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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23/IL-17免疫轴在精神分裂症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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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神分裂症是一组多因素致病的临床综合征，其发病与遗传、免疫等相关，IL23 白细

胞介素 23/IL17 等免疫因子与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有关，已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本文就 IL23 与

IL17 的结构、功能及其在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临床相关性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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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重性的精神障碍，目前其发

病机制尚不明确，其生物学机制共识为环境、遗传、

代谢、免疫、氧化应激等交互作用。由于缺乏有效

的生物学标记物，其诊断和疗效仍基于临床问卷及

症状评估。免疫炎症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越来越受

到关注，精神分裂症患者 IL23/IL17 轴相关的细胞因

子发生改变，免疫炎症与精神分裂症病因学研究越

来越密切，有望成为研究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的新

靶点。本文将对 IL23/IL17 轴及与精神分裂症的相关

性进行综述。

一　IL-23/IL-17免疫轴的生物学功能

1　IL-17

IL-17 广泛存在于 Th17 细胞、γδT 细胞、CD8
记忆性 T 细胞、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单核

细胞中，但主要来源于 Th17 细胞，被认为是 Th17
细胞分泌的最具有特征性的细胞因子，Th17 细胞亚

群是在研究自身免疫性疾病过程中发现的一类不同

于 Th1、Th2、调节性 T 细胞（Treg 细胞）等细胞亚

群的 CD4+ T 细胞亚群。IL17 具有抗感染和促炎反

应的双重作用，IL17 参与宿主防御，特别是对细胞

外的细菌及真菌的防御作用，在固有免疫水平和适

应性免疫水平中均具有重要的抗感染作用。IL17 作

为重要的炎症介质，与其受体特异性结合，主要通

过刺激靶细胞释放前炎症的细胞因子，诱导中性粒

细胞的活化与聚集，促进炎症反应及自身免疫性疾

病等的发生和发展，并诱导相关炎症因子的基因表

达，同时也能促进 T 淋巴细胞的活化与增值［1］。IL17
及 IL22 的受体可在血脑屏障的内皮细胞中表达，进

而破坏血脑屏障的完整性，致 Th17 细胞有效地通过

血脑屏障，大量表达颗粒酶 B，杀死神经元，募集

CD4+ 淋巴细胞诱导中枢炎症反应。 

2　IL-23

IL-23 被认为是在 IL17 调节免疫反应中最重要

的细胞因子，属于 IL-12 家族的一类促炎因子，主

要由巨噬细胞和树突细胞产生，在 Th17 细胞的增值

与功能的维持方面起一定作用。也有研究报道 IL23
与 IL-1β、IL6 等细胞因子参与了 Th17 细胞的分化，

但确切的机制未明确，重要的是 IL23 可诱导 IL17 的

释放，进一步刺激促炎因子如 IL6 的产生来扩大免

疫反应［2］。在大鼠中，IL23 表现为调节自身免疫炎

症的一个重要因子，进一步指明 IL23 在慢性炎症中

的作用。精神分裂症及其他许多精神疾病均以慢性

炎症为特点，该慢性炎症的分子机制及 IL23/IL17 轴

作用导致患者血脑屏障紊乱，诱导神经炎症及神经

改变，为精神分裂症的病理机制提供新的思路。

二　IL-23/IL-17 免疫轴与精神分裂症发病风

险因素

1　IL-23/IL-17 参与免疫炎症、氧化、氮化应

激的通路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免疫炎症、氧化与氮化

应激（IO&NS）通路参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

虽然目前 IL23/IL17 免疫轴在精神分裂症病理机制

IO&NS 通路中的作用还不十分明确，但已有初步

研究认为 IL23/IL17 在该通路中有重要性。IL17 通

过 ROS-NLRP3-caspase1 通路增强皮肤炎症防御，

NLRP3 是炎症复合体蛋白，激活半胱氨酸天冬氨酸

酶 1（caspase1）和活性氧（ROS）。在中风的患者中，

发现高水平的 IL17 及过氧化氢（LPH）作为一种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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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方式，导致中风后抑郁症状［3］。最近一项在实

验鼠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的研究［4］中发现，IL17 通

过产生大量 ROS 来破坏血脑屏障（BBB）。IL23/IL17
免疫轴通过 NO 通路来影响炎症性肠病（IBD）的

发病。

2　IL-23/IL-17 与肠道微生物关系

动物模型研究表明：正常的肠道菌群可以调节大

脑的发育及行为［5］。近来有大量研究指出肠道微生

物的功能涉及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机

制，微生物群可能通过改变免疫系统的功能来影响

认知和行为，故肠道菌群可能在人类精神疾病中发

挥重要作用。大脑和肠道之间的双向通路，涉及神

经、激素和免疫方面，这为肠道微生物在精神分裂

症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进一步证据。肠道微生物群

的构成可能会影响胃肠道屏障功能紊乱、炎症、食

物抗原的敏感性和代谢综合征，一些共生的微生物

可以穿过胃肠屏障，诱导免疫反应，包括慢性炎症

的持久状态。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血清细胞因子、趋

化因子、脂肪因子也与代谢综合征有关［6］。最近研

究发现，肠道微生物有助于肠内 Th17 细胞的发育［7］，

故肠道菌群可以促进肠道 IL17 的产生。在无菌鼠中，

肠道的分段丝状细菌可诱导中枢系统 Th17 细胞产生

IL17A，表明肠道菌群可以影响神经炎症。此外 IL23
也参与调节肠道炎症，IL23/IL17 轴的功能影响肠道

炎症逐渐得到关注，特别是涉及肠道炎症性疾病如

克罗恩病和炎症性肠病（IBD）［8］。以上研究表明肠道

菌群可能通过调节 IL23/IL17 轴来影响精神分裂症的

发病。

三　IL-23/IL-17免疫轴与精神分裂症

有研究报道首发未服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Th17
细胞被激活，并且血浆中 IL17 水平增高。El Kissi

等［9］研究表明在服药状态下精神分裂症急性期 IL17
的水平也增高。然而也有相反的结论，Borovcanin

等［10］研究发现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IL17 水平是降低

的，Dimitrov ［11］研究认为 IL17 水平降低，并且 IL17
水平的降低与 PANSS 的阳性症状分、一般病理学症

状分、总分有相关性。最近的一项研究提示精神分

裂症与健康对照组间的 IL17 水平没有显著差异性。

这些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是与方法的偏差，疾病的

状态、样本量的大小有关。

O’Connell 等［12］首次发现在长期服用抗精神病

药物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IL23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

升高，也有研究指出首发及复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IL23 水平均升高，且经过 4 周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后两组 IL23 水平仍是高的，表明 IL23 可能是一个

特征性的标志物。一项女性精神分裂症服用氯氮平

的研究中发现，IL17 及 IL23 水平均增高。这些研究

结果提供了 IL17/IL23 轴的异常在精神分裂症中的证

据。

目前，涉及 IL23/IL17 免疫轴的因子及其受体

的靶向治疗已成为免疫介导疾病的一个潜在治疗策

略。许多药物通过阻断 IL17 及 Th17 细胞通路来治

疗银屑病及关节炎，重要的是，研究显示精神分裂

症患者增加上述疾病的风险，可能是因为有共同的

潜在致病基因，因此 IL23/IL17 轴可能是治疗精神分

裂症的一个潜在方向。塞来昔布是一种选择性环氧

化酶 -2（COX-2）抑制剂，主要功能是抗炎和止痛，

通过阻断 COX-2 介导的血管通透性，因此能够阻止

促炎性细胞、蛋白质和酶的外渗。可能影响 IL17 的

代谢，其联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研究

显示，可表现良好的效果，且不良反应也没有增多。

Emsley 等［13］研究提示 ω-3 脂肪酸在精神分裂症等

精神疾病的临床获益是较明显的，脂肪酸可以调节

炎症反应，减少炎症性细胞因子的产生。Shoda 等［14］

研究显示食物中的脂肪酸通过抑制 TH1 和 Th17 细胞

功能来抑制鼠模型的自身免疫性葡萄膜炎。最近的

一项研究［15］表明，塞来昔布或 ω-3 脂肪酸或二者分

别与利培酮联用均能改善由安非他明诱导的精神分

裂症鼠模型的阳性、阴性及认知症状，认为它们对

行为的影响可归于它们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这些

发现表明各种抗炎药，可能通过影响 IL23/IL17 免疫

轴的调节作用来作为一种辅助的抗精神病药物。

总之、精神分裂症是一组多因素致病的临床综

合征，尽管病因尚未明确，但个体的易感素质和外

界环境的不良因素都可能通过体内生物因素作用导

致疾病的发生。IL23/IL17 免疫轴参与调节多种免疫

疾病反应，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及治疗均有一

定联系，应进一步研究 IL23/IL17 免疫轴潜在的分子

生物学机制，丰富精神分裂症的免疫炎症假说，为

治疗提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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