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04-12-2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No.30070721)

[作者单位] 1.安徽医科大学 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安徽 合肥

230032;蚌埠医学院 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3.免疫学教研室,安徽省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 安徽

蚌埠 233003

[作者简介] 武文娟( 1973-) ,女,安徽砀山县人,讲师.

[通讯作者] 李柏青,教授,硕士生导师, E-mail:bb bqli@yahoo.com

[ 文章编号] 1000-2200( 2005) 03-0192-03 ·基础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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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研究结核杆菌抗原( M tbAg)激活扩增的人外周血γδT 细胞表面 L-选择素( CD62L)的表达。方法:用 MtbAg 和

rIL-2刺激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BMC)促使γδT 细胞增殖,用 CD3 单克隆抗体( CD3mAb)和 r IL-2 刺激人 PBMC 促使αβ T 细

胞增殖。取新鲜 PBMC 和刺激后培养 3 ～ 21 天的γδT 细胞和αβT 细胞,用多色荧光抗体标记, 在流式细胞仪上检测γδT 细胞

表面CD62L 的表达,并与αβT 细胞作比较。结果:新鲜未刺激 PBMC 中γδT 细胞 CD62L表达率为43.9%, 明显低于αβ T 细胞

的 76.6%;用 M tbAg或 CD3Ab 激活后培养第 6天时 CD62L 在γδT 细胞的表达( 90.7%)和在αβT 细胞表达( 87.2%)均达到

高峰;以后 CD62L表达逐渐下降, 15 ～ 21 天γδT 细胞 CD62L的表达在低水平( 16.2%～ 10.6%)维持,αβT 细胞表面的CD62L

表达( 23.6%～ 17.5%)亦在低水平维持 。结论:新鲜 PBMC 中γδT 细胞CD62L 表达明显低于αβ T 细胞,但在激活后增殖过程

中 CD62L在γδT 细胞的表达, 与αβT 细胞相似, 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最后稳定在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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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dynamic expression of L-selctin( CD62L) in human peripheralγδT cells activated with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antig en ( M tbAg ) and cultured for prolifera tion.Methods: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 were stimulated

w ith M tbAg to generate M tgAg activa ted T cells( M tbAT) , o r with CD3mAb activ atedαβT cells( CD3AT ) .Fresh isolation PBMC and

cultured M tbAT or CD3AT fo r 3 to 21 day s were stained with multicolor fluorescence mAbs.The percentage of CD62L+cells among

f resh PBMC, M tbAT or CD3AT were measured by flow cy tometry.Results:The percentag e of CD62L +cells ofγδT cells( 43.9%) in

f resh PBMC has significant low er than tha t of αβT cells( 76.6%) , the expression o f CD62L arrived at climax on day 6 of culture in

γδT cells( 90.7%) andαβT cells( 87.2%) , after then the expression of CD72L decreased and maintained low level, the percentages of

CD62L +cells of γδU cells and αβT cells w ere 16.2% to 10.6% aod 23.6% to 17.5%, respectively , from day 15 to day 21 of

culture.Conclusions:The CD62L expression of γδT cells in fresh PBMC was lower than that of αβ Tcells, but af ter activated by

stimula tion of M tbAg or CD3Ab, the expression of CD62L in human peripheral γδT cells, like αβTcells, rose in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and maintained low level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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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选择素( L-selectin)又名 CD62L, 是白细胞表

面黏附分子之一, 对白细胞在炎症部位的募集及初

始淋巴细胞归巢到外周淋巴结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

流体切应力的影响下, L-选择素通过连接血管内皮

细胞上的配体介导着白细胞的再次锚定( secondary

tethering )和滚动( rolling ) 。只有 CD62L
+
的淋巴细

胞能识别特异的高内皮小静脉内皮并转移到淋巴

　　 in the promyelocyt ic leukemia cell line H L-60 accelerates i ts

lineage-specifi c diff erent iat ion [ J] .An ticancer Res, 1999, 19

( 6B) :4 935～ 4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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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9( 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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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t ranscriptional up-regulation of p27Kip1[ J] .B lood, 2002, 99

( 6) :2 199～ 2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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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出版社, 200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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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1] ,所以虽然其它附属的黏附分子( CD44, β1、β2
整合素)也能使淋巴细胞归巢到淋巴结, 但 CD62L

是大量淋巴细胞归巢到淋巴结的首要责任分子。因

此, CD62L 是机体淋巴细胞再循环的主要调控者 。

文献资料表明,在αβT 细胞活化后变成效应或记忆

T 细胞后 CD62L 表达下降, 甚至不表达
[ 2]

, 但 γδT

细胞上CD62L 的表达未见报道。本文利用结核杆

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M tb)低分子多肽抗

原 ( M tbAg ) 刺激健康人 外周血单 个核细 胞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PBMC ) , 使 γδT

细胞优势增殖[ 3, 4] , 观察γδT 细胞 CD62L 的表达特

点,并与 CD3Ab刺激的αβT 细胞作比较, 探讨不同

培养时间的 γδT 细胞表面 L-选择素表达的动态

变化 。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试剂和仪器　抗人 TCRγδ-PE 购自 BD

公司;CD3 FITC 购自 Caltag Laboratories;CD62L-

Bio tin购自 Ancell 公司;Streptavidin RED-670 购自

GIBCO公司;RPM I 1640细胞培养基购自 GIBCO

公司;MtbAg 由本室参照文献
[ 3]
自制 。淋巴细胞分

离液购自 TBD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小牛血清购自杭

州四季青公司;rhI L-2购自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流

式细胞仪, FACSCalibur, 美国 BD 公司;CO2 培养

箱, Harris HW0301T 型, 美国产;低温离心机,

Eppendor5810R,德国产;倒置显微镜, 梧光 WJ12-

50, XSB-14型 。

1.2　MtbAT 细胞的扩增培养　常规分离健康成人

PBMC,用含 10%FCS的 RPM I 1640培养液调整细

胞浓度为 2 ×106/ml。将 PBMC 悬液放入 24 孔培

养板, 每孔 1.0 ml;每孔加入刺激剂 M tbAg 5.0 μg

和 rIL-2 50 u/ml用于诱导 M tbAg 激活的 T 细胞

( M tbAT) ;另一孔加入 CD3mAb 5.0 μg/ml和 rIL-2

50 u/ml 用于诱导 CD3 单 抗激活的 T 细胞

(CD3AT) 。37℃, 5% CO2 培养 。每隔 3天左右观

察增殖细胞并进行分孔扩增培养, 同时补充 rhIL-2。

分别于培养的第 3 、6 、9 、12 、15 、18和 21天时收集细

胞用于检测细胞表面 CD62L。

1.3　T 细胞表面 CD62L 检测　

1.3.1　荧光抗体染色方法　收集待染细胞, 用染色

缓冲液 ( 5 %NBS-0.1%NaN3-PBS ) 每管 1 ml,

1 600 r/min, 5 min洗一次, 离心后弃上清 。细胞同

时表染 抗人 CD3FITC 、抗 人 TCRγδ-PE 和 抗

CD62L-biotin, 4℃, 30 min, 每管加染色缓冲液 1 ml,

洗两次;加入 Streptavidin RED-670 染 30 min,同上

洗两次 。

1.3 .2 　流式细胞术检测 T 细胞表面 CD62L 数据

获取及分析　用流式细胞仪 Cellquest 软件检测待

检样品, 利用调节仪器染色管设置荧光探测器电压

和补偿, 利用同种型对照组区分是否有非特异性染

色,利用未染色组和阻断对照设置阴阳性界限, 然后

对待测样品进行检测。在 Cellquest 软件分析结果,

首先在前向散射光( FSC)和侧向散射光( SSC)点阵

图上设定淋巴细胞区域 R1,表面 CD62L 染色时在

FL1和 FL-2 点阵图上以 CD3FITC 和 TCRγδ-PE

双阳性区域设定γδT 细胞区域 R2, 以 CD3FITC 阳

性而 TCRγδ-PE 阴性区域设定αβT 细胞区域 R3,通

过设门 G2=R1 ×R2 选择γδT 细胞, G3 =R1 ×R3

选择αβT 细胞, 以分析不同 T 细胞亚群 CD62L 的

变化。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检验。

2　结果

2.1 　新鲜 PBMC 中 γδT 细胞和 αβT 细胞表面

CD62L的表达　PBMC 中γδT 细胞表面的 CD62L

表达率为( 43.9 ±6.7) %,αβT 细胞的 CD62L 表达

率( 76.6±7 .9) %,流式分析结果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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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 细胞活化不同时间细胞表面 CD62L 的表达

结果显示,培养 3天时γδT 细胞表面CD62L 的表达

与新鲜 PBMC 无差别( P >0.05) 。用 M tbAg 或

CD3Ab激活后培养第 6天时 CD62L 在γδT 细胞的

表达( 90.7%)和在αβT 细胞表达( 87.2%)均达到

高峰;以后 CD62L 表达逐渐下降, 15 ～ 21天γδT 细

胞CD62L 的表达在低水平( 16.2 %～ 10.6%)维持,

αβT 细胞表面的 CD62L 表达 ( 23 .6%～ 17.5%)亦

在低水平维持。PBMC和培养 6天 、21天时 CD62L

在γδT 细胞和 αβT 细胞表达的一次典型流式分析

结果见图 1,新鲜 PBMC中和 T 细胞激活后培养不

同时间表达CD62L 的动态变化见表 1。

　表 1　PBMC 和培养不同时间 T 细胞活化后 CD62L 表达

的变化( x ±s)

培养时间(天) n
γδT 细胞

CD62L +( %)

αβT 细胞

CD62L +( %)

0 6 43.9± 6.7　 76.64± 7.9　

3 6 41.3± 9.5　 86.2± 3.4　

6 6 90.7± 5.2＊＊ 87.2± 4.9　

9 6 55.9±10.8＊ 57.2± 9.7＊＊

12 6 22.6±12.5＊＊ 32.9± 9.5＊＊

15 6 16.2± 9.1＊＊ 23.6± 6.4＊＊

18 4 13.4± 7.2＊＊ 16.9± 8.8＊＊

21 3 10.6± 6.3＊＊ 17.5±10.1＊＊

F — 53.17 82.01

P — <0.01 <0.01

MS组内 — 74.364 58.650

　　q检验:同 0天比较＊P <0.05, ＊＊P <0.01

3　讨论

　　已知活化的 T 细胞和记忆 T 细胞的 CD62L 表

达明显低于静息 T 细胞 。但γδT 细胞的 CD62L 表

达情况未见报道。本实验研究表明,在外周循环血

液中新鲜分离 PBMC中γδT 细胞 CD62L 表达低于

αβT 细胞, 可能与γδT 细胞已经在体内受到过抗原

刺激所致。因为初始( Naive) T 淋巴细胞在未受抗

原刺激的表达高水平的 L-选择素, 经过其介导穿过

高内皮小静脉进入外周淋巴结;当接受抗原刺激后,

T 细胞脱落 L-选择素以防止效应细胞再通过淋巴

结进入再循环[ 5] 。在体外培养时, M tbAg 刺激的

PBMC 第 6天后γδT 细胞才开始大量增殖,同时 L-

选择素的表达达到高峰, 这可能是 M tbAg 刺激作用

较慢,在γδT 细胞充分活化后, CD62L 的基因转录,

mRNA 合成增多[ 6] , 翻译成的蛋白质( CD62L)亦增

多。6 天后细胞分裂增殖, CD62L 逐渐下降, 培养

15 ～ 21 天 γδT 细胞 CD62L 的表达在低水平

( 16.2%～ 10 .6%)维持,αβT 细胞表面的 CD62L 表

达( 23.6%～ 17.5%)亦在低水平维持, 表明经过长

期培养后γδT 细胞和αβT 细胞大部分转变为记忆 T

细胞。

　　淋巴细胞归巢受体 L-选择素是机体内控制淋

巴细胞再循环的重要分子。因此它在细胞表面含量

的变化, 调节改变着在免疫应答过程中 T 细胞的迁

移和组织定位。体外培养 6 天时, T 细胞表面

CD62L的重新表达就像它们进入静息状态时一样,

必然与导致 CD62L 基因表达增加的再诱导有关。

一种观点认为 CD62L 表达的复杂变化的生理作用

还不完全清楚,但细胞活化后期(本实验为 6 天后)

CD62L表达的下降,同时伴随着其它黏附分子如 β1

整合素 、β2 整合素 、CD44 的上升 。这些细胞与

CD62L-、CD44high 、LFA-1high 、V LA-4+的效应 T 细

胞明确相关, 此类效应 T 细胞在一般的机体免疫应

答中上升。这些细胞 CD62L 的丢失和 CD44 、

β1整合素 、β2 整合素表达水平的上调共同的目的是

减少血流中的活化细胞被淋巴结清除, 促使它们到

达炎症部位 。活化 T 细胞也上调 P-选择素配体

PSGL-1[ 6] , 这是效应细胞到达炎症部位的另外一种

黏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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