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漁推．第二十二期．(2011) 1~7

探討魚類肝臟防衛細胞「庫弗氏細胞」的
免疫功能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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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經濟效益和高品質水產蛋白質的需求下，養殖型態和養殖
技術不斷改良，使用精緻化的人工配合飼料，種魚和魚苗國際化的
交流和採購，土地的過度利用和池塘老化，病害原從不同地區或不
同國家持續引入，逐漸在本地馴化並造成水產生物傳染病，在採用
高密度或超高密度的養殖型態下，病害原在池塘中增殖和大量堆
積；導致，近年來養殖魚類疾病叢生，養殖產量也無法提升。為了
提高養殖產量和減少疾病的損耗，必須增強魚類對抗疾病的能力，
各國學者們努力研究魚類的防禦系統，開發各種增強魚類免疫的方
法、材料、和途徑等，期能從各種途徑以有效的方法或技術來增強
魚類本身的免疫能力，除了帶來對抗疾病的利器外，可以減少使用
化學藥物並避免藥物毒害，和養殖上不用化學藥物的契機。
近年來，魚類養殖面臨了產量無法有效提昇的困境，在各界長
期的研究和觀察中發現，我們深切瞭解疾病的爆發對於魚類養殖有
著重大的關係；從而，學者們深入研究探討魚類的防禦系統，期能
提升養殖魚類的防禦系統和其抵抗外來病菌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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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類防禦系統中，如巨噬細胞等細胞性免疫扮演非常重要的防
禦角色，細胞性免疫為水產動物對抗外來病原的主要因子或元素，
且巨噬細胞是抗原呈現細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之一種，能
將抗原片段表現在細胞表面，能進一步誘導下游細胞，引發一連串
的免疫反應。
魚類或水產生物的細胞性免疫（如巨噬細胞）在防禦機制中扮
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巨噬細胞的重要功能包括吞噬作用
（Phagocytosis）、抗原呈現功能（Antigen- presenting）；吞噬細胞
對 於 微 生 物 等 侵 入 性 異 物 的 毒 殺 作 用 可 分 為 氧 化 型 （ oxygen
dependent）、和非氧化型（oxygen independent）兩型。氧化型殺菌
能力，會產生活性氧化物質（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及活性
氮物質（reactive nitrogen species, RNS），活性氧化物質係為吞噬
細胞在進行吞噬作用過程中，吞噬細胞會產生呼吸爆（respiratory
burst）反應，經由 NADPH oxidase 將氧和 NADPH 轉化成具有殺菌
功能的活性物質，包括超氧陰離子、過氧化氫等物質。相關文獻報
告指出巨噬細胞除了存在於血液中，各組織間也有許多常駐型的巨
噬細胞；肝臟中也發現有巨噬細胞的存在，肝臟的巨噬細胞為庫弗
氏細胞（kupffer cell），肝臟中的庫弗氏細胞為各組織間巨噬細胞
最多數量者，約佔總組織間巨噬細胞的 80～90%。庫弗氏細胞呈不
規則狀，具有橢圓型的胞核，胞質內含吞噬體、溶菌體、粒線體等；
庫弗氏細胞主要位在肝竇中（hepatic sinusoid）中（圖 1-3）。庫弗
氏細胞的功能：具有清除由腸道吸收經由肝門脈到肝臟的外來病原
菌、內毒素、外毒素、死亡的細胞碎屑及病原菌所衍生出的有害物
質。庫弗氏細胞透過吞噬作用移除來自於血液到肝臟中的異物，目
前已知庫弗氏細胞的表面抗原可以與這些有害物質或碎屑進行辨
識，引發細胞活化吞噬能力，另一方面也會誘導庫弗氏細胞生成細
胞激素，如 Tumor necrosis factor、Interluekines；此外庫弗氏細胞
產生的活性氧物質（Reactive oxygen species, 簡稱 ROS），用以降
低外來有毒物質的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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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弗氏細胞受到外來物質或是其他刺激後會誘導出許多種類
的細胞激素，細胞激素會影響下游的標的細胞，引發種種的生理及
免疫反應，已知啟發身體的免疫反應的細胞激素包括，TNF-α、
IL-1、IL-6、IFN-γ 等。此外，庫弗氏細胞也會吞噬體內老化的紅血
球，經過肝臟內的一連串的細胞反應，可以將破裂紅血球釋出的血
紅素代謝掉。
哺乳類生物體內不同組織間的巨噬細胞有著高特異性的型態
與生理特性，目前已有多種不同的組織間巨噬細胞的表面標誌可用
以區分組織間巨噬細胞與其他細胞，以下列出庫弗氏細胞已知的表
面抗原：(1)CD68：廣泛表現於巨噬細胞上，屬於溶酶體膜蛋白家
族（lysosomal-associated membrane protein family，簡稱 LAMP
family），包含：肝臟庫弗氏細胞、肺泡巨噬細胞、扁桃腺巨噬細
胞、及脾臟紅髓巨噬細胞等，分子量大小約為 110 kDa 的第一型穿
膜蛋白。(2)Macrosialin：與 CD68 為同源基因，均屬於溶酶體膜蛋
白家族，表現於組織間巨噬細胞與少部分的樹狀細胞。(3)清道夫受
器（scavenger receptor）：為一種穿膜醣蛋白，其細胞膜外的部分
具有多半胱胺酸區域，膠原纖維區域；其主要表現於脾臟、淋巴結、
腹膜、胸腺髓質以及肝臟等組織間巨噬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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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圖)

圖 1. 巨噬細胞（包括庫弗氏細胞 Kupffer cell）由骨髓幹細胞的分化圖

圖 2. 肝竇中主要細胞（肝細胞、庫弗氏細胞、上皮細胞等）的相關分布位置
（Fox, et a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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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電子顯微鏡觀察，肝臟中庫弗氏細胞分布位置圖，
k: Kupffer cell; h: Hepatocyte; s: sinusoid (Liver Internation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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