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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细胞互噬作用在移植免疫中的研究进展
赵阳 周林 贺强

结构式摘要

膜蛋白
DC

TCR

T 细胞
MHC
MHC 分子与 TCR 结合

DC 与 T 细胞相互接触

PI3K

TC21

RhoG

细胞互噬启动

形成新型嵌合 T 细胞

【摘要】

T 细胞获得 DC 膜蛋白及膜分子

互噬作用是指细胞通过直接接触发生的部分细胞膜片段或细胞浆内容交换的过程，是存在于细胞

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机制。免疫细胞可通过互噬作用获得对方细胞的部分特性，通过互噬作用产生的新细胞在移植
免疫耐受的诱导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就细胞互噬作用研究的起源和发展、细胞互噬作用的机制及免疫细胞
互噬作用的生物学意义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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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other cells through trogocytosis, and the new cells generated through trogocytosi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duction of graft immune tolerance. In this articl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cell trogocytosis,
mechanism of cell trogocytosis and biological signiﬁcance of trogocytosis of immune cell were reviewed.
【Key words】 Trogocytosis; Immune cell; Immune regulation; Phagocytosis; Antigen presentation; Transplantation
immunity; Tumor immunity; Cell killer

互噬作用是指细胞通过直接接触发生的细胞膜

等 [10] 创造了“trogocytosis”一词，它源自古希腊语

片段甚至部分细胞浆内容交换的过程，是目前的研究

“trogo”，意为“啃”，我们称之为“互噬作用”。

热点。互噬作用最初在真核微生物中被发现，微生物

Joly 等还提出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互噬作用最初

[1]

利用互噬作用攻击和杀死其他细胞 。随后在哺乳动

可能作为一种共生：白细胞可能以其他类型细胞为

物的免疫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和发育过程中都发现了

“食”，作为承担机体防御和抵挡病原体的回报。由

细胞互噬作用的存在，对于细胞互噬作用的机制与功

于脂质产生能量最多，淋巴细胞获得的脂质膜碎片可

能的认识也在不断完善。免疫细胞的互噬作用最初用

以极大地促进代谢和增殖，其激活也变得更加容易 [10]。

以描述抗原提呈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

也有学者将免疫细胞通过互噬作用获取 MHC 分子来

和 其 他 细 胞 之 间 的 物 质 交 换， 如 APC 与 T 细 胞 之

激活免疫反应的现象称为“cross-dressing”，意为“交

间 主 要 组 织 相 容 性 复 合 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叉修饰”，最初由 Yewdell 等 [11] 提出。目前尚未明

complex，MHC）、共刺激分子等的转移，使 T 细胞

确互噬作用和交叉修饰是否代表同一种现象，两者都

获得抗原提呈能力，新激活的 T 细胞再刺激其他 T

涉及 MHC 分子的细胞间转移，但交叉修饰一般特指

[2]

细胞，从而放大免疫反应 。MHC 在免疫耐受的诱

为 APC 获取外源 MHC 分子的现象，被看作抗原提

导中起到重要作用，深入研究免疫细胞互噬作用对诱

呈的一种模式，而互噬作用则广泛的表示包括 APC

导移植免疫耐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免疫细胞互噬

在内的免疫细胞从活细胞中获取物质的现象 [12]。

作用研究的起源和发展、机制及其在移植免疫中的生
物学意义进行综述。

免疫细胞的互噬作用被认为是一种良性的细
胞间相互作用形式，可以调节免疫反应而不涉及细

1 细胞互噬作用研究的起源和发展

胞死亡 [13-14]。近年来，互噬作用的研究范围不断扩
大，包括神经细胞和胚胎细胞 [15-16]。其功能也在不断
延伸，包括细胞重塑、细菌传播以及微生物的免疫

1.1 细胞互噬作用研究的起源
细胞互噬作用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
期首次在微生物中被描述，是阿米巴杀死其他真核细
胞的一种机制 [1, 3]。随后，在多细胞生物体中，首先

逃逸等 [15-18]。

2 细胞互噬作用的机制

在哺乳动物免疫细胞间发现了互噬现象。Cone 等 [4]

目前，虽在众多细胞间观察到互噬现象，但其

于 1972 年首次观察到 MHC Ⅱ类分子从 B 细胞转移

尚未被充分认识，不同细胞间的互噬作用机制仍未

至 T 细胞。之后 T 细胞、B 细胞、自然杀伤（natural

明确。

killer，NK）细胞和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

2.1 免疫细胞互噬作用的机制

等的互噬作用也相继被报道，并在体内和体外实验中

已证明 T 细胞的互噬作用与抗原特异性 T 细胞

。互噬作用发生在两个活细胞之间形成偶联

和 APC 之间免疫突触的形成相一致 [19-20]。免疫突触

的过程，细胞膜片段动态转移甚至部分细胞浆内容交

的形成涉及 T 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TCR）、共

换，使细胞从结合细胞中继承许多不同的分子，直接

刺激分子和黏附分子的空间重排。两个细胞接触后

证实

[5-8]

[9]

或间接影响细胞的表型和功能 。不同于其他的细胞

TCR 和 MHC 在空间上聚集，形成不同的、空间分离

间交换机制，互噬作用要求活细胞间直接接触，反应

的超分子活化复合物。与 MHC 结合后，TCR 向复合

快速且可以完整转移蛋白质。

物的中心迁移引起 T 细胞表面 TCR 表达下调，APC

1.2 细胞互噬作用研究的发展

表面分子黏附在 T 细胞表面，然后复合体被 TCR 介

为了描述这种快速的膜和分子摄取现象，Joly

导的内吞作用一同内化形成包涵体，与溶酶体融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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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循环到 T 细胞表面，或者被泛素化。通过此过程 T

黏附分子等，使其存在于细胞表面的重要位置，保持

细胞可获取 MHC Ⅰ类或Ⅱ类分子，APC 同样可在接

完整功能 [22]。许多获得性分子不由 T 细胞内源性表

触中获得 T 细胞表面分子，因此也具有了 T 细胞的

达，但它们对 T 细胞的生物学作用有着显著影响。从

[21]

。

APC 获得 CD80 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B 细胞和 NK 细胞的互噬作用也伴随免疫突触的形成

antigen，HLA）-DR 后，T 细胞以抗原特异性的方式

部分特性，这种双向互换过程即为细胞互噬作用
而发生

[22]

刺激静止的 T 细胞，行使 APC 的功能，使能够提呈

。

免疫细胞的互噬作用过程一般需要受体与配

抗原的细胞数量增加，提高免疫系统的抗原提呈或刺

体的相互作用以及肌动蛋白和磷脂酰肌醇 -3- 激酶

激能力 [2]。CD4+T 细胞从 APC 获得的 MHC Ⅱ类分

（phosphoinositide-3-kinase，PI3K）介导的细胞接触 [23]。

子和 CD80 后可调节 T 细胞的增殖，且在没有 APC

在 T 细胞的互噬作用中，PI3K 在膜碎片和 MHC 的

的 情 况 下 引 导 持 续 的 自 主 激 活 [5]。 辅 助 性 T 细 胞

获取上具有关键作用，但在 NK 细胞中，PI3K 似乎

（helper T cell，Th）通过互噬作用可驱动初始 CD4+T

并不重要

[21]

。此外，已证实 TCR 的内化依赖于 TC21

蛋白和 RhoG 蛋白的激活

[24]

细 胞 的 激 活； 调 节 性 T 细 胞（regulatory T cell，

，Src 蛋白、脾酪氨酸激

Treg）通过互噬作用获得 HLA-G，可增强免疫抑制

酶（spleen tyrosine kinase，SYK）参与 T 细胞的互噬

能力 [32-33]。Reed 等 [19] 提出 CD4+T 细胞的互噬作用与

作用

[23]

；肌动蛋白、Src 蛋白和 SYK 也参与了 MHC

Ⅱ类分子从 DC 到嗜碱性粒细胞的转移

[25]

。

2.2 互噬作用与吞噬作用

Th2 表型有关，获得膜蛋白可能是 Th2 免疫反应的驱
动因素。也有研究报道，嗜碱性粒细胞通过互噬作用
获得 MHC Ⅱ类分子，并与内源性 CD86 一起刺激肽

已知参与哺乳动物吞噬作用的多个蛋白都参与了

特异性 CD4+T 细胞增殖和产生白细胞介素
（interleukin，

互噬作用，包括 RhoG 蛋白、Src 蛋白、SYK 和肌球

IL）-4，表明嗜碱性粒细胞也可作为 Th2 导向的 APC

蛋 白 轻 链 激 酶（myosin light chain kinase，MLCK）

发挥作用 [25, 34]。

等，因此有学者提出互噬作用的本质可能是吞噬作用

3.2 免疫细胞互噬作用在肿瘤免疫中的意义

失败

[23]

泛研究

。吞噬作用在各类型生物和细胞中已得到广

[26-27]

互噬作用在肿瘤抗体治疗方面的作用与细胞杀伤

，而互噬作用的潜在机制才初步解开，尚

有关。抗体治疗是指抗体结合于肿瘤细胞表面直接下

不清楚两者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共同机制。一方面两者

调生长因子，或通过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补体依赖

都依赖于对磷脂酰肌醇转化和细胞骨架动力学的精准

的细胞毒性或吞噬作用等机制杀伤肿瘤细胞 [35]。通

调控 [21]；另一方面 TC21 蛋白已被证明在 T 细胞互噬

过互噬作用可有效地从肿瘤细胞表面移除目标受体，

作用中起重要作用 [24]；最近发现 AGC 家族激酶 -1 参

在抗体如利妥昔单抗存在时，NK 细胞和巨噬细胞的

与溶组织内阿米巴的互噬作用，但不参与吞噬作用 [28]。

肿瘤杀伤作用得到改善 [36]。但是，互噬作用也存在

某些情况下，互噬作用是以活细胞为靶标，而吞噬作

消极影响，其可以从肿瘤细胞表面去除抗原和治疗性

用则是吞噬死亡细胞 [29]。Gong 等 [30] 认为吞噬作用是

抗体（如抗 CD20 抗体），从而导致肿瘤细胞发生免

互噬作用的一种形式。总之，吞噬作用和互噬作用联

疫逃逸 [37]。因此，对互噬作用的深入研究可能为优

系复杂，互噬作用不仅仅代表吞噬作用失败的结果。

化肿瘤抗体治疗创造更多机会 [31]。

3 免疫细胞互噬作用的生物学意义

体内肿瘤细胞普遍表达 HLA-G1，其在肿瘤细胞
上的表达具有抗杀伤作用。已证实 NK 细胞可通过互

免疫细胞的互噬作用以及获得性分子的呈现具有

噬作用获得 HLA-G1，获得 HLA-G1 的 NK 细胞停止

重要的生物学意义。目前尚未明确互噬作用过程中哪

增殖，不再有细胞毒性作用，并且能够抑制其他 NK

些细胞成分被转移，但已证实可转移成分中既有膜和

细胞的细胞毒性作用，从而削弱了 NK 细胞的肿瘤

膜蛋白，又包含细胞内物质

[31]

。

3.1 免疫细胞互噬作用在抗原提呈中的意义

杀伤能力，并可能允许肿瘤的生长和转移 [38]。此外，
HLA-G 可以与表达在各种免疫细胞（如 NK 细胞、T

免疫细胞互噬作用可调节免疫反应，被认为是免

细胞、B 细胞、DC、中性粒细胞）上的免疫球蛋白

疫细胞间的一种良性细胞通讯。T 细胞通过互噬作用

样转录物（immunoglobulin-like transcript，ILT）2 和

获得功能性 APC 衍生分子，如共刺激分子、MHC 及

（或）ILT4 等抑制性受体结合，抑制其功能 [39]。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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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病理情况下监测 HLA-G 的表达以及阻断 HLA-G

叉修饰后受体 DC 上的同种抗原，在诱导维持急、慢

对肿瘤免疫治疗十分重要。明确细胞互噬作用的分子

性排斥反应中发挥主要作用。由此可见，靶向作用于

机制和功能有助于临床转化应用。

受体 DC 与供体 MHC- 肽复合物的交叉修饰途径，有

3.3 免疫细胞互噬作用在移植免疫中的意义

望阻止或阻断由进入移植物的效应性 T 细胞或记忆性

移植手术成功的主要障碍是受者免疫系统对供者
MHC 分子的识别。在无免疫抑制的情况下，同种异

T 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
3.4 免疫细胞互噬作用的其他生物学意义

体移植物很快会被受者 B 细胞和 T 细胞识别为异体

虽然免疫细胞的互噬作用一直被认为是细胞间

并攻击。B 细胞通过识别供者完整 MHC 分子表面的

的一种良性作用形式，但它也具有细胞杀伤作用。研

多态结构域；T 细胞则通过两种不同机制检测供体抗

究显示，中性粒细胞可以通过互噬作用杀死阴道毛滴

原：供者 APC 将完整的供者 MHC- 肽复合物提呈给

虫 [29]。免疫系统之外，细胞互噬作用的功能也在不

受者 T 细胞的“直接途径”和受者 T 细胞识别受者

断延伸。在神经系统中，小胶质细胞可通过细胞互噬

APC 呈现在受者 MHC 分子内的同种异体 MHC 分子

作用形成和修剪神经细胞 [15]，星形胶质细胞可通过

或非 MHC 蛋白多态区域的供者衍生肽（次要组织相

细胞互噬作用重塑神经元的大小和细胞器的组成 [44]。

容性抗原）的“间接途径”[12]。
此外，Smyth 等 [40] 提出“半直接途径”，即受

4 小 结

者 DC 通过互噬作用获取供者 MHC Ⅰ类分子，该过

免疫细胞互噬作用是一个广泛的、快速发展的主

程发生在移植的整个周期中，导致直接途径中受者 T

题，它加深了我们对免疫细胞间相互作用的理解。但

细胞持续性激活。而移除获得供者 MHC Ⅰ类分子的

目前仍有许多问题待解决，如免疫细胞互噬作用的潜

受者 DC 可显著延长移植物存活时间。Liu 等 [41] 证

在机制是什么？机体在什么状态下启动免疫细胞互噬

实在小鼠心脏移植中，通过互噬作用获得供体完整

作用，如何选择转移成分？是否所有细胞成分都可通

MHC 的受体 DC 耗竭可直接抑制同种异体反应性 T

过互噬作用进行转移并表达？只有解开这些谜题，才

细胞的激活，并延缓同种异体移植排斥反应。Ono 等 [42]

能掌握有效诱导免疫互噬的方法，在移植免疫领域开

发现在小鼠肝移植术后早期，同种异体移植物内大量

辟新的道路。

DC 表面均匀表达受体 MHC Ⅰ类分子，而局部点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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