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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肿瘤来源的 ALDH1 阳性肿瘤干细胞的 T 细胞
免疫调节特性研究
胡未鸣

[摘要]

任定远

目的

赵勇

研究头颈肿瘤来源的乙醛脱氢酶同工 1（ALDH1）阳性肿瘤干细胞的 T 细胞免疫调节特性。 方法

首先培养头颈肿瘤细胞系（UMSCC-9、UMSCC-11B 和 UMSCC-47），然后通过 PCR、流式细胞仪等相关实验，分析比

较头颈肿瘤干细胞来源的 ALDH1 阳性与 ALDH1 阴性的两类不同细胞对于预激活 T 细胞的增殖、活化、凋亡以及其
他相关功能的影响。 结果

与 ALDH1 阴性细胞比较，由 ALDH1 阳性细胞培养所得的头颈肿瘤细胞具有更强的肿

瘤干细胞特性。头颈肿瘤细胞系（UMSCC-9、UMSCC-11B 和 UMSCC-47）的 ALDH1 阳性细胞对 T 细胞增殖抑制效

率明显高于 ALDH1 阴性细胞，ALDH1 阳性细胞共培养的 T 细胞中的细胞因子干扰素 γ（IFN-γ）、白介素 2（IL-2）、
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和活化因子 CD69、CD137、CD154 均明显低于 ALDH1 阴性细胞（P 均＜0.05）。 结论

与

ALDH1 阴性细胞比较，ALDH1 阳性细胞对 T 细胞的免疫功能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肿瘤干细胞在宿主免疫反应这一
复杂交互作用中扮演了主导地位，且最终使肿瘤细胞实现免疫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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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vestigate the T cell immunoregulatory characteristics of ALDH1 positive cancer stem-like

[Abstract] Objective

cells derived from carcinoma cell lines of the head and neck. Methods

Head and neck cancer cell lines（UMSCC-9，

UMSCC-11B and UMSCC-47）were cultured，and then the effects of ALDH1 positive cells and ALDH1 negative cells
derived from head and neck cancer stem cells on the proliferation，activation，apoptosis and other related functions of preactivated T cell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by PCR and flow cytometry. Results

Compared with ALDH1 negative cells，

head and neck cancer cells cultured by ALDH1 positive cells had stronger characteristics of cancer stem cells. ALDH1
positive cells from head and neck cancer cell lines（UMSCC-9，UMSCC-11B and UMSCC-47）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hibition efficiency on T cell proliferation than ALDH1 negative cells.The cytokines IFN-γ，IL-2，TNF-α，
CD69，CD137
and CD154 of T cells co-cultured with ALDH1 positive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ALDH1 negative cells（P
＜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ALDH1 negative cells，ALDH1 positive cells have stronger inhibitory effect on T

lymphocyte immune function.Tumor stem cells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of host immune response，and
ultimately make tumor cells achieve immune e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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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新增约 600 000 病例。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在
头颈部肿瘤患者中十分常见并成为患者死亡的主
要原因[1]。肿瘤干细胞是恶性肿瘤细胞中对肿瘤的
起源、生长、分化、转移、复发以及治疗逃逸起着重
要作用的一类肿瘤细胞[2,3]。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肿
瘤干细胞可能优先通过免疫逃避以及免疫调节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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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结果的细胞数百分比=总的抗体阳性染色
的细胞百分比-荧光细胞的百分比
1.4 流式细胞仪分析 人体外周血单核细胞与分
选的 ALDH1 阳性或阴性细胞共培养 6 d 后的样本
在 4 ℃黑暗中保存 30 min，然后将染色的细胞通过
流式细胞仪缓冲液冲洗 2 次后再次置入 100 μl 流
式细胞仪缓冲液重悬以进行流式细胞计数，通过
FACS Calibur 和 BD CellQuest Pro 分析软件分析结
果，具体分析指标为细胞因子干扰素 γ（interferon γ，
IFN-γ）、白介素 2（interleukin 2，IL-2）、肿瘤坏死因
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和活化因子
CD69、CD137、CD154 等。
1.5 实时定量 PCR 及免疫印迹分析 所有的 RNA
都是通过 TRIzol 试剂（由美国 Invitrogen 公司生产）
提取，并采用 NanoDrop 测定 RNA 浓度及纯度，然后
逆转录生成 cDNA（由德国 Qiagen 公司生产）。采用
RT-qPCR 及免疫印迹试剂盒行相关实验检测转录
因子 Sox2、Oct4 和 Nanog；数据使用改良性 2△△Ct 值
的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蛋白质的主要提取物
（20 µg）采用免疫印迹分析[10]。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5.0 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数据采用均数描述，组间差异采用 t 检验。设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头颈肿瘤细胞来源的 ALDH1 阳性细胞的干性
特征
2.1.1 头颈肿瘤细胞系的 ALDH1 阳性与 ALDH1 阴
性 细胞的特性展示（以 UMSCC-9 为例）见封三图 1
由封三图 1 可见，UMSCC-9 细胞系的 ALDH1
阳性细胞比 ALDH1 阴性细胞能形成更具有干细胞
特性的球状细胞。
2.1.2 头颈肿瘤细胞系分选出的ALDH1阳性和ALDH1
阴性细胞的 Sox2、
Nanog和Oct4 的mRNA表达见图2
ALDH1 阳性/ALDH1 阴性表达
（倍数变化）

能来激发和维持肿瘤生长以及疾病进展[4]。最近也
有研究指出宿主的免疫耐受与肿瘤的进展存在负
相关，这提示即使对于免疫功能完备的个体，肿瘤
干细胞很有可能是拥有表型以及功能上特征的细
胞，以此来躲避宿主的免疫监视以及免疫介导的对
肿瘤细胞的排斥反应[5]。
乙醛脱氢同工酶1（aldehyde dehydrogenase1，AL⁃
DH1）是在人体内表达的一种胞质净化同工酶，它可
以氧化细胞内的乙醛，并对于早期干细胞分化过程
中视黄醇以及视黄酸的氧化起作用[6]。最近有研究
表明 ALDH1 是头颈肿瘤干细胞表面的特殊标志物，
并
且它在头颈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以及维持其致瘤性
中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7,8]。本次研究采用 Aldefluor
试验法以及荧光活化细胞分选法（fluorescence-acti⁃
vated cell sorting，
FACS）从三种人类头颈肿瘤细胞系
中分选出 ALDH1 阳性细胞和 ALDH1 阴性细胞，
并且
对两者的免疫特性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细胞系和细胞培养 头颈部肿瘤细胞系 UM⁃
SCC-9、UMSCC-11B 和 UMSCC-47 来自美国细胞培
养中心。培养环境：37℃ 、5%CO2、饱和湿度的孵育
箱。人体外周血单核细胞由健康志愿者捐赠并采
用聚蔗糖-泛影葡胺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得到，并
置于 Quantum 263 培养液中培养。本次研究时间为
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
1.2 Aldefluor 试验和细胞分选 根据试剂盒说明
书指导，通过 Aldefluor Assay Kit（由加拿大 Stem⁃
Cell Technologies 生产）与人体 ALDH1 的特殊相互
作用的原理来最优化分选头颈部肿瘤细胞系的 3 个
干细胞系[9]。然后采用 Aria cell sorter 分选机（由美
国 Becton Dickenson 生产）进行分选。在 24 h 以及
6 d 之 后 ，分 别 通 过 BD-FACS Callibur 流 式 细 胞
仪（由美国 Becton Dickenson 生产）对分离的细胞进
行 ALDH1 表达检测。同时使用二乙基氨基偶氮苯
处理过的同条件细胞作为阴性对照。
1.3 人体外周血单核细胞和肿瘤细胞共培养 使用
24 孔直径 0.4 μm 微孔膜的 Transwell 盘（由美国 Corn⁃
ing 公司生产）来进行双腔对照试验。分选出来的 AL⁃
DH1 阳性和阴性细胞在下层的腔内培养，
人体外周血
单核细胞和肿瘤细胞以 5：1 的比率在上层的腔内培
养。人体外周血单核细胞与分选的 ALDH1 阳性或阴
性细胞共培养 6 d。然后以 50 μl 流式细胞仪缓冲液
中 5×104 细胞数的密度进行进一步流式细胞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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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肿瘤细胞系分选出的 ALDH1 阳性和 ALDH1 阴性
细胞的 Sox2、Nanog 和 Oct4 的 mRNA 相对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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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见，Sox2、Nanog 和 Oct4 在 UMSCC-9、
UMSCC-11B 和 UMSCC-47 的 ALDH1 阳性和 ALDH1
阴性细胞中的具体表达用倍数表示，
倍数变化 0 以上
说明效率为正，
即 ALDH1 阳性细胞比 ALDH1 阴性细
胞克隆效率高。
2.1.3 头 颈 肿 瘤 细 胞 系 分 选 出 的 ALDH1 阳 性 和
ALDH1 阴性细胞的 Sox2、Nanog 和 Oct4 的蛋白质表
达水平见图 3
由 图 3 可 见 ，来 自 UMSCC-9、UMSCC-11B 和
UMSCC-47 的 ALDH1 阳性细胞的 3 种代表性转录
因子 Sox2、Nanog 和 Oct4 的蛋白质水平明显更高。
2.2 来自头颈肿瘤细胞系的 ALDH1 阳性细胞对 T
细胞增殖和免疫功能的阻断作用
2.2.1 ALDH1 阳性细胞与 ALDH1 阴性细胞对 T 细
UMSCC-9

UMSCC-9
UMSCC-11B
UMSCC-47
ALDH1 ALDH1 ALDH1 ALDH1 ALDH1 ALDH1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Sox2

Oct4

Nanog

GAPDH
图3

头颈肿瘤细胞系分选出的 ALDH1 阳性和 ALDH1 阴性
细胞的 Sox2、Nanog 和 Oct4 的蛋白质表达水平

胞扩增率见图 4

UMSCC-11B

UMSCC-47

ALDH1 阳性

ALDH1 阴性

CFSE
图4

ALDH1 阳性细胞与 ALDH1 阴性细胞对 T 细胞扩增率

由 图 4 可 见 ，来 自 UMSCC-9、UMSCC-11B 和
UMSCC-47 的 ALDH1 阳性细胞对 T 细胞的扩增率
明显低于 ALDH1 阴性细胞，即 ALDH1 阳性细胞对
T 细胞增殖抑制效率明显高于 ALDH1 阴性细胞（t
分别=2.65、3.03、2.34，
P 均＜0.05）。
2.2.2 头颈部肿瘤干细胞系对于活化因子的抑制
作用见图 5
由图 5 可见，与来自 UMSCC-9、UMSCC-11B 和
UMSCC-47 的 ALDH1 阴性细胞共培养的 T 细胞中
的活化因子 CD69、CD137、CD154 的表达比较，AL⁃
DH1 阳性细胞共培养的 T 细胞中的 CD69、CD137、

CD154 明显下降（t 分别= 2.69、2.92、3.43；
5.75、4.82、
3.95；
8.06、3.50、3.75，
P 均＜0.05）。
2.2.3 头颈部肿瘤干细胞系对于细胞因子 IFN-γ、
IL-2、TNF-α 表达的抑制作用见图 6
由图 6 可见，与来自 UMSCC-9，UMSCC-11B 和
UMSCC-47 的 ALDH1 阴性细胞共培养的 T 细胞中
的细胞因子 IFN-γ、IL-2、TNF-α 的表达比较，AL⁃
DH1 阳性细胞共培养的 T 细胞中的细胞因子 IFN-γ、
IL-2 和 TNF-α 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分
别=4.59、4.70、3.98；3.30、4.76、3.89；3.17、3.05、3.43，
P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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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头颈部肿瘤干细胞系对于细胞因子 IFN-γ、IL-2、TNF-α 表达的抑制作用

3

讨论
来自头颈肿瘤细胞丰富的肿瘤干细胞表型的
免疫学特征尚未被准确定义，查阅国内外文献，本
次研究也是对调控很多关键免疫反应的特征性的
头颈肿瘤干细胞的首次研究。
肿瘤干细胞拥有将肿瘤从一个单细胞扩增、转
移、复发的能力，因此可以根据它的特性将肿瘤细
胞和不同的体细胞区分，比如永生、潜伏、侵袭的特
征导致了肿瘤的转移和治疗后复发。ALDH1 最近
被证实是区分头颈肿瘤干细胞以及其他上皮肿瘤
干细胞的合适标记[11~14]。另外，
对于同属于上皮肿瘤
[14]
细胞的宫颈癌细胞，
Chen 等 证实了使用 105ALDH1
阳性细胞，进行大鼠细胞种植，2 周后导致了可视的
肿瘤形成，在所有的实验中作为对照的 ALDH1 阴性
细胞未导致肿瘤形成。肿瘤与正常干细胞共享了维
持自我更新的增殖物质以及关键的转录因子。作为
人体胚胎干细胞多能性和共同维持自我更新及多样
性调节通路的核心调控因子 Oct3/4、Sox2 和 Nanog ，
在头颈肿瘤细胞来源的 ALDH1 阳性细胞中明显
上调。
相比于正常的已分化细胞，胚胎与肿瘤干细胞
在细胞分裂过程中更多的处于静止期[15]：多停留在
G0 期，因此对于依赖细胞周期的治疗具有更高的抵

抗力。Chen 等[14] 发现球状头颈部鳞状上皮肿瘤细
胞比同源的单层细胞包含更高的静止状态细胞，具
有更高的干细胞特性。
肿瘤与肿瘤微环境的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于免
疫系统的抑制作用也是对于今后的肿瘤免疫疗法
的一种挑战与机遇。许多肿瘤干细胞中的免疫抑
制物质在一些肿瘤类型中已被确认。比如，Chika⁃
matsu 等[16]报道了相比于 CD44-细胞，头颈部鳞状上
皮 肿 瘤 的 CD44 + 类 干 细 胞 表 达 出 更 强 的 对 于 抗
CD3/CD28 mAb 活化的 T 细胞增殖抑制作用。To⁃
maso 等[17]报道了来自健康志愿者的异体胶质母细胞
的多形肿瘤干细胞可以一直抑制 T 细胞的有丝分
裂，而与他们同样条件下使用 FBS 培养的非肿瘤干
细胞却无此作用。本次研究结果证实了头颈肿瘤
细胞来源的 ALDH1 阳性细胞比 ALDH1 阴性细胞持
续地表现出对 T 细胞增殖更强的抑制作用。此外对
于 T 细胞活化，ALDH1 阳性细胞对比 ALDH1 阴性
细胞抑制 CD69、CD137、CD154 的表达，这些被认为
是 T 细胞活化的标志因子。本次研究进一步研究了
ALDH1 阳性细胞对于细胞因子产生的阻止作用，结
果发现 ALDH1 阳性细胞在预激活 T 细胞中对 CD3/
CD28 介导生成 IFN-γ、IL-2 和 TNF-α 有更强的抑
制作用。这些结果表明来自头颈肿瘤细胞的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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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1 阳性细胞相比 ALDH1 阴性细胞对 T 细胞增殖、
活化和细胞因子的产生都有更强的免疫抑制作用。
肿瘤干细胞呈现更高的致癌性和转移率，这是
由于他们产生了更多的相关细胞因子和化学因子，
这些因子通过自分泌或者旁分泌化学物质刺激肿
瘤细胞的增殖，基质细胞的转移和增殖来形成支持
肿瘤生长的血管网[18]。
综上所述，UMSCC-9、UMSCC-11B 和 UMSCC47 的头颈肿瘤细胞系的 ALDH1 阳性细胞群进行了
一系列免疫抑制活动来躲避免疫系统的攻击。因
此，以肿瘤干细胞为靶点，来进行抗肿瘤干细胞驱
动的免疫抑制和免疫逃避的治疗具有现实的科学
背景且具有重大的前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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