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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巨噬细胞：作为机体主要的免疫吞噬细胞，可塑性和功能极化是巨噬细胞的标志，巨噬细胞通常极化为具有促炎作用的M1型或抗炎作用

的M2型两种表型，从而发挥不同的功能。

骨相关疾病：骨代谢受到免疫系统的精确调节，在许多骨病中都可以观察到明显的骨破坏，如骨质疏松症、骨关节炎、椎间盘退变等，均

与巨噬细胞炎症反应有关。

摘要

背景：巨噬细胞在调节人类众多生理病理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且已被证明可能是影响骨相关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研究发

现，中医药调控巨噬细胞防治骨相关疾病以其多靶点、多机制、多层次、简、便、廉、效及副反应小等特点优势明显，疗效可观。

目的：回顾巨噬细胞在骨科疾病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就巨噬细胞与骨相关疾病的关系及中医药干预巨噬细胞防治骨相关疾病的研究进展做

一综述。

方法：第一作者应用PubMed和CNKI数据库检索2010年1月至2022年9月发表的相关文献，检索词为“巨噬细胞，骨质疏松，骨关节炎，椎

间盘退变，中医药；macrophage，osteoporosis，osteoarthritis，intervertebral disc，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通过阅读标题和摘要进

行初筛，排除与文章主题不相关的文献，最终纳入61篇文献进行综述分析。

结果与结论：①巨噬细胞可分泌促炎细胞因子并与骨吸收的激活有关，靶向激活巨噬细胞可能有助于抑制或减缓骨质疏松症患者骨丢失的

进展；②巨噬细胞作为关节滑膜中重要的炎症细胞，其中促炎巨噬细胞和抗炎巨噬细胞之间的失衡可能导致慢性低度炎症，进而诱发骨关

节炎发生发展；③巨噬细胞可能直接发挥吞噬作用或通过神经-免疫机制协同调节椎间盘的代谢，其功能失衡将导致更多炎性因子趋化和

聚集，进而导致椎间盘细胞外基质降解，从而加重椎间盘退变；④中医药干预巨噬细胞防治骨相关疾病疗效斐然，前景可观。

关键词：巨噬细胞；骨质疏松；骨关节炎；椎间盘退变；中医药

缩略语：椎间盘退变：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IVDD；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配体：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κB ligand，
RANKL；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nucleotide 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ke receptor protein 3，NLR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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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噬细胞在成骨细胞中的作用

• 巨噬细胞在破骨细胞中的作用

• 中医药调控巨噬细胞治疗骨质疏松

• 巨噬细胞激活和极化与骨关节炎发生发展

• 巨噬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和基质金属蛋白酶促进骨关节炎发展

• 巨噬细胞和软骨细胞在骨关节炎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

• 中医药调控巨噬细胞治疗骨关节炎

• 退变椎间盘内巨噬细胞的定位与识别

• 巨噬细胞表型与椎间盘退变

• 巨噬细胞迁移与椎间盘退变

• 中医药调控巨噬细胞治疗椎间盘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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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代谢受到免疫系统的精确调节，在许多骨病中都可以

观察到明显的骨破坏，如骨质疏松症、骨关节炎、椎间盘退变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IVDD) 等，均与炎症反应有关。

巨噬细胞作为机体主要的免疫吞噬细胞，广泛存在于各个器官

与组织内，不仅在机体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中发挥重要

作用，而且参与机体发育及维持内环境的稳态。可塑性和功能

极化是巨噬细胞的标志
[1]
。巨噬细胞通常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亚

群中
[2-3]

：经典活化的促炎型巨噬细胞 (M1) 和交替活化的抗炎

型巨噬细胞 (M2)，并表达和释放不同的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

子对骨的生理和病理状态至关重要。巨噬细胞与骨相关疾病的

研究最早由美籍外科医师哈金斯于 1938 年提出，近年来，大量

研究表明巨噬细胞在骨相关疾病的症状和结构进展中至关重要。

中医药调节巨噬细胞活性的作用已显示出巨大潜力，并被证明

对骨相关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有益。因而，此文旨在阐述巨噬细

胞在骨相关疾病中的作用，并综述中医药调控巨噬细胞治疗骨

相关疾病的进展，以期为老龄化过程中的骨相关疾病治疗提供

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1.1.1   检索人及检索时间   第一作者在 2022-09-01 进行检索。

1.1.2   检索文献时限   2010 年 1 月至 2022 年 9 月。

1.1.3   检索数据库   中国知网和 PubMed 数据库。

1.1.4   检索词   中文检索词为“巨噬细胞、骨质疏松、骨关节

炎、椎间盘退变、中医药”以及英文检索词为“macrophage， 

osteoporosis，osteoarthritis，intervertebral disc，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1.5   检索文献类型   研究原著、综述、述评、经验交流和病例

报告。

1.1.6   检索策略   通过上述数据库检索全文、检索主题词、检索

关键词、检索摘要等。PubMed 检索策略见图 1。
1.1.7   检索文献量   初步检索到文献 1 145 篇。根据入组标准，

最终纳入文献 61 篇，包括中文文献 15 篇、英文文献 46 篇。

1.2   入组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论点、论据可靠且发表在权威、专业的杂志

Abstract
BACKGROUND: Macrophages play a key role in regulating many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processes in humans and have been shown to be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one-related diseases. In recent year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bone-related diseases by 
regulating macrophage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ve obvious advantages and considerable curative effects with its multi-target, multi-mechanism, 
multi-level, simple, convenient, inexpensive, effective, and small side effects.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of macrophages in orthopedic disea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rophages and bone-related diseases,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 in macrophages to prevent and treat bone-related diseases. 
METHODS: PubMed and CNKI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by the first author for relevant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January 2010 to September 2022 with the 
keywords of “macrophage, osteoporosis, osteoarthritis, intervertebral dis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preliminary screening was conducted by reading 
the title and abstract, and the literature unrelated to the topic of the article was excluded. Finally, 61 articles were included for review analysi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Macrophages can secrete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are related to the activation of bone resorption. Targeted activation 
of macrophages may help inhibit or slow down the progression of bone loss in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2) Macrophages are considered important 
joint synovial inflammatory cells. The imbalance between pro-inflammatory macrophages and anti-inflammatory macrophages may lead to chronic low-
grade inflammation, which in turn induces osteoarthritis development. (3) Macrophages may play a direct role in phagocytosis or through neuro-immune 
mechanisms to coordinate the regulation of intervertebral disc metabolism; its functional imbalance will lead to more inflammatory factor chemotaxis and 
aggregation, leading to the degradation of the extracellular matrix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thereby aggravating disc degeneration. (4) Chinese medicine’s 
intervention of macrophag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bone-related diseases has a remarkable effect and a promising prospect.
Key words: macrophage; osteoporosis; osteoarthritis;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nding: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ansu Province, No. 18JR3RA077 (to ZHL); Lanzhou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ject, No. 2019-050 
(to ZHL); Lanzhou Tal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 No. 2020-RC-67 (to ZHL); Youth Project of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o. gzfy-2019-18 (to WXM)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YANG CQ, ZHANG HL, WANG XM, WANG L, WANG YC.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bone-related diseases by regulating macrophages 
with Chinese medicine.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3;27(31):5064-5070. 

图 1 ｜ PubMed 数据库检索策略图

#1 macrophage [Title/Abstract]
#2 osteoporosis [Title/Abstract]
#3 osteoarthritis [Title/Abstract]
#4 intervertebral disc [Title/Abstract]
#5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tle/Abstract]
#6 #1 AND ( #2 OR #3 OR #4 OR #5)

文献；②有关巨噬细胞的骨相关疾病的文献。

1.2.2   排除标准   排除与研究主题不相符或者重复性文献。

1.3   文献质量评估和数据提取   计算机检索共得到 1 145 篇，其

中中文文献 151 篇，英文文献 994 篇。排除与此次研究相关度

不高以及陈旧的文献，根据阅读标题及摘要进行筛查，最终根

据标准纳入 61 篇文章进行综述。文献检索流程图见图 2。

检索 PubMed 和 CNKI 数据库 2010 年 1 月至 2022 年
9 月发表的相关文献

共检索到 1 145 篇文献

最终纳入 61 篇文献

纳入论点、论据可靠且发表在

权威、 专业的杂志文献以及有

关巨噬细胞的骨免疫学效应的

文献

排除重复或与研究内容无关的

文献

英文检索词：macrophage，
osteoporosis，osteoarthritis，
intervertebral disc，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文检索词：巨噬细胞，骨质

疏松，骨关节炎，椎间盘退变，

中医药

图 2 ｜文献检索流程图

2   结果   Results 
2.1   骨质疏松症与巨噬细胞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骨稳态失衡为主

的全身代谢性疾病，伴有进行性骨丢失
[4]
。骨丢失是由于破骨

细胞骨吸收和成骨细胞骨形成之间的不平衡，引起骨密度下降，

致使骨微结构破坏、骨脆性增加。巨噬细胞参与了骨质疏松症

的发病机制，激活的巨噬细胞可以分泌促炎细胞因子，并与骨

吸收的激活有关。在适当的阶段靶向激活的巨噬细胞可能有助

于抑制或减缓骨质疏松症患者骨丢失的进展。

2.1.1   巨噬细胞在成骨细胞中的作用   成骨细胞是负责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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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细胞，起源于间充质干细胞
[5]
。成骨细胞生成受不同转录

因子的控制。成熟的成骨细胞可分化为骨细胞。在骨重建周期中，

巨噬细胞在骨吸收状态下诱导破骨细胞分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破骨细胞的分化是成骨细胞形成的调节步骤。成骨细胞在充分

激活和增殖的情况下，对骨形成的进展至关重要
[6-7]

。巨噬细胞

极化可能有助于成骨细胞分化，增加骨生成和骨矿化，研究表

明 M2 极化巨噬细胞通过分泌骨形态发生蛋白 2、转化生长因子

β 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等诱导成骨细胞分化，并促进骨矿化

增加
[8-9]

。

2.1.2   巨噬细胞在破骨细胞中的作用   多核破骨细胞从造血干细

胞的单核破骨前体分化而来，激活的巨噬细胞融合可形成多核

破骨细胞，从而通过表达白细胞介素 4 和白细胞介素 13 引起

骨吸收
[10]
。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 (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κB ligand，RANKL) 和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可以

通过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受体诱导破骨细胞的增殖和活化。

当巨噬细胞受到 RNAKL的刺激时，巨噬细胞可能诱导骨质疏松，

并导致巨噬细胞 M1/M2 比率增加
[11]
。另有研究表明雌激素可

以通过雌激素受体 α 调节下游基因核因子 κB p65 核转位来保护

M2 巨噬细胞免受 RANKL 刺激
[12]
，因此通过降低 M1/M2 比值阻

断雌激素缺乏介导的 M2 巨噬细胞破骨细胞生成可能是治疗骨

质疏松症的潜在治疗靶点。

2.1.3   中医药干预调控巨噬细胞治疗骨质疏松症   随着对中药

现代化的研究广泛开展，研究人员陆续发现众多中药单体或中

药提取物可以通过调控巨噬细胞进而延缓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发

展。天然黄精多糖是中药黄精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何基琛等
[13] 

研究了黄精多糖对 RANKL 诱导的巨噬细胞向破骨细胞分化和骨

吸收的影响，发现黄精多糖对巨噬细胞分化为破骨细胞和骨吸

收具有抑制作用。淫羊藿苷是中药淫羊藿的主要活性成分，为

8- 异戊烯基黄酮苷类化合物，已被广泛证明具有抗骨质疏松活

性，可促进骨形成并减少骨吸收。张锦明等
[14]

研究发现淫羊藿

苷对骨细胞具有双重功能，通过刺激间充质干细胞的成骨分化

来促进骨形成，同时抑制破骨细胞的成骨分化和骨吸收活性。

何丹丹等
[15]

研究同样发现淫羊藿苷具有抑制破骨细胞的形成和

骨吸收活性的能力，其通过与靶蛋白 RANKL 结合实现骨重塑。

葛根素是从中药葛根中分离出来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为单体

异黄酮化合物。马旭辉等
[16]

通过研究葛根素对大鼠骨髓源型巨

噬细胞破骨细胞向分化的影响，发现葛根素可降低 RANKL 诱导

的破骨细胞数量和破骨细胞相关基因的表达，从而抑制巨噬细

胞的破骨分化能力，进而为为葛根素应用于骨质疏松症的预防

与治疗提供了依据。大豆异黄酮是一种与雌激素具有类似结构

的黄酮类化合物，从植物中提取，与骨质疏松症的防治密切相

关。陈富民等
[17]

通过分离、培养骨髓源巨噬细胞分析大豆异黄

酮对巨噬细胞破骨细胞向分化的影响，发现大豆异黄酮可调控

RANKL、骨保护素及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破骨细胞分化因子

的表达，进而抑制巨噬细胞破骨细胞向分化。张晓等
[18]

通过研

究丹参水溶性成分对小鼠单核巨噬细胞的增殖、破骨细胞分化

的影响，发现丹参水溶性成分可以下调体外培养破骨细胞相关

基因信使核糖核酸表达的影响，有效抑制小鼠单核巨噬细胞的

增殖、破骨分化以及破骨相关功能，进而为丹参及其有效成分

防治骨质疏松症及影响骨代谢的作用提供依据。鹿茸多肽是鹿

茸的主要活性物质，李博
[19]

研究发现鹿茸多肽可以通过 Toll 样
受体 4 信号通路抑制骨髓巨噬细胞分化为破骨细胞，抑制绝经

性骨质疏松骨吸收，从而为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

综上，中药干预巨噬细胞在骨质疏松症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目前研究还局限于动物实验水平，且其具体的干预机制仍

未完全阐明，因此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同时应另辟研究路径、

探寻更多可能的干预方式。相信随着中药干预巨噬细胞研究的

不断深入，应用中药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优势会更加凸显。

2.1.4   讨论   作者认为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与慢性炎症密切相关的

疾病，可导致骨量减少和骨脆性增加。巨噬细胞极化是巨噬细

胞产生特定表型并对微环境刺激作出功能反应的过程。M1 巨噬

细胞在骨质疏松症中导致骨吸收并增强破骨细胞活性，而 M2
巨噬细胞在各种细胞因子的帮助下抑制骨吸收并促进成骨，未

来需要进一步的体内和临床研究来阐明骨质疏松症中 M1/M2 比

率增加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潜在机制。此外，随着中药现代化的

快速发展，发现其可对多靶点、多通路产生影响进而发挥治疗

疾病的作用。中医药与巨噬细胞关系密切，未来中医药与目前

骨质疏松症疗法相结合有望改善患者的预后，因此进一步挖掘

中药的有效成分并阐明其具体的干预机制，以确定靶向巨噬细

胞的最佳策略至关重要。巨噬细胞与骨质疏松症的关系见图 3，
中药单体、提取物调控巨噬细胞治疗骨质疏松症相关作用机制

见表 1。

表 1 ｜中药单体、提取物调控巨噬细胞治疗骨质疏松症相关作用机制

研究作者 发表

年份

中药单体、

提取物

干预对象 作用及机制

何基琛等
[13] 2017 黄精多糖 骨质疏松

症小鼠

抑制巨噬细胞分化成破骨细胞及骨吸收

张锦明等
[14] 2022 淫羊藿苷 骨质疏松

症小鼠

刺激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促进骨形

成，抑制破骨细胞成骨分化和骨吸收活

性

何丹丹等
[15] 2017 淫羊藿苷 骨质疏松

症小鼠

抑制破骨细胞形成和骨吸收，通过与靶

蛋白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结合

实现骨重塑

马旭辉等
[16] 2019 葛根素 骨质疏松

症大鼠

降低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诱导

的破骨细胞数量和破骨细胞相关基因的

表达，抑制巨噬细胞的破骨分化

陈富民等
[17] 2021 大豆异黄

酮

骨质疏松

症大鼠

调控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骨

保护素及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破骨

细胞分化因子的表达，抑制巨噬细胞破

骨细胞向分化

张晓等
[18] 2021 丹参水溶

性成分

骨质疏松

症小鼠

下调破骨细胞相关基因信使核糖核酸表

达，抑制巨噬细胞增殖、破骨分化以及

破骨相关功能

李博
[19] 2021 鹿茸多肽 骨质疏松

症小鼠

通过 Toll 样受体 4 信号通路抑制巨噬细

胞分化为破骨细胞，抑制骨吸收

图 3 ｜巨噬细胞与骨质疏松症的关系

2.2   骨关节炎与巨噬细胞   骨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软骨退化、滑

膜和关节脂肪垫炎症以及骨结构改变为特征的关节组织退行性

疾病
[20]
。尽管骨关节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各不相同，但大量证

据表明，巨噬细胞可以通过各种分泌介质在调节关节炎症、从

而调节骨关节炎严重程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1-23]

。巨噬细胞作

为关节滑膜中重要的炎症细胞，通常分为 2 种表型：具有促炎

抗菌作用的 M1 样巨噬细胞，以及具有抗炎和促分解作用的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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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巨噬细胞，二者之间的失衡可能导致膝关节慢性低度炎症，

进而诱发骨关节炎发生发展。

2.2.1   巨噬细胞激活和极化与骨关节炎发生发展   在骨关节炎

发展过程中，巨噬细胞失去稳定状态，并以多种方式被激活：

一方面通过激活巨噬细胞上的表面模式识别受体进而启动细

胞内下游效应，包括核因子 κB 途径，从而分泌炎性细胞因子

和趋化因子
[24]
；另一方面通过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

体蛋白 3(nucleotide 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ke receptor 
protein 3，NLRP3) 等炎症小体介导途径，识别各种病原体，产

生炎症反应
[25]
。巨噬细胞是显著的可塑性细胞，分为典型活化

的 M1 巨噬细胞或选择性活化的 M2 巨噬细胞，它们对微环境刺

激的反应不同。M1 巨噬细胞被干扰素 g、脂多糖等激活极化，

可分泌大量促炎细胞因子和介质，如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

介素 1、白细胞介素 6、白细胞介素 12、环氧化酶 2 等。M2 巨

噬细胞由白细胞介素 4 和白细胞介素 13 极化，并进一步分为特

定亚型，亚型 M2a、M2b 和 M2c 显示抗炎表型，有助于组织修

复和重塑
[26-28]

。在骨关节炎发展过程中，巨噬细胞激活状态和

M1/M2 比率与骨关节炎发展程度高度相关。

2.2.2   巨噬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和基质金属蛋白酶促进骨关节炎

发展   关节炎滑膜中活化和极化的巨噬细胞通过分泌细胞因子、

生长因子和基质金属蛋白酶等促进骨关节炎发展。一方面巨噬

细胞通过分泌炎性细胞因子诱导软骨细胞衰老和凋亡，并减少

关键细胞外基质成分的合成，如蛋白多糖、聚集素和Ⅱ型胶 

原
[29]
。此外，它还参与促进关节软骨分解的蛋白水解酶的合成

和释放，主要包括基质金属蛋白酶、聚蛋白多糖酶等。另一方

面巨噬细胞通过调节刺激骨形成的转化生长因子 β、蛋白多糖、

Ⅱ型胶原和软骨生成等方面，以促进软骨退化、骨赘形成，并

加剧骨关节炎进展
[30]
。滑膜巨噬细胞产生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被认为会加剧骨关节炎的滑膜血管生成和炎症
[31]
。巨噬细胞衍

生的肿瘤坏死因子 α 和白细胞介素 β 可以调节滑膜巨噬细胞中

的神经生长因子表达，这可能导致骨关节炎疼痛
[32]
。此外，研

究还表明滑膜巨噬细胞可能通过产生基质金属蛋白酶直接导致

软骨损伤
[33]
。

2.2.3   巨噬细胞和软骨细胞在骨关节炎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   骨
关节炎进展中巨噬细胞和软骨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重要。

激活的滑膜巨噬细胞显示较高水平的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

介素 1α、白细胞介素 1β、一氧化氮和活性氧等炎性细胞因子，

并参与基质金属蛋白酶 3 和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的合成与释放，

它们调节软骨细胞的微环境，促进软骨细胞产生过量金属蛋白

酶、聚蛋白多糖酶，导致细胞外基质成分降解，同样，细胞外

基质降解成分表达损伤相关分子模式进一步激活巨噬细胞发挥

作用，通过刺激巨噬细胞活化并增加滑膜炎症，导致炎症和软

骨降解的重复循环
[34-35]

。

2.2.4   中医药干预调控巨噬细胞治疗骨关节炎   中药单体或复方

在骨关节炎治疗中有亦重要价值地位。木犀草素是一种天然黄

酮类化合物，作为传统中草药的提取物，具有防治骨关节炎的

潜在作用。张纯武
[36]

通过研究木犀草素对巨噬细胞中相关炎症

及血管生成因子影响，发现木犀草素可以通过抑制小鼠单核巨

噬细胞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以及上游因子

缺氧诱导因子 1α 的表达，并且抑制巨噬细胞炎症因子肿瘤坏死

因子 α、一氧化氮合酶、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的表达，

从而延缓骨关节炎的发生发展。槲皮素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类黄

酮，广泛存在于中药紫胡、桑叶、槐米和山楂等中。HU 等
[37]

研究发现，槲皮素通过抑制软骨细胞的炎症和凋亡，调节滑膜

巨噬细胞对 M2 巨噬细胞的极化，为软骨细胞创造一个促软骨

形成环境来增强骨关节炎环境下的软骨修复，从而发挥软骨保

护作用。红景天苷是红景天属最有效的生物活性成分之一。SA
等

[38]
研究发现，红景天苷可缓解大鼠模型骨关节炎急性期疼痛

和关节肿胀，降低滑液中白细胞数量、总蛋白含量、促炎递质，

下调滑膜促炎基因表达，抑制滑膜中核因子 κB 的活化和氧化应

激反应，促进软骨合成，防止蛋白聚糖和软骨细胞变性的丧失，

为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病和进展提供了新的策略。异补骨脂素是

中药补骨脂主要的有效成分。田展松
[39]

研究发现异补骨脂素能

通过激活巨噬细胞中 CD9/GP130 蛋白信号通路，并促进转录激

活因子 3 磷酸化调节 M1/M2 巨噬细胞比例和功能，进而延缓关

节炎的进展。陈博鉴等
[40]

通过构建人巨噬细胞观察威灵仙提取

物对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发现威灵仙提取物干预后可以抑制

M1 型巨噬细胞细胞因子的分泌、促进 M2 型巨噬细胞细胞因子

白细胞介素 6 和转化生长因子 β1 表达，由此推断威灵仙对人巨

噬细胞的增殖、活性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且能够抑制其向 M1
型极化，促使其向 M2 型极化，从而发挥抗炎、促软骨修复等

作用以治疗骨关节炎。亦有研究发现，威灵仙提取物可能通过

抑制核因子 κB 调节一氧化氮合酶并激活 Src/FAK 信号通路轴来

减弱脂多糖诱导的巨噬细胞所引起的炎症反应，进而延缓骨关

节炎的发生发展
[41]
。独药各有所长，群药合方有其妙用。李晓

辰
[42]

研究发现膝痹宁方可能通过抑制瞬时受体电位 M7 通道、

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通路及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的活化，从而抑

制滑膜巨噬细胞 M1 型极化，进而有效改善骨关节炎小鼠滑膜

炎症、滑膜纤维化和软骨退变。危一飞等
[43]

研究发现，防己黄

芪消肿方可能通过抑制 M1 巨噬细胞极化影响促炎细胞因子及

金属基质蛋白酶的分泌，进而抑制关节内炎症、延缓关节软骨

退变，从而缓解滑膜炎症治疗骨关节炎。杨楠等
[44]

研究发现，

三色散可以通过抑制滑膜巨噬细胞焦亡及减少背根神经节细胞

瞬时受体电位离子通道蛋白内钙离子内流，进而发挥减轻骨关

节炎疼痛的功效。综上，临床实践和动物实验均表明中医药干

预巨噬细胞防治骨关节炎疗效显著，中药配方中的活性成分化

学结构多样，并且涉及多种调控途径。中药配方中的活性成分

可以组合开发为强效药物，与单个化合物相比，将为开发新型

防治骨关节炎药物提供巨大的潜力。

2.2.5   讨论   作者认为巨噬细胞作为免疫细胞在骨关节炎的症状

学和结构进展中至关重要，活化的巨噬细胞产生促炎递质以及

多种组织降解酶，这些酶使炎症环境升级，并加速软骨破坏。

巨噬细胞和软骨细胞之间的旁分泌作用导致额外的反馈回路，

并加速滑膜炎症和软骨退化。因此靶向滑膜巨噬细胞可以减轻

疼痛，并减缓骨关节炎发展过程中滑膜炎、软骨损伤和骨赘形成。

此外需要进一步研究巨噬细胞潜在功能，阐明导致骨关节炎中

M1 和 M2 巨噬细胞失衡的潜在机制，探索巨噬细胞重编程的合

适方法，以便对骨关节炎患者进行有效治疗。同时，了解免疫

细胞水平与关节组织之间的串扰，以及不同进展阶段对疾病过

程的影响，寻求一种对巨噬细胞重编程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药

物或生物材料将是治疗骨关节炎和其他免疫疾病的潜在治疗方

法。巨噬细胞与骨关节炎的关系见图 4，中药单体、提取物或复

方调控巨噬细胞治疗骨关节炎的相关作用机制见表 2。
2.3   椎间盘退变与巨噬细胞   IVDD是一种以髓核细胞凋亡减少、

细胞外基质降解加速为主要病理特征，常伴随慢性腰痛或下肢

神经根性疼痛等临床表现的脊柱疾病
[45]
。研究显示巨噬细胞作

为机体内的主要吞噬细胞，是唯一能够进入闭合髓核的炎症细

胞，在椎间盘的各种结构中表达，其数量与 IVDD 的程度呈正相

关。作为炎症细胞的巨噬细胞可能直接发挥吞噬作用或通过神

经 - 免疫机制协同调节椎间盘的代谢，而巨噬细胞功能失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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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更多炎性因子趋化和聚集，进而导致椎间盘细胞外基质降

解，从而加重椎间盘退变。

2.3.1   退变椎间盘内巨噬细胞的定位与识别   椎间盘退变过程中

巨噬细胞或巨噬细胞样细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 IVDD
的加重，巨噬细胞进一步向椎间盘浸润。NAKAZAWA 等

[46]
通过

检测退行性椎间盘并证明受损髓核、纤维环、软骨终板区域中巨

噬细胞标志物的表达随着椎间盘恶化程度而显著增加，并且在

健康椎间盘中未发现这些标志物。研究证实，大量巨噬细胞存

在于退行性椎间盘中并且可能通过循环系统释放到组织中
[47-48]

。 

在炎症环境下，髓核细胞分泌相关促炎趋化因子 (CCL2、CCL3、
CXCL10 等 ) 介导巨噬细胞极化、募集和迁移，产生更多白细胞

介素 1β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促进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合成，最终

加重 IVDD。上述研究均表明巨噬细胞与 IVDD 密切相关。

2.3.2   巨噬细胞表型与椎间盘退变   巨噬细胞 M1 极化可分泌白

细胞介素 1β、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促炎因子，加重椎间盘退变，

而巨噬细胞 M2 极化可分泌白细胞介素 4、白细胞介素 10 等抗

炎因子
[49-50]

。巨噬细胞表型的平衡对于维持内环境稳态具有重

要作用，该平衡一旦失衡将会导致内环境稳态破坏，当椎间盘

处于持续炎症状态时，细胞外基质的降解增强；炎症微环境促

使巨噬细胞向 M1 极化，分泌更多促炎因子，形成恶性循环，

诱发椎间盘退变。巨噬细胞的表型平衡在正常的椎间盘微环境

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旦表型失衡就会导致椎间盘微环境遭到破

坏，进而在巨噬细胞和炎症因子的不断作用下，逐渐出现一系

列椎间盘退行性变，同时由于组织修复功能的缺失致使椎间盘

退变成为不可逆转的病理情况。

2.3.3   巨噬细胞迁移与椎间盘退变   巨噬细胞发挥其功能作用的

基础是迁移到闭合的髓核中。研究表明，髓核、纤维环、终板细

胞均可组成性表达在 Toll 样受体 4，且其基础表达取决于细胞类

型
[51-52]

。Toll 样受体 4 的表达受其配体 ( 如脂多糖 ) 的调节，配体

与 Toll 样受体 4 结合会导致一系列相关促炎递质上调相关的信号

级联反应 ( 如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等 )，进而抑制细胞外基质的表达。巨噬

细胞迁移抑制因子是一种高度保守且具有多种功能的细胞因子，

不仅在巨噬细胞迁移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其他促炎因子具有

正向调节作用，二者同时作用导致椎间盘退变
[53]
。

2.3.4   中医药干预调控巨噬细胞治疗椎间盘退变   中医药以其疗

效高、副反应小、伤害少、成本低的特点占据椎间盘退变治疗

的重要地位。芦荟已被用于传统草药中，作为诱导抗炎作用的

免疫调节剂。BUDAI 等 [54]
研究发现，芦荟可以通过核因子 κB/

p38蛋白 /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c-Jun氨基末端激酶通路等途径，

下调脂多糖诱导的炎性细胞因子产生以及巨噬细胞中 NLRP3 炎

性小体的表达，进而延缓椎间盘退变的发生发展。芝麻素是一

种从芝麻中提取的生物活性成分，具有软骨保护和抗炎作用。

LI 等 [55]
通过研究芝麻素对大鼠体外椎间盘的抗炎和抗分解代谢

作用，发现芝麻素可以显著抑制脂多糖诱导的分解代谢酶和炎

症因子表达，并且可以抑制脂多糖诱导的巨噬细胞的迁移以保

护椎间盘免受炎症反应，在治疗椎间盘退行性疾病方面具有积

极的前景。石蒜碱是存在于石蒜科植物石蒜的鳞茎内的传统的

植物药。王刚良
[56]

通过构建大鼠椎间盘退变模型研究石蒜碱对

椎间盘的保护作用，发现石蒜碱可以减少终板软骨细胞释放巨

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从而降低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对邻近

椎间盘和髓核的促退变作用，保护椎间盘和髓核，进而延缓椎

间盘退变。GAO 等
[57]

研究发现，中药骨碎补单体柚皮苷可以通

过下调核因子 κB 通路和 p53 蛋白表达来减弱白细胞介素 1β 处

理的髓核细胞中的基质金属蛋白酶分解代谢和炎症反应，以此

改善椎间盘环境，减缓退变，有望成为一种可能治疗椎间盘退

变的替代药物。木兰花苷广泛分布于小檗科、木兰科、罂粟科

或防己科等几个植物科的代表中。ZHAO 等
[58]

研究发现，木兰

花苷通过灭活调控高迁移率族蛋白 1/ 髓样分化因子 88/ 核因子

κB 通路和 NLRP3 炎症小体，缓解 M1 巨噬细胞极化介导的髓核

细胞损伤及炎症反应，为 IVDD 治疗提供了新的参考。姜黄素是

一种来自姜黄的黄色素，是一种安全的天然化合物，用于治疗

炎症相关疾病。LU 等
[59]

研究发现姜黄素可以通过体内丝裂原活

化蛋白激酶通路和核因子 κB 途径减少肿瘤坏死因子 α 诱导的炎

症髓核细胞中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4 和白细胞介素 6 的

产生，以延缓椎间盘退变。KONG 等
[60]

同样发现姜黄素可以通

过抑制佛波酯诱导的巨噬细胞中的 Toll 样受体 4/ 髓样分化因子

88/ 核因子 κB 通路及 NLRP3 炎症小体激活，进而抑制椎间盘发

生发展。芒果素来源于百合科草本植物知母的干燥根茎。CHEN
等

[61]
通过体外细胞模型探索芒果素在椎间盘中的作用发现，芒

果素通过核因子 κB 途径保护脂多糖刺激的髓核细胞免受巨噬细

胞中 NLRP3 炎性小体介导的细胞凋亡以防治椎间盘退变。综上，

中药作为一种多组分、多靶点的方法，与系统生物学的整体概

念完美契合，适用于椎间盘退变的治疗。中草药的协同联系和

相关活性化合物对 IVDD 的机制增加了中医药的发展前景。然而，

一些中草药在临床和临床前研究中也表现出毒性，需要适当设

计和良好控制的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证明这种草药及其成分的

骨骼保护作用和安全性，未来 IVDD 的发病机制及中医药干预巨

图 4 ｜巨噬细胞与骨关节炎的关系

表 2 ｜中药单体、提取物或复方调控巨噬细胞治疗骨关节炎相关作用机制

研究作者 发表

年份

中药单体、提

取物或复方

干预对

象

作用及机制

张纯武
[36] 2016 木犀草素 骨关节

炎小鼠

抑制巨噬细胞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炎症因子以及上游缺氧诱

导因子 1α 的表达

HU 等 [37] 2019 槲皮素 骨关节

炎大鼠

抑制软骨细胞的炎症和凋亡，调节滑膜巨

噬细胞对 M2 巨噬细胞的极化

SA 等
[38] 2020 红景天苷 骨关节

炎大鼠

下调滑膜促炎基因表达，抑制滑膜中核因

子 κB 的活化和氧化应激反应，促进软骨

合成

田展松
[39] 2021 异补骨脂素 骨关节

炎小鼠

激活巨噬细胞中 CD9/GP130 蛋白信号通

路，促进转录激活因子 3 磷酸化调节 M1/
M2 巨噬细胞比例和功能

陈博鉴 

等
[40]

2021 威灵仙提取物 人巨噬

细胞

抑制 M1 型巨噬细胞细胞因子的分泌、促

进 M2 型巨噬细胞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6
和转化生长因子 β1 表达

PAN 等
[41] 2016 威灵仙提取物 小鼠巨

噬细胞

抑制核因子 κB 调节一氧化氮合酶并激活
Src/FAK 信号通路轴以减弱脂多糖诱导的

巨噬细胞所引起的炎症反应

李晓辰
[42] 2021 膝痹宁方 骨关节

炎小鼠

抑制滑膜巨噬细胞 M1 型极化改善滑膜炎

症、滑膜纤维化和软骨退变

危一飞 

等
[43]

2022 防己黄芪消肿

方

骨关节

炎大鼠

抑制 M1 巨噬细胞极化影响促炎细胞因子

及金属基质蛋白酶的分泌，缓解滑膜炎症

杨楠等
[44] 2022 三色散 骨关节

炎小鼠

抑制滑膜巨噬细胞焦亡及减少背根神经节

细胞瞬时受体电位离子通道蛋白内钙离子

内流，缓解骨关节炎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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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细胞防治 IVDD 的物质基础值得进一步研究。

2.3.5   讨论   作者认为炎症、免疫反应、机械负荷、缺氧均是影

响 IVDD 的关键因素。巨噬细胞通过神经免疫机制发挥吞噬作用，

而巨噬细胞极化失衡会导致更多炎症因子趋化和聚集，加剧

IVDD 的发展。IVDD 的炎症反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细

胞类型在多个愈合阶段的相互作用。了解椎间盘内巨噬细胞的

积累、定位和表型可以提高对椎间盘病理生理学的了解，并有

助于确定未来的治疗目标。此外使用中药干预巨噬细胞并促进

其极化为具有抗炎作用的 M2 型，有望为有效预防延缓 IVDD 提

供新的策略。未来仍需进一步深化巨噬细胞介导的 IVDD 发病机

制和治疗的基础研究，为 IVDD 的临床治疗提供确切的药物靶点。

巨噬细胞与骨关节炎的关系见图 5，中药单体、提取物或复方调

控巨噬细胞治疗骨关节炎相关作用机制见表 3。

M1/M2 巨噬细胞比率、调节细胞因子谱以利于 M2 巨噬细胞可

能成为治疗骨相关疾病的一种新策略。同时，在过去十年中，

传统中药提取物干预调控巨噬细胞治疗骨相关疾病作用机制方

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目前已有较多提取物被证明是体外巨噬细

胞活性的调节剂。然而，在治疗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之前，还

需要更高质量的实验研究和临床试验。在以后的研究中仍需利

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网络药理学及蛋白组学等相关技术进一步

强化相关研究，并充分发挥中药多靶点、多通路的优势，挖掘

出更多疗效确切的治疗药物，推广中医药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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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巨噬细胞与椎间盘退变的关系

表 3 ｜中药单体、提取物调控巨噬细胞治疗 IVDD 的相关作用机制

研究

作者

发表

年份

中药单体、

提取物

干预

对象

作用及机制

BUDAI
等

[54]
2013 芦荟 人巨噬

细胞

通过核因子 κB/p38 蛋白 / 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
c-Jun 氨基末端激酶通路等途径下调炎性细胞因

子产生以及巨噬细胞中 NLRP3 炎性小体的表达

LI 等 [55] 2016 芝麻素 IVDD
大鼠

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及巨噬细胞的迁移以保护

椎间盘免受炎症反应

王刚 

良
[56]

2018 石蒜碱 IVDD
大鼠

减少终板软骨细胞释放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

子，降低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对邻近椎间盘

和髓核的促退变作用

GAO 
等

[57]
2019 柚皮苷 人髓核

细胞

下调核因子 κB 通路和 p53 蛋白表达来减弱白

细胞介素 1β 处理的髓核细胞中的基质金属蛋

白酶分解代谢和炎症反应

ZHAO
等

[58]
2021 木兰花苷 人髓核

细胞

调控高迁移率族蛋白 1/ 髓样分化因子 88/ 核因

子 κB 通路和 NLRP3 炎症小体，缓解 M1 巨噬细

胞极化介导的髓核细胞损伤及炎症反应

LU等
[59] 2022 姜黄素 IVDD

大鼠

通过体内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通路和核因子 κB
途径减少肿瘤坏死因子 α 诱导的髓核细胞炎症

反应

KONG
等

[60]
2016 姜黄素 人巨噬

细胞

抑制巨噬细胞中的 Toll 样受体 4/ 髓样分化因子
88/ 核因子 κB 通路及 NLRP3 炎症小体激活

CHEN
等

[61]
2022 芒果素 人髓核

细胞

通过核因子 κB 途径保护髓核细胞免受巨噬细胞

中 NLRP3 炎性小体介导的细胞凋亡

表注：IVDD 为椎间盘退变；NLRP3 为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 3

3   总结与展望   Summary and prospects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巨噬细胞不仅有两种极化状态 ( 即

M1 样和 M2 样 )，而且被归类为一个具有广泛和潜在可塑性表

型的大家族细胞，这些细胞能够保护宿主抵抗病原体，维持组

织内稳态，提供来源和组织微环境依赖的促炎或抗炎信号。此

外，巨噬细胞谱系的发展仍然鲜为人知，阐明相关组织中巨噬

细胞群的异质性可能为骨相关疾病发病机制提供关键见解。此

外，有关骨内成骨机制的文献存在空白，巨噬细胞极化状态的

作用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新领域。调节局部微环境中的细

胞因子谱可能是靶向巨噬细胞极化治疗骨相关疾病的有效途径，

需要进一步的体内和临床研究来阐明微环境的调节有助于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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