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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细胞在寄生细菌感染中除产生抗体以外的作用

贾芳，周学章

（宁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西部特色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宁夏银川７５００２１）

【摘要】　传统认为Ｂ细胞主要通过产生抗体对免疫作出积极贡献，但是Ｂ细胞的另一个生物学特征与细菌寄生有关。

除了抗体的产生，Ｂ细胞是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关键角色。在这篇综述中，我们重点讨论边缘区Ｂ细胞作为这些细

菌感染的目标，并描述这些细菌感染如何影响和调节Ｂ细胞的发育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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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细胞主要通过产生抗体对免疫作出积极贡献而为人所

知，抗体产生是Ｂ细胞受到刺激分化为浆细胞或浆细胞形成过

程中获得的一种功能，抗体对机体预防传染病至关重要。然

而，Ｂ细胞也能抑制免疫
［１－２］。此外，Ｂ细胞与细胞因子的产生

和免疫反应的调节也有关系［３］。成熟的Ｂ细胞主要分为Ｂ１和

Ｂ２两个亚群。Ｂ１Ｂ细胞约占脾脏Ｂ细胞的５％，再分为Ｂ１ａＢ

细胞和Ｂ１ｂＢ细胞。Ｂ１Ｂ细胞针对胸腺非依赖抗原产生抗体

的特征和先天性免疫反应更为一致，如吞噬活性和对抗原的早

期反应［４］。Ｂ２Ｂ细胞被细分为边缘区前体（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ｚｏｎｅｐｒｅ

ｃｕｒｓｏｒｓ，ＭＺＰ）、边缘区（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ｚｏｎｅ，ＭＺ）、滤泡Ｉ（Ｆｏｌｌｉｃｕ

ｌａｒ，ＦｏｌＩ）和滤泡ＩＩ（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ＦｏｌＩＩ）Ｂ细胞
［５］。ＭＺＢ细胞

被认为是具有先天免疫功能的细胞，据报道，这些细胞具有形

成吞噬溶酶体和消灭细菌的能力。常规认为Ｂ细胞在感染早

期产生ＩｇＭ抗体和感染后期产生ＩｇＧ抗体中发挥重要作用，但

是，Ｂ细胞通过产生ＩＬ１０和ＩＬ３５等抗炎细胞因子，在促进细

菌感染方面发挥作用，ＩＬ１０和ＩＬ３５下调免疫反应，允许细菌

存活和连续感染［５］。Ｂ细胞的另一个生物学特征与细菌寄生

有关，如沙门氏菌、布鲁氏菌、分枝杆菌、李斯特菌和幽门螺杆

菌。本综述将讨论边缘区Ｂ细胞作为这些细菌感染的目标，并

描述感染如何影响和调节Ｂ细胞的发育和功能。

１　边缘区犅细胞在微生物感染中起着重要作用

脾脏除了在过滤血液、循环红细胞和铁的过程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外，还是人体最大二级淋巴器官。脾中富含红细胞

的＂红髓＂导致血流功能缓慢，有利于血液过滤，而＂白髓＂与淋

巴结相似，有Ｂ细胞滤泡区和Ｔ细胞滤泡区
［６］。围绕白髓的高

度特化的显微解剖部位，称为边缘区 ＭＺ，这是先天免疫和适应

性免疫的关键效应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区域。边缘区能使

离开血液的细胞从红髓转移到白髓中。白髓则是专门用于适

应性免疫反应区域（包括胸腺依赖性免疫应答ＴＤ），而边缘区

更擅长针对血源性细菌的免疫反应，特别是胸腺非依赖性免疫

应答ＴＩ。ＴＤ和ＴＩ反应之间的这种功能差异与两种不同的Ｂ

细胞群的存在有关，它们是滤泡Ｂ细胞和边缘区Ｂ细胞。为了

充分有效地诱导抗体产生，边缘Ｂ细胞必须与巨噬细胞、树突

状细胞和成纤维样细胞等特定亚群建立相互作用，并且必须对

环境细胞因子作出一个良好的时空控制。小鼠巨噬细胞和边

缘Ｂ细胞与窦壁细胞和毗邻边缘网状成纤维细胞紧密相连，并

且中间穿插于血源性病原体中［７］。在小鼠边缘区存在两类散

在的巨噬细胞，边缘嗜金属巨噬细胞（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ｈｉｌｉｃ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ＭＭＭ）和边缘区巨噬细胞（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ＺｏｎｅＭａｃ

ｒｏｐｈａｇｅｓ，ＭＺＭ）。这两类巨噬细胞都表达Ｉ型清道夫受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ｗｉｔｈ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ｏｕ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ＲＣＯ
［８］。

ＭＭＭ特异性表达唾液酸结合的Ｉｇ样凝集素１（ｓｉａｌｉｃａｃｉ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Ｉｇｌｉｋｅｌｅｃｔｉｎ１，Ｓｉｇｌｅｃ１，ＣＤ１６９）。而 ＭＺＭ 特异性表

达Ｃ型凝集素和特异性细胞内黏附分子３获取非整合素同源

相关分子１，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３ｇｒａｂｂｉｎｇ

ｎ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ｉｎｈｏｍｏｌｏｇｒｅｌａｔｅｄ１，ＳＩＧＮＲ１，ＣＤ２０９）。ＭＭＭ 对

于通过脾ＣＤ８＋树突状细胞和启动细胞毒性Ｔ细胞反应来交

叉提呈血源性抗原是至关重要的［９］。然而，ＭＺＭ 优先作为吞

噬细胞清除血液中带有胸腺非依赖性抗原的病原体以及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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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脏的凋亡物质［１０－１１］。一旦 ＭＺＭ 与病原体结合，ＭＺＭ 与

ＭＺＢ细胞建立细胞与细胞之间相互作用，这是一个高效产生

抗体所必需的反应［１２］。从各种缺陷小鼠模型中可以看出，维

持正常的 ＭＺＭ的功能都需要Ｂ细胞。甚至暂时缺失 ＭＺＢ细

胞都会使 ＭＺＭ迅速失去表达ＳＩＧＮＲ１的信号和失去吞噬活

性［１３］。然而，缺失 ＭＺＭ 和 ＭＭＭ导致 ＭＺＢ细胞丧失从而捕

获抗原能力也受损。回补 ＭＺＭ 和 ＭＭＭ 后，ＭＺＢ细胞的恢

复延迟了，直到 ＭＺＭ 和 ＭＭＭ 完全重新填充 ＭＺ才得以恢

复［１４］。在没有 ＭＺＢ细胞的情况下，ＣＤ１１ｃ＋树突状细胞聚集

在 ＭＺ桥接通道，并在 ＭＺ周围重新分布，这种结果会损害适

应性免疫反应［１５］。小鼠的 ＭＺＭ 亚群和 ＭＭＭ 亚群分别存在

于小鼠的外 ＭＺ和内 ＭＺ，而人类则缺乏这两个亚群。然而，人

类的巨噬细胞也表达ＣＤ６８（溶酶体／唾液酸）和ＣＤ１６９，它们也

可以以表达ＳＩＧＮＲ１的散在细胞出现
［１６］。这些巨噬细胞是否

可以取代 ＭＺＭ在捕获病原体和与 ＭＺＢ细胞相互作用仍有待

确定。

２　犅细胞是寄生细菌感染和转移的目标

２．１　Ｂ细胞是沙门氏菌感染的目标　已经确定Ｂ细胞是沙门

氏菌感染的目标［１７］，在小鼠模型中观察到伤寒沙门氏菌能够

感染脾脏Ｂ细胞并在感染后存活６０ｄ
［１８］。此外，所有的Ｂ细

胞亚群，包括未成熟的Ｂ细胞亚群，都容易感染沙门氏菌。体

外实验表明，人Ｂ细胞ＪＹ、ＪＰ和小鼠Ｂ细胞 Ａ２０都能够将细

菌内化。伤寒沙门氏菌能够感染Ｂ淋巴母细胞样细胞系
［１９］。

沙门氏菌不仅阻止小鼠脾脏Ｂ细胞分泌ＩＬ１β，而且促进ＩＬ１０

的产生，这一过程能阻止机体对沙门氏菌的免疫反应，阻止细

菌清除率和有利于细菌全身传播［２０］。一旦沙门氏菌进入Ｂ细

胞内，受感染的Ｂ细胞就能够启动并激活特定的ＣＤ８＋Ｔ细胞，

然而，受感染的Ｂ细胞表达一组共同刺激和抑制分子，负调控

Ｔ细胞活化使得Ｔ细胞无法对细菌控制。这是由于受沙门氏

菌感染的小鼠脾脏Ｂ细胞表达ＰＤＬ１／ＰＤＬ２分子（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ａｔｈｌｉｇａｎｄ，ＰＤ），抑制Ｔ细胞中的ＴＣＲ信号转导，从而导致

关闭细胞毒性效应反应［２１］。基于这些结果可认为沙门氏菌通

过调节Ｂ细胞生物学活性，将Ｂ细胞转化为细菌的＂储蓄池＂，

从而限制了先天和适应免疫反应。

２．２　Ｂ细胞是布鲁氏菌感染的目标　Ｂ细胞可能是布鲁氏菌

病进一步复发的＂储蓄池＂，也可能参与布鲁氏菌在不同器官间

的传播［２２］。最近，在小鼠模型中观察到脾脏 ＭＺＢ细胞是Ｂ型

流产感染布鲁氏菌的首选靶细胞，布鲁氏菌感染脾脏ＣＤ１９Ｂ

细胞需要特异性的ＩｇＭ抗体和补体，而Ｆｃ受体和补体受体都

是表达于静止的成熟Ｂ细胞上
［２３］。一旦细菌内化于宿主细胞

中，就存在于晚期核内体／溶酶体室中，像沙门氏菌感染一样，Ｂ

细胞为布鲁氏菌提供了一个细胞内的＂储存库＂。因此，将布鲁

氏杆菌感染的Ｂ细胞转移到未感染的小鼠体内，可导致活的布

鲁氏杆菌转移和全身传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Ｂ细胞缺陷小

鼠更有效地控制布鲁氏菌感染，这与ＩＬ１０水平的降低和Ｔ细

胞反应的增加有关。小鼠感染炎症模型的早期阶段，受感染Ｂ

细胞诱导产生ＴＧＦβ和ＩＬ１０，这些结果表明布鲁氏菌调节Ｂ

细胞生物学活性，将Ｂ细胞转化为细菌＂储蓄池＂。

２．３　Ｂ细胞是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目标　人类Ｂ细胞系Ｒａｊｉ

能够通过大胞饮作用内化结核分枝杆菌，在转化人 Ｂ细胞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ｈｕｍａｎＢｃｅｌｌｓ，ＥＢＶＢ）中，ＥＢＶＢ细胞能够处理

Ｍｔｂ抗原并将其呈现给Ｔ细胞。也有报道称 Ｍｔｂ能够存活并

在ＲａｊｉＢ细胞内繁殖，这些受感染的Ｂ细胞产生ＩｇＭ但不产生

ＩｇＧ，同时共刺激分子ＣＤ８６水平也升高
［２４］。结核病患者外周

血中具有抑制免疫功能的ＣＤ１９＋ＣＤ１ｄ＋ＣＤ５＋ Ｂ细胞亚群水

平也有所升高。成功的抗结核治疗降低了肺结核患者外周血

中Ｂｒｅｇ细胞的频率和功能。因此，过多的Ｂｒｅｇ细胞数量可能

允许ＦｏｘＰ３＋ Ｔｒｅｇ调节细胞的局部扩张，阻止结核患者的抗菌

效应反应［２５］。

２．４　Ｂ细胞是李斯特氏菌感染的目标　通常认为李斯特氏菌

（Ｌｉｓｔｅｒｉａｍｏｎｏｃｙｔｏｇｅｎｅｓ，Ｌｍ）感染巨噬细胞并驻留在巨噬细

胞内，然而，人Ｂ淋巴瘤Ｒａｍｏｓ或ＢＡＬＢ／ｃ小鼠原代Ｂ细胞能

够内化Ｌｍ。有报道称，受李斯特氏菌感染的Ｂａｌｂ／ｃ小鼠的脾

Ｂ细胞或体外感染的Ａ２０Ｂ细胞系都是细菌生长的储存池
［２６］。

另一方面，当两者在体外均被感染时，ＢＡＬＢ／ｃ小鼠脾脏Ｂ细

胞或人ＲａｍｏｓＢ细胞系均因溶血独立凋亡而死亡。解释这些

相反结果的机制尚不清楚，但这可能是由于在体内感染期间，Ｂ

细胞内的李斯特赖氨酸Ｏ表达差异所致
［２７］。关于Ｂ细胞成为

Ｌｍ的＂储存池＂的机制没有报道，但Ｂ细胞缺陷小鼠有效控制

李斯特菌感染，提高小鼠存活率，提示Ｂ细胞是细菌的主要宿

主。

２．５　Ｂ细胞是幽门螺杆菌转移的目标　幽门螺杆菌的慢性感

染与胃部的黏膜相关淋巴组织（Ｍｕｃｏｓ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Ｌｙｎｍｐｈｏｉｄ

Ｔｉｓｓｕｅ，ＭＡＬＴ）有关。ＭＡＬＴ淋巴瘤是非霍奇金Ｂ细胞淋巴

瘤，当完全根除幽门螺杆菌时，其表现完全回转［２５］。持续性感

染幽门螺杆菌 ＭＡＬＴ淋巴瘤的高发生率提示Ｂ细胞被幽门螺

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诱导淋巴瘤与细胞毒素相关基因（Ａｃｙ

ｔｏｔｏｘ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ｇｅｎｅＡ，ＣａｇＡ）有关，ＣａｇＡ可能调节Ｂ细胞

生物学促进肿瘤生长［２５］。ＣａｇＡ诱导肿瘤发生的具体机制尚

不清楚，但有报道称，当ＣａｇＡ转移到Ｂ细胞时，ＣａｇＡ被Ｓｒｃ和

Ａｂｌ激酶磷酸化了。此外，Ｂ细胞中的ＣａｇＡ与磷酸酶ＳＨＰ２

相互作用，导致 ＭＡＰ激酶通路激活，上调抗凋亡蛋白Ｂｃｌ２和

ＢｃｌＸ，这导致细胞存活和潜在的肿瘤发生
［２８］。然而，与上述其

他细菌感染机制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幽门螺杆菌不侵入Ｂ细

胞，可能通过Ｔ４ＳＳ系统将细菌效应物转移到Ｂ细胞的胞浆中

去。

３　犅细胞在细菌感染中的调节作用

对于胞内寄生细菌来说，通常被认为吞噬细胞和Ｔ细胞比

Ｂ细胞抵御感染更重要，但最近的研究揭示了它们的复杂性。

如，沙门氏菌通过上调Ｂ细胞的ＣＤ８０和ＣＤ８６表达，直接刺激

Ｂ细胞的ＡＰＣ功能
［３］。此外，Ｂ细胞可通过ＩＦＮγ产生保护

Ｔｈ１免疫作用。沙门氏菌促进表达ＩＬ１０的Ｂ细胞在体内感

染小鼠脾脏中迅速出现，并诱导 Ｂ细胞以 ＴＬＲ２／ＴＬＲ４和

ｍｙｄ８８依赖的方式分泌ＩＬ１０，对宿主来说Ｂ细胞则是利用分

泌ＩＬ１０来减弱对沙门氏菌的防御。除了分泌ＩＬ１０，Ｂ细胞还

通过产生ＩＬ３５抑制沙门氏菌的免疫，在缺乏Ｂ细胞产生ＩＬ

３５的小鼠中发现，免疫功能增强，这与巨噬细胞和炎症性Ｔ细

胞的高度活化以及Ｂ细胞作为抗原递呈细胞（ＡＰＣ）的增强刺

激功能有关［２９］。在沙门氏菌感染期间，Ｂ细胞可能具有其他有

害功能，例如，Ｂ细胞作为促进细菌存活和传播的＂储蓄池＂。

沙门氏菌可以通过改变受感染的Ｂ细胞的特性来提高它们的

生存能力，并限制它们的免疫刺激特性。

·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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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病原体通过触发Ｂ细胞产生抗炎细胞因子进行免疫

调节有利于创造细菌存活和增殖的微环境。例如，细胞内的细

菌，如沙门氏菌，可以诱导Ｂ细胞产生ＩＬ１０有助于逃避免疫

反应。因此，除了抗体的产生，Ｂ细胞是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

疫的关键角色。本文综述了Ｂ细胞作为细菌感染靶点的研究

进展，这是Ｂ细胞生物学的另一个特点。由于Ｂ细胞不是专业

的吞噬细胞，细菌必须利用不同的毒力因子才能进入Ｂ细胞。

进入细胞后，细菌到达细胞内的隔室，激活信号通路，阻断Ｂ细

胞的功能，有利于细菌存活。尽管有许多研究描述了能够感染

Ｂ细胞的不同细菌，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细菌感染的Ｂ

细胞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急性或慢性感染。细菌感染的Ｂ细胞

可能经历某种转化以促进长期存活。如果是这样，涉及哪些机

制？这种转化是Ｂ细胞淋巴瘤发展的前提条件，特别是沙门氏

菌感染，因为它感染Ｂ细胞前体，这种前体感染有可能改变Ｂ

细胞的功能，影响针对不同病原体、自体抗原或疫苗产生的抗

体。因此，需要对细菌感染的Ｂ细胞的生物学特性有更好的理

解，以阐明Ｂ细胞到底是一个维持细菌存活的细菌＂储蓄池＂，

还是传播感染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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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Ｋ１和Ｋ２血清型有关。ｍａｇＡ与Ｋ１血清型肺炎克雷伯菌密

切相关，在顾丹霞的研究中所有 Ｋ１检出血清型均检出 ｍａｇＡ

基因。ｒｍｐＡ是 ｍａｇＡ基因的正向调控子，它与肺炎克雷伯菌

高粘液表型表达有关［６］。在肺炎克雷伯菌对抗生素耐药日益

严峻的形势下，肺炎克雷伯菌克雷伯菌的耐药机制成为了研究

的重点。产ＥＳＢＬｓ肺炎克雷伯菌能够使得多种抗生素对它失

效，其中ＣＴＸＭ是主要基因型。有研究显示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２年

韩国医院获得菌血症患者标本中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中有３３．

８％产ＥＳＢＬｓ
［１６］。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广谱类抗菌药物，它对

大多数革兰阴性菌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而携带ＩＭＰ、ＶＩＭ、

ＴＥＭ和ＳＨＶ基因的肺炎克雷伯菌能够水解碳青霉烯类抗生

素，使得抗感染治疗变得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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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ｔｈｅＵＫ：ｒｅｐｏｒｔ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ｏ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ｎｔｉｍｉｒｏｂｉａｌ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Ｃ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０８，６２（１）：５－３４．

［１２］　ＪｏｎｅｓＲ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ｅｔｉ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ｎｄ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ｃｉａｔｅ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Ｊ］．Ｃｌ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０，５１（ｓｕｐｐｌ１）：Ｓ８１－８７．

［１３］　ＫｅｙｎａｎＹ，ＫａｒｌｏｗｓｋｙＪＡ，ＷａｌｕｓＴ，ｅｔａｌ．Ｐｙｏｇｅｎｉｃｌｉｖｅｒａｂ

ｓｃｅｓ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ｈｙｐｅｒｍｕｃｏｖｉｓｃｏｕｓ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Ｊ］．

Ｓｃａｎｄ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７，３９（９）：８２８－３０．

［１４］　ＬｉｎＪＣ，ＣｈａｎｇＦＹ，ＦｕｎｇＣＰ，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ｐｈａｇｏ

ｃｙｔ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ｃａｐｓｕｌａｒ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ｓｏｆ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ｉｎｌｉｖｅｒ

ａｂｓｃｅｓｓ［Ｊ］．Ｍｉｃｒｏｂｅｓ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０４，６（１３）：１１９１－８．

［１５］　苏乐斌，李柏生，谭海芳，等．广东省肇庆市肺炎克雷伯菌临床

分离株的耐药性与 ＭＬＳＴ分型研究［Ｊ］．中国抗生素杂志，２０１９，

４４（２）：２６０－５．

［１６］　ＭｏｏｎＨＷ，ＫｏＹＪ，ＰａｒｋＳ，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ｂａｃｔｅｒａｅｍｉａｄｕｒｉｎｇａｒｅｃｅｎｔ５ｙｅａｒｐｅｒｉｏｄ［Ｊ］．Ｊ

Ｍ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４，６３（３）：４２１－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１８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６１７

·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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