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綠膿桿菌外毒素 A 對大鼠巨噬細胞之致害及其作用機制：I. 形態學、

存活率以及核酸、蛋白質及細胞素產生能力
The toxicity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exotoxin A to rat macrophages: I. Morphology, viability, and DNA,
RNA, protein, and cytokin synthesis

計畫編號：NSC 89-2313-B-002-059
執行期限：88 年 8 月 1 日至 89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龐飛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學系

摘要
為探討綠膿桿菌外毒素 A (ETA)的免疫毒
性，將大鼠腹腔巨噬細胞(RPM)，在活體外的
條件下，與 0, 1, 10, 50, and 100 ng/ml ETA 共
同培養 3-60 小時，評估其細胞存活率、核酸
及蛋白質合成能力、形態學及細胞素產生能力
的變化情形。以 trypan blue 色素排除法進行細
胞存活率的檢測，發現隨著 ETA 濃度的上升
及培養時間的延長，RPM 的存活率隨之而下
降。就整体的 MTT 代謝率和 DNA、RNA 及
蛋白質合成能力而言，亦有類似的和劑量及培
養時間呈正相關下降的趨勢，雖然在以 1-50
ng/ml ETA 處理 24-36 小時會出現短暫但顯著
的 RNA 和/或蛋白質合成的上升情形。然而將
數據依實際存活細胞數予以調整成單一存活
細胞的表現時，MTT 代謝率幾乎均呈現上升
的情形。同樣的，DNA 合成除了在 1 和 10
ng/ml 組及 RNA 和蛋白質合成在 1 ng/ml 組
外，其餘各組均呈上升的情形，其中尤以 50
ng/ml 組最為明顯。形態學上，在 50 和 100
ng/ml 分別處理 15 或 6 小時後，絕大多數的
細胞均呈壞死或偶發的細胞凋亡。反之，當以
10 ng/ml 處理 24-48 小時後，40%的細胞呈現
死亡，但殘留的細胞則因在其細胞質內出現許
多大小不同的顆粒而膨大。經穿透式電顯的連
續觀察，發現這些顆粒實際上是來自於間斷性
的粗糙型內質網的膨大，其內蓄積了一些電子
密度高的內容物。這些膨大的小滴和空泡狀結
構最後會融合並由細胞表面排出。以
Hemacolor、Alcian blue、periodic acid Schiff、
toluidine blue 及 oil red 進行染色，結果這些顆
粒僅對 Hemacolor、Alcian blue 及 periodic acid
Schiff 呈陽性反應，顯示其內容物可能是醣蛋
白。進一步針對巨噬細胞所產生的主要細胞素
interleukin-1 α (IL-1α), interleukin-1 β (IL-1β),
interleukin-6 (IL-6)及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以間接免疫螢光染色及免疫金標示
進行檢測，發現這些顆粒對 IL-1α呈強陽性反
應。反之，僅有極少數的細胞在其顆粒周圍呈
弱的 IL-1β或 IL-6 陽性反應。此外，也未偵測
到任何 TNF-α陽性細胞。因此，ETA 不僅會
造成 RPM 的死亡，亦會對 RPM 的形態及功

影響，其中包括了未曾被報導過的細胞質內
IL-1α的大量產生及堆積。此結果再度的強調
在 P. aeruginosa 感染過程中所產生的 ETA，
足以因造成巨噬細胞功能的障礙而干擾宿主
免疫系統的正常運作。

關鍵詞：綠膿桿菌、外毒素 A、毒害、腹腔巨
噬細胞、大鼠

Abstract
To study the immunotoxic potential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exotoxin A (ETA),
changes in the viability, large molecule synthesis,
morphology, and cytokine production of rat
peritoneal macrophages (RPM) were evaluated in
vitro following incubation with ETA at
concentrations of 0, 1, 10, 50, and 100 ng/ml for
3 to 60 hours. A dose and time-dependent
decrease in the viability was revealed in the
ETA-treated RPM as measured by trypan blue
dye exclusion. When compared at the total level,
a similar trend of dose and time-dependent
decrease was also seen in the MTT metabolism
rate and DNA, RNA, and protein synthesis,
although a transient but significant elevation in
the RNA and/or protein synthesis appeared at 24-
36 hours post-incubation (HPI) with 1-50 ng/ml
ETA. However, when compared at the level of
per viable cell the MTT reduction rate became
enhanced with dose at most of the selected time
periods. Except for the DNA synthesis in 1 and
10 ng/ml ETA-treated groups and the RNA and
protein synthesis in 1 ng/ml ETA-treated group,
there was an apparent enhancement in the DNA,
RNA, and protein synthesis on the basis of per
viable cell, particularly at the dose of 50 ng/ml.
Morphologically, necrosis and occasional
apoptosis occurred in the majority of ETA-
treated RPM at 50 or 100 ng/ml after 15 or 6
HPI, respectively. When incubated with 10 ng/ml
of ETA for 24-48 hours, 40% of the RPM were
dead but the remaining survival cells became
swollen due to formation of variably sized
intracytoplasmic granules. Sequential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ic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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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生不良的
revealed that these granules were actually
vesicles and vacuoles formed from segmentally
dilated rough endoplasmic reticula with
accumulation of an electron dense content. These
vesicles and vacuoles were eventually fused with
their contents expelled out from the cells.
Cytochemical staining with Hemacolor, Alcian
blue, periodic acid Schiff, toluidine blue, and oil
red suggested that the content might be a
glycoprotein. Further assay for interleukin-1 α
(IL-1α), interleukin-1 β (IL-1β), interleukin-6
(IL-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by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nd
immunogold labelling revealed that the granules
were strongly positive for IL-1α. On the
contrary, only a few cells showed weak IL-1β or
IL-6 positive signals around some of the granules
and there were no TNF-α positive cells. Thus,
ETA could cause not only death of RPM but also
adverse alterations in their morphology and
function, which included a novel drastic
overproduction and intracytoplasmic
accumulation of IL-1α. The results reinforce that
ETA produced by P. aeruginosa during infection
could interfere with the host immune system due
to macrophage dysfunction.

Keywords: Pseudomonas aeruginosa、exotoxin
A、toxicity、peritoneal macrophage、rat

計畫緣由與目的
綠膿桿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為常見的
機緣性病原，在環境中分佈極為廣泛。它不僅
會感染人和動物造成疾病，尤其是在患有代謝
性、免疫性、惡質性疾病或燒傷時感受性更
高，也會對人和動物的免疫力造成干擾。該菌
的作用機制十分複雜，目前已有多種成份被證
實具有致病或影響免疫力的作用。外毒素 A
(Exotoxin A, ETA)為綠膿桿菌產生最多的有
毒物質，其對小鼠腹腔注射之百分之五十致死
劑量為 0.2 µg，對宿主細胞之主要致害是抑制
其蛋白質之合成。在免疫學方面，Holt 和
Misfeldt (1984)發現 10-6-10-2 ng低劑量 ETA可
抑制正常小鼠對 dinitrophenylated keyhole
limpet hemocyanin (DNP-KLH)所誘發之 T-
dependent 免疫反應及對 trinitrophenylated-
Ficoll (TNP-Ficoll)所誘發之 T-independent 免
疫反應，但 10-100 ng 高劑量 ETA 卻增強上述
兩種免疫反應；若用 anti-Thy1.2 抗血清去除
T 細胞，則上述低劑量 ETA 抑制免疫反應現
象會消失；在無正常功能 T 細胞的裸鼠，低
劑量 ETA 反而增加其免疫反應，且前述高劑
量 ETA 增強免疫反應的現象更趨明顯，因而
推論 ETA 是藉由 T 細胞來抑制宿主免疫反
應。另一方面 50-250 ng ETA 會抑制人的 B 細

泌 TNF 和 lymphotoxin，而降低其免疫反應
(Staugas et al., 1992)。此外，50-100 ng ETA 可
明顯地抑制小鼠多型核白血球(PMN)吞噬綠
膿桿菌的能力，且造成 PMN 數量明顯的減少
(Miyazaki et al., 1995)。ETA 有品系感受性的
差異，如 DBA/2J 小鼠較 C57BL/6J 小鼠有耐
受性，而此差異可能是由於 DBA/2J 小鼠能產
生較大量的抗體所致(Preston et al., 1991)。巨
噬細胞是宿主對入侵病原防禦的第一道防
線，且又是免疫系統中的重要成員，然而有關
ETA 對巨噬細胞所可能造成影響的資料卻極
為有限。Pollack 及 Anderson (1978)發現 30-120
ng/ml ETA 對人類巨噬細胞具有毒殺作用，並
會抑制其 DNA 的合成和吞菌力。在 500-1000
ng/ml 高劑量下，ETA 會抑制小鼠腹腔巨噬細
胞蛋白質的合成(Weber et al., 1982)。Misfeldt
等(1990)發現，50 ng/ml 的低劑量 ETA 可以刺
激 小 鼠 腹 腔 巨 噬 細 胞 分 泌 細 胞 間 素 -
1(interleukin-1, IL-1)；相反地，100 ng/ml ETA
會抑制人類貼附性血液單核球之 IL-1 及 TNF
產量(Staugas et al., 1992)。為了對 ETA 所導致
的免疫干擾作用有更完整的認識，而擬以大鼠
腹腔巨噬細胞(RPM)作為測試對象，針對 ETA
的可能致害及其作用機制進行探討。本計畫著
重於 ETA 對 RPM 細胞存活率、細胞形態、
DNA、RNA 及蛋白質合成能力以及 IL-1、
IL-6、TNF-α產生能力的檢測。

結果與討論
在活體外的條件下，將未經任何刺激物刺激下
所收集的 RPM 加入培養皿中培養，待形成
monolayer 後，再與 0, 1, 10, 50, and 100 ng/ml
不等劑量的 ETA 共同培養 3-60 小時，評估其
細胞存活率、MTT 代謝率、DNA、RNA 及蛋
白質合成能力、形態學及細胞素產生能力的變
化情形。
(1) 細胞存活率、MTT 代謝率及 DNA、RNA
及蛋白質合成能力
以 trypan blue 色素排除法進行細胞存活率的
檢測，發現隨著 ETA 濃度的上升及培養時間
的延長，RPM 的存活率隨之而下降。雖然在
以 1-50 ng/ml ETA處理 24-36 小時會出現短暫
但顯著的RNA和/或蛋白質合成的上升情形，
但就整体的 MTT 代謝率和 DNA、RNA 及蛋
白質合成能力而言，亦有類似的和 ETA 劑量
及培養時間呈正相關下降的趨勢。然而將數據
依實際存活細胞數予以調整成單一存活細胞
的表現時，MTT 代謝率幾乎均呈現上升的情
形。同樣的，DNA 合成除了在 1 和 10 ng/ml
組及 RNA 和蛋白質合成在 1 ng/ml 組外，其餘
各組均呈上升的情形，其中尤以 50 ng/ml 組最
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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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產生免疫球蛋白(Vidal et al., 1993)，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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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學顯微鏡及組織化學染色觀察
在與高劑量 ETA 100 ng/ml 作用 6-12 小

時或 50 ng/ml 作用 15-18 小時後，會造成絕大
部分貼附在培養皿上之 RPM monolayer 死亡
而喪失貼附性脫離培養皿，而殘存的細胞則出
現偽足收縮消失及細胞圓形化的現象。反之，
在低劑量 1 ng/ml 下，ETA 對 RPM monolayer
則無任何影響。然而在稍高劑量 10 ng/ml 下，
於培養的初期， ETA 雖亦會造成 RPM
monolayer 出現脫離培養皿的現象，但此脫離
現象對大部分細胞而言僅為暫時性，其貼附性
在攻毒 24 小時後即可恢復，而使貼附的細胞
數量又明顯增加。此外，將 RPM 培養在圓形
蓋玻片上後進行 Hemocolor 染色，發現在上述
高劑量下，這些細胞出現核濃染、細胞變小及
壞死碎片等現象。在與 10 ng/ml ETA 共同培
養 24-36 小時後，RPM 細胞質內開始出現嗜
酸性、大小不一的泡狀或球形結構，而其數量
及大小隨培養時間的延長而逐漸增加，尤其在
與 ETA 共同培養 36 小時後最為顯著，並造成
細胞的腫大。為進一步瞭解這些泡狀或球狀結
構之內容物何種物質，而進行蛋白質、脂質、
醣類等組織化學染色，結果細胞質內顆粒除對
一般血液抹片染色 Hemocolor stain 呈陽性反
應外，對醣類染色 Alcian blue 亦呈陽性，但
對 OsO4、oil red 及 Sudan III 等脂肪染色則皆
為陰性，因此初步推斷這些分泌顆粒的主要成
份可能為醣蛋白，而非脂肪。另一方面，由於
腹腔沖洗液含有大量肥胖細胞(mast cell)，為
了與肥胖細胞區分而用 Toluidin blue 染色，結
果僅肥胖細胞呈陽性而 RPM 無法被染上，因
此証明巨噬細胞內顆粒並非吞噬肥胖細胞顆
粒而來。此外，亦同時發現 ETA 僅對 RPM 有
影響，對其他腹腔內細胞，如肥胖細胞、淋巴
球、嗜酸性球皆沒有形態學上的影響。
(3) 穿透式及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
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下觀察，如前述光學顯微鏡
及組織化學染色的觀察結果，與 50-100 ng/ml
高劑量 ETA 共同培養，RPM 出現偽足收縮甚
至完全消失的現象，同時細胞質內胞器結構被
破壞，細胞核濃染，正異染色體界限不明而呈
均質化。反之，在 1-10 ng/ml 低劑量下，則
RPM 依攻毒劑量及作用時間而有不同的變
化。在攻毒前或經 1 ng/ml 或 10 ng/ml 攻毒後
3 小時內，RPM 在形態學上一致，偽足細長
且呈放射狀伸於細胞外。細胞質內胞器正常，
有少量粗糙型內質網(RER)及少許溶小體，但
沒有任何大型分泌泡或吞噬體，細胞核正異染
色體界限明顯，且核膜與細胞質結合緊密。在
與 10 ng/ml ETA 共同培養 6 小時後，細胞

出現偽足收縮的現象；攻毒 9 小時後，除偽足
收縮更明顯外，收縮之偽足彼此重疊呈多層
狀，而細胞質內有部份 RER 擴大呈亞鈴狀，
細胞核染色性變差，且核膜旁 gap junction 變
寬；到 12-15 小時，RER 持續擴大；至 18 小
時，RER 已全面擴大且部分開始融合，形成
每個細胞內約有 30-70 顆泡狀結構；到 24 小
時，這些小型泡狀物逐漸融合成 5-20 顆中型
泡狀結構，而泡內容物雖呈均質樣但其電子密
度低，此時偽足雖仍呈收縮狀，但已不再彼此
重疊且有些微向外伸展，而細胞核的染色性亦
已恢復。至 36 小時，大部份細胞之泡狀結構
內容物似已泌出，造成細胞質的空泡化；有些
細胞內的泡狀物則融合成數顆大型球狀結
構，並由細胞膜向外排出；另有少部份細胞，
其泡狀結構則融合成一串葡萄狀，且其內容物
的 ED 有增強的趨勢。到 48 小時以後，雖然
某些細胞內仍有大小不一、已釋出或尚未釋出
內容物的泡或球狀結構，但絕大多數細胞的偽
足均已恢復為放射狀。至於與 1 ng/ml ETA 共
同培養不等時間後，絕大多數的 RPM 在形態
上與對照組無異，僅少數細胞有輕微的細胞質
空泡化現象。由低劑量 ETA 能造成上述 RPM
形態學上系列變化，這些變化與一般分泌細胞
的蛋白質分泌調控過程中所發生的細胞形態
改變非常類似，因此推論 ETA 誘發 RPM 所產
生的噬酸性泡狀或球狀結構，是來自細胞本身
所分泌而非吞噬外來物所致。當以掃描式電子
顯微鏡(SEM)進行觀察，可發現類似的細胞變
化。對照組細胞呈卵圓形、狹長、紡綞形或多
角形，同時表面有許多大小不一的偽足。當
RPM 與 10 ng/ml ETA 作用 6-9 小時，RPM 因
偽足的消失而變的圓而小。至 24-36 小時，由
於偽足的重現及細胞的重貼於玻片，在形態上
與對照組細胞無區別。然而在高倍下，於細胞
表面可見許多 200-500 nm 大小的圓形顆粒，
或突出於表面或由細胞表面排出。在 50 或 100
ng/ml ETA 處理組，RPM 變得較圓，而細胞表
面僅有少許短而細的偽足及小球体，細胞膜也
多呈破裂狀。在 1 ng/ml ETA 處理組，細胞與
對照組間無區別。至於分泌顆粒的形成，是由
於輸送管道受阻，亦或是過度分泌所造成？須
賴進一步分析。
(4) 間接免疫螢光染色及免疫金標示
為進一步確認由 RER 所衍生出來的小滴及空
泡內容物的成分，藉間接免疫螢光染色及免疫
金標示法，針對 IL-1α、IL-1β、IL-6 及 TNF-
α等巨噬細胞所產生的主要細胞素進行檢測。
間接免疫螢光染色結果發現，在 10 ng/ml ETA
處理組所形成的顆粒呈全面性 IL-1α強陽性反
應。反之，僅有少數細胞呈弱 IL-1β或 IL-6
陽性反應，且螢光僅出現於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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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的邊緣。至於 TNF-α則完全檢測不到陽性
細胞。藉超小金粒和銀加強進行免疫金標示發
現，即使在光學顯微鏡下，亦極易在 10 ng/ml
ETA 處理組所形成的顆粒出現強 IL-1α陽性
反應。反之，在當未使用抗 IL-1α抗体情況下，
則無反應。針對 10 ng/ml ETA 處理組及對照
組 IL-1α、IL-1β、IL-6 及 TNF-α四種細胞素陽
性細胞數進行比較。發現在任選 100 個細胞的
條件下，對照組 IL-1α陽性細胞數在培養 3-60
小時，平均僅 2±1.3-2.8±1.3；在 10 ng/ml ETA
處理組，於作用 3 小時後，與對照組一致，但
在 12 小時後則逐漸上升，在 36 小時到達
48.7±3.6，之後雖下降，但在在 60 小時仍有
12.7±1.9，其中 12-60 小時間的差異均達統計
顯著性。反之，在 IL-1β、IL-6 及 TNF-α則均
無差異性。
(5)免疫金電顯
為進一步標示金-銀復合体在細胞內的形成位
置，而進行此免疫金電顯檢查。結果發現金-
銀復合体，約 30-50 nm 大小，主要出現於大
型的細胞質內的顆粒及排出於細胞外的內容
物團塊。
由上述的結果顯示，ETA 不僅會造成 RPM 的
死亡，亦會對 RPM 的形態及功能產生不良的
影響，其中包括了未曾被報導過的細胞質內
IL-1α的大量產生及堆積。此結果再度的強調
在 P. aeruginosa 感染過程中所產生的 ETA，
足以造成巨噬細胞功能的障礙，甚至進而導致
宿主免疫系統正常運作的受干擾。

計畫成果自評
本實驗中，除運用多種廣為使用的巨噬細胞細
胞存活率、功能及形態學檢測法，進行 ETA
對 RPM 免疫毒性傷害的探討外，亦參照文獻
自行研發或改良多種電顯技術，使本研究的一
些項目得以順利推展。在現有之文獻報導中，
有關 ETA 對巨噬細胞影響的資料極為有限，
本研究不僅提供了較為完整的可能影響資
料，更發現了過去所未曾被報導過的現象，即
ETA 可誘發 RPM 產生大量的 IL-1α，並因而
導致在其細胞質內堆積及造成細胞內顆粒的
形成。雖然此現象的產生機制仍有待釐清，但
因在文獻中尚未看到有類似且完整的研究報
告，因此相信在本研究中所獲得的各項結果將
可發表於相關的國際性學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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