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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对固有免疫细胞的影响
李思佳徐红薇
【摘要】衰老是生物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机体发生变化的累积过程，它对机体的许多系统都有功能
上的影响，包括免疫系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以动物为模型研究衰老与固有免疫间的关系已十分普
遍，但衰老对人固有免疫方面的研究却比较少。衰老影响人固有免疫细胞亚群（单核吞噬细胞，中性粒
细胞，树突状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的功能及数量，同样影响老年人抗感染和疫苗接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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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学上讲，衰老是生物体随着时间的推移

位又可以进行分化，其分化后的巨噬细胞形态和功

机体发生变化的累积过程，表现为机体结构和机能

能有所差异，如肝脏的枯否细胞、脑部的小胶质细

衰退，适应性和抵抗力减退。免疫衰老可同时影响

胞、骨组织的破骨细胞等。最近的研究表明单核细

适应性和固有性免疫系统。固有免疫应答在病原微

胞的这一分化过程更为复杂，单核细胞在不同的组

生物侵入机体的早期便开始发挥作用，但缺乏特异

织中不仅可以分化为巨噬细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性和记忆性。固有免疫通过单核／巨噬细胞，中性粒

还可以分化为炎性的ＤＣ…。衰老对巨噬细胞吞噬

细胞，树突状细胞（ＤＣ），自然杀伤细胞（ＮＫ），嗜酸

功能影响的研究主要来源于对鼠的研究。对人巨噬

性粒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以及他们活化后产生的炎

细胞吞噬功能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早期研究指出

性细胞因子、Ｉ型干扰素和其他可溶因子来杀伤靶

老年人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完整，未受到老化的影响，

细胞，同时可以通过细胞因子来诱导适应性免疫应

近期研究表明成人相较于儿童，骨髓中表达巨噬细

答的启动。衰老对固有免疫系统的影响是目前免疫

胞表面分子ＣＤ６８的细胞的百分率下降旧Ｊ。衰老对

衰老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

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影响主要取决于Ｔｏｌｌ样受体

１

（ＴＬＢｓ）是否发生改变。人ＴＬＲ家族包括１１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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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ＴＬＲｌ、ＴＬＲ２、ＴＬｌ｛４、ＴＬＲ５、ＴＬＲ６多表达于细胞膜

单核吞噬细胞包括血液中的单核细胞和组织器

上，主要识别病原微生物表面某些共有特定的分子

官中的巨噬细胞，由骨髓粒．单系祖细胞发育分化而

结构；ＴＬＲ３、Ⅱ脚、ＴＬＲ８、ＴＬＢ９多表达于胞内器室

成，胞质中富含多种。单核细胞在进入结缔组织或

上，主要识别胞质中病毒彤单链ＲＮＡ（ｄｓ／ｓｓＲＮＡ）

器官后可分化为巨噬细胞。定居巨噬细胞在不同部

和胞质中细菌或病毒非甲基化ＣｐＧ ＤＮＡ，进而通过
触发ＭｙＤ８８依赖或非依赖的信号转导途径，诱导产

ＤＯＩ：ＩＯ．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３９４．２０１ １．０４．０１５

生促炎症细胞因子和ｌ型干扰素¨Ｊ。巨噬细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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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ＩＬＲ有ＴＬＲ２和ＴＬＲ４两种。ｒＩＬＲ识别某些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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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和支原体的脂肽、分枝菌属的甘露糖脂、脂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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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ＰＳ）、细菌的鞭毛蛋白和核酸等。其中，ＬＰＳ是

病毒感染的情况下，这种，ＩＬＲ３蛋白表达增加可能

ＴＬＲ４的配体。ＴＬＲ通过两条途径活化，核因子．ＫＢ

导致过激的炎症反应，为感染西尼罗病毒病的老年

（ＮＦ．ＫＢ）依赖的促炎细胞因子释放途径，以及上调

人死亡率过高给出了一个较合理的解释‘１１１。

Ｉ型干扰素和干扰素依赖基因Ｈ Ｊ。ＴＬＲ广泛表达
于免疫细胞表面，尤其是抗原提呈细胞表面，因此

２衰老对中性粒细胞的影响

’ＩⅡｔ的活化与抗原提呈细胞的抗原提呈功能密切相
关，在连接固有免疫应答和适应性免疫应答中扮演
重要角色卜ｏ。
衰老对ＬＰＳ介导的单核细胞分泌细胞因子是

粒细胞在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最早期发挥效应
功能。其杀菌方式包括产生活性氧、氮化物以及释
放一系列降解酶和抗菌肽。长期感染和非特异性组

否有影响还存在争议，有些研究指出衰老促进ＬＰＳ

织损伤会导致慢性炎症性疾病和患者身体衰弱【ｌ

介导的单核细胞分泌细胞因子，有些则提出相反的

粒细胞适当的启动和结束炎症反应对于预防感染和

结果即衰老不会对ＬＰＳ介导的单核细胞分泌细胞

非特异性炎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衰老能对粒细

因子产生影响＂］。造成此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与

胞的功能造成损害，不仅会增加老年人细菌感染发

２｜。

参与实验志愿者个体差异有关，如性别、种族、用药

病率和死亡率，对于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发展，衰

情况等，也与各个实验室的条件差异有关，如实验试

老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高危险因素，如中性粒细胞

剂的生产厂家和批号不同等。近期通过对１５４位

在类风湿关节炎中的继发性病原作用【１３１。

青、老年实验志愿者外周血单核细胞样本的分析来

衰老对中性粒细胞功能影响的研究比较广泛，

评估ＴＬＲ配体情况，该实验通过，使用流式细胞术

中性粒细胞在清除细菌的固有免疫应答中起主导作

和细胞内染色来检测ＴＬＲｌ／ＴＬＲ２激动剂刺激后单

用［１４ｌ。多年研究成果表明，衰老对中性粒细胞功能

核细胞分泌细胞因子情况，结果表明，肿瘤坏死因

的许多方面均有影响，中性粒细胞功能随着衰老而

子．ａ（ＴＮＦ．（Ｉｔ）和ＩＬ－６的分泌与老化呈负相关∞Ｊ。

下降，包括清除病原微生物时细胞的趋化性、吞噬微

这种老年人单核细胞分泌细胞因子能力下降与其表

生物能力和产生过氧化物的能力以及对机体释放的

面Ⅱ凰１、ＴＬＲ４表达减少有关峥Ｊ。

粒细胞一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ＧＭ．ｃｓｒ）、内毒素、

衰老会对ＴＬＲ介导的单核细胞共刺激分子的

甲酰甲硫．亮氨酰苯丙氨酸（ｆＭＬＰ）反应能力及应对

表达产生影响，研究显示老年人的单核细胞表面共

受到调理作用细菌时的反应能力等【１４ｌ。此外，中性

刺激分子ＣＤ８０表达明显下降。该现象在ＴＬＲ配体

粒细胞在血液中停留时间最短，为８

研究中得以证实【Ｊ７１。这也部分解释了老年人接种

症部位，中性粒细胞可由炎性细胞因子（ＧＭ—ＣＳＦ和

流行性感冒疫苗后免疫效果不佳的原因，即老年人

Ｉ型干扰素）和细菌产物（ｆＭＬＰ和１２Ｓ）提供生存信

对流感免疫法（疫苗接种）不易产生防护性抗体可

号，延长中性粒细胞的寿命。这是中性粒细胞在抗

能是由于在抗原提呈过程中抗原提呈细胞表面的共

细菌感染中发挥最大潜能的机制【ｌ ２｜。中性粒细胞

刺激分子减少导致适应性免疫应答未能很好的启

对生存信号，特别是ＧＭ－ＣＳＦ的反应能力随着衰老

动‘８引。

而减弱，这不仅对老年人清除病原微生物带来影响，

ｈ一１２

ｈ，在炎

总之。衰老会造成ＴＬＲ介导的ＴＮＦ－仅和ＩＬ－６

同时也对炎症自身的消退带来影响。中性粒细胞是

分泌下降，特别是由ＴＬＲｌ／ＴＬＲ２介导的ＴＮＦ－仅和

通过凋亡来保持自身平衡的，但如果炎症部位的中

ＩＬ－６分泌显著下降。同时，老年人单核细胞共刺激

性粒细胞凋亡数量超过了巨噬细胞清除死细胞的吞

分子ＣＤ８０表达亦减少，但ＴＬＲ家族中何种ＴＬＲ介

噬能力，过度的中性粒细胞凋亡可导致继发性坏死，

导的共刺激分子表达下降更为明显，目前尚无报

从而使得炎症迁延不愈¨川。

道‘１０１。

中性粒细胞从血流进入组织是一个外渗过程。

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与青年人

首先，中性粒细胞通过黏附于血管内皮细胞，表达黏

相比老年人巨噬细胞表达ＴＬＲ３水平较低，但在体

附分子和募集到皮肤中的炎症部位。有试验提出此

外西尼罗病毒感染试验中，青年人感染病毒后巨噬

外渗过程似乎未受到衰老的影响¨６｜。然而，迁移到

细胞表达ｆＩＬＲ３水平下调，相比之下，老年人感染病

炎症部位运动过程受到两个部分的影响，即化学运

毒后虽然，ＩＬＲ３基因的表达水平不发生改变，但巨

动（运动速度）和趋化运动（定向运动）¨６｜。迄今为

噬细胞表达ＴＬＲ３蛋白水平却增加了。在西尼罗河

止，只有一项研究探讨了衰老影响中性粒细胞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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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两个因素，结果表明，化学运动能力是完整的，

斯细胞的密度随衰老而下降‘２１｜。衰老还可对ＤＣ

但趋化运动能力随着衰老而下降。由于中性粒细胞

的形态学产生影响，例如伴随老化ＤＣ的树突分支

趋化能力降低所以迁移到感染部位的效率受到影

的减少；对比青年和老年慢性牙周炎患者，老年人口

响，因此会增加老年患者创伤后感染的发病率和死

腔上皮组织的朗格汉斯细胞密度下降‘２１｜。

亡率¨引。对于中性粒细胞在炎症部位的募集是否
会受到衰老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４衰老对ＮＫ细胞的影响

中性粒细胞功能衰退对机体将产生一定影响。

ＮＫ细胞是天然的细胞毒性淋巴细胞，对宿主

例如，中性粒细胞迁移向感染部位，通过组织时会受

防御某些恶性肿瘤和病毒感染起重要的作用。有研

到所释放的蛋白酶影响，如弹性蛋白酶。一旦衰老

究表明：ＮＫ细胞的绝对数量随着老化而增加，并且

降低了中性粒细胞的趋化运动（定向运动）能力，可

ＣＤ５６ｄｉｍ

能会对健康组织带来附加损害，同时由于减少了向

加【１７】。但是这种现象可能掩盖衰老伴随的ＮＫ细

感染部位的趋化运动，感染灶可能会持续存在¨６。。

胞功能上的缺陷。已有研究证实，衰老相关ＮＫ细

ＮＫ细胞（成熟的细胞毒性亚群）数量增

上述研究表明，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杀菌活性

胞的细胞毒活性下降。衰老造成ＮＫ细胞相关的细

（产生过氧化物）的降低和中性粒细胞无法通过炎

胞毒作用减弱与三磷酸肌醇的产生过程受损有

症因子延长生存时间都会降低微生物的清除效率，

关ｎ ７｜。值得注意的是，衰老相关的肌醇磷脂代谢异

造成炎症的迁延。但有趣的是，在对中性粒细胞功

常造成的ＮＫ细胞毒作用下降这一变化在抗体依赖

能的研究中发现，百岁老人体内中性粒细胞的吞噬

性ＮＫ细胞细胞毒性作用（ＡＤＣＣ）中未被观察

能力是增强的，而对ＰＭＡ应答产生的过氧化物的量

到‘２２１。

与中年人相比却是下降的ⅢＪ。因此，中性粒细胞吞

ＮＫ细胞除了通过细胞毒作用清除感染和癌变

噬功能的随着年龄变化是长寿的重要因素，通过增

细胞外。还分泌免疫调节性细胞因子。衰老对ＮＫ

强中性粒细胞的吞噬功能来克服衰老对过氧化物产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也产生影响，ＩＬ－２诱导ＮＫ细

物减少带来不利影响¨２｜。

胞分泌ＩＦＮ一１，ＩＬ－２或ＩＬ．１２诱导ＮＫ细胞分泌趋化

３衰老对ＤＣ的影响

因子，如巨噬细胞炎性蛋白ｌａ（ＭＩＰ．１ａ）以及ＩＬ－８都
随衰老而减少ⅢＪ。在衰老过程中ＮＫ细胞功能的

目前，衰老对人ＤＣ功能影响的研究存在不同

下降可以通过ＮＫ细胞数量增加来弥补，然而细胞

的结论。ＤＣ是专职抗原提呈细胞，其主要功能是

因子的分泌功能的受损以及趋化因子分泌减少则可

摄取、加工处理和提呈抗原，从而启动适应性免疫应

能使老年人ＮＫ细胞启动适应性免疫应答出现障

答。近年发现，成熟ＤＣ可分为两个亚群：髓样树突

碍，根据这一假说，ＮＫ细胞活性与老年人感染后的

状细胞（ｍＤＣ）和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ｐＤＣ）¨８Ｉ。

死亡率密切相关Ｌ２３ Ｊ。目前有研究表明，体内锌水平

ｍＤＣ可表达ｒＩ＇ＬＲ２、ＴＬＲ４、，Ｉ＇ＬＲ５，在病原体等抗原性

的变化似乎可以调节衰老相关ＮＫ细胞细胞毒作用

异物刺激下，能分泌以ＩＬ．１２和ＩＬ－２为主的细胞因

的缺陷，补锌将改善这种情况旧Ｊ。

子，诱导或促进Ｔｈ０细胞分化为Ｔｈｌ细胞，引发和增
强细胞免疫应答¨０。。ｐＤＣ可表达ＴＬＲ７、ＴＬＲ８、

５

衰老对嗜酸性粒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的影响

ＴＬＲ９，在病毒感染刺激下，能产生以ＩＦＮ一值和［Ｌ－６

目前，关于衰老是否对嗜酸性粒细胞和嗜碱性

为主的细胞因子，发挥抗病毒作用¨９｜。有研究指

粒细胞功能产生影响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局限。通过

出，ｍＤＣ数量随衰老而增加，尤其在老年人ｍＤＣ比

对患有哮喘的３０位青年和老年实验志愿者外周血

例增大ｍ Ｊ。而ｐＤＣ的数量没有明显变化，虽然曾

嗜酸性粒细胞功能的检测，得出５５～８８岁的老年人

有研究报道衰老使ｐＤＣ数量降低。但其他研究指

嗜酸性粒细胞脱颗粒减少Ⅲｊ。老年人产生过氧化

出ｍＤＣ与ｐＤＣ的百分比在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没

物阴离子有降低的趋势，但嗜酸性粒细胞的黏附、趋

有变化¨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迂回不同的结果目

化能力及数量均未发生改变。

前仍不清楚，但老年人的个体差异可能是一个重要
因素。

衰老对嗜碱性粒细胞功能影响的最初报道为嗜
碱性粒细胞脱颗粒功能受损，而其后的研究发现，相

一些关于组织特异性ＤＣ数量的研究指出，衰

较于年轻人，无论是ＩｇＥ抗体诱导的组胺释放量方

老对其存在具有影响。例如人皮肤表皮中的朗格汉

面，还是对ｌｇＥ抗体标准浓度的敏感度方面，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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