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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主要是由于退变的髓核从破裂的纤维环突出压迫脊神经前支、后支、脊膜支及脊神经根等的感觉纤维，导致神经发

生缺血水肿、粘连等病理变化，产生一系列免疫炎症反应，进而产生的剧烈神经痛，表现为相应神经支配区的皮肤感觉障碍、自发性疼痛

和功能活动异常。

富血小板血浆：是指自体血液离心分离后获得的血小板浓度高于生理基线的血小板浓缩物，富含大量生长因子及细胞因子。

摘要

背景：免疫机制在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富血小板血浆是治疗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等腰椎退行性疾病的有效手

段之一，探讨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的免疫复合物表达及富血小板血浆的治疗机制，可为预防和及时治疗椎间盘退变继发的神经痛提供新思

路。

目的：综述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的免疫机制及富血小板血浆治疗机制的研究进展，并进行展望。

方法：检索PubMed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及维普数据库(VIP)，英文检索词为“Disc degeneration、Lumbar discogenic neuralgia、Lumbar 
discogenic sciatica、sciatica 、PRP、Platelet rich plasma、immunological response”，中文检索词为“椎间盘退变、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

腰椎间盘源性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PRP、富血小板血浆、免疫反应”，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对所有文章进行初筛后，最终纳入86篇
文章进行综述。

结果与结论：免疫机制在腰椎间盘退变中的作用已被广泛研究，对于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的产生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各免疫炎症因子是导

致神经根性疼痛的关键递质。富血小板血浆对于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的治疗主要基于其丰富的生长因子，涉及抗炎及神经保护、免疫调

节、促进许旺细胞活化及轴突再生、促进椎间盘退变的修复及血管形成等方面作用。

关键词：富血小板血浆；椎间盘源性神经痛；椎间盘源性坐骨神经痛；免疫反应；椎间盘退变；PRP；坐骨神经痛

缩略语：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lumbar discogenic neuralgia，L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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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近年来，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 (lumbar discogenic neuralgia， 

LDN) 的发病率显著上升，并趋于年轻化。LDN 主要指腰脊神经

前支、后支、脊膜支及脊神经根等神经受病理刺激后引发的神

经病理性疼痛，主要表现为相应神经支配区的皮肤感觉障碍、

自发性疼痛和功能活动异常，LDN 常继发于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术后综合征等腰椎疾病
[1-3]

。LDN 的产生主要是退变的髓核

组织从变性破裂的纤维环突出进而压迫脊神经的感觉纤维，导

致神经发生缺血水肿、粘连等病理变化，进而产生一系列免疫

炎症反应，此时受损神经高度敏感，神经受到轻微牵拉或压迫

即可产生剧烈的神经痛
[4-6]

。

随着对腰椎退行性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的深入，众多学者

们纷纷将研究方向指向了生物疗法，包括生物分子技术、细胞

移植技术、组织工程技术等
[7]
，其中富血小板血浆 (platelet-rich 

plasma，PRP) 作为一种新兴、绿色的生物疗法，兼具抗炎、促

进椎间盘细胞增殖分化及合成细胞外基质等优点，目前已被广

泛应用于治疗 LDN 等退行性腰椎疾患中，并取得较好的临床疗

效。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由第一作者于 2022 年 1 月检索 PubMed 数据库

( 网址：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中国知网 (CNKI)
( 网址：http://www.cnki.net/) 及维普数据库 (VIP)( 网址：cqvip.
com)， 英 文 检 索 词 为“Disc degeneration、Lumbar discogenic 
neuralgia、Lumbar discogenic sciatica、sciatica、PRP、Platelet 
rich plasma、immunological response”，中文检索词为“椎间盘

退变、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腰椎间盘源性坐骨神经痛、坐骨

神经痛、PRP、富血小板血浆、免疫反应”，检索文献时限为各

数据库建库至 2022 年 3 月为止，选择与文章内容相关的具有价

值的文章进行分析讨论，包括研究论著、综述、荟萃分析等文献。

PubMed 数据库检索策略见图 1，中文数据库检索策略见图 2。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充分阐述免疫机制在椎间盘退变过程作用的

相关文献；②阐述富血小板血浆治疗椎间盘退变及神经痛的相

关文献；③论点论据可靠、逻辑严谨的文献。

排除标准：①重复性研究；②内容相关性差、逻辑不严谨

的文献。

1.3   质量评估与数据提取   计算机对中英文相关检索词检索后获

得 25 981 篇文献，排除中英重复报道文献，然后通过阅读文献

标题和摘要进行文献筛选排除与该综述相关性低及内容陈旧、

逻辑不严谨等的文献，最终纳入 86篇文章，文献检索流程见图 3。

Abstract
BACKGROUND: Immune mechan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umbar discogenic neuralgia. Platelet-rich plasma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means for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egenerative diseases such as lumbar discogenic neuralgia. Exploring the expression of immune complex of 
lumbar discogenic neuralgia and the therapeutic mechanism of platelet-rich plasma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imely treatment of neuralgia 
secondary to disc degeneration.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immune mechanism of lumbar discogenic neuralgia and the therapeutic mechanism of platelet-rich plasma, and make a prospect.
METHODS: PubMed database, CNKI database and VIP database were searched.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earch terms were “disc degeneration, lumbar 
discogenic neuralgia, lumbar discogenic sciatica, sciatica, PRP, platelet rich plasma, immunological response”. After preliminary screening of all articles 
according to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86 articles were finally included for review.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role of immune mechanism in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and it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umbar discogenic neuralgia. Various immune inflammatory factors are the key mediators leading to nerve root pa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ogenic neuralgia by platelet-rich plasma is mainly based on its rich growth factors, including anti-inflammatory and neuroprotection, 
immunomodulation, Schwann cell activation and axon regeneration,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repairing and angiogenesis.
Key words: platelet-rich plasma; discogenic neuralgia; discogenic sciatica; immunological response; disc degeneration; PRP; sciatica

Funding: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Beijing, No. Z191100006619028 (to DY)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LI TS, DING Y, JIANG Q, ZHANG HS. Immune complex expression and platelet-rich plasma repairing mechanism for lumbar discoge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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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PubMed 数据库检索策略

图 2 ｜中文数据库检索策略 ( 以
中国知网为例 )

#1 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 共 32 篇文献 
#2 腰椎间盘源性坐骨神经痛 + 坐骨

神经痛 共 4971 篇文献 
#3 #1 + #2 共 4 992 篇文献  
#4 PRP + 富血小板血浆 + 富含血小板

血浆 共 6 226 篇文献 
#5 椎间盘退变 + 椎间盘退行性变 + 
腰椎间盘退行性变 + 椎间盘退化 共 4 
723 篇文献 
#6 #4 + #5 共 10 925 篇 
#7 #1 + #2 + #4 + #5
#8 免疫反应 + 免疫响应 + 免疫应答
#9 #7 * #8 共 81 篇 
#10 #6 + #8
#11 #3 * #10 共 31 篇文献 
其中：#4 * （#5 + #8） 共 68 篇
#5 * #8 共 24 篇；#3 * #7 共 18 篇

总共：#3+#6+#9+#11=16 029 篇

#1 lumbar discogenic neuralgia OR 
lumbar discogenic neurodynia [Title/
Abstract] 共 0 条篇文献
#2 lumbar discogenic sciatica OR 
sciatica [Title/Abstract] 共 77 篇文献
#3 #1 OR #2 共 77 篇文献
#4 (PRP OR platelet rich plasma OR 
platelet-rich plasma OR prp) [Title/
Abstract] 共 275 篇文献
#5 disc degeneration OR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OR intervertebral 
disk degeneration [Title/Abstract] 共
56 篇文献
#6 immunoreaction OR immunological 
reaction OR immunological response 
[Title/Abstract] 共 37 篇文献
#7 #5 OR #6 OR #7 共 367 篇文献
#8 #3 AND #7 共 1 篇文献

总共：#3+#7+#8=445 篇

图 3 ｜文献检索流程图

检索 PubMed、中国知网及维普数据库

中文检索

第一，在维普数据库高级检索中进

行检索词汇同义词扩展；

第二，分别在中国知网及维普数据

库检索栏进行各检索词汇组合，检

索后获得相关的文献资料。

英文检索

第三，在 PubMed 数据库高级检索

中输入各检索词汇组合，获得相关

的文献资料。

排除重复及内容相关性差、逻

辑不严谨文献

最终纳入符合 86 篇文献

确定检索词汇：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 (Lumbar discogenic neuralgia)、腰椎间盘源

性坐骨神经痛 (Lumbar discogenic sciatica)、坐骨神经痛 (sciatica)、椎间盘退变 (Disc 
degeneration)、免疫反应 (immunological response)、PRP、富血小板血浆 (platelet 
rich plasma)、神经痛 (neuralgia)、生长因子 (Growth factor)

2   结果   Results 
2.1   LDN 的免疫致病机制及免疫表达研究进展
2.1.1   椎间盘自身免疫特性及退变分析   腰椎作为受力最为集

中、活动范围最大的脊柱节段，易发生腰椎退行性改变，其中

椎间盘又是变形最大的弹性结构，传导椎体间应力并完成前屈

后伸、侧弯旋转等活动，因而极易发生椎间盘退变而引起腰椎

疾病
[8]
。正常来说，一个健康的椎间盘是人体中最大的无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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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由终板、纤维环与髓核组成，髓核主要由水、蛋白聚糖、

Ⅱ型胶原组成，因其含水量丰富而起着缓冲应力的作用，而位

于椎间盘周边部的纤维环则包裹着内在的髓核使之与宿主的免

疫血液系统隔离开，构成了血液 - 髓核屏障，使髓核组织能够

成为自身隐蔽抗原
[4]
。当椎间盘发生退变时，髓核细胞合成、

分解代谢失衡，蛋白聚糖和Ⅱ型胶原合成减少而降解增加，Ⅰ

型胶原合成增加
[9-10]

；同时，髓核组织含水量不断下降，髓核组

织逐渐脱水并纤维化，导致椎间盘受力不均及纤维环理化性质

发生改变，纤维环弹性减弱，易出现纤维环松弛甚至破裂的现

象
[11]
。

2.1.2   LDN 的免疫反应   当退变或创伤发生造成纤维环破裂时，

在压力的作用下髓核组织易从破裂的纤维环突出，当作为自身

抗原的髓核与血液系统接触，将会刺激免疫系统生成相关致敏

淋巴细胞和特异性抗体，通过抗原与特异性抗体、免疫细胞

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导致机体产生细胞免疫反应和体液免疫反 

应
[12]
。髓核自身免疫反应是椎间盘突出导致神经根性疼痛的关

键递质，当抗原抗体免疫复合物沉积于突出椎间盘时，在神经

根可见各种类型的活化免疫细胞和炎症因子，免疫细胞包括巨

噬细胞、NK 细胞、肥大细胞、T 细胞和 B 细胞等，炎症因子包

括白三烯、磷脂酶 A2、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家族 ( 如
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白细胞介素 8)、基质金属蛋白

酶 ( 如基质金属蛋白酶 3、基质金属蛋白酶 7)、NO、物质 P 等

炎症因子，同时还浸润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单核细胞化学吸

引蛋白 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神经生长因子等
[13-15]

，这些因

素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区域，炎症因子可直接作用于神经的痛觉

感受器，导致受损神经电生理变化，使其敏感化，在轻微的机

械压力或牵拉刺激下即可导致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发生。其中，

肿瘤坏死因子 α 和白细胞介素 1β 是突出间盘组织中产生的最

早炎性递质，减慢受损神经的传导速度的同时放大炎症级联反 

应
[16]
，导致神经功能障碍及神经病理性疼痛，被认为是导致椎

间盘退变的关键因素。肿瘤坏死因子 α 与白细胞介素 1β 导致

LDN 的机制：①加速细胞外基质的降解。肿瘤坏死因子 α 与白

细胞介素 1β 可通过激活基质金属蛋白酶、解聚蛋白样金属蛋白

酶 (ADAMTS)等降解酶而促进基质降解
[17]
。②放大炎症级联反应。

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1β 能促进白细胞介素 6、白细胞

介素 17、物质 P、NO 等促炎物质分泌，同时还可加强 CCL3、
CCL5 等趋化因子表达

[18-19]
。③诱发椎间盘细胞凋亡。XIE 等

[20]

发现，应用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1 处理椎间盘细胞后，

细胞凋亡率明显上升。④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1β 可促

进新生神经及血管长入退变的椎间盘组织，进而诱发疼痛
[21]
。

椎间盘微环境的免疫失衡，一方面是由于自身免疫反应导

致自身抗体产生和细胞毒性 T 细胞活化而对椎间盘进行损害，

另一方面是由于凋亡相关因子配体 (FasL) 表达降低削弱了髓核

细胞对浸润的 Fas 阳性活化的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的清除能力，

FasL 隶属肿瘤坏死因子家族，存在于正常髓核细胞中，一旦与其

受体 Fas 结合，将可在短时间内杀死浸润含 Fas 的免疫细胞，从

而维持椎间盘的免疫平衡，但 FasL 在退行性椎间盘中表达显著

减少，无法保持免疫平衡而发生免疫炎症反应
[22]
。MALCANGIO 

等
[23]

研究发现，在慢性疼痛患者脑中神经胶质细胞被显著激活，

表明免疫细胞可通过与神经元交流来传播和维持神经性疼痛。

在免疫炎症反应致神经损伤后，神经元被激活使得单核细胞、

巨噬细胞募集到神经损伤部位，激活小胶质细胞释放相关炎症

递质，致使神经元敏感性提高
[24]
，最终产生 LDN。

正常神经受压时引起短暂的神经异常放电，由于放电时

间太短只会导致感觉异常和麻木，而不会导致神经疼痛症状。

MURPHY[25]
认为无免疫炎症浸润的脊神经受压迫时并不会产生

神经疼痛症状，但在有免疫炎症浸润时必然会引起神经疼痛。

当椎间盘突出压迫脊神经时，脊髓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类

(MHCII)、抗原决定簇决定因子 4、细胞间黏附分子 1(intercell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ICAM-1) 和血小板内皮细胞黏附分子

1(Platelet endo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1，PECAM-1) 等免疫

递质显著增加，同时，椎间盘内神经丝、S-100 蛋白等神经胶质

和神经损伤标记物水平显著升高
[26]
。综上所述，可知免疫炎症

在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产生及维持中有着重要作用。

2.1.3   椎间盘免疫表达研究进展   关于自身免疫学说在椎间盘退

变的作用其实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已经被学者理论化了，并表

明神经根性疼痛主要是由于突出的髓核组织诱发的相关化学反

应和自身免疫反应引起
[15]
。BOBECHKO 等

[27]
通过将髓核细胞植

入兔耳研究支持髓核的自身抗原性并进一步支持椎间盘自身免

疫作用。

1975 年，NAYLAR 等
[28]

首次提出了椎间盘自身免疫学说，

指出椎间盘与人体血液系统隔离而具有自身抗原性，一旦纤维

环出现破裂，髓核作为自身抗原将会被机体血液系统所识别，

进而产生免疫反应，同时指出自身免疫影响椎间盘细胞的通

透性和物质交换，导致椎间盘退变。1994 年，SPILIOPOULOU 
等

[29]
研究发现，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血清和脑脊液中 IgG、IgM

的含量显著增高，表明了椎间盘突出可引起免疫反应。1999 年，

SATOH 等
[30]

对 8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进行研究后发现，抗原 -

抗体免疫复合物广泛存在于突出的椎间盘组织中，表明突出的

椎间盘存在免疫反应。2007 年，GEISS 等
[31]

研究发现，椎间盘

自身抗原一旦与血液循环接触即可发生免疫应答，产生细胞免

疫和体液免疫反应，从而导致椎间盘基质降解及椎间盘组织完

整性结构的损伤。2013 年，曹涌等
[32]

研究发现髓核作为自身抗

原，可诱导 Th 细胞向 Th17 细胞分化并促进其分泌白细胞介素

17，进而通过增加 NK 细胞的表达而加重椎间盘的突出及进展。

2014 年，CAPOSSELA 等
[33]

在退化椎间盘样本中研究发现，突出

的髓核细胞暴露于机体免疫系统，产生拮抗胶原纤维和蛋白聚

糖的 IgG 抗体，表明了椎间盘的自身免疫反应。2014 年，欧阳

冰等
[34]

研究发现，相对于纤维环完整的椎间盘，破裂纤维环的

椎间盘中白细胞介素 6、白细胞介素 10 及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
表达明显升高，认为这些炎症因子在椎间盘退变过程中起着重

要作用，并且与椎间盘突出的程度有关。2015 年，STICH 等
[35]

研究发现，免疫细胞在 3D 培养物中的增殖速度高于在 2D 培养

物中，并且退化严重的椎间盘细胞的免疫细胞反应呈上升趋势，

表明自身免疫应答可能因不同的细胞培养物和椎间盘细胞退变

程度而异。2016 年，刘振刚等
[36]

在对 70 例椎间盘组织的研究

中，通过免疫组化对CD68阳性巨噬细胞和CD25+T细胞进行检测，

发现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髓核周围有明显自身免疫炎症反应。

2017 年，MONCHAUX 等
[37]

研究发现，在狗的椎间盘模型中单

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广泛存在于突出的椎间盘组织中，表明了各

种免疫细胞参与髓核的自身免疫反应。2018 年，WANG 等
[38]

研

究发现，椎间盘退变患者的外周血血清中白细胞介素 10 和白细

胞介素 17 表达明显升高。2019 年，HASVIK 等
[39]

研究发现，介

导肿瘤坏死因子产生增加和巨噬细胞活性的循环 microRNA-17
表达上调与椎间盘突出后的腰神经根疼痛有关。2019 年，SILVA
等

[40]
通过在椎间盘培养模型中发现，人类巨噬细胞通过退化的

椎间盘组织可以转化为更加促炎的表型，并通过白细胞介素 1β
而下调蛋白聚糖和Ⅱ胶原基因表达来干扰细胞外基质的重塑。

2020 年，LEE 等
[41]

通过对穿刺小鼠椎间盘模型的组织学分析中

发现，巨噬细胞大量浸润受伤的椎间盘并导致病理性神经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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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暴露的椎间盘组织作为自身抗原可以诱导免疫炎症

反应，刺激免疫细胞活化和炎症因子浸润，从而导致一系列的

神经病理性疼痛。

LDN 的免疫表达研究进展脉络图，见图 4。

且可制备出足够有效浓度的富血小板血浆，一直受到众多学者

的青睐。同时，根据离心次数可分为一次离心、二次离心、三

次离心法，临床上主要应用的是 Landesberg 的二次离心法制备

富血小板血浆。富血小板血浆制备大致可分为 3 步：①抽取适

量患者的外周静脉血，将加入枸橼酸钠抗凝剂的全血进行初次

离心后试管内的血液分为 3 层，上层为贫血小板血浆 (PPP)，中

间为白膜层 ( 富含大量白细胞和血小板 )，底层为红细胞层；②

抽取中上层血液至新的试管，再次离心后吸弃管内上层 3/4 上

清液，将剩余液体摇匀即为未激活的富血小板血浆；③将未激

活的富血小板血浆与激活剂按 10 ∶ 1 比例混合，待血凝块充分

收缩凝固后，离心 10 min 吸取上清液即为活化的富血小板血浆。

2.3   富血小板血浆修复治疗 LDN 机制研究   目前，对于腰椎退

行性疾病的有效治疗主要有保守及手术治疗，保守治疗包括非

类固醇类抗炎治疗、物理康复治疗、硬膜外类固醇和射频消融

术等，主要目的是降低疼痛，手术治疗包括脊柱微创、开放手术，

如椎间盘摘除术、腰椎融合术等。但是，这些治疗仅能减轻症状，

并不能从根本上减缓或逆转椎间盘退变进展
[48]
。近年来，随着

对腰椎退行性疾病发病机制深入的研究，对于其治疗有一个重

要的共识，那就是生物学疗法
[49]
。其中，富血小板血浆技术作

为一种新型治疗技术，无免疫排斥等风险，同时具有广阔的临

床应用前景，已经广泛应用于治疗 LDN 等腰椎疾病。富血小板

血浆对于 LDN 的治疗主要基于其丰富的生长因子，在修复过程

中主要涉及了抗炎及神经保护、免疫调节、促进许旺细胞活化

及轴突再生、促进椎间盘退变的修复及血管形成等方面作用。

见图 5。

图 4 ｜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 (LDN) 的免疫表达研究进展脉络图

表 1 ｜富血小板血浆中参与治疗 LDN 的生长因子

生长因子种类 功能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IGF)-I

成纤维细胞募集及刺激蛋白质的合成

转化生长因子 (TGF) 增强成纤细胞和平滑肌细胞趋化性；促使促炎状态向抗炎

状态转变；促进血管生成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PDGF)

促进人类脂肪衍生干细胞增殖，促进神经功能再生；刺激

成纤维细胞和巨噬细胞等的趋化、增殖作用；促进细胞外

基质产生和组织重建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促进新生血管生成而增加神经营养和神经保护；促进神经

纤维的再生

肝细胞生长因子 (HGF) 促进新生血管生成；调节上皮、内皮细胞的生长和运动；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FGF) 

诱导新生血管生成；促进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巨噬细

胞趋化；

神经生长因子 (NGF) 促进轴突生长及神经元维持、存活，从而起神经保护作用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维持神经细胞生存；促进轴突和髓鞘再生

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

养因子 (GDNF) 
逆转和正常化神经原性蛋白并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图 5 ｜富血小板血浆修复治疗腰椎间盘源性神经痛 (LDN) 机制图

富血小板血浆

修复治疗 LDN
机制

抗炎及神经保护

免疫调节

椎间盘修复

许旺细胞活化及轴突再生

血管形成

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降低免疫炎症反应、

减少神经压迫

2.2   富血小板血浆的定义及制备   
2.2.1   富血小板血浆的定义   富血小板血浆是指通过离心分离血

液固体和液体成分后获得的血小板浓度高于生理基线的自体血

小板浓缩物
[42]
，已被广泛应用于皮肤整形、肌肉骨骼、口腔颌

面等不同医疗领域。富血小板血浆通过血小板收缩、α- 颗粒活

化脱颗粒激活后将释放 800 余种蛋白质，蛋白质磷酸化后产生

1 500 多种蛋白相关的生物活性分子，见表 1[43-46]
。这些生长因

子可结合于靶细胞膜外受体，通过协同作用介导细胞内多条信

号转导通路，诱导细胞内相关蛋白表达并使细胞能够增殖分化、

迁移及生成新生血管等，进而参与组织再生和功能恢复
[47]
。

2.2.2   富血小板血浆的制备   起初，富血小板血浆仅用作纤维蛋

白组织黏合剂，用于支持更强的纤维蛋白聚合以改善组织封闭。

随着时间的发展，现在富血小板血浆已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领

域。目前，根据产生方式的不同，富血小板血浆的制备可分为

密度梯度离心法和血浆置换法，其中前者因操作相对简单，并

2.3.1   富血小板血浆抗炎及神经保护作用   髓核突出压迫神经可

吸引中性粒细胞、肥大细胞和巨噬细胞等多种炎性细胞浸润，

释放大量的免疫化学物质，从而使神经细胞敏感，减弱神经再

生能力
[46]
。富血小板血浆中肝细胞生长因子 (HGF) 可通过对 E-

选择素表达的特异性抑制以及诱导抗炎因子生成而发挥抗炎作

用
[50]
。同时，富血小板血浆能够促进受损组织从促炎转为抗炎

状态，下调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1β、环氧合酶 2(COX-
2) 等促炎因子释放，上调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sTNF-R)、白

细胞介素 - 受体拮抗剂 (IL-RA) 等抗炎细胞因子释放
[51]
。此外，

富血小板血浆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肝细胞生长因子可通过阻

止 IκBα 活化，对核因子 κB 级联及相关靶基因活化的抑制以降

低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1β 基因的转录
[52]
。

富血小板血浆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胶质细胞源

性神经营养因子 (GDNF)、转化生长因子 β(TGF-β)、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 (VE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IGF-1) 等生长因子对受损神

经元有营养活性作用，促进神经细胞的增殖分化、成熟等生理

变化。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能够促进受损神经细胞的增殖分化，

同时有效阻止神经细胞的炎症性死亡
[53]
。DEMBO 等

[54]
研究发

现，当敲除模型小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基因后小鼠不能存活，

若条件性敲除感觉神经元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也会炎症影响

其生长发育。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来源于神经胶质细胞，

NAYLAR 等首次提出椎间盘自身免疫学说，指出髓核与血液循环系统
隔离而具有自身抗原性1975年

1994年

2007年

2014年

2019年

1999年

2013年

2015年

2020年

SPILIOPOULOU 等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血清和脑脊液中发现 lgG、
lgM 显著增高，表明突出椎间盘存在免疫应答反应

SATOH 等研究发现，免疫复合物广泛存在于突出椎间盘组织中，进
一步证明了突出椎间盘存在免疫应答反应

曹涌等发现髓核作为自身抗原诱导 Th 细胞向 Th17 细胞分化，并可
通过增加 NK 细胞的表达而加重椎间盘退变进展

STICH 等研究表明椎间盘自身免疫应答可因细胞培养物及椎间盘细胞
退变程度的不同而有差异

GEISS 等研究发现，椎间盘自身抗原可发生细胞免疫反应和体液免疫
反应，进而导致椎间盘基质降解及椎间盘完整性结构的损失

欧阳兵等研究发现，破裂的椎间盘可导致白细胞介素 1、白细胞介
素 10、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 等炎症因子表达升高，加重椎间盘退变

LEE 等通过对穿刺小鼠椎间盘模型的长期组织学分析，发现巨噬细胞
大量浸润受损的椎间盘并可导致病理性神经支配。

HASVIK 等研究发现，突出椎间盘组织中循环 microRNA-17 上调并与
腰神经根性疼痛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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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神经元的功能维持和神经损伤的修复，具有神经保护和神

经再生的双重神经营养功能
[55]
。在细胞凋亡过程中，Bcl-2 家族

成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转化生长因子 β 可通过 Bcl-2 及 Bcl-xl 
的 mRNA 表达，显著降低凋亡相关基因 caspase-3 和 bad 的活性

表达，并诱导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 1(PAI-1) 的表达，从而发挥

保护神经细胞作用
[56]
。AYADI 等 [57]

研究发现，胰岛素样生长因

子 1 作为一种神经调质，在成年人的神经系统中参与突触可塑

性、突触密度和神经传递等过程的调节，促进细胞外基质合成

和神经元损伤的修复。TEYMUR 等
[58]

研究发现，应用自体神经

移植物联合富血小板血浆治疗受损大鼠坐骨神经时，发现富血

小板血浆能促进大鼠坐骨神经功能恢复及有效保护损伤的神经

纤维，减少神经纤维化和轴突退化。因此，富血小板血浆可通

过下调炎症因子、促进神经损伤修复与功能维持等发挥抗炎及

神经保护作用，从而有效缓解神经疼痛症状。

2.3.2   富血小板血浆的免疫调节作用   富血小板血浆作为血小板

的浓缩物，富含大量生长因子及血小板等活性物质，对神经病

理性疼痛起着免疫调节作用
[46]
。血小板和白细胞在先天和适应

性免疫应答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59]
，血小板可通过表达并激

活免疫刺激分子而将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应答连接起来，同时血

小板及其本身释放的免疫炎症递质也可参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生理病理过程。

血小板主要通过与 B 细胞、T 细胞等免疫细胞和抗原提呈

细胞的相互作用来调节机体的适应性免疫应答。中性粒细胞、

单核细胞和树突状细胞是最常见的先天免疫细胞，而淋巴细胞

及其亚群则在适应性免疫系统中起着关键作用。树突状细胞作

为淋巴抗原呈递细胞是启动 T 细胞免疫反应重要环节，具有摄

取和处理抗原的能力，起着连接先天和适应性免疫系统的桥梁

作用
[60]
，主要表达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MHC) 和共刺激分子

(CD40、CD70 和 CD80 等 )，从而激活细胞间的免疫应答反应
[61-62]

。

免疫炎症反应是导致髓核组织突出压迫神经后继发的神经

病理性疼痛的关键因素，可见大量炎症因子及免疫细胞浸润
[15]
。

血小板有着免疫抑制和抗炎作用，可通过对免疫调节因子、生

长因子和营养因子等调节及分泌作用，降低免疫炎症反应对受

损神经的损害
[63]
，血小板可通过释放多种生长因子和黏附分子

介导各种免疫细胞相互趋化、黏附等，刺激细胞增殖和促进神

经营养因子的合成而调节免疫反应活性。活化血小板可通过跨

膜蛋白 CD40 配体 (CD40L)、血小板特异性 Toll 样受体、血小板

因子 4(PF4)、血小板糖蛋白 GP Ⅱ b/ Ⅲ a、CD63、P- 选择素、

趋化因子 RANTES 等免疫调节受体的表达，募集和激活免疫细

胞
[46，59，64]

，从而下调受损神经周围炎症因子表达，降低神经病

理性疼痛症状。其中，血小板分泌的 CD40L 是适应性免疫应答

的关键调节分子
[46]
，CD40 主要表达于树突状细胞、单核细胞

及巨噬细胞表面，活化的血小板可通过表达 CD40L 结合并促进

树突状细胞及单核细胞活化和成熟，进而促进抗原向抗原提呈

细胞呈递，增强机体适应性免疫应答。P- 选择素可通过 P- 选

凝素糖蛋白配基 1(P-selectin glycoprotein ligand-1，PSGL-1) 与白

细胞结合，进而促进血小板、内皮细胞及白细胞间的黏附
[65]
。

GP Ⅱ b/ Ⅲ a 可通过介导血小板间及血小板与其他细胞间相互

作用
[66]
。同时，血小板中三磷酸腺苷 (ATP)、二磷酸腺苷 (ADP)、

5- 羟色胺 (5-HT) 等致密颗粒成分也具有显著的免疫调节作 

用
[67]
，如谷氨酸盐和血清素致密颗粒能够诱导 T 细胞迁移，增

加单核细胞向树突状细胞的分化，ADP 可通过与树突状细胞上

的 P2Y12ADP 受体结合，诱导抗原内吞作用而起到保护神经细胞

作用。因此，富血小板血浆可通过细胞间黏附、免疫调节因子

的激活与释放、诱导抗原内吞等作用减少神经周围的炎症反应，

降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发生。

2.3.3   富血小板血浆促进许旺细胞活化及轴突再生作用   富血小

板血浆中转化生长因子 β1、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PDGF)、成纤

维细胞生长因子 (FGF)、神经生长因子 (NGF) 等多种生长因子能

够协同促进许旺细胞的增殖，其中，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能够

促进许旺细胞的增殖分化，对轴突迁移和神经再生有着引导和

延伸作用。神经受损后，受损的轴突再生并延伸至重新支配其

原始组织，而轴突这种再生主要由许旺细胞通过 c-Jun 转录因子

介导释放神经生长因子、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和胶质细胞源性

神经营养因子等神经营养因子及其细胞外基质来促进，同时还

促进了再生轴突重新有髓化，恢复神经再通功能
[68-69]

。同时，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可通过 ERK1/2、PI3K/Akt 和 JNK 信号通路促

进人类脂肪衍生干细胞增殖，刺激神经的再生
[70]
。OYA 等

[71]
研

究发现，在神经损伤的周围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β 的 mRNA 转

录表达明显活跃，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β 的浓度在损伤神经处

显著升高，并随着受损神经再生轴突数量的增加而减少，表明

了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β 在促进许旺细胞活化及轴突再生作用

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诱导N-甲基 -D-
天冬氨酸受体 (NMDAR) 激活，调节钙调蛋白激酶 (CAMKII) 表达，

激活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MAPK) 一系列级联反应，进而诱导突触可塑性相关基因表达。

ZHENG 等
[72]

研究发现富血小板血浆通过提高许旺细胞的神经生

长因子和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分泌量，能显著促进大鼠

许旺细胞的增殖和迁移。AL-MASSRI 等 [73]
研究发现，神经生长

因子可通过促进并维持轴突及神经元的生长及活性而起到保护

神经作用。

富血小板血浆可直接生成为纤维蛋白基质，不仅可刺激

新生血管的形成，也可促进许旺细胞黏附而形成 Bungner 带，

促进轴突再生并为再生轴突提供细胞外基质
[74]
，促进神经损伤

的修复治疗。转化生长因子 β1 通过促进 β1 结合素的表达而调

控许旺细胞的延伸，并且 β1 结合素可通过识别受损神经细胞

的微环境变化，进而引起神经损伤后级联反应的发生。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可通过与神经细胞结合而激活细胞内信号通路而促

进轴突生长，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可通过为神经元发育提供营

养，激活 CaMKII 和 MAPK 信号通路，调节突触素Ⅰ的释放，改

善突触传递功能并进而促进许旺细胞增殖和神经再生修复
[75]
。 

CASTRO 等
[76]

发现，富血小板血浆应用于背根神经损伤的大鼠

模型中时可通过转化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脑源性神

经营养因子、神经生长因子、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等生

长因子表达，从而恢复大鼠部分缩爪退缩反射，促进背根神经

损伤术后感觉运动的恢复。因此，富血小板血浆可通过促进许

旺细胞活化与轴突再生的作用，有效修复及保护神经，促进神

经功能恢复。

2.3.4   富血小板血浆促进椎间盘退变的修复作用   LDN 的发生主

要由机械压迫和继发的神经免疫炎症反应产生，这些机制通过

复杂的相互作用来维持神经痛症状。在退变的椎间盘中，髓核

脱水导致椎间隙高度降低减少了脊神经的活动空间，同时纤维

环破裂导致突出的髓核组织机械压迫脊神经，从而导致受损神

经缺血水肿及高度敏感，最终导致严重的神经痛症状。

富血小板血浆治疗可通过促进蛋白聚糖和胶原蛋白的合

成、增强纤维环细胞和椎间盘细胞的增殖分化以及抑制细胞外

基质的降解，从而重塑椎间盘组织及招募外周细胞和营养物质，

最终提高椎间盘细胞活性及恢复椎间隙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可

消除突出椎间盘组织对邻近神经的机械压迫，从而缓解神经疼

痛症状
[2，51，77]

。同时，富血小板血浆中大量的细胞因子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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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可通过相互协同作用促进新血管形成以及诱导巨噬细胞对

突出椎间盘的吞噬吸收以解除脊神经的压迫
[78]
。血小板也可通

过促进撕裂的椎间盘纤维环细胞相互愈合以封闭突出的髓核，

起到隔离髓核与免疫炎症反应的屏障作用。ANITUA 等
[79]

在兔

退变椎间盘模型中研究发现，自体富血小板血浆相对于自体贫

血小板血浆及 PBS 对维持原有椎间盘高度、MRI 影像图 T2 加权

像信号改善等具有明显的作用。杜薇等
[80]

在分析经皮内窥镜下

椎间盘摘除联合富血小板血浆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发现，末

次随访时观察组椎间隙高度及椎间盘 Pfirrmann 退变分级较对照

组均有明显改善，表明富血小板血浆能够延缓椎间隙高度下降

及椎间盘退变。因此，富血小板血浆可通过恢复椎间隙高度及

诱导吞噬细胞对突出间盘的吞噬吸收以解除对神经的压迫，从

而能够缓解神经疼痛症状。

2.3.5   富血小板血浆促进血管形成   在神经损伤初期，轴浆逆

向运输神经营养因子迅速减少，不能为神经细胞提供足够营养

物质，长时间将会导致神经轴突坏死，随之是神经鞘模增生、

髓鞘发生变性，最终形成无活性的神经碎屑
[81]
。富血小板血浆

中释放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成纤维

细胞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 β1 和表皮细胞生长因子 (EGF) 等
可直接刺激神经血管与滋养动脉的再生，为轴突再生和许旺细

胞增殖提供氧分和营养物质，同时血管内皮细胞还可通过促进

细胞因子分泌，刺激轴突生长，激活神经内源性恢复机制以达

到神经再生的目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家族成员如 VEGF-A、
VEGF-B、VEGF-C、VEGF-D 及胎盘生长因子 (PIGF) 等可通过结合

并激活 3 种不同类型的酪氨酸激酶受体，形成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与酪氨酸激酶二聚体，激发 MAPK、Akt 和磷脂酶 C 等一系列

细胞内信号级联反应，进而促进新生血管形成和发挥神经保护

作用
[82]
。TEYMUR 等

[58]
在应用自体神经移植物联合富血小板血

浆治疗受损大鼠坐骨神经模型中，发现富血小板血浆能促进损

伤神经周围血管再生的作用，从而加速大鼠坐骨神经功能恢复。

因此，富血小板血浆可通过促进新生血管形成以增加神经营养

及神经保护作用，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

3   讨论与展望   Discussion and prospects 
LDN 是常见的临床综合征之一，其产生主要包括了机械力

学机制以及免疫炎症机制，从而导致神经病理性疼痛，严重影

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研究发现，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 23%-

48% 的神经痛症状可能会自行消失，但是更多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的神经痛症状持续存在并在 1 年后仍会有明显症状，甚至

发展为慢性神经痛
[2]
。近年来，富血小板血浆疗法在再生医学

中的潜力让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富血小板血浆在促进髓核

组织再生及恢复退化的椎间盘病理生理方面有重大潜力，能够

在分子水平上调抗炎因子及下调促炎因子，对缓解神经疼痛症

状及神经修复有着极大的内在潜力
[83]
。NAZARI 等 [84]

研究发现，

将富含自体富血小板血浆的明胶水凝胶微球注射入兔退变椎间

盘模型中，2 周后检测发现退变椎间盘内蛋白聚糖、胶原Ⅱ型纤

维及髓核内含水量显著升高。GAVRIIL 等
[85]

研究发现，在内镜

辅助下将 5 mL 富血小板血浆精确注射于慢性下腰痛患者的受压

神经根节段，3 个月内患者的神经根疼痛症状均有明显减轻且

无并发症产生。因此，富血小板血浆是一种安全、有效和可行

的治疗方式，已经成为治疗 LDN 等椎间盘退变性疾病的有效选

择之一。同时富血小板血浆是患者自身的血液通过离心获得的，

具有抗炎和抗微生物特性，其疾病感染和过敏风险发生率极低。

免疫反应是椎间盘退变过程中导致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关

键之一，通过对免疫机制及对富血小板血浆治疗作用的探讨，

可为临床上预防和及时有效治疗椎间盘退变继发的 LDN 提供新

思路。考虑到富血小板血浆疗法已经取得的显著进展及巨大优

势，以及有待研究发现的其他内在潜力，富血小板血浆疗法将

为 LDN 等椎间盘退行性疾病的治疗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新前景。

但是，目前富血小板血浆制剂方案标准缺乏共识
[86]
，如富血小

板血浆的激活方式、离心转数、离心力及离心时间等缺乏统一。

不同类型富血小板血浆对于退变椎间盘产生的效果不同，此次

综述并未对不同类型富血小板血浆对于神经痛的治疗进行综述

评估，需在未来探讨不同类型富血小板血浆的制备及评判标准，

进一步规范其在临床上使用并研究富血小板血浆在 LDN 治疗中

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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