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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氧影响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对 
7721肝癌上皮细胞的侵袭

陈国薇，吴 嫚，张 超，刘武康，丁承超，吴淑燕，李 森*，刘 箐*
（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上海 200093）

摘  要：用还原性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icotinamide-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NADPH）氧化酶抑

制剂二苯基氯化碘盐（diphenyleneiodonium chloride，DPI）处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Listeria monocytogenes）
后，用2’,7’-二氯荧光素二乙酸酯荧光法测定L. monocytogenes中的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结果显

示细胞内源性ROS明显降低且有DPI浓度依赖性。进而用ROS产生能力降低的L. monocytogenes侵袭7721肝癌上皮细

胞，结果显示：在1～10 μmol/L的DPI浓度范围内，随着L. monocytogenes内ROS水平的降低，L. monocytogenes侵袭

7721上皮细胞的能力却随之增长。本研究提示：L. monocytogenes可能和高等动植物一样存在类似于负责产生ROS

的NADPH氧化酶，由其介导产生的ROS可能调控L. monocytogenes侵袭细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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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on the Invasion of Listeria monocytogenes to 7721 Epithelia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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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phenyleneiodonium chloride (DPI), which can inhibit the activity of NADPH oxidase and reduce endogenou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was used to reduce the generation of ROS in Listeria monocytogenes, which was then 

allowed to invade 7721 epithelial cells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ndogenous ROS 

in L. monocytogenes was markedly decreased in the presence of DPI in a concentration-dependent way. Within the DPI 

concentration range of 1–10 μmol/L, as the level of ROS in reduced, its ability to invade 7721 epithelial cells increased. 

This illustrates that L. monocytogenes may have a NADPH oxidase similar to that of higher plants and animals,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ROS and regulates the invasion ability possibly by mediating ROS production, suggesting 

that NADPH oxidase may be an important signal molecule for L. monocytogenes to invade 7721 epithelia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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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增李斯特菌（Listeria monocytogenes）是一种人

畜共患的病原菌 [1]，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仅次于大肠

杆菌O157、沙门氏菌、志贺氏菌之后的第四大重要的

食源性致病菌 [2]，广泛寄生于土壤、污水、人和动物

的粪便、饲料及肉类、蛋类、禽类等食品中。食源性 

L. monocytogenes可以经受高温烹饪、胃部强酸环境等考验

后随食物一同到达肠道，首先跨越人体的肠道屏障，通过

内化作用进入肠道上皮细胞或吞噬细胞，在宿主细胞内

和细胞间进行复制，进而随淋巴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到

达胎盘和大脑，越过胎盘屏障、血脑屏障，造成一系列

疾病[3]。在食用被单增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后，将会导致

脑膜炎、骨髓炎、心肌炎、孕妇流产以及产褥感染等疾

病[4]。在美国，每年至少有500 例因食用L. monocytogenes
污染的食品而中毒死亡的事件发生[5]。2004年北京市食品

中L. monocytogenes污染状况调查发现，L. monocytogenes
在熟肉制品中检出率高达48%；2007年珠海市冷冻食品中 

L. monocytogenes污染状况调查发现，L. monocytogenes在冷

冻水产品中的检出率达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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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性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reduced form of 

nicotinamide-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NADPH）

氧化酶是动植物细胞中专门产生活性氧（ r e a c t i v e 

oxygen species，ROS）自由基最重要的酶之一，该酶由

gp91phox、p22phox、p40phox、p47phox和p67phox 5 个

亚基组成 [7]，由NADPH氧化酶介导产生的内源性ROS

主要包括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羟自由基、过氧化物、烷

氧基、以及O2衍生的非自由基物种如过氧化氢[8]。研究

表明[9-11]，由NADPH氧化酶介导产生的ROS是高等动植

物基因表达调控的重要信号分子。原核生物的呼吸作用

一般发生在细胞膜上，由细胞膜上相关的酶催化反应的

进行，因此细菌中ROS主要产生部位是细胞膜。细菌中

ROS大部分是在呼吸链上的酶催化的氧分子连续单价电

子的传递反应产生的，例如大肠杆菌细胞膜呼吸链中所

产生的过氧化氢能够占到总量的87%左右[12]。此外，生

长环境也对ROS的产生有影响，例如电离、紫外辐射以

及环境中某些小分子物质等作用于细菌时，也会对ROS

的产量造成影响[13-14]。Lam等[15]发现由NADPH氧化酶介

导产生ROS在L. monocytogenes侵染吞噬细胞过程中首先

激发了吞噬细胞NADPH氧化酶活力，进而产生应答。

Adolph等[16]研究发现NADPH氧化酶产生ROS是宿主细

胞受到外源信号刺激时激活细胞自身凋亡程序的一个关

键因素。但是，由NADPH氧化酶介导产生的ROS对于 

L.  monocy togenes侵袭上皮细胞过程中所起到的作

用，在此方面研究还较少。本实验主要通过改变 

L. monocytogenes的ROS水平，在此基础上去侵袭7721肝癌

上皮细胞，然后统计侵袭水平，进行对比，进而确定ROS

在L. monocytogenes侵袭上皮细胞中是否具有一定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菌株：L. monocytogenes（ATCC 43251） 上海

慧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Li英诺克李斯特菌株（CICC 

10297） 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细胞：人肝癌上皮细胞7721。

脑心浸液（ b r a i n  h e a r t  i n f u s i o n，B H I）培 

养基  北京陆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改良Eagle培养基

（Dulbecco’s modification of Eagle’s medium Dulbecco，

DMEM）细胞培养基 美国Gibco公司；二苯基氯化碘

盐（diphenyleneiodonium chloride，DPI）、2’,7’-二氯荧

光素二乙酸酯（2’,7’-dichloro fluorescein diacetate easter，

DCFH-DA）、聚乙二醇辛基苯基醚（octyl phenoxy poly 

ethoxy，Triton X-100） 美国Sigma公司；4’,6-二脒

基-2-苯基吲哚（4’,6-diamidino-2-phenylindole，DAPI）

荧光染料 美国Vector公司；四甲基偶氮唑盐（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um，MTT） 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硫酸庆大霉素 上海世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SpectraMax M2多功能酶标仪 美国分子仪器公

司；Nikon A1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日本尼康公司；

Eppendorf 5424离心机 德国艾本德公司。

1.3 方法

1.3.1 L. monocytogenes的DPI处理及ROS含量的测定

挑取L. monocytogenes单菌落接种于灭菌BHI液体培

养基中，37 ℃条件下摇床培养过夜。培养完成后再吸取

少量新鲜菌液于新鲜灭菌BHI液体培养基中继续培养至

光密度（OD600 nm）为0.3。取1 mL菌液分别加入终浓度为

0、1、5、10、100 μmol/L的DPI，37 ℃条件下静置1 h后

离心并用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PBS）

清洗3 次后重悬（下同）。吸取重悬菌液100 μl添加到

96 孔细胞培养板中，用酶标仪检测OD600 nm值，以检测细

菌的初始浓度。将培养板于37 ℃条件下静置培养24 h后用

酶标仪检测培养板中菌液的增殖状况（OD600 nm）和荧光

值（激发光波长488 nm，发射光波长530 nm，下同），

再向每个孔中添加20 μmol/L的DCFH-DA，密封避光置于

37 ℃温度下，30 min后用酶标仪检测每孔菌液的荧光值[17]，

结果以相对未处理组的百分比表示。

1.3.2 DPI对细菌活性及生长状况影响的测定

细菌DPI处理及PBS清洗同上1.3.1节，24 h后测量

细菌浓度（OD600 nm）以确定细菌的增殖状况，之后向

每孔添加20 μl、5 mg/mL的MTT，密封后置于37 ℃条

件下反应4 h后离心，弃去上层液体后添加二甲基亚砜

（dimethylslphoxide，DMSO），振荡溶解蓝色结晶后在

570 nm波长处测量各孔光密度值。该MTT方法可确定细

菌自身的活性，这是因为活细胞线粒体中的琥珀酸脱氢

酶能使外源性MTT还原为水不溶性的蓝紫色结晶甲瓒并

沉积在细胞中，而死细胞无此功能。DMSO能溶解细胞

中的甲瓒，用多功能酶标仪在570 nm波长处测定其光密

度值，可间接反映细胞活性。生长状况则是在DPI处理细

菌并清洗后，使用生理盐水进行稀释，均匀涂布于BHI

固体培养基上于37 ℃条件下静置培养过夜，统计菌落总

数。细菌活性（OD570 nm）和生长状况（OD600 nm）结果均

以相对未处理组的百分比表示。

1.3.3 细胞培养基对细菌生长影响的测定

细菌DPI处理及PBS清洗同1.3.1节，清洗后重悬，取

适量菌液接种于不含胎牛血清的DMEM不完全细胞培养

基中培养，每30 min为一组，测定OD600 nm及MTT活性测

试（同1.3.2节）。根据结果选取不同DPI处理组分之间细

菌活性及数量差异很小的最大时间点，以确定细菌侵袭

细胞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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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抗生素及Triton X-100对细菌的作用检测

使用庆大霉素处理细菌，设置不同质量浓度庆

大霉素加于B H I固体培养基中，然后取培养的新鲜 

L. monocytogenes稀释并涂布于固体培养基，37 ℃条件

下静置过夜培养后统计菌落数。选取合适的庆大霉素质

量浓度并加入到新鲜菌液中，37 ℃条件下静置1 h后稀

释涂布，进行验证。取新鲜培养的L. monocytogenes及 

L. monocytogenes菌液于离心管内，加入1%的Triton X-100

于25 ℃条件下处理0、45、60 min后，稀释并涂于BHI固

体培养基，37 ℃条件下静置培养过夜，统计菌落总数，

结果以相对未处理组的百分比表示。

1.3.5 细菌侵袭细胞及免疫组化

细菌DPI处理及清洗同1.3.1节细菌清洗后使用不含

胎牛血清的不完全DMEM细胞培养基重悬，细胞已在此

之前已计数并接入24 孔细胞培养板并贴壁。取适量重悬

菌液于孔板中，控制感染复数（multiplicity of infection，

MOI）为100∶1（细菌数量∶细胞数量）[18]。于37 ℃、体

积分数5% CO2条件下培养1.5 h后，加入终质量浓度为

700 μg/mL的庆大霉素，37 ℃条件下作用1 h后用PBS清洗

3 次。加入1% Triton X-100 25 ℃条件下处理30 min，然

后进行稀释并涂布于BHI固体培养基，37 ℃条件下静置

培养过夜后统计菌落数[19]。免疫组化则为提前在细胞培

养板中接入细胞爬片，将7721贴壁细胞接种于细胞爬片

上进行侵袭实验，完成后清洗，进行免疫组化。

2 结果与分析

2.1 DPI处理后对细菌生长状况及ROS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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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C4分别表示细菌中添加DPI浓度为0、5、10、100 μmol/L。
图 1 DPI处理后对细菌生长状况及ROS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DPI on bacterial growth and ROS production

将L. monocytogenes在其最适生长条件下使用DPI处

理1 h后，检测其生长增殖、活性及ROS的变化。如图1A 

所示，用DPI处理1  h后，细菌生长没有受到较大影

响，OD600 nm及MTT活性（OD570 nm）相对比较稳定。当

DPI浓度增至100 μmol/L时，细菌生长状况大幅降低。 

图1B是ROS相对值随着DPI抑制浓度的增大而逐渐降

低，当DPI浓度为10、100 μmol/L时，ROS相对值分别

下降38%、59%。由此可见，当DPI达到100 μmol/L时， 

L. monocytogenes生长受到了较大的抑制，活菌数量降

低明显，但是在低于DPI浓度10 μmol/L情况下，活菌数

量并未有较大差异，结合图1B，ROS相对值却有了明

显的降低，所以选取细菌侵袭细胞DPI抑制浓度最大到 

10 μmol/L。图1C为L. monocytogenes在被不同浓度DPI处

理后稀释涂BHI平板后生长状况的直观结果。

2.2 不完全细胞培养基对细菌增殖及活性的影响 

由于在细菌侵袭实验过程中需要细菌与细胞在细胞

培养基中共培养一定时间，而胎牛血清营养成分复杂并

难以分析，所以使用不含胎牛血清的不完全DMEM细胞

培养基作为营养源。不同的细菌在不完全细胞培养基中

生长速率及活性变化是不一样的，并且随着共培养时间

的增长，细菌数量将发生较大的改变，将会改变设定好

的MOI＝100∶1，所以把DPI抑制处理过的细菌洗掉DPI后

接种于DMEM细胞培养基中，37 ℃条件下静置培养，选

取不同时间点进行OD600 nm及MTT活性测试。

由图2A可知，3 种细菌在不完全细胞培养基中培

养1.5 h后检测其OD600 nm和MTT活性，在这5 个浓度阶梯

内，OD600 nm及MTT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是在100 μmol/L 

时有较为明显的降低。图2B为培养4 h后OD600 nm和MTT活

性值，发现在DPI浓度为100 μmol/L时，OD600 nm和MTT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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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生了明显的降低，但其他组分之间差异并不明显。

因此，当细菌与细胞共培养到4 h时，细菌数量及活性

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干扰细菌侵袭细胞数量的统

计，但是1.5 h时细菌能够进入细胞并且数量及活性并未

发生较大变化，所以侵袭时间确定为1.5 h，DPI浓度则选

取0～10 μ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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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完全细胞培养基对细菌增殖及活性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incomplete cell culture medium on bacterial growth and activity

2.3 抗生素质量浓度及Triton X-100作用时间的确定

在细菌与细胞共培养1.5 h后，已经有部分活性较好

的细菌进入细胞，但是在外部还是存有大量的细菌，需

将细胞外部细菌最大程度的灭活并且不影响细胞活性。

设置不同质量浓度的庆大霉素固体培养基，将已经生长

到饱和状态的新鲜菌液涂布于含不同质量浓度的庆大霉

素固体培养基上，基于不完全细胞培养基对庆大霉素作

用有所抵消，故要适当加大庆大霉素的质量浓度。最终

确定庆大霉素质量浓度为700 μg/mL，将新鲜饱和菌液

接种于含有庆大霉素700 μg/mL的培养基中，于37 ℃条

件下作用1 h后稀释涂板，对照组为接种于不含庆大霉素

的培养基，于37 ℃条件下静置过夜培养后统计菌落总数

（图3A）。使用庆大霉素处理1 h后的L. monocytogenes
涂布于BHI平板培养基，已经基本不会生长细菌，证明

在700 μg/mL的庆大霉素处理下，细菌已经基本全部被杀

死，和对照组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在细菌侵袭细胞实

验中选择庆大霉素700 μg/mL杀死胞外细菌。

选取1%的Triton X-100，经过台盼蓝染色证明在0.5 h

内细胞已被破碎掉，胞内菌得到释放。由于Triton X-100

处理细胞的过程时组分较多，会造成一定的时间误差，

为确保在误差范围内不会对胞内细菌的生长造成影响，

故设置不同时间梯度的组分，将新鲜菌液直接暴露于1%

的Triton X-100中，然后分别稀释涂板。如图3B所示， 

L. monocytogenes 43251处理60 min后，数量都没有发生较

大变化，说明L. monocytogenes在被1%的Triton X-100作

用长达1 h后生长状况没有受到影响，保证可以破坏细胞

使细菌完整释放。图3C为使用Triton X-100处理不同时间

后稀释涂平板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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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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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00

110 B

30
Triton X-100 /min

45 60

C1 C2

C3 C4

A 1.  未处理，A 2.  700 μg /mL的庆大霉素处理1 h；B.  
L. monocytogenes 43251使用Triton X-100处理不同时间后的

生长状况；C1～C4分别表示使用1% Triton X-100处理细菌时

间0、30、45、60 min后于BHI固体培养基的菌落生长状况。

图 3 抗生素质量浓度及Triton X-100作用时间的确定

Fig.3 Screening of optimal concentration of antibiotics and optimal 

treatment duration with Triton X-100 

2.4 细菌侵袭细胞

由图 4 A可知，在R O S被抑制到不同程度后， 

L. monocytogenes侵袭细胞的能力也有所改变，随着ROS

的降低，细菌侵袭细胞的数量却随之增加。在DPI浓度为 

10 μmol/L时，侵袭比率增至4 倍。图4B为L. monocytogenes

侵袭细胞后，免疫组化处理后采用共聚焦显微镜拍摄图

片，并使用Li英诺克李斯特菌株作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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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图.不同浓度DPI处理后L. monocytogenes 43251侵袭7721

细胞的数量统计，以未处理组做对照，设其为“100%”；B

图：B1～B3分别表示细菌中添加DPI浓度为0、5、10 μmol/L，
B4.  Li英诺克李斯特菌株作为对照，1.细菌，2.细胞核。

图 4 细菌侵袭细胞实验

Fig.4 Observation of bacterial invasion of epithelial cells

3 讨 论

本研究证实，在L. monocytogenes中存在有类似高

等动植物的NADPH氧化酶，由其介导产生的ROS在其

侵袭上皮细胞时具有一定的作用。在一定浓度范围内，

L. monocytogenes侵袭7721上皮细胞的能力呈现的趋势为

随着细菌携带ROS水平的降低而升高。ROS对致病菌致

病力一般有上调或是下调两种影响，根据细菌的种类不

同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Corcionivoschi等[20]在研究ROS

与空肠弯曲菌（致病力时发现，黏膜免疫过程中释放的

ROS会扰乱磷酸酪氨酸信号，从而下调了该细菌的致病

力）。Bao Gaihong等[21]在研究硫色镰刀菌对马铃薯块

茎造成干腐病的致病性时发现，该细菌的ROS过量生成

以及消除ROS的相关还原性酶活力降低，使马铃薯块茎

的细胞脂质过氧化且细胞膜失去完整性，是其侵袭和致

病的机理之一。在益生菌方面，Lin等[22]的研究发现对

出生后肠道发育未成熟的小鼠使用鼠李糖乳杆菌灌胃可

以明显降低感染性肠炎的发病率，其机理是该种益生菌

可以使肠道上皮细胞局部的ROS产量增加，使与炎症信

号产生相关的酶类被氧化后失活，大大降低炎症发生的

概率。并且较高的ROS水平会对细菌本身的生长造成影

响，但是环境中少量的ROS会激发细菌的防御体系，增

殖减缓并非细菌本身受到杀伤，而可能是细菌的主动行

为，目的是为了减少突变的发生和原发性损伤[23]，较小

范围抑制ROS并不会对细菌的生长造成较大影响。

但是，由NADPH氧化酶介导产生的ROS并不是调控

L. monocytogenes侵袭上皮细胞的唯一因素，已有研究[24-25] 

表明在L. monocytogenes侵染进入各种上皮细胞的过程

中，L. monocytogenes分泌的内化素A和B是起关键作用

的毒力因子，通过与宿主细胞上的受体E-cadherin和Met

分别配位，实现L. monocytogenes与宿主细胞间的相互

识别。并且也有研究[18]证实L. monocytogenes分泌的毒力

因子RecA可以帮助L. monocytogenes抵御胃酸和胆汁的

侵害，并能加速侵染肠道上皮细胞。L. monocytogenes
作为致死率极高的胞内寄生菌，其跨越人体内肠道屏

障的机制是其侵害人体的关键步骤。本实验表明，ROS

对于L. monocytogenes进入上皮细胞是有影响的，从细

菌内部的ROS入手，通过摸索菌的ROS水平及生长特

性，调控ROS水平后进行侵袭实验。在改变ROS水平

后，L. monocytogenes的侵袭能力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但是在细菌中ROS水平可能并不是完全由NADPH氧

化酶所决定的，所以可能是ROS在L. monocytogenes侵
袭上皮细胞的过程中起到了“信号分子”的作用。本研

究是从细菌的ROS水平入手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

7721肝癌上皮肿瘤细胞本身的ROS水平具体的变化并未

具体探明，是否在细胞ROS及细菌ROS之间存在一定的

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说明。但是，总体来说，本研究

在2.1～2.3节结果稳定的条件下，精选细菌后调控了其

ROS水平，在组分之间细胞水平一致的情况下，确实证明 

L. monocytogenes的ROS水平与L. monocytogenes对上皮细胞的

侵袭有关联，随着ROS水平的降低，侵袭能力随之增加。

综上所述，L. monocytogenes中主要由NADPH氧化酶

调控的ROS在被改变的情况下，L. monocytogenes侵袭上

皮细胞的能力也有所改变，可能是作为一种信号分子而

发挥作用。这一观点对研究L. monocytogenes如何在人体

内对身体造成严重的危害提供了新思路，对于食源性致

病菌L. monocytogenes的致病机理也有一定的探索，并且

启发了对于其他食源性致病菌侵害人体的机理的研究，

以便更好地控制食源性致病菌L. monocytogenes对人类健

康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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