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2022 年 6 月第 28 卷第 3 期

文献综述

中医药调控胃癌免疫细胞的研究进展
陈希琦 1,2， 解广东 2， 荣宝海 2， 丁

建 2， 乔云凤 1， 周永坤 2

摘要：胃癌发病率在我国逐年升高，且相关死亡率高居肿瘤疾病谱的第三位。目前胃癌的治疗措施有手术、化疗、放
疗和免疫治疗等，但进展期胃癌的五年生存率仍然小于 40%。随着中医药的研究进展，发现其在调控胃癌患者机体免疫功
能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本文拟从中医药调控胃癌微环境中免疫细胞的作用方面进行综述，为中医药从免疫角度治疗胃癌
提供一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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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胃癌是第五大肿瘤，其相关死亡率位

而后邪气居之”。肿瘤微环境中阴阳平衡的稳态不断被打破，

于肺癌和肝癌之后，居第三位，每年新确诊患者约有 100

机体正虚，邪气入侵，从而导致了疾病的发生、进展。因此，

万例，相关死亡患者约 78 万

[1]

，在我国大部分确诊患者
[2]

“正虚邪实”
“阴阳失衡”是肿瘤微环境失衡的主要病机，
“扶

均处于中晚期，其五年的生存率仅为 11%~40% 。胃癌的

正祛邪”“调整阴阳”是治疗肿瘤的重要治则。同时，中医

主要治疗手段是化疗及手术，但在控制肿瘤，杀伤肿瘤的

药治疗具有双向、多靶点、多环节性，着眼于整体，通过

同时会降低机体的免疫功能，加重免疫抑制。免疫微环境

对免疫细胞的调节与干预，使之恢复正常功能，减少免疫

与胃癌的发生、发展密不可分，对免疫微环境中免疫细胞

抑制细胞的浸润或增强其向抗肿瘤表型的分化，重塑免疫

的有效干预，可起到控制肿瘤复发、转移的作用。中医药

微环境，恢复稳态，从而抑制肿瘤的发生、发展。

调控肿瘤免疫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通过数据库检索文献

2

中医药对胃癌免疫微环境的的双向调节作用
肿瘤免疫微环境是“阴阳失衡”“正邪交争”之地。中

发现，中医药对免疫微环境中不同的免疫细胞可起到调节
作用，从而调控机体免疫，抑制肿瘤复发转移，改善生存

医药重塑免疫微环境的根本治则为“扶正祛邪”
“调整阴阳”。

质量。故本文综述近年来中医药调控胃癌免疫微环境中免

中医药对胃癌免疫微环境的调控方式具有双向性，总体分

疫细胞的研究进展，为中医药抗肿瘤提供新思路。

为两部分：一是提高免疫功能，增强免疫细胞杀伤能力；二

1

是降低免疫抑制，阻止免疫逃逸。

中医药对肿瘤免疫微环境的认识
肿瘤免疫微环境中存在抗肿瘤和促肿瘤两种对立的因

2.1

提高免疫功能，增强免疫细胞杀伤能力

素，其失衡是引起肿瘤发生、发展的主要原因，与中医学“阴

2.1.1 提高 CD4+T 和 CD8+T 细胞的抗肿瘤能力

阳失衡”存在一定的相通性。《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
“阴

分为 Th1、Th2、Th17 和 Treg，Th1 分泌 γ- 干扰素（IFN-γ）、

CD4+T

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神明之府也，治病必

肿瘤坏死因子（TNF）-α 等介导细胞免疫，引起细胞毒

求于本”。故疾病的发生，从根本上是阴阳的相对平衡遭受

性 T 细胞增殖，起到灭杀肿瘤细胞的作用。Th2 分泌细胞

破坏，出现了“偏盛”“偏衰”；同时，机体正气亏虚，不

因子主要介导体液免疫，可抑制 Th1 细胞增殖。肿瘤微环

能抗邪外出，邪气侵犯脏腑、经络，故“正虚邪实”是肿

境中 Th1/Th2 中比例失衡，出现 Th1/Th2 漂移，而 Th1/

瘤的本质。《医宗必读 · 积聚》云“积之成也，正气不足，

Th2 失衡与胃癌免疫逃逸关系密切 [3]。CD8+T 具有特异性
的杀伤活性，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对肿瘤细胞进行杀伤，一
是穿孔素 - 颗粒酶途径，即通过穿孔素是靶细胞膜穿孔，

基 金 项 目：山 东 省 中 医 药 科 技 发 展 计 划（2019-0198）；山

蛋白溶解酶活化介导靶细胞凋亡；二是死亡受体途径，即

东 省 中 医 药 科 技 项 目（2020M010）；山 东 省 重 点 研 发 项 目

通过 Fas 配体结合到靶细胞 Fas 分子上，在靶细胞内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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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pase 酶，最终诱导凋亡。
相关中药制剂、复方及温针灸能纠正 Th1/Th2 失衡 ,
增强 CD8+T 杀伤能力。复方苦参注射液是由苦参、土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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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等制备而成注射剂，具有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散结止
[4]

在体外触发免疫反应，扩增后在回输至患者体内，从而激

回顾性研究复方苦参注射液应用于胃

活细胞毒性 T 细胞，增强患者抗肿瘤的能力。中药多糖可

癌化疗患者，发现能够增强化疗效果，纠正 Th1/Th2 细胞

以作为“佐剂”，在体外可促进 DC 成熟，增强 DC 疫苗的

痛等功效，葛锐等

漂移，并缓解骨髓抑制，提高生活质量。裴俊文等

[5]

探讨

抗肿瘤作用 [16]。但目前中医药对胃癌 DC 疫苗的研究较少。

补中益气汤对胃癌患者 Th1/Th2 平衡的干预作用，在常规

研究发现，
“扶正”类代表药物黄芪可以通过促进 DCs

化疗基础上联合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发现治疗后治疗组

成熟，这可能是由增强于其通过调节 TLR4 介导的信号转

Th1 和 Th1/Th2 比值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提示补

导的作用 [17]。孙小艳等 [18] 分别从体外及体内实验验证六

中益气汤能够改善 Th1/Th2 失衡状态，提高免疫功能。朱

味地黄丸抗肿瘤作用发现，含药 DC 组对胃癌的抑制作用

艳华等

[6]

在常规化疗基础上采用温针灸治疗，取穴足三里

要明显优于空白组和 DC 组，且六味地黄丸能够促进 DC

与气海，观察组可有效缓解胃癌化疗患者不良反应，治疗

增殖、分化与成熟，提高机体对胃癌细胞的杀伤能力。

后 CD3+T、CD4+T、CD4+/CD8+ 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且

2.2

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 <0.05），提示温针灸可改善肿瘤

2.2.1

化疗患者免疫抑制，提高免疫功能。

T 细胞（Treg）按照来源不同分为天然型和诱导型，在胃

2.1.2

提 高 NK 细 胞 的 数 量 及 活 性

自 然 杀 伤（natural

降低免疫抑制，阻止免疫逃逸
减少调节性 T 细胞的表达及免疫抑制作用

调节性

癌免疫微环境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它是一类免疫抑制性

killer，NK）细胞是来源于骨髓的淋巴样细胞，是人体固有

T 细胞，通过抑制效应 T 细胞功能来进行负性的免疫调控。

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抵抗肿瘤的第一道防

在多种类型的实体瘤中，Treg 在肿瘤组织的高度浸润及外

[7]

，然

周血的高表达被认定与不良的临床预后相关 [19]。Treg 可作

而肿瘤微环境中，癌细胞可造成 NK 细胞无法执行其免疫

为预测胃癌不良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肿瘤组织中的大量

线” 。能够分泌穿孔素、干扰素等提高杀伤作用

，胃癌

募集提示患者术后较短的生存期和较高的复发转移率 [20]。

患者的临床分期与 NK 细胞的数量有一定的相关性，其数

谭静等 [21] 研究艾灸对胃荷瘤大鼠的影响，艾灸组予

量越少，临床分期越晚。同时发现胃癌患者中 NK 细胞的

以悬灸中脘、胃俞、关元、足三里，结果发现艾灸组生

监视功能，出现肿瘤免疫逃逸

活化程度也明显低于正常人群

[9]

。相关研究表明

[11]

[10]

[8]

存状态改善，胸腺指数增加，瘤体内坏死灶增多，外周

。

临床发现，一些“扶正”
“补宜”类中药复方和药物有

血 CD4+CD25+Tregs 比 例 减 少（P <0.01）， 提 示 艾 灸 可

效成分，以及外治方法可有效提高 NK 的数量及活性，从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肿瘤生长转移，可能与减少 Tregs 的表

比较扶正散结合剂联合

达，增加 CD4+T 有关。Xu 等 [22] 研究发现，加味补中益

SOX 化疗方案对胃癌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和对照组比 ,

气汤能够明显延长胃癌荷瘤小鼠的生存期，并提高观察组

治疗组能够明显提高患者外周血 NK 细胞的数量，改善中

CD4/CD8 比值，降低 CD8 PD-1 T 细胞和 TregPD-1 细胞

医证候评分（P <0.05），降低化疗药物对机体的免疫损害。

比例，进一步分析发现药物通过 PI3K/AKT 通路抑制胃癌

香菇多糖是从优质香菇子实体中提取的活性成分，可有效

组织中 PD-L1 的表达。表明加味补中益气汤可有效抑制

调节机体免疫，应用于胃癌患者，可有效提高其 NK 细胞

肿瘤免疫逃逸。吕彩霞等 [23] 使用黄芪多糖治疗老年晚期

的数量及活性，增强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减轻化疗带

胃癌患者，结果发现高剂量组外周血中 CD4+CD25+Tregs

而增强抗肿瘤效果。刘抒玉等

[13]

[12]

[14]

研究温针灸对胃癌术后化

及 CD4+CD25+FoxP3+Tregs 的表达较用药前均明显降低

疗患者外周血 NK 细胞的影响，在化疗基础上，治疗组行

（P <0.05），同时明显降低血清中 IL-10 及 TGF-β1 的水平

温针治疗，穴取足三里与气海，发现治疗组外周血 NK 活

（P <0.05），说明该药可降低胃癌患者 Tregs 的表达和功能，

来的免疫抑制

。王冬梅等

性及细胞数量明显提升（P <0.05），能够有效改善化疗引起

改善免疫抑制状态。

的骨髓抑制。

2.2.2

逆转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免疫抑制表型

近些年来

树

发现，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突状细胞（dentriticcell，DC）来源于骨髓，具有抗原呈递

TAMs）与肿瘤大小、分化程度、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和

作用，能够增强 CD8+T 的抗肿瘤能力，还可以通过直接

TNM 分期有关，提示其在胃癌的侵袭和转移中起重要作

2.1.3

提高树突状细胞的抗肿瘤活性及抗原呈递能力

接触和释放细胞因子来调节免疫应答或介导免疫耐受

[15]

，

用 [24]。它起源于单核细胞，是免疫防御过程中关键效应细

而肿瘤微环境内的免疫抑制因子可以减少 DC 的浸润并同

胞，同时也是肿瘤免疫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分化

时抑制其抗肿瘤的活性，导致 T 细胞活化不足，从而介导

类型的 TAMs 能够促进肿瘤进展，有抑制免疫反应，促进

免疫逃逸。随着对 DC 研究的不断深入，DC 疫苗的发展越

血管、淋巴管生成，促进侵袭、转移等作用 [25]。TAMs 可

来越快，肿瘤细胞所表达的抗原可以负载在 DC 上，从而

由不同细胞因子诱导极化成两种功能不同的巨噬细胞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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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型和 M2 型，M1 型被认为是杀伤肿瘤细胞的效应细

的临床研究等等，未来仍需进一步从转录组学、蛋白组学、

胞。M2 型被认为具有促肿瘤功能，在诱导血管新生、激

代谢组学等多角度探索中医药对免疫微环境的调控机制，

活基质金属蛋白酶、免疫抑制等方面发挥着作用

[26]

。然而

TAMs 是一种独特的 M2 型偏倚的髓细胞群，恶性肿瘤中
以 M2 型浸润为主

[27]

。至中晚期，M2 型释放细胞因子转

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研究，为中医药抗肿瘤提供研究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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