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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虫囊液体外诱导小鼠脾脏淋巴细胞ＴＬＲ２
和ＩＤＯ表达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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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细粒棘球蚴囊液对体外培养小鼠脾脏淋巴细胞ＴＬＲ２和ＩＤＯ表达的影响。　方法　制备小鼠脾

脏淋巴细胞悬液，接种于２４孔培养板中进行培养，用不同浓度比的包虫囊液（１∶１０、１∶１００）进行干预。分别在干预后

１２、２４、３６ｈ收集２份细胞及１份细胞培养上清，一份细胞用于 Ｔｒｉｚｏｌ法提取总 ＲＮＡ，通过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

ＴＬＲ２、ＩＤＯ、ＩＬ５的 ｍＲＮＡ相对表达水平，另一份细胞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检测ＴＬＲ２、ＩＤＯ蛋白。细胞上清中的ＩＬ

６、ＴＧＦβ含量采用ＥＬＩＳＡ法检测。对小鼠脾脏淋巴细胞中ＩＤＯ与ＴＬＲ２ｍＲＮＡ的表达进行线性相关分析。　结果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 ＨＣＦ为１∶１０、１∶１００时均可上调小鼠脾脏淋巴细胞ＴＬＲ２、ＩＤＯ、ＩＬ５ｍＲＮＡ的表达，其中１

∶１００稀释的 ＨＣＦ在２４ｈ时分别为０．２８２±０．１４４、０．２１８±０．０３６、０．６４８±０．１４８，与对照组０．００６±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０．００１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ＴＬＲ２和ＩＤＯ的表达均可被 ＨＣＦ上调，且在低浓度

ＨＣＦ（１∶１００）上调更为显著；ＥＬＩＳＡ检测 ＨＣＦ干预２４ｈ后细胞上清中的ＩＬ６、ＴＧＦβ含量升高，其中在 ＨＣＦ１∶１００

时，相应含量分别为（２９６．４９５±１２．４９５）ｐｇ／ｍｌ和（４４９．７００±５．３５０）ｐｇ／ｍｌ，与对照组（６７．３２８±５．８３９）ｐｇ／ｍｌ和（３２４．２００±

８．０６５）ｐｇ／ｍｌ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线性相关分析显示，小鼠脾脏淋巴细胞ＩＤＯ与ＴＬＲ２ｍＲＮＡ表达

水平呈正相关（Ｒ２＝０．９８８７，犘＜０．０１）。　结论　包虫囊液对小鼠脾脏淋巴细胞ＴＬＲ２和ＩＤＯ的表达具有上调作用，故

认为在ＣＥ慢性感染过程中ＴＬＲ２和ＩＤＯ共同发生负性免疫调控作用以促进Ｔｈ２型反应，导致包虫感染过程中的免疫

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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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主感染细粒棘球蚴（Ｃｙｓｔｉｃ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ＣＥ）

后，随着虫体的逐渐长大，棘球蚴病的临床症状以机械

性压迫为主，同时释放虫体抗原成分影响宿主的免疫

状态，导致免疫逃避的发生，使得虫体在机体内造成慢

性感染［１］。

Ｔｏｌｌ样受体（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ＴＬＲ）是一种病

原相关分子模式（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ａｔ

ｔｅｒｎ，ＰＡＭＰ）受体，可调控多种细胞因子的表达及

Ｔｈ１与Ｔｈ２细胞的反应平衡等，参与机体的炎症反应

及免疫应答过程［２］。ＴＬＲ２和ＴＬＲ４可参与识别细菌

脂多糖（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ＬＰＳ），在ＬＰＳ诱导的炎

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３］。

吲哚胺２，３双加氧酶（Ｉｎｄｏｌｅａｍｉｎｅ２，３ｄｉｏｘｙｇｅ

ｎａｓｅ，ＩＤＯ）是肝脏外唯一可以催化色氨酸（Ｔｒｙｐｔｏ

ｐｈａｎ，ＴＲＰ）通过犬尿氨酸（Ｋｙｎｕｒｅｎｉｎｅ，ＫＹＮ）途径代

谢的限速酶。ＩＤＯ还参与肿瘤的免疫逃避、同种异体

胎儿的免疫排斥反应以及抗病毒感染过程，从而被认

为是免疫反应中的一个调节阀［４］。相关研究发现，

ＩＤＯ与某些寄生虫的免疫逃避有关，如包虫、弓形虫、

疟原虫［５］等。

本实验拟用细粒棘球蚴囊液（以下称包虫囊液）对

体外培养的小鼠脾脏淋巴细胞进行不同时间、不同浓

度的刺激后，检测白细胞介素５（ＩＬ５）、白细胞介素６

（ＩＬ６）和生长转化因子β（ＴＧＦβ）ｍＲＮＡ 水平的表达

及细胞上清中ＩＬ６、ＴＧＦβ的含量，同时检测ＴＬＲ２、

ＩＤＯ蛋白表达情况，并分析这两种蛋白之间的相互作

用关系，探讨包虫囊液对脾脏淋巴细胞的影响，为深入

研究相关信号通路奠定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动物ＳＰＦ级ＢＡＬＢ／ｃ小鼠，６～８周龄，雌雄不

限，体重１８～２０ｇ，由新疆医科大学医学实验动物中心

提供（实验动物审批号２００８１２１０００４）。实验过程中对

动物的处置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１．２　主要试剂及仪器红细胞裂解液和ＥＣＬ化学底物

发光试剂盒购自美国Ｂｉｏｓｈａｒｐ公司；ＲＰＭＩ１６４０细胞

培养基，胎牛血清（ＦＢＳ），ＯＰＴＩＭＥＭ，Ｌ谷氨酰胺及

青、链霉素购自美国Ｇｉｂｃｏ公司；ＤＭＥＭ 细胞培养基

为美国 Ｈｙｃｌｏｎｅ产品；脂多糖（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ＬＰＳ）和抗小鼠βａｃｔｉｎ抗体购自ＳＩＧＭＡＡＬＯＲＩＣＨ

公司；Ｔｒｉｚｏｌ试剂购自美国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ｃＤＮＡ逆

转录试剂盒和荧光定量 ＰＣＲ试剂盒购自宝生物工程

（大连）有限公司；小鼠ＩＬ６和ＴＧＦβＥＬＩＳＡ试剂盒

购自美国Ｅｌａｂ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ＳＤＳＰＡＧＥ制胶试剂盒

购自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抗小鼠ＩＤＯ抗体购自

美国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公司；山羊抗小鼠ＩｇＧ

二抗购自美国ＪａｃｋｓｏｎＩｍｍｕｎ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公司；抗小鼠

ＴＬＲ２抗体和辣根过氧化物（ＨＲＰ）标记的二抗购自美

国Ｃｅｌｌ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公司。核酸蛋白测定仪（ＮａＮｏ

ＤＲＯＰ１０００）为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公司生产；普通ＰＣＲ扩

增仪，ｉＣｙｃｌｅ？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仪，酶标仪及凝胶自

动成像系统均为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生产。

２　方法

２．１　包虫囊液的处理包虫囊液由本教研室标本库提

供。囊液无胆漏、无细菌感染，无色透明。取包虫囊

液，经４℃、２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２０ｃｍ）离心５ｍｉｎ

以除去囊砂，用０．２２μｍ滤器过滤除菌后分装１．５ｍｌ

ＥＰ管，冻存于－８０℃备用。

２．２　小鼠脾脏淋巴细胞的分离无菌状态下以脊椎脱

臼法处死健康ＢＡＬＢ／ｃ小鼠，无菌操作取出脾脏，置

于盛有少量预冷ＰＢＳ液的细胞培养皿内，去除周围结

缔组织，用预冷的ＰＢＳ液反复冲洗干净，研磨脾脏后

用ＰＢＳ液将细胞重悬，２００目细胞滤网过滤，收集细

胞，４℃、１２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２０ｃｍ）离心５ｍｉｎ，弃

上清；加入红细胞裂解液，吹打混匀细胞，置于３７℃、

５％ＣＯ２ 细胞培养箱裂解红细胞，３ｍｉｎ后加入ＲＰＭＩ

１６４０完全培养基（含１０％胎牛血清，１∶１００青－链双

抗）终止裂解反应。将细胞悬液１２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

径２０ｃｍ）离心５ｍｉｎ，弃上清，加入ＲＰＭＩ１６４０细胞

完全培养基重悬脾细胞并计数，调整细胞密度为１×

１０６ 个／ｍｌ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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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包虫囊液对小鼠脾脏淋巴细胞的干预试验将制

备的小鼠脾脏淋巴细胞悬液以１×１０６ 个／ｍｌ接种于

２４孔细胞培养板，２ｍｌ／孔，每孔均设置３个复孔。将

细胞培养板放入３７℃、５％ＣＯ２ 细胞培养箱中预培养

６ｈ，再用不同浓度比的包虫囊液（１∶１０、１∶１００）对脾

脏淋巴细胞进行干预，以ＲＰＭＩ１６４０细胞完全培养基

为阴性对照，以ＬＰＳ（１∶１０００）为阳性对照。分别在

干预后１２、２４、３６ｈ收集各组培养物，其中每孔收集脾

脏淋巴细胞２份，细胞培养上清１份（－８０℃保存备

用）。

２．４　荧光定量ＰＣＲ（ＦＱＰＣＲ）检测 ＴＬＲ２、ＩＤＯ、ＩＬ

５ｍＲＮＡ表达水平。

２．４．１　引物设计　按照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的小鼠 ＴＬＲ２、

ＩＤＯ、ＩＬ５基因序列设计引物，以 ＧＡＰＤＨ 作为内参

基因。引物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

成，引物信息见表１。

表１　引物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犻犿犲狉狊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引物Ｐｒｉｍｅｒ 核苷酸序列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ＬＲ２ Ｆ：５′ＴＣＴＣＴＧＧＡＧＣＡＴＣＣＧＡＡＴＴＧ３′

Ｒ：５′ＣＣＴＧＡＧＣＡＧＡＡＣＡＧＣＧＴＴＴＧ３′

ＩＤＯ Ｆ：５′ＧＧＧＣＴＴＴＧＣＴＣＴＡＣＣＡＣＡＴＣＣＡＣＴ３′

Ｒ：５′ＡＣＡＴＣＧＴＣＡＴＣＣＣＣＴＣＧＧＴＴＣＣ３′

ＩＬ５ Ｆ：５′ＣＴＧＴＣＣＴＣＧＣＣＡＣＡＣＴＴＣ３′

Ｒ：５′ＡＣＧＡＴＧＡＧＧＣＴＴＣＣＴＧＴＣ３′

ＧＡＰＤＨ Ｆ：５′ＴＧＡＴＧＡＣＡＴＣＡＡＧＡＡＧＧＴＧＧＴＧＡＡ３′

Ｒ：５′ＴＧＧＧＡＴＧＧＡＡＡＴＴＧＴＧＡＧＧＧＡＧＡＴ３′

２．４．２　脾脏淋巴细胞总ＲＮＡ的提取　取制备的小鼠

脾脏淋巴细胞悬液按照Ｔｒｉｚｏｌ试剂使用说明书一步

法提取总ＲＮＡ，－８０℃保存。

２．４．３　逆转录合成ｃＤＮＡ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

作。取１μｇ总ＲＮＡ，应用逆转录试剂盒合成ｃＤＮＡ。

反应体系为２０μｌ。反转录反应条件：３７℃１５ｍｉｎ，８５

℃５ｓ。产物置于－２０℃保存。

２．４．４　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 ｍＲＮＡ　总反应体系（２０

μｌ）：２０μｍｏｌ／Ｌ上、下游引物各０．４μｌ，２×ＳＹＢＲ？绿

色荧光Ⅰ预混合液１０μｌ，ｃＤＮＡ５ｎｇ，补ｄｄＨ２Ｏ至２０

μｌ。每个样品同一引物设双复孔，每次扩增均设阴性

对照。反应条件：９５℃３０ｓ，６０℃３０ｓ，共４０个循环，

并添加熔解曲线。ＰＣＲ产物相对定量应用相对Ｃｔ法

（２!ΔΔＣｔ）。

２．５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ＴＬＲ２及ＩＤＯ蛋白的表达　

将收集的另一份小鼠脾脏淋巴细胞同时加入１∶１００

的细胞裂解液（ＲＩＰＡ）和蛋白酶抑制剂（ＰＭＳＦ），吹散

细胞，振荡５ｓ，冰上放置３０ｍｉｎ，４℃、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半径９．４８ｃｍ）离心１０ｍｉｎ，吸取上清即为细胞

总蛋白。经１０％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后，４℃、１００Ｖ转

膜９０ｍｉｎ，５％脱脂奶粉溶液室温孵育封闭９０ｍｉｎ，

ＴＢＳＴ缓冲液洗膜（５ｍｉｎ／次，３次）；分别加入抗小鼠

ＴＬＲ２抗体（１∶１０００）、抗小鼠ＩＤＯ抗体（１∶１０００）

和抗小鼠βａｃｔｉｎ抗体（１∶１０００），４ ℃孵育过夜，

ＴＢＳＴ缓冲液洗膜（５ｍｉｎ／次，３次）；加入山羊抗小鼠

ＩｇＧ抗体（１∶２０００），室温孵育６０ｍｉｎ，ＴＢＳＴ缓冲液

洗膜（５ｍｉｎ／次，３次）；将ＥＣＬ化学底物发光溶液 Ａ

液与Ｂ液等体积混匀后均匀覆盖在膜上，置于显色仪

中显色，并对蛋白条带进行灰度扫描分析。

２．６　双抗体夹心ＥＬＩＳＡ检测ＩＬ６、ＴＧＦβ的表达　

将收集的细胞培养上清冰上解冻，严格按照ＥＬＩＳＡ试

剂盒说明书方法检测ＩＬ６、ＴＧＦβ，每个样品均设两个

复孔。其中ＩＬ６的最小检测值是１８．７５ｐｇ／ｍｌ，ＴＧＦ

β的最小检测值是９．３８ｐｇ／ｍｌ。用酶标仪检测各孔的

吸光度Ａ４５０值，根据标准曲线得出相应蛋白的浓度值。

２．７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ｉｓｍ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组

间两两比较采用狋检验。并对ＩＤＯ与 ＴＬＲ２进行线

性相关分析。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犜犔犚２、犐犇犗、犐犔５犿犚犖犃的相对表达水平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检测显示，当 ＨＣＦ浓度为１∶

１００、１∶１０时，均可上调小鼠脾脏淋巴细胞 ＴＬＲ２、

ＩＤＯ、ＩＬ５的 ｍＲＮＡ水平。ＴＬＲ２ｍＲＮＡ 的表达在

低浓度（１∶１００）ＨＣＦ刺激２４ｈ后上调明显，为０．２８２

±０．１４４；而在高浓度（１∶１０）ＨＣＦ刺激３６ｈ后上调更

显著，为０．３２０±０．１２２。在１∶１００低浓度的 ＨＣＦ刺

激２４ｈ后，ＩＤＯ、ＩＬ５ｍＲＮＡ上调明显，分别为０．２１８

±０．０３６和０．６４８±０．１４８，与阴性对照组０．００６±０．００３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２　小鼠脾脏淋巴细胞不同时间点的犜犔犚２犿犚犖犃相对表达量（狓±狊）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犜犔犚２犿犚犖犃犻狀４犵狉狅狌狆狊

犻狀犿狅狌狊犲狊狆犾犲犲狀犾狔犿狆犺狅犮狔狋犲狊

组别 Ｇｒｏｕｐ １２ｈ ２４ｈ ３６ｈ

阴性对照组 ０．０１１±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ＬＰＳ组 ０．０５２±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０．００１ ０．０２６±０．００６

１∶１００ＨＣＦ组 ０．０２３±０．００６ ０．２８２±０．１４４ ０．０９３±０．０１１

１∶１０ＨＣＦ组 ０．０１５±０．００４ ０．０２７±０．０１３ ０．３２０±０．１２２

注（Ｎｏｔｅｓ）：与阴性对照组比较（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ｎｏ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犘

＜０．０５；犘＜０．０１。

表３　小鼠脾脏淋巴细胞不同时间点的犐犇犗犿犚犖犃相对表达量（狓±狊）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犐犇犗犿犚犖犃犾犲狏犲犾犻狀４犵狉狅狌狆狊

犻狀犿狅狌狊犲狊狆犾犲犲狀犾狔犿狆犺狅犮狔狋犲狊

组别 Ｇｒｏｕｐ １２ｈ ２４ｈ ３６ｈ

阴性对照组 ０．０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０．００１

ＬＰＳ组 ０．１７４±０．０２４０．３３２±０．０３４ ０．０１７±０．００８

１∶１００ＨＣＦ组０．００５±０．００１０．２１８±０．０３６ ０．０２８±０．００６

１∶１０ＨＣＦ组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１２７±０．０３３ ０．０１４±０．００７

注（Ｎｏｔｅｓ）：与阴性对照组比较（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ｎｏ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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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犘＜０．０１。

　　

注（Ｎｏｔｅｓ）：犘＜０．０５；犘＜０．０１　Ａ　ＩＤＯｍＲＮＡ相对表达量　Ｂ　ＴＬＲ２ｍＲＮＡ相对表达量　Ｃ　ＩＬ５ｍＲＮＡ相对表达量
图１　小鼠脾脏淋巴细胞犜犔犚２、犐犇犗、犐犔５犿犚犖犃相对表达量

Ａ　ＩＤＯｍＲ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　ＴＬＲ２ｍＲ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　ＩＬ５ｍＲ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犉犻犵．１　犜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狊狅犳犜犔犚２，犐犇犗犪狀犱犐犔５犿犚犖犃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狉狅狌狆狊

表４　３组小鼠脾脏淋巴细胞不同时间点的犐犔５犿犚犖犃

相对表达量（狓±狊）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犐犔５犿犚犖犃犾犲狏犲犾犻狀３犵狉狅狌狆狊

犻狀犿狅狌狊犲狊狆犾犲犲狀犾狔犿狆犺狅犮狔狋犲狊

组别 Ｇｒｏｕｐ １２ｈ ２４ｈ ３６ｈ

阴性对照组 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８±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０．００４

ＬＰＳ组 ０．００７±０．００１０．０４３±０．０２３ ０．０６０±０．００６

１∶１００ＨＣＦ组０．１５６±０．０６７０．６４８±０．１４８ ０．３０７±０．０３９

１∶１０ＨＣＦ组０．０７５±０．０１６０．１７９±０．０２１ ０．２２１±０．０２３

注（Ｎｏｔｅｓ）：与阴性对照组比较（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ｎｏ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犘

＜０．０５；犘＜０．０１。

２　犜犔犚２和犐犇犗蛋白表达情况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小鼠脾脏淋巴细胞 ＴＬＲ２和

ＩＤ表达情况，结果见图２和表５。

表５　不同时间点犜犔犚２及犐犇犗蛋白的灰度值（狓±狊）

犜犪犫犾犲５　犜犺犲犵狉犪狔狊犮犪犾犲狊犮犪狀狀犻狀犵狅犳犜犔犚２犪狀犱犐犇犗狆狉狅狋犲犻狀狊

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犻犿犲狆狅犻狀狋狊

组别 Ｇｒｏｕｐ １２ｈ ２４ｈ ３６ｈ

ＴＬＲ２ 阴性对照组 ０．１７１±０．０１６０．０７５±０．００６ ０．１１０±０．００７

ＬＰＳ组 ０．４１６±０．０４６０．２７７±０．０２６ ０．５７７±０．０６６

１∶１００ＨＣＦ组０．３９８±０．０４３０．３９７±０．０２０ ０．８２８±０．１１８

１∶１０ＨＣＦ组０．３５０±０．０２５０．３２２±０．００８ ０．９７７±０．０１９

ＩＤＯ 阴性对照组 ０．５８６±０．０９３０．３３２±０．０２２ ０．８４７±０．０８３

ＬＰＳ组 ０．３４４±０．１２６０．９０６±０．０８３ ０．５６１±０．０４５

１∶１００ＨＣＦ组０．６７０±０．０６４０．７０７±０．０９３ １．１７３±０．１０６

１∶１０ＨＣＦ组０．５９０±０．０３７０．６１４±０．０２０ ０．３７７±０．０５０

　　

图２　不同处理组小鼠脾脏淋巴细胞犜犔犚２及犐犇犗蛋白检测

犉犻犵．２　犇犲狋犲犮狋犻狀犵狅犳犜犔犚２犪狀犱犐犇犗狆狉狅狋犲犻狀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犻狀犿狅狌狊犲

狊狆犾犲犲狀犾狔犿狆犺狅犮狔狋犲狊

　　当 ＨＣＦ浓度为１∶１００、１∶１０时，均可检测出

ＴＬＲ２和ＩＤＯ 蛋白的表达。在１∶１００ＨＣＦ与１∶

１０ＨＣＦ干预下，细胞ＴＬＲ２及ＩＤＯ均高表达，且在低

浓度ＨＣＦ刺激下，ＴＬＲ２和ＩＤＯ表达量随刺激时间

延长而增加。经蛋白灰度扫描，３６ｈ时ＴＬＲ２及ＩＤＯ

的表达量较１２ｈ时分别上调２．１倍和１．８倍；高浓度

ＨＣＦ刺激下，ＴＬＲ２的表达量随刺激时间延长而增

加，３６ｈ时较１２ｈ上调２．８倍，而ＩＤＯ的表达量随刺

激时间延长而减少，３６ｈ时下调３６％。

３　细胞上清中犐犔６、犜犌犉β的表达情况

ＥＬＩＳＡ检测小鼠脾脏淋巴细胞上清中的ＩＬ６、

ＴＧＦβ，结果如图３。

　　 Ａ　细胞上清中ＩＬ６的表达水平　Ｂ　细胞上清中ＴＧＦβ的表达

水平

图３　犎犆犉对小鼠脾脏淋巴细胞干预２４犺后犐犔６及犜犌犉β的
表达水平

Ａ　ＩＬ６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ｌｌ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ｓ　Ｂ　ＴＧＦβ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ｃｅｌｌ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ｓ

犉犻犵．３　犜犺犲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狊狅犳犐犔６犪狀犱犜犌犉－β狑犻狋犺犎犆犉狊狋犻犿狌犾犪狋犲犱

狆狅狊狋２４犺犻狀犿狅狌狊犲狊狆犾犲犲狀犾狔犿狆犺狅犮狔狋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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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ＩＬ６在阴性对照组、ＬＰＳ组、１∶１００ＨＣＦ

组和１∶１０ＨＣＦ组分别为（６７．３２８±５．８３９）ｐｇ／ｍｌ、

（２４８．２９３±２１．３５０）ｐｇ／ｍｌ、（２９６．４９５±１２．４９５）ｐｇ／ｍｌ

和（１８３．９１５±７．４７３）ｐｇ／ｍｌ，ＴＧＦβ分别为（３２４．２００±

８．０６５）ｐｇ／ｍｌ、（３７４．６００±９．３６５）ｐｇ／ｍｌ、（４４９．７００±５．

３５０）ｐｇ／ｍｌ和（４１９．８００±８．８７５）ｐｇ／ｍｌ。低浓度和

高浓度ＨＣＦ对体外培养小鼠脾脏淋巴细胞干预２４

ｈ，ＩＬ６和ＴＧＦβ水平与阴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低浓度ＨＣＦ下，ＩＬ６：狋＝１６．６２，犘＜０．０１，ＴＧＦ

β：狋＝１２．９７，犘＜０．０１；高浓度ＨＣＦ下，ＩＬ６：狋＝１２．２９，

犘＜０．０１，ＴＧＦβ：狋＝７．９８，犘＜０．０５），以低浓度 ＨＣＦ

干预下增高更显著。在低浓度、高浓度 ＨＣＦ刺激下

的细胞上清ＩＬ６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７．７３，犘

＜０．０５）。４　小鼠脾脏淋巴细胞犐犇犗与犜犔犚２犿犚犖犃

表达的相关性

经线性相关分析，小鼠脾脏淋巴细胞ＩＤＯ 与

ＴＬＲ２ｍＲＮＡ的相对表达水平呈正相关（Ｒ２＝０．９８８７，

犘＜０．０１）（图４）。

　　

图４　脾脏淋巴细胞犐犇犗与犜犔犚２的犿犚犖犃表达量相关性分析

犉犻犵．４　犔犻狀犲犪狉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犐犇犗／犜犔犚２犿犚犖犃狉犲犾犪狋犻狏犲

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犾犲狏犲犾犻狀犾狔犿狆犺狅犮狔狋犲狊狅犳狊狆犾犲犲狀

讨　论

宿主感染细粒棘球蚴后，机体可表现出复杂的免

疫反应，如抗原提呈细胞无法正常呈递抗原、Ｔｈ１／

Ｔｈ２免疫应答失衡、免疫抑制性细胞影响Ｔ细胞发挥

细胞免疫应答［６－７］。

作为先天性免疫应答的始动因素和获得性免疫应

答的调节因素，ＴＬＲｓ家族成为联系两者不可缺少的

环节。到目前为止，已报道的鼠类 ＴＬＲ 有１２种

（ＴＬＲ１－９，ＴＬＲ１１－１３），人类的 ＴＬＲ 有 １１ 种

（ＴＬＲ１－１１）
［８］。ＴＬＲ分布于各个器官脏器，主要表

达在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针对不同的病原体或独

立或联合发挥其识别病原体的作用［９］。ＴＬＲｓ通过识

别病原相关分子模式构成机体抗感染、抵御病原体入

侵的第一道防线，并对获得性免疫的发生和类型起调

节作用，同时又与免疫耐受以及一些疾病的慢性发展

具有相关性［１０］。在肝脏疾病的发生、发展机制中，

ＴＬＲｓ通过影响某些细胞因子的分泌参与调节Ｔｈ１和

Ｔｈ２反应平衡。

近年研究表明，免疫耐受分子ＩＤＯ在调节针对组

织微环境中外来抗原的免疫耐受中已显示出其重要作

用［１１］。ＩＤＯ的活性表达参与免疫系统的反应调控，它

可通过降解局部组织中的色氨酸，影响Ｔ淋巴细胞的

功能，引起Ｔ淋巴细胞抑制或凋亡
［１２］。有研究发现，

细胞高表达ＩＤＯ可引起局部组织微环境中色氨酸的

降解，导致细胞处于＂色氨酸饥饿＂状态。在抗原提呈

细胞（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ｃｅｌｌ，ＡＰＣ）提呈抗原后，Ｔ细

胞由于微环境中色氨酸的缺乏导致无法合成足够的蛋

白质而停滞于Ｇ１期。由于Ｇ１中期存在一个对色氨

酸缺乏很敏感的调控点即Ｇ１ｓ限制点，故在ＩＤＯ大量

存在时，Ｔ细胞的增殖受到抑制
［１３］。同时，ＩＤＯ催化

色氨酸降解产生的代谢产物，如犬脲氨酸，对Ｔ细胞

有明显毒性［１４］，能直接溶解 Ｔ细胞
［１５］。在某些寄生

虫感染中，ＩＤＯ发挥着负性免疫调控的作用，如在疟

原虫感染中，通过减少ＣＤ４＋ Ｔ细胞的增殖和γ干扰

素（ＩＦＮγ）的生成使ＩＤＯ 升高，促进疟原虫的生

长［１６］。

本实验结果显示，高表达的ＴＬＲ２参与囊型包虫

病的发展过程，表明ＴＬＲ２可作为包虫抗原的受体与

不同抗原成分相互作用，调节宿主的免疫应答［１７］。同

时，ＴＬＲ２也参与细胞因子的调节，影响宿主的免疫应

答反应，使包虫逃避宿主的免疫监视［１８］。有相关文献

［１９］报道棘球蚴病患者的ＰＢＭＣｓ及肝脏病灶中的

ＴＬＲ２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升高。本实验结果与棘球蚴

在感染人体干预宿主的免疫调节系统并产生免疫耐

受、免疫逃避和致病的结论相一致。

宿主对棘球蚴抵抗力的强弱取决于Ｔｈｌ型和Ｔｈ２

型免疫应答反应中哪种占优势。已有研究证实蠕虫感

染时以Ｔｈ２型细胞的分化占主导地位
［２０］。在棘球蚴

慢性感染过程中虫体抗原成分刺激机体产生大量的

ＩＬ６、ＩＬ５以及ＴＧＦβ，这些具有抑制性作用的细胞因

子通过多种途径影响Ｔ细胞的分化。Ｔｈ２型细胞因

子的分泌水平增高对包虫在宿主体内的生长存活更加

有利，最终导致机体向Ｔｈ２型免疫应答方向发展
［２１］。

在检测肝癌合并感染 ＨＢＶ患者的外周血中的调

节性 Ｔ细胞（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ｃｅｌｌ，Ｔｒｅｇｓ）和树突状细胞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ｓ，ＤＣｓ）时发现，ＩＤＯ 的高表达可伴随

Ｔｒｅｇｓ比例的增高
［２２］，而Ｔｒｅｇｓ与ＤＣｓ表面的相关受

体结合可促进ＩＤＯ 在 ＤＣｓ中的高表达
［２３］。因此，

Ｔｒｅｇｓ与ＩＤＯ之间相互促进进而抑制Ｔ细胞增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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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其凋亡从而发生免疫逃逸。已有实验发现ＩＤＯ

可诱导Ｔｈ１型细胞发生细胞凋亡
［２４］，同时ＩＤＯ表达

的水平增加还可抑制Ｔｈ１细胞的增殖
［２５］。ＴＧＦβ具

有多种免疫调节作用，对宿主免疫系统的抑制作用是

产生免疫耐受的主要机制之一［２６－２７］。由于Ｔｒｅｇ细胞

被活化后可分泌ＴＧＦβ，在一定程度上Ｔｒｅｇ细胞能

够维持虫体在宿主体内的长期生存，证明棘球蚴所致

的慢性感染与Ｔｈ２型免疫应答的上调、Ｔｈ１／Ｔｈ２免疫

应答失衡、Ｔｒｅｇ细胞的参与对棘球蚴所导致的免疫逃

避有一定关系［２８］。

本实验发现包虫囊液可上调小鼠脾脏淋巴细胞

ＩＤＯ的表达，说明在棘球蚴的慢性感染过程中ＩＤＯ在

Ｔｈ２型反应中可作为分子开关发挥主导作用，在棘球

蚴致机体免疫逃避过程中可能会参与到抑制炎症反应

中［２９］。在包虫感染的宿主体内，包虫抗原的释放是一

个缓慢的过程，本实验中无论是ＩＬ５、ＩＬ６和ＴＧＦβ
的表达，还是 ＴＬＲ２与ＩＤＯ 的表达均是在低浓度

ＨＣＦ的干预下更为明显，推测低浓度的 ＨＣＦ刺激与

自然状态下的包虫感染更为相近。在高浓度 ＨＣＦ干

预下，各项检测指标的低表达可能是由于高浓度 ＨＣＦ

对细胞的毒性作用导致细胞凋亡，并且这种高浓度

ＨＣＦ的作用本身也不符合自然感染状态。

Ｏｐｉｔｚ等
［３０］在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Ｍｅｓｅｎｃｈｙ

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ＭＳＣｓ）的免疫抑制作用进行研究时发

现，由ＴＬＲ介导的免疫抑制作用可依赖于色氨酸降

解酶ＩＤＯ的产生，进而建立ＴＬＲ／ＩＤＯ的负性免疫调

控通路。因此推测在包虫感染中，一方面ＴＬＲ２可与

包虫囊液中的某些抗原结合调节细胞因子的分泌，促

进Ｔｈ２型细胞分化，进而促进 Ｔｈ２型细胞因子的增

高，而这些细胞因子又可促进ＩＤＯ的高表达，ＩＤＯ又

可诱导Ｔｈ１型细胞的凋亡并维持Ｔｈ２细胞数量；另一

方面，包虫囊液中的某些抗原成分本身可促进 Ｔｒｅｇ

细胞的活化和ＩＤＯ的高表达，从而上调Ｔｈ２型免疫应

答，而ＴＬＲ介导的免疫抑制作用也依赖于ＩＤＯ的产

生。线性相关性分析证明ＴＬＲ２和ＩＤＯ的表达具有

相关性，两者相互协同诱导机体产生 Ｔｈ２型免疫应

答，促使宿主产生免疫耐受，导致机体长期慢性感染。

ＴＬＲ２与ＩＤＯ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具体通过哪些信

号分子的传递来实现，以及二者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机

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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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ｄＰＣＲ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ｏｐ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

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ａｎｄｈｏｓ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Ｒｅｓ，２０１１，１０９（２）：４９３

－８．

［２３］　ＫａｒａｍｏｎＪ．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ｉｎｆａｃｅｓｂｙ

ｎｅｓｔｅｄＰＣ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ｄｉｌｕｔｅｄＤＮＡｓａｍｐｌｅｓ［Ｊ］．ＰｏｌＪＶｅｔ

Ｓｃｉ，２０１４，１７（１）：７９－８３．

［２４］　ＳａｎｔａＭＡ，ＰａｓｔｒａｎＳＡ，ＫｌｅｉｎＣ，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ａｎｄ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ｉｎ

ｃｏｙｏｔｅｓａｎｄｒｅｄｆｏｘｅｓｉｎＡｌｂｅｒｔａ，Ｃａｎａｄａｕｓｉｎｇ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Ｊ］．

Ｉｎｔ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Ｗｉｌｄｌ，２０１８，７（２）：１１１－５．

［２５］　ＵｍｈａｎｇＧ，ＣｏｍｔｅＳ，ＨｏｒｍａｚＶ，ｅｔａｌ．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ｆｏｘｆｅｃｅｓｂｙ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ｎｅｗｅｎｄｅｍｉｃａｒｅａｓｏｆ犈

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Ｊ］．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Ｒｅｓ，２０１６，１１５

（１１）：１－５．

［２６］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ｎＭ，ＭａｃｋｅｎｓｔｅｄｔＵ，ＲｏｍｉｇＴ．Ａｌｏｏｐ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ｉ

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ＭＰ）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ｃｏｍｐｌｅｘ［Ｊ］．ＶｅｔＰａｒ

ａｓｉｔｏｌ，２０１４，２００（１－２）：９７－１０３．

［２７］　何琳，徐海圣，王美珍，等．白斑综合征病毒环介导等温扩增快

速检测方法的建立［Ｊ］．水产学报，２０１０，３４（４）：５９８－６０３．

［２８］　冉梦龙，张明瑞，龚杰，等．基于颜色判定的环介导等温扩增检

测生殖支原体的研究［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１９，１４（１１）：

１２６８－７２．

［２９］　罗力涵，张波．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及其在传染性疾病检测中

的应用［Ｊ］．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２０１４，３７（１）：６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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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曹春宝，丁剑冰，马秀敏．棘球蚴感染中的免疫逃避相关分子

［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０８，３（１０）：７８８－９１．

［２２］　杨峻，王前，石青峰，等．ＨＢＶ感染肝癌患者外周血Ｔｒｅｇ细胞

和ＩＤＯ表达的相关性［Ｊ］．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８，３９（３）：

２５７－６３．

［２３］　王蕾，刘小倩，初晓霞，等．ＩＤＯ在肿瘤中作用的研究进展［Ｊ］．

中国肿瘤，２０１８，２７（３）：２０２－８．

［２４］　ＭｏｆｆｅｔｔＪＲ，ＮａｍｂｏｏｄｉｒｉＭＡ．Ｔｒｙｐｔｏｐｈ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２００３，８１（４）：２４７－６５．

［２５］　张文颖，姜斌．ＩＤＯ调节Ｔｈ１／Ｔｈ２平衡的研究进展［Ｊ］．中华微

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１０）：９６２－４．

［２６］　张亚楼，黄河，方全华，等．细粒棘球蚴囊液对肝细胞表面ＴＬＲ４

表达的调节［Ｊ］．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９）：８５８

－６０．

［２７］　陈小林，印双红，吴向未，等．原头蚴及囊液促体外培养小鼠脾

细胞ＴＧＦβ表达的研究［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１３，８（６）：

５２３－６．

［２８］　单骄宇，热比亚·努力，李瑞，等．调节性 Ｔ细胞转录因子

Ｆｏｘｐ３和ＩＬ８在棘球蚴病患者肝组织病灶中的表达［Ｊ］．中国寄

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２０１８，３６（３）：２１８－２３．

［２９］　单骄宇，李海涛，吐尔洪江·吐逊，等．细粒棘球蚴抗原诱导树

突状细胞表达吲哚胺２，３双加氧酶的动态观察［Ｊ］．中国病原生

物学杂志，２０１２，７（９）：６８８－９２．

［３０］　ＯｐｉｔｚＣＡ，ＬｉｔｚｅｎｂｕｒｇｅｒＵＭ，ＬｕｔｚＣ，ｅｔａｌ．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ｈｕ

ｍａｎ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ｄｅｒｉｖｅｄ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ｂｙ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ｄｏｌｅａｍｉｎｅ２，３ｄｉ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１ｖｉａ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β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

ｎａｓｅＲ［Ｊ］．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２００９，２７（４）：９０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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