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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胶质细胞介导神经元损伤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作用

谢文佳 1，2，夏天娇 1，2，周卿云 1，刘羽佳 1，顾小萍 1

文题释义：

小胶质细胞：属于卵黄囊来源的单核谱系细胞，根据区域不同占中枢神经系统细胞的5%-12%，是中枢神经系统驻留免疫细胞的主要来

源，具有感知、管家和防御3个基本功能，通过杀死病原体、清除神经毒性物质、提供营养因子等途径发挥保护神经元的作用。

神经退行性疾病：以进行性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为特征，该功能障碍与受累中枢或外周神经系统结构的萎缩、神经元或髓鞘的丧失有关，

亦可出现异常蛋白质聚集物沉积。这类疾病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额颞叶痴呆、毛细血管扩张性共

济失调症等。

摘要

背景：小胶质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驻留免疫细胞，具有感知、管家和防御功能。神经退行性疾病状态下，小胶质细胞功能紊乱导致或加

重神经元损伤。

目的：探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神经元损伤机制。

方法：由第一作者以“microglia，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neuronal injury”为英文检索词，“小胶质细胞，神经退行性疾病，神经元

损伤”为中文检索词，检索PubMed、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中英文数据库2001年1月至2020年1月发表的相关文献。

结果与结论：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小胶质细胞受到毒性物质干扰而感知过度导致激活增多，伴随管家功能亢进和强烈的神经炎症，造成

神经元损伤；或因特定基因突变而出现感知和管家功能减弱，使毒性物质累积加重防御功能的失调，诱导神经元凋亡或坏死。探索神经

退行性疾病中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神经元损伤机制，可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提供多个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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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Microglia are resident immune cell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at normally perform sensing, housekeeping, and defense fun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the dysfunction of microglia leads to or aggravates neuronal injur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microglia-mediated neuronal injury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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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综合性：涵盖了神经退行性

疾病中小胶质细胞造成神

经元损伤的多种机制；

△辨证性：小胶质细胞的功能

异常与包含退行性变在内

的神经元损伤相互影响；

△创新性：以小胶质细胞的感

知、管家和防御功能为切

入点。

小胶质细胞感知失调与神经退行性疾病

小胶质细胞管家功能异
常与神经退行性疾病： 
(1) 小胶质细胞趋化因子
和趋化因子受体作用失
调；
(2) 小胶质细胞吞噬作用
紊乱 ；
(3) 小胶质细胞与星形胶
质细胞相互作用。

小胶质细胞防御功能紊乱与神经退行性
疾病： 
(1) 小胶质细胞相关细胞因子介导的宿主防御
紊乱；
(2) 小胶质细胞释放蛋白酶损伤神经元；
(3) 小胶质细胞释放超氧化物损伤神经元；
(4) 疾病相关小胶质细胞限制神经退行性变 ；
(5) 小胶质细胞其他宿主防御失调致神经退行
性变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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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小胶质细胞属于卵黄囊来源的单核谱系细胞，根据区域

不同占中枢神经系统细胞的 5%-12% 不等
[1]
，是中枢神经系

统驻留免疫细胞的主要来源，通过其众多的分枝发挥“监视”

功能
[2]
。经典小胶质细胞分为 3 态，静息 M0 态的小胶质细

胞呈分枝状，当受到病原、威胁或炎性刺激时，M0 态转换

为破坏性的 M1 态，释放白细胞介素 1β、肿瘤坏死因子等促

炎因子；当受到白细胞介素 4、白细胞介素 10、白细胞介素

13 等抗炎细胞因子刺激时，M0 态转换为 M2 态，发挥抗炎

作用。近年在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中新定义

了 5 种小胶质细胞，其中包括疾病相关小胶质细胞，最初在

表达 5 种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突变的 5xFAD 小鼠中被发现，

它们围绕 β 淀粉样蛋白斑块和包含胞内 β 淀粉样蛋白，强烈

表达与吞噬和脂代谢相关的基因以及与溶酶体过程和环境监

测相关的基因
[3]
。

小胶质细胞具有感知、管家和防御 3 个基本功能
[1]
，通

过杀死病原体、清除碎片、清除 β 淀粉样蛋白、提供营养因

子等途径发挥保护神经元的作用
[4]
。小胶质细胞形成一个横

跨中枢神经系统的网络，每隔几小时扫描胞体周围的区域，

并迅速向病灶极化，这一感知功能是小胶质细胞执行管家和

防御功能的先决条件。小胶质细胞的管家功能包括迁移至神

经元死亡地点吞噬死亡或垂死的细胞和碎片，突触重塑，维

持髓鞘的稳态。小胶质细胞还通过介导炎症发挥防御功能，

保护机体免受自我和非自我的有害刺激 ( 如 β 淀粉样蛋白、

α- 突触核蛋白 )。与星形胶质细胞相互作用是另一种重要的

小胶质细胞功能，涉及炎症和退行性变。一旦小胶质细胞因

任何因素无法发挥这些保护性功能，神经元就可能受损甚至

死亡，诱发或加速神经退行性疾病，故该文章针对感知、管

家和防御 3 个功能的失调对小胶质细胞造成神经元损伤的机

制作一综述。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第一作者在 2020 年 1 月进行检索。检索

数据库包括 PubMed 数据库 (https://www.ncbi.nlm.nih.gov/

pubmed/)、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万方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维普数据库 (http://www.

cqvip.com)。检索文献时限为 2001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

METHODS: The first author searched for relevant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January 2001 to January 2020 in PubMed, CNKI, Wanfang database, and VIP database 
with the key words of “microglia;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neuronal injur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microglia perform excessive sensing due to toxic substances during normal function, leading 
to increasing activation of microglia, accompanied with hyperfunction of housekeeping and intense neuroinflammation causing neuronal impairment. The 
dysregulation can also be manifested as dysfunction of sensing and housekeeping due to specific gene mutations, which bring about accumulation of toxic 
substances, aggravating the dysregulation of defense function and inducing apoptosis or necrosis of neurons as a result. Further exploration on the mechanism 
of microglia-mediated neuronal injury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may provide several targets for the treatment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Key words: stem cells; microglia;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neuronal injury; neuroinflammation; Alzheimer’s diseas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neuronal cell 
death; review

Funding: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701371 (to XTJ), No. 81730033 (to GXP); the Key Talent Project for Strengthening Health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No. ZDRCA2016069 (to GXP)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Xie WJ, XiA TJ, ZHou QY, Liu YJ, Gu XP. Role of microglia-mediated neuronal injury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1;25(7):1109-1115. 

英文检索词为“microglia，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neu-

ronal injury”，中文检索词为“小胶质细胞，神经退行性疾

病，神经元损伤”。检索文献类型为研究原著和综述，共检

索 385 篇文献。

1.2   入选标准   研究内容相符，论点、论据可靠，发表于权

威专业杂志。

1.3   排除标准  排除证据不可靠、过早发表或研究内容重复

的文献。

1.4   数据的提取   根据入选标准和质量评估选取所需文献，

最终得到 60 篇文献，见图 1。

2   结果   Results 
2.1   小胶质细胞感知失调与神经退行性疾病   小胶质细胞用

近百个基因的产物来感知微环境的变化，它们通过髓样细胞

触发受体 2、嘌呤能受体、受体酪氨酸激酶等特定感知神经

元损伤，作出适当的应答
[5]
。髓样细胞触发受体 2、嘌呤能

受体等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表达下调，小胶质细胞感知毒性

物质的能力下降，对毒性物质的清除随之减少。以阿尔茨海

默病为例，β 淀粉样蛋白异常沉积是其重要病理特征，这种

具有神经毒性的蛋白抑制大脑长时程增强作用，通过酪氨酸

蛋白激酶 Fyn 等信号通路过度提高细胞兴奋性或破坏轴突运

输和微管功能导致神经元死亡
[6]
。尽管小胶质细胞的感知失

调是否与阿尔茨海默病发生有关尚无定论，但其推动 β 淀粉

样蛋白沉积，促炎细胞因子和小胶质细胞激活随之增多加重

神经元或髓鞘的丧失，促进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毒性物质、

细胞碎片等累积继而使小胶质细胞感知过度，造成不必要的

神经元损伤。活化的小胶质细胞释放活性氧，激活磷脂促翻

转酶，抑制内翻酶，使神经元磷脂酰丝氨酸外露增加，通过

Mer 受体酪氨酸激酶等激活吞噬作用
[7]
。

由第一作者以“microglia，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neuronal injury”“ 小 胶 质

细胞，神经退行性疾病，神

经元损伤”为检索词，检索
PubMed、中国知网、万方、

维普等中英文数据库 2001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发表的相

关文献

检索到中英文文献 385 篇

通过阅读摘要，排除重复性研

究和内容不相符的文献

共选取 60 篇进行综述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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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胶质细胞管家功能异常与神经退行性疾病   小胶质细

胞感知微环境的变化后，通过趋化、吞噬等管家功能发挥效

应，最终达到维持稳态的目的。管家功能基因包括编码趋化

因子和趋化因子受体的基因、参与吞噬作用的基因和星形胶

质细胞相关的基因
[1]
。管家功能异常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神

经元损伤中起重要作用。

2.2.1   小胶质细胞趋化因子和趋化因子受体作用失调   在中

枢神经系统中，小胶质细胞分泌细胞因子趋化外周免疫细胞，

改变小胶质细胞的表型或直接杀伤退行性变神经元。体外和

体内研究表明，β 淀粉样蛋白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累积的毒

性物质能刺激小胶质细胞释放白细胞介素 1β 和肿瘤坏死因

子 α，促进内皮细胞产生趋化因子 C-X-C 基元配体 8，与 T 淋

巴细胞富集趋化因子 C-X-C 基元受体 2 结合，促进 T 淋巴细

胞完成包括血脑屏障在内的跨内皮屏障迁移。进入大脑的 T

淋巴细胞可通过分泌 γ- 干扰素改变小胶质细胞表型，提高

其运动能力和吞噬活性。缺乏 T 淋巴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免

疫缺陷模型重组激活基因 1 和重组激活基因 2 敲除的小鼠与

野生型小鼠相比，认知能力更差，β 淀粉样蛋白斑块沉积增

加
[8]
，这提示阿尔茨海默病中小胶质细胞可能趋化 T 淋巴细

胞协同清除 β 淀粉样蛋白斑块。但被趋化而来的 T 淋巴细胞

是否保护神经元尚不明确，研究显示 CD8+T 淋巴细胞可能通

过分泌穿孔素、颗粒酶等促进受损或受感染细胞的凋亡，损

伤认知并减少小胶质细胞激活。除淋巴细胞外，小胶质细胞

还可通过白细胞介素 1β 和趋化因子 C-X-C 基元配体 1 招募中

性粒细胞
[9]
，促进炎症和吞噬作用。

小胶质细胞可通过趋化因子受体被招募以清除异常成

分，而抑制招募可以降低小胶质细胞的数量从而减少神经元

损伤。在阿尔茨海默病模型 5xFAD 小鼠中，阻断集落刺激因

子 1 受体可消除约 80% 小胶质细胞，达到逆转树突棘的丢失、

防治神经元损伤并改善记忆的效果，而对 β 淀粉样蛋白斑块

或 tau 蛋白沉积没有影响
[10]
，这说明阿尔茨海默病中小胶质

细胞被过度招募，实际发挥限制退行性变作用的小胶质细胞

仅占少数，而多数则表现为过度的吞噬、神经炎症等，推进

阿尔茨海默病。此外，趋化因子如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
[11]
，

趋化因子受体如趋化因子受体 3[12]
，也在趋化小胶质细胞中

发挥作用。

2.2.2   小胶质细胞吞噬作用紊乱   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小

胶质细胞行使正常功能时因受到毒性物质干扰而导致放大的

炎症反应和神经毒性 ( 如清道夫受体、突触修剪 )，或由于

特定基因的突变而出现吞噬功能失调 ( 如髓样细胞触发受体

2、反式激活应答 DNA 结合蛋白 43、颗粒蛋白前体 )，均可

促进神经元损伤并进一步加重神经退行性疾病。

(1) 小胶质细胞清道夫受体放大神经毒性：清道夫受体

是一种固有免疫的模式识别受体，促进非我或异变自我的配

体的去除，消除被降解的或有害的物质。当感知到异常或错

误折叠的蛋白质时，小胶质细胞试图通过清道夫受体和其他

模式识别受体清除这些物质，但源源不断的异常物质干扰小

胶质细胞正常功能，放大促炎反应和神经毒性
[1]
。以阿尔茨

海默病为例，β 淀粉样蛋白清除不足使其发挥神经毒性并推

动神经退行性疾病发展，且持续激活小胶质细胞加重神经退

行性疾病中的神经元病变。清道夫受体 B2 是小胶质细胞的

β 淀粉样蛋白受体，它与 Toll 样受体 4 和 Toll 样受体 6 形成

复合物，导致细胞因子分泌、趋化因子释放、活性氧产生、

小胶质细胞迁移和炎性小体激活而损伤神经元
[13]
。β 淀粉样

蛋白还可与清道夫受体 J1 结合，激活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和核因子 κB，并通过白细胞介素 1β 诱导突触功能障碍甚至

细胞凋亡
[14]
。凝集素样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1 也是清

道夫受体的一员，能够加重神经炎症诱导的神经元凋亡，与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和核因子 κB 联动促进神经炎症和神经

元损伤的恶性循环
[15]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清道夫受体

参与功能紊乱。清道夫受体 A1 是环绕 β 淀粉样蛋白斑块的

小胶质细胞表达的 β 淀粉样蛋白吞噬受体，上调清道夫受体

A1可减轻 β淀粉样蛋白负荷，改善 β淀粉样蛋白神经毒性
[16]
。

(2) 小胶质细胞髓样细胞触发受体 2 突变减弱神经保护

作用：髓样细胞触发受体 2 是一种表达于髓系细胞且主要表

达于小胶质细胞的免疫受体，可与β淀粉样蛋白、载脂蛋白 E、

磷脂酰丝氨酸、死亡的神经元和受损的髓鞘等配体结合，通

过受体蛋白 DNAX- 活化蛋白 12 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促进

吞噬和趋化
[1, 17]

。在阿尔茨海默病模型 5xFAD 鼠中，敲除髓

样细胞触发受体 2 减少小胶质细胞的激活和在 β 淀粉样蛋白

斑块周围的聚集
[18]
，髓样细胞触发受体 2 突变体如 R47H 也

使得小胶质细胞增生受阻
[19]
，出现 β 淀粉样蛋白斑块增多等

病理改变，而过表达髓样细胞触发受体 2 则减少斑块并上调

吞噬功能基因，改善阿尔茨海默病小鼠的神经病理和行为学

障碍
[20]
。髓样细胞触发受体 2 也可被 α- 去整合素金属蛋白

酶 10 或 17 裂解为可溶性髓样细胞触发受体 2[21]
，通过小胶

质细胞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22]
，但前提是髓样细胞触发受体 2

未发生突变。当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出现髓样细胞触发受体 2

突变，小胶质细胞激活减少，吞噬和趋化能力降低，促炎因

子大量产生，β 淀粉样蛋白等神经毒性物质累积，促进神经

退行性变的同时改变神经元的兴奋性和极性而损伤神经元。

需要注意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肌萎缩性脊髓侧

索硬化症、额颞叶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中蛋白质稳态被破

坏，泛素 - 蛋白酶体等清除毒性蛋白系统出现缺陷，共同参

与神经毒性蛋白沉积
[23]
，即毒性蛋白的沉积是多方作用的结

果，但该文章聚焦于小胶质细胞。

(3) 小胶质细胞反式激活应答 DNA 结合蛋白 43 突变促

进过度吞噬：反式激活应答 DNA 结合蛋白 43 失调是肌萎缩

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和额颞叶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常见下

游机制，它的正常功能主要与 RNA 通路有关，如调节信使

RNA 前体的剪接、维持信使 RNA 的稳定、调节信使 RNA 的

转运、处理微小 RNA 前体、与单链 DNA 结合抑制转录、在

应激状态下隔离和保护信使 RNA[24]
。反式激活应答 DNA 结

合蛋白 43 是小胶质细胞吞噬作用的强调控因子。小胶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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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中缺乏该蛋白的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的 β 淀粉样蛋白负

荷降低，突触明显减少，且在没有 β 淀粉样蛋白的情况下突

触也减少
[25]
，提示该蛋白突变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主要通过

小胶质细胞的过度吞噬损伤神经元，促进神经变性。另外，

鉴于反式激活应答 DNA 结合蛋白 43 的功能众多，其正常功

能的丢失也会促成神经元的退行性变。

(4) 小胶质细胞颗粒蛋白前体营养和保护功能缺失：颗

粒蛋白前体是一种具有神经免疫调节功能和自分泌神经营养

功能的分泌糖蛋白，对长期神经元生存有重要作用。颗粒蛋

白前体缺失没有加剧 β 淀粉样蛋白的病理改变，反而显著减

少 β 淀粉样蛋白的扩散，这部分归功于颗粒蛋白前体缺失后

小胶质细胞吞噬功能的增强，但会增加 tau 病变
[26]
。缺乏颗

粒蛋白前体的阿尔茨海默病模型 APP/PS1 小鼠还表现出较轻

的轴突营养不良和部分改善的行为表型，但仍通过突触修剪

等其他机制加剧神经损伤
[27]
。颗粒蛋白前体缺乏导致年龄依

赖的进行性的溶酶体基因和固有免疫基因的上调，补体产生

增加，小胶质细胞 C1q 依赖的突触修剪加强，提示颗粒蛋白

前体是抑制衰老过程中异常小胶质细胞激活的重要免疫检查

点
[1, 26]

。

(5) 病理状态下小胶质细胞突触修剪过度：突触修剪这种

极具选择性的吞噬作用被认为由补体C1q、C3和C4沉积介导，

它们标记目标突触以供小胶质细胞的受体识别，从而清除该

突触
[2, 28]

。大脑在 β 淀粉样蛋白斑块形成前即出现吞噬性小

胶质细胞的区域特异性增加以及 C1q和 C3在突触上的累积，

在 β 淀粉样蛋白寡聚体的诱导下小胶质细胞通过补体途径

激活而过度发挥突触修剪作用导致神经元受损。抑制 C1q、
C3 或 C3 受体活性可以挽救突触丢失和功能障碍

[29]
，但不排

除 β 淀粉样蛋白寡聚体和 C1q 通过其他机制如主要组织相容

性复合体Ⅰ / 配对免疫球蛋白样受体 B 造成突触丢失
[30-31]

。 

值得注意的是，突触障碍和丢失远在神经病理和认知受损之

前出现并伴随全程。

除补体相关的突触修剪外，小胶质细胞选择性表达的不

规则趋化因子 C-X3-C 基元受体 1 可诱导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突

触消除，其配体趋化因子 C-X3-C 基元配体 1 缺陷小鼠在突触

消除方面存在严重障碍
[32]
。神经元上的趋化因子 C-X3-C 基

元配体 1 和小胶质细胞上的趋化因子 C-X3-C 基元受体 1 的相

互作用调节小胶质细胞稳态功能，缓和小胶质细胞对炎症和

损伤刺激的反应。在神经元中，这些相互作用调节突触成熟

并促进神经元存活，阻断这种相互作用则会上调小胶质细胞

肿瘤坏死因子生成，引起神经毒性
[1]
。此外，作为小胶质细

胞的免疫检查点之一，趋化因子 C-X3-C 基元受体 1 缺陷使小

胶质细胞对原纤维状 β 淀粉样蛋白的吞噬作用增强，提示该

受体抑制吞噬小胶质细胞的过度吞噬
[33]
，功能失调可引发或

加剧神经退行性变。

突触亦可表达“don’t eat me”信号如 CD47，作用于小

胶质细胞信号调节蛋白 α，抑制突触的修剪
[34]
。在帕金森病

模型中，信号调节蛋白 α 不足导致小胶质细胞异常的炎症反

应和吞噬活动，进一步加快多巴胺能神经元的退行性变
[35]
。

(6) 小胶质细胞其他与吞噬相关的作用：在神经退行性

疾病中还有其他调节吞噬功能的标志物，如上调的 CD33、

下调的 CD200 和自噬相关通路。位于髓样细胞触发受体 2 上

游的 CD33 在阿尔茨海默病小胶质细胞中表达增多，而敲除

CD33 的阿尔茨海默病模型 APP/PS1 鼠抑制小胶质细胞摄入

和清除 β 淀粉样蛋白 42，减少斑块沉积，改善记忆保持
[17]
，

这表明 CD33 参与小胶质细胞清除能力的丧失，导致 β 淀粉

样蛋白等神经毒性物质累积而损伤神经元。CD200 可加强小

胶质细胞对 β 淀粉样蛋白的清除
[36]
，减少小胶质细胞激活并

促进炎症反应和神经退行性变。自噬途径中某些蛋白的表达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可能影响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神

经退行性变。研究显示，小胶质细胞中缺乏微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3 相关内吞作用的阿尔茨海默病小鼠表现出加速的神经

变性、受损的神经元信号和记忆缺陷。在髓系细胞或仅仅小

胶质细胞中缺乏微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3 相关内吞作用但不缺

乏典型自噬的小鼠，其海马中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和神经毒

性 β 淀粉样蛋白的水平显著升高，这种炎症与 β 淀粉样蛋白

沉积、反应性小胶质细胞增生和 tau 蛋白过度磷酸化有关
[37]
。

2.2.3   小胶质细胞与星形胶质细胞相互作用   星形胶质细胞

功能障碍的延长和小胶质细胞的激活加速帕金森病模型小鼠

黑质多巴胺神经元的退行性变
[38]
。神经炎症可能引起神经元

退行性变，小胶质细胞与星形胶质细胞相互作用起放大效应。

在多种神经疾病中，小胶质细胞被经典炎症递质激活，将星

形胶质细胞转化为具有神经毒性的 A1 表型，通过 A1 型星形

胶质细胞传播神经元死亡，其中大部分由小胶质细胞释放线

粒体碎片或功能障碍的线粒体介导
[39]
。活化的星形胶质细胞

也可分泌肿瘤坏死因子 α、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反作用

于小胶质细胞使其激活，并产生活性氧和活性氮物质诱导神

经元的凋亡或坏死
[40]
。

2.3   小胶质细胞防御功能紊乱与神经退行性疾病   小胶质细

胞表达 Fc 受体、Toll 样受体、病毒受体和抗菌肽，接受刺激

后引发神经炎症反应，产生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 1 等

细胞因子、蛋白酶、超氧化物等以清除有害物质并保护神经

元，且能通过趋化因子招募更多细胞，但神经炎症也可不招

募循环中的白细胞而局限于小胶质细胞
[1]
。小胶质细胞介导

的神经炎症是神经退行性变的重要机制之一。失控或慢性的

神经炎症和持久的小胶质细胞激活导致细胞因子的过度和异

常产生，这些因子阻止神经修复并导致突触损伤、氧化损伤

和线粒体功能障碍
[3]
，诱导神经退行性变并推动神经退行性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2.3.1   小胶质细胞相关细胞因子介导的宿主防御紊乱   活化

的小胶质细胞释放的促炎因子在体内和体外均能导致神经元

死亡
[40]
。肿瘤坏死因子 α 通过激活半胱氨酸蛋白酶 8 诱导程

序性细胞凋亡，或在半胱氨酸蛋白酶 8 未激活的情况下激活

受体相互作用蛋白 1、受体相互作用蛋白 3 和混合系列蛋白

激酶样结构域引起程序性细胞坏死，或通过核因子 κB 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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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并抑制细胞凋亡
[41]
，这 3 个途径的相对强度决定了肿瘤

坏死因子 α 存在下神经元的结局。但是，肿瘤坏死因子 α 仅

在小胶质细胞或小胶质细胞激活后产物存在的情况下诱导神

经元死亡，这可能与小胶质细胞诱导神经元凋亡的 Fas 配体

有关。肿瘤坏死因子 α 还可诱导神经元表达和释放谷氨酰胺

酶，使胞外谷氨酸水平升高，过度激活谷氨酸的 N-甲基 -D-

天冬氨酸受体导致兴奋性毒性神经元死亡
[42]
，其他促炎因子

如白细胞介素 1β 同样不直接作用于神经元，而是放大炎症

反应使其他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释放直接对神经元产

生毒性的因子
[43]
。此外，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可诱导促炎细

胞因子和Ⅰ型干扰素的生成，发挥神经毒性。在毛细血管扩

张性共济失调症这一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细胞质中单链和双

链 DNA 的累积激活小胶质细胞的固有免疫应答，激活干扰

素基因刺激蛋白、黑素瘤缺乏因子 2 炎性小体、核因子 κB

并释放白细胞介素 1β[44]
。在帕金森病中，小胶质细胞还可通

过释放乳铁蛋白和核因子 κB 干扰铁代谢而影响神经元
[45]
。

慢性神经退行性变也可通过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诱导Ⅰ型干

扰素的合成，进而影响小胶质细胞表型并加速神经退行性变

进展，而敲除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和Ⅰ型干扰素受体后肿瘤

坏死因子 α、C3、髓样细胞触发受体 2 等转录均减少
[46]
。这

些细胞因子不仅影响周围的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胶

质细胞，加重 tau 病理，导致神经退行性变和神经元丢失，

还反过来维持小胶质细胞的激活形成恶性循环而最终损伤小

胶质细胞使其衰竭。

2.3.2   小胶质细胞释放蛋白酶损伤神经元   小胶质细胞激活

释放的半胱氨酸蛋白酶等蛋白酶具有神经毒性。小胶质细胞

内的炎性小体被损伤相关分子模式、病原相关分子模式或细

胞因子启动并激活，产生半胱氨酸蛋白酶 1、半胱氨酸蛋白

酶 4、半胱氨酸蛋白酶 5、半胱氨酸蛋白酶 11、消皮素 D、

白细胞介素 1β 和白细胞介素 18 等
[47-48]

，分别对神经产生毒

性作用并可引起细胞凋亡和细胞焦亡，还可通过诱导体内其

他促炎递质以自分泌的形式放大神经毒性。核苷酸结合寡聚

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 3 炎性小体功能的缺失通过调节 tau 激

酶和磷酸酶来减少 tau 的过度磷酸化和聚集
[49]
，且经典的炎

性小体或半胱氨酸蛋白酶 1 缺失的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表

现明显下降的 β 淀粉样蛋白沉积和明显改善的认知障碍
[50]
，

该认知功能障碍的改善和行为的正常化归功于长时程增强作

用的恢复，这提示记忆的形成和神经棘形态的保留，而半胱

氨酸蛋白酶具有相反作用。此外，组织蛋白酶 B 和金属蛋白

酶也推动神经元损伤和死亡
[7]
。 

2.3.3   小胶质细胞释放超氧化物损伤神经元   小胶质细胞表

达吞噬细胞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该酶在受

到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1β、趋化因子、花生四烯

酸、β 淀粉样蛋白、内毒素、腺嘌呤核苷三磷酸或吞噬作用

等剧烈刺激时装配并活化，在胞外或吞噬体中产生高水平的

超氧化物，这些超氧化物被胞外超氧化物歧化酶催化分解成

过氧化氢，过氧化氢进一步激活小胶质细胞使其表达诱导型

一氧化氮合酶进而产生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再与超氧化物反

应生成过氧亚硝酸盐
[7]
。这些活性氧物质帮助小胶质细胞消

除应激源，但也损伤神经元。此外，高水平的一氧化氮可通

过快速抑制线粒体呼吸、缓慢抑制糖酵解、改变线粒体通透

性或激活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使神经元的能源耗竭而坏

死
[51]
。即使能量维持尚可，一氧化氮能通过氧化激活 p53、

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通路或内质网应激诱导细胞凋亡。

一氧化氮还可抑制线粒体呼吸，促使神经元去极化和释放谷

氨酸，共同激活 N- 甲基 -D- 天冬氨酸受体，导致兴奋性毒

性神经元死亡
[52]
。帕金森病模型小鼠的中脑黑质部位小胶质

细胞的激活使氧化应激反应增强，可能是帕金森病的重要机

制之一
[53]
。

2.3.4   疾病相关小胶质细胞限制神经退行性变   疾病相关小

胶质细胞是一种表达特定小胶质细胞标记的免疫细胞，由小

胶质细胞先转化为中间态再经髓样细胞触发受体 2 途径两步

转化而来，保护大脑免受神经退行性变
[1]
。在疾病相关小胶

质细胞转化过程中，趋化因子 C-X3-C 基元受体 1、嘌呤能受

体 P2RY12 的表达下调，髓样细胞触发受体 2 相关的 DNAX-

活化蛋白 12 和载脂蛋白 E 的表达上调，溶酶体、吞噬和脂

代谢途径相关的如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7 的表达上调
[5]
，

限制退行性变进展且不损伤正常神经元。

2.3.5   小胶质细胞其他宿主防御失调致神经退行性变的机制  

其他机制如血脑屏障、生物钟、脑 - 肠轴和中枢神经系统相

关巨噬细胞，也可能在宿主防御中发挥独特作用。慢性神经

炎症可导致血脑屏障的破坏，血脑屏障本身可启动神经退行

性机制
[54]
，需要小胶质细胞的嘌呤能受体 P2RY12 关闭破损

的血脑屏障
[55]
，但该受体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表达下调。

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的生物钟也可能参与血脑屏障改

变、炎症和突触功能
[56]
。清除肠道微生物群能改变小胶质细

胞数量、大小、转录组和感知功能，并下调宿主防御基因
[57]
。

肠道微生态的失调增加脑内神经炎症和 β 淀粉样蛋白沉积，

加重神经元损伤
[58]
。中枢神经系统相关巨噬细胞也在神经退

行性变中发挥作用，如血管周围巨噬细胞沿着血管迁移至 β

淀粉样蛋白沉积处，清除和吞噬脑脊液中的 β 淀粉样蛋白，

还能分泌多种促炎细胞因子
[59]
。除表现出过度的神经炎症外，

机体抑制炎症的信号也会上调，如在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

行性疾病患者的脑脊液中，转化生长因子 β 水平升高，调节

小胶质细胞的功能和状态
[60]
，当整体的促炎效应超过抑炎效

应则神经元损伤不可避免。

3   总结与展望   Summary and prospects 
小胶质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中不仅发挥免疫功能，还是

中枢神经系统正常发育和维持稳态所必需的。活化的小胶质

细胞既可促进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生，如防御紊乱中的神经炎

症假说，亦可推动神经退行性疾病进展，在感知、管家和防

御功能失调时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损伤和杀死神经元，

与毒性物质等共同促进神经元轴突及其分枝丧失功能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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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即神经退行性变，见表 1。直接途径下，当小胶质细胞

被病原相关模式分子、损伤相关模式分子或细胞因子等配体

激活，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产生超氧化物并释放，或

是经胞外的超氧化物歧化酶转化为过氧化氢，或是与一氧化

氮反应产生过氧亚硝酸盐，最终均导致神经元坏死或凋亡。

小胶质细胞也可过表达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或直接释放谷氨

酸导致兴奋性毒性神经元死亡。活化的小胶质细胞还可释放

蛋白酶介导神经元凋亡，如在 β 淀粉样蛋白刺激下释放组织

蛋白酶，在缺血缺氧情况下释放金属蛋白酶。间接途径下，

小胶质细胞通过释放肿瘤坏死因子等细胞因子诱导神经元坏

死或凋亡，亦可减少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和胰岛素样生长因

子使神经营养不良从而损伤神经元。了解小胶质细胞在神经

退行性疾病中引起神经元损伤或保护的机制，能够为治疗提

供多个靶点，对临床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有重要意义。

3.1   既往他人在该领域研究的贡献和存在的问题   该领域已

有许多研究成果，但多零散分布，以特定神经退行性疾病为

前提或局限于特定受体和信号通路。

3.2   作者综述区别于他人他篇的特点   不局限于一种神经退

行性疾病或特定受体而将小胶质细胞造成神经元损伤的作用

机制进行总结，并再分类为功能异常上调与下调，内容丰富

且广泛，有助于启发新思路。

3.3   综述的局限性   不完全适用于某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

标题有其局限性，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神经元损伤只是神经退

行性疾病机制中的一部分。

3.4   综述的重要意义   了解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小胶质细胞如

何损伤神经元，有助于从全局上启发新的治疗靶点，不仅在

此类疾病中可以互相借鉴，还可类比至其他疾病中的神经元

损伤，最终达到保护神经元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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