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第７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Ｍｕｈ Ｏｒｇａｎ

·３５６·

·述

Ｄ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Ｏｃｔ

２００８

Ｖｏｌ

７

Ｎｏ

５

评·
机体老化对创伤修复研究带来的思考
付小兵程飚刘宏伟

虽然衰老是人生的必然过程，但从古至今，人们
对衰老与抗衰老的研究却未曾间断。一般认为皮肤

１衰老与干细胞的关系

出现皱纹是衰老的开始，但这并非全面。其实皮肤

自１６６５年胡克用自制的显微镜发现“细胞”以

老化现象还包括暗淡无光、发灰、干燥，色素沉着、毛

来，细胞生物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近几

细血管扩张、弹性降低、松驰、下垂、出现皱纹等。且

十年来，围绕着细胞产生的现代遗传学、分子生物

在出现这些变化之前，机体往往已有功能性的衰退。

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免疫学的飞速发展，人们对衰

在现代老年医学研究中，对衰老机制的探索包括了

老的机制有了深层次的认识。

对衰老机制的综合性探讨以及将衰老机制与老年性

组成器官和组织的细胞有两大类，即干细胞和

疾病研究有机地结合等方面。机体老化后出现的一

非干细胞。人不像机器那样容易磨损和坏掉，正是

系列病理生理变化对皮肤创伤后的修复与再生有重

由于具有自我成长和修复功能的干细胞在发挥作

要的影响，这是衰老与抗衰老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用。但人类的细胞并不能无限制地重复分裂，当细

中医理论认为，导致皮肤衰老的根本原因是人

胞不再继续分裂，机体组织便呈现出衰老和机能低

体内在脏腑的功能活动紊乱。皮肤需要营养，而体

下的状态。伴随年龄的增长，皮肤发生衰老可能是

内的营养物质又受内脏功能活动的调节。内脏功能

由于角质形成细胞中干细胞的比例减少所致，这也

失调必然导致营养物质的缺乏，使面部肌肤失去气

可能是老年人角质形成细胞和反复培养的角质形成

血滋养而导致早衰，出现皱纹。另外，情志不调可以

细胞培养困难的原因之一［３］。衰老与年轻的干细胞

导致人体气血运行不畅，皮肤失去正常的血液滋养，

有相似的基因和蛋白表达谱，但是在进入短暂扩充

导致衰老。祖国医学在抗衰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细胞后则会有差异。说明表皮干细胞所处的发育环

验，形成“阴阳失调说”、“脏腑虚衰说”、“精气神亏耗

境决定着其未来的发展趋势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学说”等［１］。但从西医的角度看，皮肤老化的机制和

明，人体衰老正是由细胞特别是干细胞衰老引起的。

整个机体衰老一样是人体组织和器官发生发展过程

以成体问充质干细胞（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中的一个阶段，涉及遗传、自由基、免疫、内分泌功能

ＭＳＣｓ）为例，在维持组织稳定性和再生方面ＭＳＣｓ

变化等多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是神经、内分泌、免疫

有重要作用。但这些细胞往往要受到年龄（内在因

三大系统互为因果对衰老的调控和细胞生物膜遭受

素）或者说躯体环境的影响。有文献报道，ＭＳＣｓ在

损伤引起的衰老［２］。其实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皮

组织再生中的作用常常出现偏差，其中的原因之一

肤衰老包括内在因素和环境因素两方面。前者即细

就是它们的分化潜能受到衰老因素的影响［５］。

胞整体功能的降低，特别是再生能力衰退；后者则主
要表现在应激、神经一内分泌一免疫系统的调节能力
降低和紊乱导致的病理性结局。最近，随着对干细
胞和神经一内分泌一免疫等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对
揭示机体衰老对组织修复和再生的影响有较大帮
助，值得关注。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虽然皮肤是一个复杂的器官，但它主要包含了
两种完全不同的细胞成分，即不断更新表皮中的角
质形成细胞，以及在富含基质的真皮中几乎静止的
成纤维细胞。这两种成分间相互紧密作用并以旁分
泌的形式影响表皮的生长、分化和组织稳定。人角
质形成细胞的衰老受到克隆原细胞（ｃｌｏｎｏｇｅｎｉｃ
ｃｅｌｌｓ）和分裂细胞（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以及克隆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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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ｏｎ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影响，如在从表皮干细胞到短

ｍｕｎｏｌｏｌｇｙ）等多门学科。神经一内分泌一免疫引用了

暂扩充细胞（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ａ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和有丝分裂

神经科学、免疫学和内分泌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其

后细胞（ｐｏｓｔｍｉｔｏ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的转变过程中，ｐ１６ＩＮＫ４ａ

研究方法应是跨学科的。总之，对衰老后机体变化

作为周期素依赖性蛋白激酶４Ａ抑制剂（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以及衰老后创面愈合能力改变的研究，应从多方面

ｏｆ ｃｙｃ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ｋｉｎａｓｅｓ ４Ａ）的表达逐步增加便

入手。在不同层面上全面而完整地反映机体的真实

与角质形成细胞的克隆演变密切相关，是近来该领

生理过程。

域研究的重点［６￣１引。表皮是几个很少能表达端粒

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老年人的内环境可能处

酶的再生组织，有关端粒及端粒酶在皮肤老化中的

于相对“失衡”状态或“失衡”的边缘，表现为应激能

研究成为另一个热点问题［１１。。因为器官自身稳定

力下降、神经系统紊乱、激素水平降低，免疫功能低

主要是靠干细胞脱离了壁龛后的迅速增殖、定向分

下，机体修复和维持自身稳定的能力也随之降低。

化的过程来完成。有研究显示，端粒酶的逆转录酶

如何调整机体神经系统、激素分泌水平和免疫能力

（ｔｅｌｏｍｅｒａｓ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ａｓｅ．ＴＥＲＴ）是决定

恢复到年轻人的状态，使细胞（特别是成体干细胞）

表皮干细胞运动的重要成分。端粒酶缩短将抑制干

代谢重新旺盛，以逆转或推迟衰老的进程，已成为当

细胞脱离壁龛后的运动，导致毛发的生长受损，干细

前老年医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这也必将对临床老

胞的增殖能力被抑制。相反。ＴＥＲＴ过量表达则发

年性创面难愈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生相反的作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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