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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介素一9产生细胞在不同淋巴细胞亚群中的比例 

梁友宝 ，梁 华 ，李柏青 

[摘要]目的：应用流式细胞术测定胞内细胞因子，检测不同T淋巴细胞亚群和其他淋巴细胞亚群中白介素_9(IL-9)产生细胞 

的比例。方法：23名健康成年人外周抗凝血加等量 1640培养液后，加佛波酯、离子霉素及莫能霉素培养6 h。收集细胞后，先 

用不同荧光素标记的抗人CD3、抗人CD8和抗人T细胞抗原受体 8(TCR~8)单抗，或抗人 CD19和抗 CD56单抗作细胞表面 

染色，再经过溶血，固定和透膜处理后，加抗胞内细胞因子的抗IL-9和IL一17的荧光抗体作胞内染色，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和分 

析IL-9产生细胞在不同T淋巴细胞亚群和其他淋巴细胞亚群中的分布频率。结果：IL-9产生细胞在总T细胞(CD3 T)、 

CD4 T细胞、CD8 T细胞和-／ST细胞中的百分比分别为0．35±0．31、0．22．4-0．13、0．31±0．29和 1．07±1．05。 8T细胞中的 

IL-9产生细胞明显高于其他淋巴细胞亚群 (P<0．01)。同时也发现 自然杀伤细胞 (NK细胞)中也有少量 IL-9产生细胞。另 

外还发现，共表达 IL-9和 IL一17的细胞在 CD3 T及其亚群 CD4 T和 CD8 T细胞中的比例很低(0．03％ ～0．06％)，但在 8T 

细胞中的比例可达(0．28±0．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o1)。结论：用流式细胞术测定单细胞水平胞内细胞因子的技 

术发现 ，不仅 CIM T细胞 中，而且 CD8 T细胞和 8T细胞以及 NK细胞中均存在产生 IL一9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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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interleukin-9 producing cells 

in different lymphocyte subpopulations detected 

LIANG You—bao ，IANG Hua ，LI Bai—qing 

(J．Department ofImmun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Anhui Key Laboratory ofInfection and Immunity， 

Bengbu Anhui 233030；2．Department ofLaboratory，Bengbu First People s Hospital，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0bjective：To detect the proportions of interleukin-9 producing ceHs in different lymphocyte subpopulations of peripheral 

blood of healthy subjects by intracellular cytokine measuring technique using flow cytometry．Methods：Twenty—three peripheral blood of 

healthy adults was stimulated by PMA and ionomycin，followed adding monensin for total 6 hours．The stimulated cells were stained with 

fluorescent antibodies，anti—CD3，an ti—CD8，anti—TCR3,8，anti—CD19，an d anti-CD56，followed hemolysing，fixed and membrane 

permeabilization．and stained intracellular cytokine with fluorescent anti—IL-9．anti—IL一17 antibodies．The proportion of IL-9 producing 

cells in different T cell subsets and other lymphocyte populations were detected and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Results：IL-9 

producing cells were detected among all lymphocyte subpopulations，the percentages of which in total T cells(CD3 T)，CD4 T cells， 

CD8 T cells and 8 T cells were 0．35 4-0．31，0．22±0．13，0．31±0．29 and 1．07±1．05，respectively．Th e proportion of IL-9 

producingŷ8 T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the highest(P<0．01)．There was also the small proportion of IL-9 producing cells in NK cells． 

In addition，few amount of IL-9 and IL一17 co—expressing cells were detected among CD3 T cells and CD4 T and CD8 T cells，but the 

small proportion of which in"／8 T cells．Conclusions：The frequency of IL-9 producing cells detected by flow eytometry indicates that 

there exist IL-9 producing cells not only in CD4 T cells，but also in CD8 T cells，̂y8 T cells and NK cells． 

[Key words]flow cytometry；interleukin-9；cytokine；T lymphocyte subset 

白介素_9(IL-9)最先是在小鼠和人类 CD4 T 

细胞中发现的一种具有与 IL_4相似生物学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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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因子，能促进 T淋巴细胞和肥大细胞增殖 Ï2 。 

IL-9通常在辅助性 T细胞(Th)2型，即Th2型细胞 

的免疫应答过程中表达，并与 IL-3、IL4 和 IL一5同 

时升高，因此 IL-9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由Th2型细胞 

产生的。IL-9可作用于多种炎症细胞和组织细胞， 

在过敏性哮喘和抗寄生虫感染中具有重要作 

用 -3]。2008年 Dardalhon等 报道了一个新型 

效应性 T淋 巴细胞亚群，称为“Th9”细胞。Th9细 

胞是属于CD4 效应性T细胞，可由IL-4联合TGF． 

B刺激 CD4 初始性 T细胞产生 ；Th9细胞也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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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F—B作用于 Th2细胞后，由 Th2细胞转 化而 

来 。Th9细胞主要表达 IL-9，也表达 IL一10，但不 

表达其他 111细胞所特有的细胞因子或转录因子。 

近来研究 发现，除 Th9细胞，其他 CD4 T细胞亚 

群包括 Th2细胞、Thl7细胞、调节性 T细胞以及 自 

然杀伤 T细胞(NKT细胞)也可产生 IL-9。另有报 

道 7_Thl7细胞在多次极化培养条件下，可共产生 

IL-9和 IL—l7。这些研究报道提示除 咖 细胞外其 

他 T淋巴细胞亚群也可产生 1L-9。而 T细胞外的其 

他淋巴细胞亚群是否产生 IL-9，目前很少有报道。 

本文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健康个体外周血不同淋巴 

细胞亚群中分泌IL-9细胞的比例，以了解 IL-9产生 

细胞在各 T淋巴细胞亚群和其他淋巴细胞亚群中 

的分布情况。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新鲜外周血来 自本校健康教职工 

和学生，男 15名，女 8名；年龄20～40岁。 

1．2 主要试剂 不同荧光素标记单抗，APC标记 

抗人 CD3，PECY5．5标记抗人 CD8，FITC或PE标记 

抗人 8T细胞(TCR~／8)，PECY5．5标记抗人 CD19， 

APC标记抗人 CD56，PE标记抗人 IL-9，FITC标记 

抗人 IL一17及相应的同型对照，均购自Invitrogen公 

司；激活剂、佛波酯、离子霉素购 自Sigma公司，蛋 

白阻滞剂莫能霉素购自eBioScience公司。溶血剂 

(10×)为 BD公司产品。染色缓冲液、透膜缓冲液 

和2％多聚甲醛固定液为本实验室 自行配制 J。 

1．3 淋巴细胞的激 活和分泌细胞 因子 的胞 内阻滞 

新鲜全血 1 ml，肝素抗凝，加入等体积的1640培 

养液，混匀置于24孔培养板中。加入佛波酯及离子 

霉素，使终浓度分别达到 50 ng／ml和 1 g／ml，混 

匀，37 oC，5％CO 环境中刺激培养2 h，加入莫能霉 

素(终浓度 2．5 I~molfL)后混匀，继续培养至6 h时 

收集细胞。 

1．4 不同淋 巴细胞 亚群胞 内细胞 因子 的荧光抗体 

染色方法 上述全血样本细胞加刺激剂和蛋白阻滞 

剂培养6 h后，收集混匀吸至试管中，在低温离心机 

Eppendoff 5810R 上 离心，以 2 500 r／min离 心 

5 min，取压积细胞 100 trl，加入测定细胞表面表型 

的荧光抗体：APC标记的CD3单抗，PECY5．5标记 

的CD8单抗和 FITC标记的 8T单抗，避光冰浴 20 

min；随后加入溶血剂(1×)每管2 ml，室温避光 

5 min离心，并用染色缓冲液洗 1次。加入2％多聚 

甲醛固定30 min，离心并用染色缓冲液洗 1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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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透膜缓冲液，置于0 oC冰浴作用 10 min，离心并弃 

去上清。加入小鼠血清和 10％牛血清白蛋白，封闭 

30 min；最后加入 PE标记的IL-9单抗，FITC标记的 

IL一17单抗，或对照管加入相应的荧光标记同型对照 

抗体，染色 30 min，用透膜液和染色缓冲液各洗 

1次。 

1．5 流式细胞仪检测胞内细胞因子 已经染色的 

细胞用 2％多聚甲醛 100 l重悬细胞，在流式细胞 

仪 FACSClibur(美国BD公司产品)上检测，先用阴 

性对照管，通过前向散射光(FSC)和侧向散射光 

(SSC)圈定淋巴细胞群，调节各荧光通道电压，设定 

阴性细胞界限，再用各种荧光补偿管，调节各荧光通 

道的补偿值，最后检测同型对照及测定管。鉴于IL一 

9产生细胞在 T细胞亚群中的比例较低，每个检测 

管获取5万 ～1O万个细胞，使获取的细胞因子阳性 

细胞 绝 对 数 在 100 个 以上。数 据 分 析 使 用 

CELLQuest或 WinMDI软件，首先在 FSC和 SSC点 

阵图上设定淋巴细胞区域 R1，然后在 CD3APC和 

TCR．̂y8一FITC点阵图上设定 "yST细胞群 R2，并设定 

G2=R1 R2分析 6T细胞门内分泌 IL-9和 IL—l7 

细胞所占百分率，同时在 CD3APC和 TCR．̂y6一FITC 

点阵图上设定非 8T细胞 (即 BT)R3，并设定 

G3=R1：l：R3，然后再通过 CD3APC和 CD8PeCy5．5 

找到 CIM T和CD8 T细胞群并设定 R4和 R5，分 

析相应门内的分泌 IL-9和 IL一17细胞所占百分率。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检验。 

2 结果 

2．1 外周血 IL_9产生细胞在 T淋巴细胞亚群中比 

例 根据表型分析计算总 T细胞(CD3 T)和非 T 

细胞 (CD3一T)，再 将 T 细 胞 分 为 8T细 胞 

(TCR~／8 )和 otl3T细胞(TCR~／8一)，又从 c~13T细胞 

中分为 CD8T细胞(CD8 T)和 CD4T细胞(CD8一 

T)，各亚群细胞中IL-9产生细胞的典型流式代表图 

(见图1)。结果显示，T细胞各亚群细胞 ŷ8T细胞 

中 IL-9产生细胞所占最高(P<0．01)(见表 1)。 

2．2 外周血 IL_9产生细胞在 NK细胞和 B细胞中 

的表达 由于非 CD3 细胞有 IL-9表达，进一步又 

检测了 NK细胞及 B细胞中IL-9的表达(见图2)。 

2．3 外周血中T淋巴细胞亚群共分泌 IL_9和 IL一 

17细胞的比例 将IL-9和IL—l7荧光抗体与相应 T 

淋巴细胞亚群表面抗原荧光抗体共同染色，获得 

2种细胞因子的共表达(见图3)。结果显示，T淋巴 

细胞各亚群中共分泌 IL-9和 IL—l7的细胞差异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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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P<0．O1)，其中在 "yBT细胞中的比例最 

高(P<0．01)(见表2)。 

一 CD3一APC叫-I — CD3一APC+  

图 l 外周m中T细胞亚群分泌IL一9的细胞比例 

表 I 正常人外周血非 T细胞和 T细胞各亚群中 IL-9产 

生细胞的比较[ =23； ±s；百分比(％)] 

q检验：与yST细胞比较}女P<0．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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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外周血中T细胞亚群共分泌IL一9和IL一17的细胞比例 

表 2 T淋巴细胞各亚群中共分泌 IL-9和 IL一17细胞的比 

较[n =8； ±s；百分比(％)] 

g检验：与18T细胞比较 女{P<O．01 

3 讨论 

流式细胞术是一种采用多色荧光抗体测胞内细 

胞因子的方法，对于小 比例阳性细胞检测，参考 

ELISPOT的方法 J，检测数量应达到可统计分析程 

度，即总数在 5万 ～l0万，阳性细胞在 100—200或 

更多。在单细胞水平检测细胞因子产生细胞，与 

ELISPOT相比，而流式细胞术检测有两个突出的优 

点：(1)结果细胞表型检测，不同细胞亚群中产生细 

胞因子的比例，(2)可以在同一细胞内检测两种或 

更多细胞因子的分泌情况，同时根据免疫表型区分 

不同的细胞亚群，进行多参数相关分析 。 

对于不同的细胞因子其检测条件有所不同，本 

文与文献中测定 IL-9产生细胞的方法 (诱导分化 

后)不同，本文采用经典的PMA／Ionomycin，可反映 

圈一囡一圈一圜 



体内环境下的 IL-9产生细胞。本研究确定最佳 

PMA浓度为50 ng／ml，刺激时间为 6 h；实验中也观 

察和比较阻滞剂布雷杆菌素 A(BFA)和莫能霉素不 

同阻滞效果，未发现两种阻滞剂的作用有明显差异 

(结果未显示)，只是 BFA会造成红细胞溶血不完 

全，这与有关文献 报道相一致，表明 BFA在起到 

阻断蛋白分泌的同时可能对红细胞膜有一定影响， 

增强了红细胞膜的韧性，从而增大了溶血完全的难 

度 ，但无需特殊处理，在后来的透膜步骤中会彻底溶 

血，不影响实验结果。 

通过对 IL-9检测分析，我们发现 IL-9除所谓的 

Th9即 CD4 T细胞产生，CD8 T细胞也产生，CD8 

T细胞 可根据分泌的细胞 因子分为 Tcl、Tc2和 
Tcl7 12]

，其主要分泌 IFN_r、IL-4和 IL．17，在感染、 

肿瘤及自身免疫病中起作用。本研究表明，CD8 T 

细胞可分泌 Th9型细胞因子，而 IL-9在 CD8 T细 

胞中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们知道 CD4 T 

细胞在体内分化为 Thl、Th2、Th9、Treg及 Thl7等亚 

群  ̈，有研究  ̈表明，̂y6T细胞与 CIM 0l 细胞 

相似，可产生 Thl和 Th2型的细胞因子，本研究表 

明，̂y6T细胞同样也产生 Th9型的细胞因子，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IL-9产生细胞在 8T细胞亚群中所占 

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亚群，IL-9是否参与 ŷ8T的免疫 

反应及作用机制将有待探讨。 

现有研究。。 表 明，IL-9在 Th2、Th9、Treg及 

Thl7等亚群都有表达。是否存在 IL-9和 IL一17共 

表达的细胞亚群，本研究通过流式检测共表达情况， 

发现在 8T细胞亚群中存在少量的共表达细胞，而 

CD3 、CD4 和 CD8 T细胞 中基本没有共表达细 

胞。有文献  ̈报道 IL-9和 IL一17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共表达，Thl7通过 IL-9诱导条件可以产生共表达 

IL-9和 IL一17细胞。 

本研究显示，IL-9在非 CD3 T细胞中比例也很 

高，考虑可能是 NK细胞或 B细胞分泌的，进一步的 

实验证实，NK细胞可产生 IL-9，而 B细胞几乎不分 

泌，表明 CD3一的非 T细胞产生的IL-9大部分是 NK 

细胞产生的。本研究建立了IL-9的流式细胞术检 

测方法，发现除了不仅 CD4 T细胞中，CD8 T细胞 

和 ŷ6T细胞，以及 NK细胞中均存在可产生 IL-9的 

细胞。但是这些产生 IL-9的淋巴细胞亚群在参与 

IL-9所涉及的免疫应答以及相关疾病的病理过程中 

的效应作用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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