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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探讨高聚生 、干扰素-α-2b 对不同膀胱癌细胞株的生长以及对 HLA-DR及 HLA-ABC 表达的影响。
方法:以不同膀胱癌细胞株为研究对象 , 采用细胞培养及MTT比色法 ,检测时间 、浓度量效关系;以 ID50时的药物浓

度作用于不同膀胱癌细胞株 72 h 后 ,流式细胞仪检测高聚生 、干扰素-α-2b对膀胱癌细胞株 HLA-DR及 HLA-ABC 表

达的影响。结果:高聚生对膀胱癌细胞的生长表现为促进作用 , 并呈量效关系 , 干扰素-α-2b 表现为抑制肿瘤细胞生
长 ,随着时间延长 , 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所测 3 个细胞株均无 HLA-DR抗原表达 ,高聚生 、干扰素-α-2b 对 HLA-DR的

表达均无影响 ,高聚生可下调 HLA-ABC的表达 , 干扰素-α-2b对 HLA-ABC 抗原表达有较强的上调作用。结论:高聚

生对膀胱癌细胞株无直接的细胞杀伤作用 , 干扰素-α-2b 对多个膀胱癌细胞株具有细胞毒作用 , 高聚生抗癌机理与

提高肿瘤细胞HLA-DR、ABC的表达无关 , 干扰素-α-2b 可通过提高肿瘤细胞 HLA-ABC 的表达提高 T 细胞对膀胱肿

瘤的识别杀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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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癌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 ,浅
表性膀胱癌的一个重要生物学特性就是极易复发 ,
其重要因素为膀胱肿瘤的免疫逃逸 ,因此提高肿瘤
对机体免疫系统的激活能力及机体对肿瘤的识别杀

伤能力 ,对于预防膀胱肿瘤的复发具有重要意义 。
肿瘤细胞表面通常都存在 MHC-I 、II类分子的表达
异常 ,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 HLA-ABC 抗原对于 CTL

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 ,HLA-DR抗原对于免疫系

统的激活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 1]
。高聚生主要有效成

分是 C型金葡菌肠毒素 ,而该毒素现已被确认为一
种对 T细胞具有强大刺激作用的超级抗原 ,并已在
一些肿瘤的治疗上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但尚未见用
于治疗膀胱癌[ 2] 。干扰素单独用于治疗浅表性膀胱
癌虽然疗效不及 BCG ,但对 BCG灌注治疗失败的患

者仍然有效 ,同时其较轻的副反应和对肿瘤细胞一
些性质的逆转 ,使其应用于膀胱癌的治疗日益受到
重视。目前尚未见高聚生 、干扰素-α-2b对 HLA-DR 、
HLA-ABC 影响的报道。本研究采用 3 种膀胱癌细

胞株(BIU-87 、T-24 、ScaBer),采用原代培养方法分别
检测对高聚生 、干扰素-α-2b 等药物的量效曲线 ,并
根据所测算出各种药物的 50%抑制率 ,以流式细胞
仪检测药物作用前后 HLA-ABC 、HLA-DR的表达改

变 ,为探讨这两个药物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1　实验部分

1.1　材料
膀胱癌细胞株 T-24(膀胱癌移形细胞癌细胞

株)及ScaBer(膀胱鳞状细胞癌)(上海细胞所);BIU-
87(膀胱移形细胞癌细胞株)(北京医科大学泌尿外
科研究所俞莉璋赠送)。流式细胞仪(Coulter ELITE

ESP ,美国),二氧化碳培养箱(Heraeus , 德国),倒置
显微镜(Olympus ,日本),酶标定量仪(Biotect EL-340 ,
美国), RPMI 1640液(Sigma 公司),四氮唑蓝(Sigma

公司),高聚生(HAS ,沈阳协和集团公司),干扰素-α-
2b(IFN-α-2b ,美国先灵葆雅公司), HLA-ABC 、HLA-
DR单克隆荧光抗体(广州晶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不同生物制剂对膀胱癌细胞株药物浓度-剂
量曲线及 50%抑制率浓度(IC50)的测定　取对数生
长期的各膀胱癌细胞株 ,消化后用含 15%小牛血清
的 PRMI1640培养液将细胞浓度调整为 5×105·ml-1 ,
将细胞接种至96孔培养板 ,每孔 90μl;培养 24 h ,加
入各种不同浓度药物每孔 10 μl(表 1),每种药物每
种浓度均设 4 个复孔 ,设无药对照组 。3块板分别

于 37℃培养 24 、 48 、 72 h , 设无药对照组;37℃培
养 72 h , 每孔加入不含血清的 PRMI 1640液配成的
1 mg·ml-1MTT 液 10 μl , 37℃条件下培养 4 h ,每孔加
入三联液(10%SDS-5%异丁醇-0.012 ml·L-1HCl),室
温下放置过夜 ,用酶标定量仪测定波长为 630 nm和

570 nm的双波长吸光度值(OD值)。
表 1　膀胱癌敏感实验的药物浓度(U·ml

-1
)

Table 1　The drug concentration in the sensitive test of bladder cancer(U·ml-1)

drug 1 2 3 4

IFN(×104) 10 5 2.5 1.25

HAS 25 12.5 6.25 3.13

1.2.2　数据处理　加样孔及阴性对照孔实际 OD

值=加样孔实测OD值-空白孔实测OD值;细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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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率=加样孔的实际 OD值/阴性对照孔的实际OD

值;细胞抑制率=100%-细胞存活率。
1.2.3　细胞的药品处理　每瓶5×105 的细胞 ,培养

24 h。分别设下列各组:药品组 , HAS 加入 25 U·

ml-1 , IFN-α加入各膀胱癌细胞株相应 ID50浓度;各

细胞株不加被测药品 ,以单纯全培养液培养为对照 。

继续培养 72 h后收集细胞。

1.2.4　直接免疫荧光染色和流式细胞仪检测　计

数收集 2×106·ml-1的膀胱癌细胞株细胞 ,分别以未

加荧光单克隆抗体为阴性对照 ,用含 0.1%NaN3 的

PBS 缓冲液洗两次;常规直接免疫荧光染色;调节终

体积至200 μl ,用流式细胞仪分析 1×104 个细胞。

1.2.5　统计学处理　以 SPSS 9.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算每种药品 24 、48 、72 h 的浓度-剂量相关系数

及回归方程 ,根据回归方程计算50%抑制率(ID50)。

2　结果

2.1　HAS、IFN-α-2b对 3株膀胱癌细胞生长影响的

量效关系

HAS对 3株膀胱癌细胞主要表现为促进肿瘤细胞

生长 ,该促进作用呈量效关系 ,并随作用时间延长而逐

步表现出负相关 ,因此 ,无法计算 ID50。 IFN-α-2b 主要

表现为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量效关系呈正相关;

IFN加药第一个 24 h , 抑制作用较弱 ,随时间的延

长 ,抑制作用逐渐增强。量效关系以曲线回归处理

结果 ,多有相关性(P <0.05),并均可计算回归方程

(表 2)。同时不同的细胞株对相同的药物在相同的

作用时间下 , ID50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如HAS作用 72

h对 BIU-87的促进作用最强 ,对 ScaBer 作用最弱 ,

IFN作用 72 h对 ScaBer抑制作用最强 ,对 BIU-87抑

制作用最弱。说明不同的细胞株对同一种药物都有

较大的差异性(图 1 、图 2)。

图 1　HAS(25 U·ml-1)对不同膀对不胱癌细胞株的抑制率

Fig 1 The inhibit rate of HAS on different bladder cell lines(25 U·ml-1)

图 2　IFN-α-2b(1×105U·ml-1)对不同膀胱癌细胞株的抑制率

Fig 2 The inhibit rate of IFN-α-2b ondifferent bladder cell lines(1×105U·ml-1)

表2　IFN-α-2b 作用72 h 的浓度-剂量相关系数、回归方程、ID50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Concentration-dosage and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ID50of bladder cell lines exposure to the IFN-α-2b for 72hours

Cell lines r Regression equation ID50(×104U·ml-1)

ScaBer 0.9940 Y=2.39+2.85X 16.70

T24 0.8580 Y=7.49+2.20X 19.32

BIU-87 0.7530 Y=8.09+3.13X 13.39

2.2　药品作用前后膀胱癌细胞株 HLA-ABC、HLA-

DR的表达

3种膀胱癌细胞株均未检测到或仅有极弱的

HLA-DR抗原的阳性表达 ,各药品作用后也未发现表

达改变;而HLA-ABC则均检测到不同强度阳性表达 ,

作用 72 h后各药品对三个膀胱癌细胞株均表现出共

同的反应性 , IFN-α表现为上调表达 ,其中对 ScaBer的

上调作用最强;HAS表现为下调表达(表 3)。
表 3　HAS 、IFN-α-2b 作用后HLA-ABC 的表达结果

Table 3　The expression HLA-ABC of bladder cell lines after

　　　　　　exposure to the IFN-α-2b for 72 hours　　　　

Bladder cell

line

Expression of HLA-ABC(FL1-height)(10x)

vacuity contrast HAS IFN

ScaBer 1.2 0.7 3.1
T24 2.2 1.4 3.9

BIU-87 2.6 1.2 3.7

3　讨论

肿瘤细胞株自于肿瘤病灶内一个具有相对稳定

性质的自我保持的细胞系 ,是肿瘤研究中方便 、重要

的研究工具 ,特别是对药物的筛选及作用机制的分

析都是不可替代的 ,但由于细胞株来自于不同的个

体 ,难以代表存在异质性的不同个体 ,且细胞株在传

代过程中 ,经常会发生变异 ,造成即便是同一细胞

株 ,也会有前后生物学性状差异 ,因此采用多个细胞

株进行研究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

浸润性膀胱癌常用的化疗方案均存在毒副作用

大 、疗效不满意等缺点 ,复发性膀胱癌则更缺乏有效

的二线化疗方案。生物制剂治疗肿瘤的最大好处是

能够通过调动机体的免疫系统来杀灭肿瘤细胞而对

机体的造血系统等的功能影响较小 ,因此倍受关注。

MHC分子与肿瘤的免疫应答 、调控及免疫逃逸密切

相关 ,在多种肿瘤的MHC分子的表达中均存在异常

(MHC-II 主要类型为 HLA-DR ,MHC-I 主要类型为

HLA-ABC)[ 3 ,4] ,因此设法提高肿瘤细胞的 HLA-DR、

HLA-ABC抗原的表达是提高肿瘤治疗效果 ,防止肿

瘤复发的重要途径 。

HAS是受到肿瘤患者并发金葡菌败血症导致肿

瘤自行消退的启发而开发出的一种新药。HAS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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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多种肿瘤有明显疗效 ,特别是其强大的免疫激活

作用 , 对于白细胞下降的肿瘤患者有更佳的疗

效[ 2 ,5] 。本研究结果发现 HAS对 3个膀胱癌细胞株

的生长都有促进作用 ,并但随时间的延长 ,肿瘤细胞

的生长逐渐旺盛。但 HAS 可以促进成骨细胞的生

长 ,加快骨折的愈合[ 6 ,7] 。HAS 尽管对肿瘤的生长

有促进作用 ,但由于其强大的免疫激活作用 ,在体内

使用HAS时 ,其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效应要大于抑制

效应。对 HLA-DR抗原表达无影响 ,可能与本研究

的3个细胞株均无或仅有极弱表达有关 , 而上调

HLA-ABC的表达与临床结果矛盾 ,提示抗肿瘤的机

理主要不是通过提高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识别 ,

而是通过增加淋巴细胞 、增强 NK细胞和 LAK 细胞

活性 、升高白细胞达到抗肿瘤目的 。因此 HAS 是否

可以通过膀胱灌注或全身用药治疗膀胱肿瘤 ,尚需

进一步临床验证 。

目前应用于临床的干扰素有 IFN-α、IFN-β 、IFN-γ

几种类型 , IFN的抗肿瘤作用可以通过影响癌基因

的表达及影响肿瘤细胞的分化 ,抑制肿瘤细胞的分

裂和增殖而发挥直接作用;也通过诱导细胞分化 ,激

活巨噬细胞吞噬功能;还可通过诱导一些细胞因子

的分泌而发挥间接的抗肿瘤作用[ 7] 。从图 2和表 2

中可以发现 IFN-α-2b均表现出对不同膀胱癌细胞株

的抑制作用 ,并且在前 24 h 作用较弱 ,而随时间的

延长这种抑制作用逐渐增强 ,因此这两种细胞因子

的对肿瘤细胞的直接抗肿瘤作用机制可能不是通过

细胞毒作用而是通过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等机制来

杀灭肿瘤。但 IFN的每种亚型的详细作用机理目前

尚未完全清楚 。Marino 等[ 8]报道仅有 IFN-γ可同时

上调 MHC-I、II 分子的表达 , 与杨连君的报道不

同[ 3] ,本研究并未发现 IFN-α对 HLA-DR抗原的表

达有何影响 ,而对 3个膀胱癌细胞株的 HLA-ABC的

表达均有明显的上调作用 ,提示 IFN-α对 MHC-I、II

分子的表达影响 ,主要是通过提高增强 CD8 +的 T

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来完成的 。由于 IFN-α-2b对

膀胱肿瘤具有直接杀伤及对 HLA-ABC上调的作用 ,

可考虑通过全身或局部用药治疗膀胱肿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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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IGHLY AGGLUTINATIVE STAPHYLOCOCCIN AND

INTERFERON-α-2b ON CELL GROWTH AND EXPRESSION OF

HLA-ABC BY CULTURED BLADDER CANCER CELL LINES

SHEN Ji-hong ,DONG Qiang , LIU Xiao-dong , LU Yi-pin ,YANG Yu-ru
Department of Urology ,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 Chengdu 610041 ,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hight ag-
glutinative staphyeococcin (HAS) and IFN on the cell growth of

three types of bladder cancer cells and the expression of HLA-DR

and HLA-ABC.METHODS:Cell culture , MTT assay and FCM

were used to dectect the effects of HAS and IFN-α-2b on the cell

growth of three types of bladder cancer cells and HLA-DR, HLA-

ABC express under the ID50 culture concentration.RESULTS:HAS

emerged a dose-dependent manner to promote the cell growth , so that

the ID50 of HAS can not be determined.IFN showed slight suppres-

sion on the cell growth and the effects increased along with time.The

level of HLA-DRexpression did not change in three cell lines expose

to HAS and IFN-α-2b , while the HLA-ABC express was down-regu-

late by HAS and up regulate by IFN-α-2b.CONCLUSION:HAS

has the capacity to promote the cell growth , IFN-α-2b show the

dose-dependent effect on cell growth suppression;The mechanism of

antitumor of HAS seems not to relate to the enhanced expression of

HLA-DR or HLA-ABC , Since IFN-α-2b is able to increase the ex-

pression of HLA-ABC expression , enhanced recognization and cyto-
toxity of CTL to bladder cancer cells.It is may be one of the mecha-

nism of antitumor of IFN-α-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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