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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活血解毒中药联合树突状细胞疫苗
对荷瘤小鼠免疫抑制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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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免疫抑制角度观察益气活血解毒中药联合树突状细胞(DC)疫苗对小鼠宫颈癌移植瘤的影响,为宫颈
癌的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将 1×106 个(0.2 mL)U14 细胞接种于小鼠背部皮下,7 d 后建立荷瘤小鼠模型,将造模
成功小鼠随机分为 4 组,每组 10 只。对照组 0.2 mL/只生理盐水腹腔注射；中药组 0.2 mL/只中药灌胃,均每日 1 次,
6

连续 14 d；DC 疫苗组局部注射 DC 疫苗 5×10 /只,每周 1 次,共注射 2 次；联合组给予中药及 DC 疫苗。观察小鼠瘤
+

+

质量,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测定小鼠瘤组织中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白细胞介素-10(IL-10)及脾脏 CD4 、CD8 T
细胞的百分比。结果

干预 14 d 后,联合组、中药组及 DC 疫苗组的瘤质量显著低于对照组,各用药组对小鼠移植瘤

生长均有抑制作用,以联合组最为明显。干预后,联合组和中药组 TGF-β1、IL-10 显著低于 DC 疫苗组及对照组(P ＜
+

+

0.05)；联合组和中药组 CD4 、CD8 T 细胞所占百分比显著高于 DC 疫苗组和对照组(P ＜0.05)。结论

中药增强 DC

疫苗的抗肿瘤作用与其去除免疫微环境中免疫抑制因子有关。中药与 DC 疫苗的联合有望成为一种有效的免疫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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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CM, with the function of
supplementing qi and activating blood as well as detoxication, and DC vaccine on the cervical cancer
xenografts of mice. Methods The xenografts were established by injecting 1 × 106 U14 cancer cells
subcutatenously on the back of mice seven days later. Forty xenografts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n ＝10)：control group (0.2 mL normal saline intraperitoneally mouse once a day for 14 days), TCM group
(0.2 mL TCM by gavage per mouse once a day for 14 days), DC vaccine group (injecting 5×106 DC vaccine
around the tumor per mouse once a week for 14 days) and the combination group (administered TCM and
DC vaccine by the way of described above). The immunohistochemistric staining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GF-β1, IL-10 in the tumor tissue and CD4+, CD8+ T cells in the spleen. Results The combination group,
TCM group and DC vaccine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tumor weight and higher inhibition rate than the
control after intervention (P ＜0.05). TGF-β1 and IL-10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combition group and TCM
group than in DC vaccin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percentages of CD4+ and CD8+ T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CM group and the combition group than in DC vaccin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inhibition of TCM to tumor growth could be involved in abrogation of
immune suppression. So the combination of TCM and DC vaccine probably is an effective immunity-based
therapy.
Key words ： TCM of supplementing qi, activating blood and detoxication；DC vaccine ；immune
suppression；TGF-β1；IL-10；mice
子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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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放疗及化疗等外源手段是宫颈癌主要的治疗手段,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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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难以令人满意,2010 年全球有 20 万例死于宫颈癌 。2010

通讯作者：范秀华,E-mail：lu_wenping@sina.com

年 4 月,美国 FDA 批准了首个以树突状细胞(DC)为主要效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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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针对前列腺癌的 sipuleucel-T 上市。DC 疫苗通过激发机

入 rmGM-CSF(10 ng/mL)。第 6 日加入脂多糖(1 000 ng/mL)和

体内特异性 T 细胞免疫,致特异性细胞毒 T 淋巴细胞杀伤来清

rmGM-CSF(10 ng/mL),诱导 DC 成熟。至第 7 日 DC 发育成熟,

除肿瘤细胞,可打破患者的免疫耐受和免疫抑制状态。但是由

流式细胞仪鉴定 DC 表型。

于肿瘤微环境中免疫抑制的存在,限制了 DC 疫苗的临床疗效,

1.7

故而减轻肿瘤相关的免疫抑制与 DC 疫苗的联合应用策略有望

抑瘤实验

[2-4]

将造模成功小鼠随机分成 4 组,每组 10 只。对照组腹腔注

。我们采用益气活血解毒中药与 DC 疫苗联合

射生理盐水(0.2 mL/只)；中药组给予中药灌胃(0.2 mL/只),

应用,通过观察治疗前后小鼠瘤组织中免疫抑制因子转化生长

每日 1 次,连续 14 d；DC 疫苗组小鼠肿瘤局部注射 DC 疫苗

因子-β 1(TGF-β 1)、白细胞介素-10(IL-10)变化及脾脏中

联合组给予中药灌胃(0.2 mL/
5×10 /只,每周 1 次,连续 2 周；

逾越这一屏障

+

+

6

6

CD4 、CD8 T 细胞的浸润情况,探讨其对免疫微环境的影响,为

只)及局部注射 DC 疫苗(5×10 /只)。实验结束后颈椎脱位法

益气活血解毒中药联合 DC 治疗宫颈癌提供依据。

处死小鼠,完整剥离肿瘤并称量瘤质量,计算抑瘤率(IR)＝(对

1

照组瘤质量－实验组瘤质量)/对照组瘤质量×100%。

材料与方法

1.1

细胞株

1.8

免疫组化检测

小鼠宫颈癌细胞株 U14 购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

将小鼠肿瘤组织和脾脏用 4%多聚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切

究所基础医学细胞中心,资源编号为 3111C0001CCC000238。

片,苏木精伊红(HE)染色,光镜观察。采用免疫组化 SP 法检测

1.2

小鼠肿瘤组织中 TGF-β1、IL-10 的表达情况及脾脏中 CD4 、CD8

+

动物
雌性健康 C57BL/6 小鼠,4～6 周龄,体质量 20 g 左右,河

北医科大学实验动物室提供,合格证号 1202173,SPF 级条件饲

T 细胞的浸润情况。
1.9

结果判定
所有标本均采用麦克奥迪医学图像分析软件进行定量分

养,应用前观察 1 周。
1.3

+

析。细胞浆、胞膜和/或胞外被染成棕黄色为阳性反应,显微镜

药物
益气活血解毒中药由黄芪 60 g、莪术 12 g、全蝎 6 g、

下观察棕黄色染色深浅及染色范围,用平均光密度值(OD 值)

白花蛇舌草 15 g 等组成,药材购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表示 TGF-β1 和 IL-10 表达情况。显微镜下观察 CD4 、CD8 T

院中药房,水煎煮 2 次,过滤,中药剂量按照预实验确定,以

细胞,每例标本分别在显微镜下进行细胞计数,胞膜及胞浆染

0.2 mL/只(小鼠用药量是成人用药量的 10 倍)抑瘤效果最好。

色明显者计为阳性,用每个视野下阳性细胞数所占整个视野细

1.4

胞总数的百分比表示该细胞所占的百分比,计算阳性细胞的百

试剂与仪器
兔抗鼠 TGF-β1 多克隆抗体、兔抗鼠 IL-10 多克隆抗体及

兔抗鼠 CD3 多克隆抗体均购于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

+

分数,每组计数 10 个视野。
1.10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据用x±s 表

兔抗鼠 CD4 多克隆抗体及兔抗鼠 CD8 多克隆抗体均购于 DAKO 公
司；SP 法免疫组化试剂盒购于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P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lympus 显微镜,Yamato 公司；CO2 培养箱；BD FACSAriall 流

2

式细胞仪。

2.1

1.5

荷瘤小鼠模型建立

结果
鼠骨髓来源的树突状细胞形态观察
采用倒置显微镜观察,第 1－3 日,骨髓来源细胞多数为贴

小鼠宫颈癌 U14 细胞于含 10%胎牛血清的 DMEM 高糖培养
6

壁生长,细胞体积小,圆形透亮,散在分布；第 4－5 日,细胞数

基中培养并传代,取 40 只 C57BL/6 小鼠,将 1×10 个(0.2 mL)

量增加,部分细胞体积增大,呈半悬浮生长并聚集成团；第 5－

U14 细胞接种于每只小鼠背部皮下,接种 7 d 后开始抑瘤实

7 日,细胞数量明显增多,部分细胞可见树突状突起或毛刺状

验。

突起,大部分悬浮生长(见图 1)。

1.6

树突状细胞疫苗制备
颈椎脱位法处死未荷瘤的 C57BL/6 小鼠,无菌状态下取股

骨,用无菌纱布摩擦股骨,尽量去除骨附带血管、肌肉、肌腱等
组织,完全暴露出股骨及干骺端,剪除两端干骺端,浸泡在
RPMI- 1640 培养基中。用 1 mL 注射器吸取 RPMI-1640 培养液,
从骨干的一端刺入骨髓腔,将骨髓冲洗到一无菌培养皿中,重
复 4～6 遍,至骨变白,收集培养皿中的骨髓细胞悬液至 15 mL 离

图1

2.2

培养 7 d 后 DC 形态观察

流式细胞仪鉴定树突状细胞
取培养 7 d 的 DC 标记后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CD11c＋CD86＋

心管,1 500 r/min 离心 5 min。每只小鼠用 4 个培养皿,每个
培 养 皿 用 4 mL RPMI-1640 培 养 基 , 分 别 加 入 已 稀 释 好 的

DC 纯度为 89%,表明为典型成熟 DC。

rmGM-CSF(10 ng/mL)、rmIL-4(5 ng/mL)。将培养皿放入 37 ℃、

2.3

5%CO2 培养箱中避光培养 48 h。培养第 3 日每个培养皿再加入

的影响

中药联合树突状细胞疫苗对小鼠移植瘤瘤质量及抑瘤率

4 mL RPMI-1640 培 养 基 , 并 加 入 rmGM-CSF(10 ng/mL) 和

各用药组瘤质量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rmIL-4(5 ng/mL)。第 5 日加入肿瘤细胞抗原 100 µg/mL,并加

0.05),各用药组对小鼠移植瘤生长均有抑制作用,以联合组最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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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见表 1。
表1

表 2 各组小鼠瘤组织中 TGF-β1 和 IL-10 免疫组化表达比较
—

(x±s,OD 值)

各组移植瘤小鼠瘤质量和 IR 比较

组别

只数

—

瘤质量(x±s,g)

对照组

10

2.794±0.916

DC 疫苗组

10

2.447±0.725

*

中药组

10

2.285±0.712

*

联合组

10

1.803±0.605

*

IR(%)

只数

TGF-β1

IL-10

对照组

组别

10

0.467±0.103

0.476±0.206

12.42

DC 疫苗组

10

0.466±0.135

18.22

中药组

10

0.137±0.051

*

0.136±0.030

*

35.47

联合组

10

0.139±0.062

*

0.138±0.050

*

注：与对照组比较,*P ＜0.05

2.4

Mar.2013 Vol.20 No.3

0.474±0.184

注：与对照组比较,*P ＜0.05(下同)

免疫组化检测结果

表3

细胞内可见棕黄色粗颗粒分布或棕黄色细腻颗粒弥漫

组别

分布者为阳性反应,观察棕黄色颗粒染色深浅及染色范围。
+

各组荷瘤小鼠肿瘤组织中 TGF-β 1 、IL-10 及脾组织中 CD4 、
+

CD8 T 细胞免疫组化表达情况见图 2～图 5。中药组和联合

—

各组小鼠脾脏 CD4 和 CD8 T 细胞百分率比较(x±s,%)
+

+

+

+

只数

CD4 T 细胞

CD8 T 细胞

对照组

10

0.099±0.032

0.146±0.045

DC 疫苗组

10

0.106±0.039

中药组

组 TGF-β1、IL-10 的表达分别与 DC 疫苗组、对照组比较,

联合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中药组与联合组、DC 疫

3

10
10

0.153±0.054

0.209±0.072

*

0.298±0.093

*

0.216±0.086

*

0.301±0.098

*

讨论

苗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采用麦克奥迪数码医

1973 年,斯坦曼从小鼠的脾脏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细胞类

学图像分析系统对免疫组织化学结果进行定量分析。中药组

型,具有与过去发现的其他免疫细胞迥然不同的形态,他将

+

+

和联合组 CD4 、CD8 T 细胞所占百分比分别与对照组、DC 疫苗

其命名为树突状细胞。2011 年因其“发现树突状细胞并阐明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 DC 疫苗组与对照

[5]
其在获得性免疫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奖 。树

组、中药组与联合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突状细胞广泛存在于外周组织,通过其模式识别受体

见表 2、表 3。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PRR)捕捉并识别抗原,活化
后的 DC 迁移至附近的淋巴结,在这里将抗原提呈给 T 淋巴细胞,
从而产生抗原特异性的 T 淋巴细胞,发生相应的免疫应答。不
同成熟状态的 DC 具有不同的功能,未成熟 DC 具有较强的迁移
能力,成熟 DC 能有效激活初始型 T 细胞,处于启动、调控并维
持免疫应答的中心环节。目前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由 DC

注：A.对照组；B.DC 疫苗组；C.中药组；D 中药和 DC 联合组(下同)
图2

各组荷瘤小鼠瘤组织中免疫组化 TGF-β1 表达(×200)

激活的细胞免疫在抗肿瘤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6-8]

,显示出了

DC 肿瘤疫苗在肿瘤的预防和治疗的巨大前景。但是由于肿瘤
内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存在,导致以 DC 疫苗为代表的肿瘤生物
治疗的效果往往不够理想。在肿瘤微环境中,调节性 T 细胞
(TRegs)以及肿瘤细胞或基质细胞可以分泌多种免疫抑制性细
[9]
胞因子(如 TGF-β1、IL-10 等),抑制机体的抗肿瘤免疫 。

本实验采用益气活血解毒中药联合 DC 疫苗作用于荷宫颈
图3

各组荷瘤小鼠瘤组织中免疫组化 IL-10 表达(×200)

癌 U14 细胞的小鼠,观察肿瘤微环境中免疫抑制因子 TGF-β1、
IL-10 及小鼠脾脏 CD4、CD8 的表达,结果显示联合组小鼠生长
状态较好,TGF-β1 和 IL-10 表达均低于对照组和 DC 疫苗组,
说明中药可下调肿瘤组织中的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 TGF-β1 和
+

+

IL-10 的表达；联合组小鼠脾脏中 CD4 、CD8 T 细胞比例高于
对照组和 DC 疫苗组。
图4

各组荷瘤小鼠脾组织中免疫组化 CD

+
4

T 细胞表达(×200)

中医认为宫颈癌的发生多由脾湿、肝郁、肾虚、脏腑功能
亏损以致冲任失调、督脉失约而成,不外正虚邪实两方面。尤其
经过手术、放化疗后,患者多表现正气亏虚、瘀血阻滞、余毒未
[10]
净之证 。益气活血解毒中药方中,黄芪性温,味微甘,归脾、肺

经,其补气之功最优；莪术可消瘀血,与黄芪配伍,则瘀血去而气
血不致损伤,且芪能补气,得莪术以流通之,则补而不滞,而元气
图5

各组荷瘤小鼠脾组织中免疫组化 CD

+
8

T 细胞表达(×200)

[11]
既旺,愈能激发莪术之力以消癥瘕 。

(下转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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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粉碎度为 400 目。验证该工艺,与饮片组比较,水法提取黄

即黄芪有机成分在破壁状态下最容易溶出,故而水法提取黄芪

芪多糖得率从 2.12%提高到 8.11%,CaO 法黄芪多糖提取得率从

粉碎度为 800 目(即破壁)时黄芪多糖提取得率最高,而 CaO 法

4.73%提高到 7.73%。结果见表 4。

提取黄芪粉碎度为 400 目时黄芪多糖提取得率就达到相对最

3

表 4 最佳提取工艺各组水法提取与 CaO 法提取黄芪多糖得率比较(%)

高,这可能与黄芪在碱性溶液中其纤维质的溶胀与溶解性增加、

提取法

[7]
纤维之间的脂键更易断裂而使更多的多糖游离出来有关 。

饮片组

80 目组

200 目组 400 目组 600 目组 800 目组

水法

2.12

2.93

4.23

4.86

4.96

8.11

综上,本研究提示,恒山黄芪黄芪多糖的提取得率与提取

CaO 法

4.73

5.01

5.26

7.73

7.95

8.16

溶剂选择及恒山黄芪粉碎度、料液比、提取温度、乙醇使用量
等关系密切,不管是水法提取还是 CaO 法提取,恒山黄芪达到

讨论
超细粉碎是利用超细切割技术将材料进行超细化处理,达

到在不改变材料化学组成的前提下使其表面和界面的某些物

一定的粉碎度可大大提高黄芪多糖的提取得率,常规情况下
CaO 法提取黄芪多糖得率优于水法提取。

理特性发生改变 。超细粉碎技术在中草药加工领域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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