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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尖科线虫诱导长江刀鲚免疫反应研究
王红篮 1,2，应聪萍 2,3，杨彦平 2，郭文君 2，徐 跑 1,2,3，刘

凯 1,2,3*

(1.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科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上海 201306；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
淡水渔业和种质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无锡 214081；3. 南京农业大学无锡渔业学院，无锡 214081)
摘 要：为探究长江刀鲚 TH1 细胞、MIF、IL-10、TNF-α、IgM、IgT 和 IgD 的常规水平及异尖科线虫寄生所导
致的免疫变化，采用 ELISA 法分别测定了空白组和 3 个寄生组的脾脏、头肾和血清中 7 种免疫分子的表达水平。结果
显示：（1）空白组脾脏、头肾和血清中免疫分子水平均表现为 IgD（P<0.01）> IgM(P<0.001）>IgT（P<0.001）>
MIF(P<0.001)> TH1 细胞(P>0.05)>TNF-α(P>0.05)>IL-10，且血清中免疫分子水平显著高于脾脏和头肾（P < 0.001）
；
（2）
各寄生组脾脏中 7 种免疫分子水平均显著高于空白组（P<0.001）
，头肾中除 IgM 外的 6 种免疫分子水平均显著高于空
白组（P<0.05）
，血清中仅 IL-10 水平显著高于空白组（P<0.001）
；
（3）整体而言，长江刀鲚寄生组 IL-10 水平随着寄
生数量增加而下降，TH1 细胞随着寄生数量的增加呈下降后上升趋势，MIF、TNF-α、IgD、IgM 和 IgT 则与 TH1 细
胞相反，且脾脏（IgT、TNF-α、TH1 细胞、MIF、IgM）
、血清（TH1 细胞、IgD、IL-10、TNF-α）和头肾（IgT、TNF-α）
中免疫分子水平与寄生虫数量间的相关关系均达到显著水平。综上，异尖科线虫寄生可增加长江刀鲚免疫分子的表达
水平，诱导炎症反应和适应性免疫反应的发生，脾脏、头肾和血清中部分免疫分子水平与异尖科线虫数量间的相关性
显著，其中血清 TH1 细胞、脾脏中 IgT 和 TNF-α 可作为长江刀鲚应对异尖科线虫寄生的免疫功能测定优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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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mmune response of Coilia nasus induced by Anisakidae Nemat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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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seven immune molecules (TH1 cells, MIF, IL-10, TNF-α, IgM, IgT and
IgD) in Coilia nasus influenced by Anisakidae-infected, the expression of seven immune molecules in the spleen,
head kidney and serum were measured by ELIS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or the blank group, the level of immune molecules in spleen, head kidney and serum all showed the trend: IgD (P < 0.01)>IgM (P < 0.001)>IgT (P <
0.001)>MIF (P < 0.001)>TH1 cell (P > 0.05)>TNF-α (P > 0.05)> IL-10, and the expression of seven immune molecules in seru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spleen and head kidney (P < 0.001). (2) For parasitic group, the
level of seven immune molecules in spleen of C. nasu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blank group (P <
0.001). The level of six immune molecules except IgM in head kidne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blank group (P < 0.05), and the level of IL-10 in the serum of head kidne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blank
group (P < 0.001). (3) Overall, the IL-10 level of parasitic group in C. nasu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arasitic
number. The TH1 cell level of parasitic group in C. nasus decreased firstly but then increased with the parasitic
number increasing, while MIF, TNF-α, IgD, IgM and IgT showed the opposite tendency. Moreove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immune molecules in spleen (IgT, TNF-α, TH1 cell, MIF, IgM), serum (TH1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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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D, IL-10, TNF-α), head kidney (IgT, TNF-α) and the parasites number. In conclusion, Anisakidae nematodes parasitism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immune molecules, inducing inflammatory and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some immune molecules in spleen, head kidney and serum
and the number of Anisakidae nematodes, and serum TH1 cells, IgT and TNF-α in spleen could be used as optimized
indexes to measure the immune function of C. nasus in response to Anisakidae nematodes parasitism.
Key words: Coilia nasus; Anisakidae; immune molecules; ELISA
刀鲚（Coilia nasus）隶属于鲱形目（Clupeiformes）
鳀科（Engliaulididae）鲚属（Coilia），主要分布于
中国、日本、朝鲜沿海及与之相通的河流和湖泊。
刀鲚每年繁殖季节聚集于长江口，集群溯河而上进
行生殖洄游，
从而形成渔汛[1]。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由于长江水域水利工程的大规模修建、水环境的污
染和过度捕捞等因素，导致水生生物生境被破坏，
生物总量减少，生产力持续下降[2]。而刀鲚也出现
了显著的衰退趋势，为遏制刀鲚资源的急剧衰退，
原农业部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公告成立长江刀鲚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018 年 4—7 月保护区
安庆段刀鲚资源调查显示，资源状况仍不乐观[3-4]。
异尖科线虫（Anisakidae）是海水性寄生虫，其
成虫寄生于鲸类和鳍足类动物，其三期幼虫感染了
第二中间宿主鱼类和桡足类动物后，在宿主体内仍
具感染性，但不继续发育[5]。据学者研究，刀鲚因
生殖洄游前需大量摄食以储备生殖洄游所需能量，
极易摄入含异尖科线虫的鱼虾[6]。代培等[7]通过分
子技术鉴定寄生刀鲚的线虫种类，结果表明刀鲚寄
生的线虫共 2 属，分别为异尖属和宫脂属，都属于
异尖科线虫。而异尖科线虫主要寄生于长江刀鲚腹
腔，受水中盐度、温度等条件改变的影响较少，洄
游过程基本不会离开宿主[1,8]。
以往关于寄生虫与鱼类之间的研究集中在寄生
虫种类[9]、感染率和分布结构[1]等的调查，以及寄
生虫对鱼类组织损伤[9]、行为[10]、繁殖[11]和免疫[12-13]
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有学者研究了寄生虫对长江
刀鲚肝脏组织[14]和肠道微生物的影响[15]，但针对长
江刀鲚应对异尖科线虫感染的免疫应答方向研究较
少。本研究采用 ELISA 法分别测定了健康长江刀鲚
和 3 组寄生异尖科线虫长江刀鲚的脾脏、头肾和血
清中 7 种免疫分子的表达水平，以期获得不同寄生
数量对长江刀鲚的影响，探究异尖科线虫寄生刀鲚
后其免疫系统的应对策略，为研究异尖科线虫寄生
对刀鲚生殖洄游及群体补充的影响积累素材。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采样
2020 年 6 月在安庆江段（简称 AQ，调查水域

中心经纬度为 30°28′56.43″ N，116°59′27.37″ E）使
用流刺网采集长江刀鲚样本，水温（27.68±0.51）℃，
pH 为 7.14±0.08。捕获后立即置于解剖盘抽血，
4 000 r·min-1 离心 15 min 获得血清，并解剖取头肾
和脾脏，于液氮中保存后移至 – 80℃冰箱待用。选
取体表完整、外观无明显病变的 5 尾健康雌性刀鲚
样本为空白组（group-0）
，以及 15 尾寄生雌性刀鲚
样本为寄生组（图 1），且寄生组按异尖科线虫寄生
数量分 3 组，分别为 1～10 条组（group-1）
、11～
20 条组（group-2）和 21～50 条组（group-3）
，每
组各 5 个样本。

a b[7]

图 1 异尖科线虫寄生于刀鲚腹腔
Figure 1 Anisakidae-infected in the abdominal cavity of C. nasus

寄 生 组 体 长 为 （ 286.08±8.38 ） mm， 体 重 为
（89.7±9.72） g，空白组体长为（287.81±3.59）mm，
体重为（89.84±3.38）g。寄生组异尖科线虫分布情
况如表 1 所示。
1.2 试验方法
试 验 采 用 酶 联免 疫 吸 附试 验 方 法 （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测定长江刀鲚
脾脏、头肾和血清中 TH1 细胞、巨噬细胞迁移抑制
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 MIF）、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α （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TNF-α）、白细胞介素 10 （interleukin 10, IL-10）、
免疫球蛋白 IgM、IgT 和 IgD 的水平。以上鱼类免
疫分子 ELISA 试剂盒均购自南京森贝伽科技有限
公司。
操作流程如下：将脾脏和头肾 4 ℃解冻，加入
定量 PBS（1 g 组织：9 mL 0.01 mol PBS, pH7.4）制
，收集上清液。
成匀浆，离心 20 min （2 500 r·min-1）
常温放置 ELISA 试剂盒 20 min，设置空白孔（不加
样）
、标准品孔（标准品+标准品稀释液混匀后，各孔
浓度分别为 54、36、18、9 和 4.5 ng·L-1，50 μL·孔-1）
和样本孔（10 μL 待测样品+40 μL 样品稀释液，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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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L·孔-1）
，37 ℃温育 30 min，弃去液体甩干，洗涤 5
次；除空白孔外，标准品孔和样本孔再加入辣根过氧
化物酶（HRP）标记试剂 50 μL，用封板膜封板后，
37 ℃温育 30 min，弃去液体甩干，洗涤 5 次。避光

加入显色液 A、B 各 50 μL 混匀，37 ℃显色 15 min，
最后加终止液 50 μL，15 min 内在 450 nm 波长处检
测各孔 OD 值。

表 1 刀鲚生物学信息统计
Table 1 Biological statistics of C. nasus
组别
寄生组

group-1

group-2

group-3

空白组

group-0

地点

体长/mm

体重/g

安庆 AQ

287.39

89.32

8

安庆 AQ

291.63

92.93

4

安庆 AQ

292.72

90.53

7

安庆 AQ

292.70

85.41

7

安庆 AQ

288.81

88.83

4

安庆 AQ

295.90

101.35

16

安庆 AQ

283.42

87.59

16

安庆 AQ

300.44

93.33

17

安庆 AQ

290.46

110.65

12

安庆 AQ

281.14

83.78

12

安庆 AQ

283.42

89.30

25

安庆 AQ

282.26

94.27

27

安庆 AQ

272.94

88.42

20

安庆 AQ

271.28

64.80

26

安庆 AQ

276.64

85.02

49

安庆 AQ

286.63

86.94

0

安庆 AQ

285.90

86.82

0

安庆 AQ

289.34

94.82

0

安庆 AQ

283.95

89.13

0

安庆 AQ

293.21

91.50

0

1.3 数据处理
使用 Excel 2013 和 SPSS 24.0 处理和分析试验
数据，并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和 Pearson 相关分析，
使用 Origin 9.0 和联川生物云平台（https://www.
omicstudio.cn/tool）绘图。

2
2.1

异尖科线虫寄生数量

结果与分析

刀鲚免疫分子 PCoA 分析
91.45%的 PCo1 可较好的反映各组免疫分子的
表达特征。PCoA 分析结果表明 4 组间存在差异，
其中寄生组和健康组免疫分子表达区分明显，且仅
有一个异常离群样本，表明试验分组设计的稳定性
（图 2）
。
2.2 异尖科线虫寄生对刀鲚免疫分子水平的差异
分析
2.2.1 刀鲚不同组织免疫分子水平 空白组中 7 种
免疫分子水平在脾脏、头肾和血清中的规律为 IgD
（3.4±0.48）
（脾脏，
（4.35±0.28）μg·mL-1；头肾，
-1
-1
μg·mL ；血清，
（4.86±0.38） μg·mL ；P < 0.01） >

IgM （ 脾 脏 ，（ 3.17±0.19 ） μg·mL-1 ； 头 肾 ，
（3.38±0.19）μg·mL-1；血清，
（4.13±0.35）μg·mL-1；
P < 0.001） > IgT （脾脏，
（1.48±0.14） μg·mL-1；
头肾，（1.39±0.05）μg·mL-1 ；血清，（1.86±0.07）
μg·mL-1；P < 0.001） > MIF（脾脏，（6.14±0.47）
ng·mL-1 ； 头 肾 ，（ 7.06±0.12 ） ng·mL-1 ； 血 清 ，
（8.3±0.35） ng·mL-1；P < 0.001） > TH1 细胞（脾
脏，（77.28±4.76） pg·mL-1；头肾，（83.12±4.11）
pg·mL-1 ； 血 清 ，（ 127.15±6.74 ） pg·mL-1 ； P >
0.05）>TNF-α（脾脏，（50.09±6.70） pg·mL-1；头
肾，（50.58±6.11） pg·mL-1；血清，（81.29±3.95）
pg·mL-1；P > 0.05） > IL-10（脾脏，
（44.8± 4.0）
-1 ； 头 肾 ，
（ 43.78±4.20 ） pg·mL-1 ； 血 清 ，
pg·mL
（70±4.93）pg·mL-1）
。7 种免疫分子水平均在血清
中最高，除 IgD 外，其余 6 种免疫分子在血清中的
表达水平极显著高于脾脏和头肾（P < 0.001）
，但脾
脏中 7 种免疫分子的表达水平与头肾相比无显著差
异（P > 0.05）
（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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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不同寄生数量的影响 脾脏中，MIF（图
3(a)）
、TH1 细胞（图 3(c)）
、IL-10（图 3(b)）
、TNF-α
（图 3(g)）
、IgD（图 3(e)）
、IgM（图 3(f)）和 IgT
（图 3(d)）在寄生组 1、寄生组 2、寄生组 3 中的表
达水平均极显著高于空白组（P < 0.001）
。TH1 细胞
-1
（ 116.49±6.12 ） pg·mL 、 IL-10 （ 70.28±2.64 ）
pg·mL-1 、 TNF-α （ 69.68±4.28 ） pg·mL-1 、 IgD
（5.55±0.24）μg·mL-1 和 IgM（4.28±0.10）μg·mL-1
在寄生组 1 中最高，IgT（1.8±0.08 μg·mL-1）在寄
生组 2 中最高，MIF（7.84±0.27 ng·mL-1）在寄生组
3 中最高（图 3）
。

图 2 刀鲚免疫分子的主坐标分析
Figure 2 PCoA of immune molecules in C. nasus

头肾中，MIF（P < 0.05）
、TH1 细胞（P < 0.001）
、
IL-10（P < 0.001）
、TNF-α（P < 0.001）
、IgD（P < 0.05）
和 IgT（P < 0.05）在寄生各组中的表达水平均显著高
于空白组，IgM 只在寄生组 2 中的水平显著高于空白
组（P < 0.05）
。此外，TH1 细胞（134.85±3.53） pg·mL-1
和 TNF-α（74.01±2.87） pg·mL-1 的水平在寄生组 1
中最高，MIF（7.64±0.19） ng·mL-1 和 IgM（3.44±0.13）
μg·mL-1 在寄生组 2 中最高，IL-10（70.56±2.87）
pg·mL-1、IgT（1.58±0.03）μg·mL-1 和 IgD （4.73±0.15）
。
μg·mL-1 在寄生组 3 中最高（图 3）
血清中，IL-10 在寄生组 1（P < 0.05）
、寄生组 2
（P < 0.001）
、寄生组 3（P < 0.05）中的水平显著高
于空白组，TH1 细胞在寄生组 2 和寄生组 3 中的水
平显著高于空白组（P < 0.05）
，IgD 表达水平（P <
0.01）在寄生组 2 中显著高于空白组和寄生组 1，MIF
（9.11 ± 1.03） ng·mL-1，P<0.05）和 IgM（4.43±0.64
μg·mL-1，P<0.05）的表达水平在寄生组 2 中最高且
显著高于寄生组 1，IgT 表达水平（2.06 ± 0.23）
μg·mL-1，P < 0.05）在寄生组 2 中水平最高且显著高
于 寄 生 组 1 。 此 外 ， IL-10 （ 81.39±3.7 ）、 TNF-α
（93.48±11.68）和 IgD （5.64±0.55） pg·mL-1 的表
达水平在寄生组 2 中最高，TH1（143.04±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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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g·mL-1 在寄生组 3 中最高（图 3）
2.2.3 淋巴器官和血清的差异 寄生组 1 中，脾脏
TH1 细胞的水平（
（116.49±6.12） pg·mL-1，P < 0.001）
极 显 著 低 于 头 肾 （134.85±3.53 ） pg·mL-1 和 血 清
（138.14±1.99） pg·mL-1，而 IgD 则表现出相反趋势
（4.73±0.15）
（脾脏，
（5.55 ± 0.24）μg·mL-1；头肾，
-1
-1
μg·mL ；血清，
（4.8±0.13）μg·mL ；P < 0.001）
。
-1
血清 IL-10（
（76.56±3.14） pg·mL ，P < 0.01）和
TNF-α（
（82.75±2.74）pg·mL-1，P < 0.001）的水平
显著高于脾脏（IL-10，
（70.28±2.64）pg·mL-1；TNF-α，
（69.68±4.28）pg·mL-1）和头肾（IL-10，
（70.56±2.87）
-1
（74.01±2.49） pg·mL-1）
。脾脏 IgM
pg·mL ；TNF-α，
（4.38±0.11） μg·mL-1，P < 0.001）极显著高于血清
（3.74±0.14） μg·mL-1，且血清 IgM 水平显著高于
头肾（3.45±0.13）μg·mL-1，P < 0.01）
。脾脏（1.74±0.05
-1）和血清（1.74±0.07 μg·mL-1）IgT 的水平极
μg·mL
显著高于头肾（1.58±0.04 μg·mL-1，P < 0.001）
（图 3）
。
-1，
寄生组 2 中，血清 MIF（
（9.11±1.03） ng·mL
P < 0.05）
、TH1（143.04±1.45）pg·mL-1，P < 0.01）
、
-1 ，P < 0.01）和 TNF-α
IL-10（81.39±1.7）pg·mL
（93.48±11.48） pg·mL-1，P < 0.001）的水平显著高
于脾脏和头肾，头肾 IgT（1.59±0.12）μg·mL-1）和
IgD（4.71±0.56）μg·mL-1）的水平显著低于血清（IgT，
（ 5.64±0.55）μg·mL-1；
2.06±0.20） μg·mL-1；IgD，
P<0.05）
（图 3）
。
寄生组 3 中，血清 TH1 细胞和 TNF-α 的水平
显著高于脾脏（TH1，
（113.25±9.27）pg·mL-1；TNF-α，
（68.51±3.53）pg·mL-1；P < 0.05）和头肾（TH1，
（ 123.7±15.25） pg·mL-1 ； TNF-α ，（ 71.31±8.43 ）
，血清 IgM 和 IgT 的水平显著高
pg·mL-1；P < 0.05）
于头肾（IgM，
（3.6±0.34） μg·mL-1；IgT，
（1.68±0.67）
-1；P < 0.05）
（图 3）
。
μg·mL
2.2.4 刀鲚寄生组间相关性分析 总体分析发现，
寄生刀鲚 IL-10 水平随着寄生数量增加而不断下降，
在寄生组 1 中最高。TH1 细胞随寄生数量增加呈下
降后升高，在寄生组 1 中最高。MIF、TNF-α、IgM、
IgT 和 IgD 随寄生数量增加呈上升后下降趋势，在
寄生组 2 中最高（表 2）
。
刀鲚免疫分子与寄生数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图 4）
，其中正相关关系达到显著水平（P<0.05）
的免疫分子包括：脾脏中 IgT（r = 0.509 6）>TNF-α
（r =0.507 3）>TH1（r =0.504 9）>MIF（r =0.498 0） >
IgM （r = 0.446 2）
，头肾中 IgT（r = 0.490 0） >TNF-α
（r =0.487 8）
，血清中 TH1 细胞（r = 0.671 9）>IgD
（r=0.496 1）>IL-10（r=0.494 5）>TNF-α（r=0.46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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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图 3 不同组别刀鲚脾脏、头肾和血清中免疫分子水平（n = 5）
The immune molecules level of different group of C.nasus in spleen, head kidney and serum （n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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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 r 值（n=20），SP 为脾脏，HK 为头肾，SE 为血清，*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图 4 刀鲚免疫分子的相关性热图
Figure 4 Correlation heatmap of immune molecules in C. na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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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寄生组刀鲚的免疫分子水平
Table 2 Immune molecular level of parasitic C. nasus
group-1
group-2
1~10
11~20
78.04±3.23
82.34±9.74

TH1

129.83±10.61

(pg·mL-1)
group-3
21~50
79.78±5.37

124.23±18.13

126.69±18.39

IL-10

73.97±4.02

69.54±10.78

68.37±10.11

TNF-α

75.48±6.38

77.06±13.91

74.88±10.82

IgM×105

38.24±3.75

40.45±4.76

39.25± 4.03

IgT×105

16.88±0.9

18.15±2.65

17.60±1.52

IgD×105

50.25±4.17

51.60±6.12

50.53±3.68

注：n=15, mean±SD.

3

讨论与结论

3.1 长江刀鲚淋巴器官和血清中免疫分子水平
硬骨鱼是兼具适应性和先天性免疫反应的最低
等的脊椎动物，而炎症因子、TH1 细胞和免疫球蛋
白在抵御寄生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前人研究发现
IL-10、TNF-α、IgM、IgT 和 IgD 在鱼类不同组织（脾
脏、头肾、肠道、脑、肝、鳃）中均有表达，且鱼
的种类不同，相同组织也会有不同的表达量[16-20]。
本研究表明长江刀鲚 7 种免疫分子（TH1 细胞、
IL-10、TNF-α、IgM、IgT 和 IgD）在头肾、脾脏和
血清中均有表达，其中 IgD 水平最高，其次是 IgM，
IL-10 最低。
分析脾脏、头肾和血清中免疫分子水平发现，
健康刀鲚血清 MIF、TH1 细胞、IL-10、TNF-α、IgM
和 IgT 水平显著高于脾脏和头肾，而脾脏与头肾则
无显著性差异。免疫因子由免疫细胞分泌，迟恒[19]
＋
研究表明，大西洋鲑 Ig 细胞表达规律为外周血细
胞（47.95±2.32）%>脾脏（34.21±3.41）% >前肾
（26.54±3.61）%。因此推测长江刀鲚血清中高水平
的炎症因子和免疫球蛋白可能是由血液中白细胞分
泌以及其他细胞的输送所导致，而免疫因子在脾脏
和头肾中不同表达水平可能由淋巴器官中不同水平
的免疫细胞造成。
3.2 长江刀鲚寄生异尖科线虫后免疫分子应答
适应性免疫反应由 T 细胞和 B 细胞介导，先天
性免疫反应主要包括吞噬作用、炎症反应等。而寄
生虫导致的鱼类先天性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经常整合
在一个多层次网络中发挥作用，而不单独发挥作
用 [12-13] 。因此选择炎症指标（促炎因子 MIF 和
TNF-α；抑炎因子 IL-10）和适应性免疫指标（TH1
细胞、IgM、IgT 和 IgD）反映刀鲚免疫反应的情况。
3.2.1 炎症反应 炎症反应是一个复杂的病理过
程，以防御病原体和细胞损伤，诱导机体抗病能力

增加，而参与炎症反应的因子称炎症因子，包括
TNF-α、IL-10、MIF 等[21]。MIF 抑制淋巴细胞和巨
噬细胞的迁移 [22] ，却不能直接促进炎症因子的表
达，而是先诱导 TLR 受体表达，从而产生大量的炎
症因子，如 TNF-α[21]。MIF 和 TNF-α 均可刺激宿主
炎症相关基因的表达和诱导巨噬细胞增强吞噬病原
体的能力，但 TNF-α 的过度表达与机体的病变相
关[21-23]。机体可通过调节 IL-10 抑制过度炎症反应
引起的损伤，也有观点认为 IL-10 是寄生虫免疫调
节策略使宿主免疫反应因子失活，利于寄生虫的生
存[23]。Mao 等[24]研究表明，感染弧菌的大黄鱼肝脏
和头肾中 MIF 表达显著上调，且 Qiu 等[25]发现重组
MIF 显著降低鱼血液、肾脏和脾脏中细菌负荷。
Ilgová 等[26]发现，孢子虫寄生鲤鱼后 IL-10 和 TNF-α
表达量高于对照组，且 IL-10 最大增加了 1 456 倍。
本研究发现，寄生异尖科线虫刀鲚的脾脏和头肾中
MIF、TNF-α 和 IL-10 表达显著高于健康刀鲚，表
明异尖科线虫寄生可诱导炎症反应的发生。而 IL-10
随着寄生虫数量的增加而减少，MIF 和 TNF-α 随着
寄生虫数量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在寄生 11～
20 条时最高，推测寄生 11～20 条的异尖科线虫可
诱导刀鲚炎症反应增强，以降低异尖科线虫对宿主
造成的危害，此结果还需要最直接的组织病理学观
察，有待进一步研究。
3.2.2 适应性免疫反应 适应性免疫反应由外来因
素引发从而使宿主获得抵抗病原体感染的能力，主
要包括 T 细胞主导的细胞免疫和 B 细胞主导的体液
免疫，而 TH1 细胞是 T 细胞的一个细胞亚群，分泌
IFN-γ 和 IL-2 等细胞因子，主要激活毒性 T 淋巴细
胞，诱导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参与细胞免疫及
迟发型超敏反应，也可协助 B 细胞产生免疫球蛋
白[19]。免疫球蛋白 IgM、IgT 和 IgD 参与体液免疫，
清除细胞外的抗原。本研究发现，血清中 TH1 细胞
水平与寄生数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随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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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增加而不断增加，在寄生 21～50 条组中最高，
而脾脏和头肾中 TH1 细胞水平变化与之相反，在寄
生 1～10 条组中最高。粘虫寄生黑鲷后头肾 TH 淋
巴细胞相关基因（cd4-1 和 cd4-2）出现显著下调，
脾脏中无变化，前肠中反而增加[27]，以上结果可能
表明 TH 细胞的表达与靶器官感染状态相关[27]。Xu
等 [28] 研究表明，花鳅感染小瓜虫后脾脏和头肾中
IgM、IgT 和 IgD 高度上调，以及粘虫寄生黑鲷后脾
脏中效应 B 细胞标记分子 sIgM 和 mIgT （P > 0.05）
上调[27]。本结果与之相似，寄生异尖科线虫刀鲚的
脾脏和头肾中免疫球蛋白水平高于空白组，而 IgM
具有介导杀死细菌和清除寄生虫等功能，IgD 可与
肥大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结合参与呼吸道免疫防
御，还可诱导免疫活化因子和促炎因子的表达[29]，
表明异尖科线虫寄生后，刀鲚免疫球蛋白表达量增
加，有助于增强宿主对抗病原体感染的能力。刀鲚
脾脏 IgT 水平与异尖科线虫数量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关系，IgT 可对抗肠道寄生虫，在肠道抗体反应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比 IgM 更加重要[29]，而刀鲚脾脏
位于胃的下方，肠道背侧且异尖科线虫主要寄生于
刀鲚肠道[7]，推测寄生异尖科线虫刀鲚的脾脏 IgT
水平升高可能与肠道免疫反应相关。有趣的是，脾
脏中 IgM 和 IgD 的水平在寄生 1～10 条异尖科线虫
组中显著高于血清（P < 0.001）
，但其余 5 种免疫分
子在血清中水平高于脾脏。而抗体依赖性的细胞介
导 的 毒 性 作 用 （antibody dependent cell mediated
cytotoxicity, ADCC）是人体主要的杀伤蠕虫机制[30]，
罗晓东[31]推测 ADCC 效应也应该是小鼠抗线虫感
染的主要免疫机制。而感染了异尖科线虫的长江刀
鲚体内 TH1 细胞和免疫球蛋白水平的变化，是否也
可能与 ADCC 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3.2.3 刀鲚免疫分子与寄生虫数量之间的关系 相
关性分析发现，刀鲚脾脏、头肾和血清中促炎因子
TNF-α 水平与寄生数量间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
以及脾脏中 MIF、TH1、IgM 和 IgT 亦是如此。相
比于头肾和血清，脾脏中达到显著相关的免疫分子
种类最多，且寄生后 7 种免疫分子水平变化均达到
显著水平。大多数寄生虫引发的免疫反应局限于附
着点或其身体附近[32]，异尖科线虫寄生于刀鲚腹腔
内（图 1）
，脾脏位于腹腔内且离异尖科线虫最近，
故而受异尖科线虫影响最大。Ilgová 等[26]用重组的
扁虫半胱氨酸肽酶抑制剂（rEnStef）注射鲤鱼发现，
10 和 20 μg rEnStef 可使 TNF-α 表达降低 24%和
33.3%，IL-10 表达降低 26.6%和 51.5%。Ronza 等[33]
研究表明，感染黏虫的大菱鲆脾脏和肾脏中 TNF-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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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阶段表达增加，感染严重时表达减少。所以上
述结果表明宿主免疫因子的变化与寄生数量、寄生
位置、寄生虫本身和寄生时间存在关联。
综上，异尖科线虫寄生可增加长江刀鲚免疫分
子的表达水平，诱导炎症反应和适应性免疫反应，
长江刀鲚淋巴器官和血清中 7 种免疫分子水平因异
尖科线虫的寄生而发生改变，脾脏、头肾和血清中
部分免疫分子水平与异尖科线虫数量间的相关性达
到显著，其中血清 TH1 细胞、脾脏中 IgT 和 TNF-α
水平与异尖科线虫数量间的相关系数较大，建议可
优先作为检测长江刀鲚感染异尖科线虫的免疫功能
测定指标。此外，虽已尽量控制其他变量对本结果
的影响，但由于对长江刀鲚免疫系统研究尚浅，以
及野外采样条件和技术的限制，仍旧存在很多不可
控因素。目前并未有刀鲚免疫系统受细菌、病毒等
其他病原的相关研究。关于其他因素（细菌、病毒
等）对刀鲚免疫系统造成的影响，后续将进一步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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