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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术检测中性粒细胞产生活性氧方法学探讨 

蔡 辉，姜丽娜，李柏青 

[摘要]目的：建立用流式细胞术检测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polymorphonuclear cells，PMN)产生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的方法。方法：健康人外周全血或用 Percol1分离的 PMN，加探荧光针双氢罗丹明 123(DHR123)或2 ，7，_二氯荧光素二 

乙酸酯(DCFH．DA)作用15 min，再加佛波醇酯(phorbo 12．myristate 13一acetate，PMA)于37℃作用5～90 min后，用流式细胞仪 

检测 PMN内的罗丹明 123(rhodamine 123，RHO)或氧化型二氯荧光素(dichlorofluorecin，DCF)的荧光强度，以反映PMN内ROS 

产生的水平。结果：以 DHR123为荧光探针时 ，PMA刺激全血或分离 PMN产生 ROS的时间动力学相似，在 37℃作用 5～ 

60 min ROS量呈递增趋势，且在 60 min左右达到峰值 ，60～90 min时渐下降。以 DCFH—DA为荧光探针时，PMA刺激全血 

PMN产生 ROS，在 37℃作用 5 min时反应生成 ROS量达到峰值，随后出现明显递减趋势，而 PMA刺激分离PMN产生 ROS在 

5～30 min逐渐增高并在60—90 rain达平台期。实验中还发现甲醛试剂可以降低 RHO的荧光强度。结论：采用流式细胞术 

检测 PMN产生 ROS是一种简便 、可靠 、稳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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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dology for dete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of neutrophils by by flow cytometry 

CAI Hui，JIANG Li—na，LI Bai—qing 

(Department of Immun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Anhui Key Laboratory of Infection and Immunity，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0bjective：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dete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of human polymorphonuclear cells(PMN) 

by flow cytometry．Methods：The whole fresh peripheral blood or Percoll separated PMN were incubated with dihydrogenrhodamine 123 

(DHR123)or 2 ，7 一Dichlorodihydrofluorescin diacetate(DCFH—DA)as fluorescence probes for 15 min，followed adding PMA for 5—90 

minutes at 37 oC．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ies of rhodamine 123 and dichlorofluorecin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which reflecting 

the amount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within PMN．Results：By using DHR123 as a fluorescence probe，the tendency of the production of 

ROS generated in whole blood or separated PMN was similar when PMA incubated with them at 37 ℃ ，the amount of ROS were 

increased from 5 min to 60 min，reached a peak at 60 min．and decreased between 60 min to 90 min．By using DCFH—DA as fluorescent 

probe．the amount of ROS generated in whole blood stimulated by PMA reached the maximum in 5 rain and thereafter decreased rapidly， 

whereas the Droduction of ROS generated by isolated PMN increased depended on the time from 5 min to 30 min and reached platform 

between 60 min to 90 min；the RHO fluorescence intensity was apparently inhibited by form aldehyde—containing reagents．Conclusions： 

The application of flow cytometry to measure the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within the neutrophils is simple，reliable and stable method． 

[Key words]polymorphonuclear cells；reactive oxygen species；flow cytometry；dihydrogenrhodamine 123；2 ，7 

diacetate 

在 机 体 感 染 早 期，外 周 血 中 性 粒 细 胞 

(polymorphonuclear cells，PMN)从血管中游出，首先 

到达炎症部位，是机体天然免疫系统抵御病原微生 

物感染的重要屏障。PMN抑菌杀菌作用与呼吸爆 

发 时胞 内还原 型烟 酰胺腺 嘌呤二核 苷酸磷 酸 

(NADPH)氧化酶介导产生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有关⋯。NADPH氧化酶的主要功能 

是从 NADPH 中获得一个 电子生产超 氧阴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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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一)，O 一是所有 ROS分子的前身。体内大多数 

的O，一经超氧歧化物酶(SOD)的作用转变成过氧化 

氢(H 0 )。PMN内的 H O 经吞噬小体髓过氧化 

物酶(MPO)的作用生成次氯酸(HOC1)和氯胺 。 

研究[3 发现，遗传缺陷的慢性肉芽肿疾病(CGD)患 

者 PMN的NADPH氧化酶功能缺欠，PMN不能够产 

生呼吸爆发，导致反复感染。检测 PMN的呼吸爆发 

后 ROS的产生，通常有分光光度仪法、化学发光法 

和电子自旋共振法等。也有用特异性的荧光探针在 

流式细胞术检测 PMN的呼吸爆发，然而目前尚未见 

用流式细胞术同时检测全血和分离 PMN呼吸爆发 

的报道。本实验用两种探针同时检测全血和分离 

PMN样本的 ROS，探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ROS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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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 剂、细 胞 和 仪 器 双 氢 罗 丹 明 123 

(dihydrogenrhodamine 123，DHR123)、2 ，7 一二氯荧 

光 素 二 乙 酸 酯 (2 ，7 一dichl0rodihydmnu0rescin 

diacetate，DCFH—DA)、佛波醇酯(phorbo 12一myristate 

13一acetate，PMA)和二 甲基亚 砜 (dimethyl sulfoxide， 

DMSO)购自Sigma公司；RPMI 1640购 自GIBCO公 

司；Percoll原液购 自Pharmacia公司；本实验所用的 

人外周血均来自本院健康教工和学生；流式细胞仪 

FACS Calibur为美国Becton Dickinson公司产品。 

1．2 PMN的分离 参照 Haslett法 。 ，本实验有 

所改进。将新鲜采集的健康志愿者外周静脉血经 

1 500 r／min水平离心 5 min后，取红细胞上的“白 

膜”层，用RPMI 1640稀释为富含PMN细胞悬液，继 

在玻璃离心试管中，依次加入 75％、60％ Percoll液 

和富含 PMN细胞悬液，三者体积比为 2：2：1，然后 

以2 000 r／min水平离心20 rain，吸取60％与75％ 

Percoll液的界面层中 PMN。用完全 RPMI 1640充 

分洗脱 Percoll胶粒，用低渗法将残余的红细胞裂 

解，PMN经洗涤后，活性与纯度均 >96％，用完全 

1640制成 1×10。／ml细胞悬液。 

1．3 PMA刺激全血 PMN生成 ROS的检 测 取健 

康人 抗凝 外 周血，分别 与终 浓度 为 1~zmol／L 

DHR123和 10 ixmol／L DCFH-DA混合，置于 37℃ 

水浴箱中孵育 15 min后取出，置于冰盒中5 

随后向管中加入终浓度为 1~mol／L PMA。充分混 

匀后于 37℃孵育5～90 min，NH C1溶血 15 min，离 

心洗涤弃上清，PBS(pH 7．4)重悬。用流式细胞仪 

检测 PMN产生 ROS时，用空 白对照管在 FSC和 

SSC二维点阵图选取 PMN区域。以 FL1(RHO)直 

方图检测 RHO阳性的PMN为产生 ROS的 PMN；以 

FL1(DCF)直方图检测 DCF阳性的 PMN为产生 

ROS的 PMN。每个样品收集 1×10 个细胞，Cell 

Quest软件分析平均荧光强度(MFI)。 

PMN活化率= 塑 10o％ 
⋯ 细胞 

PMN产生 ROS量 =PMN活化率 ×MFI 

1．4 PMA刺激用 Percol1分 离PMN生成 ROS的检 

测 取经 Percol1分离后的 PMN分别与终浓度为 

1 txmol／L DHR123和 10 p~mol／L DCFH—DA相混合， 

置于37 qC水浴箱中孵育 15 min，随后向管中加入终 

浓度为 1~mol／L PMA。充分混匀后于 37 clC孵育 

0～90 min，用流式细胞仪检测PMN产生ROS时，用 

空白对照管在 FSC和 SSC二维点阵图选取 PMN区 

域。以FL1(RHO)直方图检测 RHO阳性的PMN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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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ROS的PMN；以FL1(DCF)直方图检测DCF阳 

性的PMN为产生。每个样品收集 1×10 个细胞， 

Cell Quest软件分析 MFI。计算 PMN活化率以及计 

算活化 PMN产生 ROS量参考上述公式。 

1．5 含有甲醛的固定剂对 PMA刺激全血 PMN生 

成 ROS的检测 取健康人抗凝外周血，与终浓度为 

1 txmoL／L DHR123混合，置于 37 cC水浴箱中孵育 

15 rain后取出，置于冰盒中5 min。随后向管中加入 

终浓度为 1~mol／L PMA。充分混匀后于37℃孵育 

0～90 min，NH C1溶血 15 min，离心洗涤弃上清，分 

别用 PBS(pH 7．4)、1％甲醛、1％多聚甲醛(PFA)重 

悬，用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用空白对照管在 FSC 

和 SSC二维点阵图选取 PMN区域。以 FL1(RHO) 

直方图检测 RHO阳性的PMN为产生 ROS的PMN， 

每个样品收集 1×10 个细胞，Cell Quest软件分析 

MFI。计算 PMN活化率以及计算活化 PMN产生 

ROS量参考上述公式。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LSD检 

验与 t检验 

2 结果 

2．1 DHR123为 荧光探 针 PMA 刺 激 PMN 产 生 

ROS的动力学 PMA与全血在 37℃作用 5、15、30、 

60和 90 rain，PMN 生成 ROS量 分 别 101．40、 

282．96、636．23、805．30和 561．39；PMA与分离 

PMN在 37℃作用5、15、30、60和90 min，生成 ROS 

量分别为 148．48、678．64、1 577．48、3 009．68和 

828．37。两者在5—60 rain ROS量呈递增趋势且在 

60 rain左右达到峰值 ，60—90 min时渐下降(见表 

1、图 1)。 

表 1 DHR123为荧光探针 PMA刺激全血和分离 PMN生 

成 ROS的比较( ±S) 

q检验：与0 rain比较 {{P<0．叭 

2．2 DCFH—DA 为 荧光探针 PMA刺激 PMN产 生 

ROS的动力学 PMA与全血在37 cC作用5、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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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7 小 删 时 PMN 生 成 ROS量 

37℃ 0 rain PMN生 成 ROS量 

图 1 DHRI23为荧光探针 PMA刺激全血或分离 PMN 

不同时间生成 ROS流式分析 

6O和 90 min，PMN生成 ROS量分别为 499．09、 

307．31、219．15、83．93和 56．05；PMA与分离 PMN 

在37 cC作用5、15、30、60和 90 min，生成 ROS量分 

别为 150．39、491．49、851．15、940．45和924．25。在 

DCFH．全血法中，PMA与 PMN在 37℃作用 5 min 

后，反应生成 ROS量达到峰值，随后就出现递减趋 

势；在 DCFH．分离法中，生成 ROS量从0～30 rain逐 

渐递增，60～90 min时达到平台期(见表 2、图2)。 

表2 DCFH—DA为荧光探针 PMA刺激全血或分离 PMN 

生成 ROS的比较 ( ±5) 

q检验：与0 min比较 P<0．01 

． 

~

]

． 雄&47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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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小 吲 时 l叫 PMN 生 成 ROS量 

37℃0rain PMN生成 ROS量 

图 2 DCFH—DA为荧光探针 PMA刺激全血或分离 PMN 

不同时问生成 ROS流式分析 

2．3 含甲醛的试剂可降低 RHO的荧光强度 以 

DHR123为荧光探针时，PMA刺激全血标本 PMN产 

生 ROS，在 5～90 min各个时间段，经溶血洗涤后， 

分别用 1％甲醛和 1％PFA重悬细胞与用 PBS重悬 

细胞比较 MFI，在各个时间段含有甲醛的试剂均可 

下调RHO的荧光强度，如 RHO达到峰值时，经PBS 

重悬时胞内 MFI为 748．91，经 1％甲醛和 1％PFA 

重悬后 MF1分别为 307．21、404．94，PBS组与含甲 

醛试剂组之间的 MFI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 3)。 

3 讨论 

PMN是人体抵御外来微生物入侵的第一道防 

线，是固有性免疫系统中重要的效应细胞。其吞噬 

病原体的过程包括趋化、豁附、内吞、氧依赖性杀伤 

和氧非依赖性 杀伤等。其 中，PMN胞 内富有 的 

NADPH氧化酶可催化氧分子接受电子而转变为 

ROS，用以杀灭微生物及外来异物，同时耗氧量显著 

增加，这一现象称为呼吸爆发，呼吸爆发是 PMN杀 

伤病原微生物的关键环节 J。 

目前检测 ROS的其他方法有分光光度仪法、化 

科 口．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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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含有甲醛的试剂对 PMA刺激 PMN生成 ROS量的影响(n ：5； ±s) 

q检验 ：与 PBS重悬组 比较 P<0．05， P<0．O1 

学发光法和电子自旋共振法等。但这些方法存在着 

重复性较差、效率低、准确性差、操作复杂等缺点。 

流式细胞术是在单个细胞水平上检测 ROS，该方法 

检测灵敏、准确、快速、高效，并减少了实验过程中人 

为主观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在参考文献的基础上经 

过多次实验，建立了流式细胞术检测全血和分离 

PMN产生 ROS的实验方法。选用 DHR-123和 

DCFH．DA为 ROS捕获剂，这两种捕获剂本身应该 

没有荧光或只有很弱的荧光，它们被氧化后能发出 

较强的荧光：DHR123可自由进出细胞膜，进入细胞 

后可被 ROS氧化为可发出荧光的RHO，被泵人线粒 

体内，从而维系在细胞内，经过一定时间的累积，即 

可通过流式细胞仪检出相应的荧光；DCFH—DA可扩 

散通过线粒体膜，在线粒体内被酯酶水解，形成无荧 

光的DCFH，后者对ROS敏感，可迅速被氧化成为具 

高荧光的物质——DCF，DCFH可被多种 ROS的成 

分氧化形成 DCF，DCF的荧光强度可以反映线粒体 

内ROS总体状况。 

本次实验使用 PMA与全血或分离 PMN作用 

后，RHO和 DCF的荧光强度增加。PMA是通过增 

强蛋白激酶 C的作用活化 NADPH氧化酶从而刺激 

PMN生成 ROS，相关报道 显示这两种荧光探针 

能够敏 感 检测 PMN 内 的 ROS。实验 发现，用 

DHR123为荧光探针，不论 PMA刺激的是采用全血 

法还是分离法获取的PMN，其产生 ROS的时问动力 

学均相似：PMA与全血在 37℃作用5、15、30、60和 90 

min，PMN生成 ROS量分别为101．40、282．96、633．23、 

805．32和561．39；PMA与分离 PMN在37 oC作用5、15、 

30、60和90 min，生成 ROS量分别为 148．48、678．64、 

1 577．48、3 009．68和828．37。两者在 5～60 min ROS 

量呈递增趋势且在60 min左右达到峰值，60～90 rain 

时渐下降。60 min时分离 PMN产生 ROS量远高于 

全血 PMN产生 ROS量。用 DCFH为荧光探针， 

PMA与全血在 37℃作用 5、15、30、60和 90 min， 

PMN生成 ROS量分别为499．09、307．31、219．15、 

83．93和 56．05；PMA与分离 PMN在 37℃作用 5、 

15、3O、60和 90 min，生成 ROS量分别为 150．39、 

491．49、851．15、940．45和 924．25。在 DCFH一分离 

法中，生成 ROS量从0～30 min逐渐递增，30 min后 

达到平台期；在 DCFH一全血法中，PMA与 PMN在 

37℃作用 5 min后，反应生成 ROS量达到峰值，随 

后就出现递减趋 势。有研究 表明，PMN内 

H O 氧化 DCFH并非是直接反应，而是依赖于过氧 

化物酶的活化，当胞内过氧化物酶水平改变时，DCF 

荧光强度就不能反 映 ROS的水平。我们认 为， 

DCFH在检测全血和分离 PMN中 ROS的时间动力 

学存在差异，可能是因为在分离 PMN的过程中影响 

到胞 内过氧化 物酶 的活性 而造成 的。还有研 

究  ̈ 证实，DHR检测 ROS产物比 DCFH更为灵 

敏。本实验中使用 PMA的终浓度为 1 p~mol／L，与 

国外其他研究 报道一致，低浓度的PMA不能完 

全刺激 PMN的活化。另外所使用的PMA工作液4℃ 

储存应少于2周，否则 PMA的活性会降低，不能完全 

刺激 PMN的活化。在采用 PMA刺激全血时，在流式 

细胞仪上会出现PMN群偏移的现象，因此适度地调整 

选取PMN区域的位置，有利于数据的精确性。 

实验发现保持 PMN的活性和膜的完整性，对检 

测其生成 ROS的准确性至关重要。国外有文献  ̈J 

报道，在全血状态下用 DCFH．DA检测 PMA此刺激 

PMN生成 ROS时，不 同的溶血剂对 DCFH检测 

PMN生成 ROS量有影响——含有甲醛的溶血剂可 

以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使荧光染料 DCFH流出胞 

体，从而使胞内的荧光强度下降。本次实验中，用 

DHR检测 PMA刺激全血 PMN呼吸爆发时，使用能 

够保持细胞活性的氯化铵溶血剂，在重悬细胞的时 

候使用含有甲醛的固定剂，结果发现同样有荧光下 

降的现象。 

综上所述，流式细胞术检测 PMN产生 ROS是 
一 种简便、快速和重复性好的方法。用于检测和评 

估 PMN对异物的非特异性吞噬和氧化功能都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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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和分化都有调节作用。某些急性炎症、自身免 

疫性疾病、淋巴细胞恶性肿瘤(如多发性骨髓瘤)等 

与患者体内IL一6水平异常增高有关，在很多慢性炎 

症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中有很重要的作用 。鉴于 

IL一23复杂的生物学功能，其在抗感染免疫、抗肿瘤 

免疫以及自身免疫病的发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 

此，成功克隆表达 IL-23基因，获取高生物学活性的 

重组 IL一23，对于进一步研究 IL一23的生物学功能， 

探讨其在抗感染免疫、抗肿瘤免疫以及 自身免疫病 

中的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小鼠IL-23的克隆表达及转基因细胞的 

构建已有较多报道，而对于人 IL一23的克隆表达则 

研究较少，目前国内尚未见相关报道。鉴于 IL．23 

拥有与 IL一12相同的 040亚基，而 IL一12的040亚基 

基因已克隆表达，因此成功克隆表达 IL一23的关键 

在于p19亚基基因的成功克隆。IL．23主要来源于 

活化 的单核／巨噬细胞 和 B细胞，IL一23 p19的 

mRNA主要在内皮细胞和造血细胞表达，包括 T细 

胞、B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同时研究⋯也 

证明脂多糖可以刺激人和小鼠的树突状细胞产生 

IL一23，所以在本实验中采用脂多糖刺激人 PBMC 12 

h，通过RT—PCR扩增IL一23 p19基因，克隆至T载体，经 

测序表明序列与GenBank报道序列完全一致，表明我 

们成功地克隆了人 IL一23 p19基因，为进一步表达人 

IL-23，并深入研究其功能和作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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