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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HBV)体内外对单个核细胞白细胞 

介素一1和白细胞介素一2诱生活性影Ⅱ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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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同济医科大学协和医院传染科，武汉，430022) 7 ·2 J 。、 

提 要 本研究用pAP法、胸腺细胞增殖法、脾细胞增殖法，分别检测16倒体外HBV感染的骨 

髓单个核细胞与 16倒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体内感染的骨髓单个拔细胞(M )中的 }Ⅱk̂ g和白细胞 

介紊．I(IL-1)、白细胞介蓦 2C[L．-2)的诱生活性( △q 值表示)。结果显示，体外HBV感染组与体 

内HBV感染组骨髓 中HBcAg检出率分别为 5O％和43．7 ．车实验结果表明，HBV在体外感 

染骨髓MNCs，且与体内自然感染相符，但光镜下未观察到致细胞病变效应(cyE)．体外感染组与体 

内感染组I 1和IL-2活性均较对照组明显下降(P<0．01)．且细胞中}Ⅱk ĝ检出阳性者较阴性者 

下降更为明显(P<吼0t)．I 1和 IL-2诱生活性降低与}丑Ⅳ 侵染免疫细胞殛其在细胞内复制有密 

较明 

确。HBV曾被认为有较强的组织特异性 ，近十年来，随着克隆DNA探针的同世 ，HBV—DNA在 

肝外多种组织中被发现[1]，揭示多种组织和细胞可被HBV感染并且引起功能异常。Ⅱ，一1和Ⅱ· 

2是细胞免疫调控密切相关的细胞因子 ，EL·1主要由巨噬细胞产生 ，能促进胸腺细胞增殖 ，促 

进 B细胞合成和分泌抗体 ，能诱生 IL．2[2]。IL-2可自然杀伤细胞起调节作用 ，并可诱导细胞毒 

T细胞 自然杀伤细胞产生 r一干扰索[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 MNCs诱生 Ⅱ·l和 IL-2活性 

的研究虽有报道H3，但慢性乙型肝炎发病的起囡是这些免疫介质的异常 ，还是 HBV感染免疫 

细胞所致?尚未证实。本实验观察HBV在体外和体内感染骨髓单个核细胞及其对 IL·1和Ⅱ· 

2诱生活性影响 ，从而进一步阐明慢性乙型肝炎发病的起因和慢性化的机制 

材料与方法 

1 材料来源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16例(均为 }Ⅲs 和抗-HBC阳性，其中伴有血清 H阻Ag阳性者 1O倒)，屑 

体内感染组，年龄 19~42岁(平均32岁)。男 9例，女 7倒，病程 6～22个月，诊断标准参照 1984年第三次全国 

病毒性肝炎会议制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骨髓标本采于抗病毒和其他特殊治疗之前．将健康献血员骨髓 

32倒随机分为体外感 染 HBV组和正常对照组(男 19倒 ，女 13倒)，年龄23～d6岁(平均 34岁)。 

2 试剂 大肠杆菌脂多糖(LPS)S． R59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微生物教研组提供 ，植物血凝紊(PHA)系广州 

本文于1993年 2月7日收到．3月19日修回 

·现在地址：广东佛山石湾医院传染科．邮编5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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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TJ)f产品，RPMI-1640来 自美国GIBC公司，淋巴细胞分层液由上海试剂二厂提供，浓缩Dan'S顸粒(用38％ 

的蔗糖做为保护液)，系武汉生物制品所产品，氘一胸腺嘧啶棱昔(’H·讯 )，来自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浓度 lr ／ 

ml，比放射性为 20cJ／mM，红细胞生成索(EP0)由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提供，甲基纤维索系美国s啦m公司产 

品． 

， 方法 

3．1 制备骨髓单个核细胞、无菌操作局部麻醉抽取髂棘骨髓3至5mr，肝索抗凝(2o~／m1)，用淋巴细胞分层液 

分离骨髓单个棱细胞 ，在台盼兰染色镜下观察活细胞数选05 上． 

3．2 Dar．er 8顸粒 50％组筝}细胞抑制盈(TCIDm)测定方法见文献∞． 

3．3 IL=l和IL=2的诱生方法见文献 。 - 

3．4 IL-l和IL-2活性测定方法见文献 ． 

3．5 骨髓单个核细胞中HBcAg检测；将接种 I-[BV的骨髓单个棱细胞培养后，用温 Hanlds液洗涤三次，涂片固 

定后用PAP法检测，对照组和体内感染 HBV组所用的实验方法、条件和时间均与休外感染组相同． 

结 果 

l 不同稀释度的DaⅡc飞颗粒液对cFu的影响 由于实验条件限制，未能精确计算Dan~一s颗 

粒液中的病毒含量 ，所以，利用 I-LBV对骨髓 cFu的抑翩作用得 出半数抑制量 ，以计算病毒含 

量及其感染活性。经寇氏法计算 50 抑制量为 0．55m~／1x 10 个 MNCs。见图 l。 

§ 

量 

B 

图 1 CFU抑制率与D帅 颗粒蔽稀释庄的关幕 

F l El蜘 _啪 ofmcfl糟 _I血 lJn∞ of ~ 'tidm to CFU 

2 HBcA$在骨髓单个核细胞中的阳性率 体内HBV感染组 16例，用PAP法检测骨髓 MNCs 

中的HBcAg，细胞中出现深棕色颗粒为阳性反应，结果 7例阳性 (d3．7 )，体外HBV感染组 1 6 

倒 ， 例细胞中HBcAg阳性(5O )，约 5～26 的 IvlNCs呈阳性反应 ，对照组无一例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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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体内与体外蒜豢组mic,~的阳性率 

Ta~fle 1 HBCAgIx~tlve rateinMNCs vitt,o 8Lin vivo 

‘P表示两组 H 阳性率整异无显著性 

3 各组 IL—l和 LI-2活性的比较 结果见表 2。 

衰2 各组 l和L 2活性的比较(用 值表示) 

T瑚 e 2 Activity 0lI 1 8LIL-2iJ1 vitro 8Lin vivo group 

P表示各组lL．1和L 2活性与正常组比较差异 极显若意义(P<0．0】)。*表示IL．】活性在体外盛染组与体内盛染组 

之间存在扳显著性燕异(P<O．01)，**表示两盛染组问1L-2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n 05) 

l 骨髓 MN岱 的 IL-l和 IL一2活性与骨髓MNCs中HBcAg的关系 由表 3可见，无论是体内 

感染组还是体外感染组 ，骨髓 MNCs中 HBcAg阳性者其 Il广l和 IL一2活性均较 HBcAg阴性者 

低下 ，两者问差异有极显著性。 

哀 3 体内感染组和体外感染组HBcAg与I 】IL-2活性的关系 

Table 3 IL-I＆1L-2inHBcAgpmitlve＆ HBcAg negative groups 

HBcA$ 性 

HBcAg 0ositlve 

I-IBĉ E田性 

HBeAg ne c【ve 

7 694士114 {48士57．6 8 397士49 389士57 

916士66 696士85 8 656士1】6 640士91 

P P< O．01 

P表示HP,eAg剐性者与HHc扯 册性者两组问 】和1L-2~性差异有般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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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骨髓 MNcsⅡ一l与 ．~L-2活性关系 Ⅲ一1与 LL-2呈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 r=0．9677(P< 

o．001)． 

】I TdR镕^|t(cpm×]0 )I1,一1 

l TdR u k̂e f 呷 × lff‘) 

图2 l 】和l 2的相关性 

F ．2 tIal血 bc‘ 蚴 l 1＆ IL-2 

讨 论 

l 关于 HBV感染骨髓 MNCs的可能性 HBcA8是 HBV核壳的组成成分【目，是 HBV复制的指 

标口]。本实验观察到 ，在体内、体外感染组的骨髓 MNCs中，FIBcAg的阳性率均较高(43．7 ， 

50 )，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其中 HBcAg阳性细胞率在每片中占5～26 ，与 Laure F报告 

相近[1∞。Morkazu曾用 HBV阳性血清感染骨髓细胞，通过对与HBV共同培养的骨髓细胞进行 

免疫电镜观察，证明细胞内HBsAg并非吞噬作用所致，并在骨髓细胞中发现复制型HBV—DNA 

中间体[5]。Milan V曾用肾衰病人腹膜透析液中的巨噬细胞与 HBV阳性血清共同孵育 ，在巨噬 

细胞中检测到 HBcAg，同时 ，在洗涤后再培养的巨噬细胞上清液中检测出 HBcAg，认为巨噬细 

胞是 HBV侵染和复制的场所0”，我们用骨髓 MNCs与浓缩 Dane s颗粒共同培养3天后 ，在其骨 

髓 MNCs和慢性乙肝患者的骨髓 MNCs内都检测到 HBc~g，可认为 HBV可在体内和体外感染 

骨髓 MNCs，并在其中复制。 

2 HBV对骨髓 MNCs产生 II广1的影响 Kundsen曾用 HBV阳性血清与人外周血单核细胞共 

同孵育后 ，在单核细胞内检测到 HBV．DNA，出现 IL一1活性降低 ，表明 HBV可感染体外外周血 

单核细胞，抑制 II广l的产生和释放[1 。在实验中观察到，体外 HBV感染组和体内HBV感染组 

骨髓 MNCs产生 Ⅲ一l能力均较正常对照组明显降低(P<0．01)，而且体外 HBV感染组 IL—l活 

性也较体内感染组低(P<0．O1)，这可能与体外骨髓 MNCs接触 I-LBV的数量有关 。其中HBcAg 

阳性者的IL．1活性明显比HBcAg阴性者降低(P<0．01)。有根据说明，II广l活性降低与 HBV侵 

¨ ¨ m 嘶  ̈

 ̂ 一x且 <辱} 壬 

_̂6 ×c 。u qt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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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骨髓 MNCs、巨噬细胞内存在 I-IBeAg有关 ，但 HBV感染gI起 Ⅱ，1活性低下的机制尚不清楚。 

Prieto认为慢性 乙肝患者外血 MNCs1I,-1诱生活性低下[13]，从体内自然感染组的实验揭示 ， 

MNCs在骨髓中就已被 HBV感染 ，当细胞成熟释放到外周血后 ，其功能仍受到 HBV的抑制 ，以 

致外周血诱生Ⅱ，l的能力降低。L ky认为，Ⅱ，1是B细胞形成抗体分泌细胞(tSC)时必不可少 

的物质[1 ，而慢性乙肝患者抗一HBs产生不足可能与 IL一1活性降低有一定联系 ，使 邶 V不能彻 

底清除而致肝炎的慢性化 。 

3 HBV与1I,-2活性的关系 国内外均有报道，慢性rmsAg携带者的外周血 MNCs诱生IL-2 

活性降低[1 ，Laure最近发现，从 AIDS病人血 中分离的 T细胞克隆含有 HBV-DNA0。]， 

Howl~rd．S通过体外 HBV对各细胞系的抑制作用的观察，认为原始T淋巴细胞对 HBV最敏 

感 ，B淋 巴细胞较差[】 ．结果体外感染组和体内感染组骨髓 ／VlNCs的 IL-2活性均较对照组明显 

下降(P<O．O1)，HBeAg阳性者 IL-2的活性 比I-IBeAg阴性者下降更显著 (P<0．01)，从而说明 

T细胞受 HBV侵染并在其内复制 ，使 13．,-2诱生恬性降低。13．,-2能与激活 B细胞上的 IL一2受体结 

合，有促进B细胞增殖、分化产生的作用，促进激活T细胞上1I,-2受体的表达，作用于NK细胞 

的 IL一2受体而长期维持 NK细胞的功能活性[1 ，以上细胞的作用均与病毒清除的过程有关 。所 

以 IL一2活性下降使HBV清除不完全也是慢性化形成的原因之一 。在国外有用重组 1I,-2治疗慢 

性乙型肝炎获得一定疗效 。 

4 Ⅱ，1与IL一2的关系 IL一1能诱生 IL一2，根据实验观察 ，Ⅱ，1与IL-2的相关系数为r=0．9677 

(P<0．001)，呈极显著正相关 ，所以 ，Ⅱ 2活性下降 ，除 T细胞功能低下外 ，IL一1产生不足也是 

其原因之一。 

免疫调节功能紊乱是乙型肝炎患者体内病毒难以清除的重要原因，我们发现H】Ⅳ 侵染免 

疫细胞并在其中复制是免疫细胞功能低下的直接原因之一。根据实验表 明，骨髓细胞，特别是 

免疫细胞内的病毒感染 ，导致免疫功能低下是不可忽视的 ，但在抗病毒治疗的过程中，如能提 

高骨髓内药物浓度 ，佐以适量的免疫抗病毒制剂 ，可能是提高抗病毒疗效 、恢复免疫功能、防 

止疾病慢性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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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tro and in Vivo Heptatitis B Virus(HBV)Inhibiting Bone 

Marrow Mononuclear Cells Producing Interleukln—-1 and Interleukin—-2 

wang Jiauhua Xioag Kaijun Huang Hua~a．ng 

(凸 ln#cun,s 鼎僻8，u砒日肺唧缸 ， r城 嘶 ， ，4 30022) 

The levels of interleukin一1 and interleukin一2 production in 16 healthy blood donors’bone mar． 

row mononuclear cells iI1f ted by HBV in v~tro and on 16 aLge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were simulta． 

neously assayed．The evidence of virus growth is based on the detecion of HBcAg in bone Ⅱ1arr0w 

monanuclear cells by immunoperoxida．~ assiy．It was found that HBcAg is positive in 50 (in vitro) 

and 43．7 (in vivo)respectively (P< 0．05)．The levels of interleukin一1 and in~rlevkin一2 oduo 

tion a” markedty docrces~ in botll HBV infected group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p< 0．01)，and Inter． 

1eukin一1 an d interleukin一2 de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in HBcAg positive cases than that of H~cAg 

negative cases(P< 0．01)．There was highly significant correhtion (P< 0．001)between levels of inter． 

1eukin-1 and interleukin-2．The r~ults suggest that聊 c∞ infect and replicate in human bone n~tr． 

row monon uclearcells in vltro and in vivo．n e decrease ofinterleukin一1 andmterleukin-2level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ffieulty in 哪 elimination． 

Key words Interleukin一1，Interleukin-2，Bone lnRn~w mon onuclear cell，Hepatitis B virus， 

Replicatio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