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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肺损伤中巨噬细胞因子表达作用机制及肺微

血管细胞凋亡情况

刁振华　卢惠伦　陈培芬　郭禹标

　　【摘　要】　目的　研究肺泡巨噬细胞特征因子表达情况，以及巨噬细胞对肺微血管细胞凋亡影响。方法　建立
内毒素性急性肺损伤小鼠模型，将３０大鼠随机分为ＣＤ１１ｃ－ＤＴＲ转基因小鼠组，野生型健康小鼠组，内毒素血症小
鼠组。采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测定其巨噬细胞特征因子 ＩＬ－１β、ｉＮＯＳ、ＩＬ－１０和 ＣＤ２０６基因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体外构
建Ｍ１型巨噬细胞和肺微血管内皮细胞共培养模型，流式细胞仪检测肺微血管内皮细胞凋亡程度。结果　ＣＤ１１ｃ－
ＤＴＲ转基因小鼠实验组的ＩＬ－１β、ｉＮＯＳ、ＩＬ－１０和ＣＤ２０６基因 ｍＲＮＡ表达情况均要显著高于 ＣＤ１１ｃ－ＤＴＲ转基因
小鼠对照组（Ｐ＜００５）。同样，野生型健康小鼠实验组的 ＩＬ－１β、ｉＮＯＳ、ＩＬ－１０和 ＣＤ２０６基因 ｍＲＮＡ表达情况也要
高于野生型健康小鼠对照组（Ｐ＜００５）。而且ＣＤ１１ｃ－ＤＴＲ转基因小鼠实验组的 ＩＬ－１β、ｉＮＯＳ的表达量要高于野
生型健康小鼠（Ｐ＜００５）。共培养体系下，Ｍ１型巨噬细胞加快促进肺微血管内皮细胞凋亡。结论　内毒素导致的
急性肺损伤促进了肺泡巨噬细胞特征因子的显著表达，同时Ｍ１巨噬细胞导致肺微血管内皮细胞凋亡也可能参与了
急性肺损伤过程中。

　　【关键词】　急性肺损伤；肺泡巨噬细胞；细胞凋亡；炎症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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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肺损伤（ＡｃｕｔｅＬｕｎｇＩｎｊｕｒｙ，ＡＬＩ）是一种可
由肺炎或者脓毒症等引起的临床综合征［１］。通常

其病理特征表现为肺水肿、肺间质纤维化等。ＡＬＩ
具有较高的死亡率，是呼吸系统的急重病，很大程度

威胁着患者的生命［２］。到目前为止，ＡＬＩ的救治仍
是世界医疗领域的棘手难题。其发病机理仍然没有

完全掌握。

巨噬细胞是一类重要的免疫细胞，对于复杂恶

劣的环境，巨噬细胞往往会做出极化反应，与此同

时，其表型也发生功能性改变［３］。按照表型和细胞

因子的不同可以将巨噬细胞分为经典活化的 Ｍ１型
和替代途径的Ｍ２类型。巨噬细胞在肿瘤坏死因子
等作用下，可以分泌白细胞介素和活性氮等趋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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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４］。巨噬细胞在转化因子等作用下可以分泌一

些内皮和表皮的生长因子，可以发挥消炎止痛作用，

促进了机体修复。有研究报道细胞凋亡、一氧化氮

过度表达和５’ｍＲＮＡ表达等在 ＡＬＩ的发生过程中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５－７］。

本研究以 ＡＬＩ小鼠模型和体外共培养巨噬细
胞和肺泡上皮细胞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来源巨噬

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与 ＡＬＩ相关性作用机制，以及
微血管内皮细胞凋亡情况在 ＡＬＩ发病机制中的作
用关系。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剂与仪器
Ｔｒｉｚｏｌ（ＴＡＫＡＲＡ公司），ＲＴ－ＰＣＲ试剂（ＤＢＩ公

司），ＤＥＰＣ（Ｓｉｇｍａ公司），ＲＮａｓｉｎ（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逆
转录试剂盒（ＤＢＩ公司），脂多糖（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
ｉｄｅｓ，ＬＰＳ，Ｓｉｇｍａ公司），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Ｈｙ
ｃｌｏｎｅ，Ｃａｔ．Ｎｏ．ＳＨ３０８０９．０１Ｂ），ＤＭＥＭ－高糖培养基
（Ｈｙｃｌｏｎｅ，Ｃａｔ．Ｎｏ．ＳＨ３００２２．０１Ｂ），胰酶 （ＧＥＮ
ＶＩＥＷ，Ｃａｔ．Ｎｏ．９００２－０７－７），ＴＮＦ－α，Ｈ２Ｏ２，青链
霉素，ＰＢＳ缓冲液、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ＰＩ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ｋｉｔ（联科
生物，ＡＰ１０１），超净工作台（苏州净化设备公司），紫
外分光光度计（ＵＶ－１２０６）（ＳＨＩＭＯＤＺＵ公司），冷
冻离心机（ＳＣＲ２０Ｂ）（ＨＩＴＡＣＨＩ公司），台式低温高
速离心机（Ｚ３２３Ｋ，ＨＥＲＭＬＥ公司产品台式），高速
离心机（ＴＧＬ－１６Ｇ，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水平离
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水平式电泳仪（北京

东方仪器厂，ＧＤＳ７６００），凝胶扫描系统（ＤＦ－２３Ｂ）
（ＵＶＰ公司，ＨＺ－２５），－８０℃冰箱（海尔集团），
ＡＢＩ９７００ＰＣＲ扩增仪（ＡＢＩ公司）。
１．２　实验动物与细胞培养

健康ＣＤ１１ｃ－ＤＴＲ转基因小鼠和野生型健康小
鼠各２０只，适应性饲养１周，我们采用ＬＰＳ（５０ｍｇ／
ｋｇ）经气管滴入构建 ＡＬＩ小鼠模型，获取 ＣＤ１１ｃ－
ＤＴＲ处理的转基因小鼠肺组织中巨噬细胞（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ＡＭ）及野生型健康小鼠肺组织巨噬细
胞（ＡＭ），同时采集 ＣＤ１１ｃ－ＤＴＲ处理的转基因小
鼠血样及１０只内毒素血症小鼠血样，用采集的血样
（０５ｍＬ）对离体肺进行灌注，重复三次，２ｈ后对肺
组织进行检测。

从野生型小鼠肺部分离巨噬细胞，用２５％乌拉
坦腹腔麻醉股动脉放血致死，暴露分离气管，进行气

管插管。用预热的 Ｄ－Ｈａｎｋｓ液灌洗，每次１０ｍＬ，
共５次，灌洗液 １５００ｒｍｐ离心 １５ｍｉｎ收集细胞，
ＰＢＳ洗涤后进行常规培养。采用粒细胞－巨噬细胞
集落刺激因子（ＧＭ－ＣＳＦ）对 ＡＭ定向诱导分化成

Ｍ１，建立 Ｍ１和与肺微血管内皮细胞的共培养模
型。分别在共培养细胞中添加ＴＮＦ－α（２０ｎｇ／ｍＬ）
和Ｈ２Ｏ２（２００μｍｏｌ／Ｌ）造成细胞损伤。小鼠Ⅱ型肺
微血管内皮和 Ｍ１型巨噬细胞的共培养采用 Ｔｒａｎ
ｓｗｅｌｌ小室进行，上室接种１００μＬ密度为５×１０５／ｍＬ
的Ｍ１型巨噬细胞悬液，下室接种 ７００μＬ密度为
５×１０５／ｍＬ的小鼠肺微血管内皮细胞悬液，含有
１０％ ＦＢＳ血清的ＤＭＥＭ高糖培养基培养，于４ｈ、８
ｈ、１２ｈ、２４ｈ观察细胞生长情况。
１．３　基因表达

取适量实验动物肺组织，参照 Ｔｒｉｚｏｌ方法提取
样本总ＲＮＡ，然后以总 ＲＮＡ为模板将总 ＲＮＡ逆转
录成 ｃＤＮＡ，设计基因 ＩＬ－１β、ｉＮＯＳ、ＩＬ－１０和
ＣＤ２０６的引物（表１），进行荧光定量 ＰＣＲ，检测其
ＲＮＡ表达水平。

表１　实验所用到的引物序列

引物名称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５’－３’）

β－ａｃｔｉｎＦ ＣＡＴＴＧＣＴＧＡＣＡＧＧＡＴＧＣＡＧＡ

β－ａｃｔｉｎＲ ＣＴＧＣＴＧＧＡＡＧＧＴＧＧＡＣＡＧＴＧＡ
ＩＬ－１Ｆ ＧＣＡＧＧＣＡＧＴＡＴＣＡＣＴＣＡＴＴＧＴ
ＩＬ－１Ｒ ＡＧＧＣＴＴＴＴＴＴＧＴＴＧＴＴＣＡＴＣＴＣ
ｉＮＯＳＦ ＧＴＣＣＧＡＡＧＣＡＡＡＣＡＴＣＡＣＡＴＴ
ｉＮＯＳＲ ＴＣＣＡＣＡＡＣＴＣＧＣＴＣＣＡＡＧＡ
ＩＬ－１０Ｆ ＡＡＧＧＧＴＴＡＣＴＴＧＧＧＴＴＧＣＣ
ＩＬ－１０Ｒ ＧＣＴＣＴＴＡＴＴＴＴＣＡＣＡＧＧＧＧＡＧＡ
ＣＤ２０６Ｆ ＴＡＧＡＴＴＴＴＧＴＧＧＣＴＴＧＧＧＣ
ＣＤ２０６Ｒ ＴＧＧＴＧＴＣＧＴＧＧＧＴＧＴＧＧＴＡ
ＣＤ１１ｃＦ ＧＡＧＣＡＣＣＡＡＡＧＧＡＡＡＴＡＡＡＡＧＣ
ＣＤ１１ｃＲ ＣＡＣＡＧＴＡＧＧＡＣＣＡＣＡＡＧＣＣＡＡＣ

１．４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
获取共培养体系下２４ｈ的肺微血管内皮细胞，

ＰＢＳ清洗一次，０５ｍＬ０２５％胰酶消化，制备出单
细胞悬液后孵育 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ＰＩ染色工作液，利用流
式细胞仪检测细胞流式凋亡。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处

理，实验结果以 珋ｘ±ｓ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ｑ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巨噬细胞细胞因子表达特征
对各组大鼠肺组织的 ＩＬ－１β、ｉＮＯＳ、ＩＬ－１０和

ＣＤ２０６基因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进行定量检测。结果
发现，ＣＤ１１ｃ－ＤＴＲ转基因小鼠实验组的 ＩＬ－１β、
ｉＮＯＳ、ＩＬ－１０和 ＣＤ２０６基因 ｍＲＮＡ表达情况均要
显著高于 ＣＤ１１ｃ－ＤＴＲ转基因小鼠对照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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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图１）。同样，野生型健康小鼠实验组的 ＩＬ－
１β、ｉＮＯＳ、ＩＬ－１０和ＣＤ２０６基因 ｍＲＮＡ表达情况也
要高于野生型健康小鼠对照组（Ｐ＜００５，图１）。另
外，ＣＤ１１ｃ－ＤＴＲ转基因小鼠实验组的 ＩＬ－１β、ｉＮ

ＯＳ的表达量要高于野生型健康小鼠实验组（Ｐ＜
００５，图１），而ＣＤ１１ｃ－ＤＴＲ转基因小鼠实验组的
ＩＬ－１０和ＣＤ２０６的表达量与野生型健康小鼠实验
组ＩＬ－１β、ｉＮＯＳ表达量相似。

图１　ＡＬＩ的巨噬细胞ＩＬ－１β、ｉＮＯＳ、ＩＬ－１０和

ＣＤ２０６ｍＲＮＡ表达水平

２．２　肺微血管内皮细胞凋亡情况
对巨噬细胞和肺微血管内皮细胞进行共培养，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肺微血管内皮细胞凋亡情况。

结果发现，肺微血管内皮细胞 Ｍ１组的细胞凋亡数
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时 Ｍ１＋肺微血管内皮细胞＋
ＴＮＦ－α组的细胞凋亡数显著高于于肺微血管内皮
细胞＋ＴＮＦ－α组；Ｍ１＋肺微血管内皮细胞＋Ｈ２Ｏ２
组的细胞凋亡数高于肺微血管内皮细胞 ＋Ｈ２Ｏ２组
（图２）。

　注：ＰＭＥＣ代表肺微血管内皮细胞组；ＰＭＥＣ＋Ｍ１代表 Ｍ１＋肺微

血管内皮细胞组；ＰＭＥＣ＋ＴＮＦ－α代表肺微血管内皮细胞＋ＴＮＦ－

α；ＰＭＥＣ＋ＴＮＦ－α＋Ｍ１代表 Ｍ１＋肺微血管内皮细胞 ＋ＴＮＦ－α；

ＰＭＥＣ＋Ｈ２Ｏ２代表肺微血管内皮细胞＋Ｈ２Ｏ２；ＰＭＥＣ＋Ｈ２Ｏ２＋Ｍ１

代表Ｍ１＋肺微血管内皮细胞＋Ｈ２Ｏ２

图２　肺微血管内皮细胞凋亡情况

３　讨论

急性肺损伤是肺受到外界刺激所引起的免疫反

应，导致了气体在肺部进行交换发生障碍的病症。

急性肺损伤包括间接肺损伤（如脓毒、输血等）和直

接肺损伤（有毒物质吸收或者肺炎等）两种［８］。有

研究指出，急性肺损伤发病机制复杂，包括抗炎因

素、细胞因素、以及环境因素等。在急性肺损伤致病

机制中，巨噬细胞释放的介质和细胞因子等发挥着

重要作用［９］。患有急性肺损伤的患者死亡率较高，

需要早期积极治疗，其发病机制仍然未完全弄清楚。

本研究中，我们应用 ＣＤ１１ｃ－ＤＴＲ转基因小鼠和野
生型健康小鼠构建离体支气管肺泡灌注模型，通过

内毒素血症处理，结果显示，实验组的 ＩＬ－１β，ｉＮ
ＯＳ，ＩＬ－１０和ＣＤ２０６的表达量均有显著上升，而且
在ＣＤ１１ｃ－ＤＴＲ转基因小鼠组的 ＩＬ－１β，ｉＮＯＳ的
表达量均高于野生型健康小鼠。当巨噬细胞受到外

界的刺激后，释放了促炎因子ＩＬ－１β，一氧化氮ｉＮ
ＯＳ，抗炎细胞因子 ＩＬ－１０和细胞因子 ＣＤ２０６的表
达。ｉＮＯＳ是一种炎症中的特殊酶类，其表达量的增
加说明了其与急性肺损伤有关，有研究表明，ｉＮＯＳ
在一定的条件可以产生 ＮＯ，ＮＯ可以使受损伤的结
构蛋白发生变性，进一步使受损伤的神经元发生凋

亡［１０］。ＩＬ－１β是一种重要的细胞因子，在机体发
生炎症免疫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１１］。本研究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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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反应的刺激下，巨噬细胞能够分泌 ＩＬ－１β，使
ＩＬ－１β的表达量增高，然后 ＩＬ－１β通过多个途径
参与了肺损伤的过程。另外，抗炎细胞因子 ＩＬ－１０
和细胞因子ＣＤ２０６ｍＲＮＡ表达量上调，提示这些炎
症介质和细胞因子所介导的炎症反应在急性肺损伤

中起着重要作用。

体外巨噬细胞和小鼠Ⅱ型肺微血管内皮细胞的
共培养实验结果显示，细胞共培养组的细胞凋亡程

度高于对照组，推测肺微血管内皮细胞的细胞凋亡

情况可能与巨噬细胞的释放的介质和细胞因子有一

定关系。１９９６年，Ｚｈａｎｇ［１２］在研究中指出，细胞凋亡
后，巨噬细胞将其吞噬后分泌细胞因子，使细胞因子

的表达量增加，提示凋亡细胞可改变巨噬细胞的生

物学行为。ＤＥＳＯＵＺＡ［１３］认为内皮或者上皮细胞凋
亡增加与急性肺损伤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并且指

出用特异的凋亡调节剂对急性肺损伤的治疗有很大

的帮助。本研究中的内毒素致急性肺损伤的肺微血

管内皮细胞的细胞凋亡高于其他组，说明肺巨噬细

胞在受到内毒性的急性肺损伤后，会通过细胞因子

的表达来调节免疫反应，同时通过调节肺微血管内

皮细胞凋亡速度，这样可以减轻组织、器官损伤，有

助于肺组织的恢复。综上所述，本文对肺巨噬细胞

特征因子表达情况，以及巨噬细胞对肺微血管细胞

凋亡影响的研究，为今后以巨噬细胞作为防治内毒

素性ＡＬＩ的干预靶点提供确切的实验依据，具有较
大的理论意义与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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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５（３）：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２３２－２３７．

ＳｃｉＳｉｇｎａｌ：ＦＡＫ导致肿瘤免疫逃逸的机制

　　近日，德国爱丁堡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的研究人员发表于《ＳｃｉＳｉｇｎａｌ》上的一篇文章进一步揭示了
ＦＡＫ媒介肿瘤免疫逃逸的详细机制。他们发现在鳞状细胞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ＣＣ）的小鼠模型中，
ＦＡＫ能够激活细胞因子ＩＬ－３３的表达。在细胞核中ＦＡＫ与ＩＬ－３３形成的复合体通过与一系列染色质修饰因子
和转录因子的相互作用，会提高ＣＣＬ５和ＳＴ２的表达和分泌。ＣＣＬ５是一种激活免疫抑制调节性 Ｔ细胞的趋化因
子。而ＳＴ２是一种能够与ＩＬ－３３相结合的诱饵受体 （ＤｅｃｏｙＲｅｃｅｐｔｏｒ），它能够阻断ＩＬ－３３激发宿主免疫细胞的
浸润。这项研究表明，阻断ＦＡＫ－ＩＬ３３信号通路可能帮助癌症患者的免疫系统发现和杀伤肿瘤。

来源：ＭｅｄＳ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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