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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与免疫细胞相关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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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EMs）是妇科常见的一种雌激素依赖性良性疾病，其发病率在育龄
期女性中呈逐渐上升趋势，且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大量研究表明 EMs 的发生、发展与机体局部免疫和炎症
应答相关，这种免疫应答可通过具体的免疫细胞产生不同的慢性炎症，降低相关免疫细胞的细胞毒性作用，
不能有效清除异位内膜，从而参与了 EMs 的发生。近年来，EMs 的免疫学研究已成为临床研究热点之一。
本文主要从中性粒细胞、自然杀伤（NK）细胞、T 细胞亚群、巨噬细胞与子宫内膜异位的相关性作一综述，为
EMs 的免疫治疗提供参考依据和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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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杀伤（NK）细胞

宫内膜腺体及间质出现在子宫腔以外的激素依赖

自然杀伤（NK）细胞被认为是构成先天免疫系

性疾病，其发病率高，且有年轻化趋势，常伴有慢性

统的主要组成部分 [5]。NK 细胞不仅通过细胞毒效

盆腔痛、不孕症状，具有易复发的特点，严重影响广

应介导免疫监视，还通过调节细胞因子发挥作用，

大女性的生活质量。然而，EMs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

在 EMs 中，腹膜微环境被认为是重要的细胞因子 [6]。

确，临床上无特效治疗方法。目前认为其发生与慢

Di Vito C 等 [6] 研究发现，在正常子宫内膜中，NK 细

性炎症有关，其中免疫细胞是 EMs 发生、发展及复

胞具有较低的细胞毒性。子宫内膜间质细胞可通

发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EMs 患者常伴有局部或

过细胞因子抑制 NK 细胞在异位环境中的细胞毒活

全身免疫细胞及免疫功能异常、自身抗体产生、细

性，这可能是异位子宫内膜抑制了该细胞的正常免

胞因子含量及活性变化等。有相关研究及动物模

疫功能，从而产生了免疫逃避 [7]。因此，NK 细胞毒

型结果显示，EMs 发病涉及不同程度的免疫细胞活

性可能是 EMs 相关不孕和复发流产的一个重要指

性异常，而这种免疫活性已被证实为免疫细胞信号

标。因此，NK 细胞的不同表型和毒性，可能是一个

通路和细胞功能异常 。因此，开展 EMs 与免疫细

具有巨大潜力的新的治疗发展领域。

胞相关研究，为探寻 EMs 的免疫治疗靶点提供新的

3 T淋巴细胞

[1]

T 淋巴细胞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免疫细胞，在肿

思路至关重要。
1 中性粒细胞

瘤免疫和免疫调节等多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性粒细胞是体内最丰富的循环白细胞群，被

正常情况下，T 淋巴细胞亚群中的辅助性 T 细胞

认为是快速招募的微生物感染拮抗剂和短暂的急

（CD4+）和抑制性 T 细胞（CD8+）保持着一定的比

性炎症介质。研究显示，中性粒细胞在月经期具有

例。Zhang 等 [8] 研究显示，EMs 患者腹腔液中 Th2

促进伤口愈合和控制炎症的作用 [2]。Symons 等 [3]

分泌的 IL-4、IL-6、IL-10、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

通过建立动物 EMs 模型，证明中性粒细胞确实存

素（TSLP）等细胞因子增多，可促进炎症介质扩散，

在于子宫内膜异位病变中，且这种病变可促进中

从而加重 EMs 的临床分期。调节性 T 细胞（Tregs）

性粒细胞的募集，而中性粒细胞可通过炎症反应

是一组抑制免疫炎症反应、维持免疫耐受和稳态的

改变 EMs 小鼠的腹腔免疫微环境，促进血管内皮

T 淋巴细胞，它可从外周血迁移到具有炎症的腹膜

生 长 因 子（VEGF）的 生 成。 研 究 发 现，肥 大 细 胞

腔，调节 EMs 相关的免疫反应 [9]。最新研究发现，

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病变中显著增加，它可通过释

EMs 患者 CD69+T 细胞亚群的表达也会增加 [10]。因

放促炎性因子而加剧炎症，促炎性因子反过来又

此，T 淋巴细胞及其亚群在 EMs 发病的不同阶段发

可增加其他免疫细胞群对病变的浸润 。因此，中

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性粒细胞可通过血管生成和炎性环境的局部调节

4 巨噬细胞

[4]

巨噬细胞是先天免疫和体液免疫的重要效应

参与 EMs 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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