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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 NK 细胞对肺腺癌细胞系 A549 的杀伤作用． 方法: 无菌采集健康人外周血，培养 NK 细胞，对 A549
细胞进行杀伤活性的实验，检测 NK 对 A549 的杀伤活性，同时用 Western blot 检测 A549 细胞中 β-catenin 的表达．
结果: NK 对 A549 的杀伤率为 82. 64%，β-catenin 的条带变浅，蛋白表达量逐渐降低． 结论: NK 对 A549 具有杀伤

力，同时能够阻断 A549 细胞中的 Wnt /β-catenin 信号通路，可成为免疫治疗肺癌的一种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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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环境污染逐步加剧，肺癌的发生率也逐步提高． 肺癌，

又被称为支气管肺癌，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常见的恶性

肿瘤． 近年来统计结果显示，肺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居

癌症之最［1］，而其治疗效果却相对较差． 肺癌包括小

细胞肺癌( 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 和非小细胞

肺癌(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 ，其中，非

小细胞肺癌的发病率约占总肺癌发病率的 80% ～
90% ． 现在，单纯的依靠放化疗治疗已经不能很好地

战胜肿瘤，随着科学技术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免疫治

疗在治疗肿瘤方面逐步引起人们的关注［2-6］． 本实

验主要探讨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 在治疗肺癌方

面的可能性．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人类非小细胞肺癌A549 细胞由中国科学院上海

细胞库提供; NK 细胞为本实验室培养; NKGM 培养基

为美国 Gibco 公司产品; 胎牛血清为美国 Hyclone 公

司产品; 淋巴细胞分离液为天津灏洋生物制品科技责

任有限公司产品; IL-12、IL-15 为美国 Peprotech 公司

产品; 抗人 CD3 单抗为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产品;

SDS 蛋白裂解液及 BCA 蛋白定量试剂盒均为碧云天

公司产品; β-catenin 多克隆抗体为 Abcam 公司产品;

β-actin 多克隆抗体为晶美公司产品．
1. 2 实验方法

1. 2. 1 细胞培养

在 37 ℃、5% CO2 培养箱中，使用含有 10% 胎

牛血清的 ＲPMI-1640 培养基培养 A549 细胞，每天

使用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生长情况，换液，细胞长满

培养瓶后进行 1 /2 传代培养．
1. 2. 2 PBMC 细胞的分离

无菌、静脉采集健康志愿者外周血，用肝素抗

凝，向 50 mL 离心管中加入 15 mL Ficoll-Paque PLUS
单核细胞分离液，再贴着管壁缓慢加入 30 mL 肝素

抗凝外周血，避免破坏 Ficoll 分离液的水相，在室

温、3 500 rpm 条件下离心 15 min． 将上层血浆小心

吸出至另一个 50 mL 离心管中，56 ℃ 灭活 25 min，

待用． 将淡黄色的单核细胞层吸出至 15 mL 离心管

中，用无菌 PBS 洗涤 3 次，弃上清，沉淀即为外周血

单核细胞． 获得 PBMC 细胞，以无血清的 PＲMI-1640
培养基悬浮沉淀细胞，调整细胞浓度到 5 × 106 /mL，

细胞移入 6 孔板中，3 mL /孔，置于 37 ℃，贴壁细胞

用作培养细胞，未贴壁细胞用作培养 NK 细胞．
1. 2. 3 NK 细胞的培养

用 90 mL NKGM 培养基重悬单核细胞，加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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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活的自体血清 10 mL 和 5 万单位重组人 IL-2 和

IL-15，混匀后注射入小培养袋中，置于 37 ℃孵箱静

置培养． 第 3 天，补充入 50 mL NKGM 培养液和 2. 5
万单位重组人 IL-2 和 IL-15，混匀后继续培养． 第 4
天，把小培养袋中的培养液平均分配到两个大培养

袋中继续培养，每 3 ～ 4 天向每个大培养袋中补充

100 mL NKGM 培养液和 15 万单位重组人 IL-2． 总

共培养约 14 d，全部实验操作在 GMP 实验室进行，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一系列的质量检测，包括淋

巴细胞分类，潜在的细菌、真菌污染，细胞培养液的

内毒素水平．
1. 2. 4 NK 对 A549 细胞杀伤活性

将 A549 细胞悬液置于 37 ℃，5% CO2 培养箱

中进行培养，收集对数生长期 A549 细胞，调整细胞

数为 2. 0 × 106 mL －1，加入 51Cr 3. 7 MBq，37 ℃ 孵

育 1. 5 h，中间每隔 15 min 晃动 1 次． 标记完毕后洗

涤 3 次，调整靶细胞数至 1. 0 × 105 mL －1，加入 96
孔 U 型板，100 μL /孔． 收集 NK 细胞，按照不同的

效靶比分组: NK 组、NK + A549 ( 50 ∶ 1 ) 组、A549 组

加入含有预先标记 A5492 细胞的 96 孔 U 型板中，

37 ℃ 孵育 4 h，380 rpm 离心 5 min，收集上清液每

孔 100 μL，用计数仪测定 CPM 值 并计算杀伤活性．
按以下公式计算:

杀伤率( % ) =

1 － 实验孔 A 值 －效应细胞对照孔 A 值
靶细胞对照孔 A( )值

× 100%

1. 2. 5 NK、A549 共培养

取培养 3 d 后 的 NK 细 胞，调 整 细 胞 浓 度 为

5 × 106 /mL，按 50 ∶ 1的比例接种到 A549 细胞培养

板，置于 37 ℃、5% CO2 培养箱中共同培养 24 h．
1. 2. 6 Western blot 法检测 β-catenin 的表达

SDS 裂解液裂解 1. 2. 5 中共培养的细胞，提取

细胞总蛋白，测蛋白浓度，分装蛋白，－ 20 ℃ 保存，

计算上样量． 取 60 μg 蛋白上样，电泳，转膜，封闭

2 h，加入一抗，4 ℃过夜，洗膜，加入二抗，37 ℃孵育

1 h，洗膜，加化学发光液，进行显影．

2 结果

2. 1 倒置显微镜观察

2. 1. 1 A549 细胞的形态观察

倒置显微镜观察，可见 A549 细胞聚集生长，细

胞呈不规则状态生长． 见图 1．
2. 1. 2 NK 细胞的形态观察

培养过程中，在细胞因子的刺激作用下，细胞个

图 1 倒置显微镜观察 A549 细胞形态( 400 × )

头小，亮且圆，分布均匀，一段时间后，可见部分细胞

明显分化扩增为 NK 细胞，形成细胞团，培养第 6 天

倒置显微镜观察可见细胞增值明显，呈集落状分布．
培养第 14 天，可见细胞呈圆球状，细胞核大且圆． 见

图 2．

图 2 倒置显微镜观察 NK 细胞形态

2. 2 NK 对 A549 细胞杀伤活性的比较

由结果可知，NK 对 A549 细胞具有杀伤作用，

杀伤率为( 82. 640 ± 2. 538) % ． 见表 1．

表 1 NK 对 A549 细胞杀伤活性

分组 OD 值( 珋x ± s，n = 6 ) 杀伤率 /%

NK 2. 147 ± 0. 030 82. 640 ± 2. 538

NK + A549 2. 468 ± 0. 083

A549 2. 489 ± 0. 029

2. 3 Western blot 法检测 β-catenin 的表达

NK 与 A549 共培养 24 h，Western blot 法检测

A549 细 胞 中 β-catenin 表 达 含 量，结 果 发 现，与

β-actin 相比，β-catenin 条带变浅，说明 A549 细胞中

β-catenin 的表达逐渐减少，说明 NK 能够下调 Wnt
信号通路中 β-catenin 从而促进肺癌细胞的凋亡． 见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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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Western blot 法检测 β-catenin 的表达

3 讨 论

近年来，随着全国范围内 PM2. 5 的加剧，肺癌的

发生率也逐步提高，所以，肺癌的治疗成为现阶段的

重要任务． 常规方法治疗肺癌已经不能满足现状，免

疫治疗成为现阶段研究的主要方向．
NK 细胞是先天免疫中一类重要的细胞，通过

细胞毒作用和分泌细胞因子参与机体抗感染和抗肿

瘤免疫［7-9］． 因其作用不需初次免疫活化，因而在过

继免疫治疗上有其独特的应用前景． 由于不能获得

数量大、纯度高的人 NK 细胞，使 NK 细胞在免疫治

疗中的应用受到了限制． 采用体外扩增的方法获得

足够数量和较高纯度的人 NK 细胞，是近年来研究

NK 细胞功能特别是探讨过继免疫治疗的一个重要

基础平台． 尤其是对手术后或者放、化疗后患者效果

显著，能消除残留的转移病灶，防止癌细胞的扩散，

提高机体自身的免疫力［10］．

Wnt ( wingless-type MMTV integration site family
members) 信号通路是一条能够调控细胞增殖、分化

的信号通路，涉及个体发育、细胞增殖、分化、凋亡和

坏死等多个方面，β-catenin 是 Wnt 信号通路的核心

蛋白成分［11-12］． 在 Vaughan 等人［6］建立的小鼠模型

实验中，激活的 Wnt 信号增加了肿瘤的概率，大量

研究表明，Wnt /β-catenin 信号通路在乳腺癌，大肠

癌，非小细胞肺癌等肿瘤中均异常表达． Wnt 信号通

路的活性与 β-catenin 有关，在肺癌的发生与发展

中，Wnt /β-catenin 信号通路途径中 Wnt 蛋白 ( Wnt-
1、Wnt-2) 表达上调，Wnt 对抗物 WIF-1、DKK 转录终

止［13-15］． ，进一步研究表明 β-catenin 在包括肺癌在

内的多种实体瘤细胞中高表达［16-17］．
本实验通过 Ficoll 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健康志

愿者 PBMC，加入不同的细胞因子体外诱导 NK 细

胞，再与肺腺癌细胞 A549 联合培养后测细胞凋亡

率和细胞内 β-catenin 的表达情况，在测 NK 细胞杀

伤率的实验中发现 NK 能够杀伤肺腺癌 A549 细胞，

杀伤率为( 82. 64 ± 2. 538) % ． 而在 Western 测 A549
细胞内 β-catenin 蛋白反应细胞凋亡时，结果得出与

β-actin 相比，β-catenin 条带变浅，说明 A549 细胞中

β-catenin 的表达逐渐减少，得出结论，NK 能够下调

Wnt 信号通路从而促进肺癌细胞的凋亡，得出更好

的、更有效的治疗肺癌的免疫疗法，进一步扩大了肺

癌患者免疫治疗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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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nt /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of
NK Cell on Lung Cancer Cell A549

Li Dengrui1 Guo Sumin1 Li Hui1 Hou Hongwei1 Li Xiaoxia1 Liu Xinyan1 Du Jiejie2 Song Lichao2

Yin Jiangfan2 Gao Li2 Yang Yonghui1

( 1． The Center of Lung Cancer Prevention，Hebei Province Chest Hospital，Shijiazhuang Hebei 050041;

2． College of Life Science，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Abstract
Objective: Killing effect of NK cells of lung cancer A549． Methods: Aseptically collected from healthy human

peripheral blood，cultured NK cell，the experiment about killing activity on A549 cell was done，the cytotoxicity of
NK aganist A549 was detected，while using Western-biot to measure expression of β-catenin． Ｒesults: The
cytotoxicity of NK on A549 was 82. 64%，the bands of β-catenin became shallow，so the protein expression
decreased gradually． Conclusion: NK is lethal to A549 and can block the Wnt /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in
A549 cells，so it could become a new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Key words: NK cells，lung cancer cell A549，Wnt /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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