X 100+1 

g 柠檬酸盐），现用现配； 

TUNEL reaction mixture：现用现配，放于冰上；将管 2（label solution）中的

液体吸出 100 μl 到 1 个新管中，作为 negative control；加 50 μl 的管 1（enzyme 

solution）到管 2 中，混匀形成 500 μl 混合液，即 TUNEL reaction mixture； 

DNase I（2270A，Takara）：DNase I 和 DNase I Buffer 以 1:9 的比例配制； 

 烤片：裸鼠移植瘤组织石蜡切片于 60°C 烤箱烤 1~1.5 小时；  

 脱蜡、水化：依次以二甲苯浸泡 5 分钟×2 次、100%酒精浸泡 3 分钟×2 次、

95%酒精浸泡 3 分钟×3 次、75%酒精浸泡 3 分钟×2 次、ddH2O 浸泡 5 分钟×1

次、PBS 浸泡 3 分钟×3 次；  

 加入穿透液，常温孵育 8 分钟；  

 PBS 漂洗，5 分钟×3 次； 

 阳性对照组加入 100 μl DNase I；15~25°C 孵育 10 分钟（若室温低于 25°C，

可适当延长时间），PBS 洗涤 5 分钟×3 次； 

 待玻片干后，处理组及阳性对照组各加 50 μl TUNEL reaction mixture，阴性

对照组仅加 50 μl label solution（管 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24 
 

 加盖玻片或封口膜，暗处湿盒 37°C 孵育 1 小时； 

 PBS 洗涤 5 分钟×3 次； 

 加一滴 PBS，荧光显微镜（ECLIPSE Ti-U，Nikon）下观察凋亡细胞（激发

波长 450~500 nm、检测波长 515~565 nm、绿色），利用图像采集分析软件

（NIS-Elements D.30，Nikon）进行图像采集。 

 

1.2.21 统计学分析 

实验均独立重复三次，数据结果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全部数据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之间比较用 t 检

验，P<0.05 为差异具有显著性，在图中以“*”表示。 

 

 

2. 结果 

2.1  具核梭杆菌促进大肠癌细胞自噬增加 

    鉴于前期蛋白免疫印迹预实验提示具核梭杆菌可促进大肠癌细胞自噬增加，

我们对实验室全部的人源大肠癌细胞 HT29、HCT116、SW480、SW620、SW1116、

RKO、LoVo、Caco2 及 DLD1 进行支原体去除后（支原体会影响细胞的自噬），

利用蛋白免疫印迹进行筛选，选取基础自噬最低的大肠癌细胞。结果显示HCT116

及 HT29 的自噬情况最低，将作为体外实验的细胞株（图 3）。 

 

 

 

 

 

图 3. 蛋白免疫印迹检测各大肠癌细胞株的自噬情况 

Figure 3. Autophagy in each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25 
 

    利用蛋白免疫印迹检测 Fn、E. coli 及 E. f.对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自噬的影响，结果显示 Fn 使 LC3 的剪切增加（LC3-II）、P62 的降低，提示 Fn

促进 HCT116 及 HT29 自噬且自噬是流畅的，而 E. coli 及 E. f.不会诱导 HCT116

及 HT29 自噬（图 4）。 

 

 

 

 

 

 

图 4. 蛋白免疫印迹检测具核梭杆菌、大肠杆菌及粪肠球菌对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自噬的影响 

Figure 4. Autophagy in HCT116 and HT29 cells after F. nucleatum、Escherichia coli and 

Enterococcus faecalis infection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通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Fn 对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自噬的影响,

结果显示经 Fn 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自噬小体（黄色小点）及自

噬溶酶体（红色小点）数量明显多于对照组，自噬小体转变成自噬溶酶体是顺畅

的，进一步说明 Fn 可增加大肠癌细胞的自噬且自噬是顺畅的（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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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具核梭杆菌对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自噬的影响 

Figure 5. Autophagy in HCT116 and HT29 cell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as detected by 

confocal microscope 

 

    通过透射电镜观察 Fn 对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自噬的影响，结果显

示经 Fn 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自噬体及自噬溶酶体（红色箭头所

示）数量明显多于对照组，再一次证明 Fn 促进大肠癌细胞自噬（图 6）。 

 

 

 

 

 

 

 

 

 

 

 

图 6. 透射电镜观察具核梭杆菌对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自噬的影响 

Figure 6. Autophagy in HCT116 and HT29 cell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as detect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进一步利用自噬抑制剂氯喹（Chloroquine，CQ）对已被 Fn 感染的大肠癌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27 
 

胞进行（10μM）干预，蛋白免疫印迹结果显示 Fn+CQ 组 LC3-II 及 P62 的表达

比 Ctrl+CQ 组的表达高，说明在自噬受阻的情况下，Fn 所致 LC3-II 及 P62 的堆

积高于对照组，反向证实了 Fn 促进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自噬增加的观

点（图 7）。 

 

 

 

 

 

 

图 7. 蛋白免疫印迹检测具核梭杆菌及氯喹对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自噬关键的影响 

Figure 7. Autophagy in HCT116 and HT29 cell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ith CQ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2.2  具核梭杆菌通过自噬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化疗抵抗 

细胞增殖实验结果显示大肠癌细胞HCT116及HT29在低浓度Fn（MOI=100）

感染的情况下生长速度与对照组没有明显差异，并没有加速生长（图 8）。 

 

 

 

 

 

 

 

图 8. CCK-8 检测具核梭杆菌对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细胞增殖的影响 

Figure 8.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 were performed in HCT116 and HT29 cell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在 Fn 及 E. coli（MOI=100）感染的前提下，加入化疗药物对大肠癌细胞进

行培养，细胞增殖实验显示在一定浓度的化疗药物顺铂及伊立替康的培养下，低

浓度 Fn 感染的 HCT116 及 HT29 生长速度明显快于 E. coli 组及对照组，说明 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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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图 9）。 

 

 

 

 

 

 

 

 

 

 

 

 

图 9. CCK-8 检测具核梭杆菌及大肠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对化疗药物顺

铂及伊立替康培养的细胞增殖变化 

Figure 9.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 were performed in HCT116 and HT29 cells after F. nucleatum 

and Escherichia coli infection with Cisplatin and Irinotecan intervention 

 

为了明确自噬与耐药的关系，我们应用CQ干预已被Fn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并加入化疗药物进行培养，细胞增殖实验显示在一定浓度的化疗药物顺铂及伊立

替康培养下，CQ 对 Fn 组（Fn 组与 Fn+CQ 组相比）HCT116 及 HT29 的抑制生

长效果明显好于 CQ 对对照组（Ctrl 组与 Ctrl+CQ 组），说明氯喹可增加 Fn 感染

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并说明 Fn 感染后大肠癌细胞产生化疗抵抗依赖于自

噬的增加（图 1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29 
 

 

 

 

 

 

 

 

 

 

 

 

 

 

图 10. CCK-8 检测氯喹干预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加入化疗药物顺

铂及伊立替康后的细胞增殖变化 

Figure 10.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 were performed in HCT116 and HT29 cell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ith CQ, Cisplatin and Irinotecan intervention 

 

    利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Fn 感染的大肠癌细胞对化疗药物培养的细胞凋亡变

化，实验显示 Fn 感染的 HCT116 及 HT29 对化疗药物顺铂及伊立替康诱导的凋

亡率（Q2+Q4）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 Fn 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对化疗药物诱导凋亡产生抵抗。为了明确自噬与耐药的关系，我们应用 CQ 干预

已被 Fn 感染的大肠癌细胞，并加入化疗药物进行培养，细胞凋亡实验显示在一

定浓度的化疗药物顺铂及伊立替康的培养下，CQ 对 Fn 组（Fn 组与 Fn+CQ 组

相比）HCT116 及 HT29 的诱导凋亡效果明显好于 CQ 对对照组（Ctrl 组与 Ctrl+CQ

组相比），在凋亡水平证实氯喹可增加 Fn 感染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并说

明 Fn 感染后大肠癌细胞产生化疗抵抗依赖于自噬的增加（图 11、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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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流式细胞技术检测氯喹干预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加入化疗

药物顺铂后的细胞凋亡变化 

Figure 11. Apoptosis in HCT116 and HT29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ith CQ and Cisplatin 

intervention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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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流式细胞技术检测氯喹干预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加入化疗

药物伊立替康后的细胞凋亡变化 

Figure 12. Apoptosis in HCT116 and HT29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ith CQ and Irinotecan 

intervention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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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一步探究 Fn 感染的大肠癌细胞对化疗药物诱导凋亡抵抗的机制，蛋

白免疫印迹结果显示在一定浓度的化疗药物顺铂和伊立替康的培养下，Fn 组的

凋亡关键蛋白 Caspase-9、Caspase-3、Caspase-6、Caspase-7 及 PARP 的剪切较对

照组降低，说明 Fn 使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对化疗药物诱导的凋亡抵抗

是通过抑制凋亡关键蛋白的剪切而实现的（图 13）。 

 

 

 

 

 

 

 

 

 

图 13. 蛋白免疫印迹检测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加入化疗药物顺铂

及伊立替康后的凋亡关键蛋白变化 

Figure 13. Apoptosis key proteins in HCT116 and HT29 cell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ith 

Cisplatin and Irinotecan intervention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2.3  体内实验证实具核梭杆菌通过自噬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化疗抵抗 

裸鼠皮下注射大肠癌细胞 HCT116 构建皮下大肠癌移植瘤动物模型，通过体

内实验验证 Fn 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化疗抵抗的作用。大肠癌细胞注射至裸鼠的

皮下，待 9 天成瘤后开始，每 3 天瘤周分别注射 0.9% NaCl 及 Fn，腹腔注射 0.9% 

NaCl、化疗药物顺铂及伊立替康，测量并记录各组裸鼠肿瘤的体积。 

    体内动物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Fn 组肿瘤的生长速度没有明显差

别，而化疗组肿瘤的生长速度显著减慢；与化疗组相比，Fn+化疗组肿瘤的生长

速度显著增加（图 14B）。处死裸鼠后剥离出瘤组织观察肿瘤大小并称量肿瘤重

量。结果显示对照组与 Fn 组肿瘤体积及重量无显著差别，而化疗组肿瘤的体积

及重量显著小于对照组，也显著小于 Fn+化疗组（图 14A、C）。体内实验说明

Fn 不影响肿瘤的生长，而 Fn 可诱导大肠肿瘤对化疗产生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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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具核梭杆菌、化疗组-裸鼠移植瘤的大小（A）、体积变化（B）及重量（C） 

Figure 14. Tumor sizes (A), volume changes (B) and weights（C）of xenografts in nude mice in F. 

nucleatum and chemotherapy groups 

 

    利用蛋白免疫印迹检测裸鼠移植瘤自噬与凋亡关键蛋白的变化。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相比，Fn 组的 LC3 剪切显著增加、P62 表达显著减少，而化疗组的

Caspase-9、Caspase-3、Caspase-6、Caspase-7 及 PARP 的剪切显著增加；与化疗

组相比，Fn+化疗组的 LC3 剪切增加、P62 表达减少，Caspase-9、Caspase-3、

Caspase-6、Caspase-7 及 PARP 的剪切显著减少（图 15）。通过透射电镜观察裸

鼠移植瘤的自噬情况结果显示 Fn 组的自噬体及自噬溶酶体（红色箭头所示）数

量显著多于对照组（图 16）。裸鼠移植瘤 TUNEL 原位凋亡实验结果显示化疗组

移植瘤组织发生凋亡的细胞比对照组显著增加，而 Fn+化疗组移植瘤组织发生凋

亡的细胞比化疗组显著减少（图 17）。 

体内动物实验利用各种方法证实具核梭杆菌通过自噬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

化疗抵抗的现象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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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蛋白免疫印迹检测具核梭杆菌、化疗组-裸鼠肿瘤组织自噬及凋亡关键蛋白的表达 

Figure 15.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key proteins in xenograft tissues in F. nucleatum and 

chemotherapy group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图 16. 透射电镜观察具核梭杆菌组-裸鼠肿瘤组织自噬小体的数量 

Figure 16. Numbers of autophagosome in xenograft tissues in F. nucleatum groups were detect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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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TUNEL 染色检测具核梭杆菌、化疗组-裸鼠肿瘤组织的凋亡变化 

Figure 17. Apoptosis changes in xenograft tissues in F. nucleatum and chemotherapy groups were 

detected by TUNEL staining 

 

 

3. 讨论 

微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3（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LC3） 

是哺乳动物自噬小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1]，而 LC3-II 蛋白被认为是自噬过程

中的特征蛋白[42]。p62（又称为 Sequestosome-1, SQSTM1）是由 c-myc 基因编码

的磷酸化蛋白，在自噬的过程中可与 LC3 结合，自噬中晚期由自噬溶酶体降解，

P62 表达水平与细胞的自噬水平呈负相关[43]。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具核梭杆菌

感染大肠癌细胞后，细胞的 LC3-II 蛋白水平明显，说明具核梭杆菌可以促进大

肠癌细胞自噬增加，然而自噬增加对大肠癌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影响为何呢？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高丰度的具核梭杆菌与大肠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9, 

44, 45]，并有研究显示指出高浓度具核梭杆菌（MOI=1000 时）可使大肠癌细胞增

殖速度加快 [22]，我们也证实了这一结果；然而我们发现低浓度具核梭杆菌

（MOI=100 时），虽然没有促进大肠癌细胞增殖的效果，但是依然可以诱导大肠

癌细胞自噬，于是我们进行了化疗药物的耐药实验，发现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

癌细胞对顺铂及伊立替康药物杀伤的产生了抵抗，然而具核梭杆菌诱导大肠癌细

胞的自噬与耐药是否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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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自噬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但目前自噬对恶性肿

瘤生物学行为的影响仍存在较大争议[28, 31, 46]。抗肿瘤治疗诱导的自噬究竟是促

进肿瘤细胞死亡，还是会诱导肿瘤细胞产生抵抗，目前也尚未明确。尽管很多的

抗肿瘤药物通过诱导细胞自噬发挥作用，如他莫昔芬、雷帕霉素、三氧化二砷、

替莫唑胺、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依托泊苷等，但自噬对于抗肿瘤治疗的疗效

的影响仍存在很大的争议[31]。然而也有研究显示，多种化疗药物在诱导肿瘤细

胞凋亡的同时伴随自噬的发生，肿瘤细胞可利用自噬维持生存，逃逸凋亡，故自

噬活性的变化与肿瘤细胞对化疗的敏感性密切相关[34, 35]。因此，自噬水平的增

加可能有助于实体肿瘤的生长，而抑制细胞自噬水平将有可能成为抗肿瘤的一种

有效方法[47]。如自噬抑制剂氯喹可在自噬的晚期阶段通过改变溶酶体的 PH 值来

抑制自噬体与溶酶体的融合来阻断自噬，增强 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 5-FU）

及坦西莫司治疗结直肠肿瘤的效果 [48-50] ；自噬抑制剂 3-甲基腺嘌呤

（3-Methyladenine, 3-MA）在自噬的起始阶段通过抑制自噬体形成来减少自噬，

提高奥沙利铂（Oxaliplatin）、5-FU、贝伐单抗等药物对结直肠肿瘤的疗效[51-53]。

此外，应用特异性的 siRNA/shRNA 下调自噬相关蛋白，亦可提高对肿瘤的治疗

效果[49, 54, 55]。根据这些研究，我们利用氯喹干预具核梭杆菌感染的肠癌细胞后

再次予以化疗药物培养，结果显示氯喹可增加具核梭杆菌感染而产生耐药的细胞

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由此可知，具核梭杆菌感染大肠癌细胞产生化疗抵抗依赖

于自噬增加。 

    细胞凋亡是程序性细胞死亡的一种，其特征为一系列的形态学变化，包括核

缩合（固缩）和碎裂（核碎裂），以及胞膜空泡化，从而导致凋亡小体的形成。

细胞凋亡也伴随着一系列的生化过程，包括线粒体外膜通透化、半胱天冬酶活化、

代谢水解酶活化及大分子（包括 DNA）的降解等[56]。细胞自噬与凋亡过程受到

多种上游信号的影响，同时二者也可互相调控，且以抑制作用为主[57]。基于此，

我们进一步探究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对化疗药物诱导凋亡抵抗的机制，

发现具核梭杆菌诱导大肠癌细胞对化疗的凋亡抵抗是通过抑制凋亡关键蛋白的

剪切而实现的。 

    综上所述，具核梭杆菌可通过促进大肠癌细胞自噬，继而诱导大肠癌细胞产

生化疗药物抵抗。这是目前国内外尚未报道过的，并为具核梭杆菌在大肠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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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然而，具核梭杆菌通过自噬诱导大肠癌细

胞产生化疗抵抗的分子调控机制为何呢？我们将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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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具核梭杆菌诱导大肠癌细胞自噬的分子调控机制 

 

近年的研究显示，特定microRNAs表达水平的下调已成为肿瘤发生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事件。而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关于microRNAs对自噬的转录后调控

的研究方兴未艾。有研究表明，microRNAs可以通过调控自噬关键基因而发挥重

要功能[37]。因此，我们通过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mRNA芯片、高/低丰

度具核梭杆菌的肠癌组织microRNAs芯片及microRNAs靶基因预测软件，来深入

研究具核梭杆菌诱导大肠癌细胞自噬的分子调控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所需试剂 

 人大肠癌细胞 HT29、HCT116：ATCC，美国  

 McCoy’s 5A 培养基：Gibco，美国 

 PBS：Gibco，美国 

 胰蛋白酶：Gibco，美国 

 胎牛血清：Gibco，美国 

 DMSO：Sigma，美国 

 支原体去除剂：上海吉盛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细胞培养耗材：Corning，美国 

 玻底培养皿：NEST，美国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菌株（ATCC 25586）：ATCC，美国 

 脑心浸基础培养基、酵母提取物、蛋白胨：OXOID，英国 

 K2HPO4、Hemin、Resazurin sodium salt、Vitamin K1-visous liquid：Sigma，

美国 

 L-Cysteine hydrochloride：Acros，美国 

 琼脂粉：北京鼎国昌盛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DH5α 感受态大肠杆菌：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mRNA 相关引物：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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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NA 相关引物：GeneCopoeia，美国 

 microRNA-18a*、microRNA-4802、microRNA-4722、microRNA-4497、NC 

mimics（如下表所示）：上海吉码制药有限公司，中国 

Mimics 名称 sense（5'-3'） antisense（5'-3'） 

NC UUCUCCGAACGUGUCACGUTT ACGUGACACGUUCGGAGAATT 

miR-18a* ACUGCCCUAAGUGCUCCUUCUGG AGAAGGAGCACUUAGGGCAGUUU 

miR-4802 UAUGGAGGUUCUAGACCAUGUU CAUGGUCUAGAACCUCCAUAUU 

miR-4722 GGCAGGAGGGCUGUGCCAGGUUG ACCUGGCACAGCCCUCCUGCCUU 

miR-4497 GUGGGGGAGAGGCUGUC CAGCCUCUCCCCCACUU 

 

 microRNA-18a*、microRNA-4802 及 NC inhibitor（如下表所示）：上海吉码

制药有限公司，中国 

Inhibitor 名称 序列(5'to3') 

NC CAGUACUUUUGUGUAGUACAA 

miR-18a* CCAGAAGGAGCACUUAGGGCAGU 

miR-4802 AACAUGGUCUAGAACCUCCAUA 

 

 ATG7、ULK-1 siRNA 及 Nonspecific siRNA（如下表所示）：上海吉码制药

有限公司，中国 

siRNA 名称 sense（5'-3'） antisense（5'-3'） 

NC UUCUCCGAACGUGUCACGUTT ACGUGACACGUUCGGAGAATT 

ULK1-1 CUGUACGACUUCCAGGAAATT UUUCCUGGAAGUCGUACAGTT 

ULK1-2 GGUACCUCCAGAGCAACAUTT AUGUUGCUCUGGAGGUACCTT 

ULK1-3 GGCUGAAUGAGCUGUACAATT UUGUACAGCUCAUUCAGCCTT 

ATG7-1 GCCGUGGAAUUGAUGGUAUTT AUACCAUCAAUUCCACGGCTT 

ATG7-2 GGAUCCUGGACUCUCUAAATT UUUAGAGAGUCCAGGAUCCTT 

ATG7-3 GAAGCUCCCAAGGACAUUATT UAAUGUCCUUGGGAGCUUCTT 

 

 MicroRNA-18a*与 ULK1 3'UTR 结合位点、microRNA4802 与 ATG7 3'U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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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位点野生型及突变型质粒及 pmirGLO 载体质粒：上海捷瑞基因合成有

限公司，中国 

 GFP-LC3 质粒：上海捷瑞基因合成有限公司，中国 

 Opti-MEM®减血清培养基：Gibco，美国 

 Dharmacon 转染试剂：Thermo Scientific，美国 

 Fugene HD 转染试剂：Roche，瑞士 

 Trizol RNA 提取液：Takara，日本  

 RNA 逆转录试剂盒（RR037A）：Takara，日本  

 real-time PCR 试剂盒：Takara，日本  

 microRNA 逆转录试剂盒：GeneCopoeia，美国 

 Power SYBR Green PCR Master Mix：Applied Biosystems，美国 

 氯仿、无水甲醇、无水乙醇、异丙醇：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中国  

 DEPC 水、TE buffer：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RIPA 裂解液(中)：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PMSF、Proease Inhibitor Cocktail、Phosphotase Inhibitor Cocktail：上海康成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5×蛋白上样缓冲液：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BCA 蛋白定量试剂盒（23227）：Thermo Scientific，美国 

 SDS－PAGE 凝胶试剂盒：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彩色预染蛋白质分子量标准品：Thermo Scientific，美国 

 20×TBS、Tween-20：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SDS、Glycine、Tris：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PVDF 膜 (0.45μm)：Bio-Rad，加拿大 

 丽春红染色液：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脱脂奶粉：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BSA 粉剂：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蛋白免疫印迹所用一抗如下表所示： 

抗体名称 稀释比例 对应二抗稀释比例 公司 

Anti-ACTB-HRP tagged 1:10000 / S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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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LC3B rabbit 1:1000 1:3000 Sigma 

Anti-ULK1 rabbit 1:1500 1:3000 CST 

Anti-ATG7 rabbit 1:1000 1:3000 CST 

 

 山羊抗兔、山羊抗鼠 HRP 标记二抗:上海康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化学发光高敏检测试剂盒（Super Signal® West Femto Maximum Sensitivity 

Substrate，34096）：Thermo Scientific，美国 

 化学发光低敏检测试剂盒（Super Signal® West Pico Chemiluminescent 

Substrate，34080）：Thermo Scientific，美国 

 化学发光中敏检测试剂盒（WBKLS0500）：Millipore，美国 

 感光胶片：柯达，美国 

 组织样品 DNA 提取试剂盒（51304）：QIAGEN，德国 

 组织样品 microRNA 提取试剂盒（217004）：QIAGEN，德国 

 质粒抽提试剂盒：QIAGEN，德国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试剂盒：Promega，美国 

 

1.1.2 实验所需仪器 

 自动洗片机（X-102）：柯达，美国 

 底片成像仪（VersaDoc™ MP Systems）：Bio-Rad，加拿大 

 垂直电泳槽、转印槽：Bio-Rad，加拿大 

 电泳仪电源：Bio-Rad，加拿大 

 生物安全柜（Airstream® AC2 型）：ESCO，新加坡 

 超净工作台（YJ-875）：苏州净化设备公司，中国 

 倒置显微镜：Olympus，日本 

 厌氧工作站（DG250）：Don Whitley Science，英国 

 二氧化碳培养箱（MCO-18M）：SANYO，日本 

 微量移液器：Eppendorf，德国 

 低温超速离心机：Eppendorf ，德国 

 电热恒温干燥箱 202-00 型：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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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纯水系统（Milli-Q）：Millipore，美国 

 恒温水浴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中国 

 电子分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天平有限公司，中国 

 超速离心机（Model J2-21M Indution Drive Centrifuge）：BeckMan，德国 

 酶联免疫检测仪（MUCTISCAN GO）：Thermo Scientific，美国   

 激光共聚焦荧光显微镜（LSM-710）及图像采集分析处理软件 ZEN 2012 Light 

Editor：Zeiss，德国 

 透射电子显微镜（CM-120）：Philips，荷兰 

 微量紫外分光光度计（NanoDrop 2000）：Thermo scientific，美国  

 荧光定量 PCR 仪（StepOnePlus）：Applied Biosystems，美国  

 荧光报告系统检测仪器(GloMax™ 20/20)：Promega，美国 

 

1.1.3 组织标本的采集 

 大肠癌标本：收集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大肠癌手术标本，所

有标本均经病理证实为大肠癌。该课题的设计和实施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大肠癌病理诊断基于 HE 染

色和 WHO (2000)国际分类标准，临床分期则采用国际抗癌联盟(UICC)在

2002 年修订的新 TNM 分期标准[58]。 

 大肠正常黏膜及癌前病变组织标本：收集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肠镜室活检黏膜组织标本，每块标本取材深达黏膜肌层，所有标本均经病

理证实。该课题的设计和实施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临床

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 

 人大肠癌细胞 HT29、HCT116 培养于 McCoy’s 5A 培养基； 

 均为 10%胎牛血清； 

 置于 5% CO2、95%湿度、37°C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每天观察细胞形态一次，隔日更换培养液一次，培养瓶内细胞生长达 90％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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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率时传代。 

 

1.2.2 具核梭杆菌培养基配制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3 具核梭杆菌培养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4 细菌计数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5 菌液配制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6 细菌感染感染细胞实验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7 siRNA/mimics/inhibitor 瞬时转染 

 转染前一天，将生长状态良好的人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接种于 6 孔

板中，每孔加 1.5 ml 完全培养基，5% CO2、37°C 培养箱中培养约 16~20 小

时，使细胞汇合率能够达到 30~ 40%；  

 将 5 μl siRNA/mimics/inhibitor（溶于 Opti-mem 无血清培养基中，轻轻混匀，

室温静置 5 分钟；同时将 5 μl Dharmacon 转染试剂溶于 Opti-mem 无血清培

养基中，轻轻混匀，室温静置 5 分钟；将两管混合，放置 20 分钟；  

 移除原培养板中的培养液，PBS 洗涤 1 次之后迅速加入转染的培养液，并用

无血清培养基补足至 1 ml，5% CO2、37°C 培养箱中培养 5~6 小时后弃去转

染的培养液，换用完全培养基继续培养。 

 

1.2.8 质粒扩增与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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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 转化与扩增 

 将事先配好的 LB 培养基（无抗生素）置于室温下复温，所用所有耗材均已

高温高压灭菌处理，全部步骤在无菌超净工作台中进行； 

 取 50 μl DH5α 菌液于 1.5 ml EP 管中，加入外源性 DNA 5~10 μl（浓度大于

500 μg/ml），用移液器轻轻吹打混匀后，冰浴 30 分钟； 

 立刻置于 42°C 水浴热激 90 秒，注意：勿剧烈摇动离心管； 

 快速将离心管置于冰上冰浴 10 分钟； 

 加入 200 μl LB 培养基，用移液器轻轻吹打混匀后均匀铺板； 

 待平板在超净台内吹干后密封，倒置放在 37°C 培养箱中过夜； 

 16~18 小时后，将平板取出，即可观察到长处的白色菌落，用白色 Tip 头轻

轻挑出单个菌落，加到适量含抗生素的LB培养基中，置于恒温摇床中 37°C、 

200~220 rpm 条件下摇菌扩增，待 16~18 小时后 LB 培养基浑浊时即可进行

质粒抽提； 

 

1.2.8.2 质粒抽提 

 事先需将试剂盒内 Buffer P1 中加入 RNaseA 和 lyseblue 指示剂（试剂盒内配

备），将 Buffer P3 置于 4°C 中预冷； 

 将 25 ml 已摇过夜的 LB 菌液在 4°C、6000 g 离心 15 分钟； 

 弃上清，加入 Buffer P1 4 ml 重悬细菌沉淀，反复充分吹打混匀； 

 再加入 Buffer P2 4 ml，剧烈涡旋混匀，此时溶液应变为蓝色，室温下孵育 5

分钟； 

 加入 Buffer P3 4 ml，轻轻摇匀，此时溶液出现白色絮状沉淀，冰上孵育 15

分钟； 

 用最高速（>20000 g）4°C、离心 30 分钟，将上清液置于干净的高速离心管

中再次以同样条件离心 15 分钟； 

 离心的同时用 Buffer QBT 4 ml 加入质粒抽提柱内，任液体经重力作用完全

流尽以平衡柱子； 

 待质粒抽提柱平衡完成后，将离心 2 遍后的上清液加入柱中，任液体经重力

作用完全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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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Buffer QC 10 ml 加入质粒抽提柱内，任液体经重力作用完全流尽以平衡柱

子，重复 2 次； 

 用 Buffer QF 5 ml 将柱子中的 DNA 洗脱下来，收集在干净的 50 ml 离心管内； 

 加入 3.5 ml 异丙醇室温下静置 30 分钟沉淀 DNA，后 4°C、15000 g 离心 30

分钟； 

 小心弃掉上清（此时 DNA 沉淀完全透明），加入 2 ml 焦炭酸二乙酯（Diethyl 

pyrocarbonate, DEPC）水配制的 70%的乙醇洗涤 DNA 沉淀，后 4°C 15000 g

离心 10 分钟； 

 超净台中小心弃掉上清（此时 DNA 沉淀为白色，肉眼可见），加入适量无菌

TE 溶液后溶解，进行定量； 

 使用 NanoDrop 2000 紫外分光光度仪检测核酸浓度，打开软件后界面选取

“nucleic acid”，将右上角“type”处选为“DNA”，待仪器自检完成后即可开始测

量； 

 将金属臂抬起，吸取 1 μl 溶剂（此处为 TE）加在探头上，轻轻放下金属臂，

点击软件左上角“blank”键进行空白调 0； 

 调 0 完成后用脱脂棉轻轻擦去探头上的液体，再吸取 1 μl 待测样品加在探头

上，轻轻放下金属臂，点击软件左上角“measure” 键进行测量即可；测完一

个样品后用脱脂棉轻轻擦去探头上的液体再检测下一个样品；检测完毕后记

录数据，关闭软件； 

 -80°C 保存备用。 

 

1.2.9 质粒瞬时转染 

 转染前一天，将生长状态良好的人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接种于 6 孔

板中，每孔加 1.5 ml 完全培养基，5% CO2、37°C 培养箱中培养约 16~20 小

时，使细胞融合度能够达到 60~80%； 

 取 1 μg/孔质粒，用 200 μl Opti-MEM 培养基稀释，轻轻混匀，室温静置 5

分钟，然后每孔中加入 3 μl Fugene HD 转染试剂，轻轻混匀，室温静置 15

分钟； 

 移除原培养板中的培养液，PBS 洗涤 1 次之后迅速加入含质粒的培养液，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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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无血清培养基补足至 1.5 ml，5% CO2、37°C 培养箱中培养 5~6 小时后弃

去含质粒的培养液，换用完全培养基继续培养。 

 

1.2.10 细胞总蛋白提取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11 BCA 蛋白浓度测定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12 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13 RNA 抽提 

1.2.13.1 细胞 RNA抽提 

 PBS 洗涤 2 次，6 孔板每孔加入 0.5~1 ml Trizol 溶液（视细胞密度而定），反

复吹打 5~10 次，使细胞裂解，转移到 1.5 ml EP 管，室温放置 5 分钟，使细

胞充分裂解； 

 加入 200 μl 氯仿，振荡混匀 15 秒，室温放置 5 分钟，此时可见管中液体有

部分分层；4°C、12000 rpm 离心 15 分钟，离心结束后样品呈现出上层无色

透明-中层乳白色-下层红色透明液体； 

 小心吸取上层水相至新的 1.5 ml EP 管中，加入 500 μl 异丙醇，充分混匀后

室温下静置 20~30 分钟，将 RNA 沉淀下来； 

 以 4°C、12000 rpm 离心 20 分钟，离心后在管侧和管底出现胶状沉淀，去除

上清； 

 以 75%乙醇（DEPC 水配制）洗涤 RNA 沉淀（每使用 1 ml Trizol 加 1ml 75%

乙醇）；4°C、7500 rpm 离心 5 分钟，用移液器尽可能小心吸干上清，将离心

管置于 37°C 金属浴上干燥约 10 分钟，此时管底可见白色 RNA 颗粒； 

 加入适量 DEPC 水使 RNA 溶解； 

 使用微量紫外分光光度计（NanoDrop 2000）检测核酸浓度，打开软件后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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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选取“nucleic acid”，将右上角“type”处选为“RNA”，待仪器自检完成后即可

开始测量； 

 将金属臂抬起，吸取 1 μl 溶剂（DEPC 水）加在探头上，轻轻放下金属臂，

点击软件左上角“blank”键进行空白调 0； 

 调 0 完成后用脱脂棉轻轻擦去探头上的液体，再吸取 1 μl 待测样品加在探头

上，轻轻放下金属臂，点击软件左上角“measure” 键进行测量即可；测完一

个样品后用脱脂棉轻轻擦去探头上的液体再检测下一个样品；检测完毕后记

录数据，关闭软件；RNA 纯度：A260 nm/A280 nm=1.8~2.0 

 -80°C 保存备用。 

 

1.2.13.2 组织 RNA抽提 

 天平称取 50 mg 组织，加入液氮充分研磨后加入 1 ml Trizol，反复吹打混匀

5~10 次，转移至 1.5 ml EP 管，室温放置 5 分钟。 

 加入 200 μl 氯仿，振荡混匀 15 秒，室温放置 5 分钟，此时可见管中液体有

部分分层；4°C、12000 rpm 离心 15 分钟，离心结束后样品呈现出上层无色

透明-中层乳白色-下层红色透明液体； 

 小心吸取上层水相至新的 EP 1.5 ml 管中，加入 500 μl 异丙醇，充分混匀后

室温下静置 20~30 分钟，将 RNA 沉淀下来； 

 以 4°C、12000 rpm 离心 20 分钟，离心后在管侧和管底出现胶状沉淀，去除

上清； 

 以 75%乙醇（DEPC 水配置）洗涤 RNA 沉淀（每使用 1 ml Trizol 加 1 ml 75%

乙醇）；4°C、7500 rpm 离心 5 分钟，用移液器尽可能小心吸干上清，将离心

管置于 37°C 金属浴上干燥约 10 分钟，此时管底可见白色 RNA 颗粒； 

 加入适量 DEPC 水使 RNA 溶解； 

 使用微量紫外分光光度计（NanoDrop 2000）检测核酸浓度，打开软件后界

面选取“nucleic acid”，将右上角“type”处选为“RNA”，待仪器自检完成后即可

开始测量； 

 将金属臂抬起，吸取 1 μl 溶剂（DEPC 水）加在探头上，轻轻放下金属臂，

点击软件左上角“blank”键进行空白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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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0 完成后用脱脂棉轻轻擦去探头上的液体，再吸取 1 μl 待测样品加在探头

上，轻轻放下金属臂，点击软件左上角“measure” 键进行测量即可；测完一

个样品后用脱脂棉轻轻擦去探头上的液体再检测下一个样品；检测完毕后记

录数据，关闭软件；RNA 纯度：A260 nm/A280 nm=1.8~2.0 

 -80°C 保存备用。 

 

1.2.13.3 组织样品 miRNA 抽提（miRNeasy Mini Kit ，QIAGEN） 

 实验前注意：试剂盒室温可以保存 9 个月，QIAzol® Lysis Reagent 可存放于

室温或者 2~8°C；该试剂盒用于提取细胞及组织内的总 RNA，包括 small 

RNAs；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加热来溶解Buffer RWT中的沉淀；Buffer RWT 

和 Buffer RPE 在使用前请按瓶身说明加入适量乙醇（96~100%）； 

 天平称取 50 mg 组织，加入液氮充分研磨后加入 700 μl QIAzol Lysis Reagent，

并收集匀浆至 1.5 ml EP 管中； 

 室温孵育匀浆 5 分钟； 

 匀浆中加入 140 μl 氯仿并盖上管盖，剧烈震荡 15 秒； 

 室温孵育孵育 2~3 分钟； 

 4°C、12000 g 离心 15 分钟； 

 轻轻吸出水相上清并转移到新管中；加入 1.5 倍的 100%乙醇（约 525 μl），

吹打混匀； 

 吸取 700 μl 样本（包括沉淀）至 RNeasy® Mini 柱子，盖上盖子并置于 2 ml

收集管内，室温、≥8000 g 离心 15 秒，弃去收集管内液体； 

 重复上一步骤； 

 向柱子内加入 700 μl Buffer RWT，室温、≥8000 g 离心 15 秒，弃去收集管内

液体； 

 向柱子内加入 500 μl Buffer RPE，室温、≥8000 g 离心 15 秒，弃去收集管内

液体； 

 向柱子内再加入 500 μl Buffer RPE，室温、≥8000 g 离心 2 分钟，弃去收集管

内液体； 

 将柱子置于新的收集管内，全速离心 1 分钟以除去柱子内的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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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柱子置于新的 1.5 ml EP 管，加入 30~50 μl RNase-free 水，室温、≥8000g

离心 1 分钟以收集 RNA；可重复该收集步骤以提高 RNA 浓度； 

 吸取 1 μl RNA 溶液用 NanoDrop 2000 仪器检测 RNA 浓度和纯度，-80°C

冰箱保存备用。 

 

1.2.14 组织样品 DNA 的提取（QIAamp DNA Mini Kit，QIAGEN） 

 实验前注意：样品保持于室温，试剂避免反复冻融 ；准备好水浴 2 组（56°C、

70°C）；  

 Buffers AW1 and AW2 配制： 

Buffer AL：室温保存，使用前充分摇匀，室温可存放 1 年，注意不要直接将

QIAGEN Protease 或 proteinase K 加入 Buffer AL； 

Buffer AW：室温保存，初次使用时，请按照瓶子上的标签加入适量乙醇

（96~100%），室温可以存放 1 年； 

Buffer AW2：室温保存，初次使用时，请按照瓶子上的标签加入适量乙醇

（96~100%），室温可以存放 1 年； 

如果 Buffer ATL 或 AL 中有沉淀形成，则于 56°C 中水浴中溶解 。 

 切割组织样品：1mg 组织可得到大约 0.2~1.2 μg 的 DNA，样品一般应少于

25 mg；    

 处理组织样本：将 25 mg 组织置于液氮中，充分研磨后倒入 2 ml 离心管中，

加入 180 μl Buffer ATL，此过程中，液氮可以挥发，但组织不能融化； 

 加入 20 μl proteinase K，振荡处理 20 秒，56°C 水浴至组织完全裂解；  

 短时离心，以收集离心管盖内沿液体；   

 加入 200 μl Buffer AL，振荡 15 秒，70°C 水浴 10 分钟。短时离心，以去除

离心管盖内沿液体；注：加入 Butter AL 后，可能会产生白色沉淀物，70°C

水浴中大都可以溶解，这些沉淀物对于抽提过程和后续实验没有影响； 

 加入 200 μl 乙醇（96%~100%），振荡 15 秒，短时离心，以去除离心管盖内

沿液体； 注：加入乙醇后，可能会产生白色沉淀物，这些沉淀物对于抽提过

程和后续实验没有影响；   

 小心将以上所得混合液（包括沉淀物）小心加入到 QIAamp Mini 离心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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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wetting the rim），将离心柱放入 2 ml 收集管中；盖紧离心管盖，以

8000 rpm 离心 1 分钟；将离心管取出，放入一支洁净的 2 ml 收集管中（试

剂盒提供），丢弃收集管及其中液体； 

 小心加入 500 μl Buffer AW1 到 QIAamp Mini 离心柱中（勿沾湿边缘）；盖紧

离心管盖，以 8000 rpm 离心 1 分钟；将离心管取出，放入一支洁净的 2 ml

收集管中（试剂盒提供），丢弃收集管及其中液体；   

 小心加入 500 μl Buffer AW2 到 QIAamp Mini 离心柱中（勿沾湿边缘）；盖紧

离心管盖，以 14000 rpm 离心 3 分钟；将离心管取出，放入一支洁净的 2 ml

收集管中（试剂盒提供），丢弃收集管及其中液体； 

 将 QIAamp Mini 离心柱置入一支新的 2 ml 收集管中（自备），丢弃收集管及

其中液体，全速离心 1 分钟，此步是为了防止 Buffer AW2 残留；  

 将 QIAamp Mini 离心柱置入一支洁净 1.5 ml 收集管中（自备），丢弃收集管

及其中液体，小心在 QIAamp Mini 离心柱中加入 200μl Buffer AE 或蒸馏水

（室温）；室温下静置 1 分钟，8000 rpm 离心 1 分钟； 

 8000 rpm 离心 1 分钟，将收集管盖好； 

 吸取 1 μl DNA 溶液用 NanoDrop 2000 仪器检测 DNA 浓度和纯度，-20°C

冰箱保存备用。 

 

1.2.15 逆转录 

1.2.15.1 逆转录反应（PrimeScript™ RT reagent Kit，Takara） 

 按下列组份配制逆转录反应液（反应液配制应在冰上进行） 

试剂 用量 

5X PrimeScript®Buffer 4 μl 

PrimeScript®RT Enzyme Mix 1 μl 

Oligo dT Primer (50 μM) 1 μl 

Random 6 mers (100 μM) 1 μl 

Total RNA 1 μg 

RNase Free dH2O Up to 20 μl 

 逆转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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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C  15 分钟（逆转录反应） 

85°C  5 秒（逆转录酶的失活反应）  

 将得到的 cDNA 应用于下一步的荧光定量 PCR，暂不用可移至-20°C 冰箱保

存。 

 

1.2.15.2 microRNA 逆转录反应（All-in-One™ miRNA First-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GeneCopoeia） 

 按下列组份配制 microRNA 逆转录反应液（反应液配制应在冰上进行） 

试剂 用量 

5×Reaction Buffer 5 μl 

RTase Mix 1 μl 

2.5U/µl polyA polymerase 1 μl 

Total RNA 1 μg 

ddH2O(RNase and DNase Free) Up to 25 μl 

 microRNA 逆转录反应 

37°C  60 分钟 

85°C  15 分钟  

 将得到的 cDNA 应用于下一步的荧光定量 PCR，暂不用可移至-20°C 冰箱保

存。 

 

1.2.16 实时荧光定量 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1.2.16.1 荧光定量 PCR 

即实时检测 PCR 扩增产物并进行解析的方法，至今已经成为基因表达解析

的必要手段。在 PCR 反应体系中加入荧光基团，利用荧光信号积累实时监测整

个 PCR 过程，记录每个反应管中的荧光信号到达所设定的域值时所经历的循环

数，即 Ct 值。通过相对定量解析 mRNA 表达变化时，首先分别测定目的基因和

参比基因的量，再求出对于参比基因的目的基因的相对量，最后再进行样品间相

对量的比较，目前大多采用标准曲线的定量方法以及△△Ct 法。选择管家基因作

为参比基因，对所有样品进行 RNA 量校正，即样品的归一化处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第二章 

52 
 

 引物由上海生工设计合成，引物序列如下表所示 

引物名称 序列(5'to3') 

β-actin-F AGAGCCTCGCCTTTGCCGATCC 

β-actin-R CTGGGCCTCGTCGCCCACATA 

ULK1-F ACAGAGACCGTGGGCAAGT 

ULK1-R GACCTCCAAATCGTGCTTCT 

ULK2-F CCACGGAGTTCTGACTGGTT 

ULK2-R GGCTCATTCCCATCTTTCG 

ATG2A-F TCACTCTCTCCAGCAACATCA 

ATG2A-R CAGGGTCTCCACCTCACACT 

ATG4C-F TTGGTGGCAAACCTAAACAG 

ATG4C-R GAAGGGCAGTGGAATGTCTC 

ATG4D-F CATACACCTGTCTCCCACCA 

ATG4D-R GCGTCCAGTGCAAACTACAG 

ATG7-F AGTGGGAGTGAAATGTGTGC 

ATG7-R CGGAGGACTGGCTCTTGTAG 

ATG9A-F TCCACCGGCTTATCAAGTTC 

ATG9A-R TACGGAAGGGCAGACATAGG 

ATG9B-F TTCACAACCTTCCTCCTTCG 

ATG9B-R GGGTCACTTTGCTGTGGAAC 

ATG13-F GGCTGACTTCTGAGGATTGG 

ATG13-R AGTTGGCTGCTACTGCTTCTG 

ATG16L2-F TCTGGAATGTTGTGGGAAGTC 

ATG16L2-R GCTGTCACCTTATCCTTGTGTC 

 

 配制荧光定量 PCR 反应液（反应体系在冰上配制），具体如下表： 

试剂 用量 

SYBR® Premix Ex TaqTM II（2×） 5.0 μl 

Forward Primer (10 μM) 0.4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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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se Primer (10 μM) 0.4 μl 

ROX Reference Dye（50×） 0.2 μl 

cDNA(1:3) 1.0 μl 

RNase Free dH2O 3.0 μl 

 反应条件:  

95°C  30 秒 

95°C  5 秒、60°C  30 秒—40 个循环 

 结果计算：采用 2-△△Ct法计算其相对定量。 

本实验采用标准曲线相对定量方法，以 β-actin 作为参比基因。首先，准备 6

个梯度稀释的标准品（cDNA），然后以这些标准品作为模版进行 Real-time PCR

反应，得到各自相应的Ct值，通过Ct值与起始模板浓度对数值之间的线型关系，

绘制做出标准曲线；其次，将得到的目的基因和管家基因的 Ct 值分别代入各自

的标准曲线，换算出起始的模板量；然后，用目的基因定量结果除以参比基因的

定量结果可得到校正值；最后，将对照样品的表达量定义为“1”，计算出相对量，

进行样品间相对量的比较。若样品组与对照组比值大于 2 认为表达增加，若小于

0.5 则为表达下降。本次试验每次反应均进行三个复孔，Ct 取其均值。每次定量

反应后产物都经 2 %琼脂糖电泳证明是否为所需扩增的片段。 

 

1.2.16.2 microRNA 荧光定量 PCR 

 引物由 GeneCopoeia（All-in-One™ miRNA qPCR Primer）设计合成，引物如

下表所示 

引物名称 产品编号 

U6 HmiRQP9001 

hsa-miR-498 HmiRQP0541 

hsa-miR-513a HmiRQP0566 

hsa-miR-4802 HmiRQP2513 

hsa-miR-6507 HmiRQP2959 

hsa-miR-4790* HmiRQP2493 

hsa-miR-4722 HmiRQP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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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a-miR-4497 HmiRQP2138 

hsa-miR-4270 HmiRQP1596 

hsa-miR-3714 HmiRQP1981 

hsa-miR-18a* HmiRQP0254 

hsa-miR-125b-2* HmiRQP0097 

hsa-miR-5787 HmiRQP2753 

 

 配制 microRNA 荧光定量 PCR 反应液（反应体系在冰上配制），具体如下表： 

试剂 用量 

ABI Power SYBR Green PCR Master Mix（2×） 5.0 μl 

Universal adaptor PCR Primer（1×） 0.5 μl 

Forward primer 0.5 μl 

cDNA(1:7) 1.0 μl 

RNase Free dH2O 3.0 μl 

 反应条件： 

95°C  10 分钟 

95°C  15 秒、60°C  60 秒—40 个循环 

 结果计算：采用 2- △△Ct法计算其相对定量。 

 

1.2.16.3 细菌荧光定量 PCR 

 引物由上海生工设计合成，引物序列如下表所示 

引物名称 序列(5'to3') 

16S-F GGTGAATACGTTCCCGG 

16S-R TACGGCTACCTTGTTACGACTT 

Fn-F CAACCATTACTTTAACTCTACCATGTTCA 

Fn-R GTTGACTTTACAGAAGGAGATTATGTAAAAATC 

 

 配制细菌荧光定量 PCR 反应液（反应体系在冰上配制），具体如下表： 

试剂 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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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 Power SYBR Green PCR Master Mix（2×） 5.0 μl 

Forward Primer (10 μM) 0.4 μl 

Reverse Primer (10 μM) 0.4 μl 

DNA(40ng) 1.0 μl 

RNase Free dH2O 3.0 μl 

 

 反应条件： 

50°C  2 分钟 

95°C  10 分钟 

95°C  15 秒、60°C  60 秒—40 个循环 

 结果计算：采用 2- △Ct法计算其相对定量。 

 

1.2.17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试剂盒，Promega）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是以荧光素（luciferin）为底物来检测萤火虫荧光素

酶（fireflyluciferase）活性的一种报告系统[59]。荧光素酶可以催化 luciferin 氧化

成 oxyluciferin，在 luciferin 氧化的过程中，会发出生物荧光（bioluminescence）。

然后可以通过荧光测定仪也称化学发光仪（luminometer）或液闪测定仪测定

luciferin 氧化过程中释放的生物荧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这一生物发光体系可以

极其灵敏、高效地检测基因的表达，是检测 microRNA 与目的基因 3'UTR 相互作

用的一种检测方法。目前所采用的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是结合萤火虫（firefly）

和海肾（renilla）荧光素酶的共报告基因测试技术，一般在用萤火虫荧光素酶定

量基因表达时，同时采用第二个报告基因来减少实验的变化因素，使得最终结果

更为准确可靠[60, 61]。 

 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接种于 24 孔板，每组 3 个复孔，进行相应处理

后再培养 48 小时； 

 弃去培养基，PBS 洗涤 2 次，每孔加入 50 μl 1×PLB 裂解液裂解细胞，室温

裂解 10~15 分钟； 

 吸取 10 μl 裂解液到一新的 1.5 ml EP 管中，加入 50 μl 配置好的萤火虫荧光

素酶底物，10 秒内上机测定，此为萤火虫荧光素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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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 1×Stop&Glo Reagent 50 μl，上机测定，此为海肾荧光素酶值； 

 计算结果：萤火虫荧光素酶值除以海肾荧光素酶值为此孔的值，再比较每组

间数值的差异。 

 

1.2.18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活体细胞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自噬 GFP-LC3 活体细胞及相应信号采集的具体条件参数

如下： 

 40 倍油镜，视野分辨率 1024×1024，单色通道（发射光波长为 488 nm），扫

描速率 7~8。 

 488 nm 通道信号参数设置为：Laser 3~4；Pinhole 45 μm；Gain 670~690； 

LC3 双标腺病毒活体细胞结果判断标准如下： 

每个玻底培养皿均在 40 倍油镜下进行观察并使用统一条件采集图像，培养

皿随机拍摄 5 处，统计 1000 个细胞内的阳性细胞的个数，然后使用 ZEN 2012 

Light Edition 软件分析计算。 

 

1.2.19 透射电镜样品制备过程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20 芯片 

1.2.20.1 表达谱芯片 

    本研究选用的是上海卓立生物公司的 Human OneArray®高密度基因组表达

谱芯片，该芯片的探针设计采用特有探针设计软件平台 IMPORT （Integrated 

Massive Probes Optimal Recognition Tool）。探针信息整合了各大重要数据库信息，

如  REf Seq 、 CGAP 、 BioCarta 、 KEGG Mouse Exonic Evidence Based 

Oligonucleotide（MEEBO）等。探针设计严谨，所有的寡核酸探针均经过严格筛

选，能特异性检测数据库中的基因，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其具体过程包括： 

 总 RNA 抽提； 

 样品质检：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或 LAB-ON-A-CHIP 系统对样品总 RNA 进行

质量检测和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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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过程：a、逆转录，标记；b、杂交、洗脱； 

 图像扫描：用激光共聚焦扫描仪对杂交结束后的芯片进行扫描； 

 数据处理：对杂交信号值进行扣本底、标准化； 

 结果分析。 

 

1.2.20.2 microRNA 芯片 

    本研究选用的是上海卓立生物公司的 Human OneArray®高密度 microRNA

芯片，该芯片的采用最新Sanger数据库设计，能特异性检测数据库中的microRNA，

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其具体过程包括： 

 总 RNA 抽提； 

 样品质检：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或 LAB-ON-A-CHIP 系统对样品总 RNA 进行

质量检测和定量； 

 实验过程：a、逆转录，标记；b、杂交、洗脱； 

 图像扫描：用激光共聚焦扫描仪对杂交结束后的芯片进行扫描； 

 数据处理：对杂交信号值进行扣本底、标准化； 

 结果分析。 

 

1.2.21 统计学分析 

实验均独立重复三次，数据结果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全部数据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之间比较用 t 检

验，P<0.05 为差异具有显著性，在图中以“*”表示。临床标本相关性检验采用

Spearman 相关系数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筛选并验证与具核梭杆菌和自噬相关的 microRNAs 

首先我们以 Fn 菌感染大肠癌细胞 HT29，采用 Human OneArray®高密度基

因组表达谱芯片检测两组样本的 mRNA 表达谱，分析并筛选 Fn 感染后上调的自

噬相关 mRNA（图 18A）。并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正常患者(37 例)、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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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瘤患者（47 例）及大肠癌患者（42 例）肠黏膜组织中具核梭杆菌的丰度，结

果显示随着正常-大肠腺瘤-大肠癌的进展，Fn 丰度是依次增加的（图 18B）。而

后我们从大肠癌肠黏膜组织里选取 Fn 丰度最高及 Fn 丰度最低的样品各 4 例（图

18B-红绿三角形为选取的样品），采用 Human OneArray®高密度 microRNA 芯片

检测样品的microRNA表达谱，分析并筛选与Fn菌相关的microRNAs（图 18C）。 

 

 

 

 

 

 

 

 

 

 

 

 

 

 

 

图 18. （A）具核梭杆菌感染大肠癌细胞 HT29 的 mRNA 芯片热图；（B）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正常、大肠腺瘤、大肠癌患者肠黏膜的具核梭杆菌丰度；（C）高丰度与低丰度具核梭

杆菌的大肠癌组织 microRNA 芯片热图 

Figure 18. (A) mRNA chip heatmap in HT29 cell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B) Relative 

abundance of F. nucleatum in colonic tissues among heathy control group, colorectal adenoma 

group and colorectal cancer group were dedected by real-time PCR; (C) microRNA chip heatmap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include high-abundance F. nucleatum group and low-abundance F. 

nucleatum group 

 

Fn 感染大肠癌细胞 HT29 的 mRNA 芯片结果显示 Fn 感染后上调的自噬

mRNA 有 10 个（图 18A）；高丰度与低丰度 Fn 的大肠癌组织 microRNA 芯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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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与 Fn 丰度正相关的 microRNAs 有 38 个，与 Fn 丰度负相关的 microRNAs

有 42 个（图 18C）。由于 Fn 感染是促进大肠癌细胞自噬水平的增高，根据

microRNA 调控 mRNA 的原理，我们选取与 Fn 丰度负相关的 microRNAs 进行筛

选。我们通过细胞 mRNA 芯片和大肠癌组织 microRNA 芯片，结合 microRNA

靶基因预测软件 Target Scan 和 miRDB 选取与 Fn 和自噬相关的 microRNAs：

miR-4497、miR-4722、miR-3714、miR-125b-2*、miR-498、miR-5787、miR-513a、

miR-4270、miR-18a*、miR-4790*、miR-4802、miR-6507（图 19）。 

 

 

 

 

 

 

 

 

 

 

 

 

 

 
图 19. 与具核梭杆菌及自噬相关的 microRNAs 筛选示意图 

Figure 19. Schematic about screening microRNAs related to F. nucleatum and autophagy 

 

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对Fn感染的大肠癌细胞HCT116及HT29进行初筛，

结果显示在 Fn 感染的 HCT116 中表达明显下调的 microRNA 为 miR-4802、

miR-6507、miR-4790*、miR-4722、miR-4497、miR-18a*，而上调明显的自噬

mRNA：ULK1、ULK2、ATG4C、ATG4D、ATG7、ATG9B、ATG16L2；在 HT29

中表达明显下调的 microRNA：miR-4802、miR-6507、miR-4790*、miR-4722、

miR-4497、miR-18a*、miR-125b-2*，而上调明显的自噬 mRNA：ULK1、ATG2A、

ATG4C、ATG4D、ATG7、ATG9B、ATG16L2。通过 HCT116 及 HT29 的交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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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终筛选出（候选 microRNAs）miR-4802 与 ATG7、miR-4722 与 ATG4C、

miR-4497 与 ATG9B、miR-18a*与 ULK1（图 20）。 

 

 

 

 

 

 

 

 

 

 

 

 

 

 

 

 

 

图 20.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筛选与具核梭杆菌相关的 microRNAs 及自噬靶基因 

Figure 20. microRNAs and target autophagy genes related to F. nucleatum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对大肠癌细胞HCT116及HT29转染候选microRNAs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

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过表达 miR-4802 后 ATG7 mRNA 表达显著下调，过表达

miR-18a*后 ULK1 mRNA 表达显著下调，而过表达 miR-4722 及 miR-4497 后,

预测的自噬靶基因 mRNA 表达无明显变化（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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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过表达候选 microRNAs 后其自噬靶基因的变化 

Figure 21. Expression change of target autophagy genes after overexpression of candidate 

microRNAs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利用 Fn 感染大肠癌细胞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对这两个 microRNA 及

mRNA 进行最终检测，结果显示 Fn 感染的 HCT116 及 HT29 中 miR-18a*及

miR-4802 显著下调，而 ULK1 及 ATG7 显著上调。通过蛋白免疫印迹检测结果

显示 Fn 感染 HCT116 及 HT29 后 ULK1 及 ATG7 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上调（图

22）。通过上述筛选结果，说明 Fn 与 miR-18a*及 miR-4802 表达负相关，而与

ULK1 及 ATG7 正相关，然而 miR-18a*及 miR-4802 与其潜在靶基因 ULK1 及

ATG7 的关系，我们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图 22. 实时荧光定量 PCR及蛋白免疫印迹检测具核梭杆菌感染大肠癌细胞HCT116及HT29

后 miR-18a*、miR-4802、ULK1 及 ATG7 的变化 

Figure 22. Expression changes of miR-18a*, miR-4802, ULK1 and ATG7 in HCT116 and HT29 

cell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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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icroRNA-18a*对自噬及其靶基因 ULK1的调控 

为确证 ULK1 为 miR-18a*的靶基因，根据 miR-18a*与靶基因 ULK1 3'UTR

的结合位点（图 23A），构建了 ULK1 的荧光素酶报告载体的野生型（pmir-GLO- 

vector-ULK1 3'UTR-Wild type，ULK1 3'UTR-Wt）和突变体（pmir-GLO-vector- 

ULK1 3'UTR-Mutation，ULK1 3'UTR-Mut），分别与 miR-18a* mimics 和 Negative 

control miRNA 共转染，检测 ULK1 3'UTR 荧光素酶活性变化。分成 4 组：

miR-NC+ULK1 3'UTR-Wt 、 miR-18a*+ULK1 3'UTR-Wt 、 miR-NC+ULK1 

3'UTR-Mut 及 miR-18a*+ ULK1 3'UTR-Mut。结果显示，过表达 miR-18a*后可显

著降低野生型 ULK1 荧光素酶报告载体的表达，但是对于突变体的荧光强度没有

显著作用，确定 miR-18a*可直接作用于 ULK1 3'UTR 而下调其表达（图 23B）。 

 

 

 

 

 

 

 

 

 

 

 

 

图 23. miR-18a*与靶基因 ULK1 3'UTR 的结合位点（A）；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试验检测

miR-18a*是否参与靶基因 ULK1 3'UTR 转录后的调控（B） 

Figure 23. The binding sites of miR-18a* and target gene ULK1 3'UTR (A); Whether miR-18a* 

was involved in the 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target gene ULK1 3'UTR was detected by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assay (B) 

 

为明确 ULK1 在自噬中作用，我们构建了 ULK1 的小干扰（siULK1），通过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小干扰敲低 ULK1 的效率，结果显示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转染 siULK1 后 ULK1 显著下调（图 24A）。并通过蛋白免疫印迹检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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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ULK1 对 Fn 感染的细胞 LC3 及 ULK1 蛋白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没有 Fn 感染

的情况下，敲低 ULK1 可减少 LC3 的剪切，而在 Fn 感染的情况下，敲低 ULK1

亦可减少 Fn 所诱导 LC3 的剪切上调，说明敲低 ULK1 可抑制细胞自噬，亦可抑

制 Fn 所诱导的自噬（图 24B）。 

 

 

 

 

 

 

图 24.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siULK1 的敲低效率（A）；蛋白免疫印迹检测抑制 ULK1 对

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自噬的影响（B） 

Figure 24. The knockdown efficiency of siULK1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A); Autophagy 

in HCT116 and HT29 cells transfected siULK1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B) 

 

为了解 miR-18a*对于自噬及其靶基因的影响，我们构建了 miR-18a* mimics

及 inhibitor，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过表达和抑制 miR-18a*后 ULK1 的表

达，结果显示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转染 miR-18a* mimics 后 ULK1 显著

下降，转染 miR-18a*后 ULK1 显著上升（图 25A）。并通过蛋白免疫印迹检测过

表达和抑制 miR-18a* inhibitor 对 Fn 感染的细胞 LC3 及 ULK1 蛋白的影响，结

果显示在没有 Fn 感染的情况下，过表达 miR-18a*可减少 LC3-II 及 ULK1 的表

达，而抑制 miR-18a*则得到相反的结果；在 Fn 感染的情况下，过表达 miR-18a*

亦可减少 Fn 所诱导 LC3-II 及 ULK1 的表达上调，而抑制 miR-18a*则得到相反

的结果，说明 miR-18a*可调控细胞自噬，亦可调控 Fn 所诱导的自噬（图 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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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过表达和抑制 miR-18a*对 ULK1 mRNA 表达的影响（A）；

蛋白免疫印迹检测过表达和抑制 miR-18a*对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HCT116及HT29

自噬的影响（B） 

Figure 25. The expression change of ULK1 mRNA after overexpressing or inhibiting miR-18a*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A); Autophagy in HCT116 and HT29 cells transfected miR-18a* 

mimics or inhibitor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B) 

  

通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过表达miR-18a*后Fn对大肠癌细胞自噬的影响，

结果显示 Fn 感染的 HCT116 及 HT29 转染 miR-18a* mimics 后自噬小体（绿色小

点）的数量明显较对照组减少（图 26）。通过透射电镜观察过表达 miR-18a*对 Fn

感染的大肠癌细胞自噬的影响，结果显示 Fn 感染的 HCT116 及 HT29 转染

miR-18a* mimics 后自噬体及自噬溶酶体（红色箭头所示）的数量明显较对照组

减少（图 27）。再次证明过表达 miR-18a*可抑制 Fn 所诱导的自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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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过表达 miR-18a*对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自噬的影响 

Figure 26. Autophagy in CRC cells transfected miR-18a* mimic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as 

detected by confocal microscope 

 

 

 

 

 

 

 

 

 

 

 

图 27. 透射电镜观察过表达 miR-18a*对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自噬的影响 

Figure 27. Autophagy in CRC cells transfected miR-18a* mimic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as 

detect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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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icroRNA-4802 对自噬及其靶基因 ATG7 的调控 

为证实 ATG7 为 miR-4802 的靶基因，根据 miR-4802 与靶基因 ATG7 3'UTR

的结合位点（图 28A），构建了 ATG7 的荧光素酶报告载体的野生型（pmir-GLO- 

vector-ATG7 3'UTR-Wild type， ATG7 3'UTR-Wt）和突变体（pmir-GLO-vector- 

ATG7 3'UTR-Mutation，  ATG7 3'UTR-Mut），分别与 miR-4802 mimics 和 

Negative control miRNA 共转染，检测 ATG7 3'UTR 荧光素酶活性变化。分成 4

组：miR-NC+ATG7 3'UTR-Wt、miR-4802+ATG7 3'UTR-Wt、miR-NC+ATG7 

3'UTR-Mut 及 miR-4802+ ATG7 3'UTR-Mut。结果显示，过表达 miR-4802 后可显

著降低野生型 ATG7 荧光素酶报告载体的表达，但是对于突变体的荧光强度没有

显著作用，确定 miR-4802 可直接作用于 ATG7 3'UTR 而下调其表达（图 28B）。 

 

 

 

 

 

 

 

 

 

 

 

 

图 28. miR-4802 与靶基因 ATG7 3'UTR 的结合位点（A）；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试验检测

miR-4802 参与靶基因 ATG7 3'UTR 转录后的调控（B） 

Figure 28. The binding sites of miR-4802 and target gene ATG7 3'UTR (A); Whether miR-4802 

was involved in the 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target gene ATG7 3'UTR was detected by 

dual-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assay (B) 

 

为明确 ATG7 在自噬中作用，我们构建了 ATG7 的小干扰（siATG7），通过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其敲低 ATG7 的效率，结果显示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转染 siATG7 后 ATG7 显著下调（图 29A）。并通过蛋白免疫印迹检测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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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G7 对 Fn 感染的细胞 LC3 及 ATG7 蛋白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没有 Fn 感染的

情况下，敲低 ATG7 可减少 LC3 的剪切，而在 Fn 感染的情况下，敲低 ATG7 亦

可减少 Fn 所诱导 LC3 的剪切上调，说明敲低 ATG7 可抑制细胞自噬，亦可抑制

Fn 所诱导的自噬（图 29B）。 

 

 

 

 

 

 

图 29.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siATG7 的敲低效率（A）；蛋白免疫印迹检测抑制 ATG7 对

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自噬的影响（B） 

Figure 29. The knockdown efficiency of siATG7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A); Autophagy 

in HCT116 and HT29 cells transfected siATG7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B) 

 

为了解 miR-4802 对于自噬及其靶基因的影响，我们构建了 miR-4802 mimics

及 inhibitor，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过表达和抑制 miR-4802 后 ATG7 的表

达，结果显示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转染 miR-4802 mimics 后 ATG7 显著

下降，转染 miR-4802 后 ATG7 显著上升（图 30A）。并通过蛋白免疫印迹检测过

表达和抑制 miR-4802 inhibitor 对 Fn 感染的细胞 LC3 及 ATG7 蛋白的影响，结果

显示在没有 Fn 感染的情况下，过表达 miR-4802 可减少 LC3-II 及 ATG7 的表达，

而抑制 miR-4802 则得到相反的结果；在 Fn 感染的情况下，过表达 miR-4802 亦

可减少 Fn 所诱导 LC3-II 及 ATG7 的表达上调，而抑制 miR-4802 则得到相反的

结果，说明 miR-4802 可调控细胞自噬，亦可调控 Fn 所诱导的自噬（图 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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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过表达和抑制 miR-4802 对 ATG7 mRNA 表达的影响（A）；

蛋白免疫印迹检测过表达和抑制miR-4802对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HCT116及HT29

自噬的影响（B） 

Figure 30. The expression change of ATG7 mRNA after overexpressing or inhibiting miR-4802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A); Autophagy in HCT116 and HT29 cells transfected miR-4802 

mimics or inhibitor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B) 

 

    通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过表达 miR-4802 后 Fn 对大肠癌细胞自噬的影

响，结果显示 Fn 感染的 HCT116 及 HT29 转染 miR-4802 mimics 后自噬小体（绿

色小点）的数量明显较对照组减少（图 31）。通过透射电镜观察过表达 miR-4802

对 Fn 感染的大肠癌细胞自噬的影响，结果显示 Fn 感染的 HCT116 及 HT29 转

染 miR-4802 mimics 后自噬体及自噬溶酶体（红色箭头所示）的数量明显较对照

组减少（图 32）。再次证明过表达 miR-4802 可抑制 Fn 所诱导的自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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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过表达 miR-4802 对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自噬的影响 

Figure 31. Autophagy in CRC cells transfected miR-4802 mimic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as 

detected by confocal microscope 

 

 

 

 

 

 

 

 

 

 

 

 

图 32. 透射电镜观察过表达 miR-4802 对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自噬的影响 

Figure 32. Autophagy in CRC cells transfected miR-4802 mimic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as 

detect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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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临床标本验证具核梭杆菌、目的 microRNAs 和自噬靶基因的相关性 

前述大肠癌组织 microRNA 芯片结果显示高丰度 Fn 的样品 miR-18a*及

miR-4802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细胞 mRNA 芯片结果显示 Fn 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ULK1 及 ATG7 mRNA 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均通过体外细胞实验在转录及蛋白水

平加以验证，并证实 ULK1 为 miR-18a*的靶基因、ATG7 为 miR-4802 的靶基因，

目的 microRNAs 参与靶基因 3'UTR 转录后的调控。此部分研究主要探讨人大肠

癌组织标本中Fn丰度与目的microRNAs及其自噬靶基因mRNA表达的相关性。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果显示 Fn 丰度与 miR-18a*（Spearman r = -0.4414, P<0.01）

及 miR-4802（Spearman r = -0.4161, P<0.05）表达负相关，而与 ULK1（Spearman  

r =0.4202, P<0.01）及 ATG7（Spearman r = 0.3180, P<0.05）mRNA 表达正相关，

miR-18a*与 ULK1（Spearman r = -0.6069, P<0.01）mRNA 表达负相关，miR-4802

与 ATG7（Spearman r = -0.3759, P<0.05）mRNA 表达负相关（图 33）。 

 

 

 

 

 

 

 

 

 

 

 

 

 

 

 

图 33.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大肠癌组织中具核梭杆菌、目的 microRNAs 和自噬靶基因的

关系 

Figure 33.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 nucleatum, candidate microRNAs and target autophagy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第二章 

71 
 

genes mRNA in colorectal carcinoma tissues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3. 讨论 

    在本部分研究中，我们发现 miR-18a*及 miR-4802 与具核梭杆菌的丰度呈负

相关，miR-18a*及 miR-4802 分别参与靶基因 ULK1 及 ATG7 3'UTR 转录后的调

控，从而发挥抑制 ULK1 及 ATG7 mRNA 及蛋白水平的功能。因此我们的研究

表明，具核梭杆菌可通过抑制 miR-18a*及 miR-4802 而上调细胞自噬相关基因的

表达，进而促进大肠癌细胞自噬。 

    miRNAs 是一类高度保守的、长度约 22~24nt 的小片段非编码 RNA，在哺乳

动物体内，目前已知 miRNAs 可调控近一半基因的表达，并在细胞增殖与分化、

信号传导、器官发育、宿主-病毒相互作用、肿瘤发生与发展等生化过程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62, 63]。miRNAs 在 miRNA-RNA-沉默复合物（miRNA-RISC）中起着

导向作用，可靶向调控某些 mRNAs。miRNA 结合位点一般位于 mRNA 的 3'非

翻译区（Untranslated Regions, UTRs）[64]。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某些 miRNAs

可发挥促癌或抑癌的作用，在调控肿瘤自噬与凋亡的过程中也起着关键作用[65-68]。 

    细胞自噬小体的形成受到体内多种分子复合物的调控，包括：(A) UNC-51

样激酶（Unc51-like kinase, ULK）复合物； (B)第三类磷脂肌醇激酶 3

（Phosphoinositide 3 kinase, PI3K）复合物；(C) 两种类泛素化蛋白结合体系：

ATG12 体系及微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3（LC3）体系；(D) 两种跨膜蛋白：ATG9

及 VMP1 [69, 70]。此外，蛋白 P62 是泛素化蛋白的运载受体，在识别这些蛋白并

选择性地运输到自噬体中发挥着作用[71]。 

    ULK 复合物包括 ULK1、ULK2、ATG13、ATG101 及 FIP200，该复合物的

活化是自噬级联反应的开始，在诱导自噬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miRNAs 可

以调控 ULK 复合物的表达，进而影响细胞自噬水平。据报道，在成肌细胞中

miR-20a 和 miR-106b 可通过抑制 ULK1 的表达来调节细胞的自噬[72]。此外，多

种 miRNAs 可通过调控自噬级联通路而影响 ULK 复合物的表达，继而促进肿瘤

细胞的增殖、侵袭及对化疗药物的抗药[73-75]。 

    此外，miRNAs 也可调控两种类泛素化蛋白结合体系。有研究表明，对于黏

附侵袭性大肠杆菌（adherent-invasive E coli，AIEC）导致的克罗恩病而言，A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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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度增加可导致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kappa B, NF-κB）通路高度激活，进而

上调 miR-30c 及 miR-130a，而后者通过靶向抑制 ATG5 和 ATG16L1 降低细胞自

噬，从而使细胞对 AIEC 的吞噬能力下降，炎症加重[76]。在人胶质细胞瘤中，

miR-17 可直接影响类 E1 酶（ATG7）的表达，并增加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及低

剂量电离辐射治疗的敏感性[77]。与之类似，miR-375 通过直接靶向抑制 ATG7 基

因的表达而抑制细胞自噬，导致肝细胞癌在缺氧状态下的生存能力明显降低[78]。 

    我们探明了miR-18a*及miR-4802与具核梭杆菌感染后的大肠癌细胞自噬增

加的相关性，并证实具核梭杆菌感染可下调 miR-18a*及 miR-4802 表达，而

miR-18a*及 miR-4802 可分别靶向调控 ULK1 及 ATG7 mRNA，继而促进肿瘤细

胞的自噬。然而 miR-18a*及 miR-4802 可以调控自噬，那是否参与具核梭杆菌诱

导大肠癌细胞产生的化疗抵抗？是否是通过其自噬靶基因ULK1及ATG7而参与

化疗抵抗呢？将于下一章继续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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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microRNAs 对具核梭杆菌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化疗

抵抗的影响 

 

前述研究表明miR-18a*及miR-4802分别参与靶基因ULK1及ATG7 3'UTR转

录后的调控，从而发挥抑制靶基因mRNA及蛋白水平的功能，进而降低具核梭杆

菌所诱导的自噬。然而，miR-18a*及miR-4802是否通过调节自噬参与具核梭杆菌

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的化疗抵抗呢？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所需试剂 

 人大肠癌细胞 HT29、HCT116 及工具细胞 HEK293T：ATCC，美国  

 McCoy’s 5A、DMEM 培养基：Gibco，美国 

 PBS：Gibco，美国 

 胰蛋白酶：Gibco，美国 

 胎牛血清：Gibco，美国 

 DMSO：Sigma，美国 

 支原体去除剂：上海吉盛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细胞培养耗材：Corning，美国 

 玻底培养皿：NEST，美国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菌株（ATCC 25586）：ATCC，美国 

 脑心浸基础培养基、酵母提取物、蛋白胨：OXOID，英国 

 K2HPO4、Hemin、Resazurin sodium salt、Vitamin K1-visous liquid：Sigma，

美国 

 琼脂粉：北京鼎国昌盛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microRNA-18a*、microRNA-4802、microRNA-4722 及 microRNA-4497 mimics：

上海吉码制药有限公司，中国 

 ATG7、ULK-1 siRNA 及 Nonspecific siRNA：上海吉码制药有限公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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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表达 miR-18a*腺病毒、过表达 miR-4802 腺病毒、对照 GFP 腺病毒：上海

和元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RIPA 裂解液(中、强)：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PMSF、Proease Inhibitor Cocktail、Phosphotase Inhibitor Cocktail：上海康成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5×蛋白上样缓冲液：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BCA 蛋白定量试剂盒（23227）：Thermo Scientific，美国 

 SDS－PAGE 凝胶试剂盒：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彩色预染蛋白质分子量标准品：Thermo Scientific，美国 

 20×TBS、Tween-20、SDS、Glycine、Tris：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 

 无水甲醇、无水乙醇、二甲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中国  

 PVDF 膜 (0.45μm)：Bio-Rad，加拿大 

 丽春红染色液：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脱脂奶粉：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BSA 粉剂：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蛋白免疫印迹所用一抗如下表所示： 

抗体名称 稀释比例 对应二抗稀释比例 公司 

Anti-ACTB-HRP tagged 1:10000 / Sigma 

Anti-LC3B rabbit 1:1000 1:3000 Sigma 

Anti-ULK1 rabbit 1:1500 1:3000 CST 

Anti-ATG7 rabbit 1:1000 1:3000 CST 

Anti-Cleaved Caspase9 rabbit 1:1000 1:3000 CST 

Anti-Cleaved Caspase3 rabbit 1:1000 1:3000 CST 

Anti-Cleaved Caspase6 rabbit 1:1000 1:3000 CST 

Anti-Cleaved Caspase7 rabbit 1:1000 1:3000 CST 

Anti-Cleaved PARP rabbit 1:1000 1:30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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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羊抗兔、山羊抗鼠 HRP 标记二抗:上海康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化学发光高敏检测试剂盒（Super Signal® West Femto Maximum Sensitivity 

Substrate，34096）：Thermo Scientific，美国 

 化学发光低敏检测试剂盒（Super Signal® West Pico Chemiluminescent 

Substrate，34080）：Thermo Scientific，美国 

 化学发光中敏检测试剂盒（WBKLS0500）：Millipore，美国 

 感光胶片：柯达，美国 

 Annexin V-FITC 凋亡检测试剂盒（556547）：BD，美国 

 TUNEL 原位凋亡检测试剂盒：Roche，瑞士 

 脱氧核糖核酸酶 DNaseI（2270A）：Takara，日本 

 顺铂（S1166）：Selleck，美国 

 伊立替康（S2217）：Selleck，美国 

 裸鼠（雄性、4~5 周龄）：上海斯莱克动物实验中心，中国 

 腺病毒纯化试剂盒：Biomiga，美国 

 腺病毒滴度测定试剂盒：上海生博医学生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1.1.2 实验所需仪器 

 自动洗片机（X-102）：柯达，美国 

 底片成像仪（VersaDoc™ MP Systems）：Bio-Rad，加拿大 

 垂直电泳槽、转印槽：Bio-Rad，加拿大 

 电泳仪电源：Bio-Rad，加拿大 

 生物安全柜（Airstream® AC2 型）：ESCO，新加坡 

 超净工作台（YJ-875）：苏州净化设备公司，中国 

 倒置显微镜：Olympus，日本 

 厌氧工作站（DG250）：Don Whitley Science，英国 

 二氧化碳培养箱（MCO-18M）：SANYO，日本 

 微量移液器：Eppendorf，德国 

 低温超速离心机：Eppendorf ，德国 

 电热恒温干燥箱 202-00 型：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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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纯水系统（Milli-Q）：Millipore，美国 

 恒温水浴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中国 

 电子分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天平有限公司，中国 

 超速离心机（Model J2-21M Indution Drive Centrifuge）：BeckMan，德国 

 酶联免疫检测仪（MUCTISCAN GO）：Thermo Scientific，美国 

 石蜡包埋机（EG1150C）：Leica，德国  

 石蜡切片机（RM21459）：Leica，德国  

 全自动脱水机（ASP300）：Leica，德国 

 流式细胞仪（LSRFortessa）：BD，美国 

 激光共聚焦荧光显微镜（LSM-710）及图像采集分析处理软件 ZEN 2012 Light 

Editor：Zeiss，德国 

 透射电子显微镜（CM-120）：Philips，荷兰 

 荧光光学倒置显微镜（ECLIPSE Ti-U）及图像采集分析软件（NIS-Elements 

D.30）：Nikon，日本 

 数码单镜头反光式取景照相机（EOS 70D）：Canon，日本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 

人大肠癌细胞 HT29、HCT116 培养于 McCoy’s 5A 培养基； 

工具细胞 HEK293T 培养于 DMEM 培养基； 

均为 10%胎牛血清； 

置于 5% CO2、95%湿度、37°C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每天观察细胞形态一次，隔日更换培养液一次，培养瓶内细胞生长达 90％汇合

率时传代。 

 

1.2.2 具核梭杆菌培养基配制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3 具核梭杆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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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4 细菌计数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5 菌液配制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6 细菌感染感染细胞实验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7 蛋白提取 

细胞和组织总蛋白提取（所有步骤都需在冰上进行），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

料与方法部分。 

 

1.2.8 BCA 蛋白浓度测定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9 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10 腺病毒的构建、扩增、纯化及滴度测定 

过表达 miR-18a*腺病毒、过表达 miR-4802 腺病毒、对照 GFP 腺病毒由上

海和元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构建；腺病毒的扩增、纯化及滴度测定详见第一章

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11 透射电镜样品制备过程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结论 

78 
 

1.2.12 CCK-8 检测细胞增殖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13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14 建立人大肠癌裸鼠移植瘤模型 

裸鼠购于上海斯莱克动物实验中心，雄性、4~5 周龄、体重 18±2 g，120 支；

饲养于上海同济大学动物实验中心，SPF 级饲料喂养，自由饮水。饲养室保持良

好通风，光线给予光明 12 小时/黑暗 12 小时，正常适应性饲养 1 周后开始实验； 

 复苏人大肠癌细胞 HCT116，传代培养至第三代，以胰蛋白酶消化细胞，离

心收集，PBS 洗涤两次，悬浮为单细胞悬液，密度为 1×107 个/ml。以微量

注射器接种于裸鼠皮下，100 μl/只。 

 接种第 6 天后形成肉眼可见的癌结节，应用游标卡尺测量肿瘤最大直径（a）

与最小直径（b），根据公式 v=0.5×(a×b2)计算肿瘤体积。每 3 天测量一次肿

瘤。 

 将裸鼠分 12 组，每组 10 只。分组如下表： 

分组 瘤周注射Ⅰ 瘤周注射Ⅱ 腹腔注射 

Control 组 0.9% NaCl Adv-GFP-control 0.9% NaCl 

Fn 组 Fn Adv-GFP-control 0.9% NaCl 

miR-18a*组 0.9% NaCl Adv-miR-18a* 0.9% NaCl 

miR-4802 0.9% NaCl Adv-miR-4802 0.9% NaCl 

Cisplatin 组 0.9% NaCl Adv-GFP-control Cisplatin 

Fn+Cisplatin 组 Fn Adv-GFP-control Cisplatin 

Fn+Cisplatin+miR-18a*组 Fn Adv-miR-18a* Cisplatin 

Fn+Cisplatin+miR-4802 组 Fn Adv-miR-4802 Cisplatin 

Irinotecan 组 0.9% NaCl Adv-GFP-control Irinotecan 

Fn+Irinotecan 组 Fn Adv-GFP-control Irinotecan 

Fn+Irinotecan+miR-18a*组 Fn Adv-miR-18a* Irinote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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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Irinotecan+miR-4802 组 Fn Adv-miR-4802 Irinotecan 

 

 接种第 9 天开始，每 3 天在层流超净工作台内，以无菌微量注射器于肿瘤周

围多点注射 0.9% NaCl、Fn、过表达 miR-18a*腺病毒、过表达 miR-4802 腺

病毒及对照 GFP 腺病毒，10~20 μl /点，注射总体积 100 μl /个肿瘤；并以无

菌微量注射器于腹腔注射 0.9% NaCl、化疗药物 Cisplatin 及 Irinotecan，

Cisplatin 的注射计量为 5 mg/kg[39]，Irinotecan 的注射计量为 5 mg/kg[40]，注

射总体积 100 μl/支裸鼠。 

 共注射 6 次，末次注射后第 2 天处死实验动物，颈椎脱臼处死裸鼠，取其皮

下肿瘤组织，电子分析天平测量肿瘤重量，数码单镜头反光式取景照相机

（EOS 70D，Canon）拍照。将肿瘤分为 2 部分，一部分置于-80°C 冰箱保存；

另一部分标本经福尔马林固定，酒精脱水，石蜡包埋后制备蜡块，室温保存

备用。 

 

1.2.15 组织 TUNEL 原位凋亡检测 

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材料与方法部分。 

 

1.2.16 统计学分析 

实验均独立重复三次，数据结果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全部数据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之间比较用 t 检

验，P<0.05 为差异具有显著性，在图中以“*”表示。 

 

 

2. 结果 

2.1  microRNAs 参与具核梭杆菌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的化疗抵抗 

为明确 miR-18a*及 miR-4802 是否参与 Fn 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的化疗抵抗，

利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过表达 miR-18a*及 miR-4802 对 Fn 感染的大肠癌细胞加

入顺铂及伊立替康培养后的凋亡变化，结果显示在一定浓度的顺铂及伊立替康培

养下 Fn+miR-NC 的凋亡率（Q2+Q4）显著低于 Ctrl+miR-NC，而 Fn+miR-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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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Fn+miR-4802 的凋亡率显著高于 Fn+miR-NC，说明 Fn 可诱导大肠癌细胞产

生的化疗抵抗，而过表达 miR-18a*及 miR-4802 可减少 Fn 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

的化疗抵抗（增加 Fn 感染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图 34、35）。 

 

 

 

 

 

 

 

 

 

 

 

 

 

 

 

 

 

图 34. 流式细胞技术检测过表达 miR-18a*及 miR-4802 对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加入化疗药物顺铂后的凋亡变化 

Figure 34. Apoptosis in HCT116 and HT29 transfected miR-18a* and miR-4802 mimic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ith Cisplatin intervention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结论 

81 
 

 

 

 

 

 

 

 

 

 

 

 

 

 

 

 

 

 

图 35. 流式细胞技术检测过表达 miR-18a*及 miR-4802 对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加入化疗药物伊立替康后的凋亡变化 

Figure 35. Apoptosis in HCT116 and HT29 transfected miR-18a* and miR-4802 mimic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ith Irinotecan intervention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进一步探究 miR-18a*及 miR-4802 增加 Fn 感染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的

机制，蛋白免疫印迹结果显示 Fn+化疗组的凋亡关键蛋白 Caspase-9、Caspase-3、

Caspase-6、Caspase-7 及 PARP 的剪切较化疗组降低，而 Fn+化疗+miR-18a*组及

Fn+化疗+miR-4802 组的凋亡关键蛋白 Caspase-9、Caspase-3、Caspase-6、Caspase-7

及 PARP 的剪切较 Fn+化疗组升高，说明 Fn 使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对

化疗药物诱导的凋亡抵抗是通过抑制凋亡关键蛋白的剪切而实现的，而

miR-18a*及 miR-4802 增加 Fn 感染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也是通过此条通路

来发挥作用的（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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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蛋白免疫印迹检测在化疗药物顺铂及伊立替康的培养下，目的 microRNAs 对具核梭

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凋亡关键蛋白的影响 

Figure 36. Apoptosis key proteins in HCT116 and HT29 transfected miR-18a* or miR-4802 

mimics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ith Cisplatin and Irinotecan intervention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2.2  microRNAs通过自噬靶基因参与具核梭杆菌诱导的化疗抵抗 

为探明 miR-18a*及 miR-4802 是否通过其自噬靶基因 ULK1 及 ATG7 来参与

Fn 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的化疗抵抗，利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敲低 ULK1 及 ATG7

对 Fn 感染的大肠癌细胞加入顺铂及伊立替康培养后的凋亡变化，结果显示在一

定浓度的顺铂及伊立替康培养下 Fn+siNC 的凋亡率（Q2+Q4）显著低于 Ctrl+siNC，

而 Fn+siULK1 及 Fn+siATG7 的凋亡率显著高于 Fn+siNC，说明 Fn 可诱导大肠

癌细胞产生的化疗抵抗，而敲低 ULK1 及 ATG7 可减少 Fn 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

的化疗抵抗，提示 miR-18a*及 miR-4802 是通过其自噬靶基因 ULK1 及 ATG7 来

参与 Fn 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的化疗抵抗（图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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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流式细胞技术检测敲低 ULK1 及 ATG7 对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加入化疗药物顺铂后的凋亡变化 

Figure 37. Apoptosis in HCT116 and HT29 transfected siULK1 and siATG7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ith Cisplatin intervention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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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流式细胞技术检测敲低 ULK1 及 ATG7 对具核梭杆菌感染的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加入化疗药物伊立替康后的凋亡变化 

Figure 38. Apoptosis in HCT116 and HT29 transfected siULK1 and siATG7 after F. nucleatum 

infection with Irinotecan intervention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2.3  体内实验证实 microRNAs 通过调节自噬参与具核梭杆菌诱导大肠癌细胞产

生的化疗抵抗 

利用 CCK-8 检测过表达 miR-18a*及 miR-4802 对大肠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结果显示转染 miR-18a*及 miR-4802 mimics 的 HCT116 及 HT29 与转染 miR-NC

的生长速度没有显著差异（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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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CCK-8 检测过表达 miR-18a*及 miR-4802 对大肠癌细胞 HCT116 及 HT29 细胞增

殖的影响 

Figure 39.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 were performed in HCT116 and HT29 cells after 

overexpression of miR-18a* or miR-4802 

 

裸鼠皮下注射大肠癌细胞 HCT116 构建皮下大肠癌移植瘤动物模型，通过体

内实验验证体内实验证实 microRNAs 通过调节自噬参与具核梭杆菌诱导大肠癌

细胞产生的化疗抵抗。大肠癌细胞注射至裸鼠的皮下，待 9 天成瘤后开始，每 3

天瘤周分别注射 0.9% NaCl、Fn、过表达 miR-18a*腺病毒、过表达 miR-4802 腺

病毒及对照 GFP 腺病毒，腹腔注射 0.9% NaCl、化疗药物顺铂及伊立替康，测量

并记录各组裸鼠肿瘤的体积。 

体内动物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Fn 组、目的 microRNA 组肿瘤的

生长速度没有明显差别，而化疗组肿瘤的生长速度显著减慢；与 Fn+化疗组相比，

化疗组肿瘤的生长速度显著减缓，而 Fn+化疗+目的 microRNA 组的肿瘤的生长

速度也显著减缓（图 40B、图 41B）。处死裸鼠后剥离出瘤组织观察肿瘤大小并

称量肿瘤重量。结果显示对照组、Fn 组、目的 microRNA 组肿瘤体积及重量无

明显差别；化疗组肿瘤的体积及重量显著小于对照组，也显著小于 Fn+化疗组；

Fn+化疗+目的 microRNA 组肿瘤的体积及重量显著小于 Fn+化疗组（图 40A、图

40C，图 41A、图 41C）。体内实验说明 Fn、miR-18a*、miR-4802 不影响肿瘤的

生长，Fn 可诱导大肠肿瘤对化疗产生抵抗，而 miR-18a*、miR-4802 可减少 Fn

诱导大肠癌产生的化疗抵抗，增加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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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具核梭杆菌、目的 microRNAs、顺铂组-裸鼠移植瘤的大小（A）、体积变化（B）及

重量（C） 

Figure 40. Tumor sizes (A) , volume changes (B) and weights (C) of xenografts in nude mice in F. 

nucleatum, candidate microRNAs and Cisplatin groups 

 

 

 

 

 

 

 

 

 

 

 

 

 

 

图 41. 具核梭杆菌、目的 microRNAs、伊立替康组-裸鼠移植瘤的大小（A）、体积变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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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量（C） 

Figure 41. Tumor sizes (A) , volume changes (B) and weights (C) of xenografts in nude mice in F. 

nucleatum, candidate microRNAs and Irinotecan groups 

 

裸鼠移植瘤蛋白免疫印迹检测自噬与凋亡关键蛋白的变化。结果显示：与化

疗组相比，Fn+化疗组的 LC3-II、ATG7 及 ULK1 表达显著增加，Caspase-9、

Caspase-3、Caspase-6、Caspase-7 及 PARP 的剪切显著减少；与 Fn+化疗组相比，

Fn+化疗+miR-18a*组的 LC3-II、ULK1 表达显著减少，Caspase-9、Caspase-3、

Caspase-6、Caspase-7及PARP的剪切显著增加，而Fn+化疗+miR-4802组的LC3-II、

ATG7 表达显著减少，Caspase-9、Caspase-3、Caspase-6、Caspase-7 及 PARP 的

剪切显著增加（图 42）。通过透射电镜观察裸鼠移植瘤的自噬情况，结果显示

Fn+伊立替康组的自噬体及自噬溶酶体（红色箭头所示）数量显著多于伊立替康

组，也显著多于 Fn+伊立替康+miR-18a*组及 Fn+化疗+miR-4802 组（图 43）。裸

鼠移植瘤 TUNEL 原位凋亡实验结果显示 Fn+化疗组移植瘤组织发生凋亡的细胞

较化疗组显著减少，而 Fn+化疗+miR-18a*组及 Fn+化疗+miR-4802 组移植瘤组

织发生凋亡的细胞较 Fn+化疗组显著增加（图 44、45）。 

体内动物实验利用各种方法证实miR-18a*及miR-4802通过调节自噬参与具

核梭杆菌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的化疗抵抗的现象及其机制，过表达 miR-18a*及

miR-4802 可抑制大肠癌细胞中具核梭杆菌所诱导的自噬，从而减少对化疗药物

杀伤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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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蛋白免疫印迹检测具核梭杆菌、目的 microRNAs、化疗组-裸鼠肿瘤组织自噬及凋亡

关键蛋白的表达 

Figure 42.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key proteins in xenograft tissues in F. nucleatum, candidate 

microRNAs and chemotherapy group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图 43. 透射电镜观察具核梭杆菌、目的 microRNAs、伊立替康组-裸鼠肿瘤组织自噬小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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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Figure 43. Numbers of autophagosome in xenograft tissues in F. nucleatum, candidate microRNAs 

and Irinotecan groups were detect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图 44. TUNEL 染色检测具核梭杆菌、目的 microRNAs、顺铂组-裸鼠肿瘤组织的凋亡变化 

Figure 44. Apoptosis change in xenograft tissues in F. nucleatum, candidate microRNAs and 

Cisplatin groups were detected by TUNEL staining 

 

 

 

 

 

 

 

 

 

 

 

 

图 45. TUNEL 染色检测具核梭杆菌、目的 microRNAs、伊立替康组-裸鼠肿瘤组织的凋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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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Figure 45. Apoptosis change in xenograft tissues in F. nucleatum, candidate microRNAs and 

Irinotecan groups were detected by TUNEL staining 

 

 

3. 讨论 

    化学疗法是治疗恶性肿瘤的一种重要方法，而肿瘤对于化疗的耐药一直是备

受关注的问题，若能阐明大肠癌细胞化疗敏感性及抗药的分子机制，将对于临床

诊疗产生重大的指导意义。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肿瘤细胞对化疗的耐药与肿瘤细胞自噬水平增加相关

[79, 80]，而特定的 miRNAs 可靶向调控自噬相关基因而抑制细胞自噬，进而增强

化疗药物对于肿瘤细胞的杀伤效果[81-84]。此外，由于细胞自噬与凋亡过程的互相

调控，miRNAs 还可以通过调控细胞凋亡相关蛋白来发挥作用[62, 85]。有研究表明，

在多种类型的肿瘤中 miR-30a 的表达上调导致 Beclin-1 基因表达受抑，细胞自噬

水平降低，继而导致肿瘤细胞对顺铂的药物敏感性增加[86, 87]。而随后的研究显

示，在慢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抑制 miR-30a 可诱导细胞自噬上调，致使化疗药物

伊马替尼引起的细胞凋亡明显降低[87]。与之类似，在肝癌细胞中 miR-199a-5p 的

表达下调可活化细胞自噬通路，从而增加肿瘤细胞对顺铂的抗药性[88]。此外，

在胰腺癌细胞中 miR-23b 的下调可靶向调控 ATG12 的上调，促进细胞自噬，进

而降低对放疗的敏感性[33]。值得一提，在我们肠癌组织microRNA芯片中miR-23b

表达与具核梭杆菌含量也是明显负相关的，虽然由于筛选条件的不同，剔除了

miR-23b，但这也说明了具核梭杆菌与自噬及耐药具有一定的联系，也大大提升

了本研究的信服度。我们此部分研究结果也证实，miR-18a*及 miR-4802 通过调

节自噬参与具核梭杆菌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的化疗抵抗的现象及其机制，过表达

miR-18a*及 miR-4802 可抑制大肠癌细胞中具核梭杆菌所诱导的自噬，从而减少

对化疗药物杀伤的抵抗。 

    因此，miRNAs 可作为评判抗肿瘤治疗方案及肿瘤预后的重要指标[89, 90]，通

过 miRNAs 的表达水平来调控细胞自噬及凋亡通路，进而预测并调整肿瘤对化疗

的敏感性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33, 91]。 

    总结上述 3 部分研究内容可初步得出结论，具核梭杆菌通过抑制 miR-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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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miR-4802 的表达而上调自噬相关基因 ULK1 及 ATG7，促进大肠癌细胞自噬，

继而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化疗药物抵抗。过表达 miR-18a*及 miR-4802 可减少具

核梭杆菌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的化疗抵抗，miR-18a*及 miR-4802 有可能成为改

善大肠癌患者化疗效果的有效候选靶点（图 46）。 

    然而，本研究尚却乏完整大肠癌术后治疗及预后信息的人大肠癌组织标本数

据进行佐证，近期将继续在相同临床分期，用药情况及病理分型的人大肠癌组织

标本中，以复发、未复发分组进行验证，实时荧光定量 PCR、免疫组化、原位

杂交、荧光原位杂交等方法，系统性的检测具核梭杆菌、miR-18a*、miR-4802、

ULK1 及 ATG7，以明确具核梭杆菌、miR-18a*、miR-4802、ULK1 及 ATG7 和

治疗效果与预后的关系。 

    其次，具核梭杆菌是通过何种机制、哪种致病蛋白或代谢产物来调控大肠癌

细胞 miR-18a*及 miR-4802 从而促进大肠癌细胞自噬及化疗产生耐药。再来，具

核梭杆菌通过 miR-18a*及 miR-4802 调控细胞自噬与凋亡过程中，自噬与凋亡转

变的重要靶点为何？这些都是值得日后去研究探讨的。 

 

 

 

 

 

 

 

 

 

 

 

 

 

图 46. 具核梭杆菌通过自噬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化疗抵抗的作用机制图  

Figure 46. A Schematic model of F. nucleatum on CRC cells. F. nucleatum may induce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being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y by regulating cell autopha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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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1. 具核梭杆菌可引起大肠癌细胞自噬增加并对顺铂及伊立替康产生耐药，且该

抗药性依赖于细胞自噬水平的增加。 

2. 感染具核梭杆菌的肠癌细胞中，miR-18a*及miR-4802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且这两种 microRNA 相应的靶基因 ULK1 及 ATG7 mRNA 的表达水平显著升

高。 

3. 在人大肠癌组织中，具核梭杆菌丰度与 miR-18a*及 miR-4802 表达负相关而

与 ULK1 及 ATG7 表达正相关，目的 microRNA 表达与其自噬靶基因表达负

相关。 

4. 具核梭杆菌通过抑制 miR-18a*及 miR-4802 的表达而上调自噬相关基因

ULK1 及 ATG7，促进大肠癌细胞自噬，继而诱导大肠癌细胞产生化疗药物

抵抗。 

5. 过表达 miR-18a*及 miR-4802 可抑制大肠癌细胞中具核梭杆菌所诱导的自噬，

从而减少对顺铂及伊立替康药物杀伤的抵抗，miR-18a*及 miR-4802 有可能

成为改善大肠癌患者化疗效果的有效候选靶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93 
 

参考文献 

 

1. Ferlay J, Soerjomataram I, Dikshit R, et al.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sources, methods and major patterns in GLOBOCAN 20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Journal international du cancer. 2015;136(5):E359-86. 

2. Zheng R, Zeng H, Zhang S, et al. National estimates of cancer prevalence in China, 2011. 

Cancer letters. 2016;370(1):33-8. 

3. Sekirov I, Russell SL, Antunes LC, et al. Gut microbiota in health and disease. 

Physiological reviews. 2010;90(3):859-904. 

4. Arumugam M, Raes J, Pelletier E, et al. Enterotypes of the human gut microbiome. 

Nature. 2011;473(7346):174-80. 

5. Ahn J, Sinha R, Pei Z, et al. Human gut microbiome and risk for colorectal cancer.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2013;105(24):1907-11. 

6. Wang T, Cai G, Qiu Y, et al. Structural segregation of gut microbiota betwee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and healthy volunteers. The ISME journal. 2012;6(2):320-9. 

7. Nougayrede JP, Homburg S, Taieb F, et al. Escherichia coli induces DNA double-strand 

breaks in eukaryotic cells. Science (New York, NY). 2006;313(5788):848-51. 

8. Arthur JC, Perez-Chanona E, Muhlbauer M, et al.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targets 

cancer-inducing activity of the microbiota. Science (New York, NY). 2012;338(6103):120-3. 

9. Wang X, Allen TD, May RJ, et al. Enterococcus faecalis induces aneuploidy and 

tetraploidy in colonic epithelial cells through a bystander effect. Cancer research. 

2008;68(23):9909-17. 

10. Wang X, Yang Y, Huycke MM. Commensal bacteria drive endogenous transformation 

and tumour stem cell marker expression through a bystander effect. Gut. 2015;64(3):459-68. 

11. Kostic AD, Gevers D, Pedamallu CS, et al. Genomic analysis identifies association of 

Fusobacterium with colorectal carcinoma. Genome research. 2012;22(2):292-8. 

12. Goodwin AC, Destefano Shields CE, Wu S, et al. Polyamine catabolism contributes to 

enterotoxigenic Bacteroides fragilis-induced colon tumorigenesi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108(37):15354-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94 
 

13. Boleij A, Hechenbleikner EM, Goodwin AC, et al. The Bacteroides fragilis toxin gene is 

prevalent in the colon mucosa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 an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2015;60(2):208-15. 

14. Butt J, Romero-Hernandez B, Perez-Gomez B, et al. Association of Streptococcus 

gallolyticus subspecies gallolyticu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Serologic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Journal international du cancer. 2016;138(7):1670-9. 

15. Boleij A, Dutilh BE, Kortman GA, et al. Bacterial responses to a simulated colo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Molecular & cellular proteomics : MCP. 2012;11(10):851-62. 

16. Sears CL, Pardoll DM. Perspective: alpha-bugs, their microbial partners, and the link to 

colon cancer. 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11;203(3):306-11. 

17. Tjalsma H, Boleij A, Marchesi JR, et al. A bacterial driver-passenger model for 

colorectal cancer: beyond the usual suspects.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2012;10(8):575-82. 

18. Lozupone CA, Stombaugh JI, Gordon JI, et al. Diversity, stability and resilience of the 

human gut microbiota. Nature. 2012;489(7415):220-30. 

19. Castellarin M, Warren RL, Freeman JD, et al.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infection is 

prevalent in human colorectal carcinoma. Genome research. 2012;22(2):299-306. 

20. Tahara T, Yamamoto E, Suzuki H, et al. Fusobacterium in colonic flora and molecular 

features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Cancer research. 2014;74(5):1311-8. 

21. Mima K, Nishihara R, Qian ZR, et al.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in colorectal carcinoma 

tissue and patient prognosis. Gut. 2015. 

22. Rubinstein MR, Wang X, Liu W, et al.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promotes colorectal 

carcinogenesis by modulating E-cadherin/beta-catenin signaling via its FadA adhesin. Cell 

host & microbe. 2013;14(2):195-206. 

23. Keku TO, McCoy AN, Azcarate-Peril AM. Fusobacterium spp. and colorectal cancer: 

cause or consequence? Trends Microbiol. 2013;21(10):506-8. 

24. Gur C, Ibrahim Y, Isaacson B, et al. Binding of the Fap2 protein of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to human inhibitory receptor TIGIT protects tumors from immune cell attack. 

Immunity. 2015;42(2):344-55. 

25. Kostic AD, Chun E, Robertson L, et al.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potentiates intestinal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95 
 

tumorigenesis and modulates the tumor-immune microenvironment. Cell host & microbe. 

2013;14(2):207-15. 

26. Kuma A, Hatano M, Matsui M, et al. The role of autophagy during the early neonatal 

starvation period. Nature. 2004;432(7020):1032-6. 

27. Levine B. Eating oneself and uninvited guests: autophagy-related pathways in cellular 

defense. Cell. 2005;120(2):159-62. 

28. Levine B, Kroemer G. Autophagy in the pathogenesis of disease. Cell. 

2008;132(1):27-42. 

29. Mathew R, Karantza-Wadsworth V, White E. Role of autophagy in cancer. Nature 

reviews Cancer. 2007;7(12):961-7. 

30. Hu YL, Jahangiri A, Delay M, et al. Tumor cell autophagy as an adaptive response 

mediating resistance to treatments such as antiangiogenic therapy. Cancer research. 

2012;72(17):4294-9. 

31. Apel A, Herr I, Schwarz H, et al. Blocked autophagy sensitizes resistant carcinoma cells 

to radiation therapy. Cancer research. 2008;68(5):1485-94. 

32. Wei MF, Chen MW, Chen KC, et al. Autophagy promotes resistance to photodynamic 

therapy-induced apoptosis selectively in colorectal cancer stem-like cells. Autophagy. 

2014;10(7):1179-92. 

33. Wang P, Zhang J, Zhang L, et al. MicroRNA 23b regulates autophagy associated with 

radioresistance of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Gastroenterology. 2013;145(5):1133-43 e12. 

34. Janku F, McConkey DJ, Hong DS, et al. Autophagy as a target for anticancer therapy. 

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 2011;8(9):528-39. 

35. He J, Yu JJ, Xu Q, et al. Downregulation of ATG14 by EGR1-MIR152 sensitizes ovarian 

cancer cells to cisplatin-induced apoptosis by inhibiting cyto-protective autophagy. Autophagy. 

2015;11(2):373-84. 

36. Ventura A, Jacks T. MicroRNAs and cancer: short RNAs go a long way. Cell. 

2009;136(4):586-91. 

37. Zhai H, Fesler A, Ju J. MicroRNA: a third dimension in autophagy. Cell cycle 

(Georgetown, Tex). 2013;12(2):246-50. 

38. Wang X, Liu J, Zhen J, et al. Histone deacetylase 4 selectively contributes to podocyte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96 
 

injury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Kidney international. 2014;86(4):712-25. 

39. Molthoff CF, Pinedo HM, Schluper HM, et al. Comparison of 131I-labelled anti-episialin 

139H2 with cisplatin, cyclophosphamide or external-beam radiation for anti-tumor efficacy in 

human ovarian cancer xenograf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Journal international du 

cancer. 1992;51(1):108-15. 

40. Jansen WJ, Zwart B, Hulscher ST, et al. CPT-11 in human colon-cancer cell lines and 

xenografts: characterization of cellular sensitivity determina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Journal international du cancer. 1997;70(3):335-40. 

41. Paglin S, Lee NY, Nakar C, et al. Rapamycin-sensitive pathway regulates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autophagy, and survival in irradiated MCF-7 cells. Cancer research. 

2005;65(23):11061-70. 

42. Tanida I, Ueno T, Kominami E. LC3 and Autophagy. Methods in molecular biology 

(Clifton, NJ). 2008;445:77-88. 

43. Wang QJ, Ding Y, Kohtz DS, et al. Induction of autophagy in axonal dystrophy and 

degeneration.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2006;26(31):8057-68. 

44. Allen-Vercoe E, Jobin C. Fusobacterium and Enterobacteriaceae: important players for 

CRC? Immunology letters. 2014;162(2 Pt A):54-61. 

45. Bashir A, Miskeen AY, Bhat A, et al.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an emerging bug in 

colorectal tumorigenesis.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ancer Prevention Organisation (ECP). 2015. 

46. Eskelinen EL. New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macroautophagy in mammalian cell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 2008;266:207-47. 

47. Kim R, Emi M, Tanabe K, et al. The role of apoptotic or nonapoptotic cell death in 

determining cellular response to anticancer treat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surgical oncology : 

th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Surgical Oncology and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of 

Surgical Oncology. 2006;32(3):269-77. 

48. Sasaki K, Tsuno NH, Sunami E, et al. Chloroquine potentiates the anti-cancer effect of 

5-fluorouracil on colon cancer cells. BMC cancer. 2010;10:370. 

49. Sasaki K, Tsuno NH, Sunami E, et al. Resistance of colon cancer to 5-fluorouracil may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97 
 

be overcome by combination with chloroquine, an in vivo study. Anti-cancer drugs. 

2012;23(7):675-82. 

50. Kaneko M, Nozawa H, Hiyoshi M, et al. Temsirolimus and chloroquine cooperatively 

exhibit a potent antitumor effect against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and 

clinical oncology. 2014;140(5):769-81. 

51. Li J, Hou N, Faried A, et al. Inhibition of autophagy by 3-MA enhances the effect of 

5-FU-induced apoptosis in colon cancer cells. Annals of surgical oncology. 

2009;16(3):761-71. 

52. Selvakumaran M, Amaravadi RK, Vasilevskaya IA, et al. Autophagy inhibition sensitizes 

colon cancer cells to antiangiogenic and cytotoxic therapy.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 a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2013;19(11):2995-3007. 

53. Shi Y, Tang B, Yu PW, et al. Autophagy protects against oxaliplatin-induced cell death 

via ER stress and ROS in Caco-2 cells. PloS one. 2012;7(11):e51076. 

54. Zhang JW, Zhang SS, Song JR, et al. Autophagy inhibition switches low-dose 

camptothecin-induced premature senescence to apoptosis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Biochemical pharmacology. 2014;90(3):265-75. 

55. Chen J, Keltner L, Christophersen J, et al. New technology for deep light distribution in 

tissue for phototherapy. Cancer journal. 2002;8(2):154-63. 

56. Galluzzi L, Aaronson SA, Abrams J,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use and interpretation of 

assays for monitoring cell death in higher eukaryotes. Cell death and differentiation. 

2009;16(8):1093-107. 

57. Mariño G, Niso-Santano M, Baehrecke EH, et al. Self-consumption: the interplay of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2014;15(2):81-94. 

58. Sobin LH. TNM, sixth edition: new developments in general concepts and rules. 

Seminars in surgical oncology. 2003;21(1):19-22. 

59. Greer LF, 3rd, Szalay AA. Imaging of light emission from the expression of luciferases 

in living cells and organisms: a review. Luminescence : the journal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luminescence. 2002;17(1):43-74. 

60. Lorenz WW, Cormier MJ, O'Kane DJ, et al. Expression of the Renilla reniformis 

luciferase gene in mammalian cells. Journal of bioluminescence and chemiluminescence.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98 
 

1996;11(1):31-7. 

61. Collas P. The current state of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Molecular biotechnology. 

2010;45(1):87-100. 

62. Su Z, Yang Z, Xu Y, et al. MicroRNAs in apoptosis, autophagy and necroptosis. 

Oncotarget. 2015;6(11):8474-90. 

63. Krol J, Loedige I, Filipowicz W. The widespread regulation of microRNA biogenesis, 

function and decay.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2010;11(9):597-610. 

64. Carthew RW, Sontheimer EJ. Origins and Mechanisms of miRNAs and siRNAs. Cell. 

2009;136(4):642-55. 

65. Chen Y, Fu LL, Wen X, et al. Oncogenic and tumor suppressive roles of microRNAs in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Apoptosis :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programmed cell death. 

2014;19(8):1177-89. 

66. Frankel LB, Lund AH. MicroRNA regulation of autophagy. Carcinogenesis. 

2012;33(11):2018-25. 

67. Donadelli M, Dando I, Fiorini C, et al. Regulation of miR-23b expression and its dual 

role on ROS production and tumour development. Cancer letters. 2014;349(2):107-13. 

68. Fu LL, Wen X, Bao JK, et al. MicroRNA-modulated autophagic signaling networks in 

cance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chemistry & cell biology. 2012;44(5):733-6. 

69. Yang Z, Klionsky DJ. Mammalian autophagy: core molecular machinery and signaling 

regulation. Current opinion in cell biology. 2010;22(2):124-31. 

70. Fujita N, Itoh T, Omori H, et al. The Atg16L complex specifies the site of LC3 lipidation 

for membrane biogenesis in autophagy.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 2008;19(5):2092-100. 

71. Ichimura Y, Komatsu M. Selective degradation of p62 by autophagy. Seminars in 

immunopathology. 2010;32(4):431-6. 

72. Wu H, Wang F, Hu S, et al. MiR-20a and miR-106b negatively regulate autophagy 

induced by leucine deprivation via suppression of ULK1 expression in C2C12 myoblasts. 

Cellular signalling. 2012;24(11):2179-86. 

73. Zhao G, Zhang JG, Liu Y, et al. miR-148b functions as a tumor suppressor in pancreatic 

cancer by targeting AMPKalpha1. Molecular cancer therapeutics. 2013;12(1):83-93. 

74. Zhao N, Wang R, Zhou L, et al. MicroRNA-26b suppresses the NF-kappaB signaling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99 
 

and enhances the chemosensitivity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by targeting TAK1 and 

TAB3. Molecular cancer. 2014;13:35. 

75. Fornari F, Milazzo M, Chieco P, et al. MiR-199a-3p regulates mTOR and c-Met to 

influence the doxorubicin sensitivity of human hepatocarcinoma cells. Cancer research. 

2010;70(12):5184-93. 

76. Nguyen HT, Dalmasso G, Muller S, et al. Crohn's disease-associated adherent invasive 

Escherichia coli modulate levels of microRNAs i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to reduce 

autophagy. Gastroenterology. 2014;146(2):508-19. 

77. Comincini S, Allavena G, Palumbo S, et al. microRNA-17 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ATG7 and modulates the autophagy process, improving the sensitivity to temozolomide and 

low-dose ionizing radiation treatments in human glioblastoma cells. Cancer biology & 

therapy. 2013;14(7):574-86. 

78. Chang Y, Yan W, He X, et al. miR-375 inhibits autophagy and reduces viability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under hypoxic conditions. Gastroenterology. 

2012;143(1):177-87.e8. 

79. Li X, Xu HL, Liu YX, et al. Autophagy modulation as a target for anticancer drug 

discovery. 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 2013;34(5):612-24. 

80. Chen N, Karantza-Wadsworth V. Role and regulation of autophagy in cancer.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2009;1793(9):1516-23. 

81. Wang Z, Ting Z, Li Y, et al. microRNA-199a is able to reverse cisplatin resistance in 

human ovarian cancer cells through the inhibition of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Oncology letters. 2013;6(3):789-94. 

82. Pennati M, Lopergolo A, Profumo V, et al. miR-205 impairs the autophagic flux and 

enhances cisplatin cytotoxicity in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cells. Biochemical 

pharmacology. 2014;87(4):579-97. 

83. Zhang Y, Yang WQ, Zhu H, et al. Regulation of autophagy by miR-30d impacts 

sensitivity of anaplastic thyroid carcinoma to cisplatin. Biochemical pharmacology. 

2014;87(4):562-70. 

84. Frankel LB, Wen J, Lees M, et al. microRNA-101 is a potent inhibitor of autophagy. The 

EMBO journal. 2011;30(22):4628-4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00 
 

85. Xu J, Wang Y, Tan X, et al. MicroRNAs in autophagy and their emerging roles in 

crosstalk with apoptosis. Autophagy. 2012;8(6):873-82. 

86. Zou Z, Wu L, Ding H, et al. MicroRNA-30a sensitizes tumor cells to cis-platinum via 

suppressing beclin 1-mediated autophagy. Th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012;287(6):4148-56. 

87. Yu Y, Yang L, Zhao M, et al. Targeting microRNA-30a-mediated autophagy enhances 

imatinib activity against human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ells. Leukemia. 

2012;26(8):1752-60. 

88. Xu N, Zhang J, Shen C, et al. Cisplatin-induced downregulation of miR-199a-5p 

increases drug resistance by activating autophagy in HCC cell.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2012;423(4):826-31. 

89. Hummel R, Hussey DJ, Haier J. MicroRNAs: predictors and modifiers of chemo- and 

radiotherapy in different tumour types.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Oxford, England : 1990). 

2010;46(2):298-311. 

90. Jing Z, Han W, Sui X, et al. Interaction of autophagy with microRNAs and their potential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in human cancers. Cancer letters. 2015;356(2 Pt B):332-8. 

91. Zhang L, Cheng J, Fan XM. MicroRNAs: New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14;20(19):5818-2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致谢 

101 
 

致 谢 

 

    时光飞逝，报考博士时咨询曾经的同门、如今的师姐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转眼间博士 3年的学习生涯即将告一段落。博士 3年的学习生涯，虽然短暂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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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今天的成长。 

    感谢洪洁副研究员、彭延申老师在科研上对我无私的指导和帮助，为我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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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张维博士、张海燕博士、赵迪博士、连敏博士和陈琦博士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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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甘共苦，相互照应，相互支持鼓励；感谢我的儿子，虽然你早早出来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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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撰写标书及获得奖励 

 

博士在读期间撰写和发表的论文 

 
 Ta-Chung Yu*, Fang-fang Guo*, Ya-nan Yu, Tian-tian Sun, Dan Ma, Ji-xuan 

Han, Yun Qian, Ilona Kryczek, Dan-feng Sun, Nisha Nagarsheth, Ying-xuan 

Chen, Hao-yan Chen, Jie Hong, Wei-ping Zou, Jing-Yuan Fang. Fusobacterium 

nucleatum Promotes Chemoresistance to Colorectal Cancer by Modulating 

Autophagy. Cell. 2017 Jul 27;170(3):548-563. (IF= 30.41) 

 Ya-Nan Yu*, Ta-Chung Yu*, Hui-Jun Zhao, Tian-Tian Sun, Hui-Min Chen, 

Hao-Yan Chen, Hui-Fang An, Yu-Rong Weng, Jun Yu, Min Li, Wen-Xin Qin, 

Xiong Ma, Nan Shen, Jie Hong, Jing-Yuan Fang. Berberine may rescue 

Fusobacterium nucleatum-induced colorectal tumorigenesis by modulating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Oncotarget. 2015 Oct 13;6(31):32013-26. (IF= 6.359, 

共同第一作者) 

 

参与撰写的标书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消化系疾病细胞信号传导

和表观遗传学》,（项目批准号：81522008），本人撰写此标书并作为主要参

与人。 

 201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具核梭杆菌通过自噬诱导大肠癌细胞产

生化疗抵抗的机制研究》 

 

在读期间获得奖励 

 
 2013-2014 年度 上海交通大学港澳台三等奖学金 

 2015-2016 年度 上海交通大学港澳台一等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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