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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旋毛虫 53 000 抗原蛋白通过激活 M2 型
巨噬细胞减轻脂多糖对肝脏的损害

陈志斌 唐皓 李振宇 梁艳冰 吴敬国 曾丽金 杨青 梁华平 马中富

【摘要】 目的 研究重组旋毛虫 53 000 抗原蛋白（rTsP53）是否通过激活 M2 巨噬细胞减轻脂多糖（LPS）

所致肝损害。方法 60 只雄性 BALB/c 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LPS 组、LPS + 磷酸盐缓冲液（PBS）组及

rTsP53 干预组，每组 20 只。3 组动物禁食 8 h 后腹腔注射 15 滋g/kg LPS；LPS + PBS 组在注射 LPS 后 1 h 注射等

量 PBS；rTsP53 干预组在注射 LPS 后 1 h 注射 5 mg/kg rTsP53 蛋白。干预后 48 h 处死小鼠，提取腹腔巨噬细胞，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巨噬细胞标志物 CCR7（M1 型）及 CD206（M2 型）表达变化；取肝脏组织制作切片，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观察病理改变，双染色免疫荧光检测 F4/80（+）HLA-DR（+）及 F4/80（+）CD163（+）表达情况；取

外周血，检测血清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及丙氨酸转氨酶（ALT）水平。结果 与 LPS 组、LPS + PBS 组比较，

rTsP53 干预组小鼠生存率明显提高（90%比 25%、30%，均 P＜0.01）；肝脏病理损害减轻，组织结构明显改善；

血清 ALT、AST 水平明显降低〔ALT（U/L）：97.7±8.5 比 181.7±19.5、173.7±17.2，AST（U/L）：142.7±12.1 比

235.7±9.9、213.7±6.7，均 P＜0.05〕；腹腔巨噬细胞 FITC-CD206（+）比例明显升高〔（17.75±0.30）%比（1.38±

0.13）%、（1.36±0.05）%，均 P＜0.05〕，腹腔巨噬细胞 PE-CCR7（+）比例明显下降〔（6.89±0.11）%比（15.30±

0.64）%、（14.96±0.93）%，均 P＜0.05〕；肝组织切片内 F4/80（+）CD163（+）细胞表达荧光强度明显增强（0.36±

0.01 比 0.29±0.02、0.31±0.01，均 P＜0.05），而 F4/80（+）HLA-DR（+）荧光强度则无明显差异（0.30±0.01 比

0.30±0.02、0.31±0.01，均 P＞0.05）。LPS 组与 LPS + PBS 组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rTsP53 蛋白可以通过促进体内 M2 型巨噬细胞活化，减轻 LPS 所致肝组织损害，提高动物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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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valuate if recombinant trichinella wpiralis-53 000 protein （rTsP53）could
alleviate liver damage caused by lipopolysaccharides （LPS）via M2 macrophage activation. Methods Sixty male
BALB/c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LPS group，LPS + phosphate buffer saline （PBS）group and rTsP53
intervention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with 20 mice in each group.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15 滋g/kg LPS was
performed for all the mice in the three groups after 8 hours of fasting. The mice in LPS + PBS group were injected with
PBS after 1 hour of LPS injection. The mice in the rTsP53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injected with rTsP53（5 mg/kg）after
1 hour of LPS injection. After 48 hours all the mice were sacrificed. Peritoneal macrophages were harvested and flow
cytometry （FCM）was used to detect markers CCR7 （M1）and CD206 （M2）of macrophages. Hepatic tissue was
harvested for pathological study after hematoxylin-eosin （HE）staining，and double staining immunofluorescence was
used to detect F4/80（+）HLA-DR（+）and F4/80（+）CD163（+）. Peripheral blood serum was harvested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and alanine transaminase（ALT）. Results Compared with LPS and LPS + PBS
groups，survival rate of mice of rTsP53 interven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90% vs. 25%，30%，both P＜
0.01），and the pathological injury of the liver was significantly ameliorated，and the hepatic structure was better
preserved. The transaminase in rTsP53 interven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LPS and LPS + PBS groups
〔ALT（U/L）：97.7±8.5 vs. 181.7±19.5，173.7±17.2；AST（U/L）：142.7±12.1 vs. 235.7±9.9，213.7±6.7，all P＜
0.05〕，FITC-CD206（+）proportion of peritoneal macrophag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17.75±0.30）% vs. （1.38±
0.13）%，（1.36±0.05）%，both P＜0.05〕while PE-CCR7（+）proportion 〔（6.89±0.11）% vs. （15.3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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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中肝脏是最常见的受损器官之一［1］，内

毒素等病原体产物以及在脓毒症发生发展过程中一

系列炎症因子的释放都可导致肝脏功能受损［2］，而

肝功能受损甚至急性肝衰竭一旦发生，往往导致脓

毒症患者病情急转直下［3-4］。目前控制肝损害的手段

主要是处理原发病、中西药物护肝治疗 ［5-7］；另外，

p38 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p38MAPK）等部分生物制

剂虽然可能有助于减轻脓毒症中肝损害，但尚处于

基础研究阶段，可选方案相对有限［8］。本课题组前期

研究发现，重组旋毛虫 53 000 抗原蛋白（rTsP53）能

够减轻三硝基苯磺酸（TNBS）所致炎症性肠病，动物

肠道组织中有 M2 型巨噬细胞活化的证据［9］；寄生虫

慢性感染条件下的 M2 型巨噬细胞活化可以改善脓

毒症动物的生存率［10］。既往研究中无论是使用蛋白

干预的方式或是寄生虫慢性感染模型均为慢性作用

研究，而脓毒症是一种急性损害，故本研究旨在进一

步评价 rTsP53 蛋白能否改善脂多糖（LPS）所致肝损

害并改善动物的预后，以及是否存在 M2 型巨噬细

胞活化的证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分组：60 只雄性 BALB/c 小鼠，6～

8 周龄，体质量（24.13±2.01）g，购自中山大学北校

区动物实验中心，动物合格证号：0098439。按随机数

字表法将动物分为 LPS 组、LPS + 磷酸盐缓冲液

（PBS）组及 rTsP53 干预组 3 组，每组 20 只。动物在

实验前均自由饮水、进食并给予正常昼夜光照循环；

干预前 8 h 禁食。

1.2 实验方法

1.2.1 rTsP53 蛋白制备：按照本课题组前期研究的

操作步骤及验证方式 ［9］，获取含 TsP53 蛋白全编码

序列（CDS）-pET-28a（+）-E. coli BL21，在含有卡那

霉素的肉汤培养基（LB 培养基）上培养 12 h 以筛选

阳性克隆菌落并进行扩增培养。再以丙基 -茁-d- 硫

代半乳糖苷（IPTG）诱导 rTsP53 蛋白表达，并经

Ni-NTA-HIS 结合层析纯化法获得纯化的 rTsP53 蛋

白，用 12%十二烷基硫酸钠 -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SDS-PAGE）进行鉴定。进一步去除内毒素并采用

超滤浓缩法去除残余杂蛋白，BCA 法测定浓缩后样

品的蛋白浓度，再次以 12%SDS-PAGE 评价蛋白样

品纯度。

1.2.2 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干预：3 组动物禁食 8 h

后腹腔注射 LPS 15 滋g/kg（以无菌 PBS 稀释），LPS +

PBS 组在注射 LPS 后 1 h 注射等量 PBS，rTsP53 干

预组在注射 LPS 后 1 h 注射 5 mg/kg rTsP53 蛋白（以

PBS 调整浓度，液体总量保持与前两组相等）。干预

后 48 h 将上述 3 组仍然存活的动物摘除眼球采血

后，用颈椎脱臼法处死，并获取相关标本进行检测。

本实验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

1.3.1 流式细胞仪检测腹腔巨噬细胞：处死小鼠后，

腹腔注入无菌 Hanks 平衡盐溶液并按摩 3 min，抽取

腹腔内积液，常温下离心 5 min 弃上清，以 DMEM

培养基重悬、清洗，再以高糖 DMEM 培养基重悬，注

入细胞培养板，37 ℃ CO2 细胞培养箱中培养 4 h 后

换液，去除不能贴壁的细胞，即为腹腔巨噬细胞。用

流式细胞仪分别检测异硫氰酸荧光素标记的 M2 型

巨噬细胞标志物 CD206（FITC-CD206）及藻红蛋白

（PE）标记的 M1 型巨噬细胞标志物趋化因子受体 7

（PE-CCR7）的表达情况。大鼠抗小鼠 FITC-CD206、

PE/Cy5-CCR7 抗体均购自美国 Biolegend 公司。

1.3.2 肝组织病理学及免疫荧光双染检测：取肝组

织置于 4%多聚甲醛中固定、石蜡包埋、切片。一部

分切片行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后进行病理评分。

另一部分切片进行免疫荧光双染检测：在组织切片

中分别加入按 1∶50 稀释的 F4/80、人白细胞 DR 抗

原（HLA-DR）及 F4/80、CD163 一抗混合液（大鼠抗

小鼠 F4/80 抗体购自美国 Abcam 公司，兔抗小鼠

HLA-DR 抗体及 CD163 抗体购自美国 Santa Cruz 公

司），两种抗体同时孵育，4 ℃下过夜，再滴加 1∶100

稀释的羊抗大鼠 -Cy3、羊抗兔 -FITC 二抗混合液

（两种抗体均购自美国 Abbkine 公司），37 ℃孵育

30 min 后以 4'，6- 二脒基 -2- 苯基吲哚（DAPI）复染

5 min，风干后滴加抗荧光衰减封片剂封片，荧光显

微镜下观察并拍片，镜下所见蓝色为细胞核染色，

（14.96±0.93）%，both P＜0.05〕was significantly lower.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macrophages with F4/80（+）
CD163（+）double staining for liver section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0.36±0.01 vs. 0.29±0.02，0.31±0.01，both
P＜0.05），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macrophages with F4/80（+）HLA-DR
（+）double staining （0.30±0.01 vs. 0.30±0.02，0.31±0.01，both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above results between LPS group and LPS + PBS group （all P＞0.05）. Conclusion rTsP53 could ameliorate liver
damage caused by LPS and improve animal's survival via the activation of M2 macrophage.

【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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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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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A-DR（+）F4/80（+）双染或 HLA-DR（+）CD163（+）

双染色细胞呈黄色。以 Image Pro Plus 6.0 软件进行

图像分析，获取相应的荧光强度。

1.3.3 血清转氨酶水平检测：摘除小鼠眼球取血，置

于常温下 30 min 后转入 4 ℃冰箱静置 8 h，4 ℃下

5 000 r/min（离心半径 10 cm）离心 10 min，取血清，

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及

丙氨酸转氨酶（ALT）水平。

1.4 统计学分析：在 SPSS 19.0 软件中建立数据库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

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动物生

存率采用 Kaplan-Meire Log-Rank 生存曲线分析法，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小鼠生存情况（图 1）：干预后 48 h，rTsP53 干预

组小鼠生存率明显高于 LPS 组和 LPS + PBS 组

（90%比 25%、30%，均 P＜0.01）。

注：LPS 为脂多糖，PBS 为磷酸盐缓冲液，rTsP53 为重组旋毛虫

53 000 抗原蛋白；与 LPS 组及 LPS + PBS 组比较，aP＜0.01

图 2 各组小鼠干预后 48 h 生存曲线比较

2.2 血清转氨酶水平（表 1）：LPS 组血清 ALT、AST

水平与 LPS + PBS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rTsP53 干预组血清 ALT、AST 水平均较

LPS 组和 LPS + PBS 组明显降低（均 P＜0.05）。

2.3 腹腔巨噬细胞比例（图 2；表 2）：rTsP53 干预组

腹腔巨噬细胞 FITC-CD206（+）比例明显高于 LPS

组和 LPS + PBS 组，PE-CCR7（+）比例明显低于 LPS

组和 LPS + PBS 组（均 P＜0.05）。而 LPS 组和 LPS +

PBS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注：LPS 为脂多糖，PBS 为磷酸盐缓冲液，rTsP53 为重组旋毛虫

53000抗原蛋白，FITC为异硫氰酸荧光素，PE为藻红蛋白，CCR7

为趋化因子受体7；左上象限表示FITC-CD206（+）PE-CCR7（-）

巨噬细胞（具有M2型巨噬细胞特征），右下象限表示FITC-CD206（-）

PE-CCR7（+）巨噬细胞（具有 M1 型巨噬细胞特征）

图 2 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2.3 肝组织 HE 染色及免疫荧光双染

2.3.1 HE 染色（图 3）：LPS 组及 LPS + PBS 组肝内

静脉系统明显淤血，肝门结构受到破坏，大量细胞变

性坏死，细胞核变大、空泡化或呈双核型；而 rTsP53

干预组肝组织内门脉结构保存相对完好，仍见肝内

静脉系统淤血，但细胞变性坏死程度明显减轻。

图 3 光镜下观察各组小鼠肝组织病理改变 脂多糖（LPS）组（a）

肝组织结构明显紊乱，静脉系统淤血，大片肝细胞坏死改变，细胞

核变大、空泡化或呈双核型；LPS + 磷酸盐缓冲液（PBS）组（b）

肝组织结构保存改善，但仍可见大片肝细胞凝固性坏死及桥接

坏死，细胞核变大及空泡化改变；重组旋毛虫 53 000 抗原蛋白

（rTsP53）干预组（c）肝组织结构保存较好，细胞坏死现象明显较前

两组减轻，仍可见少数细胞核变大及空泡化改变 HE 低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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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小鼠腹腔巨噬细胞比例

检测数据比较（x±s）

注：LPS 为脂多糖，PBS 为磷酸盐缓冲液，rTsP53 为重组旋毛虫

53 000 抗原蛋白；与 LPS 组及 LPS + PBS 干预组比较，aP＜0.05

组别
动物数

（只）

PE-CCR7（+）

比例（%）

FITC-CD206（+）

比例（%）

LPS 组 5 15.30±0.64 1.38±0.13
LPS + PBS 组 6 14.96±0.93 1.36±0.05
rTsP53 干预组 18 6.89±0.11a 17.75±0.30a

F 值 160.119 7 276.990
P 值 ＜0.001 ＜0.001

表
1 各组小鼠血清转氨酶水平比较（x±s）

注：LPS 为脂多糖，PBS 为磷酸盐缓冲液，rTsP53 为重组旋毛虫

53 000 抗原蛋白，ALT 为丙氨酸转氨酶，AST 为天冬氨酸转氨酶；与

LPS 组及 LPS + PBS 组比较，aP＜0.05

组别 动物数（只） ALT（U/L） AST（U/L）

LPS 组 5 181.7±19.5 235.7± 9.9
LPS + PBS 组 6 173.7±17.2 213.7± 6.7
rTsP53 干预组 18 97.7± 8.5a 142.7±12.1a

F 值 25.792 73.826
P 值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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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免疫荧光双染（图 4；表 3）：各组肝组织切片

中均可见 F4/80（+）HLA-DR（+）及 F4/80（+）CD163

（+）表达细胞存在；荧光强度分析发现，rTsP53 干预

组 F4/80（+）CD163（+）表达的荧光强度较 LPS 组及

LPS + PBS 组明显增强（均 P＜0.05）。

图 4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各组小鼠肝组织 F4/80（+）HLA-DR（+）

（a～c）及 F4/80（+）CD163（+）表达（d～f） 蓝色染色为细胞核，因

F4/80 为红色染色，人白细胞 DR 抗原（HLA-DR）及 CD163 均为

绿色染色，故最终合成为黄色染色的 F4/80（+）HLA-DR（+）或

F4/80（+）CD163（+）双染阳性细胞。脂多糖（LPS）组（a）、LPS + 磷

酸盐缓冲液（PBS）组（b）、重组旋毛虫 53 000 抗原蛋白（rTsP53）

干预组（c）均可见散在 F4/80（+）HLA-DR（+）双染阳性细胞，而

rTsP53 干预组（f）F4/80（+）CD163（+）双染阳性细胞较 LPS 组（d）

和 LPS + PBS 干预组（e）明显增加 双染色免疫荧光 低倍放大

3 讨 论

肝脏是脓毒症中最常见的损害靶器官之一，感

染病原微生物及其产物、腹腔内菌群移位等均可直

接导致肝脏损害。注射 LPS 是常用的致脓毒症肝损

害模型方法。研究表明，注射 LPS 可直接导致肝细

胞线粒体能量代谢相关酶活性明显下降，并造成相

应的线粒体结构异常［11］。既往研究显示，慢性肝炎患

者存在肝组织内 Toll 样受体 4（TL4）活化［12］；还有研

究报道，采用 TLR4 拮抗剂或大承气汤治疗可减轻

内毒素所致肝衰竭，降低肿瘤坏死因子 -琢（TNF-琢）

水平［13-14］。TLR4 作为 LPS 的主要受体，提示 LPS 与

肝损害之间存在直接关系。

在脓毒症肝损害中，LPS 所致直接损害是其中

一环，而来源于免疫细胞功能失调所致肝损害则是

另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 ［15］。本研究发现，5 mg/kg

rTsP53 蛋白可以直接改善脓毒症小鼠的生存率，血

清转氨酶水平明显下降，病理切片显示肝组织病理

损害明显减轻，上述结果证实了 rTsP53 蛋白可以对

LPS 所致脓毒症相关肝损害起到保护作用。

另外，经 rTsP53 蛋白干预的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CD206 表达增加而 CCR7 表达下降，显示巨噬细胞

有向 M2 型转化的趋势；肝组织双染色免疫荧光检

测结果同样显示，尽管 F4/80（+）HLA-DR（+）表达巨

噬细胞的改变不明显，但 F4/80（+）CD163（+）表达巨

噬细胞增加，F4/80 广泛表达于成熟巨噬细胞表面。

HLA-DR 是 M1 型巨噬细胞表面标志物，CD163 是

M2 型巨噬细胞表面标志物［16］，本研究结果表明，肝

组织内 M2 型巨噬细胞有活化趋势，并提示动物肝

组织病理损害的减轻和生存率提高与上述 M2 型巨

噬细胞的活化并发挥抗炎作用明显相关。

有研究者对肝脏巨噬细胞剔除处理的小鼠通过

腹腔注射病原体制备腹膜炎脓毒症模型，结果发现

小鼠肝脏损害程度减轻，白细胞聚集程度下降，肝细

胞凋亡现象减轻，但同时白细胞介素 -10（IL-10）水

平下降，最终动物生存率下降［17］，提示巨噬细胞在脓

毒症相关急性肝损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巨噬细胞

是机体内免疫反应的重要中介环节，一方面，其可直

接识别病原微生物或其产物，以及接受上游多种细

胞因子的作用，再产生下游效应细胞因子并起到清

除病原微生物的作用；另一方面，其可通过产生Ⅰ型

细胞因子、Ⅱ型细胞因子及调节型细胞因子等，改变

机体炎症 / 抗炎反应过程。因此，可以认为巨噬细胞

在脓毒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其所导致的过度炎

症反应或过强的抗炎反应，均有可能导致机体免疫

紊乱并造成病理生理过程异常［19-20］。

巨噬细胞按照其功能状态可以进一步划分为

M0、M1 及 M2 型［21］，未经激活的 M0 型巨噬细胞可

以通过 LPS 等直接激活为 M1 型巨噬细胞［22-23］，产生

TNF-琢、IL-1 等促炎因子，导致组织损害及器官功

能障碍［24］；而经过 IL-4/IL-13 作用的 M0 型巨噬细

胞可转换为 M2 型，M2 型巨噬细胞又可以进一步产

生 IL-4、IL-13 以及调节型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 -茁

（TGF-茁）及 IL-10 ［22］，在发挥抗炎作用之外还可调

表
3 各组小鼠肝组织双染色免疫荧光强度分析比较（x±s）

注：LPS 为脂多糖，PBS 为磷酸盐缓冲液，rTsP53 为重组旋毛虫

53 000 抗原蛋白，HLA-DR 为人白细胞 DR 抗原；与 LPS 组及 LPS +

PBS 组比较，aP＜0.05

组别
动物数

（只）

F4/80（+）HLA-DR（+）

荧光强度

F4/80（+）CD163（+）

荧光强度

LPS 组 5 0.30±0.02 0.29±0.02
LPS+PBS 组 6 0.31±0.01 0.31±0.01
rTsP53 干预组 18 0.30±0.01 0.36±0.01a

F 值 1.426 16.612
P 值 0.312 0.004

5b 5c 5d

5e 5f 5g

211!�n 211!�n 211!�n

211!�n 211!�n 21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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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机体炎症反应过程［25］。肝脏中有丰富的巨噬细胞

分布，因此，巨噬细胞的功能与肝脏的病理生理过程

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M1、M2 型巨噬细胞的功能

状态反映了肝内“阴阳”平衡过程的改变，并与肝脏

的损害、再生及纤维化过程等密切相关［26］。本研究发

现，rTsP53 蛋白通过促进 M2 型巨噬细胞活化而减

轻肝损害，体现了 rTsP53 蛋白在脓毒症抗炎反应中

的潜在价值。

根据本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及既往的研究报道

可以发现，寄生虫感染机体常出现巨噬细胞 M1/M2

表型的漂移现象，表现为 M2 型巨噬细胞表型及功

能明显增强［27］。M2 型巨噬细胞一方面可通过表达抗

炎因子等过程，直接减轻炎症反应并抑制宿主对寄

生虫体的攻击，这种效应可能是寄生虫在宿主体内

生活史的重要保证；而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上述过

程同时减轻宿主炎症性共患病（如多发性硬化、炎症

性肠病等）的严重程度［28-29］。然而寄生虫感染对宿主

而言毕竟是有害的。考虑到寄生虫与宿主的相互作

用过程最终就是蛋白相互作用的过程，本课题组对

寄生虫体的重组蛋白研究可能为包括脓毒症在内的

炎症性疾病的生物治疗提供新的手段。此外，本研究

与本课题组前期研究比较，进一步证实了 rTsP53 蛋

白可以迅速发挥改变巨噬细胞免疫状态及炎症反应

过程的作用，完全可以用于脓毒症等急性炎症性疾

病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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