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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多肽对幽门螺旋杆菌脂多糖
诱导RAW264.7巨噬细胞TNF-α、IL-1β、IL-6及IL-17的作用

董启超，梁晖，胡聪，林旭，林智文

(珠海市人民医院普外一科，广东 珠海 519000)

【摘要】 目的 研究脾多肽对幽门螺旋杆菌脂多糖(LPS)诱导RAW264.7巨噬细胞炎症模型肿瘤坏死因子

(TNF-α)、白介素(IL)-1β、IL-6及 IL-17的作用。方法 选取小鼠RAW264.7巨噬细胞为研究载体，分为空白组、模

型组、脾多肽高、中和低浓度组，共五组，每组设3个复孔。采用幽门螺旋杆菌LPS诱导建立炎症细胞模型，予脾多

肽给药干预，以37℃及5% CO2的条件下培养3 h，取上清样品备测TNF-α；再培养3 h，取上清样品备测 IL-1β、IL-6

与 IL-17。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TNF-α、IL-1β、IL-6与 IL-17。结果 幽门螺旋杆菌脂多糖可以诱导RAW264.7巨

噬细胞炎症模型。药物干预 3 h 后，各组 TNF-α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脾多肽高、中、低浓度组

TNF-α水平均明显低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浓度组TNF-α水平均明显低于中、低浓度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药物干预6 h后，各组 IL-1β、IL-6和 IL-17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脾多肽

高、中剂量组 IL-1β、IL-6和 IL-17水平均明显低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脾多肽能够减少幽

门螺旋杆菌LPS介导的RAW264.7炎症细胞模型分泌促炎因子TNF-α、IL-1β、IL-6及 IL-17，其不仅以浓度依赖降

低TNF-α含量水平，还能在炎症早期抑制TNF-α，从而减轻炎症反应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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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spleen polypeptides in the expression of tumou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 interleukin-1β (IL-1β), interleukin-6 (IL-6) and interleukin-17 (IL-17) in RAW264.7 macrophage cell mod-

el induced by the lipopolysaccharide (LPS). Methods RAW264.7 cells were used as the study model and divided into

5 groups, including the blank group, model group, high dose, medium dose and low dose of spleen polypeptides group,

and each group had 3 repetition. Inflammatory cell model was induced by the LP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Then with the

situation of 37℃ and 5% CO2, each dose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the spleen polypeptides. After 3 h of cell culture, the

supernatant was collected and TNF-α was tested. Then 3 more hours later, IL-1β, IL-6 and IL-17 were tested by en-

zyme-linked immunesorbent assay (ELISA). Results The RAW264.7 macrophage inflammatory cell model could be

successfully induced by LP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After 3 h of cell culture,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ve

groups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TNF-α (P<0.05). Moreover, the concentration of TNF-α in each dose group of spleen

polypeptides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model group (P<0.05).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TNF-α in high dose

group was remarkab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medium and low dose groups (P<0.05). After 6 h of drug treating, there

we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ve groups in the concentrations of IL-1β, IL-6 and IL-17 (P<0.05). And

the concentrations of IL-1β, IL-6 and IL-17 in the high and medium dose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model group (P<0.05). Conclusion Spleen polypeptides can reduce the sections of TNF-α, IL-1β, IL-6 and IL-17

from the RAW264.7 inflammatory cell model induced by the LP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which is not only dose-depen-

dent on de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s of TNF-α, but it can also inhibit the sec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inflammation alle-

viating inflammator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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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胃癌是指胃-十二指肠行大部分切除术后 5年

以上由残胃发生的原发性恶性肿瘤[1]，流行病学研究

认为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态势，占同期胃癌的 3%~

10% [2]。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其重要致病因素。研究

认为，由于术后残胃存在组织学改变，而幽门螺旋杆

菌感染会导致改变明显加重，主要病理表现为炎症反

应的加重以及胃黏膜的萎缩和肠化。还有临床研究

表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白介素(IL)-6血清水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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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高于健康受试者，提示炎症发展与 IL-6的过度表达

有关，因而寻求抑制炎症发展是改善残胃癌进展与再

发的可行手段[3]。脾多肽是自新鲜乳牛脾脏中提取的

多肽及核苷酸类物质，是免疫调节剂，适用于肿瘤术

后患者改善生活质量和减少感染的发生[4]。为此，以

经典炎症细胞模型RAW264.7巨噬细胞为载体，研究

脾多肽对幽门螺旋杆菌脂多糖诱导RAW264.7巨噬细

胞炎症模型肿瘤坏死因子 (TNF)-α、IL-1β、IL-6 及

IL-17的作用，为治疗残胃癌提供临床基础研究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药物与试剂 DMEM 高糖细胞培养

基，由美国 Cellgro 公司提供；澳洲胎牛血清，由美国

InvitrogenGibco公司提供；幽门螺旋杆菌脂多糖，由美

国Sigama公司提供；TNF-α、IL-1β、IL-6和 IL-17酶联

免疫试剂盒，由杭州联科生物有限公司提供；脾多肽

注射液，吉林丰生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22026498，每毫升含有4 mg多肽。

1.2 细胞株来源 小鼠RAW264.7巨噬细胞，由

中国科学院细胞库提供。

1.3 实验仪器 全波长多功能酶标仪由美国

Thermo公司生产；高速离心机由德国Eppendorf公司

生产；光学显微镜由日本Olympus公司生产；CO2培养

箱由日本Sanyo公司生产。

1.4 细胞培养 RAW 264.7 细胞采用含有 10%

胎牛血清的DMEM细胞培养基进行培养，具体条件：

37℃，5%CO2，培养瓶培养。采用一次性细胞刮刀进

行脱壁及传代，每天换液1次，3 d传代1次，传至10代

稳定后备用。

1.5 铺板分组 调整备用细胞悬液浓度至每孔

1×104个，铺至96孔板，在37℃、5% CO2的条件下培养

24 h。选择贴壁及生长良好的细胞板进行试验，标记

并分为空白组、模型组、脾多肽高、中和低浓度组，每

孔设3个孔，边缘采用磷酸盐缓冲液(PBS)封板。

1.6 建立模型 采用 PBS 冲洗 3 次；在模型组

和各浓度实验组孔中加入浓度调至脂多糖 10 g/mL

的细胞培养基，在空白组孔中加入等量培养基，适应

性培养 30 min；以终浓度为 100 μg/mL、200 μg/mL、

400 μg/mL 的脾多肽进行加药孵育，以等量细胞培养基

加入空白组与模型组，在 37℃、5% CO2的条件下培养

3 h，取上清样品备测TNF-α，再培养 3 h，取上清样品

备测 IL-1β、IL-6与 IL-17，同时进行镜检。

1.7 检测样本 采用酶联免疫法进行 TNF-α、
IL-1β、IL-6 与 IL-17 的检测，检测波长选择 450 nm

与 570 nm，OD 值使用标准曲线进行换算，其中，

OD=OD450 nm-OD570 nm。具体操作步骤按照试剂盒说

明书。

1.8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Bonferro-

ni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浓度组药物对幽门螺旋杆菌LPS诱导炎

症细胞模型的生长影响 幽门螺旋杆菌 LPS 给药孵

育后，RAW 264.7细胞呈生长抑制状态，部分细胞出现

脱落漂浮现象。而脾多肽高、中、低浓度组干预孵育

后，RAW 264.7细胞仍能生长，见图1。

图1 各浓度组药物对幽门螺旋杆菌LPS诱导炎症细胞模型的生长影响(×200)

2.2 各浓度组药物对幽门螺旋杆菌LPS诱导炎

症细胞模型的TNF-α、IL-1β、IL-6、IL-17的影响 药

物干预 3 h后，各组TNF-α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脾多肽高、中、低浓度组TNF-α水平均明

显低于模型组，高浓度组TNF-α水平均明显低于中、

低浓度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药物干预 6 h

后，各组 IL-1β、IL-6和 IL-17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0.05)。脾多肽高、中剂量组 IL-1β、IL-6 和

IL-17水平均明显低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脾多肽高、中剂量组 IL-6 与 IL-17 含量与空白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脾多肽低剂量

组 IL-1β、IL-6与 IL-17含量与模型组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 1 药物干预对幽门螺旋杆菌LPS诱导炎症细胞模型的TNF-α、
IL-1β、IL-6、IL-17的影响(n=3，pg/mL)

组别

空白组

模型组

高浓度组

中浓度组

低浓度组

F值

P值

TNF-α
149.67±16.26

1932.33±82.65

546.67±38.63a

951.67±49.57a

1130.67±34.02a

557.17

0.00

IL-1β
14.00±2.45

77.18±7.17

34.21±5.77a

54.95±9.59a

60.08±6.92a

38.91

0.00

IL-6

24.90±6.51

93.58±18.93

45.16±6.14a

53.18±4.62a

73.89±5.06a

21.65

0.00

IL-17

16.38±1.76

50.72±7.38

20.74±5.35ab

31.02±6.23a

39.29±5.28a

18.98

0.00

注：与模型组比较，aP<0.05；与空白组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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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研究表明，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与残胃癌的关系

密切，其在残胃炎症改变、组织学改变直至恶化起到

重要作用[5]。幽门螺旋杆菌脂多糖是细菌感染及疾病

发展的重要毒力因子，其能导致机体产生炎症及免疫

反应。研究认为，幽门螺旋杆菌LPS能够通过刺激机

体外周血单核细胞后诱导产生 IL-1β、TNF-α及其他

相关炎症因子及趋化因子的分泌[6]。由于高浓度水平

的 LPS 会诱导这些细胞因子促使中性粒细胞在胃黏

膜中持续聚集，从而导致黏膜炎症的进展。通过介导

Toll样受体通路增强胃癌细胞的生长，从而导致肿瘤

的发生发展[7]。

本研究结果表明，各浓度水平脾多肽均可对炎症

细胞模型急性期TNF-α的分泌起到抑制作用，且高浓

度组抑制分泌作用明显强于中、低浓度组，故而提示

脾多肽能够抑制急性炎症反应时TNF-α的分泌，从而

减少急性炎症反应损失胃黏膜细胞，减少细胞的坏死

脱落，对胃癌的发生起到早期抑制炎症作用，也对术

后残胃的早期恢复起到抑炎保护作用，因而可能减少

癌变的发生。研究表明，对于早期胃癌根治术后预防

性根除幽门螺旋杆菌，能够降低胃癌复发的危险，同

时残胃抗菌治疗能够促进 pH值正常化，改善局部黏

膜损伤，起到保护残胃黏膜的目的，因而减少癌变的

可能[8]。

再者，研究认为，IL-6是多功能细胞因子，能够介

导炎症反应，具有促炎作用[9]。临床研究发现，幽门螺

旋杆菌感染者 IL-6血清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受试者，提

示炎症发展与 IL-6的过度表达有关[10]。另外，尚有研

究表明，胃的炎症反应还与 T 辅助细胞(Thelpercell，

Th) 17和Th1介导的炎症信号密切相关[11]。基础研究

认为，巨噬细胞在感染早期促使 IL-23 产生，触发

IL-17 的应答，而后作用于上皮细胞，产生 TNF-α、
IL-1和 IL-6等炎症因子，从而迫使中性粒细胞迅速反

应聚集至感染部位，从而加重炎症反应[12]。而本研究

结果还表明，高、中浓度脾多肽能够显著减少 IL-6与

IL-17的含量，能够使之回落至与空白组相当的水平，

而低浓度组则与模型组相当，提示低剂量脾多肽治疗

难以达到抑制 IL-6与 IL-17的效果。此外，本研究结果

还表明，在对TNF-α含量水平影响方面，脾多肽高剂

量组含量明显低于中剂量组，中剂量组明显低于低

剂量组，提示该药在降低 TNF-α含量水平方面呈浓

度依赖。

综上所述，脾多肽能够减少幽门螺旋杆菌LPS介

导的RAW264.7炎症细胞模型分泌促炎因子TNF-α、
IL-1β、IL-6及 IL-17。其不仅以浓度依赖降低TNF-α
含量水平，还能在炎症早期抑制TNF-α，从而减轻炎

症反应的发展，对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相关性疾病，尤

其是残胃癌提供基础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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