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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膜防御素与克罗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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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克罗恩病渊ＣＤ冤虽经数十年研究袁但至今仍未明确其
病因遥 以往报道该病北欧人发病较高袁近年来随着国内临床
医生对该病认识的提高以及小肠镜的应用袁在我国 ＣＤ 检出
率有逐渐升高趋势［１］遥 阐明 ＣＤ 的发病机理袁寻求理想的治疗

方案始终是对该病研究的重点遥 既往的研究多集中在潜在的
特异性黏膜免疫功能失调以及相关的黏膜细胞群和细胞因
子， 目前发现该病与肠道黏膜屏障功能缺陷和黏膜特异性免
疫功能失调有关袁但其确切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遥 近年有研
究者报道袁 肠道上皮细胞可合成分泌一组抗微生物多肽－防
御素渊ｄｅｆｅｎｓｉｎ冤袁组成肠道重要的先天防御系统袁其强大的抗

菌作用可以有效阻止肠道炎症的发生 遥
［２］

一尧防御素的一般特征

近年来从许多生物体内都相继发现了一系列内源性抗
微生物肽袁其对革兰阳性和阴性菌尧真菌尧螺旋体尧分枝杆菌
及某些包膜病毒等均有强大的杀伤活性袁故将其命名为防御
素遥 该物质是自然界每种生物为适应生存的外部环境所形成
一套有效的防卫机制袁也是天然免疫的重要介质遥 哺乳动物

渊包括人冤 的防御素是一类阳离子多肽袁 包括 琢－防 御 素

渊ＨＮＰ１－４ 和 ＨＤ５－６冤和 茁－防御素渊ｈＢＤ－１尧 ｈＢＤ－２ 尧ｈＢＤ－３

和 ｈＢＤ－４冤两个家族袁基因均定位于 ８ 号染色体上袁分子量为

３耀５ ｋＤ袁相距不超过 １００ 耀 １５０ ｋｂ袁它们具有共同的起源［３］遥 两

种防御素的主要结构特点为分子内含有 ３ 个由半胱氨酸残
基形成的二硫键遥 琢－防御素由 ２９ 耀 ３６ 个氨基酸组成袁富含精

氨酸袁含有 ６ 个半胱氨酸残基组成的 ３ 个二硫键遥 形成 ３ 股

反向平行的 茁 片层结构遥 ＨＮＰ１－４ 主要分布在中性粒细胞
中袁称为髓源性防御素遥 ＨＤ５－６ 主要由肠道内 Ｐａｎｅｔｈ 细胞所

合成分泌袁称为肠源性防御素［４］遥琢－防御素首先合成无活性的

９３ 耀 ９５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前体袁 然后经蛋白水解成为多
肽袁储存于中性粒细胞的嗜胺蓝颗粒袁可对抗多种细菌和真

菌遥 茁－防御素则广泛存在于皮肤尧肠道及肺脏的上皮细胞内袁

是机体重要的内源性生物防御屏障袁 由 ３６ 耀 ４２ 个氨基酸残
基组成袁分子内 ３ 个二硫键组成特征性的 茁 片层结构袁其表

达分为结构型和诱导型袁ｈＢＤ－１ 在组织中表达呈结构型袁可
持续性表达袁ｈＢＤ－２ 和 ｈＢＤ－３ 主要出现在病灶区域袁 在皮
肤尧 肠道及肺等上皮组织受到 ＴＮＦ－琢尧ＬＩ－１茁 刺激或直接与

作者单位院５１０５１５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疾
病研究所

细菌荚膜等接触时呈诱导型表达［５］遥 茁－防御素不但参于机体
的先天性免疫袁而且还可刺激未成熟的树突状细胞和记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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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素时袁 活动性炎症性肠病患者黏膜上皮表面均有 １ 耀 ３ 型

Ｔ细胞参于获得性免疫反应遥
二尧防御素的生物学作用
防御素是机体抵抗病原微生物的第一道防线袁 可以快

琢－防御素蛋白表达袁 在小肠 Ｐａｎｅｔｈ 细胞内存在 ５尧６ 型 琢－防

御素蛋白表达袁正常对照组无表达 ［１０］曰应用 ＲＴ－ＰＣＲ 方法研

速尧非特异地杀灭入侵病原体遥 目前各型防御素的活化机制

究 ＣＤ 患者和正常对照者 ｈＢＤ－１ 的表达发现袁ＣＤ 患者炎症

还不十分清楚袁 研究较为明确的是 ｈＢＤ－２尧ＨＤ－５ 和 ＨＤ－６

黏膜 ｈＢＤ－１ 的表达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减少曰 用 ＲＴ－ＰＣＲ 方

的活化机制遥 ｈＢＤ－２ 合成可能是细菌成分如脂多糖渊ＬＰＳ冤和

法对 ＣＤ尧溃疡性结肠炎渊ＵＣ冤尧感染性肠炎患者以及正常对

脂蛋白直接或间接与细胞表面的 Ｔｏｌｌ 样受体渊ＴＬＲ冤袁尤其是

照者结肠组织中 ｈＢＤ－２ 的表达进行研究发现袁ＣＤ 患者结肠

与 ＴＬＲ２ 和 ＴＬＲ４ 结合袁 通过钙和三磷酸肌醇的第二信号作

炎症黏膜 ｈＢＤ－２ 低表达袁与感染性结肠炎和 ＵＣ 患者结肠非

用诱导 ＩＬ－１ 的产生袁并诱发核转录因子 资Ｂ渊ＮＦ－资Ｂ冤的产

生袁随后合成 ｈＢＤ－２遥 茁２ 防御素具有广谱的抗菌活性袁在毫

炎症黏膜表达量相似袁明显低于炎症黏膜的表达袁免疫组化
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 ＣＤ 患者 ｈＢＤ－２ 蛋白表达明显低于

摩尔浓度下对革兰阳性菌尧革兰阴性菌尧真菌尧螺旋体尧分枝

ＵＣ 和其它炎性肠病遥 对结肠黏膜 ｈＢＤ－３ 的表达进行研究发

杆菌及有包膜病毒等均具有杀灭作用袁尤其对革兰阴性菌有

现袁ＣＤ 患者结肠炎症黏膜仅轻微表达袁 非炎症黏膜则无表

高效杀菌作用袁在约 １０ 滋ｇ窑ｍｌ 浓度下就可以达到 ９０％的杀
－１

达袁而 ＵＣ 患者炎症和非炎症黏膜表达均明显增强［１１］遥以上研

遥 茁２ 防御素的直接杀菌机制是由于该分子带正电

究提示袁ＩＢＤ 两种疾病中 ｈＢＤ－１ 降低袁ＣＤ 患者中 ｈＢＤ－２尧

荷袁能够与带负电荷的细菌表面结合，结合后其分子中的疏水

ｈＢＤ－３ 的缺乏可能是导致肠黏膜抗菌功能缺陷袁发生肠道慢

区可插入到细菌的胞膜袁而其带电区渊带正电荷冤则与细胞膜

性炎症的原因遥 研究已表明袁细胞内 ＮＯＤ２／ＣＡＲＤ１５ 基因是

菌效果

［６］

上带负电荷的磷脂头部以及水分子相互作用遥 多个 茁２ 防御

诱导 ＮＦ－资Ｂ 产生的关键步骤袁ＣＤ 患者 ｈＢＤ－２ 的缺乏可能

素分子在细胞膜上聚集形成孔隙或通道袁使得正常情况下处

是由于 ＮＯＤ２ 基因插入性突变袁不能在细胞内产生 ＮＦ－资Ｂ袁

于胞外的离子尧多肽等流入胞内，而胞内重要的盐类尧大分子

导致 ｈＢＤ－２ 的合成减少袁造成机体清除细菌的能力下降袁从

等则泄漏到胞外袁造成物质泄漏，最终导致不可逆性的菌体死
亡遥茁２ 防御素有免疫激活作用袁研究表明树突状细胞渊ＤＣ冤和

而反复发生肠道慢性炎症［１２］遥 机体防御素水平将影响机体抵

抗微生物入侵的能力与感染者的预后袁 试验表明袁 适度的

Ｔ 淋巴细胞是参与机体获得性免疫反应的重要细胞袁茁２ 防

ｈＢＤ－２尧３ 基因表达上调可能有助于预防和治疗由微生物引

御素能够与这些细胞表面特异性的趋化因子受体 ＣＣＲ６ 相

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的发生发展遥

结合袁吸引上述细胞向致病微生物侵袭的局部皮肤或黏膜迁

四尧结论

移集中袁从而提高机体抵抗微生物感染的适应性免疫反应水

迄今为止袁关于肠源性防御素的生物学活性尧结构与功

平 遥 由此可见，茁－防御素在机体抗微生物入侵的固有免疫
［７，８］

和适应性免疫中具有重要作用遥此外，防御素还具有单核细胞

能的关系及表达调节的研究已取得了许多进展遥 初步的研究
结果表明袁整个胃肠道的上皮组织均有防御素的表达袁但其

趋化活性及上皮细胞生长因子样作用， 可能参与损伤的修复

作用仍不十分明了袁肠道防御素表达减少或活性降低可导致

过程遥一些防御素还可以封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受体，并且

肠道对多种条件致病菌的抵抗力下降袁 从而发生肠道感染遥

在急性感染时能够阻断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肾上腺类固醇

但基因缺陷尧发育不良尧慢性炎症及全身性疾病时袁防御素的

激素的产生遥 琢－防御素基因的表达为固有表达袁即随髓系白

表达或活性是否有所变化及其对机体天然免疫的影响和可

细胞的发育分化而表达其分子袁其基因经转录激活尧翻译产

能的病理生理效应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遥 开展关于肠源性防

生防御素前体分子后被转运到初级溶酶体袁并以成熟分子形

御素与肠道天然免疫机制关系的研究袁可能有助于进一步阐

式储存于其中遥 当中性粒细胞吞噬了微生物后袁防御素从初

明消化道疾病及内源性感染的发生机制袁并为其防治提供新

级溶酶体中释放入吞噬溶酶体行使杀菌作用袁或释放到胞外

的措施遥

与微生物密切接触的微环境中而发挥抗菌作用遥小肠 Ｐａｎｅｔｈ

细胞表达 琢－ 防御素袁存储于胞浆颗粒中袁当应激反应时大量
防御素从胞浆颗粒中释放入肠腔参于肠腔的天然免疫作用 ［９］遥

众所周知袁 传统抗生素对机体均有程度不同的毒副作
用袁且致病菌几乎可对现有的所有抗生素产生耐药遥 与之相
比袁包括防御素在内的各种内源性抗菌肽袁大多具广谱抗微

三尧防御素功能缺陷与克罗恩病

生物活性袁可以杀灭包括细菌尧真菌尧螺旋体尧甚至病毒等在

人的肠腔黏膜是人体与外界接触的最大组织袁消化道黏

内的病原微生物袁有的尚可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袁而对同种

膜不断与病毒尧细菌等微生物接触袁是外来异物侵入人体的

属细胞无毒性作用袁故有关抗菌肽特别是高等动物包括人类

主要入口袁肠黏膜为了抵御有害物质的入侵形成了一套独自

抗菌肽的研究袁已成为目前医学领域抗致病微生物感染研究

免疫系统袁该免疫系统对食源性抗原尧肠内常驻菌群可产生

的热点遥 防御素作为一种先天的抗微生物多肽袁抗菌谱广尧作

免疫耐受袁 人体处于一种平衡稳定的免疫系统的保护下袁如

用快尧特异性小尧耐受株少袁副作用小袁是一种新型的尧理想的

果该平衡被打破则可致病遥 近年来袁肠道黏膜抗微生物多肽

抗生素遥 所以利用基因工程大量生产防御素袁可能为感染性

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袁研究人员认为肠黏膜防御素在维

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遥

持黏膜攻防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袁防御素缺乏或诱导缺陷可
以导致细菌入侵袁启动炎症过程袁降低黏膜耐受能力袁导致疾

病发生［２］遥 使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ＩＢＤ 患者肠黏膜中的 琢－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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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本文编辑院陈 烨冤

肝星状细胞收缩机制的研究进展
张小兰 １ 综述

肖 冰１

李

窑综 述窑

旭 ２ 审校

肝纤维化是指各种致病因素所致的肝脏内纤维结缔组

管阻力袁另一方面引起肝组织瘢痕挛缩袁进一步增加肝内血

织增生袁其特点是大量细胞外基质在窦周间隙沉积遥 而肝星

管阻力袁造成门静脉高压遥 且 ＨＳＣ 活化后功能也发生改变袁

状细胞渊ｈｅｐａｔｉｃ ｓｔｅｌｌａｔｅ ｃｅｌｌｓ， ＨＳＣ冤是肝纤维化细胞外基质的

进入增殖期袁大量合成分泌纤维组织成分袁细胞外基质增多

主要细胞袁在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中起关键作用袁肝星状细

导致肝纤维化和肝内结构的重建袁是肝纤维化形成的关键细

胞活化已成为肝纤维化基础研究的热点遥 随着对肝星状细胞

胞遥 因此袁门静脉高压的发生袁除了与肝窦毛细血管化有关

活化尧增殖及收缩研究的逐渐深入袁针对抑制 ＨＳＣ 活化尧收
缩的治疗有望成为抗肝纤维化袁防止门静脉高压的一种重要
手段遥 现近几年来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分析袁并对肝星状细
胞收缩的影响因素作一综述如下院
一尧ＨＳＣ 的功能
ＨＳＣ 位于肝窦周的 Ｄｉｓｓｅ 间隙内袁其紧贴肝窦内皮细胞

外袁与肝星状细胞的收缩亦密切相关［１］遥
二尧ＨＳＣ 收缩的机制

由于 ＨＳＣ 活化后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样细胞袁 具有平
滑肌细胞的特征袁 提示 ＨＳＣ 收缩和平滑肌细胞收缩的分子

机制是类似的［２，３］遥 在平滑肌细胞收缩过程中袁Ｃａ２＋信号通路的

调节起主要作用袁Ｒｈｏ 信号通路在平滑肌细胞的收缩中起着

而构成肝血窦的支架袁其立体分布和伸展足以覆盖整个肝窦

次要作用遥 当刺激因子与其受体结合后袁刺激细胞膜上的磷

微循环遥 在正常状态下袁ＨＳＣ 主要储存和代谢 ＶｉｔＡ 和在肝内

脂酰肌醇－ ４，５ － 二磷酸脂裂解袁 从而改变细胞膜的空间结

起支架作用袁其伸出的伪足包绕在肝窦的入口处袁可控制肝

构袁使磷脂酰肌醇－４，５－二磷酸脂更易与磷脂酰肌醇酶接近袁

窦的直径和血流袁起类似入口括约肌的作用袁并且合成与分

该酶继而将磷脂酰肌醇－４，５－二磷酸脂水解成第二信使脂酰

泌少量的细胞外基质渊ＥＣＭ冤遥

甘油渊ＤＧ冤和肌醇－１，４，５－磷酸酯渊ＩＰ３冤袁它们又激活细胞膜上

当肝脏受到慢性损伤时袁ＨＳＣ 在一系列的细胞和细胞因

蛋白激酶 Ｃ渊ＰＫＣ冤等 袁经过一系列传导反应 袁导 致 细 胞 内

子参与作用下活化遥 活化后的 ＨＳＣ 表型转化为移行细胞或

［Ｃａ２＋］ｉ 升高袁形成 ＩＰ３－Ｃａ２＋通路遥 这样袁刺激因子通过受体活

肌纤维母细胞样表型袁并且获得收缩性袁发生强烈收缩袁致使

化一方面引起细胞外 Ｃａ２＋内流或通过上述 ＰＬＣ 通路传递信

肝窦直径缩小袁阻力增大袁一方面通过挤压肝窦增加肝内血

号使肌浆网 Ｃａ２＋释放从而使细胞内［Ｃａ２＋］ｉ 升高袁Ｃａ２＋与钙调蛋
白渊ＣａＭ冤结合激活肌球蛋白轻链激酶渊ｍｙｏｓ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ｃｈａｉｎ ｋ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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