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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盘：被忽视的免疫赦免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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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largest avascular organ of the body,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nucleus pulposus (NP), annulus fibrosus (AF) and cartilaginous endplates (CEPs). Anatomically, the central
NP is trapped in the AF and CEPs ever since its formation. This unique structure isolates the NP from the
immune system. In addition, molecular factors in the disc are demonstrated to have inhibitive impact on
immunocyte infiltration and blood vessel penetration. Auto-immune response of the NP occurs when the
immune privilege of the disc is damaged. Thus,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is identified as an immune-privileged
organ. Here, we firstly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blood-NP barrier (BNB), which is a physical and molecular
barrier consisting of the AF and CEPs along with the immunosuppressive molecular factors of the disc. When
the BNB is disrupted, the auto-immune response of the NP occurs followed by various downstream reactions.
This mechanism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throughout the progression of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and
complications, including herniation, sciatica and spontaneous NP regression. Nevertheless, studies on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disc immune privilege are still in an early stage. Further in-depth studies are needed
to provide potenti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treatment of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Keywords】intervertebral disc; nucleus pulposus; immune privilege
【摘

要】 椎间盘作为人体最大的无血管器官，主要由中心的髓核、周围的纤维环和上下软骨终板

组成。在解剖结构上，髓核自形成以来一直被纤维环和软骨终板包裹，这种独特的结构将髓核与机
体免疫系统隔离开来。在分子层面上，椎间盘中的多种分子已显示出对免疫细胞浸润和血管侵蚀的
抑制作用。当椎间盘免疫赦免遭到破坏时，人体会出现强烈的自体免疫反应。因此，椎间盘被认为
是一个免疫赦免器官。在这里，我们首次提出血-髓核屏障（BNB）的概念，即是由纤维环、软骨终
板以及免疫抑制分子等综合因素组成的、隔离髓核与免疫系统的物理和分子屏障。当BNB受损时，髓
核与机体免疫系统接触，产生自体免疫反应，引发各种下游级联反应。该机制在椎间盘退变并发症
及预后（如髓核脱出，神经痛和自发性髓核吸收等）中起重要作用。然而，椎间盘免疫赦免研究仍
处于早期，其相关机制仍未完全阐明。因此，深入研究椎间盘免疫赦免相关机制可为椎间盘退变的
治疗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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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视角·

椎

间盘退变是导致脊柱退行性疾病的最常见病理

细胞的组织。研究推测，早期椎间盘退变是随着脊索

基础之一，可导致各种急/慢性疼痛、劳动力丧

细胞的消失而发生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自椎间盘

[1]

失和心理问题，从而造成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负担 。
目前，椎间盘退变的治疗策略主要包括保守治疗和手
术治疗。近来，各种新型生物学方法，如生物材料、
干细胞和生物因子等应用于临床，这为椎间盘退变治
疗带来了希望。然而，椎间盘退变的具体机制仍未被
完全阐明。

产生以来其髓核组织就与免疫系统隔离了。

2 血-髓核屏障（blood-nucleus pulposus
barrier，BNB）这一新概念的提出
目前公认的免疫赦免器官包括眼睛和大脑，以及
睾丸和怀孕的子宫。在这些器官中，存在内部环境与

作为人体最大的无血管器官，椎间盘位于脊柱椎

机体免疫系统之间的隔离屏障，如血脑屏障和血眼屏

体之间，对维持脊柱的稳定和脊柱活动起重要作用，

障等。在椎间盘中，也存在类似的限制免疫细胞和免

[2]

椎间盘的存在可维持脊柱耐久度和柔韧度 。从解剖

疫介质进入椎间盘的屏障。在这里，我们首次将这种

学上讲，椎间盘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组织，主要包括位

屏障定义为BNB。从解剖学角度看，BNB是将椎间盘组

于中央富含Ⅱ型胶原和蛋白多糖的髓核、位于外周由

织与机体免疫系统隔离的区域，它通常由纤维环和软

环形纤维排列构成的纤维环和上下两个临近的软骨终

骨终板组成。纤维环由15~25个同心层组成，各同心层

板三个部分构成。髓核呈凝胶状，包括细胞外基质和

由交替排列的斜行胶原纤维和蛋白聚糖散布而成。软

散在其中的髓核细胞。髓核自形成以来就被封闭于纤

骨终板是一层厚度约0.5~1 mm的软骨，它包含着由蛋

维环和软骨终板之中，这种独特的结构将髓核与机体

白多糖和胶原蛋白组成的细胞外基质和嵌入其中的软

的免疫系统隔离开来。研究发现，将髓核内的各类成

骨细胞[4]。软骨终板不仅充当椎间盘与椎骨密质骨之间

分暴露于机体免疫系统会引起自体免疫反应。因此，

的界面，而且还是防止免疫细胞和免疫因子进入椎间

椎间盘被认为是一个免疫赦免器官。实际上，椎间盘

盘的物理屏障。因此，纤维环和软骨终板构成了将椎

免疫赦免的概念已被提出多年。然而到目前为止，人

间盘组织与机体免疫系统隔离开的牢固物理屏障。

们对椎间盘免疫赦免机制及相关临床意义的认识仍不

另一方面，研究表明椎间盘髓核组织中存在Fas

明确。因此，本文将回顾椎间盘免疫赦免的相关研

配体[5]。Fas配体是一种凋亡诱导因子，在其他免疫赦

究，探讨其在椎间盘退变治疗的应用，以期引发学者

免器官中具有广泛表达。在前期研究中，我们发现

对椎间盘免疫赦免的重视和思考。

Fas配体可以诱导血管内皮细胞和免疫细胞（包括巨
噬细胞和CD8+T细胞）凋亡[6-7]。这表明Fas配体可能

1 椎间盘的起源与发育

通过抑制血管和免疫细胞浸润从而发挥分子屏障的功

椎间盘起源于胚胎结构中位于椎骨之间的、被称

能。另外，许多研究报道了脊索细胞在椎间盘中的保

为“生骨结”和“脊索”的部分。随着椎骨的形成，

护作用及其对炎症的抑制作用[8-9]。然而，目前研究

生骨结在脊索周围聚集，形成椎骨和未来的纤维环。

仍未完全阐明椎间盘中免疫抑制分子的作用机制。这

同时，脊索从椎骨收缩，并扩展到未来椎间盘所在的

些机制可能涉及外泌体和miRNA等多种因素，需要更

区域。所以，脊索逐渐被压缩并被包裹在由生骨结衍

多的研究来阐明。综上所述，纤维环、软骨终板和某

生的结缔组织环中。而被压缩的脊索部分在胚胎早期

些生物因子（例如Fas配体）共同组成了维持椎间盘

发展为髓核组织，并在胚胎发育早期和晚期迅速生

免疫赦免的独特结构，即BNB。

长。另一方面，来源于生骨结周围的结缔组织发展为
纤维环，其细胞外基质部分包含了大量的胶原蛋白和
糖蛋白。同时，椎体骨形态发生蛋白表达升高导致软
[3]

3 自体免疫反应在椎间盘退变中普遍存在
BNB破坏是导致退变椎间盘发生自体免疫反应的

骨细胞的分化和软骨内骨的形成 。而在椎骨形成的

重要因素。在退变的椎间盘标本中，BNB的损伤极其

同时，其邻近的透明软骨一直存在，并在终板处发展

常见，如纤维环和软骨终板的裂痕[10]。研究表明，纤

为软骨终板。在人类生命的早期，椎间盘由形态较

维环的破裂在机械因素和化学因素上都可导致血管的

大、含有大量囊泡的脊索细胞和形态较小、无囊泡的

向内生长。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有研究就报

软骨样细胞组成。然而，自青春期后，髓核中的脊索

道了退变的椎间盘在患者和动物中发生自体免疫反应

细胞逐渐减少，髓核从脊索结构过渡到含有小软骨样

的现象[11]，并指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根性疼痛主要是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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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椎间盘髓核暴露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及相关的自体免
[12]

[13]

疫反应引起的 。Satoh等 研究了8名腰椎间盘突出

在椎间盘退变病的后期，与BNB损伤和椎间盘暴

症患者，发现抗原-抗体复合物在突出的椎间盘组织

露相关的病理变化更加普遍，这些现象包括纤维环中

[14]

中普遍存在。为了探究免疫细胞类型，Geiss等 将

断、椎间盘脱出和坐骨神经痛等[23]。除了物理的压迫

动物髓核组织包埋于动物皮下，发现自体髓核可激活

外，椎间盘的自体免疫反应是椎间盘脱出中神经根性

[15]

T细胞和B细胞浸润。近期，Lee等 在对穿刺小鼠椎

疼痛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在退变椎间盘的神经根

间盘模型进行的长期组织学分析中发现，退变椎间盘

区域聚集了各种类型的活化免疫细胞和炎症因子[24]。

中含有浸润的巨噬细胞。而在犬类脱出的椎间盘中，

已被发现的免疫细胞包括巨噬细胞、T细胞、B细胞、

[16]

Monchaux等 发现脱出的髓核组织中存在单核细胞和

NK细胞和肥大细胞，同时还有炎症因子，例如磷脂酶

巨噬细胞。以上这些发现都表明，不同的免疫细胞在

A2、白三烯、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IL家族、肿瘤坏死

不同阶段参与了椎间盘的自体免疫反应，而巨噬细胞

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一氧化氮、P物质、单核细胞

可能在此病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这些发现表明，随

趋化蛋白1，以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神经生长因子。

着BNB的破坏，暴露的椎间盘组织可以诱导自体免疫

这些细胞和因子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区域，促进了神经

反应，从而刺激免疫细胞激活和炎症因子浸润。

根的免疫应激反应。另外，该区域的血管化导致免疫

同时，免疫细胞的募集可能通过细胞间的生物通
讯导致椎间盘退变的恶化。研究表明椎间盘细胞的表
型和功能在各种自体免疫反应中发生了改变。Ni等[17]

细胞浸润并且促进神经敏化，也加重了这种情况[25]。

5 椎间盘自体免疫反应：Yes or No ？

发现M1极化的巨噬细胞可以增加控制基质分解代谢

迄今为止，关于椎间盘自体免疫反应的结果，

基因的表达，来减少基质合成，同时上调炎症相关基

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尽管大多数研究表明，椎

因的转录来促进髓核细胞的退化。另外，在共培养系

间盘突出症中的自体免疫反应可能是诱发神经根痛的

[18]

统中，Yang等 研究表明，暴露于巨噬细胞的纤维环

关键因素，但一些研究同样显示自体免疫反应与髓核

细胞和髓核细胞上调促炎性介质的表达。至于细胞外

的自我吸收及其导致的神经痛缓解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质，研究发现免疫细胞可能干扰椎间盘中细胞外基

Komori等[26]发现，脱出髓核组织的自我吸收现象常见于

质的重塑并下调蛋白多糖和II型胶原的表达：在具有

其暴露于血管供应区域的时候。Ikeda等[27]通过观察脱

自体免疫反应的椎间盘中，基质金属蛋白酶和带有血

出髓核组织的组织学特征，发现脱出髓核组织可被巨

小板反应蛋白基序的整合素和金属蛋白酶的表达增

噬细胞吞噬，进而被组织吸收。以上这些研究表明，

[19]

加，导致细胞外基质降解 。综上所述，椎间盘的自

在髓核组织的自体吸收现象中，自体免疫反应反倒可

体免疫反应可以刺激免疫细胞和炎性细胞因子的浸

能是有益的。我们回顾了脱出髓核自发吸收现象的研

润，而这些因素可能反过来对椎间盘产生有害影响。

究，发现腰椎间盘突出症自发吸收的发生率高达60％

4 椎间盘免疫赦免在临床治疗中具有重要的潜
在意义

以上[28]。此外Cunha等[29]认为，在明确椎间盘突出的分
子和细胞机制的基础上，可以将炎症反应的出现作为
衡量脱出髓核组织自发吸收的良好预后指标。这些研

在椎间盘退变的早期，BNB的破坏可能通过其介

究表明，在使用手术根治椎间盘脱出之前，椎间盘的

导的自体免疫反应和下游级联反应加速病理进展。在

自体免疫反应影响着术前保守治疗的效果。在前期研

早期椎间盘退变的磁共振成像中可以看到BNB的损伤

究中，我们发现髓核细胞表达的Fas配体可以诱导血管

和椎间盘暴露的迹象。此前已有研究表明，Schmorl

内皮细胞和免疫细胞凋亡[6-7]，提示Fas配体可能通过抑

结节的出现预示着退变椎间盘处于自体免疫反应的早

制血管和免疫细胞浸润从而在椎间盘免疫赦免中发挥

[20]

期阶段 。同样，在椎间盘退变早期广泛观察到的I

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椎间盘免疫赦免进行

型Modic改变也被认为是软骨终板损伤导致的自体免

了深入的文献回顾与总结[30]，并提出了针对椎间盘突

疫反应的结果[21]。因此这些影像学特征是观察椎间盘

出压迫的神经根区域进行免疫调节的治疗策略[31]。

退变预后和早期治疗效果的重要依据。此外，研究发
[22]

44

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治疗椎间盘退变的策略中，如干细胞移

现椎间盘脱出患者血清中的炎症因子增多 。因此，

植和生物材料的应用，也不能忽略椎间盘的免疫赦免

椎间盘自体免疫反应的深入研究对于早期椎间盘退变

特性：干细胞可能在退变椎间盘免疫赦免重建中发挥

·观点与视角·
重要作用；而由于椎间盘再生应用的生物材料通常模

[8]

BACH F C, TELLGEN A R, BEUIKERS M, et al. Biologic

仿椎间盘成分，并且与体外异物一起使用，所以在生

canine and human intervertebral disc repair by notochordal

物材料的选择上更应注意避免自体免疫反应的发生。

cell - derived matrix: from bench towards bedside[J].

6 结语

Oncotarget, 2018, 9(41):26507-26526.
[9]

KIM J H, MOON H J, LEE J H, et al. Rabbit notochordal cells

椎间盘作为人体的重要免疫赦免器官之一，其相

modulate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by human

关的维持机制和退变后的自体免疫反应很早就被发

annulus fibrosus cells cocultured with activated macrophage-

现。然而，椎间盘免疫赦免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仍

like THP-1 cells[J]. Spine, 2012, 37(22):1856-1864.

未得到广泛重视。因此，我们在这里详细论述了椎

[10] VERNON-ROBERTS B, MOORE R J, FRASER R D. The

间盘免疫赦免的相关研究，并首次提出BNB的概念。

natural history of age-related disc degeneration: the pathology

BNB是由纤维环、软骨终板及分子因素共同组成的复

and sequelae of tears[J]. Spine, 2007, 32(25):2797-2804.

杂结构，它将正常椎间盘髓核组织隔离于机体免疫系

[11] GERTZBEIN S D, TAIT J H, DEVLIN S R. The stimulation

统之外，通过被动和主动的形式抑制免疫细胞及免疫

of lymphocytes by nucleus pulposus in patients with

因子的浸润。BNB的破坏可导致椎间盘自体免疫反应

degenerative disk disease of the lumbar spine[J]. Clin

和下游相关级联反应的发生。这些作用在椎间盘的退

Orthop Relat Res, 1977(123):149-154.

变和预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迄今为止，对椎间

[12] KAWAKAMI M, TAMAKI T, WEINSTEIN J N, et al.

盘免疫赦免的研究仍然很有限，仍需更多的研究去探

Pathomechanism of pain - related behavior produced by

索其产生、维持和失效的潜在机制。

allografts of intervertebral disc in the rat[J]. Spine, 1996,
21(18):2101-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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