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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患者免疫功能状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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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摘要]目的：探讨胃癌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和CD8)和血清白细胞介素．12(IL-12)、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

体(slL-2R)水平的变化及其与胃癌临床病理的关系。方珐：应用流式细胞术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80例胃癌患者手术前

外周血CD3、CIM、CD8和血清IL一12、slL-2R的水平，并以30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结果：胃癌患者CD3+、CIM+、CIM+／

CD8+均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P<0．01)；胃癌患者血清IL—12水平低于正常对照组(P<0．01)，而血清slL-2R水平高于正常

对照组(P<0．01)。胃癌患者T淋巴细胞亚群及血清IL—12和slL-2R的改变与胃癌组织病理学类型、细胞分化程度无关，而

与浸润程度有关。CD4+／CD8+与InL清IL·12和slL-2R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结论：胃癌患者外周血CD3、CD4、

CD8和血清IL—12和slL-2R水平可作为研究胃癌的发生、发展和转移的重要免疫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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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of T-lymphocyte subsets and serum IL一1 2／slL-2R levels with the elinicopathological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Methods：T—lymphocyte subsets and 8eI'um IL-12／slL-2R levels in 80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nd 30 healthy control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nuorescence and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USA)．Results：The CD3+T

cells，CD4+T ceils and CD4+／CD8+ratio in the blood samples from the gastric cancer group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from the

control group(P<0．01)；the IL一12 level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Was lower and the IL-2R level higher compared to that in the

control(P<0．05)．This changes were related to the tumor depth but not the histological types or the cel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umo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ernm IL一12／slL-2R levels and CIM+／CD8+ratio(P<0．05)．Conclusions：The T．

1ymphocyte subsets and sel吨lm IL·12／slL-2R levels eflltl be used as all important immunology index of the genesis，development and

metastasis of the gastr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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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随着肿瘤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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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机体的免疫功能也受到不断干扰和破坏。外

周血中T淋巴细胞主要分为CIM和CD8两类，CIM

可促进效应细胞的抗肿瘤作用，CD8主要起免疫抑

制作用。这两类细胞相互制约，共同维持机体免疫

系统的平衡⋯。白细胞介素一12(1L—12)在肿瘤免疫

监视机制中处于免疫应答的关键位置，它与细胞膜

上的IL一2受体结合后使T细胞活化而发挥抗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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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当IL-12与血清中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

(sIL-2R)结合，后者作用类似封闭因子，抑制T细胞

增殖，降低机体免疫功能呤J。本研究应用流式细胞

术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对胃癌患者手术前

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CD3、CIM和CD8)和IL一

12、sIL-2R的水平进行测定，以探讨其与胃癌临床病

理的关系和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胃癌组：2006年9月至2007

年1 1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

院收治的胃癌住院患者80例，其中男56例，女24

例；年龄27～88岁。均进行标准的肿瘤根治术，术

前均无感染性疾病及免疫系统性疾病，未接受放、化

疗；术后均无并发症。80例均经手术及病理证实，

且术前、术中、术后未给予其他抗肿瘤药物。按照肿

瘤细胞浸润胃壁深度分期”J，其中T1期10例，r12

期15例，乃期32例，T4期23例。根据胃癌细胞分

化程度和病理类型分组，其中分化型24例，差分化

型56例，前者包括管状腺癌24例，后者包括低分化

腺癌33例，黏液腺癌7例(由于未见有“黏液腺癌”

分化程度的文献报道，本研究将这7例归为差分化

型一组统计，7例肉眼均为溃疡浸润型，部分伴有远

处转移)，印戒细胞癌16例。(2)正常对照组：选取

同期健康体检者30名，其中男17名，女13名；年龄

28—76岁。两组性别和年龄均具可比性。

1．2观察指标 胃癌患者于人院后第2天空腹抽

取静脉血6 ml，分置2管中，l份EDTA抗凝，用于

检测外周血T细胞亚群；另1份分离血清置一70℃

冻存，待测IL—12和sIL一2R水平。

1．2．1外周血T细胞亚群的测定外周静脉血中

加入 CD3-TC／CD4一PE／CD8一FITC 标记抗体

(Beckman Coulter公司)5斗l，暗处室温孵育15 min，

以细胞裂解液(CAL-LYSE溶解液，Caltag

Laboratories)溶解红细胞，待溶血后洗涤，在流式细

胞仪(Becton Dickinson，USA)上检测CD3+T、CD4+

T、CD8+T细胞计数。

1．2．2血清IL-12和sIL-2R的测定采用ELISA

测定(BioSource公司)进行检测，操作步骤严格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于酶标仪450 nm处读取吸光度

(A)值，绘制标准曲线计算出对应浓度。

1．3统计学方法采用方差分析和q检验及t(或

t’)检验。

2结果

2．1 胃癌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和血清IL一

12、sIL-2R水平 胃癌组术前CD3+T、CIM+T细胞

数，CIM+／CD8+、血清IL一12含量均明显低于正常

对照组(P<0．01)，而血清sIL-2R含量高于正常对

照组(P<0．05)，两组CD8+T细胞数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2．2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和血清IL-12、sIL-2R

含量与肿瘤分期的关系 与对照组相比，胃癌肿瘤

局限于黏膜层内(T1期)患者CD3+T、CD4+T细胞

数，CD4+／CD8+、血清IL—12和sIL-2R含量差异无

均统计学意义(P>0．05)，侵及浆膜层以外(，r2～T4

期)胃癌患者表现为CD3+T、CD4+T细胞减少，

CIM+／CD8+下降，IL．12水平下降，sIL-2R水平上

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CD8+T细胞

无明显改变(尸>0．05)(见表2)。

2．3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和血清IL一12、sIL-2R

含量与肿瘤病理类型的关系 胃癌患者外周血T

淋巴细胞哑群和血清IL一12、sIL-2R含量与肿瘤病理

类型均无明显的直接关系(P>0．05)(见表3)。

2．4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和IL．12、sIL-2R含量

与肿瘤细胞分化程度的关系 胃癌患者外周血T

淋巴细胞亚群和血清IL一12、sIL-2R含量与肿瘤细胞

分化程度均无明显的直接关系(P>0．05)(见

表4)。

2．5 血清IL．12、sIL．2R含量与CD4／CD8之间相关

性分析血清IL．12含量与CIM+／CD8+之间存在

明显的正相关关系(r=0．78，P<0．01)，slL-2R含

量与CD4+／CD8+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r=

一0．80，P<0．01)。

3讨论

胃癌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在

我国胃癌的发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h引。肿瘤的

表l 两组T淋巴细胞亚群(％)和血清IL—12(pg／n[11)、sIL-2R(pg／m1)比较(i±s)

 



表2对照组与胃癌组各期T淋巴细胞亚群(％)和IL-12(pg／mi)、sIL-2R(pg／m1)比较(孑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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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0．01

表3不同病理类型胃癌患者T淋巴细胞亚群(％)和IL-12(pg／m1)、sIL-2R(pg／m1)比较(孑-l-s)

发生、发展与肿瘤宿主的免疫状态密切相关，宿主的

免疫功能状态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不断的相

互影响，双方各种凶素的消长对病情发展变化和预

后起着重要作用。

恶性肿瘤患者普遍存在免疫抑制，主要是免疫

系统不能有效识别、排斥和消灭肿瘤细胞。机体抗

肿瘤免疫的主要方式是细胞免疫，T淋巴细胞是一

类介导细胞免疫功能的免疫活性细胞，外周血中T

淋巴细胞占淋巴细胞总数的65％一70％。CD3+T

细胞数量代表机体总的T细胞数量，T细胞亚群是

机体免疫系统内功能最重要的一大细胞群，分为辅

助性T淋巴细胞(CD4)和抑制性／细胞毒性T淋巴

细胞(CD8)。机体正常的免疫应答有赖于T细胞亚

群的相互作用。CD4+T协调B细胞分化产生抗体，

CD8+T细胞抑制抗体的合成、分泌及T细胞的增

殖，两者的稳态维持着机体正常的免疫应答。在正

常情况下，CD4+T细胞和CD8+T细胞的比值为

1．4—2．5【oJ。当机体发生病变时，该比值会发生相

应的变化。若其比值>2．5，表明细胞免疫功能处于

“过度活跃”状态，容易出现自体免疫反应；比值

<1．4一般被称为“免疫抑制”状态，常见于免疫缺

陷病、恶性肿瘤、某些病毒感染以及自体免疫性疾

病；比值降低到1．0以下时称为“倒置”，是较为明

显的免疫抑制。

本研究结果显示，胃癌患者与正常人相比较，

CD3+、CD4+细胞数明显减少，CD4+／CD8+下降，

说明胃癌患者的免疫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抑制。与

健康对照组相比，胃癌肿瘤位于黏膜层及黏膜下层

(T1期)患者CD3+T、CD4+T细胞数，CIM+／CD8+

无明显改变，这可能与该期患者肿瘤较局限，免疫抑

制主要表现在局部有关。随着胃癌患者病情的发

展，肿瘤细胞侵及至浆膜层以外甚至邻近器官的胃

癌患者(他～T4期)表现为CD3+T、CIM+T细胞减

少，CIM+／CD8+下降(P<0．05)，T4期患者甚至出

现了CD4+／CD8+倒置。这说明患者外周血T细胞

免疫功能显著下降，即随着肿瘤侵及肌层及浆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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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功能越差，提示病情在不断扩散、进展。本研究

还根据肿瘤细胞恶性程度和细胞分化程度分组，比

较胃癌患者各项免疫学指标均无差异(P>0．05)。

可见胃癌患者免疫状态主要与胃癌浸润深度有关，

而与肿瘤细胞恶性程度的高低及外周血细胞免疫状

态无明显直接关系。造成中晚期胃癌患者外周血T

细胞免疫功能低下的原因可能是肿瘤在发生、发展

的过程中分泌大量的免疫抑制因子(TDSF)有关"J。

TDSF可广泛抑制杀伤细胞的活性，直接削弱机体内

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

胞等杀伤细胞的活性，同时在肿瘤抗原的刺激下，脾

细胞免疫抑制细胞前体被激活，分泌免疫抑制因子，

从而导致胃癌患者免疫功能低下【8 J。胃癌患者外

周血CD8+T细胞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

义(P>0．05)，说明叮能是因为CD4+T的明显抑制

导致了CD3+细胞数减少和CIM+／CD8+下降，提示

CD4+T可能较CD8+T反映更灵敏，能更早地反应

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

CD4+T细胞为免疫应答的主要反应细胞，活化

后增殖并分化为效应辅助细胞(CD4+Th)，Thl和

Th2细胞是CD4辅助T细胞(CD4+Th)的两个功能

亚群旧J，分别主导机体的细胞免疫反应和体液免疫

反应。机体Thl和Th2平衡状况失调，可导致肿瘤

的发生、细菌病毒感染，并与自身免疫病、变态反应

性疾病和移植排斥反应等有关哺]。Romagnani[10]认

为Thl和Th2来自一个共同的前体细胞，这种前体

细胞可能属于尚未接受抗原刺激的静止细胞，被称

为Th0。Abehsira-Amar等⋯’121的研究发现IL一12可

使ThO向Thl转化，随后Thl细胞开始合成和分泌

IL-2、IFN一1、TNF·Ot等细胞因子，IL-2可以刺激NK

细胞或细胞毒性T淋巴(CTL细胞)的杀瘤活性【l 3|，

IFN·1具有较强的抗肿瘤和免疫调节作用，而TNF．

Ot可直接造成肿瘤细胞的凋亡，使瘤细胞DNA断

裂、细胞萎缩死亡。这表明如果机体Thl型细胞占

优势时将处于良好的抗肿瘤状态。一旦Thl向Th2

偏移，失去这种优势，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将受到严重

干扰。在Thl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中，IL-2是引起

T细胞增殖的主要细胞因子，是使T细胞激活并进

入细胞分裂的关键成分。IL-2受体以位于细胞膜上

的膜白细胞介素2受体(mIL-2R)和溶于血清中的

sIL-2R两种形式存在0141。slL-2R与mIL-2R都同时

具有结合IL-2的位点，但与IL-2结合后产生的效应

却不同。正常情况下，IL-2与mIL-2R结合后使T

细胞活化而发挥正常免疫功能。而sIL-2R与IL-2

结合后减少游离IL-2的浓度，阻断IL-2与mlL-2R

结合，作用类似封闭因子，抑制T细胞增殖，降低机

体免疫功能，是一种重要的免疫抑制因子【2 J。

本研究结果显示，胃癌患者血清IL．12水平较

为低下，而血清slL-2R的增高表明游离IL-2的低

下，IL-2和IL．12的低下又与T细胞功能不足有关。

根据本研究相关性分析，血清IL一12降低和sIL-2R

的增高常伴有CD4+／CD8+降低，三者之间具有显

著的相关性，可见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导致机体免疫

功能严重低下，使肿瘤逃脱宿主的免疫反应。

胃癌患者术前细胞免疫功能明显低下，肿瘤在

不同发展阶段均有相应的免疫功能变化，监测肿瘤

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IL—12和sIL-2R水平

可以为临床提供诊断和治疗的参考依据，其指标的

高低可协助临床医生判断疾病的进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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