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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肥大细胞的超微结构研究 

贵州 ·／ (贵州彝 ；『 zs)二=) 工 ‘／ 
’ △ 摘要 对4头一月龄长白仔猪的肠牯膜肥大细胞(MMC)、牯膜下结缔组织肥大细胞 

f(CTMC)及胸腺髓质肥大细胞【TMMC)进行了透射电镜观察。未发现它付1之间存在超徽结构的 

显著差异。猪肥大细胞的胞浆内含有大量大小比较一致的，圆形或卵圆形的有单位膜的胞浆颗 

’ 粒。胞浆颗粒内充满无定形的颗粒状基质，基质的电子密度不同。在一些胞浆颗粒内可见 I一 

2个低电子密度区位于中央或偏中央。根据颗粒基质电子密度的差异，将猪肥大细胞的胞浆颗 

粒分为3个类型：1型颗粒为高电子密度的，占68 8％；Ⅱ型为中等电子密度的，占15 9％； 

Ⅲ型为低电子密度的，占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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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啮齿动物及人类的肥大细胞可被区分为两个亚群——多位于肠粘膜固有层及肺组 

织内的所谓粘膜肥大细胞(mucosal mast cells，MMC)及位于粘膜下结缔组织或其他器官 

结缔组织内的所谓结缔组织肥大细胞(connective tissue mast cells，cTMc)。这两个亚群 

肥大细胞的分化过程、形态特征、组织化学特性及生理功能等方面的异质性已成为肥大细 

胞生物学研究的焦点(Galli，1990)。近年的研究发现，人类的MMC与CTMC存在着超 

微结构的显著差异性(craig等，1988，1989；Weldner等，1990)。 

作者在前期工作中证实了猪的MMC及CTMC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组织化学及形态 

学异质性(Xu等，1993)。本研究旨在阐明猪肥大细胞的超微结构特点及不同亚群的猪肥 

大细胞之间是否也存在超微结构的差异性。 

1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用4头一月龄长白仔猪。在全身麻醉情况下手术采取迥肠、结肠和胸腺为电镜 

检查材料。组织块(约 1 mm )在3％(w／V)戊二醛溶液(用pH7．3的 0．1 mol／L磷酸盐 

● 缓冲液配制)中 4"C下固定过夜，经 0．1 mol／L磷酸盐缓冲液浸洗后于 1％饿酸溶液 

(0．1 mol／L磷酸盐缓冲液配制)室温中固定 1．5 h。组织块经蒸馏水冲洗后在 4"C暗环境 

中用 1％乙酸双氧铀处理 1 h，梯度甲醇和氧化丙烯脱水，树脂包埋，1．am半薄切片经 

0．1％甲苯胺兰染色，光镜检查定位。选取合适的组织块超薄切片，醋酸铅染色 10 rain， 

菲立普EM300型透射电镜(Philips，Eindhoven，Holland)80 kV加速压下观察。 

2 结果 

在透射电镜下共观察了 100个猪的肥大细胞，包括 34个肠粘膜肥大细胞(M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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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 猪肥大细胞的超微结构 

Fig I一4 An UItrastructure of porcine mast c~lls 

】遇肠牯膜下血管外周结缔组织内的】个肥大细胞(CTMC)[Transmission electron m~rograph of a mast cell 

rCTMC)in pefivascular confloc~ve tissue of ileal submucosa of pig] ×20 500 

2．迥蹰牯膜固有层内的1个肥大细胞(MMC)[Transmiss]o~electron micrograph of a mast cell(MMq in lamina 

propda of ileal mucosa of a pig] ×20 500 

3 胸腺髓质内】个肥大细胞 [TMMCj[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graph of a mast cell[TMMC)in thymic 

medulh of a pig．] ×2o 500 

4 胸腺髓质肥大细胞{TMMC)中胞装颗粒 1型，Ⅱ型及Ⅲ型颗粒中分别含有高电子密度，中等电子密度及低电 

子密度 的无定形颗 粒状基质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graph of cytoplasmic granules of a mast cell 

(TM MC)in thymic medulla of a pig Nore the type I TypeⅡ and TypeⅢ granules containing high， less 

high and low electron dense amorphous granular matrix， respectively] ×lO5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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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个肠粘膜下结缔组织肥大细胞(CTMC)及 38个胸腺髓质肥大细胞(TMMC)(图 l一4)， 

未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超微结构差异，猪肥大细胞多为圆形、椭圆形或短梭形。细胞 

表面有少量细胞突起。细胞核位中央或偏中央 可见块状异染色质沿核膜内侧分布，偶见 

核仁。胞浆内除可见线粒体、高尔基氏复合体和内质网等细胞器外，可见大量特征性的胞 

浆颗粒。这些颗粒多呈圆形或卵圆形，有单位膜包裹(图 1—4)。 

猪肥大细胞的胞浆颗粒内充满均匀分布的无定形的细颗粒状基质。不同的胞浆颗粒其 

基质的电子密度有明显差异 根据胞浆颗粒内基质电子密度的差异，可将猪肥大细胞的胞 

浆颗粒区分为 3个类型： I型颗粒的基质电子密度较高，Ⅲ型颗粒的基质电子密度较低， 

而Ⅱ型颗粒的基质电子密度介于I型和Ⅲ型之间(图 1—4)口 

根据对25个猪肥大细胞(8个 MMC，5个CTMC及 l2个TMMC)内的共605个胞 

浆颗粒的类型分析统计(表 1)，可见约2／3的胞浆颗粒为 I型颗粒，而Ⅱ型及Ⅲ型颗粒则 

分别占 16％左右。在猪的 MMC、CTMC及TMMC中，除了MMC的Ⅲ型颗粒显著多 

于 CTMC及 TMMC中的外(p<0．05)，其余类型的胞浆颗粒所占的比例在不同群体肥大 

细胞间差异并不显著。 

表1 猪肥太细胞胞絮颗粒的类型及其分布 

Tab．1 The types of the cytoplasmic granules in pordne mast ceils and their distributions 

另一个显著的发现是，在猪肥大细胞(包括 MMC，CTMC及 TMMC)的某些胞浆颗 

粒中，可见 l一2个小的圆形的低电子密度区位颗粒的中央或偏中央(图 1—4)。它们在 I 

型、Ⅱ型及Ⅲ型颗粒中的出现率分别为23．1％、11．5％及12．4％。 

3 讨论 

已有一些报道涉及到一些动物及人类肥大细胞超微结构的观察(Galli，1990；Craig 

等，1988，1989；Weldner等，1990；Chen等，1990 J Hunt等，1991)，但尚未见有关 

猪肥大细胞超微结构的详细研究。在人类肥大细胞超微结构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 

不同亚群的肥大细胞不但在组织化学性质及光镜形态上具有表型差异，其异质性还可表现 

在电镜水平上。研究发现人类 MMC的胞浆颗粒的亚结构以卷轴状(scrol1)类型为主，而 

CTMC则以品格状(crystalline)类型为主，这种差异的存在足以使人们有可能在电镜下鉴 

定两类型的人肥大细胞(Galli，1990~Craig等，1988，1989~Weldner等，1 990)。 

人类MMC及CTMC之间存在的超微结构差异性被认为可能与其胞浆颗粒内中性蛋 

白酶的组分差异有关。人类 MMC胞浆颗粒内含有类胰蛋白酶(tryptase)，而CTMC中同 

时含有类胰蛋白酶及类糜蛋白酶(chymase)。Craig等(1988，1989)成功地应用免疫电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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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对人类这两个亚群的肥大细胞进行了超微结构分析。 

与人类及啮齿动物肥大细胞相似的是，猪肥大细胞也存在着明显的组织化学及形态学 

异质性(Xu等，1993)。主要表现为福尔马林固定可阻断猪肥大细胞，特别是 MMC对碱 

性染料的着染力。由于MMC和CTMC胞浆颗粒中蛋白多糖的性质不同，因而对硫酸小 

蘖碱(berbedne sulphate)萤光染色的反应性差异，以及细胞的大小及形态在光镜水平上的 

差异等(Xu等，1993)。本研究通过对猪的MMC、CTMC及TMMC的透射电镜观察， 

并未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超微结构差异。猪肥大细胞的胞浆颗粒内充满比较一致的无 

定形颗粒状基质，但胞浆颗粒基质的电子密度有较大差异，部分颗粒内尚可见位于中央或 

偏中央的低电子密度区，既未发现人类肥大细胞胞浆颗粒内那些特殊的亚显微结构 (卷轴 

状或晶格样结构)(Galli，1990 J Craig等，1 988，1 989；Weldner等，1990)，也未发现在 

绵羊肥大细胞胞浆颗粒中可见的杆状、环状、旋涡状及指纹状等特殊结构(高登慧等， 

1995)，也不像啮齿动物肥大细胞那样胞浆颗粒的基质电子密度较高且比较一致。似可说 

明，①猪的肥大细胞没有明显的超徽结构差异性，光镜水平下所见到的组织化学与形态学 

异质性与超微结构之间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②动物肥大细胞的超微结构存在着明显的 

种属间差异性。深入地研究与比较仍是必要的。 

我们最近采用小鼠抗人类肥大细胞类胰蛋白酶单克隆抗体通过间接免疫过氧化物酶技 

术证实猪的肥大细胞中均含有类胰蛋白酶(Xu等，1995)，过去的工作也曾用酶组织化学 

技术证实猪(Xu等，1993)及绵羊(Xu，1992)的肥大细胞中类胰蛋白酶的存在但未能检出 

类糜蛋白酶。在本研究中，猪肥大细胞既不具备人类肥大细胞特征性的超微结构(Craig 

等，1988，1989)也不具备绵羊肥大细胞的特殊亚显微结构(高登慧等，1995)。或许可以 

推论，人类或绵羊肥大细胞的特征性超微结构，并不一定与其内含的中性蛋白酶组分直接 

相关。 

本研究将猪肥大细胞的胞浆颗粒区分为 3种类型，完全是根据其基质的电子密度。猪 

肥大细胞内胞浆颗粒在电镜下基质电子密度的差异，是因为颗粒内含物质或量的差异，抑 

或是所谓“持续少量脱颗粒"(Piece—meal degranulation)所致(Dvorak，1991)，尚待进一步 

研究。这种脱颗粒的方式可见于受到某种抗原刺激的活化肥大细胞~(Dvorak，1991)。或 

许可以解释本研究中MMC中Ⅲ型颗粒比其他两型多的原因。因为MMC存在于更容易 

与抗原物质接触的解剖位置。 

致谢 本研究前期工作在英国AFRC动物保健研究院 Compton实验室进行，谨致 

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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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LTRASTRUCTURAL STUDY 0F PoRCINE M AST CELLS 

Xu Leren Jiang Ping 

(Dept ojAroma1 Science，Guizhou Agricultural College，Guiyang,Guizhou，P R China 550025) 

Abstract 

M ast cells in the intestinal mucosa(M MCj， in the connective tissue of the intestinaI 

submucosa(CTMC)and in the thymus medulla(TMMC)from fonr l—month—old Large 

W hite pigs were observed under transm 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No evidence shows signifi- 

cant ultrastructural diffeFences among porcine M M C． CTM C and TM M C． Porcine mast 

cells contained characteristic granules of unifo1"121 size， with a circular or oval outline and 

bounded by a unit m embrane．The cytoplasmic granules contain amorphous granular materi- 

al but the electron density of these matrix materiaI varied from high to low．0ne or two low— 

el7 dence cores were found in the center or eccenter of some granules．Based on electron densi— 

ty of the granule matrix，the granules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Type I， Ⅱand 

Ili) The Type I． Ⅱ and Ⅲ granules contain high，less high and low electron dense amor· 

phous granular matrix， respectively． 

Key words M ast cel1． Ultrastructure， 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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