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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因子信号通路
在自然杀伤细胞研究中的进展
于淮海ꎬ孙雨飞ꎬ金昌洙ꎬ付

强

[ 摘要] 自然杀伤(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ꎬＮＫ) 细胞在机体抗肿瘤免疫、抗感染免疫和生殖免疫中均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ꎬ对其信号通路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ＮＫ 细胞的生物学行为ꎮ 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因子 (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ꎬＳＴＡＴ) 信号通路在 ＮＫ 细胞的生长发育和功能调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ꎬ是近年来研究较多的通路ꎮ 激活 ＮＫ 细胞内的 ＳＴＡＴ１、ＳＴＡＴ４、ＳＴＡＴ５ 可以促进 ＮＫ 细胞的活性ꎬ有利于

ＮＫ 细胞行使其抗感染、抗肿瘤的作用ꎮ 抑制 ＮＫ 细胞内的 ＳＴＡＴ３、ＳＴＡＴ６ 亦可增强 ＮＫ 细胞的细胞毒性ꎬ但有

些情况下会起到相反的作用ꎮ 作者通过对近几年关于 ＳＴＡＴ 信号通路在 ＮＫ 细胞中研究的调研ꎬ旨在促进 ＮＫ
细胞在转化医学中的研究和应用ꎮ

[ 关键词] 自然杀伤细胞ꎻ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因子信号通路ꎻ肿瘤免疫ꎻ感染免疫ꎻ生殖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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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 ｃｅｌｌ
ＹＵ Ｈｕａｉｈａｉ １ ꎬ ＳＵＮ Ｙｕｆｅｉ １ ꎬ ＪＩＮ Ｃｈａｎｇｚｈｕ １ ꎬ ＦＵ Ｑｉａｎｇ １ꎬ２
(１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Ｙａｎｔａｉ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６４００３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ＵＮＣ Ｌｉｎｅｂｅｒｇｅ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ꎬ ＮＣ ２７５１４ꎬ ＵＳ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 ( ＮＫ) ｃｅｌｌｓ ｐｌａ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ａｎｔｉ￣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ｓ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ｂｅｔ￣
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ＮＫ ｃｅｌｌｓ.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Ｋ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ｗｅ ｒｅ￣
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Ａ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ＮＫ ｃｅｌｌ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Ｋ
ｃｅｌｌ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 ( ＮＫ) ｃｅｌｌꎻ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ꎻ Ｔｕｍｏｒ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ꎻ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ꎻ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自然杀伤(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ꎬ ＮＫ) 细胞是固有免疫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机体抗感染和防止细胞恶
性转化的重要免疫调节细胞ꎮ ＮＫ 细胞不表达特异
性的抗原识别受体ꎬ不需预先活化就能够识别并杀
伤异常细胞ꎬ在机体抗感染、抗肿瘤、正常妊娠和免
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因其毒副作用小ꎬ近
年来已初步应用于临床的相关治疗ꎮ 但目前对 ＮＫ
细胞的生长发育和功能调控还有许多机制尚未阐
明ꎬ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应用ꎮ
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因子(ｓｉｇ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ꎬＳＴＡＴ) 信号通路广泛参与
ＮＫ 细胞的各项生理功能并发挥着重要的调 控 作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８１３７０７３０ꎬ８１５７１５１２) ꎻ山
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ＺＲ２０１５ＪＬ０２７) ꎻ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
中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资助
[ 作者单位] ２６４００３ 山东 烟台ꎬ滨州医学院( 于淮海ꎬ孙雨飞ꎬ金昌
洙ꎬ付 强) ꎻ２７５１４ 美国 教堂山ꎬ北卡罗莱纳大学 Ｌｉｎｅｂｅｒｇｅｒ 肿瘤中
心( 付 强)
[ 通讯作者] 付 强ꎬＥ￣ｍａｉｌ:ｑｉａｎｇｆｕ１１＠ 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

用ꎬ因此对这条通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ＳＴＡＴ
信号通路的上游有酪氨酸激酶相关受体、酪氨酸激
酶ꎮ 细胞因子与相应受体结合引起受体分子的二聚
化ꎬ然后与受体偶联的酪氨酸激酶相互接近并通过
交互的酪氨酸磷酸化作用而活化ꎮ 活化的 ＳＴＡＴ 蛋
白以二聚体的形式进入细胞核内与靶基因结合ꎬ调
控基因的转录 [１] ꎮ ＳＴＡＴ 作为最终的转录激活子ꎬ
负责转录相应的基因或影响其他因子的活性ꎬ进而
影响 ＮＫ 细胞相应的功能活性ꎮ 现就以不同的 ＳＴＡＴ
为序ꎬ探讨 ＳＴＡＴ 信号通路对 ＮＫ 细胞功能的影响ꎮ
１

ＳＴＡＴ１:ＮＫ 细胞的激活因子
ＳＴＡＴ１ 可以促进 ＮＫ 细胞的发育ꎬ增强 ＮＫ 细
胞的抗感染和抗肿瘤能力ꎮ ＳＴＡＴ１ 促进 ＮＫ 细胞的
发育ꎬＣａｒｄｉｆ 是一种胞内受体蛋白ꎬ介导Ⅰ型干扰素
和其他炎症因子的产生ꎬⅠ型干扰素对维持细胞内
ＳＴＡＴ１ 的水平至关重要ꎬ敲除 Ｃａｒｄｉｆ 的 ＮＫ 细胞表
达 ＳＴＡＴ１ 水 平 低ꎬ 其 增 殖 能 力 和 细 胞 毒 性 均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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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２] ꎮ ＳＴＡＴ１ 增强 ＮＫ 细胞的抗感染作用ꎬ其对 ＮＫ
细胞介导的抗病毒作用至关重要ꎬ尤其在干扰素介
导的一系列抗病毒反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ＳＴＡＴ１
基因敲除鼠发育正常ꎬ对其他细胞因子反应正常ꎬ但
对干扰素无应答ꎬ极易受病毒感染死亡 [３] ꎮ ＳＴＡＴ１
增强 ＮＫ 细胞的抗肿瘤作用ꎬ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
与正常人相比较ꎬ其体内 ＮＫ 细胞的 ＳＴＡＴ１ 表达水
平下降 [４] ꎮ 姜黄素类化合物不仅可以通过抑制核
因子￣κＢ 起到抑制肿瘤增殖的作用ꎬ同时也抑制了
ＳＴＡＴ１ 在肿瘤细胞中的抗肿瘤增殖作用和 ＮＫ 细胞
干扰素(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ꎬＩＦＮ) ￣γ 的分泌ꎬ但姜黄素类化合
物与 Ω￣３ 脂肪酸联合使用ꎬ可以减少 ＳＴＡＴ１ 磷酸化
水平降低而致的 ＮＫ 细胞的失活ꎬ增强对肿瘤的杀
伤作用 [５] ꎮ 另有研究发现 ＳＴＡＴ１ 蛋白一个磷酸化
位置 Ｓ７２７ 的点突变可显著增加 ＮＫ 细胞穿孔素和
颗粒酶 Ｂ 的释放ꎬ从而大大提高了 ＮＫ 细胞的抗肿
瘤活性 [６] ꎮ 以上研究表明 ＳＴＡＴ１ 促进 ＮＫ 细胞的
细胞活性ꎬ因而增加 ＳＴＡＴ１ 在 ＮＫ 细胞的表达有利
于发挥 ＮＫ 细胞的细胞毒性作用ꎮ 但关于 ＳＴＡＴ１ 通
路的详细机制还未研究透彻ꎬ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ꎮ
２

ＳＴＡＴ２:Ⅰ型干扰素的信号因子
Ⅰ型干扰素和白细胞介素(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ꎬＩＬ) 可以
通过 ＳＴＡＴ２ 对 ＮＫ 细胞进行免疫调节ꎮ Ⅰ型干扰素
通过激活蛋白酪氨酸激酶( Ｊａｎｕｓ ｋｉｎａｓｅꎬＪＡＫ) １ 和
酪氨酸激 酶 ２ (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２ꎬ ＴＹＫ２ ) 从 而 激 活
ＳＴＡＴ１ 和 ＳＴＡＴ２ꎬ形成相应的二聚体调节 ＮＫ 细胞
的一系列生物效应ꎬ其中包括对 ＳＴＡＴ４ 的调节ꎬ影
响 ＮＫ 细胞释放 ＩＦＮ￣γꎮ ＴＹＫ２ 基因敲除小鼠的 ＮＫ
细胞细胞毒性降低ꎬ对肿瘤的抵抗力下降 [７] ꎮ ＩＦＮ￣
α 可以减少 ＮＫ 细胞 ＩＬ￣２１ 受体 ｍＲＮＡ 表达ꎬ调节
ＮＫ 细胞 ＩＬ￣２１ 受体的表达ꎬ这一过程需要 ＳＴＡＴ２ 的
参与 [８] ꎮ 另外 ＩＬ￣１５ 受体信号通路也可以激活下游
的 ＳＴＡＴ２ 从而影响 ＮＫ 细胞的生物活性 [９] ꎮ Ⅰ 型
干扰素在抗病毒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ꎬ并已应用于
临床治疗某些病毒感染疾病和恶性肿瘤ꎮ 而Ⅰ型干
扰素作用于细胞受体所介导的一系列信号通路离不
开 ＳＴＡＴ２ 的参与 [１０] ꎮ Ｃｌｒ￣ｂ 是 ＮＫ 细胞抑制性受体
ＮＫＲ￣Ｐ１Ｂ 的配体ꎬ在巨细胞病毒感染模型鼠中ꎬ旁
邻细胞在Ⅰ型干扰素的刺激下高表达 Ｃｌｒ￣ｂꎬ保护其
免受 ＮＫ 细胞的杀伤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ＳＴＡＴ２ 对于
Ｃｌｒ￣ｂ 的诱导是必不可少的 [１１] 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Ⅰ
型干扰 素 介 导 的 经 典 的 信 号 通 路 是 通 过 ＳＴＡＴ１ /
ＳＴＡＴ２ / ＩＲＦ９ 三聚体作用的ꎬ 但有 研 究 发 现 ＳＴＡＴ２
可以不依赖 ＳＴＡＴ１ 与干扰素调节因子 ９( ｉｎｔｅｒ ｆｅｒ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９ꎬＩＲＦ９) 形成 ＳＴＡＴ２ / ＩＲＦ９ 二聚体
就可以对病毒感染做出反应 [１２] ꎮ 目前对 ＳＴＡＴ２ 与
ＮＫ 细胞之间联系的研究较少ꎬ除与 ＳＴＡＴ１ 共同介

 １８９

导Ⅰ型干扰素对 ＮＫ 细胞调节之外的其他功能有待
进一步阐明ꎮ
３

ＳＴＡＴ３:ＮＫ 细胞毒性的抑制因子
ＳＴＡＴ３ 抑制 ＮＫ 细胞的活性ꎬ抑制 ＮＫ 细胞对
肿瘤的杀伤ꎬ但有时会起到相反的作用ꎮ 实验表明
敲除 ＳＴＡＴ３ 基因的 ＮＫ 细胞表达更高的颗粒酶 Ｂ、
穿孔素和 ＤＮＡＭ￣１ꎬ提高对肿瘤的免疫监视杀伤作
用 [１３] ꎮ Ｓｃｈｎｕｒｒｉ￣２ 是细胞内一类含锌指样结构调控
细胞生长发育的蛋白ꎬ参与细胞生长发育的信号传
导ꎬＳｃｈｎｕｒｒｉ￣２ 敲除小鼠 ＮＫ 细 胞 的 ＳＴＡＴ３ 表 达 上
升ꎬ其颗粒酶 Ｂ、穿孔素释放减少ꎬ表明 Ｓｃｈｎｕｒｒｉ￣２ 对
ＮＫ 细胞的发育功能有重要影响ꎬ并通过 ＳＴＡＴ３ 信
号通路发挥作用ꎬＳＴＡＴ３ 的激活抑制 ＮＫ 细胞的细
胞毒性 [１４] ꎮ 在肿瘤微环境中ꎬ肿瘤细胞可以分泌多
种细胞因子激活肿瘤微环境内的 ＳＴＡＴ３ 信号通路ꎬ
ＳＴＡＴ３ 在 ＮＫ 细 胞 的 激 活 可 以 抑 制 ＮＫ 细 胞 的 活
性ꎬ表现 在 ＮＫ 细 胞 激 活 性 受 体 ＤＮＡＭ￣１、 ＮＫｐ３０、
ＮＫｐ４４ 和 ＮＫＧ２Ｄ 的表达下调ꎬ以及穿孔素 Ａ 和颗
粒酶 Ｂ 的表达下降ꎬ从而降低了 ＮＫ 细胞对肿瘤的
杀伤作用ꎮ ＳＴＡＴ３ 在肿瘤细胞的激活既可以抑制
ＮＫ 细胞释放趋化因子ꎬ减少招募到肿瘤微环境中
免疫细胞的数量ꎬ又可以减少 ＮＫＧ２Ｄ 配体 ＭＩＣＡ 和
ＵＬＢＰ 的表达ꎬ从而抑制 ＮＫ 细胞的活性ꎬ并且还发
现 ＳＴＡＴ３ 的激活可以导致肿瘤细胞程序性死亡受
体配体￣１(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ｌｉｇａｎｄ １ꎬＰＤ￣Ｌ１) 表
达增高ꎬＰＤ￣Ｌ１ 与 ＮＫ 细胞表达的程序性细胞死亡
蛋白￣１ 结合降低 ＮＫ 细胞的细胞毒性ꎮ 肿瘤细胞和
骨髓来源的抑制性细胞共同释放吲哚胺 ２ꎬ３￣双加
氧酶和转化生长因子￣β 抑制 ＮＫ 细胞的发育、增殖、
活性ꎮ ＮＫ 细胞可以与体内的各种免疫细胞相互作
用ꎬ促进其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ꎬ但是 ＳＴＡＴ３ 的
激活会抑制这一活性 [１５] ꎮ
但也有实验表明ꎬＳＴＡＴ３ 会起到完全相反的作
用ꎬ会促进 ＮＫ 细胞的活性ꎬ促进 ＮＫ 细胞对肿瘤的
杀伤ꎮ 用表达 ＣＤ１３７Ｌ 和 ｍｂＩＬ２１ 的 Ｋ５６２ 细胞从外
周血扩增 ＮＫ 细胞ꎬ发现可以明显促进 ＮＫ 细胞的
增殖和细胞毒性ꎬ但 ＳＴＡＴ３ 抑制剂 ＪＳＩ￣１２４ 可以抑
制这一过程ꎬ使 Ｋ５６２ 细胞的作用失效ꎬ表明 ＳＴＡＴ３
的激活有利于 ＮＫ 细胞的发育和细胞毒性 [１６] ꎮ ＩＬ￣
１０ 和 ＩＬ￣２１ 通过激活 ＳＴＡＴ３ 使 ＮＫ 细胞激活性受体
ＮＫＧ２Ｄ、ＤＡＰ１０、ＤＡＰ１２ 表达上升ꎬＳＴＡＴ３ 抑制剂会
抑制 ＮＫＧ２Ｄ 的表达ꎬＳＴＡＴ３ 基因敲除的 ＮＫ 细胞表
达低水平的 ＮＫＧ２Ｄꎬ这使得 ＮＫ 细胞的杀伤活性降
低 [１７] ꎮ ＩＬ￣２１ 作用于 ＮＫ 细胞会增强 ＮＫ 细胞对肿
瘤的杀伤从而延长肿瘤小鼠模型的生存期ꎬ这一作
用是 ＮＫＧ２Ｄ 依赖的ꎮ 使用 ＮＫＧ２Ｄ 抗体或抑制小
鼠模型内 ＮＫ 细胞的活性后ꎬＩＬ￣２１ 对小鼠的保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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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消失ꎬ小鼠生存期减少 [１８] ꎮ 这些实验表明ꎬＩＬ￣２１
可以通过激活 ＳＴＡＴ３ꎬ增加 ＮＫ 细胞表面 ＮＫＧ２Ｄ 的
表达ꎬ从而增加 ＮＫ 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ꎮ
研究发现ꎬ慢性 ＮＫ 细胞增殖性疾病与 ＳＴＡＴ３ 基因
的突变有关ꎬ突变位于二聚化界面上的 ＳＨ２ 区域ꎬ
介导 ＳＴＡＴ３ 的激活ꎮ ＳＴＡＴ３ 通路不仅可以调节 ＮＫ
细胞 的 细 胞 活 性ꎬ 突 变 还 可 造 成 ＮＫ 细 胞 的 癌
变 [１９] ꎮ ＳＴＡＴ３ 既可抑制又可促进 ＮＫ 细胞的细胞
活性ꎬ但以抑制为主ꎬ因此减少 ＳＴＡＴ３ 在 ＮＫ 细胞中
的表达有利于 ＮＫ 细胞发挥其细胞毒性作用ꎬ但需
根据不同的微环境而定ꎮ 对于某些肿瘤ꎬＳＴＡＴ３ 抑
制剂不仅起不到治疗的作用还会促进肿瘤的生长ꎬ
抑制 ＮＫ 细胞的活性ꎬ其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ꎮ
４

ＳＴＡＴ４:ＮＫ 细胞毒性的促进因子
ＳＴＡＴ４ 的激活可以促进 ＮＫ 细胞释放 ＩＦＮ￣γ 和
穿孔素从而增强 ＮＫ 细胞的细胞毒性ꎬ并在移植免
疫和抗感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ＳＴＡＴ４ 在 ＮＫ 细
胞可经 ＩＬ￣１２ 信号通路活化ꎬＩＬ￣１２ 通过激活 ＪＡＫ２
和 ＴＹＫ２ 从而激活 ＳＴＡＴ４ꎬ活化的 ＳＴＡＴ４ 促进 ＮＫ
细胞的增殖ꎬ增强 ＮＫ 细胞的细胞毒性ꎬ增加 ＩＦＮ￣γ
的释放 [２０] ꎮ ＩＬ￣１２ 还可以通过激活 ＳＴＡＴ４ 促进 ＮＫ
细胞穿孔素的释放ꎬ这与 ＳＴＡＴ４ 促进穿孔素相关蛋
白的转录有关 [２１] ꎮ 在移植免疫中ꎬ使用地塞米松可
有效抑制 ＮＫ 细胞 ＳＴＡＴ４ 的表达ꎬ从而抑制 ＮＫ 细
胞的免疫 活 性ꎬ 这 有 利 于 抑 制 器 官 移 植 的 排 斥 反
应 [２２] ꎮ 接受肝移植的非丙型肝炎患者体内 ＮＫ 细
胞的活 性 降 低ꎬ 表 达 低 水 平 的 ＮＫｐ４６ 和 ＮＫｐ３０ꎬ
ＩＦＮ￣γ 释放减少ꎬ细胞毒性降低ꎮ 与健康人和丙型
肝炎肝移植患者对比ꎬ接受肝移植的非丙型肝炎患
者体内 ＮＫ 细胞的 ＳＴＡＴ４ 的水平明显降低ꎬ这表明
ＳＴＡＴ４ 和 ＮＫ 细胞介导的免疫耐受有关 [２３] ꎮ 研究
发现ꎬＳＴＡＴ４ 还可通过诱导 Ｔ￣ｂｅｔ 和 ＩＬ￣１０ 产生记忆
性 ＮＫ 细胞ꎬ进一步增强 ＮＫ 细胞的抗感染能力 [２４] ꎮ
分泌 ＩＦＮ￣γ 和穿孔素是 ＮＫ 细胞行使免疫功能的重
要体现ꎬ因而增加 ＳＴＡＴ４ 在 ＮＫ 细胞中的表达有利
于 ＮＫ 细胞发挥其细胞毒性作用ꎬ抑制 ＳＴＡＴ４ 信号
通路则有利于减少来自 ＮＫ 细胞的免疫排斥反应ꎮ

５

ＳＴＡＴ５:ＮＫ 细胞发育的必须因子
ＳＴＡＴ５ 促进 ＮＫ 细胞的生长发育并增强 ＮＫ 细
胞毒性和抗肿瘤能力ꎮ ＳＴＡＴ５ 对 ＮＫ 细胞的发育起
重要的作用ꎬＳＴＡＴ５ 的缺失可导致 ＮＫ 细胞数量的
减少ꎬ ＳＴＡＴ５ 对 小 鼠 的 生 存 是 必 不 可 少 的ꎬ 失 去
ＳＴＡＴ５ 的 ＮＫ 细胞不能存活 [２５] ꎮ Ｓｃｈｎｕｒｒｉ￣２ 基因敲
除小鼠 ＮＫ 细胞的 ＳＴＡＴ５ 表达下调ꎬ其颗粒酶、穿孔
素释放减少 [１５] ꎮ ＩＬ￣１５ 可以增强 ＮＫ 细胞的抗肿瘤
作用ꎬ由 Ｃｉｓｈ 编码的 ＣＩＳ 蛋白是 ＩＬ￣１５ 信号通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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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调节因子ꎬ敲除 Ｃｉｓｈ 基因ꎬＮＫ 细胞对 ＩＬ￣１５ 的
敏感性增高ꎬ促进 ＮＫ 细胞的增殖和 ＩＦＮ￣γ 的分泌ꎬ
增 强 其 对 肿 瘤 的 杀 伤 作 用ꎬ 而 这 一 过 程 离 不 开
ＳＴＡＴ５ 的参与 [２６] ꎮ Ｖ ２ Ｏ ５ 可以通过抑制 ＳＴＡＴ５ 的磷
酸化ꎬ致使 ＮＫ 细胞的增殖能力和 ＩＦＮ￣γ 释放水平
下降ꎬ促使肿瘤在机体内的发生 [２７] ꎮ ＳＴＡＴ５ 被抑制
了的 ＮＫ 细胞可被 Ｂｃｌ￣２ 过表达所营救ꎬ并且通过增
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Ａ 的水平促进肿瘤的形成ꎬ抑
制 ＮＫ 细胞的 ＳＴＡＴ５ 水平可以增加肿瘤的血管生
成ꎬ促进肿瘤生长 [２８] ꎮ ＳＴＡＴ５ 增强 ＮＫ 细胞的细胞
毒性ꎬ是 ＮＫ 细胞生长发育所必需的ꎬ抑制 ＮＫ 细胞
内 ＳＴＡＴ５ 的表达会促进肿瘤的生长ꎬ因而增加 ＮＫ
细胞内 ＳＴＡＴ５ 的水平有利于 ＮＫ 细胞行使其正常的
免疫功能ꎮ
６

ＳＴＡＴ６:ＮＫ 细胞活性的调节因子
ＳＴＡＴ６ 既可增强 ＮＫ 细胞的细胞活性又可抑制
ＮＫ 细胞 的 细 胞 活 性ꎮ ＳＴＡＴ６ 促 进 ＮＫ 细 胞 释 放
ＩＦＮ￣γꎬ增强 ＮＫ 细胞的细胞活性ꎮ ＩＬ￣４ 和 ＩＬ￣１３ 通
过调节 ＪＡＫ３ 和 ＳＴＡＴ６ 的磷酸化水平来调节 ＮＫ 细
胞的生物活性ꎬＩＬ￣４ 促进 ＮＫ 细胞释放 ＩＦＮ￣γꎬ这一
过程是 ＳＴＡＴ６ 依赖的ꎬＩＬ￣４ 不能刺激 ＳＴＡＴ６ 敲除小
鼠 ＮＫ 细胞释放 ＩＦＮ￣γꎮ ＩＬ￣４ 可以协同 ＩＬ￣２ 和 ＩＬ￣１２
共同刺激 ＮＫ 细胞释放 ＩＦＮ￣γꎬ不同的是 ＩＬ￣４ 协同
ＩＬ￣２ 刺激 ＮＫ 细胞释放 ＩＦＮ￣γ 是 ＳＴＡＴ６ 依赖的ꎬ协
同 ＩＬ￣１２ 是非 ＳＴＡＴ６ 依赖的 [２９] ꎮ ＳＴＡＴ６ 亦可抑制
ＮＫ 细胞的 细 胞 活 性ꎬ 降 低 其 对 病 毒 的 杀 伤 作 用ꎮ
在 ＳＴＡＴ６ 基因敲除小鼠体内ꎬＮＫ 细胞细胞毒性增
强ꎬ增强其对病毒感染细胞的杀伤作用 [３０] ꎮ 此外ꎬ
ＳＴＡＴ６ 对维持母胎界面免疫平衡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ꎬ研究发现 ＩＬ￣４ 在固有免疫细胞( 包含 ＮＫ 细胞)
中通过 ＳＴＡＴ６ 信号通路可诱导 Ｔｉｍ￣３ 表达ꎬ在妊娠
期间ꎬＴｉｍ￣３ 作为一个调节分子ꎬ调控固有免疫和适
应性免疫ꎬ从而调控 Ｔｈ１ 和 Ｔｈ２ 之间的平衡ꎬ影响母
胎界面的免疫平衡 [３１] ꎮ ＣＫＪＯＴ 是韩国传统方法治
疗女性不 孕 不 育 中 使 用 的 一 种 中 草 药ꎬ 研 究 发 现
ＣＫＪＯＴ 可以让 Ｔｈ１ 相关转录因子 Ｔ￣ｂｅｔ 明显下调ꎬ
而 Ｔｈ２ 相关转录因子 ＧＡＴＡ３ 及 ＳＴＡＴ６ 明显上调ꎬ
这表明韩国传统中药 ＣＫＪＯＴ 对维持母胎界面免疫
平衡有一定的作用ꎬＳＴＡＴ６ 参与母胎界面免疫平衡
的调节 [３２] ꎮ 对于 ＳＴＡＴ６ 在 ＮＫ 细胞中的作用研究
较少ꎬＳＴＡＴ６ 在 ＮＫ 细胞中的调控以及对蜕膜 ＮＫ
细胞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ꎮ

７

结论
近年研究发现激活 ＮＫ 细胞内的 ＳＴＡＴ１、ＳＴＡＴ４、
ＳＴＡＴ５ 可以促进 ＮＫ 细胞的细胞活性ꎬ增强 ＮＫ 细胞
的细胞毒性ꎬ有利于 ＮＫ 细胞行使其抗感染、抗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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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ꎮ 抑制 ＮＫ 细胞内的 ＳＴＡＴ３、ＳＴＡＴ６ 亦可增
强 ＮＫ 细胞的细胞毒性ꎬ但有些情况下会起到相反
的作用ꎬ提示 ＳＴＡＴ３、ＳＴＡＴ６ 可能在自身免疫耐受有
重要的作用ꎮ 因而在利用 ＳＴＡＴ 通路调节 ＮＫ 细胞
的生 物 学 功 能 时ꎬ 要 根 据 实 际 情 况ꎬ 兼 顾 ＳＴＡＴ１ /
ＳＴＡＴ４、ＳＴＡＴ１ / ＳＴＡＴ３ 及 ＳＴＡＴ４ / ＳＴＡＴ６ 等信号通路
的平衡来增强或抑制 某 一 类 ＳＴＡＴ 蛋 白 以 发 挥 出
ＮＫ 细胞的最佳功能状态ꎮ 另外ꎬ细胞因子作用于
ＮＫ 细胞不仅仅激活 ＳＴＡＴ 信号通路ꎬ往往可能与多
条其他信号通路共同作用ꎬ信号通路之间的相互作
用值得进一步探讨ꎮ 鉴于 ＳＴＡＴ 信号通路在 ＮＫ 细
胞生物活性中的重要性ꎬ在进一步阐明相关机制的
基础上ꎬ精确抑制或促进这条通路的某些靶点ꎬ亦或
是将来在转化医学实践中治疗某些肿瘤、感染以及
生殖相关疾病的有效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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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ｗｉｔｈ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０

(２) :３０２０￣３０２６.
[６] Ｐｕｔｚ ＥＭꎬＧｏｔｔｈａｒｄｔ ＤꎬＨｏｅｒｍａｎｎ Ｇꎬｅｔ ａｌ.ＣＤＫ８￣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ＳＴＡＴ１￣Ｓ７２７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ｓ ＮＫ ｃｅｌｌ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 Ｊ] . Ｃｅｌｌ Ｒｅｐꎬ ２０１３ꎬ ４ ( ３) : ４３７￣

４４４.
[７] Ｚｈａｎｇ ＱꎬＳｔｕｒｇｉｌｌ ＪＬꎬＫｍｉｅｃｉａｋ Ｍ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ｙｋ２
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Ｊ] .Ｊ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 Ｃｙｔｏ￣

ｋｉｎｅ Ｒｅｓꎬ２０１１ꎬ３１(９) :６７１￣６７７.
[８] Ｓｔｒｅｎｇｅｌｌ ＭꎬＪｕｌｋｕｎｅｎ ＩꎬＭａｔｉｋａｉｎｅｎ Ｓ.ＩＦＮ￣ａｌｐｈ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ＩＬ￣２１ ａｎｄ ＩＬ￣２１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ＮＫ ａｎｄ Ｔ ｃｅｌｌｓ

[ Ｊ] .Ｊ Ｌｅｕｋｏｃ Ｂｉｏｌꎬ２００４ꎬ７６(２) :４１６￣４２２.
[９] Ｍａｒｒａ Ｐꎬ Ｍａｔｈｅｗ Ｓꎬ Ｇｒｉｇｏｒｉａｄｉｓ Ａꎬ ｅｔ ａｌ. ＩＬ１５ＲＡ ｄｒｉｖｅｓ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

ｍｕ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ｔｒｉｐｌ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ｓ[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１４ꎬ７４(１７) :４９０８￣４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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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Ｈｕａｎｇ ＭꎬＪｉａｎｇ ＪＤꎬＰｅｎｇ Ｚ.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

ＨＣＶ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 [ Ｊ] . Ａｃｔａ Ｐｈａｒｍ Ｓｉｎ Ｂꎬ

２０１４ꎬ４(４) :２４１￣２４７.

[１１] Ｋｉｒｋｈａｍ ＣＬꎬＡｇｕｉｌａｒ ＯＡꎬＹｕ Ｔꎬ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ｒ￣ｂ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ｏｕｓｅ ｃｙｔｏｍｅｇａｌｏ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ｂｙｓｔａｎｄ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ｖｉａ ＮＫＲ￣
Ｐ１Ｂ￣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 Ｊ ] . Ｊ Ｉｎｎ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ꎬ ２０１７ꎬ ９
(４) :３４３￣３５８.

[１２] Ｂｌａｓｚｃｚｙｋ Ｋꎬ Ｎｏｗｉｃｋａ Ｈꎬ Ｋｏｓｔｙｒｋｏ Ｋ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ＴＡＴ２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Ｆ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 Ｊ] .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ｖꎬ２０１６ꎬ２９:７１￣８１.

[１３] Ｇｏｔｔｈａｒｄｔ ＤꎬＰｕｔｚ ＥＭꎬ Ｓｔｒａｋａ Ｅ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ｓｓ ｏｆ ＳＴＡＴ３ ｉｎ
ｍｕｒｉｎｅ ＮＫ ｃｅｌｌ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ＮＫ ｃｅｌ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ｒ￣
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Ｊ] .Ｂｌｏｏｄꎬ２０１４ꎬ１２４(１５) :２３７０￣２３７９.

[１４]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Ｊꎬ Ｉｗａｍｕｒａ Ｃꎬ Ｍｉｔｓｕｍｏｒｉ Ｋꎬ ｅｔ ａｌ. Ｍｕｒｉｎｅ
Ｓｃｈｎｕｒｒｉ￣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 ｃｅ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ｙｍ￣

ｐｈｏｍ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 Ｌｅｕｋ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ꎬ２０１２ꎬ５３ ( ３) :

４７９￣４８６.

[１５] Ｃａｃａｌａｎｏ Ｎ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 ｃｅ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ＴＡＴ３[ Ｊ] .Ｆｒｏｎｔ 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７:１２８.

[１６] Ｗａｎｇ ＸꎬＬｅｅ ＤＡꎬＷａｎｇ Ｙꎬｅｔ ａ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ｂｏｕｎｄ ｉｎｔｅｒ￣
ｌｅｕｋｉｎ￣２１ ａｎｄ ＣＤ１３７ ｌｉｇ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

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ＡＴ￣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Ｊ] .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１３ꎬ

１７２(１) :１０４￣１１２.

[１７] Ｚｈｕ ＳꎬＰｈａｔａｒｐｅｋａｒ ＰＶꎬＤｅｎｍａｎ ＣＪꎬｅｔ ａｌ.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ＮＫＧ２Ｄ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ＴＡＴ３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Ｂｌｏｏｄꎬ

２０１４ꎬ１２４(３) :４０３￣４１１.

[１８] Ｔａｋａｋｉ Ｒꎬ Ｈａｙａｋａｗａ Ｙꎬ Ｎｅｌｓｏｎ Ａꎬ ｅｔ ａｌ. ＩＬ￣２１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ｕｍｏｒ 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ＮＫＧ２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 Ｊ] .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０５ꎬ１７５(４) :２１６７￣２１７３.

[１９] Ｋａｒｕｂｅ Ｋꎬ Ｔｓｕｚｕｋｉ Ｓꎬ Ｙｏｓｈｉｄａ Ｎ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ＮＫ ｃｅｌ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ｖｏｒｉｎｏ ｓｔａｔａ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ｒｕｇ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ｅｔｔꎬ

２０１３ꎬ３３３(１) :４７￣５５.

[２０] Ｂａｃｏｎ ＣＭꎬＰｅｔｒｉｃｏｉｎ ＥＦ ３ｒｄꎬＯｒｔａｌｄｏ ＪＲꎬ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１２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４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 [ Ｊ ]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ꎬ１９９５ꎬ９２(１６) :７３０７￣７３１１.

[２１]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Ｋꎬ Ｓｈｉｂａｔａ Ｆꎬ Ｍｉｙａｓａｋａ Ｎ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ｐｅｒｆｏｒｉｎ ｇｅｎｅ ｉｓ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ＳＴＡＴ４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ｙ ＩＬ￣

１２ ｉｎ ＮＫ ｃｅｌｌｓ[ 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ꎬ２００２ꎬ

２９７(５) :１２４５￣１２５２.

[２２] Ｍｉｃｈｅｌｏ ＣＭꎬ Ｆａｓｓｅ Ｅꎬ ｖａｎ Ｃｒａｎｅｎｂｒｏｅｋ Ｂꎬ ｅｔ ａｌ. Ａｄｄ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 ａｎｄ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 ｃｅｌ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 Ｊ] . Ｔｒａｎｓｐｌ Ｉｍｍｕｎｏｌꎬ

２０１６ꎬ３７:１￣９.

[２３] Ｊａｍｉｌ ＫＭꎬ Ｈｙｄｅｓ ＴＪꎬ Ｃｈｅｅｎｔ ＫＳ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Ｔ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ｌｅｒ ｃｅｌｌ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Ｊ] .Ｇｕｔꎬ２０１７ꎬ６６(２) :３５２￣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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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Ｓｕｎ ＪＣꎬＭａｄｅｒａ ＳꎬＢｅｚｍａｎ ＮＡꎬ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
ｔｏｋｉｎ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ｋｉｌ￣
ｌｅｒ ｃｅｌ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Ｊ] .Ｊ Ｅｘｐ Ｍｅｄꎬ２０１２ꎬ２０９(５) :９４７￣９５４.

[２５] Ｌｉｎ ＪＸꎬ Ｌｉ Ｐꎬ Ｌｉｕ Ｄꎬ ｅｔ 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ＴＡＴ５ ｔｒａ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７ Ｎｏ.３ꎬ Ｊｕｎ ２０１８

[２９] Ｂｒｅａｍ ＪＨꎬ Ｃｕｒｉｅｌ ＲＥꎬ Ｙｕ ＣＲꎬ ｅｔ ａｌ. ＩＬ￣４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ｂｏｔｈ ＩＬ￣２ ａｎｄ ＩＬ￣１２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ＦＮ￣ｇａｍｍａ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ｕｒｉｎｅ ＮＫ ｃｅｌｌｓ [ Ｊ] . Ｂｌｏｏｄ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０２ ( １) :

２０７￣２１４.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ｅｔｒａ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ｎｄ

[３０] Ｍａｈａｌｉｎｇａｍ ＳꎬＫａｒｕｐｉａｈ ＧꎬＴａｋｅｄａ Ｋꎬｅｔ 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

[２６] Ｄｅｌｃｏｎｔｅ ＲＢꎬＫｏｌｅｓｎｉｋ ＴＢꎬＤａｇｌｅｙ ＬＦꎬｅｔ ａｌ. ＣＩＳ ｉｓ ａ ｐｏ￣

ｔｒｏｍｅｌｉａ ｖｉｒｕｓ [ Ｊ ]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ꎬ ２００１ꎬ ９８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Ｉｍｍｕｎｉｔｙꎬ２０１２ꎬ３６(４):５８６￣５９９.

ｔｅｎｔ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ＮＫ ｃｅｌｌ￣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ｔｕｍｏｒ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Ｊ] .
Ｎａｔ 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１７(７) :８１６￣８２４.

[２７] Ｇａｌｌａｒｄｏ￣Ｖｅｒａ ＦꎬＤｉａｚ ＤꎬＴａｐｉａ￣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Ｍꎬｅｔ ａｌ. Ｖａｎａ￣

ｄｉｕｍ ｐｅｎｔｏｘｉｄ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ＮＫ￣９２ＭＩ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ＦＮγ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ＪＡＫ３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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