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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移植术后免疫耐受相关研究进展
许文犁 郎韧 李先亮 贺强

【摘要】

肝移植是目前公认的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最有效措施，而如何让移植受者获得免疫耐受状态则是肝

移植科医师追求的最终目标。了解最新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经验以及相关基础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
免疫耐受，从而为移植受者制定更加妥善的治疗方案。本文综合国际核心期刊报道的内容，从临床免疫耐受的可
行性、免疫耐受的诱导和维持、免疫耐受诱导方案的制定及寻找合理的免疫状态的相关监测指标等方面作一综述，
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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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7 年 Thomas Starzl 完 成 世 界 首 例 肝 移 植

疫排斥反应，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反应，

至今，全世界已完成肝移植手术 10 万余例。上世纪

包括诱发感染、肿瘤复发、肾功能损伤、糖尿病及代

80 年代起，免疫抑制剂的发展使肝移植受者术后的

谢综合征等，影响了移植术后受者的长期生存率。因

短期生存效果不断改善，因此巩固了肝移植手术在终

此诱导移植受者产生对供者抗原的免疫耐受，逐步减

末期肝病、恶性肿瘤等疾病治疗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少甚至停用免疫抑制剂，成为了所有临床和科研工作

然而，免疫抑制剂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免

者的最终研究方向。本文综述了近年来肝移植免疫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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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研究进展，为未来开展免疫耐受诱导研究提供

和 CD86）和细胞间黏附分子（intercellular adhesion

资料。

molecule，ICAM）等，将抗原提呈给 CD4+ 和 CD8+
T 细胞，并且能阻止初始 CD4+T 细胞向辅助性 T 细

1 临床免疫耐受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胞（T helper cell，Th）分化 [6]；另一方面，在与同

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匹兹堡大学最先报道了免

源性 T 细胞接触中，LSEC 能增加表达程序性死亡因

疫耐受现象，他们发现约 20% 的肝移植术后受者因

子配体 1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进

无法耐受或依从免疫抑制剂治疗，停用免疫抑制剂后

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促使 T 细胞的耐受 [7]。

在短期内未出现免疫排斥反应。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之

2.2 枯否细胞及自然杀伤细胞

上，各移植中心开始关注这一现象。目前临床研究认

枯否细胞（Kupffer cell，KC）存在肝血窦间隙

可的免疫耐受是指免疫系统成熟的受者在没有免疫抑

内，占人体巨噬细胞 50% 以上。其主要作用是捕获

制剂维持下，未产生对供者器官移植物免疫攻击的状

和清除微生物及病原菌；作为抗原提呈细胞可提高

态；而当移植受者仅在低剂量免疫抑制剂维持治疗

MHC Ⅰ、MHC Ⅱ 的 表 达。 研 究 发 现，KC 能 通 过

下，即可避免排斥反应和慢性移植物失功的状态称为

Fas/FasL 途径识别迁移至肝脏的受者 T 细胞并与之相

部分免疫耐受。在过去 20 年间全世界各移植中心均

互作用，从而诱导 T 细胞凋亡 [8]。在脂多糖的刺激

有免疫耐受现象的报道，Devlin 等 [1] 在 90 年代的同

因素下，KC 还能分泌一些抑制性细胞因子如白细胞

期研究中发现约 20% 的肝移植受者可彻底停用免疫

介素（interleukin，IL）-10，以利于诱导免疫耐受。

抑制剂，而没有完全停药的移植受者中也有部分受者

而一旦清除 KC 后，则会导致调节性 T 细胞（regulatory

可以降低免疫抑制剂的用量

[1]

。2012 年，Feng 等

[2]

T cell，Treg）分泌 IL-10 的水平大幅下降。

尝试了对 20 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术后情况稳定的受者

在肝移植术后，受者来源的自然杀伤（natural

逐步进行免疫抑制剂的停药试验，高达 60% 的病例

killer，NK）细胞会定植在供者肝脏上，分泌大量的

最终完全停药，达到免疫耐受的状态。而术后停药时

干扰素（interferon，IFN），一旦消耗或减低 NK 细

机越晚，达到免疫耐受状态的可能性越高。另一项

胞或者 IFN，则会明显提高移植肝脏的存活率。除

关于 102 例成人肝移植的国际多中心研究结果表明，

此之外，在肝移植免疫耐受受者体内发现高表达的

41.8% 的随访超过 5 年的移植受者成功停用所有免疫

13 种基因同时也在 NK 细胞内高表达，验证了其与

抑制剂，而 de la Garza 等 [3] 的关于成人肝移植报道

免疫耐受有一定的联系 [9]。

中更是高达 63% 的移植受者成功停用了免疫抑制剂。

2.3 肝星状细胞及髓源性抑制细胞

越来越多的研究数据表明，在肝移植受者中，能够达

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HSC）在肝脏

到免疫耐受状态的比例可能远远高于我们的原有预

内的主要功能是诱导肝脏纤维化，但目前研究发现其

期 [4]。可以预见，有计划地、主动地诱导临床免疫耐

还具有一定的免疫调节作用。将 HSC 与胰岛细胞联

受未来是可实现的。

合移植时，能有效保护胰岛细胞不被排斥，主要是通

2 免疫耐受的诱导和维持需要多个免疫
细胞亚群参与
肝脏作为一个免疫调节器官或者免疫特惠器官，

过诱导效应性 T 细胞凋亡并且选择性扩增 Treg 实现的。
而对 T 细胞的抑制和 Treg 扩增并不是由 HSC 直接产
生，而是其通过诱导髓源性抑制细胞 (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MDSC) 的产生间接发挥了免疫调节

更容易出现免疫耐受，而其富含的大量免疫细胞可能

作用 [10]，并最终诱导了肝脏的免疫耐受。

参与并诱导了这一现象 [5]。因此，深入了解肝脏免疫

2.4 树突状细胞

细胞的作用，为诱导临床免疫耐受起到助力作用。
2.1 肝窦内皮细胞
肝 窦 内 皮 细 胞（liver sinusoidal endothelial cell，

在肝脏抗原提呈的过程中，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同样因其表面显著表达 MHC 分子、共刺
激分子和 ICAM 等，成为导致移植排斥反应的关键

LSEC）是肝脏内广泛存在的一类非实质细胞，通过

环节之一。按成熟度将其分为成熟 DC（mature DC，

表达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mDC） 和 未 成 熟 DC（immature DC，imDC）。 在

complex，MHC）Ⅰ、MHC Ⅱ、共刺激分子（CD80

imDC 表面的黏附分子和共刺激分子会呈现明显低表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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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进而介导免疫耐受现象。这种影响可能是由于

CsA） 和 他 克 莫 司（tacrolimus，FK506）， 两 者 作

imDC 能诱导 T 细胞无能，调节 Th 1/Th 2 比例，有

用机制相似，是目前肝移植术后的最重要的免疫抑

；介导 T 细胞克

制剂；（2）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隆清除 / 克隆无反应；通过诱导 Treg 细胞介导免疫耐

target of rapamycin，mTOR）抑制剂，其代表药物有

受。因而关于 DC 的研究主要是维持其未成熟状态进

西罗莫司和依维莫司，与 FK506 和 CsA 相比，其优

而诱导供者特异性免疫耐受的状态。

势在于对肾脏的毒性更低和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

2.5 调节性 T 细胞

有时临床上也会在一些不能耐受 CNI、急性排斥反应

利于减轻移植物的急性排斥反应

[11]

Treg 是另一类维持机体免疫平衡的重要免疫细

激素冲击治疗无效及发生慢性排斥反应时作为转换

胞，分为 CD4+ 和 CD8+Treg 两类，而其中研究最多

药物使用；（3）抗代谢药物，如硫唑嘌呤和霉酚酸

的 CD4+CD25+Foxp3+Treg 在诱导和维持肝移植后免疫

（mycophenolic acid，MPA），其优点主要在于低肾

耐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2-13]。首先，CD4+Treg 会持

毒性和低神经毒性，一般作为辅助用药；（4）糖皮质

续性高表达细胞毒 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cytotoxic T

激素类药物，此类药物曾是核心免疫抑制剂，近年来

lymphocyte associated antigen， CTLA）-4（CD152），

则充满争议，越来越多的中心已采取无激素方案，并

与初始 T 细胞表面的 CD28 分子竞争性地结合别藻蓝

证实可行 [15]；
（5）生物抗体制剂，包括单克隆抗体（巴

蛋 白（allophycocyanin，APC） 表 面 的 B7 分 子， 从

利昔单抗和达利珠单抗）和多克隆抗体（抗淋巴细胞

+

而减弱甚至阻断 T 细胞活化的信号。其次，CD4 Treg

球蛋白、抗胸腺细胞球蛋白）等。目前经典的肝移植

细胞可通过分泌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术后免疫抑制策略仍是以 CNI 类为主，辅以 MPA 类

factor，TGF）-β、IL-10 和 IL-35 等细胞因子抑制排

和糖皮质激素 [16]。较之传统的三联用药，无激素方

斥反应

+

。除此之外，CD4 Treg 还可以持续表达高

[14]

亲和力的 IL-2 受体，消耗周围环境中效应性 T 细胞
赖于生存的 IL-2，从而诱导效应性 T 细胞凋亡。
+

另一类 CD8 Treg 因其起源不同分为来自胸腺的
+

自 然 型 CD8 Treg（naturally Treg，nTreg） 和 在 外 周
+

血中经诱导转化的诱导型 CD8 Treg（induced Treg，
iTreg）。CD8+Treg 通过不同的机制介导免疫调节反应，
包括释放非特异性的细胞因子、细胞接触机制及特
异性杀伤机制等。在同种异体抗原刺激下髓源性 DC
及 TGF-β 诱导的 CD8+CD103+Treg 可分泌的 IFN-γ 和
IL-6，并与效应性 T 细胞接触，通过细胞毒作用抑制
其 增 殖。 此 外 CD8+Treg 还 可 通 过 IL-10、TGF-β、

案和早期激素撤离方案也被广泛接受和应用，逐步减
少和限制过度用药成为了新的治疗趋势 [17]。
一些新型免疫调节治疗的方法逐渐成为了传统免
疫抑制疗法的替代方案。其中，现在用于临床开展的
3 种相对成型的方案包括：（1）利用间充质基质细
胞；（2）诱导混合嵌合体；（3）调节细胞的过继回
输 [18]。其中混合嵌合体的诱导是通过肝移植的同时
输注供者造血干细胞以达到一种相对无免疫抑制剂的
免疫耐受状态。目前这种方案相对安全，暂未出现移
植物抗宿主等报道，目前报道的最长不需服用免疫抑
制剂的时间可达 5 年。
另外一种替代治疗方案是输注调节性细胞，主要

肾上腺皮质激素诱导的肿瘤坏死因子受体及 CTLA-4

指 Treg、耐受性巨噬细胞以及 DC。2010 年 Li 等 [19]

发挥部分免疫抑制作用。在诱导排斥的肝移植模型中，

通过过继回输 CD8+Treg，
提出重塑受体免疫调节机制，

+

研究发现 CD8 Treg 在局部组织中所占的比例甚至要
比 CD4+Treg 高，也验证了其在参与诱导免疫耐受过
程中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

诱导免疫耐受的理念，并在大鼠的心脏移植模型中进
行了验证。此后，一个关于输注 Treg 的临床研究发现，
在 10 例肝移植受者术后输注 Treg，其中 7 例受者从

3 免疫耐受的相关诱导方案需要个体化
制定

3 个月开始逐步减少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并在 6 个月

近 20 年间，免疫抑制剂的不断研发升级明显改

注给受者诱导移植物免疫耐受或者用受者 imDC 负载

后成功停药，持续至目前已有 33 个月 [20]。而 DC 在
诱导移植免疫耐受的研究主要通过采用供者 imDC 输

善了移植受者术后的生存状况。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术

供者抗原后回输给受者诱导移植物免疫耐受。然而，

后免疫抑制方案有：
（1）钙神经蛋白抑制剂（calcineurin

无论是经典治疗策略还是逐渐撤离免疫抑制剂抑或使

inhibitor，CNI）， 代 表 药 物 有 环 孢 素（ciclosporin，

用基于细胞疗法主动诱导免疫耐受，在移植受者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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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完全起效，这可能是由于免疫耐受过程中涉及多

手段，通过前瞻性、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可以进一步验

种免疫机制，并且个体免疫状态也存在差异性。在未

证其临床应用的有效性，更好地监测移植受者术后免

来免疫耐受的研究中，应该在细胞水平上不断努力，

疫耐受状态。

而介导供者特异性的调节性细胞仍然是其中一个重点
研究方向。

5 结 语
器官移植术后免疫耐受状态仍然是目前所有移植

4 寻找合理免疫状态的相关监测指标是
诱导移植后免疫耐受过程的保障

科医师追求的最终目标。然而如何筛选潜在的免疫耐

除了机制和药物的研究外，科研学者还期望从出

态，在合适的时机逐步降低甚至停用免疫抑制剂，为

现免疫耐受的移植受者中寻找出稳定的监测指标，以

所有受者制定适合个体的方案仍是今后研究的热点和

便于移植科医师寻找更为稳定和安全的免疫耐受评估

方向。

方案。既往研究发现，肝移植术后免疫耐受者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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