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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日龄鸡喉黏膜淋巴组织中的
T 和 B 淋巴细胞分布检测
杨树宝 1，2，张英楠 1
（1. 吉林医药学院，吉林吉林
摘

132013 ；2. 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吉林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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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解鸡喉黏膜不同时期的免疫状态，采集不同日龄海兰白鸡的喉组织，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研究

+

CD3 T 淋巴细胞和 Bu-1+ B 淋巴细胞的出现、定位分布及数量变化过程。结果显示 ：4 日龄时，CD3+ T 淋巴细

+
胞和 Bu-1 B 淋巴细胞都首次出现在喉黏膜中，而且都主要分布在喉腔底壁的正中黏膜嵴中 ；7 日龄时喉黏膜中

CD3+ T 淋巴细胞和 Bu-1+ B 淋巴细胞急剧增多，并形成淋巴聚集物，CD3+ 细胞占据淋巴聚集物的中下部区域，

而 Bu-1+ 细胞主要位于淋巴聚集物外周 ；14 日龄时 Bu-1+ 细胞虽仍主要分布于 CD3+ 细胞的外周，但分界不如 7
+

+

日龄时明显，有部分 Bu-1 细胞穿插分布于 CD3 细胞之间 ；21 日龄和 35 日龄时，喉黏膜固有层中淋巴细胞更

+
+
为集中 ；56 日龄时，黏膜固有层底端出现主要由 Bu-1 B 淋巴细胞构成的生发中心，而 CD3 T 淋巴细胞则分

+
布在生发中心周围的滤泡间区域。在数量变化上，随着日龄增长，CD3+ T 淋巴细胞和 Bu-1 B 淋巴细胞数量均
+

+

+

逐渐增加，且 14 日龄之前 CD3 细胞数量多于 Bu-1 细胞，而此后各日龄 Bu-1 细胞的数量均显著多于 CD3

+

细胞（P ＜ 0.05）。结果表明，鸡喉黏膜中 T、B 淋巴细胞的分布和数量均呈现日龄相关性变化，并且其变化可

以反映出 14 日龄之前喉黏膜以细胞免疫为主，而之后则倾向于体液免疫。本试验为进一步研究家禽喉黏膜的免
疫机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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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T and B Lymphocytes in Laryngeal Mucosa of
Chickens at Diﬀerent Day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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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immune status of laryngeal mucosa of chickens at diﬀerent stages，laryngeal tissues
were collected from Hailan white chickens at diﬀerent days old to study the occurrence，location，distribution and

number changes of CD3+ T and Bu-1+ B lymphocytes by an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wo kinds of lymphocytes appeared in the laryngeal mucosa for the ﬁrst time when the chickens were at 4 day-old，and
they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median mucosal crest at the bottom wall of laryngeal cavity ；and sharply increased

at 7 day-old to form lymphoid aggregates，CD3+ cells were locate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lymphoid aggregates，
while Bu-1+ cells were mainly around their periphery ；Bu-1+ cells were still mainly distributed around the periphery

of CD3+ cells at 14 day-old，but their boundary was not as obvious as that at 7day-old，and some Bu-1+ cell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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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spersed and distributed among CD3+ cells ；lymphocytes were more concentrated in the lamina propria of laryngeal

mucosa at 21 and 35 day-old ；at 56 day-old，a germinal center mainly composed of Bu-1+ B lymphocytes was found
at the bottom of the lamina propria of mucosa，while CD3+ T lymphocytes were distributed in the interfollicular area

around the germinal center. The number of CD3+ T and Bu-1+ B lymphocytes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day-old，and the number of CD3+ cells was more than that of Bu-1+ cells prior to 14 day-old，however，subsequently，
the number of Bu-1+ cells was signiﬁcantly more than that of CD3+ cells（P ＜ 0.05）. In conclusion，the distribution

and number of T and B lymphocytes in laryngeal mucosa correlatively changed with day old. Based on the changes，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 laryngeal mucosa was dominated by cellular immunity prior to 14 day-old，and then humoral
immunity was preferred. A foundation was thereby provided for further study on the immune mechanism of poultry
laryngeal mucosa.
Key words ：laryngeal mucosal lymphoid tissue ；chicken ；T lymphocyte ；B lymphocyte ；change of distribution and

number

呼吸道直接与外界相通，是机体最先接触细

要作用。目前关于喉部淋巴组织的研究较少，仅有

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部位之一。呼吸道黏膜下

学者对人和牛的喉部淋巴组织进行过研究 [8-11]，但

的固有层内存在一些淋巴组织，构成了机体抵御外

是对家禽至今还未见相关报道。

界病原微生物入侵的第一道免疫屏障，可提供对多

本研究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结合计算机图

种细菌和病毒等黏膜致病原侵袭的保护，这些淋巴

象分析技术观察不同生长发育阶段 T、B 淋巴细胞

组织被称为呼吸道相关性淋巴组织（RALT），包

在喉黏膜中的出现、迁移、组织定位和分布等发育

括鼻黏膜相关淋巴组织（NALT）、支气管相关淋

过程，从而反映不同发育时期鸡喉黏膜的免疫状态

巴组织（BALT）以及分布于喉和气管黏膜中的淋

变化，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家禽喉黏膜的免疫机制奠

巴组织

[1-3]

。存在于这些淋巴组织中的 T、B 淋巴

定基础。

细胞是 RALT 最重要的免疫细胞，对于局部及整个

1

机体的免疫保护发挥重要作用。本课题组前期已经

1.1

材料与方法

+

对不同日龄家禽的鼻、气管以及肺脏中的 CD3 T
+

淋巴细胞和 Bu-1 B 淋巴细胞的定位分布变化进行
了报道

[4-6]

，并证明鼻、气管和肺脏中淋巴细胞的

类型、定位分布以及数量都呈日龄相关性变化，而

试验动物
200 枚海兰白鸡种蛋，购自长春净月潭旅游开

发区银河养殖场。对种蛋进行常规孵化，雏鸡进行
常规饲养。
1.2

主要试剂及用具
冰冻切片用 OCT 组织包埋液，为美国 Sakura

这些变化又可以反映呼吸道黏膜及机体的免疫

公司产品；小鼠抗鸡 CD3 和 Bu-1 单克隆抗体，

状态。
喉作为呼吸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于呼吸

为 美 国 Southern Biotechnology 公 司 产 品；Ultra

系统和消化系统所组成的十字交叉处，此定位的特

Sensitive SP 超敏试剂盒 kit 9901，为福州迈新公司

殊性和重要性使其成为黏膜免疫的关键部位。喉腔

产品；依爱 EIF/C.DME3456 孵化机 / 出雏机，为

内壁层是假复层柱状纤毛上皮，固有膜浅层有黏液

广东依爱孵化机厂产品；Leica CM1850 冰冻切片

性腺泡，其周围分布有淋巴组织。一方面流经鼻咽

机，为德国 Leica 公司产品；Olympus CX41 显微镜，

部的混于空气中的悬浮颗粒和病原菌一定会经过喉

为 日 本 Olympus 公 司 产 品；Pixera pro150ES 图 像

口进入气管或肺脏，另一方面，由支气管和气管所

采集器，为美国 Pixera 公司产品。

[7]

分泌的黏液也会经过喉口进入口咽部 。因此，喉
作为下呼吸道的门户，在呼吸道局部免疫中起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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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设计
对 200 只试验用海兰白鸡种蛋进行孵化，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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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壳后置于动物室中常规饲养。分别选择未经过疫

其表面被覆假复层柱状纤毛上皮。淋巴聚集物中

苗免疫的 18、20 日龄鸡胚，以及 1、4、7、14、

CD3+ T 淋巴细胞和 Bu-1+ B 淋巴细胞数量相当，

21、35 和 56 日龄的雏鸡，每个时期取 3 只鸡胚或

但分布情况差异较大，CD3+ T 淋巴细胞占据淋巴

雏鸡的喉。将喉组织制成冰冻切片，片厚 5 μm，

聚集物的中下部区域（图 1-C），而 Bu-1+ B 淋巴

-80 ℃保存备用。

细胞主要位于淋巴聚集物外周，从整体分布上来看，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程序

1.4

二者恰好互补，分界较为明显，除淋巴聚集物外其

每张切片滴加 3% H2O2，室温下孵育 10 min，
然后 PBS 洗 3 次，每次 3 min；除去 PBS，每张切

他部位很少有 Bu-1+ B 淋巴细胞存在（图 1-D）。
2.1

14~56 日龄 T、B 淋巴细胞分布规律

片分别滴加小鼠抗鸡 CD3 和 Bu-1 单克隆抗体工作

与 7 日 龄 比 较，14 日 龄 时 CD3+ T 淋 巴 细 胞

液，37 ℃孵育 1 h，PBS 洗 3 次，每次 3 min；每

和 Bu-1+ B 淋巴细胞数量变化不大（图 2），但是

张切片滴加聚合物增强剂（试剂 A），室温下孵

分布有较大变化：此时，喉黏膜中大的淋巴聚集物

育 20 min，PBS 洗 3 次，每次 3 min；每张切片加

不多，而是淋巴细胞散布在几乎所有部位的喉黏膜

酶标抗鼠 / 兔聚合物（试剂 B），室温下孵育

固有层中，局部形成小的淋巴聚集物（图 1-E）；

30 min，PBS 洗 3 次，每次 3 min；以 DAB 显色

Bu-1+ B 淋巴细胞此时较 CD3+ T 淋巴细胞多，虽

后，使用苏木精复染，自来水冲洗返蓝；使用梯

仍主要分布于 CD3+ T 淋巴细胞的外周，但分界不

度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处理，最后以中性树脂

如 7 日龄时明显，有部分 Bu-1+ B 淋巴细胞穿插分

封片并照相。

布于 CD3+ T 淋巴细胞之间（图 1-F）。
21 日龄时，喉黏膜固有层中淋巴细胞更为集

图像分析及统计学处理

1.5

应用 Image-pro plus 6.0 图像分析软件，测定

中，尤其是 Bu-1+ B 淋巴细胞此时较之前日龄更为

喉黏膜中单位视野内阳性细胞面积。同日龄选取 3

集中（图 1-G），数量显著高于 14 日龄，并显著

个样本，每个样本制作 3 张连续切片，每张切片在

高于 CD3+ T 淋巴细胞（P ＜ 0.05，图 2）。

10 倍物镜下随机选取 3 个视野，取平均值。应用

+
35 日龄时，喉黏膜中 CD3 T 淋巴细胞和 Bu-

SPSS 18.0 软件，对不同日龄的同一阳性细胞进行

+
1 B 淋巴细胞的数量比 21 日龄时均显著增加（P ＜

单因素方差分析。

+
0.05），而且此时 Bu-1 B 淋巴细胞数量显著高于

2

CD3+ T 淋巴细胞（P ＜ 0.05，图 2）。

2.1

结果
胚胎期及出壳后 1~7 日龄 T、B 淋巴细胞分

56 日龄时，黏膜固有层底端出现主要由 Bu-1

+

B 淋巴细胞构成的生发中心（图 1-H），而 CD3+

布规律
胚胎 20 日龄和出壳后 1 日龄时，喉黏膜中没
+

+

T 淋巴细胞则分布在生发中心周围的滤泡间区域

有 CD3 T 淋巴细胞和 Bu-1 B 淋巴细胞出现。4 日

（图 1-I）。此时整个喉黏膜中 Bu-1+ B 淋巴细胞

龄时，CD3+ T 淋巴细胞和 Bu-1+ B 淋巴细胞都首

和 CD3+ T 淋巴细胞的数量均较 35 日龄有所增加，

次出现在喉黏膜中，而且都主要分布在喉腔底壁的

但 是 差 异 并 不 显 著（P ＞ 0.05）， 但 Bu-1+ B 淋

正中黏膜嵴中（图 1-A、1-B），此时 CD3+ 细胞的

巴细胞的数量仍显著高于 CD3+ T 淋巴细胞（P ＜

数量显著高于 Bu-1+ 细胞（P ＜ 0.05，图 2）。

0.05，图 2）。

+

与 4 日龄比较，7 日龄时喉黏膜中 CD3 T 淋
+

3

讨论

巴细胞和 Bu-1 B 淋巴细胞的数量都显著增加（P ＜

研究喉黏膜淋巴组织中免疫细胞的分布对了

0.05，图 2），而且在喉黏膜中形成淋巴聚集物，

解喉的免疫功能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采用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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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日龄（250×），箭头所指为正中黏膜嵴中的 CD3+ 细胞 ；B. 4 日龄（250×），箭头所指为正中黏膜嵴中的 Bu-1+ 细胞 ；
C. 7 日龄（100×），箭头所指为淋巴聚集物中的 CD3+ 细胞 ；D. 7 日龄（100×），箭头所指为淋巴聚集物中的 Bu-1+ 细胞 ；
E. 14 日龄（250×），箭头所指为淋巴聚集物中的 CD3+ 细胞 ；F. 14 日龄（250×），箭头所指为淋巴聚集物中的 Bu-1+ 细胞 ；
G. 21 日龄（250×），箭头所指为黏膜固有层中密集分布的 Bu-1+ 细胞 ；H. 56 日龄（250×），箭头所指为生发中心的 Bu-1+ 细胞 ；
I. 56 日龄（250×），细箭头所指为滤泡间区域中的 CD3+ 细胞 ；粗箭头所指为生发中心。

图1

喉黏膜中淋巴组织及其 T、B 淋巴细胞分布情况

组织化学方法对不同日龄鸡喉黏膜中 CD3+ T 淋巴
细胞和 Bu-1+ B 淋巴细胞的定位分布变化进行观察，
从而了解鸡喉的免疫状态。研究发现，4 日龄时，
CD3+ T 淋巴细胞和 Bu-1+ B 淋巴细胞都首次出现，
而且都主要分布在喉腔底壁的正中黏膜嵴中。这些
淋巴细胞之所以能都集中出现在喉腔底壁的正中黏
膜嵴，其原因可能是此处位置较低，喉腔中的黏液
更多地汇集于底壁，因此此处粘附空气中的病原菌
* 表示同日龄 T、B 淋巴细胞差异显著（P ＜ 0.05），其余表示
不显著（P ＞ 0.05）；不同日龄同一种细胞肩标不同字母表示
差异显著（P ＜ 0.05），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 ＞ 0.05）。

图2

134

喉黏膜中 T、B 淋巴细胞的数量变化

和颗粒物能力较强，另外正中黏膜嵴在此处突出，
与经过喉口进入喉腔的气体接触频繁，因此接触病
原的概率较大，并且此处黏膜较厚，固有层中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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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ity of the respiratory mucosal system in chickens

等较发达，从而使免疫细胞较易在此处定殖，从而

and turkeys[J]. Polish journal of veterinary sciences，

行使免疫功能。Casteleyn 等 [8] 对犊牛研究发现，
在喉的会厌和杓状软骨突起部分黏膜中存在大量淋
巴滤泡。犊牛喉腔中这些突起部位存在大量淋巴组

2011，14（2）：291-297.
[2]

Respiratory microbiome and epithelial interactions shape

织恰好与本研究发现的在鸡喉腔底部突起的正中黏
膜嵴中存在淋巴聚集物相似，也主要是由于这些突
出部位会与经过喉口进入喉腔的气体频繁接触，因

INVERNIZZI R，LLOYD C M，MOLYNEAUX P L.
immunity in the lungs[J]. Immunology，2020，160（2）：
171-182.

[3]

DE GEUS E D，REBEL J M，VERVELDE L. Induction
of respiratory immune responses in the chicken；

此接触病原概率较大，从而使免疫细胞较易在此处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mucosal avian inﬂuenza

定殖，形成较为发达的淋巴组织。

virus vaccines[J]. The veterinary quarterly，2012，32（2）
：

14 日龄时，在喉口黏膜上皮转换处，两种黏
膜上皮下淋巴细胞的分布截然不同，口腔侧的复层

75-86.
[4]

CD4+，CD8+T 淋巴细胞分布规律 [J]. 中国畜牧兽医，

扁平上皮下几乎没有 Bu-1+ B 淋巴细胞存在，而在
喉腔侧的呼吸性假复层柱状纤毛上皮下聚集了大量

2019，46（10）：3052-3057.
[5]

腔侧的呼吸性假复层柱状纤毛上皮下的淋巴聚集物

2016（9）：1147-1152.
[6]

学报，2014，36（6）：483-486.
[7]

1+ B 淋巴细胞构成的生发中心，而 CD3+ T 淋巴细

Rinsho ketsueki，2014，55（3）：340-344.
[8]

淋巴组织（MALT）的一般形态学和组成特征，属
于 MALT 的一部分，可以命名为喉相关淋巴组织
（LALT）。本研究也 是对鸡喉部淋巴组织进行的
首次研究，以后对于其免疫机制还将继续展开研究。
与本研究相似，Kracke 等 [9] 对人的研究发现，在
儿童喉的声门区域有发达 LALT 存在，这些淋巴组
织中有淋巴细胞密集分布的淋巴聚集物，黏膜上皮
中有淋巴细胞浸润。淋巴聚集物也主要由 B 淋巴

CASTELEYN C，SIMOENS P，VAN DEN BROECK
W. Larynx-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LALT）in young
cattle[J]. Veterinary immunology and immunopathology，

胞则分布在生发中心周围的滤泡间区域。由此可以
证明，鸡喉黏膜中的淋巴组织具有了黏膜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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