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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前额叶皮层与免疫机能的关系 

I．损毁前额叶皮层对猕猴淋巴细胞免疫机能的影响 

王桂兰 马原野1／ 田保平 号 

65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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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临床细胞免疫学检测方法，对损毁大脑前额叶背外侧部皮层手术前、手术后 7天 

和手术后 30天的猕猴外周血液淋巴细胞的 4种免疫花环 (Et、Ea、ZYC和 ME花环)进行了 

跟踪监测．并与假手术组进行对照 结果表明：损毁大脑前额叶皮层后，其外周血活化 T淋巴 

细胞花环率 (Ea)羊̈ B淋巴细胞的小鼠红细胞花耐；率 (ME)均在手术后 7天显著下降；直到 

手术后 30灭仍显著低于手术前。而总 T淋巴细胞花环辜 (E[)和酵母多糖补体复合物花环辜 

(ZYC)则在手术后 7天显著 F降．在手术后 30天卫回复。这些结果提示：大脑前额叶皮层对 

机体免疫机能具肯 ·定的调节联系作用，损毁大脑前额叶皮层后，可引起机体淋巴细胞免疫功 

能下降，其作用机坪 尚待进 一步研究。 

i 关蝴 
．免疫 调⋯戆 黟．／勾- ，、 r—————一·————～’ ； 每 t f ．、 

神经系统功能与免疫系统功能之 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 

要研究领域。许多实验证据表明；在神经和免疫系统之间，存在着双向联系和相互作用。 

Reilly(1976)发现：在淋巴组织中有神经分布，而淋巴细胞表面存在着神经样受体，逸 

支持了神经系统可能会影响淋巴细胞机能的假说。 中枢神经系统能调节和影响外围器官， 

如能通过神经内分泌传递和自主神经系统的连接调节淋巴器官。损伤大脑、尤其是损伤下 

丘脑会改变各种 免疫活 性指标 (Neveu，1986；lsakovic，l973；Jankovic，1973；Cross， 

1980)。另一方面，免疫系统本身也可产生和释放某些活性因予，如 ACTH。阿片肽，促 

甲状腺素等，对神经和内分泌系统进行反馈调节。Smith(1985)认为：神经内啡肽具有 

神经递质的活性，与大脑和免疫系统之 形成直接的联系。前额叶是位于人类和非人灵长 

类额部运动皮层之前的一块高度发达的新皮层，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前额叶皮层与人及动 

物的认知和行为编程 (behavioural programmed)有关，但神经解剖学的证据表明：前额 

叶皮层与脑的许多部分如下丘脑、海马、杏仁核等边缘系统存在着紧密的双向纤维联系 

(Goldman，l987)。马原野等 (1989)认为：前额叶是“脑 中之脑”，具有协调机体与外 

界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调控功能，因此在研究前额叶的生理功能时，有必要考虑前额叶在维 

持机体内稳态 中的作用及其与免疫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本研究用临床细胞免疫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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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损毁大脑前额叶背外侧部皮层的猕猴手术前、后的外周血液淋巴细胞免疫学指标进 

行了一系列跟踪监测，旨在探讨前额叶皮层在神经免疫调节中的作用，这对于研究人及灵 

长类动物前额叶生理功能的多样性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l 材料和方法 

I．1 实骚动物厦方法 

本实验共用 6只成年雄性恒河猴 (Macaca mulatta)，其 中4只作为损毁前额叶手术 

组，考虑到因手术刺激和外伤感染可能带来的误差，特对另外2只恒河猴施行了假手术， 

作为对照组。 ’ 

1．2 手术操作 

图1 损毁猕猴大脑前额叶背外删邮皮层区域(阴影区域) 

Fig 1 The biolateral dorsal—lateral prefronal cortex 

lesionin rhesus monkey(shadow area) 

1．2．1 损毁前额 叶手 术 选 用健 

康、无临床症状的 4只成年雄性猕 

猴，用盐酸氯胺酮麻醉后，剃去头顶 

中部的毛发，沿剃去毛发的矢状区域 

’ 切开头皮，小心将头皮、颞肌分离， 

暴露颅 骨 ，切 下 4×3(cm)的颅 骨 

(浸泡于生理盐水中备用)，揭开硬脑 

膜，用负压吸引嚣／J~,t5吸去前额叶背 

外侧部皮层细胞 (如图 1所示区 

域)，缝合硬脑膜，小心盖上颅骨， 

用牙托粉粘合颅骨，缝合皮肤，手术 

后动物单独笼养 1周，头 3天肌注青 

霉素 G钾 (80万单位／天)，1周后 

放回大笼群养。 

1．2．2 假损毁前额叶手术 选用健康，无临床症状的两只成年雄性猕猴，用盐酸氯氨酮 

麻醉后，剃去头顶中部的毛发，沿剃去毛发的矢状区域切开头皮，小心将头皮、颞肌分 

离，暴露颅骨，用生理盐水清洗创面，然后缝合皮肤。假手术后，动物单独笼养一周，头 

3天肌注青霉素 G钾 (80万单位／天)，l周后放回大笼群养。 

1．3 细胞免疫学指标的测定厦方法 

手术组和假手术组的 6只动物均在手术前、手术后 7天和手术后 30天用盐酸氯胺酮 

麻醉，自后肢静脉采血，进行各项指标的测定。 

1．3．1 细胞悬液及补体复合物的制备 1)猕猴淋巴细胞悬液的制备 采猕猴外周血以肝 

素抗凝，用淋巴细胞分离液 (Jk海试剂二厂出品)分离淋巴细胞，以无钙镁 Hank s液洗 

3次，调节细胞浓度为 2×10 个／ml备用。2)绵羊红细胞悬液的制备 自绵羊颈静脉采 

血，用 Alsever／s液抗凝，用 Hank~s液洗 3次，调节细胞浓度为 2×10 个／ml和 2×10 

个／ml备用。3)酵母多糖补体复合物 ZYC的制备 取酵母菌千粉混悬于生理盐水中， 

90℃水浴 100 min，1000 r／min离心 5 min，弃上清，生理盐水洗 3次，加入等体积的 

小鼠血清，37℃水浴温育 30 rain，再用生理盐水洗 3次，配成 4_一5×10 ／ml的浓度备 

用。4)小鼠红细胞悬液的制备 自小鼠心脏取血，以 Alsever／s液抗凝，用生理盐水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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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配成 1％的浓度备用。 

1_3．2 各种细胞免疫花环的形成 1)总 T淋巴细胞玫瑰花环 (Et)形成 参照陶义训， 

章谷生等 (1983)的方法，绵羊红细胞与猴淋巴细胞之比为 80—100：l 细胞悬液于 500 

r／min离心 5 min，置 4t2保存 2 h；0．25％戍二醛固定，轻轻混匀后涂片，Giemsa染 

色，镜检计数200个淋巴细胞。2)活化T淋巴细胞玫瑰花环 (Ea)形成 参照陶义切l等 

(1983)的方法，绵羊红细胞和猴淋巴细胞之比为 8一l0：l}混合后混悬液经 500 r／min 

离心 5 min．0 25％戊二醛固定，轻轻混匀涂片，Giemsa染色，镜检计数 200个淋巴细 

胞。3)B淋巴细胞的酵母多糖补体复合物花环 (zYc)的形成 参照贲昆龙等 (1982) 

的方法，淋巴细胞与酵母之比按 1：200的比例混合后，37℃温浴 5 min，500 r／min离 

心 5 min，4℃静置 1—2 h，0．25％戊二醛固定，混匀涂片，Giemsa染色，镜幢计数 200 

个淋巴细胞。 4)B淋巴细胞的小鼠红细胞花环 (ME)的形成 参照陶义训等 

(1983)的方法，淋巴细胞悬液 (2×10 个 ／m1)与 l％的小鼠红细胞悬液等量混合， 

37℃水浴 10 min，500 r／min离心 5 min，4t2放置 2 h，0．25％戊二醛固定，轻轻混匀后 

涂片，Giemsa染色，镜检计数。 

2 结果 

损毁大脑前额叶皮层前后不同时期，猕猴外周血液总 T淋巴细胞玫瑰花环 (Et)和 

活化 T淋巴细胞玫瑰花环(Ea)的测定结果如表 l和表 2。 

由表 l可见：损毁大脑前额叶皮层手术后 7天，猕猴外周血总 T淋巴细胞的绵羊红 

细胞玫瑰花环率 (Et)从手术前的 6l_82±2．375％下降到 51．5±5．96％，(P<0．05)，而 

手术后 30天 Et回升到 59．57±1．97％与手术后 7天形成显著差异 (，<O．05)，而与手术 

前无明显差异 (，>0．05)。假手术组手术后 7天和手术后 30天均与手术前无明显差异 

(，>0．05)。 

表 1 损毁猕猴大脑前额叶皮层手术前后外周血总 T淋巴细胞的玫瑰花环(EtJ的测定 

Tab．1 The changes of total SRBC rosette formation cell(Et)in pedpher丑】 

blood lymphoid cell of rhesus monkey during prefronal cortex lesions (％J 

A：手术前(befbre ol：．eration)~B：手术后 7~(7th day after operation) 

C：手术 30~(30th day after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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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损毁猕猴大脑前额时皮层手术前后外周血活化T淋巴细胞《E曩瑚 玫瑰花环测定 

Tab．2 The changes of activity SRBC rosette formation cell(E0 in peripheral 

blood lymphoid cell of during p~efronal cortex lesions of rhesus monkey (％) 

A：手术前(before operation)~ 手术后 7天f7【h day after operation)l 

c：手术后 30~(30th day alter operation)。 

由表 2可见：损毁大脑前额叶皮层手术后 7天，猕猴外周血活化 T淋巴细胞的绵羊 

红细胞玫瑰花环率 (Ea)从手术前的 32．03±6．0％下降到 18．925±1．59％，(P<0．05)， 

手术后 30天 Ea仍维持手术后 7天的水平，花环率为 l5．04±3．718％，仍显著低于手术前 

(尸<0 01)。假手术组手术后 7天和手术后 3O天均与手术前无明显差异 (尸>0．05)。 

损毁大脑前额叶皮层前后不同时期，猕猴外周血 B淋巴细胞的酵母多糖补体复合物 

玫瑰花环 (zYc)和小鼠红细胞玫瑰花环 (ME)的测定结果如表 3和表 4。 

由表 3可见：手术后 7天，B淋巴细胞的酵母多糖花环率 (zYC)从 手术前的 

l8．175±0．96％降到 16．187±1．625％，手术后 3O天，ZYC 花环率又回升到 23．458± 

3．18％，显著高于手术前和手术后 7天 (尸<0．O1) 假手术组在手术前和手术后均无显著 

性差异 (尸>0．05)。 

表 3 损毁猕猴大脑前额叶皮层手术前后外周血 B淋 巴细胞酵母多糖补体 

复台物(zYc)玫瑰花结百分率的变化 

Tab．3 The changes of pe|cent丑ges of ZYC rosette formation cell in eripheral 

blood B lymphoid ceB of during prefronal COrteX lesions of rheas monkey 

A：手术N(before operation)t B．手术后 7 5~(7th day alter operation) 

c：手术后 30~：(30th day after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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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可见：手术后 7天，小鼠红细胞花环率 (ME)从术前的 7．35±1．49％下降到 

2．475=0．71％；手术后 30天，ME花环率仍维持手术后 7天的下降水平 (ME 2．6± 

1．45％)，显著低于手术前 (，<0 001)。假手术组在手术前和手术后均无显著性差异 

(P>0 05) 

表 4 损毁大脑前额叶皮屡手术前后外周血 B淋巴细胞小鼠红细胞【ME)玫瑰花结百分率的变化 

Tab．4 The changes of percentages of M E rosette formation ceU in perlpheral 

blood B lymphoid cell of during prefronal cortex lesions of rhesus monkey 

A：手术前【bef0re operatJoⅡ) B：手术后 ，~(7th da after operation)~ 

C：手术后 30无(30th day after operation) 

3 讨论 

在中枢神经系统对免疫系统的调节方面，了解比较详细的是调节免疫和神经内分泌的 

胸腺一下丘脑一垂体一肾上腺轴回路。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台成分泌的细胞因子，在“神经 

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中起重要作用；人和灵长类高度发达的大脑皮层，具有免疫调控作 

用，并存在左右不对称性和分区管理现象 (Neveu，1986；李求是等，1986)。前额叶皮 

层对免疫机能的调节作用目前虽无充足的研究资料，但一些研究资料表明：前额叶皮层与 

脑的 许多部分如 下丘 脑、海马、 杏仁核等边 缘系统存在 着紧密的 双向纤维 联系 

(Goldman．1987)。哺乳动物的边缘系统是学习记忆、情绪控制和免疫调节的重要结 

构。电解损毁双侧杏仁核后，T淋巴细胞和 B淋巴细胞的功能均增强 (钱程等，1989)： 

电解损毁室旁核后，大鼠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及非特异性免疫均增强 (陈先文等， 

1993)}损毁大鼠下丘脑弓状核后可引起机体免疫功能的抑制，表现出皮肤迟发性超敏反 

应受到抑制，脾抗体形成细胞溶血反应减弱，脾淋巴细胞对丝裂原 ConA、PHA的反应 

性降低，以及脾淋巴细胞自然转化率下降 (苗维纳等，1989)。研究表明：高度进化的灵 

长类动物前额叶也具有边缘系统的类似功能，但可能比边缘系统更高级 (Goldman， 

1987)。从本研究结果看，损毁猕猴的大脑前额叶皮层，其外周血的 T淋巴细胞的 Ea 

(活化 T细胞)花环率和 B淋巴细胞的 ME (小鼠红细胞)花环率均在手术后 7天显著下 

降，直至手术后 30天仍处于显著下降水平；T淋巴细胞的 Et(总 T细胞)花环率和 B淋 

巴细胞的 ZYC (酵母多糖补体受体)花环率均在手术后 7天显著下降，而手术后 30天 

升回复到术前水平；这些结果表明：大脑前额叶皮层对机体免疫机能具有一定的调节联 

系，损毁大脑前额叶皮层，可引起机体淋巴细胞免疫功能下降，表现为部分淋巴细胞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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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 (Ea和 ME受体)括性在手术后 30天仍处于下降水平，而另一部分淋巴细胞表面 

受体 (Et受体和 zYc受体)括性在短期内处于下降水平，在手术后 3O天又可回复。这 

与损毁下丘脑弓状核引起的免疫抑制有其类似之处，而与损毁杏仁棱、室旁棱引起的免疫 

增强效应相反。这提示大脑前额叶皮层不仅在解剖结构上与下丘脑 杏仁棱、室旁棱等边 

缘系统存在着相互联系，而且在对免疫机能的调节方面也具有边缘系统的类似作用，并可 

能存在着一定的相互联系，其作用途径和机理尚待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马原野，蔡景霞，1989 非^灵长粪大咕前额叶皮层在空间视觉延缓反应过程中的作用 海军医专学报。11(3)i 207— 

212 

陈先文，椽光尧，张着行，1993．电解损疑室旁棱对免疫机能的影响．中国免疫学杂志，9(2)：87—88 

苗维纳，茅子均，刘世育，1989．电解损毁大鼠弓状棱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 中国免疫学杂志，5(2)；84 87 

贲昆龙，藏 伟，宋宝云等。l982．灵长类淋巴细胞亚群的研究 动物学研究，3(41-403—4ll 

陶义训，章各生。l983 临床免疫学植验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l4—66 

钱 程，扬贵贞。1993．杏仁棱损疑拮抗应擞介导免疫抑翩效应的实验性研究 中国免疫学杂志，9(4)j 219—221 

Cross R J Markeshe ry W  R．Broaks W  H et at,I980．Hytophalamicimmune interactions I The acute effect of ante- 

rior hypothalamic lesions on the immmune response Brain Res．196：79—87 

Goldm ann—Rakic P S．1987 Cricuitry of primate prerontal cortex and regulation of behavior by representational 

memory．In：Plum F ed，Handbook of physiology—the nervous system V．Betheda，M D：Amaf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 373 417 

Isakovic K Jankovic B D，1973 Neuroendocfine correlates of im mune responses Ⅱ Changes in the lymphatic or- 

gsns of brain—lesioned rats．1nt Arch Allergy．45：373—384 

Jankovic B D，Isakovic K． 1973 Neuroendocrine correlates of immune responses I Effects of he ianlesions on 

antibody production Arhusreactivity and delayed hypersensitivity．／nt Arch．Allergy p̂讲 Immuno1 45： 

360-372． 

Neveu P J，Taghzouti K Danlzer R et al，1986．M odulation of mitogen—induced lymphopro—liferahon by cerebcral 

neocortex L埔 Sciences．38：1907一I9 

Reilly F D，I976 Studies of the hemopoitic microen vironment．Ⅷ Adrenergic and cholinergic innervation of the 

murine spleen Anat．Rec．105 100 

Smith E M ， Harbour—Memenamin D 1985 Lymphocyte production of endoroins and endorphin—mediated 

immunoregulatory activity lmmunot,l35(2]：779s一782s 

THE RELAT10NSHIPS BETW EEN PREF0RNTAL C0RTEX AND 

lM M UNE SYSTEM 

I．Effects of biolateral dorsal—lateral prefronal cortex 

lesion ouimmtmity oflymphocytein rhesusmonkeys 

W ang Guilan M a Yanye Tian Baoping 

(Kunming Institute ofZo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 Kunming 650223) 

Abshaet 

The percentage of the rosette formation cell，such as Et，Ea，ZYC and M E of peripheral 

blood of lymphoid of rhesus monkey with and without prefronal cortex lesions were ex- 

aminated at 7th day and 30th day after operation with immune～rosette technique．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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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 壬桂兰等：大脑前额叶皮层与免疫机能的关系 j 损毁前额叶皮屡对赫准淋巴细胞免疫机能的影响 21 1 

were asfoBows： 

1．The percentage of Ea and M E decreaced statistically at 7th day to 30th day after 

prefronal cortex biolateraI】esions． 

2．The percentage of Et and ZYC decreaced statistically after biolateral lesions 7th day 

and has recovered at 30th day after operation． 

This suggested that prefronal cortex might modutate the immunity of organism The 

mechanism of modulated will be studied further． 

Key words Perfronal cortex，Lymphcyte．1mmunity modutation 

韶 露 韶 窜 韶 窜 窜 窜 窜 强 窜 韶 窜 韶 强 国 馥 韶 韶 摩 韶 韶 韶 韶 

( 接第 162 

6 异色多纹婧 (Deielia廊  Setys) 

触角 6节，第 2节只具锥状感受器。第 3节上的感受器不像前述种类排列成 1行，而是纵向分散着 

生干该节一侧，计有 29—31个，其中腔锥感受器在 80％以上，少量板状感受器分散着生。在触角第 3 

或第 4节上一般有组台腔锥感受器 I一3个 (图 7)。 

7 双横赤螬 (Sympetr~mtuptam Needham) 

触角 6节，第 2节只具锥状感受器。第 3节上的感受器较均匀地排成 I行，计有 l1一l3个，其中瞠 

锥感受器 占总数的 70％以上，少量板状感受器分散在腔锥感受器之间 (图 8)。 

8 褐带赤螭 (SympeOx~ pedemontamunAllloni) 

触角 6节，第 2节只具锥状感受器。第 3节上的感受器不均{；}=地分散着生干该节一侧，计有 l 3— 15 

个，其中腔锥感受器在65％以上，少量板状感受器分散在腔锥感受器之间 (图9)。 

将以上 8种蜻蜒与以前观察过的种类 (韩凰英，l993，1994)进行比较，发现束翅亚目和差翅亚目 

之间触角及其上的感受器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束翅亚目的种类触角都为 4节，第 3节上只具锥状感受 

器，第4节仅基芈部具有感受器。而差翅亚目的种类触角6节或7节，(春蜒科的为4节) 第 3节上无 

锥状感受器，第4节上的感受器不仅分布干1袤节的基半部。在差翅亚目中，不同科、不同属及同属内不 

同种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如蜻科：触角 6节，第3节上一般无组台腔锥感受器，而腔锥感受器的 

数量较多，占j袤节感受器总数的 5O％以上。蜒科的种类触角 7节，第 3节上的腔锥感受器数量较少，一 

般在该节感受器总数的 40％以下。再如蜻科中的赤蜻属，触角第 3节上感受器的数量 (平均)不到 25 

个，这些感受器都分布于该节一侧纵排成 1行或基本成 1行 而灰蜻属的种类触角第 3节感受器的数量 

(平均)在 29个以上，这些感受器都分布干该节一侧，纵向分散着生在 1个带状区域里，与赤蜻属有明 

显区别。在同属内不同种之间感受器也存在明显差异。总之，蜻蜒触角上的感受器在不 同的分类阶元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在同一阶元内，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认为，蜻蜒触角上的感受器在蜻蜒 目昆 

虫分类中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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