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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肠道菌群与人体的健康或疾病状态息息相关，在营养摄取、免疫与内分泌调节、药物代谢中
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并能通过微生物群-肠-脑轴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与功能。流行病学数据
显示，肠道菌群的组成变化与多种中枢系统疾病相关。其中，孤独症是一类以社交障碍、刻板行为、
兴趣狭隘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由于孤独症与胃肠道疾病之间联系紧密且其发
病率正逐年上升，人们愈发关注肠道菌群在孤独症发病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肠道菌群能够影
响孤独症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导致异常的行为表现并诱发胃肠症状等。本文总结了影响肠
道菌群组成的因素，并从微生物群-肠-脑轴的角度讨论了肠道菌群影响孤独症的方式，同时介绍了
孤独症患者肠道菌群疗法的有效性与临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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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肠道菌群
肠道菌群( gut flora) 是生活在人类和其他动物

消化道中的微生物群，细胞量高达 1014，基因数目约
为人类基因组的 100 倍。微生物群中含有古细菌、
细菌、真菌、原核生物和病毒，因细菌数目占主导，故
称为肠道菌群。其中大多细菌属于厚壁菌门( Firm-
icutes，如乳酸菌属、梭菌属、肠球菌属) 与拟杆菌门
( Bacteroidetes，如拟杆菌属) 。

肠道菌群具有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特点，同时
与机体的健康和疾病状态息息相关。Nicholson 等
( 2005) 认为，微生物群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机体免
受外来病原的侵袭、营养摄取与代谢。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步，生物标志物测序、宏基因组学、蛋白质组
学、代谢组学的兴起，人们对肠道菌群的结构、功能、
与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逐渐产生更多的认识。
研究发现，肠道菌群的作用范围不止局限于胃肠道，
它们在人体的免疫反应、血管形成、神经信号转导、
内分泌、药物代谢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1］。因此，
肠道菌群组成的变化能够对人体产生广泛的影响。

肠道菌群的组成由环境因素、人体外在因素与
内在因素决定［2］。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外在环境、母
婴传播 ( 如孕期状态、出生方式、母乳喂养 ) 等。
Macpherson等( 2017) 认为，婴儿的肠道起初是无菌

的，直到出生时才首次从母亲的生殖道获取微生物。
也有学者认为，羊水中即存在细菌，肠道菌群的定植
可能从胎儿时期开始［3］。母婴垂直传播为婴儿大
部分微生物组的来源，能够满足婴儿早期发育的部
分需要。

人体外在因素主要包括饮食、药物与生活方式
等。高维生素 D、高纤维低脂肪饮食等能够使肠道
菌群的组成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4，5］。佛兰德肠道
菌群项目( Flemish Gut Flora Project，FGFP) 研究显
示，抗生素、抗组胺和激素类的药物是影响微生物组
成最重要的协变量［6］。

内在因素主要包括固有免疫、适应性免疫、疾病
状态、年龄、性别等自身状态或遗传相关因素。其
中，菌群随年龄的变化可以分为渐进性改变与节段
性改变( 如新生儿与较大的婴儿体内菌群具有较大
差异) 。婴儿早期的肠道菌群并不稳定，并缺乏多
样性，直到 3 岁才逐渐定型。

肠道菌群的组成可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cen-
tral nervous system，CNS) 的发育与功能。这一假设
的初步证据源于无菌( germfree，GF) 动物模型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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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无菌动物的胃肠道内缺乏与机体共生的微生物
群。因此在其大脑早期发育时，就会缺少微生物的
潜在影响。60 年前，英国 Gustafsson 等( 1957 ) 首次
将无菌动物作为肠道微生物的研究模型。后来，日
本 Sudo等( 2004) 通过比较无菌小鼠与无特定病原
菌( specific pathogen free，SPF) 小鼠下丘脑-垂体-肾
上腺(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 轴的应激
反应，率先发现了肠道菌群影响 CNS 功能的确凿证
据。实验表明，小鼠出生后早期肠道菌群的定植能
够参与 HPA轴的发育。此外，与 SPF 小鼠相比，GF
小鼠皮质和海马中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 表达下调。BDNF
参与维持成熟神经元的存活，同时能够调控突触功
能与突触可塑性，在学习与记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发现使许多学者将兴趣方向转向微生物群与中
枢系统疾病之间的关联。本文将就肠道菌群与孤独
症的发病关系展开讨论。

二、肠道菌群与孤独症的发病关系
孤独症谱系障碍 (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 是一系列以社交障碍、刻板行为、兴趣狭隘为
主要临床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据 Baxter等
( 2015) 统计，孤独症患者数量约占世界人口的 1%。
孤独症患者通常于 6 个月时开始出现明显症状，2 ～
3 岁内逐渐成形，后终生持续。其最常见的症状包
括: ( 1) 难以阅读社交线索，如肢体语言、面部表情
与语调; ( 2) 难以理解其他人的观点; ( 3) 行为重复
或兴趣狭隘; ( 4) 情绪调节困难; ( 5) 语言障碍。

De Angelis 等( 2015 ) 的流行病学数据表明，半
数以上的孤独症患儿合并患有胃肠功能紊乱，且孤
独症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常与肠道功能的破坏程度
有直接关联。美国 Bolte( 1998 ) 首次提出肠道菌群
可能参与孤独症的发病。Bolte 认为，肠道内破伤风
梭菌( Clostridium tetani) 产生的神经毒素能够通过
迷走神经上升至 CNS，形成孤独症相关的行为学表
现。随后，美国 Sandler等( 2000 ) 发现，口服最低限
度的万古霉素在短期内能够改善部分合并慢性腹
泻、有广谱抗生素暴露史的孤独症患儿的临床症状。
因此推测，肠道菌群与孤独症的发病存在一定关联。

( 一) 肠道菌群失调参与孤独症发病 通过 16S
rＲNA基因扩增子的新一代测序或实时多聚核苷酸
链式反应(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Ｒeal-
time PCＲ) 等技术，学者们发现，正常人和孤独症患
者的粪便微生物群具有一定差异。孤独症患儿肠道
菌群的多样性相较正常儿童有所降低［7］。正常儿

童的粪便微生物以普雷沃菌属( Prevotella) 为主导，
孤独症患儿则含有更多梭菌属 ( Clostridium spp． ) 、
肠球菌 ( Enterococci ) 、乳酸杆菌属 ( Lactobacillus
spp． ) 与 脱 硫 弧 菌 ( Desulfovibrio ) ，双 歧 杆 菌
( Bifidobacterium) 、韦荣氏球菌( Veillonellac) 、普雷沃
菌属( Prevotella) 、小杆菌属( Dialister) 与普通拟杆菌
( Bacteroides vulgatus) 等则有显著下降［8 ～ 10］。其中，
脱硫弧菌的数量与孤独症的严重程度有强相关
性［11］。服用益生菌补充剂后，双歧杆菌、脱硫弧菌
的数量可恢复正常［11］。然而，Son 等( 2015) 在孤独
症患儿与其未患病的兄弟姐妹的粪便研究中未发现
有关肠道菌群多样性或组成的显著差异。不过，未
产生显著性差异的原因可能与该研究中样本量较小
有关。

此外，还有学者［12］应用唾液微生物组研究胃肠
道微生物的变化: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孤独症患儿唾
液中 Limnohabitans与浮霉菌目( Planctomycetales) 增
加，泰塔温沙壤土杆菌 ( Ｒamlibacter tataouinensis ) 、
Mucilaginibacter、普通拟杆菌与出芽菌属 ( Gemmata
sp． ) 数量减少。结果表明，孤独症患者的肠道菌群
破坏延伸至口咽，并可能与孤独症患者的几种口咽
异常( 包括口腔感觉敏感、味觉挑剔和唾液转录组
改变) 相关。

因此，肠道菌群失调与孤独症的发病联系紧密。
菌群组成的改变( 如脱硫弧菌丰度的提升) 可能增
加孤独症患者的胃肠道紊乱与孤独症症状的严
重性。

( 二) 孕期感染或应激和子代孤独症易感性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对于处于高免疫应答状态 ( 如
细菌与病毒感染、患自身免疫病) 的孕妇，其子代孤
独症的患病几率增加［13，14］。这种现象与母体免疫
激活( maternal immune activation，MIA) 导致通过胎
盘屏障的细胞因子失衡相关［14］。细胞因子对胎儿
脑发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包括( 1 ) 神经元与胶质细
胞新生的时间调节; ( 2) 神经祖细胞增殖、迁移与轴
突寻路; ( 3) 神经元存活、突触调制与消除［14］。近期
动物实验发现［13］，体内具有更多分节丝状菌 ( seg-
mented filamentous bacteria，SFB) 的小鼠偏向于诱
导白细胞介素 17a ( interleukin-17a，IL-17a) 的免疫
应答，妊娠期间微生物介导的 IL-17a 免疫应答能够
增加子代孤独症的易感性。阻断 IL-17a 信号传导
或粪便微生物移植能够改善 MIA 子代的神经发育
异常［13，15］。

Hsiao等( 2013) 的研究表明，小鼠 MIA 能够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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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子代某些肠道微生物移位，随后引起肠道通透性
增加、炎症细胞因子升高和孤独症样行为改变。用
脆弱拟杆菌 ( Bacteroides fragilis) 治疗后，上述异常
大幅度逆转，且母体结肠中白细胞介素 6 ( interleu-
kin-6，IL-6) 发生下调。IL-6 是 IL-17a 的上游细胞
因子，也被认为是啮齿动物 MIA导致子代神经发育
异常的必要组成因素。此外，PolyI: C 诱导的 MIA
小鼠在经万古霉素治疗后，其子代未发现典型的行
为改变［15］。因此，孕期肠道微生物群与免疫系统之
间的作用对子代的神经发育有一定潜在影响。

此外，孕期应激也能够使通过胎盘的细胞因子
发生变化，如白细胞介素 1β( interleukin-1β，IL-1β)
在胎盘与胎儿脑中含量增加，而 IL-1β 能够阻止
BDNF 的产生，从而影响胎儿神经发育［16］。一种可
能的孕期应激导致子代行为异常的机制为: 应激使
通过胎盘的菌群发生变化，继而影响子代肠道菌群
的建立。而早期微生物组的改变与孤独症易感性相
关［3］。研究发现，孕期应激者子代新生儿期粪便中
肠球菌含量较低［3］。早期低水平的肠球菌可能影
响后续肠道菌群的完善，从而影响新生儿的认知发
育、情感和性格。

( 三) 抗生素的早期应用和孤独症易感性 抗
生素的应用能够改变体内菌群的数量与分布，使条
件致病菌与竞争性病原体产生致病机会。停用后，
抗生素后效应依旧存在，并可导致严重的后果，如炎
症、免疫失调、感染、代谢问题、胃肠疾病等。Niehus
等( 2006) 研究发现，孤独症患儿 2 岁以内的抗生素
应用量显著高于非孤独症儿童。因此推测，抗生素
的应用可能是导致非婴儿时期发病的孤独症患儿
CNS发育障碍的原因之一。然而，近期多项研究显
示，早期接触抗生素与孤独症的发病风险并无相关
性［17，18］，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增加孤独症患儿的胃肠
症状发生率［19］。由此看来，抗生素的早期应用似乎
并不增加孤独症的易感性，但对孤独症罹患者可能
产生进一步的影响。抗生素对肠-脑轴的潜在影响
仍有待研究。

( 四) 肠道泄漏和孤独症发病 肠上皮细胞是
人体最大的黏膜表面。这些细胞能够形成肠黏膜屏
障，与肠道菌群构成的生物屏障共同参与维持内环
境稳态。在健康状态下，肠上皮细胞之间由紧密连
接相连。而处于病理条件 ( 如感染、压力状态) 下，
肠道上皮完整性破坏，肠免疫屏障受损，导致肠道通
透性增加，形成泄漏的肠道( leaky gut) 。肠道泄漏
使抗原( 较大的多肽或细菌等) 更易通过肠上皮细

胞的细胞间连接作用于肠神经系统或进入体循环，
增加免疫应答。

对孤独症患者进行乳果糖和甘露醇排出率比值
与连蛋白( zonulin) 测定，发现患者肠道通透性的增
加［7，20］。在肠道的紧密连接减少的同时，孤独症患
者脑中与血脑屏障完整性相关的基因Claudin-3，
-5，-12 和 tricellulin 等的表达发生改变，血脑屏障也
可能受损［21］。因此，通过肠屏障的细菌代谢物就更
容易以循环途径进入大脑。Emanuele 等( 2010 ) 的
实验表明，孤独症患者的体循环中代谢物数量增加，
血清内毒素水平也有所上升。由此，肠道泄漏理论
为研究微生物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发育与功能的具体
机制打下了基础。

( 五 ) 微生物群-肠-脑轴 ( microbiome-gut-brain
axis，MGBA) 肠道菌群影响着神经发育与传导、
情绪与压力、学习记忆能力、社会行为等重要的心理
生理功能［22］。这些微生物在肠与大脑之间的双向
通信中起关键作用，并能通过神经免疫、神经内分泌
和自主神经系统影响脑功能。

1．神经免疫: 免疫系统的异常激活，如神经炎
症、促炎细胞因子、免疫球蛋白、免疫细胞的活化和
自身免疫是孤独症的重要危险因素。

在孤独症患儿的肠固有层中，食物衍生肽能够
引起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抗原呈递细胞与 T、B 细
胞的免疫应答发生改变。其中以单核细胞的免疫失
调最为严重［23］。这些细胞能够通过通透性增加的
血脑屏障到达神经系统，传递促炎信号。T 细胞免
疫反应的失调可导致脑膜巨噬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
的活化，影响脑功能。Morgun等( 2015) 对孤独症患
者死后脑组织的研究发现，促炎因子和 Th1 细胞( T-
helper-1-cell) 介导的 CNS炎症发生率显著高于正常
对照组。在患者的活检脑组织中，Claudins 表达增
加，神经炎症的发生率也较正常人更高［21］。

还有学者认为，穿过血脑屏障的谷蛋白衍生肽
可以引发大脑中的固有免疫应答，使神经元中的谷
氨酰胺转胺酶暴露［20］。谷氨酰胺转胺酶自身抗体
的增加可能参与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生。血脑屏障
破坏后，谷蛋白衍生肽与活化的免疫细胞更容易进
入大脑。实验证明，孤独症患者血脑屏障的结构和
功能都可受到损害［21］。因此，脑中的自身免疫反应
很有可能是孤独症致病的因素之一。

此外，神经炎症能够改变氨基酸代谢，从而影响
脑内神经递质的形成。孤独症患儿的氨基酸代谢与
正常儿童不同，可能由体内不同种群肠道菌群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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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不同氨基酸决定［24］。在孤独症患儿的粪便分
析中发现了谷氨酸代谢物( 2-酮戊二酸) 的减少，这
与患儿肠道中普通拟杆菌丰度的降低、梭菌属丰度
的上升具有一定相关性［10］。Bent 等( 2018 ) 在尿代
谢物分析中发现，色氨酸、酪氨酸、不对称二甲精氨
酸的增加与孤独症患儿的临床症状改善相关。氨基
酸改变可能通过参与神经递质如儿茶酚胺、血清素
( 5-HT) 的合成而影响孤独症的发病［24］。De Theije
等( 2014) 在丙戊酸孤独症小鼠模型中，发现脑中神
经炎症标志物表达的上升。推测在炎症过程中，肠
嗜铬细胞和肠道炎症细胞释放血清素，引起肠道运
动功能障碍，产生腹泻等症状。同时，大量色氨酸被
释放血清素的细胞利用，通过血脑屏障的色氨酸减
少，使脑色氨酸水平降低，脑内神经递质血清素的合
成将有所减少。因此，孤独症患者血液中血清素为
高水平，而脑中则为低水平。低水平的脑血清素也
是导致孤独症儿童认知功能障碍的原因之一［25］。

由此可见，肠屏障与血脑屏障的损害使肠道内
抗原更易通过二者进入 CNS，使免疫系统异常激活，
对孤独症患者的脑功能与肠道功能均产生不利
影响。

2．神经内分泌: 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与
CNS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肠内分泌细
胞。肠内分泌细胞散布于肠上皮细胞之间，在机械
或化学刺激下释放信号分子进入体循环，到达与摄
食行为相关的核团( 包括孤束核和下丘脑) 或传入
相邻迷走神经末梢，产生大脑信号。另外，肠内分泌
细胞表面还有参与调节饱腹感和饥饿感的受体，这
些受体能够被微生物代谢物如胆汁酸、短链脂肪酸
激活［26］。因此，肠道菌群( 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
分解产生短链脂肪酸能够改变饱腹感与部分行为方
式，可能为两种菌群影响孤独症发病的机制之一。

此外，肠嗜铬细胞隶属肠内分泌细胞的一种，能
够通过肠内合成血清素而减少脑神经递质的合成原
料，具体机制如 1．神经免疫所述。

肠道微生物群也能够通过调节体内激素水平对
人体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孤独症患儿的肠道皮质
醇水平相对正常儿童较低，这与肠道菌群种类变化
导致的谷氨酸代谢改变相关［10］。另外，在 Mudd 等
( 2017) 的猪实验中发现，肠道中的瘤胃球菌( Ｒumi-
nococcus) 能够通过影响血清皮质醇的水平使大脑中
N-乙酰天冬氨酸的含量发生改变。在小鼠实验中发
现［27］，肠道菌群的改变能够使 HPA 轴过度活化，提
高血清皮质酮水平，导致海马的神经炎症反应的发

生;在降低皮质酮水平后，上述异常均有所恢复。可
见，糖皮质激素与肠-脑轴的关联密不可分［6，10，27］。

3．自主神经系统: 自主神经系统能够调节肠道
功能、肠道通透性与粘膜免疫反应，同时通过影响肠
道环境而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活性。其中，肠神
经系统 ( enteric nervous system，ENS) 具有庞大、复
杂、独特的特点，能够独立于 CNS 改变胃肠道的行
为，是自主神经系统最大的组成成分。由于 ENS 的
结构和神经化学与 CNS类似，引起 CNS失调的致病
机制也可能导致 ENS 功能障碍，与 ENS 和 CNS 相
互连接的神经可能是疾病传播的通道。

Veenstra-VanderWeele等( 2012 ) 在小鼠研究中
发现，SEＲT Ala56 ( serotonin transporter，血清素转运
蛋白，丙氨酸取代 56 位甘氨酸的突变形式) 的表达
不但能导致孤独症样行为，还能够产生以 ENS 发育
不全和胃肠道运动减退为特征的胃肠表型。在人体
中，SLC6A4 ( solute carrier family 6 member 4，SEＲT
在人类中的编码基因) 与血液中血清素水平、ASD
易感性有关。这表明，与孤独症相关的遗传基因除
了能影响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外，还可能影响胃肠道
功能。在 de Theije 等( 2014 ) 所研究的丙戊酸引发
的孤独症模型中也可看到类似情况。

因此，神经免疫、神经内分泌和自主神经系统在
微生物群与肠、脑的相互沟通中起重要的桥梁作用，
并为我们探究孤独症的具体发病机制提供新的
思路。

三、肠道菌群的重建
研究发现，肠道菌群能够评估孤独症发病的严

重程度。由 PDDBI-SV 验证可得，粪便中消化链球
菌( Peptostreptococcaceae) 和 Faecalibacterium 能够预
测孤独症患儿的社会缺陷评分［5］。这为孤独症的
诊断提供了潜在的生物标志物。

从 Sudo等( 2004) 最初的双歧杆菌重建以纠正
GF小鼠增强的 HPA 应激反应，到现在的粪便微生
物移植(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 、饮食
模式改变，益生菌重建对孤独症的治疗效果也成为
了人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在幼年仓鼠中，益生菌如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
( Lactobacilli) 能够通过增加 γ-氨基丁酸( γ-aminobu-
tyric acid，GABA) 和 Mg2 +与减少谷氨酸的含量而
改善谷氨酸的兴奋性毒性，从而改善孤独症相关症
状［28］。罗伊氏乳杆菌( L． reuteri) 是一种 Shank3 KO
( Shank3 缺陷纯合子) 小鼠肠道中相对丰度降低的
细菌，其与大脑中 GABA 受体亚基的表达呈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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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用罗伊氏乳杆菌重建处理 Shank3 KO小鼠后发
现其重复行为减少，表明益生菌疗法的潜力［29］。

在人类实验中，微生物转移疗法 ( microbiota
transfer therapy，MTT) 对 7 ～ 16 岁的孤独症患者的
胃肠症状与孤独症症状有显著改善［30］。MTT 具体
包括: ( 1) 2 周万古霉素抗生素治疗; ( 2) 肠道清洁;
( 3) 高初始剂量 +每日较低维持剂量的 FMT，维持
剂量持续 7 ～ 8 周。实验还发现，在干预结束 8 周
后，改善的效应仍存在。然而，由于肠道菌群治疗实
验的开放与非双盲特性，实验结果尚不能令人完全
信服。未来需要增加更多随机、双盲、有安慰剂对照
的临床实验。

除 MTT外，孤独症患者体内的肠道菌群能够通
过饮食模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限定饮食( 特征为
相对高维生素 D摄入) 的孤独症患儿腹痛和排便评
分显著降低，其粪便中双歧杆菌和韦荣氏球菌家族
的丰度下降，普拉梭菌(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和拟杆菌属的丰度提升; 进行 6 周 Bimuno( Ｒ) galac-
tooligosaccharide( B-GOS( Ｒ) ) 益生菌干预后，限定饮
食组的社会行为得到改善，Lachnospiraceae家族显著
增加，粪便与尿中代谢物发生显著变化［4］。

而在摄入高纤维低脂肪食物的患儿体内肠杆菌
( Enterobacteriaceae) 、乳球菌( Lactococcus) 、罗斯氏菌
( Ｒoseburia) 、明串珠菌 ( Leuconostoc ) 和瘤胃球菌
( Ｒuminococcus) 的丰度较低; 摄入低纤维高脂肪食
物的患儿体内 Barnesiellaceae 和 Alistipes 丰度较高、
Streptophyta丰度较低［5］。目前仅存在相关性研究，
两种饮食方式并未改善孤独症的症状。然而，饮食
模式的改变是一种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改善人体内
肠道菌群组成的治疗方式，未来可针对饮食与孤独
症、肠道菌群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多相关的临床研究。

四、结论
孤独症谱系障碍具有复杂的症状表现，除遗传

因素外，仍有多种多样的环境因素作为病因，且其发
病机制仍然不详。肠道菌群作为生物内环境因素之
一，在孤独症的病因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胚胎
发育环境( 如母婴传播) 、人体外在因素( 如饮食与
药物) 与内在因素( 如自身免疫状态) 不但能决定肠
道菌群的组成，也对孤独症的发病产生一定影响。
而肠道菌群与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作用则主要通过
微生物群-肠-脑轴完成，其中包含了三大通路: 神经
免疫、神经内分泌与自主神经系统。影响肠道菌群
的多种因素与微生物-肠-脑轴为孤独症的发病机制
与治疗靶点的研究提供了思路。目前，孤独症的益

生菌移植疗法已进行至临床试验阶段，并被证实存
在一定疗效。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就肠道菌
群与孤独症之间的发病关系展开更进一步的探索，
并针对孤独症的益生菌移植与饮食疗法进行更多、
更大样本量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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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cＲNA PVT1 对 CD4 + T细胞糖酵解的调节是
舍格伦综合征发病的新机制

舍格伦综合征( Sjgren＇s syndrome，SS) 是一种常见的累及外分泌腺为主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可出现唇腺和泪腺组织
恶变以及眼干和口干症等临床表现。已有文献报道，多种长链非编码 ＲNA( LncＲNA) 可参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但
在 SS中的作用尚未阐明。作者首先通过 LncＲNA芯片和 qＲT-PCＲ 验证，将焦点集中在 SS 患者唾液腺标本中增加程度最显
著的 PVT1，通过流式分选证实 PVT1 主要在 CD4 + T细胞中高表达。由于 CD4 + T细胞的过度增殖和活化是 SS的重要特征，
作者接下来通过 shＲNA技术检测了 PVT1 对 CD4 + T细胞的影响，发现 PVT1 可通过上调转录因子 Myc的表达来诱导 CD4 + T
细胞的活化和增殖;同时，活化和增殖的 CD4 + T细胞能量消耗增加，其产能方式由氧化磷酸化转变为糖酵解，而 PVT1 缺失将
导致糖酵解相关基因下调、细胞糖酵解水平和能力下降，这提示 PVT1 可能是通过调节糖酵解水平影响 CD4 + T 细胞的活化。
此外，由于 CD4 + T细胞发生极化后可形成辅助型 T细胞 Th1 和 Th17，而该过程依赖于糖酵解水平的增强，因此作者还检测了
PVT1 对 CD4 + T细胞极化的影响。PVT1 缺失可导致 Th1 细胞比例减少，而 Th17 细胞不受影响，提示 PVT1 可选择性抑制
CD4 + T细胞向 Th1 细胞分化。进一步，作者在 SS动物模型 NOD小鼠中也检测到 CD4 + T细胞的糖酵解水平显著增加。当使
用糖酵解抑制剂 2-脱氧 － D －葡萄糖( 2-DG) 治疗后，NOD小鼠下颌下腺淋巴细胞浸润程度和 CD4 + T 细胞数目均降低，唾液
流率显著增加，这提示 2-DG通过抑制 CD4 + T 细胞的数量和活性来减缓 SS 的进程。综上，该研究揭示了在 SS 时活化的
CD4 + T细胞中高表达的 LncＲNA PVT1 可通过调节 Myc的表达影响糖酵解水平，从而决定 CD4 + T 细胞的增殖和功能，而阻
断糖酵解可抑制 CD4 + T细胞的增殖和 SS疾病的进程，这为 SS发病机制的认识和临床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 J Autoimmun，2019，PMID31757716) ( 张天旭 丛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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