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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绝经后妇女雌激素缺乏与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改变的关系研究
吴迎星谭家余吴赛珠翁心植黄湘
【摘要】

崔海宏裘宇容

目的通过多省市流行病学调查，探讨绝经后妇女血清性激素水平与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方法

以８１６例健康绝经后妇女为研究对象，３６９例未闭经妇女为对照组，用放射免疫法测定

瓶清促卵泡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垂体泌乳素（ＰＲＬ）、睾酮（Ｔ）、游离睾酮（Ｆｒ）、１７～口雌二醇（１７ｐ—Ｅ２）及孕
酮（Ｐ），用流式细胞仪测定Ｔ淋巴细胞亚群。结果与对照组相比，绝经后血清１７口一Ｅ２，Ｐ水平明显下降，闭经后
１７ｐ岛仍有下降趋势，＞７０岁Ｐ有所回升，Ｅ２／Ｐ比值随增龄明显下降。闭经后Ｔ明显升高，但ＦＴ变化不明显。
血清ＦＳＨ，ＬＨ浓度随增龄增加，绝经后各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但闭经后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ＰＲＬ值有所下降，但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经线性相关分析，１７ｐＥｚ，赐／Ｐ与年龄呈负相关（ｒ＝一０．４７２，
Ｐ＜Ｏ．００ｌ；ｒ＝一０．２２１，Ｐ＜０．００１）。Ｃ耽＋，ＣＤ４＋在≤６０岁与对照组相比变化不明显，＞６０岁Ｃ【）３＋有所下降，
ＣＤ４＋则明显下降，Ｃ臁＋绝经后各组与对照组相比无变化，ｃＤ４＋／ｃＤ８＋比值随增龄明显下降。经线性相关分析

Ｃ１１＋，Ｃ１１＋与年龄呈负相关（ｒ＝一０．２２４，Ｐ＜０．０５；ｒ＝一０．２９８，Ｐ＜０．００１）。经线性相关分析吸＋，ＣＤ４＋与Ｅ２
呈正相关（ｒ＝０．３５６，Ｐ＜０．００１；ｒ＝０．４５４，Ｐ＜０．００１），而ｃＤ８＋与Ｅ２无相关。以年龄、体重指数及各项性激素指
标为自变量，分别以Ｃ耽＋，ｃＤ．＋及ＣＤ８＋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显示，ＣＤ３＋，ＣＤ４＋只与年龄、岛相关。对绝经
后匕按四分位数（１５．６６，２７．０５，５７．８０ｐｍｏｌ／Ｌ）进行分层，比较Ｔ细胞亚群的变化，结果显示，随血清Ｅ２水平降低，
Ｃ１１＋，ＣＤ４＋及ＣＤ４＋／ＣＤｌｊ＋则降低，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ＣＤ８＋变化不明显。结论提示绝经后妇女Ｔ细胞亚群改
变可能与Ｂ缺乏有关。

【关键词】雌激素，绝经后；雌二醇；Ｔ淋巴细胞亚群；流行病学研究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ｅｘ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Ｔ ｃｅｌｌ ｓｕｂｓｅｔ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ｗｏｍｅｎ
ＷＵ Ｙｉｎｇｘｉｎｇ，ＴＡＮ Ｊｉａｙｕ，ＷＵ Ｓａｉｚｈｕ，ＷＥＮＧ Ｘｉｎｚｈｉ，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ＣＵＩ Ｈａｉｈｏｎｇ，ＱＩＵ Ｙｕｒｏｎｇ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ｆａ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５１５，Ｃｈｉｎａ
Ｄｅｐ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ｅ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ｅｔ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ｗｏｍｅ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ＳｅｍｒＴｌ

ｏｆ 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ｘ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Ｔ ｃｅｌｌ

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１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ＬＨ），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ＰＲＬ），１７ｐ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１７１３－Ｒ），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Ｐ），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ＦＴ）ｗｅｒｅ
ｍｅ目Ｓｕｒｅｄ ６ｙ ｒａｄｉｏ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Ｔ ｃｅｌ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１７１３－Ｅ２

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ｂｕｔ

ａｎｄ Ｐ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Ｐ艘ａｇａｉｎ

ｓｕｂｓｅｔｓ ｂｙ ｆｌｏⅣｃｙｔｏｍｅｔ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ｇｒｏｕｐｓ

７０，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ｏ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 １７１３－Ｅ２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ｄ 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ｔｒｅ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Ｅ２／Ｐ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ａｇｉｎｇ．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ｂｕｔ ＦＴ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ＦＳＨ ａｎｄ Ｌ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ＲＬ ｈａｄ

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ｔｒｅｎｄ，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９７３”资助项目（Ｇ２０００５７００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９６００１６９）；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
骨干教师资助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１００８５０北京，解放军６１５１７部队门诊部（吴迎星）；５１０５１５广州，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心血管内科（谭家余，吴
赛珠），消化科（崔海宏），检验科（裘玉容）；１０００２０北京，首都医科大学红十字朝阳医院（翁心植）；７３００５０兰州，兰州市西固区医院（黄湘）
作者简介：吴迎星，女，医学学士，副主任医师
通讯作者：吴赛珠，电话：１３８２９７６６６３３，Ｅ．ｍａｉｌ：ｗｕｓａｉｚｈｕ＠ｆｉｍｍｕ．ｃｏｒｎ

万方数据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３年６月第２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Ｍｕｌｔ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１７ｐＲ ａｎｄ Ｂｅ／Ｐ ｗｅｒ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一０．２２１，Ｐ＜０．００１）．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 Ｄ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６０．Ｃ珐＋ｈａｄ

ｎｏ

ｙｏｕ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ｌｌ １·

２００３ Ｖｏｌ ２ Ｎｏ 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一０．４７２，Ｐ＜０．００１：ｒ＝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ＣＤ广ａｎｄ

Ｊｕｎｅ

ＣＤ４＋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ｕｎｔｉｌ ６０，ｂｕｔ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Ｄ４＋／Ｃ珐＋ｒｅｄｕｃ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ａｇｉｎｇ，ＣＤ３＋

ＣＩ）４＋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ｇｅ（ｒ＝一０．２２４，Ｐ＜０．０５；ｒ＝一０．２９８，Ｐ＜０．００１）．Ｂｙ 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ｘ）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０．４５４，Ｐ＜０．００ １），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ａｎｄ岛．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ａｇｅ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ｎｏｔ

ｔＯ

ｔｏ

ｗａｓ

Ｂｅ

ａｎｄ

ｃｏ卜

ｃＩ％＋，ＣＤ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０．３５６，Ｐ＜０．００１：ｒ＝

Ｃ晚＋．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Ｄ３＋ａｎｄ ＣＤ４＋ｏｎｌｙ ｈａ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 ｃｅｌｌ ｓｕｂ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Ｅｅ，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ｗａｓ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ａｃ—

ｑｕａｒｔｉｌｅ（１５．６６，２７．０５，５７．８０ｐｍｏｌ／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Ｃ耽＋，ＣＤ４＋ａｎｄ ＣＤ４＋／ＣＤ８＋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ｂｌｏｏｄ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Ｂ．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 ｃｅｌｌ ｓｕｂｓ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Ｂ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ｗｏｍｅ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ｔｘ）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Ｔ

绝经后妇女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发生了明

ｃｅｌｌ ｓｕｂｓｅｔ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ｅｒｏｎｅ，Ｐ），ＦＴ试剂盒由美国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ａｂ—

显改变，已证实性激素可引起胸腺重量、细胞总数、

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提供，其余购自天津九鼎生物医学工程有

哺育细胞数、Ｔｈｙ一１＋和Ｌ３Ｔ４’细胞数的明显变
化¨’２ ｏ。但雌激素缺乏是否与外周血Ｔ细胞亚群改

数器（ＳＮ一６８２型）检测，结果以平行双管的均值表

变有关还少有报道。本文旨在通过流行病学调查，

示。批内差异＜８．５％，批间差异＜１１％。

限公司，使用上海核辐光电仪有限公司生产的７一计

探讨绝经后妇女性激素水平和Ｔ细胞亚群随增龄

１．３．２

的变化规律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流式细胞仪检测，试剂盒为单抗ＣＤ４＋一Ｆ１丁Ｃ／呱＋一

１材料与方法

Ｔ细胞亚群采取免疫荧光法

用美国Ｅｌｉｔｅ

ＰＥ／ＣＤ３＋一ＰＥ—ＣＹ５（Ｉｍｍｕｎｏｔｅｃｈ ＯｐｔｉＣｌｏｎｅ公司产
品），同型对照抗体，用Ｏｐｔｉｌｙｓｅ Ｃ红细胞裂解液。

１．１研究对象以健康绝经后妇女８１６例为研究对

１．３．３统计学处理各指标数据用互±Ｓ表示，美国

象，均闭经＞１年，分为Ａ组２５５例，平均年龄（５２±

ＳＰＳＳ

５）岁（４２～５９岁），Ｂ组２３４例，平均（６３±５）岁（６０

ｗａｙ

～６９岁），Ｃ组３２７例，平均（７２±４）岁（≥７０岁），另

多元回归分析及线性相关分析检测绝经后妇女各指

外未闭经健康妇女３６９例为对照组，平均（４３±８）岁

标间的相关性，并对Ｅ：进行四分位分层来探讨Ｔ

（２０～５３岁）。受检者半年内均无肝、。肾等内科疾

细胞亚群随Ｅ２水平下降的变化。

１０．０软件包处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

ＡＮＯＶＡ），组内两两比较采用ＳＮＫ法，同时用

病，无免疫及内分泌系统疾病，未服激素类药物及行
外科手术，２周内无急性感染性疾病。

２结果

１．２标本采集一般资料通过填写预先设计好的表

２．１绝经后妇女一般情况、血清性激素水平及外周

格获得。血标本采于北京、兰州、广州、南京及桂林

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值绝经后妇女体重指数和收

等１１个城市。对照组月经均正常，在月经后１３ｄ内

缩压升高（表１）。与对照组相比，绝经后血清１７ｔ３一

采血。所有对象于清晨６：００～８：００采空腹肘静脉
血１２ｍｌ，每人３管，其中一管用ＥＤＴＡ抗凝。外地
采血要求装箱后（内置冰块）立即乘飞机返回，６ｈ内
分离血标本，性激素集中检测，血清放入一７０℃超低
温冰箱内冻存，Ｔ淋巴细胞亚群立即检测，所有工作
分组同时进行。
１．３方法与试剂
１．３．１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清促卵泡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１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垂体泌乳素（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ＰＲＬ）、睾酮

Ｅ２，Ｐ水平明显下降（表２），闭经后１７／３一Ｅ２仍有下降
趋势，Ｐ浓度于＞７０岁有所回升，Ｅ：／Ｐ比值随增龄
明显下降。血清ＦＳＨ，ＬＨ浓度随增龄明显增高，
ＰＲＬ变化不明显；闭经后Ｔ明显升高，但Ｆｒ变化
不明显（具体数据略）。经线性相关分析，１７１３一Ｅ２，
Ｅ２／ｐ与年龄呈负相关（＝一０．４７２，Ｐ＜０．００１；
，－＝一０．２２１，Ｐ＜０．００１）。
２．２绝经后妇女ＣＤ３＋，ＣＤ４＋在６０岁以前与对照

组相比变化不明显，６０岁后∞＋有所下降，ＣＤ４＋则

（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游离睾酮（ｆｒｅｅ 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ＦＴ）、

显著下降，Ｃ风＋绝经后各组与对照组相比无变化，

１７—０雌二醇（１７一ｐ 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１７８．Ｅ２）及孕酮（ｐｒｏｇｅｓｔ—

ＣＤ４＋／ＣＤ，＋比值随增龄下降明显。经线性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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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一般资料
指标
例数

对照组

闭经后－５９岁（Ａ组）

３６９

２５５

６０－－６９岁（Ｂ组）

≥７０岁（Ｃ组）

２３４

３２７

年龄

４３±５

５２±５

６３±３

７２±２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２３±２

２５±２～

２５±４—

２５±２”

心率（次／ｍｉｎ）

７４±７

７２±６

７２±９

７４±１０

收缩压（ｎｍｌＨｇ）

１１９±１６

舒张压（ｎｍｌＨｇ）

７９±Ｊｌ

１３１±２１”一

１３４±２４～

１３０±２２”。

８３±１５

７９±１２。

８ｌ±１９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ｌ，与对照组比较；５ Ｐ＜０．０５，与Ａ组比较

ＣＩ），＋，ＣＩ）４＋与年龄成呈负相关（厂＝一０．２２４，Ｐ＜

水平降低，ＣＤ，＋，ＣＤ。＋及ＣＤ４＋／ｃＤ８＋降低，差异具有

０．０５；ｒ＝一０．２９８，Ｐ＜０．００１）（表２）。

显著性意义，ＣＤ８＋变化不明显。

２．３线性相关分析显示ＣＩ），＋，ＣＤ。＋与Ｅ：呈正相
关（ｒ＝０．３５６，Ｐ＜０．００１；ｒ＝０．４５４，Ｐ＜０．００１），

３讨论

而ＣＩ）｝｛＋与岛无相关。以年龄、体重指数及各项性

衰老为生物生命周期的后期阶段，随年龄增长，

激素指标为自变量，分别以（：Ｂ＋，ＣＤ４＋及ＣＤ８’。为因

整个机体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均逐渐衰退，特别是性

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显示，ＣＤ３＋，ＣＩ）４＋只与年龄

腺轴发生了明显改变。本研究显示，随增龄绝经后

（偏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１２４；一０．１８５）和Ｅ２

妇女１７８一Ｅ，，Ｅ２／Ｐ均显著降低，Ｔ则相反；ＦＳＨ，ＬＨ

（０．２２４；０．３８３）相关。由于Ｅ，，ＣＤ３＋和ＣＤ４１均与年

绝经后明显增加，而ＰＲＬ变化不明显。这说明随年

龄相关，为排除年龄的影响，按四分位数（１５．６６，

龄增长，卵巢功能逐渐衰退，其合成和分泌雌激素的

２７．０５，５７．８０ｐｍｏｌ／Ｌ）对绝经后Ｅ’进行分层，比较Ｔ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表３），结果显示，随血清Ｅ：

能力降低，从而反馈性地使垂体分泌ＦＳＨ，ＬＨ增
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并未发现女性ＦＴ

表２血清性激素水平及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值

注：Ｅ２／Ｐ：雌二醇与孕醇的比值。”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ｌ，。８
０．０５，与Ｂ组比较

表３血清Ｅ２水平四分位比较Ｔ淋巴细胞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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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ｖｏｌ ２ Ｎｏ ２

随增龄有显著变化，这可能是与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制巨噬细胞产生ＩＬ一１和淋巴细胞表面ＩＬ一２受体的

的结合力有关，尽管绝经后妇女血清总Ｔ已有明显

表达，及改变ＯＫＴ４／ＯＫＴ８比值等途经使体内Ｔ淋

下降，但具有生物活性的游离Ｔ仍保持着一定的有

巴细胞的活性下降。总的来说，Ｒ具有免疫抑制及

效浓度。

免疫增强作用，可抑制Ｔ细胞免疫应答，但增强体

有研究表明，胸腺的大小随年龄和机体状态而

液免疫功能。本研究显示，绝经后妇女Ｅ，缺乏对Ｔ

改变，至老年期大部分组织被脂肪组织代替，功能明

淋巴细胞亚群有一定的影响，可能是通过性激素受

显降低，脾脏、淋巴结、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亦有

体途径把相关信息传递给免疫系统来改变外周血，Ｉ、

相应改变。Ｈｕｐｐｅｒｔ等Ｈ。报道随增龄外周血所有的

淋巴细胞亚群的百分比，但是大量研究表明，Ｅ，诱

淋巴细胞亚群的均值均趋于降低，并具有明显的性

导胸腺细胞凋亡，因此，雌激素缺乏时对外周血Ｔ

别差异，女性比男性的值要低。Ｋｒａｕｓｅ等¨。报道在

淋巴细胞不同亚群的百分比的作用大小可能不同，

营养好的健康女性中，老年组与年轻组相比ＣＤ，＋，

至于详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ＣＩ）４｝，ＣＤ８’细胞数没有区别，随增龄免疫功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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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构成降低，认为Ｅ２诱导胸腺细胞凋亡。Ｋｅｌ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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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７。表明，胸腺细胞及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上均存

ＤＲ＋（２１）３＋）细胞均有增高的趋势，而Ｃ功。，Ｃ耽。，

ｎｏｔ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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