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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0-2200(2008)03-0256-04 ·基础医学·

Thl型相关细胞因子对人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姜丽娜，姚春艳，金齐力。李柏青

[摘要]目的：用流式细胞术观察nl型细胞因子IL-2和IFN-．y，以及Thl细胞诱导因子IL-12对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吞噬功

能的影响。方珐：用不同浓度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在碳酸盐缓冲液(cB，pH 9．5)和磷酸盐缓冲盐水(PBS，pH 7．2)中标记

大肠埃希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金葡菌)，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菌标记率。取新鲜健康成人外周血与标记细菌于37℃孵育5—

20 min后，洗涤和溶血，用流式细胞术检测中性粒细胞吞噬百分率。或外周血预先分别与IL-2、IFN一^y及IL·12孵育2 h，再加

标记细菌孵育5 rain，流式细胞术检测中性粒细胞吞噬率，并与对照组比较计算吞噬增加比率。结果：FITC标记大肠埃希菌在

碱性的CB中标记率较高，而金葡菌在中性的PBS标记率较高(P<0．01)。健康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对大肠埃希菌和金葡菌

的吞噬率在5 min时分别为45％和38％，15—20 rain达到平台期，分别为86％一88％和83％一89％。外周血预先用IL-2(20

u／m1)、IFN-1(50 u／m1)或IL-12(30 u／m1)作用后，中性粒细胞对大肠埃希菌的吞噬率分别增加19％、19％和26％；对金葡菌

的吞噬率分别增加25％，23％和35％。砖论：Thl型细胞因子IL-2、IFN-7及n1型诱导细胞因子IL-12均能增强人中性粒细

胞吞噬功能，Thl型细胞因子和IL-12均具有增强中性粒细胞功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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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hl type related cytokines on phagocytosis of human peripheral neutrophils

JIANG Li-ua，YAO Chun·yan，JIN Qi·li，LI Bai-qing

(Department of Immun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Anhui Key Laboratory of Infection

and Immunity at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Thl cytokines IL-2，IFN-1，and Thl induced eytokine IL-12 on the phagocytosis of

human peripheral blood neutrophils using nowcytometry．Methods：Escherichia coli(E coli)and Staphylococcus aureua(S．aurew)were

labeled诵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fluoreseein isothiocyanate(rrrc)in carbonate buffer(CB，pH 9．5)or phosphate buffer saline

(PBS，pH 7．2)．The FITC labeling rates of the two bacteria were mea$ured by丑owc”ometry．The whole fresh peripheral blood of the

healthy adults we陀incubated with FITC labeled bacteria for 5 rain to 20 rain at 37℃．foUowed by washing and lysing of red blood

cells．The percentages of phagocytosis of bacteria by neutrophils were measured by nowc”ometry．The whole blood was pretreated with

IL．2(20 u／IIll)，IFN一'(50 u／IIll)or IL一12(30 u／ITll)for 2 hours before incubation with FITC labeled bacteria for 5 min at 37℃．The

increment of phagoeytosis of bacteria by neutrophils was measured and cMcdated in comparison with control group．Results：The

labeling rate of E．coli Was higher in alkaline CB．and that of s．aureus Was higher in PBS．The percentages of phagocytic neutrophils for

E coli and S aureus at 5 min were 45％and 38％，respectively，and reached plateau at 15 rain to加rain，with the percentages of

86％一88％and 83％一89％for E coli and S tlUgel／．．q，respectively．Pretreated with IL-2(20 u／m1)，IFN一^y(50 u／m1)or IL-12(30 u／

m1)。the phagocytosis rates for E coli by neutrophils increased by 19％，19％，and 26％，respectively；and that for S．口H陀螂increased

by 25％，23％，and 35％，respectively．Conclusions：Thl type cytokines IL-2，IFN一^『，and Thl induced cytokine IL-12 Can increase

human neutrophil phagocytosis，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l type related cytokines enhance the role of neutrophils in innate i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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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中性粒细胞或多形核细胞(polymorphonuclear

cells，PMN)是机体天然免疫的主要免疫细胞。机

体感染细菌时，PMN最先到达炎症部位进行吞噬，

将细菌消化分解，是机体抵御外来细菌入侵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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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防线，PMN的吞噬作用构成了宿主抵抗细菌感染

的关键性机制¨-2 J。通常测定PMN对细菌的吞噬

百分率来反映PMN的免疫功能。以往研究资料表

明，除了抗体IgG和补体片段等调理素外，细胞因

子，特别是THl型细胞因子如IFN．1，也可显著增加

PMN对细菌的吞噬功能旧J。近年来也有研究报道

白细胞介素一15(interleukin一15，IL-15)对PMN的活

化和吞噬增强作用HJ。白介素．12(interleukin．12，

IL-12)又名细胞毒淋巴细胞成熟因子(cytotoxic

lymphocyte maturation factor，CLMF)，或称自然杀伤

细胞刺激因子(natural killer cell stimulation factor，

  



NKSF)，是促进Thl细胞分化的关键性细胞因

子"’6 J。有关IL—12对中性粒细胞作用的研究不多，

本实验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IL-2和IFN一^y，以及IL．

12对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吞噬大肠埃希菌和金黄

色葡萄球菌(金葡菌)的吞噬率变化，观察Thl型细

胞因子和Thl型诱导细胞因子对中性粒细胞吞噬功

能的影响。

1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细菌及器材 异硫氰酸荧光素

(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FITC)和二甲基亚枫

(dimethyl sulfoxide，DMSO)购自Merk公司；金葡菌

由本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保存提供；大肠埃希菌

DI-lSot由本教研室保存；重组人白细胞介素-2(rhIL．

2)，长春长生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重组人

白细胞介素一12(rhlL-12)和干扰素一ly(IFN-^y)，

Perpmtech公司产品；流式细胞仪，FACS Calibur，美

国BD公司产品。

1．2荧光素标记细菌的制备金葡菌和大肠埃希

菌用LB液体培养基培养，取对数生长期的金葡菌

或大肠埃希菌，3 000 r／rain离心15 min，用磷酸盐

缓冲液PBS(pH 7．2)洗涤2次。用PBS(pH 7．2)或

碳酸盐缓冲液cB(pH 9—9．5)配成浓度为5×

108／ml的悬液，加入DMSO配制的FITC溶液

(5 mg／m1)，FITC终浓度为2．5—10肛g／nll，然后置
37℃2 h后，离心3 000 r／rain，15 min，弃上清，PBS

洗涤2次；加1％多聚甲醛(PFA)固定30 min，PBS

洗涤2次，配成浓度为5×108／ml悬液，避光保存于

4℃备用。

1．3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菌标记率用流式细胞仪

检测细菌的FITC标记率时，先设定FSC为E01和

Log，设定SSC为Log，然后在FSC／SSC二维点阵图

上检测细菌，选取细菌区域为Rl，然后在SSC(Log)

和FLl(FITC)二维点阵图上以细菌区域(R1)设

门，检测FITC荧光强度，以确定细菌标记率。

1．4流式细胞术检测人PMN对FITC标记细菌的

吞噬率取健康成人新鲜抗凝全血加入流式管，每

管30山，置冰上10 rain，然后加入5×108／ml FITC

标记菌液每管30止，混匀，置37℃水浴，5～20 min

后迅速取出放人冰中10 min，加冰冷的PBS洗涤

1次，弃上清，加入氯化铵溶血剂3 ml，室温下放置

15 min，离心，弃上清。冰冷的PBS洗涤1次，弃上

清，加入0．4％台盼蓝每管10斗l 10 min，冰冷的PBS

洗涤2次，加1％PFA固定30 min后用流式细胞仪

检测。同时设定单独全血对照组(空白对照)、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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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未标记细菌组(阴性对照)和0℃15 min对照

组。用流式细胞仪检测PMN吞噬率时，先在FSC

和SSC二维点阵图选取PMN区域，然后再以SSC

和FLl(FITC)二维点阵图检测FITC阳性的PMN

作吞噬细菌的PMN，每个样本测定10 000个细胞

数，并照以下公式计算PMN吞噬率：PMN实际吞噬

率=37 oC吞噬率一0℃吞噬率。

1．5细胞因子对人PMN吞噬功能的影响取健康

成人新鲜抗凝全血加入流式管，每管30山，分为对

照组和细胞因子处理组。对照组加人1640培养液，

细胞因子处理组均分别加入IL-2、IFN一1和IL．12，终

浓度依次为20 u／IId、50 u／“和30 u／ml，37℃水浴

2 h，空白对照组加入未标记细菌每管30山，阴性对

照组和细胞因子对照组分别加入标记细菌每管

30一，37℃孵育5 rain后，流式细胞术检测PMN吞

噬率，具体方法如1．4。同时计算细胞因子处理组

对吞噬率的增加百分率，计算方法：吞噬率的增加百

分率=(细胞因子处理组吞噬率一阴性对照组吞噬

率)／阴性对照组吞噬率×100％。

1．6统计学方法 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和q检

验。

2结果

2．1标记条件对细茵标记率的影响用不同浓度

FITC标记大肠埃希菌和金葡菌时，发现除了兀TC

浓度，不同缓冲液(pH值不同)对标记率也有不同

的影响。用FITC标记大肠埃希菌时，在CB缓冲液

(pH 9．5)中，FITC浓度5斗g／ml即可使标记率达

80％以上；而用PBS缓冲液(pH 7．2)标记率仅为

40％，FITC浓度增加到10斗∥rIll，标记率也仅为

54％；而金葡菌用PBS缓冲液作标记缓冲液时，标

记率可达81％，在CB缓冲液中标记率只在50％左

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细

菌n代标记率的流式分析结果见图1。
’

表1 不同细菌在不同缓冲液和不同浓度FITC标记细菌的

标记率(％)比较(^=5；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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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人PMN吞噬荧光素标记细菌的时间动力学

人PMN与FITc标记大肠埃希菌和金葡菌在37℃

水浴作用不同时间后，PMN的吞噬率随时间增加而

增加(P<0．01)，15 rain吞噬率达到80％左右；15—

20 min达到吞噬平台期(见表2)。人PMN吞噬标

记细菌的时间动力学流式分析结果见图2。

2．3 细胞因子对人PMN吞噬细菌吞噬率的影响

IL-2、IFN一1和IL-12作用人PMN后，PMN吞噬大肠

埃希菌和金葡菌5 min吞噬百分率和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一P<0．01)，IL-2、IFN-^y和

IL-12对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均有增强作用(见表

3、4)。

3讨论．

中性粒细胞是机体最重要的炎性细胞，对炎症

的发生、发展及转归起关键作用‘2|。当外来病原菌

进入机体时，中性粒细胞就会向病原菌处集结，进行

吞噬活动，继而消化和降解病原体，发挥天然免疫清

FLl一FITC

A：CB缓冲液中未标记大肠埃希菌；B：CB缓冲液中

FITc(10 peCn_11)标记大肠埃希菌2 h后兀TC阳性菌

比例；C：PBS缓冲液中未标记金黄色葡萄球菌；D：

PBS缓冲液中F1TC(10叫m1)标记金黄色葡萄球菌
2h后FlTC阳性菌比例

图l F1rrC标记细菌流式分析图

表2人外周血PMN不同时间吞噬FITC标记的细菌吞噬率【％)比较(毗=5；孑4-s)

q检验：与5 min比较··P<0．Ol

o

o

大肠埃希菌
o

o

大肠埃希菌 o

o

大肠埃希菌

图2人PMN吞噬荧光素标记细菌的时间动力学流式分析图

  



表3 细胞因子对人PMN吞噬大肠埃希菌吞噬率影响(巩

=10l

表4细胞因子对人PMN吞噬金黄色葡萄球菌吞噬率的

影响(ni=5)

分组吞篱滞。秀嚣引t P秘翟∥
对照组

IL-2组

鼎1组

几-12组

36．66±6．39 一 一 一 一

47．加土10．59 9．74±4．84 4．50<O．05 25．13±10．70

46．37±8．60 8．7l±4．3l 4．52(O．05 23．32 4-10．36

51．Ol±lI．72 13．48±6．04 4．99<O．0l 35．05±12．71

除病原体的效应。中性粒细胞的吞噬功能又可被获

得(适应)性免疫的效应分子如抗体和细胞因子所

增强。

传统的检测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的方法是取外

周血与细菌混合作用后涂片染色，在显微镜下观察

和计算吞噬细菌的中性粒细胞的比例，一般要计数

200个以上细胞，操作烦琐，且易受主观因素影

响一]。本实验用荧光素FITC标记细菌，用流式细

胞术测定吞噬FITC标记细菌的中性粒细胞，测定细

胞数可在数千以上，快速、客观、重复性好。为排除

部分FITC细菌仅结合于细胞表面而被误测定为已

吞噬FITC标记细菌的中性粒细胞，可加入蓝作为淬

灭剂，以淬灭吞噬细胞表面的FITC标记细菌上的荧

光¨]。本实验也发现，不加台盼蓝的细胞吞噬率明

显高于加台盼蓝的细胞吞噬率，故本实验采用台盼

蓝作为淬灭剂，以期把粘在细胞表面的荧光素标记

的细菌的荧光淬灭，而得到PMN吞噬率较为准确的

结果。实验结果表明，FITC对不同细菌在不同缓冲

液中标记的最适浓度在5斗g／训左右，可使标记率

达到80％；人PMN对细菌的吞噬是一个非常迅速

的过程，5 rain时吞噬率即达到40％左右，故本实验

将观察时间点置于吞噬百分率变化幅度较大时刻，

将5 min吞噬百分率作为IL．12影响中性粒细胞吞

噬功能的观察指标。在实验中，将IL-12与IL-2和

IFN．1对PMN的吞噬细菌的吞噬率作比较，发现3

种细胞因子都可以增加PMN的吞噬功能，而三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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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本实验浓度时没有明显差异。实验中体会到，

由于中性粒细胞在体外容易发生凋亡或自溶，必须

严格控制实验温度，终止吞噬作用必须立即把样本

置人冰中，洗涤时用冰冷PBS，否则会影响到实验的

准确性。

IL-12主要由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B淋巴细

胞及其它一些抗原提呈细胞产生，作用的靶细胞主

要是T细胞和NK细胞，具有促进NK细胞和T细

胞的增殖及杀伤作用，促使细胞因子分泌，诱导抗原

特异性辅助性T细胞(helper T cell，TH)向THl分

化【6 J，对中性粒细胞产生细胞因子也有促进作

用n】，是连接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一个关键性

细胞因子。本实验结果证实，Thl型细胞因子IL-2

和IFN-^y及r1111型诱导细胞因子IL一12均能增强人

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因此，Thl型相关细胞因子具

有增强中性粒细胞功能的作用，能提高机体非特异

性免疫功能，可以为临床抗感染辅助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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