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第 １７ 卷第 ２１ 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２１
Ｎｏｖ． ２００７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５－ ８９８２（２００７）２１－ ２６０５－ ０４

·论著·

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对 Ｌｅ ｗｉｓ 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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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ｋｉｌｌｅｒ，
ＣＩＫ）细胞对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增殖和 Ｌｅｗｉｓ
肺癌移植瘤生长的抑制作用，
探讨其抑瘤机制。方法 常规方法培养 ＣＩＫ 细胞，
以 ＣＩＫ 细胞为效应细胞，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为靶细胞，
以不同效靶比共同培养，
ＭＴＴ 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同时电镜观察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形态特
征改变；
流式细胞仪检测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的凋亡；
免疫细胞化学法检测并比较 ＦａｓＬ 在单个核细胞和 ＣＩＫ 细胞表
面的表达；用 ＭＴＴ 法检测抗 ＦａｓＬ 单克隆抗体对 ＣＩＫ 细胞杀伤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的影响；用 ＥＬＩＳＡ 方法检测
Ｌｅｗｉｓ 肺癌荷瘤小鼠脾细胞上清液中 ＩＬ－ ２、
ＩＬ－ ４、
ＩＦＮ－ γ 和 ＴＮＦ－ α 浓度。结果 电镜观察：
ＣＩＫ 细胞能促进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凋亡超微结构的改变；
流式细胞仪检测：
ＣＩＫ 细胞组凋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ＦａｓＬ 在 ＣＩＫ 细胞表
达增加；
抗 Ｆａｓ 单抗可抑制 ＣＩＫ 杀伤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的活性；
ＣＩＫ 细胞治疗的 Ｌｅｗｉｓ 肺癌小鼠脾细胞培养上清液
中细胞因子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 ＣＩＫ 细胞可在体内及体外抑制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增殖，诱导肿瘤细胞凋
亡，
Ｆａｓ／ ＦａｓＬ 途径在其中发挥一定作用，
同时 ＣＩＫ 细胞抗肿瘤作用可能与淋巴细胞活化和分泌细胞因子有关。
关键词： ＣＩＫ 细胞；
Ｌｅｗｉｓ 肺癌；
细胞凋亡；
Ｆａｓ／ ＦａｓＬ；
细胞因子
中图分类号： Ｒ ７３４．２；Ｒ － ３３２
文献标示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ＩＫ ｏｎ Ｌｅｗｉｓ ｌｕｎｇ ｃａｒ ｃｉｎｏｍａ ＊
ＬＩ Ｓｈｕ－ ｙａｎ１，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ｎ－ ｊｉｎｇ１， ＷＡＮＧ Ｓｈｕ－ ｙｉｎｇ１， ＷＵ Ｑｉ１， ＺＨＡＯ Ｓｈｏｕ－ ｑｉ１， ＰＥＩ Ｃｈｕｎ－ ｙｉｎｇ２
（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１６１０４２， Ｐ．Ｒ．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ｒｂ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ｒｂ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１５００８０， Ｐ．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 ａｃｔ： 【Ｏｂｊｉ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ＩＫ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ｗｉｓ ｌｕｎｇ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 Ｌｅｗｉｓ ｌｕｎｇ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ｉｎ Ｃ５７ＢＬ／６Ｎ ｍｉｃｅ ｉｎ ｖｉｖｏ． 【
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ＩＫ ｃｅｌｌ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ｃｕｌｔｕｒｉｎｇ ＰＢＭＣ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ｗｉｓ ｌｕｎｇ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ｗ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ＭＴＴ ａｓｓａｙ． Ｕｌｔｒａ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ｅｗｉｓ ｌｕｎｇ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ａ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
ｓｃｏｐｅ． 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ｃｅｌｌ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ｓＬ ｗｅｒ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ＭＴＴ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ｏｃ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ＩＣ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Ｌ－ ２， ＩＬ－ ４， ＩＦＮ－ ｒ ａｎｄ ＴＮＦ－ αｗｅｒ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ＥＬＩＳＡ． 【
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ＩＫ ｃｅｌｌｓ ｃｏｕｌｄ ｉｎ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ｌｕｎｇ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ｔｏ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Ｆｌｏｗ 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Ｌｅｗｉｓ ｌｕｎｇ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ＣＩＫ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Ｆａｓ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ＩＫ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ｗａｓ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 ＦａｓｍＡｂ．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ｉｎ ＣＩＫ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Ｃｏ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ＩＫ ｈａ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Ｌｅｗｉｓ ｌｕｎｇ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ｂｏｔｈ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ａｎｄ ｉｎ ｖｉｖｏ． ＣＩＫ ｃｅｌｌｓ ｃａｎ ｉｎ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Ｌｅｗｉｓ ｌｕｎｇ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Ｆａｓ／Ｆａｓ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Ｌｅｗｉｓ ｌｕｎｇ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ＣＩＫ． Ｔｈｅ ＣＩＫ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ｌｅｎｉｃ ｌｙｍ－
ｐｈｏｃｙｔｅｓ ｓｅｃｒｅｔｉｎｇ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Ｋｅｙ ｗｏｒ ｄｓ：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ｋｉｌｌｅｒ； ｌｅｗｉｓ ｌｕｎｇ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Ｆａｓ／ＦａｓＬ；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 ０５－ ２１
＊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卫生厅、教育厅基金项目（Ｎｏ：２００５－ ３３５、１１５１３１１６）

· ２６０５ ·

第 １７ 卷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单抗包被于酶标板上，
标准品和样品中的 ＩＬ－ ２ 与单
抗结合，分别加入生物素化的抗小鼠 ＩＬ－ ２ 抗体，形

目前，在肿瘤生物治疗中，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
得到了广泛应用。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ｋｉｌｌｅｒ，
ＣＩＫ）细胞是一种新型、高效的非主

成免疫复合物连接在板上，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

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ｍａｊｏｒ ｈｉｓｔｏ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
ｐｌｅｘ，ＭＨＣ）限制性的免疫活性细胞，它可以在没有

Ｓｔｒｅｐｔａｖｉｄｉｎ 与生物素结合，加入酶底物 ＯＰＤ，在 ４９５
ｎｍ 处测 ＯＤ 值，绘制标准曲线，测出样品中 ＩＬ－ ２ 浓

损伤机体免疫功能的前提下，直接杀伤肿瘤细胞，
并
且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良好的抗肿瘤作用。

度。ＩＬ－ ４ 、
ＩＦＮ－ γ 和 ＴＮＦ－ α 的测定方法同上。

但有关 ＣＩＫ 细胞抗肿瘤的机制尚不明确。本文以

周期及凋亡

Ｌｅｗｉｓ 肺癌为靶细胞，探讨 ＣＩＫ 细胞杀伤肿瘤细胞
的机制及 Ｆａｓ／ＦａｓＬ 在其中的作用。

每孔 ５! １０ 个细胞接种于 ９６ 孔板中，置于 ３７"
５％二氧化碳孵箱中培养，２４ ｈ 后细胞贴壁，ＣＩＫ 细
胞为效应细胞，
以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为靶细胞，
按 ２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２．４ 透射电镜及流式细胞仪检测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
取对数生长期的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按

３

材料
基因重组人 ＩＬ－ ２（美国 Ｐｅｐｒｏ Ｔｅｃｈ 公司）；
ＣＤ３
单抗、基因重组人 ＩＬ－ １、基因重组人 γ－ ＩＦＮ（北京
邦定生物医学公司）；ＲＰＭＩ１６４０ 培养液和新生牛血

１ 效靶比将效应细胞和靶细胞置于 ３７" ５％二氧化
碳孵箱中共育，４ ｈ 后收获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另设单
独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对照组，分别经戊二醛固定，透射
电子显微镜超微结构观察。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接种 ２４ ｈ 后，实验组加入 ＣＩＫ

清（美国 Ｈｙｃｌｏｎｅ 公司）；淋巴细胞分离液（天津灏
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 （中科院上
海生物研究所提供）；Ｃ５７ＢＬ／６Ｎ 小鼠及 Ｌｅｗｉｓ 肺癌
小鼠模型（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

细胞，
对照组为正常培养的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
于 ３７"
继续培养 ７２ ｈ 后收集细胞，
１ ５００ ｒ／ｍｉｎ 离心，
ＰＢＳ 洗
涤，－ ２０" ，
７０％乙醇固定，加入含有 １０μｇ／ｍＬ ＰＩ 和
０．１％ＲＮａｓｅＡ 的 ＰＢＳ，避光保存 ３０ ｍｉｎ 后取 １! １０５
个细胞上流式细胞仪检测凋亡率， 每个样本至少重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ＣＩＫ 细胞的制备及细胞培养 ＣＩＫ 细胞的制
备及细胞培养见文献［１］。
１．２．２ ＣＩＫ 细胞对 Ｌｅｗｉｓ 肺癌移植瘤的抑制作用
取 ３６ 只 Ｃ５７ＢＬ／６Ｎ 小鼠随机分为 ３ 组：正常对

复 ３ 遍。
１．２．５ ＣＩＫ 细胞 ＦａｓＬ 表达量的检测 二步法免疫
组化检测试剂（ＰＶ－ ９０００）和兔源多克隆抗 ＦａｓＬ 抗
体为北京中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取 ＣＩＫ 和外
周血单核细 胞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ｅｌｌ，

照组；
ＣＩＫ 细胞尾静脉注射组；生理盐水尾静脉注射
组。将 Ｌｅｗｉｓ 肺癌模型小鼠断颈处死后放入 ７５％酒
精中浸泡消毒，在超净工作台上分离瘤体，剪成 １
ｍｍ３ 小块接种到②、③组 Ｃ５７ 小鼠右腋皮下，每只
小鼠接种 ２ 块，使其成为荷瘤鼠。在接种后的第 ３

ＰＢＭＣ）涂片，
经 ４％多聚甲醛固定后，按试剂盒免疫
染色步骤进行操作，用 ＰＢＳ 代替一抗溶液作阴性对
照，以细胞膜和细胞浆中呈现黄色为阳性细胞。每
张爬片中观察 ５ 个高倍视野，
随机计数 １０００ 个细胞
中阳性细胞数，
并计算 １００ 个细胞中阳性染色细胞，

天、第 ７ 天、
第 １０ 天和第 １５ 天分别给②组每只小鼠
尾静脉注射 ＣＩＫ 细胞 １! １０７ 个 ／０．２ ｍＬ，同时给③
组每只小鼠尾静脉注射 ０．２ ｍＬ 生理盐水，正常对照
组为无接种亦无任何治疗。治疗结束后 ５ ｄ，
各组小
鼠断颈取脾，并测各组瘤重，计算抑瘤率。同时进行

即标记指数。

１．１

脾细胞培养，于 ２４ ｈ 收集脾上清液测定 ＴＮＦ－ α 的
含量，于 ４８ ｈ 收集上清测定 ＩＬ－ ２、ＩＬ－ ４ 的含量，于
７２ ｈ 收集上清测定 ＩＦＮ－ γ 的含量。
１．２．３ Ｃ５７ 小鼠脾细胞上清液中细胞因子含量的检
测 采用 ＡＢＣ－ ＥＬＩＳＡ 方法分别检测：正常对照组、
ＣＩＫ 细胞尾静脉注射组、生理盐水尾静脉注射组的
Ｃ５７ 小鼠脾上清液中 ＩＬ－ ２ 的含量：用抗小鼠 ＩＬ－ ２

１．２．６ 抗 Ｆａｓ 单克隆抗体（ａｎｔｉ－ ＦａｓｍＡｂ）对 ＣＩＫ 杀瘤
活性的影响［２］ 用 ＭＴＴ 法检测 ａｎｔｉ－ ＦａｓｍＡｂ 对 ＣＩＫ
杀伤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的影响。预先将 ａｎｔｉ－ ＦａｓｍＡｂ
（１００μｍｏｌ／Ｌ） 与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加入 ９６ 孔板中共
再以不同效靶比（２０# １、
１５# １、
１０# １）加入
育 ２ ｈ，
ＣＩＫ 细胞。同时设无 ａｎｔｉ－ ＦａｓｍＡｂ 对照组，每组 ３
孔，３７" ５％二氧化碳孵箱中培养 ４ｈ，
ＭＴＴ 显色法
检测 ２ 组中 ＣＩＫ 细胞的杀瘤活性。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用（ｘ$ ｓ）表示，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 软件进行 ｔ
检验和分析相关直线。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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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结果

２．１

图上可见各实验组 Ｇ１ 峰左侧出现明显的亚二倍体细

ＣＩＫ 细胞对 Ｌｅ ｗｉｓ 肺癌细胞凋亡的影响

２．１．１

ＣＩＫ 细胞对 Ｌｅｗｉｓ 肺癌移植瘤的抑制作用

将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复苏后接种于 Ｃ５７ＢＬ／６Ｎ 小鼠右
腋皮下，接种 １４ ｄ 后可见直径约 ０．５ ｃｍ 的移植瘤生
长，接种第 ２０ 天后 ＣＩＫ 细胞尾静脉注射组的小鼠
移植瘤瘤体重量为（１．３４! １．０５）ｇ，对照组的瘤体重
量为（３．４５! １．６５）ｇ，
生理盐水注射组的瘤体重量为
（３．６５! １．３５）ｇ。ＣＩＫ 细胞组瘤体重量明显低于生理
盐水注射组及对照组（Ｐ ＜０．０１），生理盐水注射组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Ｐ ＞０．０１）。透射电镜
观察，可见对照组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核膜结构清晰、核
大、畸形、胞质少、
核质比例失调、
胞质内有大量线粒
体、游离核蛋白体丰富，
见图 １Ａ。ＣＩＫ 实验组细胞体
积变小，形态不规则，
细胞核皱缩，
胞膜完整，
胞质浓
缩，核异染色质边集、
浓缩呈半月形，
线粒体空泡化，
可见大量凋亡瘤细胞，
见图 １Ｂ。
Ａ

Ｂ

在流式细胞术 ＤＮＡ 直方

流式细胞术结果

胞群的峰型（凋亡峰），对照组未见凋亡峰，
见图 ２。
２．２

Ｆａ ｓ Ｌ 在凋亡中的作用

２．２．１

ＣＩＫ 细 胞 ＦａｓＬ 免 疫 酶 染 色 ＬＩ 计 数

比较

ＰＢＭＣ 和 ＣＩＫ 细胞 ＦａｓＬ 免疫酶染色 ＬＩ 计数。结果
显示：
ＣＩＫ 细胞 ＬＩ 值明显高于 ＰＢＭＣ 的 ＬＩ 值（Ｐ ＜０．
０１），
ＰＢＳ 代替一抗溶液的阴性对照未见阳性染色
细胞，
见表 １。
表１

ＣＩＫ 细胞与单个核细胞 Ｆａｓ Ｌ 的标记指数的影响
组别

例数

标记指数（# ）

ＰＢＭＣ组

６

１．５５! ０．２５

ＣＩＫ实验组

６

７．１６! １．６５"

!与对照组比较，Ｐ ＜０．０１
注：

２．２．２ 抗 Ｆａｓ 单克隆抗体（ａｎｔｉ－ ＦａｓｍＡｂ）对 ＣＩＫ 细
胞杀瘤活性的影响 利用 ＭＴＴ 法检测抗 Ｆａｓ 单克
隆抗体（ａｎｔｉ－ ＦａｓｍＡｂ）对 ＣＩＫ 细胞杀伤 Ｌｅｗｉｓ 肺癌
细胞的影响。实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通过预先将
ａｎｔｉ－ ＦａｓｍＡｂ 与 Ｌｅｗｉｓ 肺 癌 细 胞 共 育 ， 阻 断 了
Ｆａｓ／ＦａｓＬ 途径，ＣＩＫ 细胞杀伤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的活性
明显下降，
见表 ２。
表２

抗 Ｆａｓ 单克隆抗体对 ＣＩＫ 细胞杀瘤活性的影响 ％
效靶比

组别

图１

透射电镜观察 Ｌｅｗｉｓ 肺癌细胞（" ３ ０００）

１０

１５

２０

ＣＩＫ组

１７．２

２５．３

２９．５

（ＣＩＫ＋ ａｎｔｉ－ ＦａｓｍＡｂ）组

６．２

８．３

１０．１

２．３ 抗肿瘤治疗对荷瘤鼠脾细胞上清液中细胞因
子含量的影响

对照组

采用 ＡＢＣ－ ＥＬＩＳＡ 方法分别检测：正常对照组、
ＣＩＫ 细胞尾静脉注射组、生理盐水尾静脉注射组的
Ｃ５７ 小鼠脾上清液中细胞因子的含量，
结果见表 ３。
表３
组别

各组细胞因子的含量 （ｐｇ／ｍＬ）
ＩＬ－ ２

ＩＬ－ ４

ＩＦＮ－ γ

ＴＮＦ－ α

正常组

１０．５０! ３．２０ ２０．１０! ７．８０ ２９．１４! １．２４ １９．２５! ２．２１

ＣＩＫ组

２１．６３! ２．４０ １９．２１! １．１２ ３５．１４! ３．６５ ２５．１２! ３．５５

ＣＩＫ 组

生理盐水组 １１．５１! １．８６ ２１．１２! ５．９０ ３０．１４! ６．２５ １８．２１! ６．２３

依据数据性质进行 ｔ 检验，各组间两两比较：
ＩＬ－ ４ 的含量在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Ｐ ＞０．０５），其
他细胞因子含量 ＣＩＫ 组均高于正常组和生理盐水
组（Ｐ ＜０．０５），正常组和生理盐水组间差异无显著
性（Ｐ ＞０．０５）。
图２

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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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ＣＩＫ 细 胞 是 一 类 非 主 要 组 织 相 容 性 复 合 物

（ＭＨＣ）和非 Ｔ 细胞受体（Ｔ ｃｅｌｌ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ＴＣＲ）限制性
的免疫活性细胞［３］。目前已经广泛开展了针对多种
肿瘤细胞系和活体肿瘤组织应用 ＣＩＫ 细胞的动物
实验和临床前期试验，并有一些相关报道。体外实
验中 ＣＩＫ 细胞对急、慢性髓系白血病的治疗效果得
到肯定［４］。
ＣＩＫ 细胞是在体外条件下通过加入不同的细胞
因子（如 ＩＦＮ－ γ、 ＩＬ－ １、ＩＬ－ ２、 ＣＤ３ＭｃＡｂ）刺激外
周血单个核细胞培养诱导而成，其主要效应细胞为
ＣＤ３＋ＣＤ５６＋Ｔ 淋巴细胞。
ＷＯＬＦ和 ＬＵ ［５，６］均发现 ＣＤ３＋ＣＤ５６＋
的 ＣＩＫ 细胞来源于 ＣＤ ＣＤ５６－ Ｔ 细胞而非 ＣＤ３－ ＣＤ５６＋
的 ＮＫ 细胞。有实验进一步证明 ＣＩＫ 细胞来源于
ＣＤ４－ ＣＤ８＋Ｔ 淋巴细胞（ＣＴＬ），主要作用是特异性直
接杀伤靶细胞。因此，笔者推测 ＣＩＫ 杀伤靶细胞的
机 制 与 细 胞 毒 Ｔ 淋 巴 细 胞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 Ｔ ｌｙｍｐｈｏ－
ｃｙｔｅｓ，
ＣＴＬ）杀伤靶细胞的机制有相似之处。ＣＴＬ 启
动细胞裂解和细胞凋亡 ２ 种机制杀伤靶细胞，本文
探讨 ＣＩＫ 细胞是否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机制杀伤靶
细胞。
有细胞毒作用的 ＣＩＫ 细胞， 其发挥抗肿瘤作用
的机制一方面可能是通过黏附分子 ＬＦＡ－ １／ＩＣＡＭ－ １
相互结合后，分泌大量的 ＢＬＴ 酯酶的细胞质颗粒，
进而直接穿透封闭的靶细胞膜进行胞吐作用，导致
肿瘤细胞裂解；同时 ＣＩＫ 细胞自身还能分泌 ＩＬ－ ２、
ＩＬ－ ６、
ＴＮＦ－ α 等细胞因子， 提高细胞毒作用［７］，
ＩＬ－ ４
主要参与细胞的体液免疫作用。
凋亡是一个受基因调控并依赖 ＡＴＰ 能量的细
胞主动死亡过程。Ｆａｓ／ＦａｓＬ 是许多细胞表面分子，
ＦａｓＬ 是配体，
Ｆａｓ 是其受体。ＣＴＬ 表面的 ＦａｓＬ 结合
靶细胞表面的 Ｆａｓ 时，
可引起靶细胞的凋亡。ＣＴＬ!
Ｆａｓ／ＦａｓＬ 细胞凋亡是主要的细胞凋亡机制［８］。
ＶＥＲＮＥＲＩＳ 等［９］认为，某些肿瘤细胞（如黑色素
瘤、卵巢癌）通过 ＦａｓＬ 介导 ＴＩＬ、ＣＴＬ 凋亡而逃脱免
疫清除，但对 ＣＩＫ 细胞敏感，这是因为在 ＣＩＫ 细胞
诱导的过程中，由于 ＩＦＮ－ γ 等细胞因子的作用或 ／
和活化诱导的细胞死亡（ＡＣＩＤ）机制导致对 Ｆａｓ 敏
感的或已被活化的 Ｔ 细胞逐渐被选择性清除，最后
诱导获得的 ＣＩＫ 细胞便对 Ｆａｓ 耐受。此外由于细胞
型 Ｆａｓ 相关死亡区域蛋白样白介素 － １β 转换酶抑
制蛋白 （ｃＦＬＩＰ） 的存在及 Ｆａｓ 死亡区结合蛋白

（ＦＡＤＤ）水平很低，影响了死亡信号的传导［６］，再加
上 ＣＩＫ 细 胞 高 水 平 表 达 Ｂｃｌ－ ２、
ｂｃｌ－ ｘＬ、
ＤＡＤＩ、
ｓｕｒ－
ｖｉｖｉｎ 等抗凋亡基因，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 ＣＩＫ 细胞
可以耐受表达 ＦａｓＬ 的肿瘤细胞诱导的凋亡，从而对
其进行有效的杀伤。
总之，ＣＩＫ 细胞杀伤靶细胞的途径是多方面的，
这些杀伤途径的重要性以及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相
互联系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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