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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细胞外泌体对树突状细胞-细胞因子
诱导的杀伤细胞诱导作用的研究进展
刘思雯，董立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基础与法医学院（成都 610041）

【摘要】 肿瘤细胞来源外泌体既可帮助肿瘤细胞逃逸免疫监视，也可激活肿瘤特异性免疫应答来清除肿瘤
细胞。肿瘤细胞所释放的外泌体表面携带有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和抗原肽，可在体外诱导树突状细胞
（dendritic cell，DC）-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s，CIK 细胞），产生肿瘤抗原特异性 T
细胞，这样获得的 DC-CIK 细胞具有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双重杀瘤作用，对未来肿瘤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该文就肿瘤分泌的外泌体与 DC-CIK 细胞治疗的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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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umor-derived exosomes play a role in helping tumor cells with escape of immune surveillance, and
also activate tumor specific immune responses to eradicate tumor cells. Tumor cells release exosomes with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olecules and antigenic peptides on the surface membranes, which can induce dendritic cells
(DC) and cytokine-induced killer (CIK) cells in vitro to produce the tumor antigen specific T cells, and the obtained DCCIK cells have a dual antitumor function with specificity and non specificity. This provides a new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cancers. This review briefly summarized the latest progress of adoptive immunotherapy with exosomes and
DC-C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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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人类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其治疗手段主
要为手术切除、放射治疗和化学药物治疗。大多数
[1-3]
肿瘤患者通过这些方法获得了明显的疗效 。随
着对癌症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应用传
统疗法与免疫疗法相结合的方法是降低癌症患者
病死率的一个新途径。应用免疫细胞的自然免疫
机制来识别和杀伤肿瘤是目前抑制癌症发展甚至
治愈癌症的一种创新的挑战性的治疗策略。过继
[4]
免疫治疗是癌症免疫疗法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
使用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联合细胞因子
诱导的杀伤细胞（cytokine-induced killer cell，CIK
细胞）免疫治疗就属于肿瘤的过继免疫治疗。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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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IK 细胞对恶性肿瘤免疫治疗极其关键，两者产
生的作用及其所引发的免疫应答是免疫治疗的重
要部分。外泌体携带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由细胞
胞吐产生而进入细胞微环境中，再通过其他细胞摄
取来完成细胞间的信息传递。随着外泌体携带的
活性物质作用的不断发现，外泌体在肿瘤发生发展
中的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若将以上
两点结合起来，通过外泌体作用于 DC-CIK 细胞来
对肿瘤进行治疗，必将会带来突破性的进展。现就
肿瘤外泌体及 DC-CIK 细胞治疗的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1 外泌体与肿瘤
1.1 外泌体的生物学特性
[5]
1981 年，Trams 等 首先发现外泌体。2007
[6]
年，Vlassov 等 发现外泌体是一类内含核酸、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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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脂类、糖类等的微小囊泡，其通过细胞胞吐的

let-7f 水平分别与无病生存率和总体生存率相关，

形式释放到细胞外环境，在细胞间物质运输及信息
传递中起关键作用，具有广泛的生理功能，与肿瘤

且其水平与患者不良预后相关 。相较其他存在于
生物体液内的生物标志物，外泌体中的生物标志物

学、免疫学等领域的研究相关。
外泌体大小为 40～100 nm，呈圆形或杯形，密

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良好的稳定性，因此可以作为
临床诊断的依据，但仍需进一步研究。

度为 1.13～1.19 g/mL，通过多泡内吞体与细胞表面
[7]
融合或直接通过细胞膜出芽分泌 。研究外泌体的

外泌体的分离仍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因其机制
研究上的不明确，要获得纯度较高且完整的外泌体

蛋白组成发现，外泌体内有核酸、线粒体、内质网、
高尔基体内蛋白的存在，目前已被鉴定的外泌体蛋

样本仍存在一些困难。差速离心法是目前分离外
泌体的主要方法，包括多个离心步骤，以增加的离

[8]

2+

[15]

白均来自胞浆、内吞泡和质膜 。在 Ca 依赖性激
活或 Rab-GTPases 激活后，外泌体与细胞质膜融

心强度顺序沉淀细胞、微泡和外泌体，此方法快速
且简便，但当用于黏性生物体液如血浆、血清等时

合。肿瘤细胞外泌体分泌增加是由 Rab3D（一种小
的 GTP 酶）过表达导致的。外泌体的释放可由多

效率较低。ExoQuick 试剂盒提取外泌体即在超速
离心前化学沉淀外泌体，此方法优缺点与差速离心

种信号通路介导，如 Wnt 通路的活化是肿瘤细胞
[9]
中外泌体分泌失控的重要原因 。肿瘤的酸性微环

法相似。另一种方法是微流体免疫法，即使血清流
过微室，其内含有针对外泌体标志物（EpCAM、

境也能刺激外泌体的释放及加强其细胞融合能
力。外泌体的摄取是通过内吞作用、受配体相互作

CD63 等）的抗体，但该方法仅能获得表达目标标志
[16]
物的外泌体，无法得到外泌体的其他亚群 。

[10]

用或依赖于微环境 pH 的直接融合而完成的 。
外泌体中蛋白质分选部分依赖于蛋白泛素化
和内体蛋白分选转运装置。外泌体内含有大量的
转运蛋白，如微管蛋白、肌动蛋白和肌动蛋白结合
分子以及与分泌细胞特异性功能相关的多种蛋白
质。近乎所有的外泌体均携带主要组织相容性复
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Ⅰ类
分子和热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HSP），特别
是 HSP70 和 HSP90。HSP70 和 HSP90 参与抗原呈
[11]
递，并且可以将抗原肽连接到 MHCⅠ类分子上 。
外泌体内含有高浓度的四跨膜蛋白，包括 CD9、
CD63、CD81 和 CD82，这些在其他微囊泡中很少被
发现，并且通过与其他跨膜蛋白的相互作用参与抗
原呈递与黏附。CD9 和 CD82 通过与整合素的相互
[12]

作用抑制体内外肿瘤细胞的转移和侵袭 。
除了蛋白质外，外泌体内还含有脂质，特别是
神经酰胺、鞘脂、胆固醇和甘油磷脂等脂筏脂质，
以及微 RNA（microRNA，miRNA）、信使
RNA（messengerRNA，mRNA）和 DNA，使细胞能
[13]
够交换遗传信息 。可以使用外泌体 miRNA 来对
肿瘤进行诊断。已有多种 miRNA 被确定为肿瘤的
特异性标志物。有研究通过对卵巢肿瘤患者肿瘤
细胞和外泌体的 miRNA 分析，发现 miR-21、miR141、miR-200a、miR-200b、miR-200c、miR-203、
miR-205、miR-214 可以作为卵巢癌的特异性生物标
[14]
志物 。亦有研究发现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血浆外泌体中 let-7f、
miR-20b 和 miR-30e-3p 水平均降低，miR-30e-3p 和

1.2 外泌体与肿瘤
哺乳动物体内的多种细胞均能释放外泌体，且
正常生理状态及病理状态下体液、尿液及乳汁等都
存在外泌体，因此外泌体有可能是检测疾病和预测
[17]
疾病进展的一个新指标 。在肿瘤发生发展的过程
中，外泌体参与细胞间的信息传递，进而促进肿瘤
血管的生成和实体瘤的转移，肿瘤来源的外泌体
（tumor-derived exosome，TDE）已经成为肿瘤分子
[6]
生物研究的热点之一 。
恶性肿瘤细胞通过其细胞环境的改变来调节
自身的发生、发展和转移，且这种调节可以通过
TDE 和肿瘤细胞分泌因子发生。研究表明，TDE
[18]
[19]
可以通过调节骨髓祖细胞 、前哨淋巴结 及转移
[20-21]
致癌受体、蛋白质、RNA 来促进肿瘤的发生和转
[22]
移。Thakur 等 发现外泌体中存在表达整个基
因组 DNA 的双链 DNA，即外泌体 DNA，其可用
于鉴定肿瘤细胞中存在的突变。由于外泌体 DNA
稳定存在于 TDE，通过外泌体表面标志物易于分离
或富集 TDE 和制备简便快捷等特点，外泌体 DNA
在癌症的早期诊断及监测治疗效果方面具有极大
潜力。

2 DC
2.1 DC 的生物学特性
DC 源自骨髓，是已知提呈功能最强的专职性
抗原提呈细胞，具有高于 B 细胞和巨噬细胞
10～100 倍的抗原提呈能力。DC 可以刺激初始 T
细胞活化和增殖，将肿瘤细胞抗原呈递至 T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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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 T 细胞特异性增殖，从而杀灭肿瘤细胞，而且
可以有效抵制肿瘤的免疫逃逸机制，在抗肿瘤免疫
[23]

驱动反应之外，肿瘤浸润性 DC 可在局部启动 T
细胞。

治疗中起到关键作用 。
DC 通过内吞作用有效地吸收抗原肽，并加工

DC 存在许多与肿瘤浸润相关的亚型。
+
+
CD103 、CD11b 和浆细胞样 DC 存在于肿瘤中，

抗原将其呈现在 MHC 分子上。此过程有 2 种经典
+
的途径，即激活 CD8 T 细胞的 MHCⅠ通路和向

CD103 和 CD11b 在鼠和人类肿瘤中水平均较低。
所有 DC 亚型均具有获得抗原的能力，DC 可通过

+

CD4 T 细胞呈递抗原肽的 MHCⅡ途径。除此以外
还存在另一种通路，即交叉呈递，外源性抗原呈现
+

+

+

[28-29]

受体介导的胞吞作用来摄取抗原
。处理和呈递
抗原的能力在 DC 的不同亚型之间有所不同。

在 MHCⅠ分子上以诱导 CD8 T 细胞应答，经过交
叉呈递和改装，可从其他细胞中获得整个肽-MHC

DC 之 间 可 以 通 过 外 泌 体 转 移 mRNA 和 小
RNA（包括 miRNA）。miRNA 的转移可以作为

复合物，但其确切机制仍不明确。
通过 MHCⅠ途径呈递的抗原来源于细胞质，

信息交流和转录后修饰的手段。有研究表明，
接受 miRNA 的 DC 中目标 mRNA 的表达将受到抑

蛋白酶体将抗原降解为 8～12 个氨基酸长度的肽
段，然后将其释放回细胞质内，通过抗原加工相关

制，因此特定 RNA 引起的转录后修饰可能会影响
抗原提呈细胞功能，导致其临床应用的成功或失

转运体（transporter associated with antigen
processing，TAP）分子协助抗原肽段转运至内质网

败 。
有研究将肿瘤患者胸腹水中的外泌体与患者

（endoplasmic reticulum，ER）中，随后肽段装载至
MHCⅠ分子上。成功装载肽段要求有多个蛋白质

自体的 DC 共培养，随后使用 DC 刺激外周血分离
得来的 T 淋巴细胞，并与胸腹水中分离得到的肿瘤

参与形成组装复合体，肽段连接导致组装复合体的
解离，然后完整的肽-MHCⅠ复合物通过高尔基体

细胞一起培养，发现肿瘤细胞发生了溶解，说明
[31]
DC 的抗瘤作用 。

+

[30]

转运至细胞表面，被 CD8 T 细胞识别。所有细胞
均可以表达 MHCⅠ并通过该途径将感染细胞的抗

目前所有应用 DC 来进行抗肿瘤的治疗策略均
是利用其抗原呈递作用，增强肿瘤抗原的提呈，诱

原呈递至免疫系统。
通过 MHCⅡ途径呈递的抗原通常来源于细胞

导出 T 细胞抗瘤。目前许多临床研究已验证传统
DC 疫苗抗肿瘤策略的有效性，但其仍面临许多问

外，因此这些蛋白质需先经过内化。蛋白质经内吞
进入细胞，并在内吞泡中被降解加工为 12～24 个

题，如疫苗均针对个体设计，无法进行大批量的生
产，研究出新的优化 DC 疫苗的抗瘤方案是目前研

氨基酸长度的肽段。MHCⅡ分子在 ER 中产生并
通过恒定链稳定存在，恒定链可促进 MHCⅡ类分

究的关键。

子转运至高尔基体，内吞体内肽段与 MHCⅡ分子
[24]
在高尔基体内结合 。恒定链内存在一个名为
CLIP 的小片段，可封闭肽结合槽，直至恒定链被降
解，CLIP 脱离肽结合槽，抗原肽进入并与
MHCⅡ分子结合，随后 MHCⅡ分子转运至细胞表
+
面，被 CD4 T 细胞识别。
交叉呈递为外源性抗原与 MHCⅠ分子结合形
+
成复合物从而诱导 CD4 T 细胞应答。此途径可对
[25]

非 DC 感染的肿瘤和病毒产生免疫应答 。目前其
确切的作用机制仍在进一步研究中。

2.2 DC 的抗肿瘤作用
DC 在癌症免疫监测中起主要作用。肿瘤浸润
性 DC 迁移到局部淋巴结，并呈现肿瘤抗原刺激幼
稚的肿瘤特异性 T 细胞，引发抗瘤免疫反应。然
而，有证据表明，肿瘤抗原的交叉呈递也可发生在
肿瘤自身，初始的 T 淋巴细胞浸润肿瘤并引发应
[26-27]
答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除了在淋巴组织中

3 CIK 细胞
3.1 CIK 细胞的生物学特性
CIK 细胞是由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经体外诱导分
化而产生的多克隆效应 T 细胞群，主要来自健康供
体或癌症患者的外周血、脐带血和骨髓，具有 T+
+
NK 细胞表型（即 CD3 CD56 ）、强大的扩增潜力和
非 MHC 限制性杀伤能力，对骨髓及造血细胞未产
[32]
生严重的副作用 。CIK 细胞解决了目前过继免疫
治疗策略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限制。外周血单核细
胞离体扩增相对容易且价格较低，可以此获得足够
量的过继输入和有效的免疫效应。
3.2 CIK 细胞的抗肿瘤作用
CIK 细胞通过表达 NKG2D 受体，与肿瘤细胞
表面的 NKG2D 配体相互作用达到杀瘤目的。
NKG2D 识别的主要目标是 MICA/B，其广泛表达
于恶性或转化细胞以及 JL16 结合蛋白家族（UL16[33-34]
binding proteins，ULBP）
。CIK 细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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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G2D 分子与肿瘤细胞上的 MICA/B 或 ULBP 分

T 淋巴细胞，以发挥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双重杀瘤作

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其具有 MHC 非限制性肿瘤杀
伤作用。

用，且相较未负载肿瘤抗原的 DC 具有更强的刺激
CIK 细胞的活性。实际上，起到主要的抑瘤抗瘤作

CIK 细胞不仅具有识别肿瘤的能力，而且具有
肿瘤靶向性。CIK 细胞对肿瘤细胞靶向性迁移的机

用的是经 DC 活化的 CIK 细胞。DC 和 CIK 细胞在
肿瘤免疫治疗中起重要作用，结合 CIK 细胞的高效

制尚未明确，目前认为其机制可能是以下 2 个方面
共同作用的结果：① 肿瘤细胞释放的趋化因子、细

杀伤活性和 DC 的强大肿瘤抗原提呈能力可有效增
强肿瘤患者 T 淋巴细胞免疫力，起到抗肿瘤作用。

胞因子，诱导 CIK 细胞向肿瘤微环境趋向迁移。有
研究认为肿瘤微环境中含有高浓度的旁分泌生长

近年来 CIK 与 DC 共同培养在临床应用中对多系
统肿瘤都有良好疗效，具有极大潜力。一些研究

因子如血小板衍生因子、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
子、表皮细胞生长因子等，对 CIK 细胞的趋向迁移

表明，DC 和 CIK 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两个群
体的表面分子表达的变化，导致白细胞介素

[35]

起调控作用 。② CIK 细胞表面表达的受体能够与
[36]
肿瘤细胞表面特异的配体结合 。NKG2D 为 NK

（interleukin，IL）-12 分泌增加，并提高了细胞毒活
[39-41]
性 。因此，DC-CIK 疗法可能对癌症患者的免疫

细胞的活化受体，可在多种免疫细胞表面表达，具
有参与适应性免疫应答及固有免疫和调节 NK 细

治疗方案有重大影响。
有研究将 DC 和 CIK 相结合的化疗免疫治疗

胞、T 细胞、巨噬细胞以及树突状细胞的功能。
NKG2D 的配体为 HLA-Ⅰ类相关基因产物，在应激

与常规化疗相对比，发现 DC-CIK 免疫可以协同加
强化疗，提供强有力的系统性抗肿瘤活性，其较常

细胞、肿瘤细胞以及病毒感染细胞表面均可普遍上
[37]
调表达 。CIK 细胞通过其表面 NKG2D 受体与肿

规化疗可以有效延长 NSCLC 晚期患者生命
5.2～6.9 个月，且较少发生化疗常见的副作用，而

瘤表面相应的配体结合，特异地刺激 CIK 细胞分
泌肿瘤杀伤因子从而识别和杀伤肿瘤细胞。CIK 疗

随之发生的皮肤毒性和非感染性发热等副作用也
[42]
较轻且易控制 。这一发现表明 DC-CIK 免疫治疗

法已被证明对多种实体肿瘤和血液恶性肿瘤有效，
具有成为常规供体淋巴细胞输注的替代方案的

与化学治疗协同作用可以提供有效的全身抗肿瘤
作用。此现象的原因可能为：① 化疗后的细胞死

潜力。
研究表明，不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亡可能对随后的免疫应答产生影响。② 化疗会耗
尽调节性 T 细胞，从而增强免疫应答。③ 化疗后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的分离方法可以影
[38]
响患者自体 CIK 细胞的生物学特性 。通过对比血

免疫系统重组可以通过形成针对肿瘤抗原反应性
的基因谱系来提供治疗干预的独特机会。④ 化疗

细胞分离器（单采法）和 Ficoll 淋巴细胞分离培养
基（Ficoll 法）分离 PBMC，发现单采法得到的单个

可能会改变细胞因子在 DC 上的表达来发挥其免疫
潜能。因此，通过 DC-CIK 免疫可以减少不良反

核细胞的数量远远大于 Ficoll 法，但其分离率较
低，存在更多的细胞碎片。体外培养后发现，Ficoll

应，在整个抗肿瘤活动中起到关键作用。
[43]
Cui 等 通过延迟型超敏反应（delayed type

+

+

组 CIK 细胞的富集时间较长，CD3 CD4 （Th）和
+
+
CD4 CD25 （Treg）细胞的比例较高。在血浆分离法
–

+

+

+

hypersensitivity，DTH）皮肤试验来确定细胞免疫应
答，以此评估 DC-CIK 联合治疗的临床表现和安全

中，CD3 CD56 （NK）和 CD3 CD56 （NKT）细胞的
百分比较高，CIK 细胞对 HepG2 肝癌细胞表现出

性，研究表明接受 DC-CIK 联合治疗的患者 DTH
阳性率高于接受 DC 单独治疗的患者（P<0.01），且

较高的细胞溶解活性。总之，不同的 PBMC 分离方
法可以影响 CIK 细胞的生物学活性，并且单采法更

其主观临床表现也有改善，患者的耐受良好，轻度
不良反应也均可通过相关治疗得到缓解。DC-CIK

可有效地提高 CIK 细胞的抗肿瘤效能。然而，应该
重视注射单采血液供体产生不良反应的可能性。

联合治疗在癌症治疗中表现为低毒性且患者对该
方案的耐受性普遍良好，无严重副作用发生，因此

4 DC-CIK

该方案是一种前途广阔的癌症治疗方案。
4.2 DC、CIK 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

4.1 DC-CIK 细胞的生物学特性
DC-CIK 即 DC 和 CIK 细胞在体外共培养，以
回输的方式来达到治疗目的。将携带肿瘤抗原的
DC 与 CIK 细胞共同培养，能产生肿瘤抗原特异性

有研究显示，DC、CIK 细胞之间会产生协同作
用，共同培养会使 DC 表面共刺激分子表达增加，
也会显著提高其抗原递呈能力，同时 CIK 细胞的增
殖能力和细胞毒活性均得到加强，由此证明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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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K 细胞较单独的 CIK 细胞治疗更为有效。发生
此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成熟 DC 表面的大量突起可呈

成功的健康个体的外周血，则获得的 DC-CIK 细胞
将具有更强的增殖活力，以此特异性地清除肿瘤细

递肿瘤抗原至 CIK 细胞。除此之外，也可能是激活
后的 DC 所分泌的细胞因子（如 IL-12、IL-18、干扰

胞，增强患者的免疫力，从而达到杀瘤抑瘤的效
果，为肿瘤过继免疫治疗的深入研究与临床使用提

素-8 等）可以刺激 Th0、Th2 细胞分化为 Th1 细胞，
引发 Th1 型特异性免疫应答，并经 MHCⅡ分子呈

供了全新的思路。

递外源性抗原被 CD8 细胞识别，引发免疫应答反
应，且在此过程中可产生强烈的共刺激信号。Xie
[44]

等 研究发现将负载肿瘤裂解物的 DC 与 CIK、NK
细胞结合来治疗肝脏未分化胚胎性肉瘤具有令人
满意的结果，所有的病例中肿瘤均得到了缓解，患
者的生命也得到了延长，但无完全治愈病例。Jung
[45]

等 研究发现，DC-CIK 细胞联合应用能够显著增
加肝癌小鼠中细胞毒性 T 细胞的数量，而单独 DC
或 CIK 治疗对肿瘤细胞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5 外泌体对 DC-CIK 细胞的诱导作用
5.1 参与肿瘤免疫逃逸
[46]
+
Chen 等 研 究 表 明 TDE 通 过 下 调 CD3 、
+
+
+
+
CD8 、NK（CD56 ）和 CD3 CD56 细胞以及分泌肿
瘤坏死因子-α 和穿孔素来抑制 CIK 细胞的抗肿瘤
活性，并且参与肿瘤的免疫逃逸。除此以外，TDE
可以抑制肿瘤的特异性免疫应答和免疫监视。
[47]
Xiang 等 发现 TDE 可以引起肿瘤中骨髓来源的抑
[48]
制细胞的积累，Yu 等 发现 TDE 来源的 IL-6 可以
阻断骨髓 DC 分化。这些内源性肿瘤衍生的外泌体
抑制抗肿瘤免疫应答的确切机制仍有待充分证明，
及由此可能产生的重要的新型治疗靶点仍待研
究。由于已有实质性证据表明 TDE 具有促进癌症
进展的功能，因此 TDE 可能成为癌症诊断及预后
监测的有效生物标志物。
5.2 参与肿瘤特异性免疫应答
肿瘤细胞来源外泌体既可帮助肿瘤细胞逃逸
免疫监视，也可激活肿瘤特异性免疫应答。值得一
提的是，TDE 内包含肿瘤特异性抗原，可以在体外
产生 MHCⅠ类限制性 T 细胞克隆，且 TDE 可以在
体内驱动依赖 T 细胞的交叉保护作用对抗同源和
[49]
异源肿瘤 。因此可以利用外泌体来源的抗原预刺
激 DC 进行靶向抗癌治疗。肿瘤细胞所释放的外泌
体表面携带有 MHC 分子和抗原肽，可在体外诱导
DC-CIK 细胞，刺激产生特异性的抗瘤 T 细胞，并
得到具有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双重抗瘤作用的
DC-CIK 细胞，对未来肿瘤的治疗提供了一种不同
以往的方法。外泌体可以增强 DC-CIK 的细胞毒活
性，且其易于在体外培养，供体细胞若取交叉配血

6 展望
过继免疫疗法具有极大的治疗潜力，且有着极
其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应用肿瘤分泌外泌体诱
导 DC-CIK 细胞分化已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仍存在
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外泌体的分离方法、外泌
体具体的作用机制、DC/CIK 细胞应用比例、
DC/CIK 细胞分离方法及回输途径、DC-CIK 细胞培
养最适条件等实际问题以及临床疗效评价等仍需
进一步研究。相信随着研究的进展，DC-CIK 疗法
必将成为肿瘤免疫治疗的有效方法，为肿瘤患者的
诊断及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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