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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外泌体（Exosome）是一类由多种细胞形成和释放的多囊泡体，或由细胞膜产生的细胞外膜性小泡，是细胞间通
信、信号传导和基因调控等信息传递的重要介质，参与几乎所有的病理、生理过程。外泌体含有细胞特异性蛋白、mRNA

及 miRNAs 等成分。血吸虫病肝纤维化是血吸虫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肝组织的病理学改变，受损的肝细胞通过释放外泌

体而触发炎症，激活肝星状细胞等启动修复和（或）再生反应。外泌体参与了血吸虫病肝纤维化的形成，可能成为血吸虫
病肝纤维化的新的诊断标志物，以及减轻肝纤维化病理进程的新靶点。本文就近年来有关外泌体对血吸虫病肝纤维化
调节作用的研究进行综述，旨在为进一步研究和发现血吸虫病肝纤维化的药物治疗新靶点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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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 Exosomes are a group of membraneous vesicles generated and released by multi ⁃ vesicular bodies or cell mem⁃
branes in a variety of cell types. Acting as important messages between cells，they participate in almost every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process of living organisms. Exosomes contain specific proteins，mRNA，miRNAs，etc. and mediate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s，signal transductions and gene expressions effectively. Exosomes are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hepatic fibro⁃
sis，which is the typical liver pathological change in the progression of schistosomiasis and is caused by the liver repair and（or）
regeneration involving inflammation stimulated by exosomes，activated hepatic stellate cells and other related pathways in reac⁃
tion to the parasite infection. Exosomes could serve as new markers for schistosomiasis hepatic fibrosis diagnosis and potential
targets for its treatment.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n the regulatory roles of exosomes in schisto⁃
somiasis hepatic fibrosis，so as to provide ideas for searching new treatment targets of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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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病是由血吸虫感染所引起的一种危害严重的人畜

邻近细胞，以及细胞和细胞之间，这不仅可以维持生理功能，

共患病，是人类六大主要热带病之一，其最主要的病变是肝脏

还涉及多种疾病的发病机制［7⁃8］，因此其在细胞微环境中的作

中虫卵导致的肉芽肿和进而继发的肝纤维化。血吸虫病肝纤

用越来越受到重视［9⁃10］。特别是自 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维化是肉芽肿的间接延伸，是慢性血吸虫感染最严重的后遗
症，也是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与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因此，

［1⁃3］

医学奖授予揭示细胞如何组织其内部最重要的运输系统之
一——囊泡（Vesicle）传输系统奥秘的 3 位科学家以来，外泌体

深入研究血吸虫病肝纤维化的发生和调控机制，对控制及逆

的研究得到了不断深入，研究者发现其在组织损伤和修复如

转肝纤维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纤维化［11］、自噬［12⁃13］、免疫抑制及免疫激活［14⁃15］等方面发挥着

外泌体（Exosome）是由正常的、患病的和转化的细胞释放
到细胞外环境的纳米尺度的膜结合小泡，其被认为在细胞与
细胞间的通信中起着关键作用

重要作用。
肝纤维化是肝损伤后修复的一种病理状态，涉及肝星状

。外泌体携带有脂质、蛋白

细胞（HSC）、肝细胞内皮细胞及炎症细胞的相互作用［16⁃17］。研

质、非编码 RNA 甚至细胞外的 DNA 等［6］，可将生物信息传递到

究发现，作为这些细胞间交流载体的外泌体，能调节 HSC 的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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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迁移，在肝纤维化的病理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
用

，
同时其也是疾病诊断、治疗和预后标记物的窗口

［11］

1

。

［18］

外泌体的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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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趋稳定。
2 血吸虫病肝纤维化
血吸虫病肝纤维化是由血吸虫感染引起的肝脏内外瘢痕

外泌体于 1983 年在绵羊网织红细胞中首次被发现［19］，

组织异常增生与细胞外基质（ECM）过度沉积的病理过程。与

1987 年 Johnstone 对其进行了描述并命名［20］。现在，外泌体是

其他原因诱导的肝纤维化一样，最终途径都是诱导 HSCs 的活

的盘状囊泡，富含胆固醇和鞘磷脂。外泌体可以由多种细胞

ECM，并不断在肝脏内沉积，最终导致肝纤维化，HSCs 的活化

特指由各种类型的细胞释放到生物体液中的直径在40～100 nm

在正常及病理状态下分泌释放到细胞微环境中，在生物体液
如血液、尿液、脑脊液和腹水等均有发现

。外泌体外层是具

［7⁃9］

有磷脂双分子层结构的微小囊泡，携带有各种生物大分子，包
括蛋白质、mRNA 和 miRNA，蛋白和 miRNA 可以调节生理细

胞活性，修饰靶细胞中的微环境 。外泌体具有源细胞特征、
［6］

化、进而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MFB），合成以胶原纤维为主的
是肝纤维化发展的重要效应事件［33］。而在肝纤维化过程中，

活化的 HSCs 能够逆转表现出静止期的表型，或者诱导凋亡，
从而减轻肝纤维化［34⁃35］。既往研究认为，血吸虫虫卵作为血吸

虫病肝纤维化的主要病因，能够激活 HSCs 的活化［36⁃37］；而近年

却发现血吸虫虫卵能够引起肝纤维化逆转［38］，在血吸虫病晚

器官靶向性和生物功能性等三大特征，在机体的生理、病理过

期，宿主的肝纤维化程度反而有所降低，且不易发生肝硬

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1］。外泌体介导细胞间通信主要通过以

化［39］，其机制可能是血吸虫虫卵能够诱导人 HSCs 株表现出狭

下 3 种方式［22⁃23］：① 外泌体膜蛋白与靶细胞膜蛋白结合，进而
激活靶细胞内的信号通路；② 在细胞外基质中，外泌体膜蛋白

长的细胞表型和脂滴积累增加，诱导活化的 HSCs 表达 α⁃平滑

肌肌动蛋白、结缔组织生长因子和Ⅰ型胶原蛋白等降低，而表

被蛋白酶剪切，剪切的碎片可以作为配体与细胞膜上的受体

达过氧化物酶激活物激活受体增加，抑制了肝纤维化的形

结合，从而激活细胞内的信号通路；③ 外泌体膜与靶细胞膜直

成［38］。

NA。

肝纤维化的形成，在感染宿主血浆中广泛存在着虫源性特异

间信号传导以及在体液中的分布等进行研究，发现外泌体可

宿主 miR⁃146a/b 通过调节巨噬细胞向 M2 型分化从而对血吸

接融合，非选择性地释放其所含的蛋白质、mRNA 以及 miR⁃

研究者通过对外泌体的生物来源、物质构成及运输、细胞

参与机体的免疫应答、抗原提呈、细胞迁移、细胞分化等功
能

。外泌体中的 miRNA 具有特定功能，在成功被受体细胞

［24］

吸收后，以修饰目标 mRNA 发挥相应功能；体液中的 miRNA 能

通过特异的包装后进入外泌体，从而在体液循环中被检测到。

有研究表明，miRNAs 广泛参与了血吸虫感染和血吸虫病

性 miRNAs，如 miR⁃3479、miR⁃10、miR⁃3096 和 miR⁃0001 等。

虫性肝脏损伤起到保护性作用［40］，宿主 miR⁃146 在肝脏日本血
吸虫肉芽肿形成过程中具有保护作用［41］。Cai 等［42］通过分析

血吸虫感染小鼠肝脏内 miRNA 动态表达情况后认为，宿主

miRNA 促进了虫卵肉芽肿向肝纤维化的转变，提示宿主 miR⁃

外泌体中携带的 miRNA 的特殊性在于：在不同病理状态下外

146 和 miR⁃155 参与了血吸虫感染后的肝脏免疫反应过程并调

在分子标志物［25］。目前，分离提取外泌体细胞外囊泡（Extra⁃

虫卵肉芽肿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寻找抗血吸虫病的药

cellular vesicles，EVs）的主要方法有［25］：差速离心法、密度梯度

物作用靶点指出了方向。Han 等［43］发现 miR⁃29c 可能是治疗

以及外泌体提取试剂盒法等。上述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在

miR⁃223 可负向调控肉芽肿细胞的分化和激活［44］，且其水平与

泌体中包裹的 miRNA 及其水平变化可作为预测疾病进程的潜

离心法、超滤法、凝胶色谱法、免疫亲和层析法、声呐过滤系统
实际工作中，
研究者常将多种分离提取方法联合应用。

外泌体含有蛋白质、脂类、多糖等复杂混合物的细胞所释
放的囊泡和遗传信息，是细胞间通信、信号传导和基因调控的
有效介质；同时，其也很有可能是决定病原体感染途径的一个
重要参与者，通过维持定植和调节宿主免疫反应来达到维持
病原体的感染［26⁃30］。多项研究表明，多种寄生虫也存在着这种
特异性膜性小囊泡的释放现象，且这些小囊泡在寄生虫的宿
主寄生及其与宿主互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7，29］。寄生虫
虫源性外泌体具有促进炎症和抑制炎症的作用［30］，其可通过
将虫源性信息转移到宿主细胞中，调控宿主免疫，介导寄生虫
的免疫逃避，参与寄生虫的寄生调控［27，29，31］；而且研究发现感
染寄生虫的宿主细胞其分泌的外泌体与疾病的严重程度相
关［32］。体液中的外泌体分子一般在被转运至接收细胞后才具
有生物活性，并影响或改变接收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循环血中

控了其损伤的严重程度。这对于体外无创监测血吸虫感染后

血吸虫性肝病的分子靶向。另一项研究指出，小鼠模型中的

肝组织病理损伤程度呈正相关［45］。因此血吸虫感染后小鼠
mmu⁃miR⁃223 的高表达可能抑制了肉芽肿细胞的过度激活，

从而限制了免疫反应的扩大和发展［42］，推测宿主 miR⁃29c 和

miR⁃223 是抑制血吸虫感染后肝脏肉芽肿进展的有效靶点。

此外，有研究显示血吸虫虫卵抗原（SEA）刺激小鼠 AML12 肝

细胞后，通过下调 miR⁃27b 的表达而靶向作用于 KH 型剪切调

控蛋白（KH⁃typesplicing regulatory protein，KSRP），与 IFN⁃γ 的

抗纤维化作用相似［46］。而赛雪［47］的研究则显示 miR⁃203 可能
通过调节 HSC 激活而参与肝纤维化的进展，表明 miR⁃27b 和

miR⁃203 也可成为抗血吸虫病的分子靶向。宿主循环血中
miRNA 对血吸虫病诊断具有重要价值。Cheng 等［48］在感染血

吸虫兔血浆中发现了血吸虫特异性 miRNA 的存在，提示虫源

性 miR⁃3479、Bantam、miR⁃0001 可作为血吸虫病诊断的分子标

记物。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感染强度下这些虫源性 miRNA 对

外泌体表面含有脂质双分子层，保护其自身免受周围环境的

血吸虫病的诊断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这表明血吸虫

降解，快速地将 RNA 分子传递到其受体细胞，并在长期储存和

特异性 miRNA 对疾病的诊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Hoy 等［35］

反复冻融状态下，其外泌体中的 miRNAs 比细胞源性 miRNAs

在曼氏血吸虫感染小鼠的模型中检测到了 11 个血吸虫特异性

· 598 ·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18 年第 30 卷第 5 期

的 miRNA，其中 Bantam、miR⁃3479⁃3p 和 miR⁃277 被认为可以

作为血吸虫病诊断的分子标记物。另外 Cai 等［49］在小鼠模型
研究中也发现了 Sja⁃miR⁃277 和 Sja⁃miR⁃3479⁃3p 两种血吸虫

Chin J Schisto Control 2018，Vol. 30，No. 5

（TLR3），使 IL⁃17A、IL⁃1β 等在肝纤维化早期表达升高［59⁃60］，抑

制抗纤维化因子如 miR⁃122 表达，从而促进肝纤维化［61］。肝损
伤后，肝中各种来源的外泌体通过多种途径引起肝纤维化，但

特异性分子诊断标记。除虫源性 miRNA 外，终宿主 miRNA 在

干细胞释放的外泌体却可用于治疗肝纤维化。

可能成为血吸虫病诊断的分子标记物。近年来研究还揭示，

与功能性的研究主要根据其源细胞对周围组织细胞的影响来

血吸虫感染后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表达失调，宿主 miRNA 也有
miRNA 在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中也可能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

外泌体最初从红细胞上清液中发现，目前外泌体靶向性
开展。例如，在心血管领域，外泌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干细胞治

用。吡喹酮［50］和青蒿琥酯［51⁃53］等治疗日本血吸虫病肝纤维化

疗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修复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肌损伤，以及

的作用机制之一就是通过调控肝组织中某个 miRNA 的表达。

心功能不全等方面［62］，
涉及的组织是心脏血管等周边组织。

升高，并在吡喹酮治疗后恢复至原始水平，并且其还可作为评

化中调节 HSC 的病理性迁移，外泌体诱导的 HSC 迁移取决于

He 等［45］在小鼠模型中发现血清 miR⁃223 在血吸虫感染后显著

价感染后肝细胞受损程度的重要指标，提示其可能具有评价

外泌体的黏附，其黏附系通过动力蛋白依赖性胞吞作用而使

外泌体进入靶细胞，从而协助 HSC 迁移。因此外泌体可以作

药物治疗效果的价值。
3

Wang 等［54］研究发现，内皮细胞源性外泌体能够在肝纤维

为肝纤维化的调控因子以及肝纤维化的标志物。

外泌体对血吸虫病肝纤维化的调节
外泌体是细胞间信息传递的重要介质，可通过传递蛋白

已有多项研究表明外泌体在组织损伤修复过程中具有潜

质信使 RNA（mRNA）、miRNA 等改变靶细胞的基因表达、蛋白

在作用。文献报道，间充质干细胞源外泌体在心［63⁃64］、脑［65⁃66］、

质合成等生物学功能，在组织修复、生物标记、疾病诊断等方

肾［67］损伤的动物模型中均有类似于干细胞自身的促进受损组

面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1，22］。

织修复和再生的功能，以缓解各种急、慢性损伤。在肝纤维化

在日本血吸虫外泌体研究方面，已有报道证实日本血吸
。Zhu 等

虫成虫外泌体的存在

［54⁃56］

、朱丽慧等

［57］

利用质谱技

［58］

术鉴定日本血吸虫外泌体蛋白，共鉴定到 2 024 个非重复的肽

的改善方面，其可能通过降低Ⅰ型和Ⅲ型胶原酶、减少 TGF⁃β1

的表达和抑制 Smad2 磷酸化，而使得 TGF⁃β1/Smad 信号通路失

活，从而抑制干细胞上皮间质转化和胶原酶的产生。近年来，

段，比对上 403 个蛋白；并用二代测序技术对日本血吸虫外泌

树突状细胞（DC）释放的外泌体显示出了呈递生物相关抗原

中共鉴定到 15 个已知 miRNAs，其中包括了在感染日本血吸虫

研究发现成熟 DC 分泌的外泌体激活抗原特异性 T 细胞的能力

体蛋白 small RNAs 进行测序鉴定，显示在日本血吸虫外泌体

宿主血浆中发现的虫源性 miRNAs（Bantam 和 miR⁃10）。外泌
体作为一类信号体作用于受体细胞，参与病理演变过程，包括
［22，57⁃58］

。日本血吸虫外泌体中包含众多

调控宿主的免疫系统

外泌体的标志蛋白，包括 HSPs70、HSPs90、肌动蛋白、延伸因

具有的免疫治疗作用，其特性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有
比未成熟 DC 分泌的外泌体强，DC 源性外泌体可通过其表面

分子引起 T 细胞免疫应答。鉴于外泌体的独特性以及在临床

前实验中可喜的实验效果，外泌体作为治疗药物载体受到了
广泛关注，并且大量验证其治疗效应和安全性的临床实验已

子以及 Rab 蛋白。其中一些蛋白主要参与外泌体的生物合成，

完成或正在开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干细胞研究揭示了干

能被宿主肝细胞吸收。这提示日本血吸虫外泌体可能是血吸

细胞主要通过旁分泌信号传导产生治疗效果的作用模式。事

虫蛋白转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虫源性 miRNAs 可能通过

实上，损伤后组织再生研究已经揭示，在促进实验动物模型

调控靶基因的表达而参与一系列的生化过程，包括病理演变、
细胞凋亡、生长发育等

。

［55⁃56］

（包括中风、创伤性脑损伤、肺动脉高压和伤口愈合）中的再生
和功能恢复方面，外泌体的再生效应可能与亲本细胞一样强。

日本血吸虫外泌体中既包括虫源性遗传信息，也包含宿

作为在细胞之间转移生物活性蛋白质和遗传物质的有效通信

主源性信息。外泌体可以传递虫源性 miRNAs Bantam 至宿主

载体的外泌体，其内容物确保了持续的治疗效果，并且可在移

与调控宿主的免疫功能，进而参与血吸虫的致病过程。在日

化过程中也可能起到潜在的修复作用和潜在的治疗效果。

本血吸虫病肝纤维化过程中，不同类型细胞释放的外泌体通

4 展望

肝细胞，通过其虫源性外泌体 miRNA 调控宿主的基因表达，参

植的细胞中长时间转移目标物［68］。这似提示外泌体在肝纤维

过不同途径发挥调节作用。Zhu 等［55］、朱丽慧等［56］ 以日本血

目前，对外泌体的形成和释放机制还知之甚少，但外泌体

吸虫外泌体的调控功能作为切入点，研究了虫源性外泌体在

作为一种细胞间的通信介质，在细胞间通信中所起的关键作

细胞中的迁移情况和作用效应，特别是对宿主肝脏细胞和免

用业已被揭示，外泌体参与肝纤维化的病理和生理过程无疑

疫细胞的影响。其结果提示，日本血吸虫外泌体可能通过其

是今后亟待研究的领域。外泌体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和唯一

携带的 miRNAs 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HSCs 是导致肝纤维化

性，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分子特征及其所发挥的

胞，迁移增多是 HSC 活化的重要标志。在肝纤维化发生过程

和迁移机制，与肝纤维化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外泌体具有特

大量基质沉积的主要效应细胞，也是肝脏 MFB 的主要前体细

作用，正受到密切关注。外泌体及其组成参与肝细胞的再生

中，受损肝细胞释放的外泌体通过多种途径发挥促纤维化作

异性，有些可以作为肝纤维化的生物标志物，有些可能是潜在

用。受损肝细胞释放能直接上调肝纤维化标志物水平的外泌

的治疗靶标。目前外泌体靶向细胞的机制尚不明确，相关研

体，如 α 平滑肌肌动蛋白、TGF⁃β、Ⅰ型胶原蛋白等，且能释放

究仍然很少，还有待于进一步阐明，外泌体所介导的细胞间信

含 有 多 种 自 体 RNA 的 外 泌 体 ，以 激 活 HSC 的 Toll 样 受 体 3

号途径也仍是今后研究的重点。靶向不同类型的外泌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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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控制血吸虫病肝纤维化，同时，将药物直接载入外泌体
并应用于临床治疗也将成为可能。总之，外泌体在血吸虫病
肝纤维化的诊断、治疗和药物呈递等方面都有良好的应用前
景，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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