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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类好发于老年人的退行性疾病，常表现为记忆障碍和行为失常，
严重危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攻克 AD 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表明，神
经性炎性免疫反应在 AD 发病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就神经炎症与免疫因素对 AD 发病机制
的作用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预防和治疗 AD 提供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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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zheimer disease（AD）is a age-related progressive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which is
clinically manifested as memory impairment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It seriously endanger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life quality of the elderly worldwide and represent a challenge for the public health. Curr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neuroinflammatory immune respon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ole of neuroinflammation and immune factor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D，in order to
provide new clu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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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的概念是 1907 年由德国巴伐利亚精神病
［1］

。其是

学家和神经学家 Alois Alzheimer 首次提出

一类发病较为隐匿的进行性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究炎性免疫对攻克 AD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炎性免疫反应在 AD 中的作用与临床依据
CNS 是机体免疫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机

nervous system，CNS）退行性疾病，常好发于老年人。

体通过大脑中的先天性免疫系统维持自稳状态。

AD 在临床中表现为记忆力减退、语言丢失、执行功

因为机体存在血 - 脑积液屏障（blood-brain barrier，

［2］

能的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

。随着人们生

BBB），在正常情况下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不能进入

活水平的提高和习惯的改变，人类寿命普遍延长，

CNS 内，所以 CNS 常被视作为“免疫豁免”区。但

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AD 患者的人数在不断

是 BBB 的通透性可以被外来因素所影响，例如，在

上升。有研究显示，在所有痴呆症的病例中，AD 占

AD 中，当 CNS 中存在伤害性刺激时，就会刺激神

［3］

60%～80％，全球现已有五千多万 AD 患者

，严重

经胶质细胞活化以修复受损区域和清除大脑中的
Aβ，保护神经元免受 Aβ 毒性伤害［5］。虽然 CNS 对

危害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
迄今为止，对于 AD 的发病机制仍未明确，其起

炎性的免疫反应是对机体大脑的一种保护性反应，

病原因众说纷纭，包括 Aβ 淀粉样假说、tau 蛋白过

但神经胶质细胞过度激活释放的神经毒性物质会引

度磷酸化假说、基因突变假说、神经炎症反应假说、

起 CNS 的慢性炎症，导致适应性免疫的发生，最终使

［4］

胆碱能假说、突触障碍假说、氧化应激假说等

。

因 AD 发病原因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机制复杂，
临床中亦无特效药治疗。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神
经炎症在 AD 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因此研

得神经元的变性损伤，
进一步加强AD的病程发展［6］。
因此，炎性免疫与 AD 的发展密不可分。
在 AD 发 病 机 制 中，小 胶 质 细 胞 和 星 形 胶 质
细胞过度活化增殖能产生多种细胞因子（cytok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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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研究资料表明，在 AD 患者血液中，与先天性
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相关的细胞因子如 IL-1β、IL-6、
TNF-α 的升高［7］。同样地，一项 Meta 分析表明，AD
患者血清中的 IL-6、转化生长因子 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和 IL-1α 水平均显著高
于 正 常 对 照 组［8］。 此 外，有 Meta 分 析 表 明，IL-6、
IL-8、IL-10 的基因多态性可能影响 AD 的易感性［9］。
上述结果提示这些细胞因子可能成为 AD 诊断的标
志物之一。在一项随机对照实验中，长期使用非甾
体抗炎药阿司匹林的 AD 患者的认知能力的下降较
对照组缓慢［10］。黎敏等［11］通过检测 76 例 AD 确诊
患者血清中 IL-1β 的表达，发现 IL-1β 的表达随 AD
疾病程度加深而上调，且测试出 IL-1β 的受试者工
作 特 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 线
下面积为 0.851，表明 IL-1β 在 AD 诊断中存在良好
的诊断价值。这些结果均为炎性免疫密切参与了
AD 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二、炎性免疫在 AD 发病过程中的调控机制
1. 神经胶质细胞（Glial cell）在 AD 发展中的作
用机制：
（1）小胶质细胞（Microglia）。其是神经炎症
的重要调节因子［12］。在正常大脑中，成熟的小胶
质细胞以静息态存在，通过表面受体监测 CNS 中
的病原体，并且与神经元相互作用控制神经元的
发育，包括神经回路形成和维持神经元突触可塑
性［13］。当大脑环境稳态受到病理性损害时，小胶
质细胞率先激活，并改变其表型和形态，启动防御
程序［14］，进入活化状态。钙离子结合衔接分子 1
（ionized calcium binding adaptor molecule 1，Iba1）是
小胶质细胞内特异性钙结合蛋白，可以用来标记
激活的小胶质细胞［15］。在使用 β- 淀粉样蛋白寡
聚体（β-amyloid oligomers，AβO）刺激小胶质细胞
后，能明显观察到用 Iba1 标记的小胶质细胞体积变
大、分支变少变短的活化状态［16］。活化的小胶质
细胞功能复杂多样。在受到病理性刺激的早期，小
胶质细胞处于抗炎状态，可以吞噬侵入大脑中的病
原体和受损细胞并释放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GF）［17］。受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ERK）/c-myc信号通路的调节，
小胶质细胞也能呈递抗原和激活早期T细胞维持大脑
的稳态［12，18］。另外，小胶质细胞可清除 AD 大脑内
聚集的Aβ，减缓AD的发展［19］。当大脑恢复稳态时，
小胶质细胞将变回静止状态［20］。但如果受到 Aβ
和过度磷酸化的 tau 蛋白等抗原的持续刺激，小胶
质细胞会过度激活并转变为促炎状态，合成和分泌

·453·

大量炎症介质诱导神经炎症的发生，加速 AD 的病理
进程［21］。例如，在大鼠脑内注射 AβO 后，能够在海
马区检测到小胶质细胞的持续激活，并且在脑脊液
和血清中检测到相关促炎因子 TNF、IL-12b、一氧化
氮合酶 2（nitric oxide synthase 2，NOS2）、谷氨酸以及
NOD 样受体家族蛋白3（NOD-like receptor family protein
3，NLRP3）炎性小体的上调；且持续激活的小胶质细
胞能够导致AD大鼠的记忆障碍［22］，也能通过激活
磷酸化蛋白质激酶导致tau蛋白的过度磷酸化［23］。
此 外，活 化 的 小 胶 质 细 胞 释 放 的 活 性 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能作为第二信使启动核转录
因子 -κB（nuclearfactorκB，NF-κB）依赖的信号通
路，导致 NLRP3 炎性小体和 IL-1β 的表达上调，生
成活化的半胱天冬酶 -1（caspase-1）。caspase-1 能进
一步介导 IL-1β 的成熟与释放，降低小胶质细胞对
Aβ 的清除能力［24］，也能导致线粒体损伤、ATP 失
调和神经元死亡［25-27］。这种损伤会导致小胶质细
胞正常代谢和功能受损［28］，进一步影响 AD 的病程
发展；而在尚未发现神经变性和脑萎缩的 AD 早期
患者中，发现 BBB 内皮细胞中黏附分子和紧密连接
蛋白的表达减少，小胶质细胞过度激活［29］，释放相
关炎性介质加重神经炎症的发生，而这种过度激活
的慢性免疫炎性反应能够导致 CNS 稳态进一步失
调，增加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率。（2）星形胶质细
胞（astrocytes，AST）。AST 的激活受正常衰老影响，
活化的 AST 常表现出形态结构的变化，被称为反应
性胶质增生（reactive gliosis）［30］，其可以分泌脑源神
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
和生长因子促进神经元存活和突触的生长［31］。在
缺失了活化的 AST 的 APP23 小鼠中检测到 Aβ 增加
和突触的丢失，并且表现出记忆的缺陷和恶化［32］。
另有研究表明，AST 能够清除 AD 病理过程中功能
失调的突触碎片［33］。在 AD 患者的大脑中，Aβ 蓄
积和清除的平衡处于失调状态，这种失调会导致
Aβ 沉积，诱发神经炎性反应发生，使 AST 过度活
化产生负面作用。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作为 AST 活化增殖的标志，在
AD 大脑中的表达持续增加［34］，证明了在 AD 中 AST
处于过度活化的状态。Clarke 等［35］则在老龄小鼠
脑中检测到 AST 的促炎表型的表达，并且编码神
经营养因子（neurotrophic factors，NTFs）基因表达下
调，表明过度活化的 AST 能导致自身抗炎表型转化
为促炎表型参与 AD 的发生。AD 疾病发展过程中
另外一个重要表现是兴奋性神经元死亡，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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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谷氨酸和钾的转运蛋白的调控。正常情况下，大

低小胶质细胞对 Aβ 的清除率，增强 Aβ 的沉积，

脑中的谷氨酸被 AST 摄取，而 Aβ 能抑制这种功能

从而导致老年斑的形成［23］。同样地，TNF-α 可以

并且增加谷氨酸的释放［36］，导致细胞外谷氨酸浓度

刺激 Aβ 生成过程中限速酶β-分泌酶（β-secretase，

过高，影响细胞间的信号传递。此外，活化的 AST

BACE）的 表 达，从 而 增 加 Aβ 前 体 样 蛋 白（Aβ

中的 NF-κB 结合位点的突变已被证实能导致谷氨

precursor like protein，APP）的加工，
使Aβ合成增加［40］。

酸 - 天冬氨酸转运体（glutamate-aspartate transporter，

Aβ 能进一步刺激包括 TNF-α、IL-1β、IL-6 在内的

GLAST）和谷氨酸转运体 -1（glutamate transporter-1，

促炎因子的释放，这种恶性循环会导致脑中促炎因

［37］

。这些改变均能使得神经元

子表达过量，持续刺激 Aβ 合成和神经元丢失，同

突触间隙的谷氨酸异常累积，最终导致兴奋性毒性

时抑制小胶质细胞的吞噬作用。IL-6 在 AD 和 AD

神经元细胞死亡，从而加重 AD 进程。综上所述，神

动物模型的大脑中增加时，会刺激 APP 的合成，诱

经胶质细胞作为大脑里的免疫细胞，被病理损伤所

导 tau 蛋白磷酸化，损害空间学习和记忆能力［41-42］。

激活，能清除外来病原体和死亡细胞，并且释放抗

Escrig 等［43］的实验表明，阻断 IL-6 信号通路后，3xTg-

炎介质和生长因子发挥神经保护作用。正常情况下，

AD 小鼠脑中的 Aβ40 和 Aβ42 水平明显减少。此外，

Aβ 的蓄积和清除存在动态平衡维持相对恒定。随

IL-1β 与 IL-6 的释放能反向诱导和调节小胶质细胞

着 AD 的发生、发展，这种动态平衡被打破。Aβ 作

的活化，诱使神经胶质细胞向促炎表型转变［44-46］。

为抗原持续刺激使胶质细胞过度活化，释放细胞毒

由小胶质细胞过度活化释放的 TNF、IL-1β 能进一

性物质（ROS、NOS 等）和促炎介质（IL-1β、TNF 等）

步刺激 AST 过度活化［47］，与 AD 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等加速大脑内的炎性反应，一方面使自身抗炎表型

导致 CNS 内稳态进一步受损。

GLT-1）的表达下降

向促炎表型转变，影响神经元细胞外谷氨酸的浓度

三、小结与展望

导致神经元死亡；另一方面导致本身清除和吞噬

综上所述，炎性免疫在 AD 的发展过程中起着

Aβ 的功能受损，持续刺激 Aβ 合成和蓄积，这种恶

至关重要的作用。CNS 的免疫反应对于 AD 而言更

性循环最终致使 AD 病程进一步加重。见图 1。

像一把“双刃剑”，对于机体有利有弊。对于神经炎

2. 炎症介质在 AD 发展中的作用：神经炎性反

性的进一步研究对揭开 AD 的病理生理机制有着重

应中的炎症介质主要由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组

大的意义，当前对于神经炎性领域的研究，应将继

［23］

成

，其中促炎因子如 IL 等在 AD 病程中发挥着重
［38］

续在探索免疫反应与神经退行性疾病之间的联系方

。在 AD 大脑中，Aβ 和过度磷酸化的

面努力。未来可能有更多与神经炎症有关的假说被

tau 蛋白均可以持续刺激小胶质细胞过度活化分泌

探索和鉴定，可以利用这些研究成果进行 AD 早期

要的作用

［23］

IL 和 TNF

，而这些炎性介质会促使神经炎症的级

诊断和开发治疗性干预措施，为 AD 的治疗提供新

［39］

的方向和未来。

联反应发生

。白介素 4（interleukin 4，IL-4）能降

图1

神经胶质细胞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调控机制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22 年 6 月 20 日第 22 卷第 6 期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June 20，2022，Vol.22，No.6

利益冲突

文章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论文构思为何夏萍、陈凡，资料收集为陈凡、王娜，

图表绘制、论文撰写为陈凡，论文修订为何夏萍

参

考

文

献

［1］ Tiwari S，Atluri V，Kaushik A，et al. Alzheimer's disease：
pathogenesis，diagnostics，and therapeutics［ J］. Int J
Nanomedicine，2019，14：5541-5554. DOI：10.2147/IJN.S200490.
［2］ Kesika P，Suganthy N，Sivamaruthi BS，et al. Role of gut-brain
axis，gut microbial composition，and probiotic intervention in
Alzheimer's disease［J］. Life Sci，2021，264（1）：118627. DOI：
10.1016/j.lfs.2020.118627.
［3］ Zhao L. 2020 Alzheimer's disease facts and figures［ J］.
Alzheimers Dement，2020，16（3）：327-406. DOI：10.1002/
alz.12068.
［4］ Guo T，Zhang D，Zeng Y，et al. Molecular and cell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pathogenesis of Alzheimer's disease［ J］. Mol
Neurodegener，2020，15（1）：40. DOI：10.1186/s13024-02000391-7.
［5］ Chiocchio I，Prata C，Mandrone M，et al. Metabolites leaves and
spiny burs of castanea sativa from an experimental chestnut grove：
metabolomic analysis and anti-neuroinflammatory activity［J］.
Metabolites，2020，10（10）：408. DOI：10.3390/metabo10100408.
［6］ Lazarevi M，Mazzon E，Momčilović M，et al. The H2S donor
GYY4137 stimulate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generation in
BV2 cells while suppressing the secretion of TNF and nitric
oxide［J］. Molecules，2018，23（11）：2966. DOI：10.3390/
molecules23112966.
［7］ Pillai JA，Maxwell S，Bena J，et al. Key inflammatory pathway
activations in the MCI stage of Alzheimer's disease［J］. Ann
Clin Transl Neurol，2019，6（7）：1248-1262. DOI：10.1002/
acn3.50827.
［8］ Yang R，Duan J，Luo F，et al. IL-6，IL-8 and IL-10
polymorphisms may impact predisposition of Alzheimer's disease：
a meta-analysis［J］. Acta Neurol Belg，2021，121（6）：15051512. DOI：10.1007/s13760-020-01369-4.
［9］ Anuradha U，Kumar A，Singh RK. The clinical correlation
of proinflammatory and anti-inflammatory biomarkers with
Alzheimer disease：a meta-analysis［J］. Neurol Sci，2022，43（1）：
285-298. DOI：10.1007/s10072-021-05343-7.
［10］ Weng J，Zhao G，Weng L，et al. Aspirin using was associated with
slower cognitive decline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J］.
PLoS One，2021，16（6）：e0252969. DOI：10.1371/journal.
pone.0252969.
［11］ 黎 敏，叶 丽 君，喻 长 法，等 . P-tau-181、IL-1β 和 AD7c-NTP
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的表达及意义［J］. 中国医药导报，
2020，17（11）：116-119.
Li M，Ye LJ，Yu CF，et al.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P-tau-181，IL-1β and AD7c-NTP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J］. China Medical Herald，2020，17（11）：116-119.
［12］ Zhang HY，Zhang TS，Wang DD，et al. IFN-γ regul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croglia into dendritic-like cells via the ERK/
c-myc signaling pathway during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
mice［J］. Neurochem Int，2020，141：104860. DOI：10.1016/
j.neuint.2020.104860.

·455·

［13］ Thion MS，Ginhoux F，Garel S. Microglia and early brain
development：an intimate journey［J］. Science，2018，362（6411）：
185-189. DOI：10.1126/science.aat0474.
［14］ Hemonnot AL，Hua J，Ulmann L，et al. Microglia in Alzheimer
disease：well-known targets and new opportunities［J］. Front
Aging Neurosci，2019，11：233. DOI：10.3389/fnagi.2019.00233.
［15］ Lier J，Streit WJ，Bechmann I. Beyond activation：characterizing
microglial functional phenotypes［J］. Cells，2021，10（9）：2236.
DOI：10.3390/cells10092236.
［16］ Fu Y，Jia J. Isoliquiritigenin confers neuroprotection and
alleviates amyloid-β42-induced neuroinflammation in microglia
by regulating the Nrf2/NF-κB signaling［J］. Front Neurosci，
2021，15：638772. DOI：10.3389/fnins.2021.638772.
［17］ Colonna M，Butovsky O. Microglia function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uring health and neurodegeneration［J］. Annu
Rev Immunol，2017，35：441-468. DOI：10.1146/annurevimmunol-051116-052358.
［18］ Rajendran L，Paolicelli RC. Microglia-mediated synapse loss in
Alzheimer's disease［J］. J Neurosci，2018，38（12）：2911-2919.
DOI：10.1523/JNEUROSCI.1136-17.2017.
［19］ De Marco D，Taggenbrock R，Crespo R，et al. Cell-based assay
to study antibody-mediated tau clearance by microglia［J］. J Vis
Exp，2018，
（141）：e58576. DOI：10.3791/58576.
［20］ Cornell J，Salinas S，Huang HY，et al. Microglia regulation of
synaptic plasticity and learning and memory［J］. Neural Regen
Res，2022，17（4）：705-716. DOI：10.4103/1673-5374.322423.
［21］ Zhang L，Zhang J，You Z. Switching of the microglial activation
phenotype is a possible treatment for depression disorder［J］. Front
Cell Neurosci，2018，12：306. DOI：10.3389/fncel.2018.00306.
［22］ Fekete C，Vastagh C，Dénes Á，et al. Chronic Amyloid β
oligomer infusion evokes sustained inflammation and microglial
changes in the rat hippocampus via NLRP3［J］. Neuroscience，
2019，405：35-46. DOI：10.1016/j.neuroscience.2018.02.046.
［23］ Dhapola R，Hota SS，Sarma P，et al. Recent advances in molecular
pathways and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targeting neuroinflammation
for Alzheimer's disease［J］. Inflammopharmacology，2021，29（6）：
1669-1681. DOI：10.1007/s10787-021-00889-6.
［24］ Friker LL，Scheiblich H，Hochheiser IV，et al. β-amyloid clustering
around ASC fibrils boosts its toxicity in microglia［J］. Cell Rep，
2020，30（11）：3743-3754.e6. DOI：10.1016/j.celrep.2020.02.025.
［25］ Yang Y，Pang B，Liu Z，et al. 1-Trichloromethyl-1，2，3，4-tetrahydrobeta-carboline（TaClo）induces the apoptosis of dopaminergic neurons
via oxidative stress and neuroinflammation［J］. Oxid Med Cell
Longev，2019，2019：1292891. DOI：10.1155/2019/1292891.
［26］ Chew G，Petretto E. Transcriptional networks of microglia in
Alzheimer's disease and insights into pathogenesis［J］. Genes，
2019，10（10）：798. DOI：10.3390/genes10100798.
［27］ Li K，Shi G，Zhao Y，et al. Electroacupuncture ameliorates
neuroinflammation-mediated cognitive deficits through
inhibition of NLRP3 in presenilin 1/2 conditional double
knockout mice［J］. Neural Plast，2021，2021：8814616. DOI：
10.1155/2021/8814616.
［28］ Stefano GB，Esch T，Kream RM. Dysregulation of nitric oxide
signaling in microglia：multiple points of functional convergence
in the complex pathophysiology of Alzheimer disease［J］. Med
Sci Monit，2020，26：e927739. DOI：10.12659/MSM.927739.
［29］ Morris G，Berk M，Maes M，et al. Could Alzheimer's disease
oiginate in the periphery and if so how so?
［J］. Mol Neurobiol，
2019，56（1）：406-434. DOI：10.1007/s12035-018-1092-y.

·456·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22 年 6 月 20 日第 22 卷第 6 期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June 20，2022，Vol.22，No.6

［30］ Cohen J，Torres C. Astrocyte senescence：evidence and
significance［J］. Aging Cell，2019，18（3）：e12937. DOI：
10.1111/acel.12937.
［31］ Jha MK，Jo M，Kim JH，et al. Microglia-Astrocyte Crosstalk：an
intimate molecular conversation［J］. Neuroscientist，2019，25（3）：
227-240. DOI：10.1177/1073858418783959.
［32］ Katsouri L，Birch AM，Renziehausen A，et al. Ablation of
reactive astrocytes exacerbates disease pathology in a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J］. Glia，2020，68（5）：1017-1030. DOI：
10.1002/glia.23759.
［33］ Gomez-Arboledas A，Davila JC，Sanchez-Mejias E，et al.
Phagocytic clearance of presynaptic dystrophies by reactive
astrocytes in Alzheimer's disease［J］. Glia，2018，66（3）：637653. DOI：10.1002/glia.23270.
［34］ Siracusa R，Fusco R，Cuzzocrea S. Astrocytes：role and functions
in brain pathologies［J］. Front Pharmacol，2019，10：1114.
DOI：10.3389/fphar.2019.01114.
［35］ Clarke LE，Liddelow SA，Chakraborty C，et al. Normal aging
induces A1-like astrocyte reactivity［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2018，115（8）：E1896-E1905. DOI：10.1073/
pnas.1800165115.
［36］ Karki P，Hong P，Johnson J Jr，et al. Arundic acid increases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of astrocytic glutamate transporter
EAAT1 via the ERK，Akt，and NF-kappa B pathways［J］. Mol
Neurobiol，2018，55（6）：5031-5046. DOI：10.1007/s12035-0170709-x.
［37］ Pajarillo E，Rizor A，Lee J，et al. The role of astrocytic glutamate
transporters GLT-1 and GLAST in neurological disorders：
potential targets for neurotherapeutics［J］. Neuropharmacology，
2019，161：107559. DOI：10.1016/j.neuropharm.2019.03.002.
［38］ Ekert JO，Gould RL，Reynolds G，et al. TNF alpha inhibitors
in Alzheimer's disease：a systematic review［J］. Int J Geriatr

［39］ Ahmad MA，Kareem O，Khushtar M，et al. Neuroinflammation：
a potential risk for dementia［J］. Int J Mol Sci，2022，23（2）：616.
DOI：10.3390/ijms23020616.
［40］ Cheng F，Fransson LÅ，Mani K.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duce accumulation of glypican-1-derived heparan sulfate and
the C-terminal fragment of β-cleaved APP in autophagosomes of
dividing neuronal cells［J］. Glycobiology，2020，30（8）：539-549.
DOI：10.1093/glycob/cwaa011.
［41］ Barroeta-Espar I，Weinstock LD，Perez-Nievas BG，et al.
Distinct cytokine profiles in human brains resilient to Alzheimer's
pathology［J］. Neurobiol Dis，2019，121：327-337. DOI：
10.1016/j.nbd.2018.10.009.
［42］ Mudò G，Frinchi M，Nuzzo D，et al. Anti-inflammatory and
cognitive effects of interferon-β1a（IFNβ1a）in a rat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J］. J Neuroinflammation，2019，16（1）：44.
DOI：10.1186/s12974-019-1417-4.
［43］ Escrig A，Molinero A，Méndez B，et al. IL-6 Trans-signaling
in the brain influences the metabolic phenotype of the 3xTgAD mouse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J］. Cells，2020，9（7）：
1605. DOI：10.3390/cells9071605.
［44］ Pan J，Ma N，Yu B，et al. Transcriptomic profiling of microglia
and astrocytes throughout aging［J］. J Neuroinflammation，2020，
17（1）：97. DOI：10.1186/s12974-020-01774-9.
［45］ Kelley N，Jeltema D，Duan Y，et al. The NLRP3 Inflammasome：
an overview of mechanisms of activation and regulation［J］. Int J
Mol Sci，2019，20（13）：3328. DOI：10.3390/ijms20133328.
［46］ Recasens M，Almolda B，Pérez-Clausell J，et al. Chronic
exposure to IL-6 induces a desensitized phenotype of the
microglia［ J］. J Neuroinflammation，2021，18（1）：31. DOI：
10.1186/s12974-020-02063-1.
［47］ Pan J，Ma N，Yu B，et al. Transcriptomic profiling of microglia
and astrocytes throughout aging［J］. J Neuroinflammation，
2020，17（1）：97. DOI：10.1186/s12974-020-01774-9.
（收稿日期：2021-10-07）

Psychiatry，2018，33（5）：688-694. DOI：10.1002/gps.4871.

（本文编辑：赵金鑫）

·消息·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杂志在线采编系统启用公告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作者及审稿专家，方便查询论文信息、投稿、询稿及审稿，提高杂志工作

效率，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编辑部已开通期刊采编系统。系统入口位于我刊官方网站（www.ndmh.com）首
页。作者投稿，请首先在本刊网站在线注册账号，以该账号登录稿件采编系统投稿，并可随时了解稿件编审
进度。如您在操作中碰到任何问题，请与编辑部联系（010-83191160）。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