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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N-乙基马来酰亚胺敏感因子结合蛋白受体与巨噬细胞的
免疫学功能☆
王睿恒1，万 瑛2

Effect of soluble N-ethylmaleimide-sensitive factor attachment protein receptor on the
immunological function of macrophages
Wang Rui-heng1, Wan Ying2
Abstract
BACKGROUND: Macrophage performs the antigen phagocytosis, secretion of cytokines and migration through vesicle transport.
Soluble N-ethylmaleimide-sensitive factor attachment protein receptor (SNARE) is a family of proteins which mediate the
transportation of vesicles.
OBJECTIVE: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SNARE proteins on the immune activities of macrophage and the function.
METHODS: An online search of PubMed, Embase and VIP databases (2011-11) was performed using key words of “SNARE
proteins, macrophages” for articles published in English or Chinese. The irrelevant or repetitive papers were eliminated by
screening for the titles and abstracts. Some essential articles that were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its mechanism were
supplement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 total of 27 articles were included. SNARE family is the molecular basis to ensure the direct
transportation of vesicles and accurate unloading, and plays a role in antigen phagocytosis of macrophages, cytokine secretion
and migration. It is a reasonable strategy for research the immune activity of macrophages with the starting point of SNARE
family.
Wang RH, Wan Y. Effect of soluble N-ethylmaleimide-sensitive factor attachment protein receptor on the immunological function
of macrophage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12;16(5): 919-922.
[http://www.crter.cn http://en.zglckf.com]

摘要
背景：巨噬细胞进行抗原吞噬、分泌细胞因子以及迁移，均需囊泡转运，而可溶性 N-乙基马来酰亚胺敏感因子结合蛋白受
体家族在囊泡转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全面了解可溶性 N-乙基马来酰亚胺敏感因子结合蛋白受体在巨噬细胞免疫活动中的功能和作用机制。
方法：以
“snare proteins，
macrophages，
SNARE 蛋白，
巨噬细胞”
为检索词检索 PubMed、
Embase 和维普数据库(2011-11)，
语言限定为英文或中文。经阅读题目和摘要进行初筛，排除研究方向与本文无关、内容重复性研究。另补充必要的对理解
其作用机制有帮助的文献。
结果与结论：最终纳入 27 篇文献。可溶性 N-乙基马来酰亚胺敏感因子结合蛋白受体家族是保证囊泡物质定向运输和准确
卸载的分子基础，在巨噬细胞抗原吞噬、细胞因子分泌、以及移行过程中发挥作用。以可溶性 N-乙基马来酰亚胺敏感因子
结合蛋白受体家族为切入点对巨噬细胞免疫活动进行研究是一种合理的策略。
关键词：可溶性 N-乙基马来酰亚胺敏感因子结合蛋白受体；巨噬细胞；抗原吞噬；细胞因子分泌；细胞移行；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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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的功能和作用机制，本文采用全面的检索
策略对 PubMed、Emase、维普数据库进行检

0 引言

索，通过阅读题目和摘要后了解到近年来
巨噬细胞是机体固有免疫的重要组成细

SNAREs 与巨噬细胞领域的研究内容集中在

胞，同时又是一类主要的抗原呈递细胞，在特

SNAREs 参与巨噬细胞的抗原吞噬、细胞因子

异性免疫应答的诱导与调节中起着关键作用。

分泌以及移行 3 个方面[3-12]，现就这些研究进展

吞噬抗原、分泌细胞因子以及迁移是巨噬细胞

做一综述。

执行免疫防御所需的基本能力，这些能力均涉
及囊泡转运[1]。可溶性 N-乙基马来酰亚胺敏感

1 资料和方法

因子结合蛋白受体(soluble NSF attachment
protein receptor, SNAREs)家族在转运囊泡与

1.1 资料来源 由第一作者于 2011-11 应用计

特定靶膜识别、锚泊以及融合的过程中发挥重

算 机 检 索 ， 以 “ snare

[2]

proteins ”，

要作用 ，提示 SNAREs 可能参与巨噬细胞的

“macrophages”，
“SNARE 蛋白”，
“巨噬细胞”

免疫活动。为了解 SNAREs 在巨噬细胞免疫活

为检索词，对 PubMed、Embase 和维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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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2011-11 及之前收录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

的 1 个；但家族中的亚家族成员突触小体相关

语言限定为英文或中文。另对筛选后所纳入文

蛋白则同时含有 Qb-和 Qc 两个基序。SNARE

章的参考文献进行人工检索，以补充必要的对

基序的作用是按照正确的规则，即 R-和 Qa-、

理解其作用机制有帮助的文献。

Qb-、Qc-以 1∶1∶1∶1 的方式结合，构成

1.2 入选标准

SNARE 复合体。SNARE 复合体由 3 或 4 个

纳入标准：①与 SNARE 蛋白参与巨噬细胞

免疫学活动密切相关。②非密切相关，但能帮

SNARE 蛋白借助 SNARE 基序结合而成，见图
1，具有促进膜融合的能力[2]。
与免疫系统有关的 SNARE 家族成员及其分类[1]：

助理解其作用机制。③同一领域选择在权威杂
志上发表或近期发表的文章。
排除标准：研究目的与本文内容无关或重复

性研究。
质量评估

1.3

亚家族分类

亚家族成员

Qa-SNARE

STX1, STX2, STX3, STX4, STX5,
STX7, STX11, STX13, STX 6,

文献筛选和质量评价由第一作

者独立进行并核对。由通讯作者审校把关，如
有分歧，通过讨论解决。
1.4 数据的提取 计算机初检得到 72 篇文献。

STX17, STX18
Qb-SNARE

Vti 1a, Vti 1b

Qc-SNARE

STX6, STX8, STX10

Qb-, c-SNARE SNAP23, SNAP25, SNAP29, SNAP47
R- SNARE

阅读题目和摘要进行初筛，排除研究内容与本
文无关和内容重复性研究，共纳入文章 11 篇。
对这 11 篇文献进行人工检索，以补充必要的对

VAMP1, VAMP2, VAMP3, VAMP4,
VAMP5, VAMP7, VAMP8, Sec-22b

STX：突触融合蛋白(Syntaxin)；SNAP：突触小体相关蛋白
(Synaptosomal-associated protein)；VAMP：囊泡相关的膜蛋白
(Vesicle-associated membrane protein)

理解其作用机制有帮助的文献，遂补充文献 16
篇。纳入的 27 篇文献，有关 SNARE 蛋白和巨
噬细胞研究背景类文章 15 篇；有关 SNARE 蛋
白 与巨噬 细胞 抗原吞 噬的 研究 6 篇； 有关
SNARE 蛋白与巨噬细胞细胞因子分泌的研究 4

图1

4 个 SNARE 基序构成 SNARE 复合体(参照文
献[16]略做修改)

篇；有关 SNARE 蛋白与巨噬细胞迁移的研究 2
SNARE 复合体与膜融合

2.2

篇。

膜融合开始前，

位于靶膜上的 Qa-，Qb-和 Qc-SNARE 首先形
2

结果

成三亚单位复合体，当转运囊泡与靶膜接近时
三亚单位复合体与囊泡膜上的 R-SNARE 结合

2.1 SNARE 蛋白的结构特点和分类 人 SNARE
[13]

形成四亚单位复合体，称为松散型反式 SANRE

，各

复合体。随后，4 个 SNARE 基序间的连接逐

成员的氨基酸序列可划分为 3 个主要区域：

步紧密形成紧密型反式 SNARE 复合体，迫使

①C-末端跨膜结构域。②N-末端多折叠区域。

相对的 2 层膜靠近直至出现融合孔，顺式

③C-和 N-之间的功能结构域——SNARE 基

SNARE 复合体形成，融合孔逐渐扩大至完全融

序。跨膜结构域使 SNARE 蛋白牢固锚定于膜

合，见图 2。

蛋白家族(简称 SNAREs)有 30 余个成员

结构上；N-末端区域结构多样、功能多样，为
某些 SNARE 蛋白所特有[13]；SNARE 基序是一
段 含 60~70 个 氨 基 酸 的 α- 螺 旋 结 构 ， 是
SNARE 蛋白发挥促膜融合作用的结构基础，为
所有 SNARE 蛋白共有。SNARE 基序的氨基酸
组成在各成员间变异度小，保守度高[14]。

图2

SNARE 复合体促进转运囊泡与靶膜融合(参照
文献[13]略做修改)

根据 SNARE 基序中心部位氨基酸种类的
不同，SNARE 蛋白被分类为基序中心是精氨酸

顺 反 式 SNARE 复 合 体 的 区 别 在 于

的 R-SNARE 和 基 序 中 心 是 谷 氨 酰 胺 的

R-SNARE和Q-SNARE是否分布在同一侧，膜

Q-SNARE[15]；Q-SNARE 又可进一步被分类为

融合前R-SNARE和Q-SNARE分别位于囊泡膜

[16]

Qa-SNARE、Qb-SNARE 和 Qc-SNARE

920

。

和靶膜上称之为反式SNARE复合体，融合孔出

SNARE 家 族 中 的 大 部 分 成 员 只 含 有 1 个

现后R-SNARE和Q-SNARE处于同一侧膜上称

SNARE 基序，也就是 R-或 Qa-、Qb-、Qc-中

之为顺式SNARE复合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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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亚单位复合体还可能处于无活性、无促进膜融合
[17]

www.CRTER.org

SNARE 蛋白参与巨噬细胞分泌细胞因子：生物材料植

。例如在反面高尔基网上，Sed5、Ykt6

入体内后引起的炎症反应受到细胞因子的调控，细胞因

和 Gos1 三种 SNARE 蛋白构成的三亚单位复合体本应

子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巨噬细胞[23]。炎症反应过程中，巨

与 另 一 SNARE 蛋 白 Sft1 构 成 有 活 性 的 四 亚 单 位

噬细胞分泌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6 等具有促进

SNARE 复合体，但是同样属于 SNARE 家族的 Bet1 能

炎症反应且抑制创面愈合能力的细胞因子[24]。研究表明

能力的状态

够 与

Sft1

竞 争 结 合 位 点 ， 从 而 形 成

SNARE 蛋白亦参与这两种细胞因子的分泌。

Sed5-Ykt6-Gos1-Bet1 四 亚 单 位 复 合 体 ， 但 这 个

Murray 等[7-8]发现，肿瘤坏死因子 α 合成后首先被

SNARE 复合体不具备促进膜融合的能力，也就是处于

转运囊泡从高尔基体运往循环内体，之后再由循环内体

无功能状态。相应的，与 Bet1 类似具有竞争性作用的

到达细胞膜。前一路径中，来源于高尔基体的转运囊泡

SNARE 蛋白则被称为抑制性 SNARE[17]。

上锚定有 SNARE 家族成员中的 STX6 (Qc-)、STX7 (Qa)

2.3 SNARE 蛋白在巨噬细胞免疫活动中的功能和作用机制

和 Vti 1b (Qb-)，这 3 种 Q-SNARE 蛋白与锚定于内质

SNARE 蛋白参与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巨噬细胞吞噬抗

网 上的另一种 SNARE 蛋 白 VAMP3 (R-)结 合形成

原是机体免疫防御的重要方式。在吞噬过程中，巨噬细胞

SNARE 复合体后促进来源于高尔基体的囊泡与循环内

的胞膜突出形成伪足，将抗原包绕，伪足融合，抗原则被

体融合，使肿瘤坏死因子 α 首先到达循环内体；后一路

摄入细胞内形成吞噬体；吞噬体向胞内运动，与溶酶体融

径中，锚定于循环内体上的 VAMP3 (R-)则与锚定于细

合形成吞噬溶酶体，随即在多种溶酶体水解酶作用下对抗

胞膜上的 STX4 (Qa-)和 SNAP23 (Qb-，Qc-)结合形成

[18]

原进行消化处理 。以往认为内陷的细胞膜是构成吞噬体

SNARE 复 合 体 促 进 循 环 内 体 与 细 胞 膜 融 合 。 这 种

膜的主要来源。但对于体积较大的抗原，仅依靠细胞膜提

SNARE 成员间高度特异的相互识别，是使囊泡得以定

[19]

供膜结构是不够的 ，研究发现如内质网、循环内体以及

向运输和准确卸载的保障。
另有研究发现巨噬细胞中 VAMP8 (R-)也参与肿

次级内体等细胞器也向吞噬体提供膜成分参与吞噬体的
[5-6, 20-21]

瘤坏死因子 α 的分泌。VAMP8 基因敲除的巨噬细胞分

Garin 等[20]和 Gagnon 等[21]分别对吞噬体进行了蛋

泌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能力明显下降，提示存在 VAMP8

白质组学分析和电镜观察，结果提示内质网参与吞噬体

(R-)依赖的肿瘤坏死因子 α 分泌途径 [9]。但是该途径中

的形成，该过程被称为内质网介导的吞噬作用。SNARE

与 VAMP8 (R-)特异性结合的 SNARE 家族成员尚不清

家族成员 STX18 (Qa-)、Sec22b (R-)和 D12 (Qc-)分布

楚。

，该过程由 SNARE 蛋白介导。

构成

[3]

于巨噬细胞内质网上 。在对吞噬过程的研究中发现

白细胞介素 6 是另一种由巨噬细胞分泌的炎症因

STX18 参与内质网介导的吞噬并在其中发挥促进内质

子，它的分泌过程也需要 SNARE 蛋白的参与，与肿瘤

网膜与吞噬体膜融合的作用[3]，见图 3。Sec22b 则属于

坏死因子 α 的分泌路径相似，白细胞介素 6 在高尔基体

抑制性 SNARE，通过与 STX18 结合形成无活性的

合成后也首先被转运囊泡运往循环内体，且此段路径同

[4]

SNARE 复合体来负向调控 STX18 的促融合作用 。

样依靠 STX6 (Qc-)、STX7 (Qa)、Vti 1b (Qb-)和 VAMP3

D12 不参与内质网介导的吞噬，其作用是促进转运囊泡

(R-)的介导；之后，白细胞介素 6 则经历不同于肿瘤坏

与细胞膜融合，这种囊泡负责把 Fc 受体从内质网运往

死因子 α 的路径到达细胞膜，但哪些 SNARE 蛋白介导

细胞膜[3]。

了后一路径仍不明确[10]。

另发现 VAMP3 (R-)和 VAMP7 (R-)两种 SNARE 蛋
[5-6]

SNARE 蛋白参与巨噬细胞的迁移：巨噬细胞的粘附和

。这 2 种 SNARE 蛋白

迁移与其免疫功能关系密切。巨噬细胞采用变形运动方

分别位于巨噬细胞的循环内体和次级内体上，在吞噬发

式进行位置移动，移动过程中细胞膜首先形成突起，称

白也参与巨噬细胞的吞噬过程

[5]

生时 VAMP3 (R-)促进循环内体与吞噬体融合 ，而
[6]

VAMP7 (R-)则促进次级内体与吞噬体融合 ，见图 3。

为伪足，伪足利用整合素附着在爬行表面上，之后细胞
尾部收缩，使细胞向前移动。伸出伪足和粘附是迁移的
基础。迁移过程中，伪足的伸出除了需要微丝提供支撑
外，还需要突起部位有足够的膜成分，这些膜成分可由
细胞内膜系统提供[25]。在 VAMP3 (R-)对巨噬细胞迁移
能力影响的研究中发现，锚定于循环内体上的 VAMP3
(R-)与锚定于细胞膜上的 STX3 (Qa-)、SNAP23 (Qb-,
Qc-)结合形成 SNARE 复合体协助循环内体与细胞膜融
合，一方面为细胞伸出伪足补给膜成分，另一方面使循

图3

内质网、循环内体和次级内体参与巨噬细胞吞噬体的形成
(参照文献[22]略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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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小结
[9]

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囊泡，承载和介导不同物质
的定向运输，他们必须与正确的靶膜识别和融合。目前
普遍认为，所有转运囊泡以及细胞器膜上都带有各自特
有的一套 SNARE 蛋白，
它们之间高度特异的相互识别，
是保证囊泡物质定向运输和准确卸载的基本分子机制
之一[13]。因此，以 SNARE 家族为切入点可以对某个涉

[10]
[11]

[12]

及囊泡转运的生物学过程做全面的研究。
就 SNARE 蛋白与巨噬细胞的吞噬而言，虽然已经
较全面的揭示了吞噬体的形成过程，但抗原在吞噬体之
后的加工过程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例如在交叉递呈过

[13]
[14]
[15]

程中，外源性抗原是如何被组织相容性复合物Ⅰ类分子
所递呈，目前仍不十分明确[26]。但是，交叉递呈中也涉
及到一系列囊泡转运过程，所以有理由认为以与囊泡运
输有关的蛋白作为研究切入点会是大有裨益的[27]。巨噬
细胞分泌细胞因子的过程无疑最能体现 SNARE 蛋白的
功能特点——SNARE 成员间特异性的组配介导特定的
囊泡转运过程[7-9]。以 SNARE 蛋白为切入点研究分泌过
程甚至可以描绘出细胞因子的胞内运输路线图[13]。对于
SNARE 蛋 白 与 巨 噬 细 胞 迁 移 能 力 的 研 究 ， 作 者 对
PubMed、EMBASE 和维普数据库进行了全面的检索，

[16]
[17]
[18]
[19]
[20]
[21]

所能找到的文献数量少且均为近几年发表[11-12]，提示此

[22]

方面的研究可能刚刚起步。

[23]

总而言之，SNARE 家族是保证囊泡物质定向运输
和准确卸载的分子基础，而囊泡运输又是巨噬细胞以及

[24]

其他免疫细胞免疫行为的关键环节，以 SNARE 家族为
切入点对这些免疫行为进行研究是一种合理的研究策
略。深入认识巨噬细胞以及其它免疫细胞的免疫过程，
可为研究与开发具有应用意义的新型组织工程材料提
供理论依据。

[25]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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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问题的已知信息：巨噬细胞是调控宿主免疫和炎症
反应的重要细胞，抗原吞噬、分泌细胞因子以及迁移是巨
噬细胞执行免疫作用的基本能力，这些能力均涉及囊泡转
运。SNARE 蛋白家族在囊泡转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综述增加的新信息：SNARE 家族是保证囊泡物质定
向运输和准确卸载的分子基础，在巨噬细胞抗原吞噬、细
胞因子分泌、以及移行过程中发挥作用。以 SNARE 家族
为切入点对巨噬细胞免疫活动进行研究是一种合理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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