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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突状细胞为基础的肿瘤生物免疫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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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于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加深及生物技术的进展，越来

越多的肿瘤特异性抗原被发现及定性，所以经由树突状细胞

(dentritic cell DC)所诱导出的强效细胞毒性T细胞(CTL)所表

现的特异性肿瘤杀伤效应使过继免疫治疗引起广泛的瞩目。

1树突状细胞的生物学特征

树突状细胞从形态上因其细胞表面具有许多细小的伪足似

树突样而得名，包括朗罕氏细胞(LC)、滤泡树突状细胞(FDC)、

并指树突状细胞(IDC)。树突状细胞广泛分布于血液、肝、脾、淋

巴结及其他非免疫器官组织中，但含量极微。树突状细胞一般来

说有2个来源：(1)髓系树突状细胞：与单核细胞、粒细胞有共同

的祖细胞，其分化发育途径、过程已研究得比较清楚，表型和功

能等方面均有别于巨噬细胞(M向)和单核细胞(MO)。小鼠骨髓

衍生的树突状细胞、人CD34-干细胞、人单核细胞衍生的树突状

细胞、皮肤LC均属此类。(2)淋巴系树突状细胞：主要指胸腺内

树突状细胞，与NK细胞、T细胞有共同的前体，表达CDs。分

子【1】，这2类树突状细胞都起源于体内的多功能造血干细胞。

树突状细胞是功能最强的抗原呈递细胞(APC)，因其独特

的刺激初始T细胞的功能，是混合淋巴细胞反应(MLR)中最强

的刺激剂，体内树突状细胞大部分处于非成熟状态，具有极强的

抗原内吞能力。主要通过巨胞饮、受体介导的内吞方式及吞噬摄

取抗原，可使极低浓度的抗原得到呈递[Zl。抗原由树突状细胞摄

取后，经MHCl／类途径处理加工，形成抗原多肽，与细胞内

MHCⅡ类分子结合后，呈递在树突状细胞的表面，并能延续抗

原的呈递，维持较长时间的免疫激发功能。此外，也可由MHC I

类途径呈递外源性摄入的或内源性表达的抗原，树突状细胞在

摄取加工抗原后，即离开外周组织，迁徙至淋巴器官，将抗原呈

递给T细胞，主要是CTL，同时提供一组T细胞激活所必须的共

刺激信号：B7／CD28、IFA一3／CD2、ICAM一1／IFA一1，这就使CTL充

分活化，如果呈递的是肿瘤相关抗原则产生抗肿瘤免疫反应，树

突状细胞还能刺激B淋巴细胞增殖、成熟，并能刺激n细胞、

NK细胞活化，通过多种途径激活免疫功能【3】。

目前，制约肿瘤免疫治疗的主要因素是肿瘤特异性靶抗原

辨识困难。由于肿瘤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只能由外周血中的

初始T淋巴细胞(naive T lymphocyte)或被抑制及耐受(anergic

ortolerized)的T细胞诱导而成，诱导由于耐受而被认为是“自

身”抗原的免疫反应是相当困难的。DC作为最强的专职A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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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体外诱导强而有力的CTL杀瘤效应，因此成为最近的研

究热点㈣。虽然DC可以由血源的髓源CD39干细胞在最简单的

GM。CSF及TNF一0l或其他较为复杂的细胞因子组合作用下诱导

生成，并且可以扩增DC的产量，但是大多数临床试验还是利用

GM．CSF和IL4刺激外周血单核细胞来获得DC，这主要是因为

成人外周血单核细胞所占的比例比CD34+干细胞高许多，是比较

容易取得的DC前体细胞，单核细胞及CD。+来源的DC都有典

型的DC的大量细胞突起，不表达B细胞、T细胞及单核细胞的

表面标记，到达成熟态时DC高表达粘附分子、共刺激分子及

MHC分子等与T细胞交互作用的分子。

2单核细胞树突状细胞的成熟

单核细胞在培养体系内加入GM—CSF与IL-4后可获得未

成熟的DC，未成熟的DC可藉由吞噬、胞噬及胞饮作用有效地

捕获抗原，在炎症刺激作用下，未成熟DC会转化为高表达I类

和II类MHC分子，共刺激分子，如CD40、CD80(B7 1)、CD86

(B7 2)及粘附分子如CDlIn(LFA—1)、CD54(ICAM一1)、CD58

(IJA一3)的成熟DC，并因此具有强大的抗原呈递能力，炎症刺

激包括细菌脂多糖，含有CpG的DNA，病毒的双链RNA和炎症

细胞因子如TNF一0l，IL一1B及CD40配体。成熟DC还分泌多种T

细胞刺激因子，其中最重要的是IL--12，它可以关键性地促进

CD4+辅助性T细胞的Thl亚群及CD8+CTL的抗肿瘤作用，而

CD4+辅助性T淋巴细胞的|nl仅亚群产生的IL．4又可使成熟及

未成熟DC表达的ILl理增)Jtlm。

3树突状细胞在肿瘤免疫治疗研究中的应用

3．1 DC瘤苗 经肿瘤抗原在体外冲击致敏的DC，回输体内或

接种到荷瘤机体可诱导肿瘤抗原特异性CTL应答，产生保护性免

疫反应并能使荷瘤动物肿瘤缩小，某些瘤苗已进入临床试验。可用

于制备瘤苗的抗原种类有肿瘤细胞、肿瘤抗原多肽和肿瘤mRNA。

3．1．1 肿瘤细胞 以肿瘤细胞、细胞裂解物或肿瘤细胞酰洗多

肽直接冲击DC，也可将DC与肿瘤细胞直接融合，然后回输体

内诱导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应答。但该法有引起自身免疫应答的

潜在危险。

3．1．2 肿瘤抗原多肽 应用MHC I类分子限制性的肿瘤抗原

多肽冲击DC，以提高特异性。但至今真正的肿瘤特异性抗原知

之不多，使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受到限制。

3．1．3肿瘤mRNA以肿瘤mRNA冲击DC，接种体内后可产

生明显的抗肿瘤效应，而且此法可诱导针对多种肿瘤抗原的免

疫应答。

3．2 以DC为基础的基因治疗 以编码肿瘤抗原的基因或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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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的基因修饰DC，然后回输体内，可增加DC诱导的抗肿瘤

作用。

3．2．1 肿瘤抗原基因 Wan等嘲将表达人gpl00的重组腺病毒

转染的DC免疫小鼠，与单用重组腺病毒者相比，能诱导出更显

著的抗肿瘤效应，并认为此种效应是由于DC直接激活CD4+T

细胞的结果。Chiriva等嗍以编码人乳头状瘤病毒-16型E7抗原

的腺相关病毒(AAV)修饰DC以治疗宫颈癌，发现该疗法与回

输HPV．16E7蛋白抗原冲击的DC相比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3．2．2 细胞因子基因 以细胞因子基因修饰DC，可增强其抗

原提呈功能，提高DC的抗肿瘤效应。Miller等[101以小鼠肺癌模

型研究IL广7重组腺病毒转染DC(DC—AdlI广7)的抗肿瘤作用，发

现DC．AdIL一7瘤内注射可使肿瘤完全消退。

3．2．3趋化因子基因在体内，未成熟DC具有强大的捕获和

处理抗原能力，一旦捕获入侵的抗原，它们通过输入淋巴管迁移

到淋巴结胸腺依赖区，行使抗原提呈功能，从而启动免疫应答。

这一迁移过程受到趋化因子高度调节，将有利于DC和T细胞

接触的趋化因子基因转入DC则可增强DC瘤苗的抗肿瘤作用。

Cao等I“J以腺病毒载体将淋巴细胞趋化因子(Lptn)基因转入小

鼠骨髓来源的DC，再用Mutl多肽冲击Lptn基因修饰的DC制

成DC瘤苗。低剂量该瘤苗免疫小鼠将诱导出比未经Lptn基因

修饰的DC瘤苗更为显著的抗原特异性CTL应答。

4 DC抗肿瘤临床实验

许多DC的临床实验都已证实，DC确实能诱导出抗肿瘤免

疫反应，并对部分患者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在一个针对4例低分

化及化疗耐受的非何杰金淋巴瘤患者的研究中，经过一系列用

肿瘤独特型蛋白冲击的DC皮下注射后，所有患者都对自体独

特型蛋白产生淋巴细胞增生反应。在临床疗效方面，1例心脏及

主动脉旁肿物完全消散，另一例PCR检查转阴(以独特型蛋白

为引物)，而肿瘤完全消散达36个月。剩下2例肿瘤维持静止【121。

在另一例临床实验中，恶性黑色素瘤患者接受与黑色素瘤抗原

gpl00、Melan／MART一1、酪氨酸激酶，MAGE一1或MAGE一3多肽

和KLH(keyhole limpet hemocyanin)共培养DC的治疗，DC直接

注射到未转移的腹股沟淋巴结后，16例中有11例出现了多肽

特异性的迟发型过敏反应，5例肿瘤消退，其中2例完全缓解达

15个月，上述临床实验突出了DC负载明确肿瘤特异抗原治疗

的可能性。

此外还有临床实验藉由自体肿瘤细胞与同种异体DC融合

以治疗肾癌转移灶。17例患者皮下注射DC一肾癌融合细胞后有

4例转移灶完全消散，2例在13个月的随访期内转移灶体积减

小50％以上，虽然抗肿瘤效应不是针对特定已知的肿瘤抗原，但

DC一肾癌融合细胞确实能诱导出抗HLA—A2限制的MHC肿瘤

抗原的CTL[”】。

另一针对晚期妇科肿瘤的I期临床实验利用自体肿瘤细胞

裂解冲击外周血单核细胞来源的DC后，皮下注射回输，8例患者

除了2例为子宫肉瘤外，均为卵巢癌，回输间隔为10天到4周，

回输次数由3次到23次不等，结果有3例肿瘤在25,-45周的随

访期间稳定，所有患者除了局部过敏外无其他副反应114]。虽然上

述实验证实以DC为基础的免疫治疗在特定条件下能够达到较

好的疗效，但仍有待更多的临床研究证实DC疗效的应用普及

性。目前DC用于治疗前列腺癌、肺癌、多发性骨髓癌、乳腺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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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癌、直肠癌、黑色素瘤、胰腺肉瘤、B细胞淋巴瘤及非Hodgkin’s

淋巴瘤等的研究正在开展中，而且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由于成功的肿瘤免疫治疗除了要能引发有效地抗肿瘤免疫

反应外，最佳的目标还希望在治疗完成后还能维持免疫控制，为

了达成这个目的，可能需要联合一种以上的免疫治疗，如DC

CIK和抗肿瘤抗体。此外，针对多种肿瘤抗原进行治疗应可最大

限度的避免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避，以达到最佳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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