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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NA 靶向抑制 4鄄1BBL 基因表达

在 HL鄄60 细胞对淋巴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王摇 慧1,吴俊英2

[摘要]目的:观察 4鄄1BB 配体(4鄄1BBL)鄄siRNA 对 HL鄄60 细胞细胞因子分泌的影响;对比观察 4鄄1BBL 基因被干扰前后,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对淋巴细胞增殖、凋亡诱导作用的影响;探讨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机制。 方法:采用化学合成法人工合成靶

向人 4鄄1BBL 基因的 siRNA,脂质体转染法转染 HL鄄60 细胞;半定量 RT鄄PCR 和流式细胞术检测干扰前后 HL鄄60 细胞 4鄄1BBL鄄
mRNA 和表面蛋白的表达水平;ELISA 法检测 4鄄1BBL 干扰前后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转化生长因子鄄茁(TGF鄄茁)、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VEGF)分泌水平。 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收集 4鄄1BBL 干扰后的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与体外分

离的人淋巴细胞共培养,MTT 法检测机体淋巴细胞增殖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淋巴细胞凋亡比率的变化。 结果:靶向 4鄄1BBL鄄
siRNA 转染 HL鄄60 后,4鄄1BBL鄄mRNA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降低(P < 0. 01); ELISA 结果显示,4鄄1BBL 基因被干扰后,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中 TGF鄄茁 和 VEGF 分泌水平明显降低(P < 0. 01 和 P < 0. 05)。 与干扰前比较,干扰后的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

液对机体淋巴细胞的增殖抑制和诱导凋亡作用均下降(P < 0. 05)。 结论:HL鄄60 细胞高表达的 4鄄1BBL 信号具有反向调节作

用,通过促进其分泌 TGF鄄茁、VEGF,使肿瘤细胞培养上清液对淋巴细胞活性的抑制作用增强并促进淋巴细胞凋亡,可能是肿瘤

细胞逃避宿主免疫监视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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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iRNA targeting inhibition of 4鄄1BBL gene expression
in HL鄄60 tumor cells on lymphocytic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WANG Hui1,WU Jun鄄ying2

(1. Clinical Laboratory,Baoji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Baoji Shanxi 721000;
2. Department of Immun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4鄄1BBL siRNA on the cytokine production of HL鄄60 cells,compare the effects of
culture supernatant of HL鄄60 cells on lymphocyte proliferation and inducing apoptosis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interfering 4鄄1BBL,and
explore the immune escape mechanism of tumor cells. Methods:The siRNA targeting 4鄄1BBL gene was designed and synthesized in
vitro,then transfected into HL鄄60 cells using Lipofectamin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4鄄1BBL mRNA and protein in HL鄄60 cells were
detected using RT鄄PCR and flow cytometry,respectively. The production levels of TGF鄄茁 and VEGF in culture supernatant of HL鄄60
cells 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 were collected by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and co鄄cultured with HL鄄60 cells culture supernatant in vitro. The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rates of
lymphocytes were determined by MTT assay and flow cytometry, respectively. Results:After the siRNA targeting 4鄄1BBL gene was
transfected into HL鄄60 cells,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4鄄1BBL gene and protei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P < 0. 01). The results of ELISA
showed that the secretion levels of TGF鄄茁 and VEGF in culture supernatant of HL鄄60 cell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he 4鄄1BBL gene
expression was interfered(P < 0. 01 and P < 0. 05). 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fering,the effects of the culture supernatant of HL鄄60
cells on inhibiting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ducing apoptosis of lymphocyte decreased after interfering(P < 0. 05). Conclusions:The high
expression of 4鄄1BBL in HL鄄60 cells has a reversely regulatory function. The production of TGF鄄茁 and VEGF in HL鄄60 cells can
strengthen the inhibiting effect of tumor cell culture supernatant on lymphocyte activity,and promote the lymphocytes apoptosis,which
can be an important mechanism of tumor cells escaping from the immune surveillance of tumor鄄bearing host.

摇 摇 [Key words] tumor immunity;4鄄1BB ligand;siRNA;HL鄄60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cells;proliferation;apoptosis;immunity escape

摇 摇 4鄄1BB 和 4鄄1BB 配体(4鄄1BBL)为肿瘤坏死因

子 /肿瘤坏死因子受体(TNF / TNFR)超家族的成员,
主要表达于活化的 B 细胞和 T 细胞、单核细胞、树
突状细胞(DC)、神经母细胞瘤细胞及其他一些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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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2 - 3]。 相关研究[4 - 5] 证实,4鄄1BBL 能促使细

胞毒性 T 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增殖与

抗肿瘤反应。 有研究[6]发现,低表达 4鄄1BBL 的 Raji
细胞转染 4鄄1BBL 基因后,能显著刺激外周血淋巴

细胞的增殖,并且导致白细胞介素鄄2( IL鄄2)释放增

加,产生更广谱的抑瘤效果。 在机体免疫调节中 4鄄
1BBL / 4鄄1BB 的作用是很复杂的,肿瘤细胞表面异

常高表达的 4鄄1BBL 与肿瘤细胞的过度增殖及诱导

T 细胞的凋亡异常是否有关值得我们去探讨。 本研

究观察 4鄄1BBL鄄siRNA 对 HL鄄60 肿瘤细胞细胞因子

分泌的影响;对比观察 4鄄1BBL 基因被干扰前后,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对淋巴细胞增殖、凋亡诱导

作用的影响;探讨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机制。 现作

报道。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主要试剂及仪器 摇 HL鄄60 肿瘤细胞购于中科

院细胞研究所, RPMI鄄1640 培养基和 OPTI鄄MEM 培

养基均购自美国 GIBCO 公司,新生牛血清购自杭州

四季青生物制品公司,DERIE鄄C 转染试剂和 Trizol
购于美国 Invitrogen 公司,RT 及 PCR 试剂盒购自

Fermentas 公司, 四甲基偶氮唑蓝(MTT)购于 Sigma
公司,焦碳酸二乙酯(DEPC)购于 Invitrogen 公司,
Annexin V / FITC 购自晶美公司。 rhIL鄄2:长春生物

制品研究所,抗人 CD3McAb(李柏青博士惠赠),抗
人 CD137L鄄PE:BD 公司(美国),TGF鄄茁鄄PE:RB 公司

(美国),鼠抗人 IgG鄄PE(李柏青博士惠赠),人 TGF鄄
和 VEGF ELISA 检测试剂盒:Rapid Bio 公司)。
1. 2摇 方法摇
1. 2. 1 摇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转化生长因子鄄茁
(TGF鄄茁)、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VEGF) 检测 摇 用

OPTI鄄MEM襆 I 培养基调整细胞浓度至 3 伊 105 / L,然
后将细胞悬液加入到 6 孔板内,实验组转染时加入

siRNA(终浓度为 176 nmol / L)与脂质体混合物,空
白对照组不加 siRNA 与脂质体混合物,转染 6 h 后

用含 10%小牛血清的无抗生素的 1640 更换培养液

继续培养。 收集转染 48 h 后的 2 组 HL鄄60 细胞培

养上清液,按照 TGF鄄茁、VEGF 检测试剂盒说明书操

作,检测培养上清液中 TGF鄄茁、VEGF 水平。
1. 2. 2摇 转染 4鄄1BBL鄄siRNA 后的 HL鄄60 细胞培养上

清液对淋巴细胞增殖作用的影响摇 将刚分离的淋巴

细胞用 5% 灭活 NBS 和 5% 人自体血浆的 RPMI鄄
1640 培养液调节细胞浓度为 1 伊 106 / mL,接种 24 孔

板,每孔 1 mL;收集培养 7 d 的淋巴细胞,用完全

RPMI1640 培养液调节细胞浓度为 1 伊 106 / mL,接种

24 孔板,每孔 500 滋L;实验分组:第 1 孔为空白对照

组,加入 500 滋L RPMI鄄1640 完全培养液;第 2 孔为

实验组 A,加入 500 滋L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第 3
孔为实验组 B,加入转染 NC鄄siRNA 后的 HL鄄60 细

胞培养上清液 500 滋L;第 4 孔为实验组 C,加入转染

4鄄1BBL鄄siRNA 后的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 500 滋L,
总体积为 1 mL;各孔加入抗人 CD3mAb (终浓度

5 滋g / mL) 和 rhIL鄄2 (终浓度 50 U / mL),混匀后置

37 益、5% CO2 培养箱中培养 48 h,每组每孔取

100 滋L加入 96 孔板中,每组做 4 个重复孔,每孔加

入 20 滋L 5 mg / mL 的 MTT 液,37 益、5 % CO2 培养

箱中继续培养 4 h,每孔加入 100 滋L 三联溶解液

37 益、5 % CO2 培养箱中过夜后,在全自动酶标仪

上测 570 nm 波长各孔的吸光度(A)值。 增生抑制

率(% ) = (1 - A实验组 / A对照组) 伊 100% 。
1. 2. 3摇 转染 4鄄1BBL鄄siRNA 后的 HL鄄60 细胞培养上

清液对淋巴细胞凋亡水平影响的测定摇 实验分组及

方法同 1. 2. 2,收集转染 48 h 上述各组淋巴细胞,经
Annexin v / FITC 和 PI 染色,FCM 分析各组淋巴细胞

凋亡率。 染色方法同上。
1. 3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转染 4鄄1BBL鄄siRNA 对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

中细胞因子 TGF鄄茁、VEGF 的影响 摇 ELISA 检测结

果显示,4鄄1BBL鄄siRNA 作用于 HL鄄60 细胞 48 h,可
使 HL鄄60 细胞分泌 TGF鄄茁 减少(P < 0. 01),也可使

HL鄄60 细胞分泌 VEGF 减少(P < 0. 05)(见表 1)。

摇 表 1摇 转染 4鄄1BBL鄄siRNA 后对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中

TGF鄄茁、VEGF 的影响(ni = 2;x 依 s)

分组 TGF鄄茁 / (pg / mL) VEGF / (pg / mL)

空白对照组 4 385. 03 依 280. 60 69 414. 89 依 1 575. 07

4鄄1BBL鄄siRNA 组 3 388. 80 依 388. 82 63 658. 45 依 3 867. 52

t 4. 16 2. 76

P < 0. 01 < 0. 05

2. 2摇 转染 4鄄1BBL鄄siRNA 后的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

液对淋巴细胞增殖及凋亡诱导作用的影响摇
2. 2. 1摇 转染 4鄄1BBL鄄siRNA 后的 HL鄄60 细胞培养上

清液对淋巴细胞增殖的影响摇 MTT 结果显示,转染

4鄄1BBL鄄siRNA 后的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作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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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 48 h 后,淋巴细胞增殖抑制率由未转染的

(29. 67 依 3. 61)%下降至(13. 38 依 4. 09)% ,与实验

组 B 和实验组 A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实验组 A 与实验组 B 比较淋巴细胞增殖抑

制率相似(P > 0. 05)(见表 2)。

摇 表 2摇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对 T 细胞增殖抑制率(ni =
3;x 依 s)

分组 A570 抑制率 / %

实验组 A 0. 298 2 依 0. 027 9 29. 67 依 3. 61

实验组 B 0. 313 2 依 0. 021 2 25. 61 依 9. 67

实验组 C 0. 366 9 依 0. 027 3 13. 38 依 4. 09*#

F — 7. 00

P — <0. 05
MS组内 — 41. 090

摇 摇 q 检验:与实验组 A 比较*P < 0. 05;与实验组 B 比较#P < 0. 05

2. 2. 2摇 转染 4鄄1BBL鄄siRNA 后的 HL鄄60 细胞培养上

清液对淋巴细胞凋亡的影响摇 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

显示,转染 4鄄1BBL鄄siRNA 后的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

液作用于淋巴细胞 48 h 后,细胞凋亡率由(23. 82 依
3. 44)%下降到(15. 14 依 4. 08)% ,与阴性对照组及

空白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阴
性对照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较凋亡率水平相似

(P > 0. 05)(见表 3)。

摇 表 3摇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对 T 细胞凋亡的影响(ni =
3;x 依 s)

分组 凋亡率 / %

空白对照组 23. 82 依 3. 44

NC鄄siRNA 22. 51 依 3. 19

4鄄1BBL鄄siRNA 15. 14 依 4. 08*#

F 6. 81

P < 0. 05
MS组内 12. 875

摇 摇 q 检验: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 0. 05;与 NC鄄siRNA 组比较#P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机体以 T 细胞为主的细胞免疫在抗肿瘤免疫

中发挥极其重要作用,但肿瘤仍能在人体内发生并

持续发展,主要原因在于肿瘤具有逃避免疫监视的

功能。 肿瘤细胞可通过多种方式使机体处于免疫耐

受状态,其中 T 细胞不能充分活化、应答能力下降

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 而 T 细胞的活化主要依

赖双信号,即特异性抗原刺激信号与共刺激信

号[7],4鄄1BBL / 4鄄1BB 是继 B7 / CD28 之后又一对重

要的共刺激分子。 有研究[8] 证实,T 细胞的存活延

长依赖于 B7 / CD28 配基化时产生的 IL鄄2,而 4鄄
1BBL / 4鄄1BB 通过后期延长 T 细胞的免疫应答,增
强抗肿瘤效果[9]。 4鄄1BBL / 4鄄1BB 除介导正向信号

为 T 细胞活化提供提供协同刺激,还可通过逆向信

号作用于表达 4鄄1BBL 分子的细胞产生生物学效

应。 最新研究[10] 发现,4鄄1BBL 组成性表达于多种

肿瘤细胞表面,其介导的逆向信号通过诱导肿瘤细

胞释放 IL鄄8 提高肿瘤细胞对抗癌药物的耐受而提

高其生存能力[11]。 此外,有研究[12]显示,4鄄1BBL 的

表达与恶性血液病有关,如恶性血液病病人的血清

中可溶性 4鄄1BBL (s4鄄1BBL) 含量异常升高,可作为

疾病进程和预后有价值的指征,并且有可能为评价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疗效提供依据,该研究

还发现 s4鄄1BBL 是有活性的,s4鄄1BBL 的释放很可

能与肿瘤逃逸有关,s4鄄1BBL 通过限制宿主淋巴细

胞接受协同刺激,减少淋巴细胞凋亡信号发挥这一

作用。 还有研究[13] 发现,在恶性淋巴瘤病人中,虽
有 s4鄄1BBL 的升高,但与预后无关,而在急性髓性白

血病病人中却具有预后不良的意义。 本室前期研究

也发现,用阻断型抗 4鄄1BBL 单抗可抑制高表达 4鄄
1BBL 的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分泌 TGF鄄茁,提示 4鄄
1BBL 信号对肿瘤细胞的过度增殖起一定的促进作

用。 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移与肿瘤微环境密切相

关,而微环境内执行免疫功能主要依赖于 T 淋巴细

胞。 本室前期研究[14] 发现,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

能使与其共培养的正常人外周血淋巴细胞活性下

降。 本实验我们选用正常人外周血淋巴细胞与经

4鄄1BBL鄄siRNA 转染后的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共

培养发现转染 4鄄1BBL鄄siRNA 后的 HL鄄60 细胞培养

上清液对淋巴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减弱,对淋巴细

胞的凋亡诱导作用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HL鄄60 细

胞可分泌 TGF鄄茁、VEGF,我们采用 siRNA 技术特异

性沉默 HL鄄60 细胞高表达的4鄄1BBL基因,ELISA 法

检测发现,转染 4鄄1BBL鄄siRNA 后,VEGF、TGF鄄茁 的

分泌水平下降,而 TGF鄄茁 被证实与全身免疫抑制有

关,它能抑制 T、B 淋巴细胞的增生和活化,抑制巨

噬细胞的吞噬能力,使得肿瘤细胞逃避机体的免疫

排斥。 而另一种被我们在 HL鄄60 细胞培养上清液

检测到的 VEGF 有研究[15] 证实它在白血病病人体

内呈高表达,体外白血病细胞株培养研究[16] 表明,
VEGF 可通过旁分泌和自分泌途径促进白血病细胞

的增殖、浸润及降低对放化疗的敏感性。 由此推测,
通过 4鄄1BBL 逆向信号途径调节 VEGF、TGF鄄茁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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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 HL鄄60 细胞诱导淋巴细胞凋亡及抑制其增

殖的机制之一。 至于 4鄄1BBL 信号通路与 TGF鄄茁 通

路和 VEGF 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是原本就存在的,
还是因为机体在肿瘤发生后出现某些微环境因素的

变化而引起的,而具体涉及的机制是什么,还需进一

步去研究探讨。
本实验的研究结果证明化学合成的 siRNA 在

体外能成功抑制靶基因 4鄄1BBL 的表达,通过干扰

其表达,可抑制肿瘤细胞分泌细胞因子 VEGF、TGF鄄
茁,从而抑制机体淋巴细胞增殖、诱导其凋亡,可能

是肿瘤细胞逃逸机体免疫监视的机制之一。 但肿瘤

细胞与淋巴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十分复杂的,它
所介导逆向信号的作用机制和具体分子机制还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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