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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膜间充质干细胞的免疫调节功能研究进展
欧阳文1,2

廖正权1,2 夏增飞1,2

高雅3 郭燕舞1,2 孙海涛1,2

【摘要】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是一类来源于羊膜的干细胞。相比较其他来源的干细胞，羊膜
间充质干细胞具有低免疫原性和免疫抑制的特点，这使得羊膜间充质干细胞的移植副作用相对
较小。羊膜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一些炎症相关疾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相关的临床试验也逐
步开展。现针对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在免疫调节方面的机制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仍不是很清楚。
本文针对现阶段关于羊膜间充质干细胞的免疫调节功能进行讨论，为进一步开展相关方面的研
究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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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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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mniotic mesenchymal stem cell is a stem cell derived from the amnion.
Compared with other sources of stem cells, the amniotic mesenchymal stem cell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immunogenicity and immunosuppression, for which makes the side effect of
transplantation of the amniotic mesenchymal stem cell relatively smaller. The efficient effects of
the treatment have been shown in some diseases,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inflammation. Relevant
clinical trials were carried out. Although some of the mechanisms of immunomodulation of amniotic
mesenchymal stem cell has been found, but they are not completely clarified. This review outlines the
immune regulatory function of the amniotic mesenchymal stem cell, which provides some inform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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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膜间充质干细胞来源于胚胎中胚层。它表达干细

如今，羊膜间充质干细胞的移植已经成功运用在许多

胞的特征性表面标志物，具有干细胞的特性。羊膜间充质干

疾病的动物模型中，例如：肝纤维化 [3] 和肾小球肾炎 [4] 等。

细胞的分裂增殖能力极强，并且可以分化为多种细胞。羊膜

此外，在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5] 中，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的

间充质干细胞可以在体外诱导成骨细胞、脂肪细胞和软骨细

细胞因子不仅可以降低损伤部位积累的炎症反应，还可以发

[1]

胞等 。与其他间充质干细胞不同的是，羊膜间充质干细胞

挥营养作用。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虽然在众多疾病的动物模

不表达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Ⅱ类分子，并且具有免疫调

型中成功移植，但是有关临床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被报道。本

节的能力，因此，羊膜间充质干细胞的移植不会产生很强的

文将对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免疫调节做一综述，为相关研究奠

[2]

移植排斥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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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论基础。
一、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对单核巨噬细胞的调节
（一）细胞功能调节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能够影响单核巨噬细胞的分化、增
殖、趋化、抗原呈递和分泌细胞因子等能力。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通过改变单核细胞表面抗原的表
达，使要向 M1 型巨噬细胞分化的单核细胞转变为 M2 样巨
噬细胞 [6]。在有利于向 M2 型细胞分化条件下，羊膜间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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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能够使单核细胞保留 M2 样巨噬细胞的特征，但是会

现剂量依赖性 [16]。另一方面，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能促进抗

使单核细胞提高 CD23 的表达和降低 CD80 的表达。虽然

炎因子 IL-10，TGF-β 等的分泌 [2]。实验证实，部分羊膜间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能够影响单核细胞向巨噬细胞的分化，但

充质干细胞通过抑制 NF-κB 活化和 ERK 和 JNK 磷酸化，

是羊膜间充质干细胞无法将已经分化为 M1 型的巨噬细胞

下调促进炎症基因的表达，上调抗炎基因的表达，从而改变

[7]

巨噬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 [12, 17]。

转分化为 M2 型巨噬细胞 。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能抑制单核细胞的增殖能力。单核
细胞在受到植物凝集素或者促分裂原刺激时，自身会进行增

（二）调节机制
涉及到上述的机制研究并不是十分详尽，以下对可

殖。单核细胞的这种增殖能力会被羊膜间充质干细胞抑制，

能的一些机制进行归纳总结。羊膜间充质干细胞既能够通

并且随着共培养的羊膜间充质干细胞数目的增多，这种抑制

过细胞接触，又可以通过分泌细胞因子来发挥上述的作用，

[8]

现象会更加明显 。研究表明，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能够使脂

但主要通过分泌的细胞因子发挥作用 [8-9]。另外，细胞接触

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的单核细胞的细胞周期

也可能增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产生抑制性可溶性细胞因子，

基本停滞在 G0 期 [9]。羊膜间充质干细胞通过下调与细胞周

间接发挥作用 [18]。

期相关的基因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 2、4、6 的表达，上

在与外周血单核细胞一起培养时，羊膜间充质干细胞

调细胞周期负性调节蛋白如 p15 和 p21，阻滞单核细胞的细

能够分泌前列腺素 E2（prostaglandin E2，PGE2）、IL-6、肝

胞周期在 G0/G1 期

[10]

。值得注意的是，羊膜间充质干细胞

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吲哚胺 2,3

抑制单核细胞的增殖，不严格依赖于细胞与细胞的接触，主

双加氧酶（indoleamine2.3-dioxygenase，IDO）、TGF-β 和可

[9]

溶性人白细胞抗原 -G（soluble human leukocyte antigen-G，

要由羊膜间充质干细胞释放的可溶性因子介导 。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能够抑制巨噬细胞的趋化能力

[11]

。

sHLA-G）等 [16, 19-21]。Magatti 等 [7] 和 Lange-Consiglio 等 [22]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能改善结肠炎中单核细胞趋化因子 -1

通过 transwell 系统和含有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物的条件

（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MCP-1）上调的不利影响，

培养基分别培养巨噬细胞，巨噬细胞的功能均被抑制，证实

抑制巨噬细胞分泌 MCP-1，从而使得 MCP-1 维持在一个较

了上述分泌的细胞因子在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对巨噬细胞的

低的水平，减少巨噬细胞的浸润

[12]

。在急性胰腺炎的小鼠模

免疫调节中发挥作用。

型中，羊膜间充质干细胞的移植也会抑制巨噬细胞对胰腺的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的免疫抑制的作用主要是 PGE2 发

浸润 [13]。这些研究表明，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能够抑制巨噬

挥主要作用。前列腺素 E2 是前列腺素家族中的一员。这种

细胞募集到炎症部位，降低巨噬细胞的浸润。

分子已被公认为具有抗炎症和免疫调节效应 [23]。炎性细胞

吞噬是巨噬细胞的另一个重要的功能 [7]，羊膜间充质

因子（例如 IL-1β）通过激活转录因子核因子 κB，增加羊膜

干细胞能够维持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在特定的水平。在诱

间充质干细胞内环氧合酶 -2（cyclooxygenase-2，COX-2）的

导单核细胞分化为 M1 型巨噬细胞的培养基中，羊膜间充质

表 达，进 而 促 进 PGE2 的 产 生。Magatti 等

干细胞能够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相反，在诱导单核细

COX-2 的抑制剂——吲哚美辛，阻断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分

胞分化为 M2 型巨噬细胞的培养基中，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

泌 PGE2，削弱了粒细胞 -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刺激下的

被羊膜间充质干细胞抑制

[14]

[7]

人利用了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虽然维持

巨噬细胞分泌炎症因子的能力。羊膜间充质干细胞释放的

了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但是却降低巨噬细胞的抗原呈递作

PGE2 通过结合巨噬细胞表面前列腺素受体 EP2 和 EP4，继

用。羊膜间充质干细胞通过抑制巨噬细胞呈递抗原，抑制了

而激活 G 蛋白，提高巨噬细胞内 cAMP 的水平，巨噬细胞内

+

CD4 T 淋巴细胞的活化，降低了淋巴细胞内的蛋白酶粒 B 的
[7]

表达 。

高浓度的 cAMP 会影响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和促炎因子的
分泌 [24]。

在 急 性 炎 症 阶 段，巨 噬 细 胞 会 通 过 肿 瘤 坏 死 因

此外，IL-6 也在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发挥免疫调节功能

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和 干 扰 素 γ

时发挥一定的作用。有研究报道，IL-6 也可以促进巨噬细

（interferon-γ，IFN-γ）信 号 通 路，产 生 炎 症 信 号，转 变 为

胞 CD206 和吞噬活性 [25]，在阻断羊膜间充质干细胞产生

经 典 激 活 的 M1 表 型，，分 泌 促 进 炎 症 的 细 胞 因 子，比 如

IL-6 的情况下，部分巨噬细胞分泌的炎症因子（IL-1、TNF-α

白 介 素 -6（interleukin-6，IL-6），TNF-α 和 白 介 素 -1β

等）也有一定程度增加 [7]。其他的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的

（interleukin-1β，IL-1β）。相比之下，M2 型巨噬细胞通过

细胞因子，例如 IDO 和 HGF 等，在羊膜间充质干细胞的免

分泌抗炎因子，比如白介素 -10（interleukin-10，IL-10），转
化生长因子 β（transform growth factor-β，TGF-β）等 [15]。

疫抑制功能中发挥的作用很小 [23]。
另一方面，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发挥免疫抑制作用也可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可以抑制 LPS 刺激下的单核细胞产生的

能是通过促进单核细胞的抗炎因子 IL-10 的分泌，间接发挥

一些促进炎症因子，比如 TNF-α、IL-6 和 IL-1β 等，这种抑

免疫抑制的作用。IL-10 不仅可以抑制炎症，还可以促进羊

制作用随共培养的羊膜间充质干细胞数目的增多而增加，呈

膜间充质干细胞产生 sHLA-G，sHLA-G 可以作用在巨噬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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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上从而发挥免疫抑制的功能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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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淋巴细胞的功能。

以上就是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对巨噬细胞发挥免疫抑

三、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对树突状细胞的调节作用

制的一些可能的机制，但是在不同的疾病模型中，羊膜间充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影响了树突状细胞表型。羊膜间充

质干细胞发挥作用的机制各不相同，主要取决于疾病发病的

质干细胞通过抑制单核细胞获得树突状细胞的表面标志，例

特点和作用于何种细胞。

如：特殊标志物（CD1a）、共激分子（CD80 和 CD86）、激活分

二、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对 T 淋巴细胞的调节作用

子（CD83 和 CD197）和 HLA-DR 等，从而影响了单核细胞
向树突状细胞的分化 [9, 32]。这些不能分化为树突状谱系的

（一）细胞功能调节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能够影响 T 淋巴细胞分化，增殖和

单核细胞，转而分化为一种与 M2 巨噬细胞接近的巨噬细胞
类型 [33]，并且 Dabrowski 等 [21] 人证明，即使分离与羊膜间充

分泌细胞因子。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影响了 T 淋巴细胞的分化。羊膜间

质干细胞共培养的单核细胞后，用 LPS 的刺激，也不能分化

充质干细胞显著降低了 Th1 数目，但是不影响 Th2 亚群数目

为树突状细胞，说明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诱导单核细胞的分化

和表面标志物的表达。不仅如此，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能够诱

具有不可逆性。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也影响了树突状细胞的功能 [14]。与

导调节性 T 淋巴细胞（regulatory T lymphocyte，Treg）
的产生，
提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能够通过改变 T 淋巴细胞亚群的比
例来发挥免疫调节功能

[25]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一起培养时，树突状细胞只能诱导较低水
平的 T 淋巴细胞的增殖，说明树突状细胞的抗原呈递作用

。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能够抑制 T 淋巴细胞的增殖。当

被削弱。不仅如此，羊膜间充质干细胞阻滞树突状细胞周期

T 淋巴细胞与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共同培养，或者用培养过羊

中的 G0 期，抑制树突状细胞的增殖。在树突状分泌细胞因

膜间充质干细胞的培养基培养 T 淋巴细胞时，在有凝集素

子的功能方面，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能够阻断树突状细胞分泌

或者丝裂原激活的情况下，辅助性 T 淋巴细胞和细胞毒性 T

IL-12p70 和 TNF-α 等 [33]。

淋巴细胞的增殖能力被抑制，并且这种抑制的效果呈现剂量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对树突状细胞的免疫调节现象出现

。在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和 T 淋巴细胞共培养中，羊

在细胞共培养系统和 transwell 系统中 [9]，提示羊膜间充质干

膜间充质干细胞能诱导初始 T 淋巴细胞和 Treg 细胞数目的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参与了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对树突状细

增加，减少记忆 T 淋巴细胞数目。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还能诱

胞的免疫调节中 [34]。

依赖

[26]

导 T 淋巴细胞向 Th2 和 Th17 亚群极化，抑制 T 淋巴细胞向
Th1 亚群极化

[27]

四、展望

。

干细胞移植为许多疾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思路和方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能够抑制 T 淋巴细胞分泌促炎因

案，但由于干细胞难以获得以及免疫排斥的原因，干细胞移

子，比如与 Th1 相关的 TNFα、IFNγ 和 IL-1β，与 Th2 相

植没有在临床中普遍使用。不同于其他的干细胞来源，羊膜

关 的 IL-5 和 IL-6，与 Th19 相 关 的 IL-9 和 与 Th17 相 关 的

间充质干细胞具有容易获得、能诱导免疫耐受和没有伦理障

[28]

IL-17A 和 IL-22 。Kang 等

[18]

人证实，当外周血单个核细

碍等优点，这将使得羊膜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的临床前景十分

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与羊膜间充质

广阔。羊膜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已经在许多疾病动物模型中

干细胞共培养时，PBMC 产生的 IFN-γ 和 IL-17 显著降低，

被成功验证，羊膜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的临床研究也正进一步

IL-10 和 TGF-β 的产生量增加。

开展中。随着研究的深入，在不久的将来，羊膜间充质干细

（二）调节机制

胞将会应用到临床患者的治疗中。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对 T 淋巴细胞的免疫抑制作用与
两种机制有关：一种是通过可溶性细胞因子 [30]，如 IDO、
PGE2、TGF-β、sHLA-G 等；另一种是通过细胞与细胞的接
触 [31]。现认为是以前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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