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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Foxp3/Treg 与 RORγt/Th17 细胞失衡在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大鼠中的作用

王成阳 刘向国 彭青和 方莉 王传博 李泽庚

【摘要】 目的 观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模型大鼠叉头状 / 翅膀状螺旋转录因子 p3（Foxp3）、调
节性 T 细胞（Treg）、辅助性 T 细胞 17 特异性转录因子 T 孤独核受体（RORγt）的表达。方法 将 20 只 SD 大

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和 COPD 模型组，每组 10 只。采用烟熏加脂多糖（LPS）气管滴入的方法

建立 COPD 模型；正常对照组不予任何处理。28 d 后测定两组大鼠肺功能；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观察肺

组织病理学改变；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IL-6、 IL-10）水平；流式细胞仪检测外

周血 CD4+CD25+Foxp3+ Treg 表达；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肺组织 Foxp3、 RORγt、 IL-17 蛋

白表达。结果 光镜下观察模型大鼠肺泡腔及肺间质内大量炎性细胞浸润，病变区肺泡结构破坏， 肺泡壁变

薄、甚至断裂融合成大疱，部分肺泡腔内有不同程度的出血。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用力肺活量（FVC）、 
0.3 s 用力呼气容积（FEV0.3）、FEV0.3/FVC、用力呼气峰值流速（PEF）明显下降〔FVC（mL）：8.04±2.03 比

9.97±2.14，FEV0.3（mL）：6.16±2.23 比 8.84±2.12，FEV0.3/FVC ：0.70±0.09 比 0.85±0.11，PEF（mL/s）：

33.56±4.76 比 40.14±5.64，P＜0.05 或 P＜0.01〕；血清 IL-6 明显升高（ng/L ：93.17±20.96 比 76.28±13.24，
P＜0.05），IL-10 明显降低（ng/L ：78.62±15.17 比 104.34±19.46，P＜0.01），CD4+CD25+Foxp3+ Treg 表达明显

降低〔（2.75±0.83）% 比（4.16±1.14）%，P＜0.01〕；肺组织 Foxp3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灰度值：0.38±0.15 比

0.63±0.11，P＜0.01），RORγt、 IL-17 蛋白表达明显升高〔RORγt（灰度值）：0.96±0.23 比 0.47±0.11，IL-17
（灰度值）：1.02±0.24 比 0.34±0.08，均 P＜0.01〕。相关性分析显示，肺功能参数 FEV0.3 与 Foxp3 呈正相关 
（r＝0.585，P＜0.05）；FEV0.3/FVC 与 IL-6、 RORγt 呈负相关（r＝-0.655、 r＝-0.607，均 P＜0.05）；PEF 与 Treg
呈正相关（r＝0.573，P＜0.05），与 IL-17 呈负相关（r＝-0.198，P＜0.05）。IL-6 与 Foxp3 呈负相关（r＝-0.603，
P＜0.05），与 RORγt 呈正相关（r＝0.588，P＜0.05）；IL-10 与 Treg 呈正相关（r＝0.573，P＜0.05）；Treg 与

Foxp3 呈正相关（r＝0.607，P＜0.05），与 IL-17 呈负相关（r＝-0.569，P＜0.05）；Foxp3 与 RORγt 呈负相关 
（r＝-0.591，P＜0.05）；RORγt 与 IL-17 呈正相关（r＝0.578，P＜0.05）。结论 COPD 肺功能降低、炎症反应升

高与 Foxp3/Treg、RORγt/Th17 表达失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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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hanges in forkhead/winged helix transcription factor p3（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Treg）， retinoid-related orphan receptor gamma （RORγt） in rat model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Methods Twenty Sprague-Dawley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COPD model group， with 10 rats in each group. The COPD model was reproduced by smoke 
inhalation and tracheal instillation of lipopolysaccharide （LPS）， and no such treatment was conducted in normal control 
group. Twenty-eight days after the model reproduction， the pulmonary function was determined， the pat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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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气流受限不

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发展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其病

因与肺部对有害气体或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反应有

关［1］。COPD 病理学改变为肺气肿、中心气道和黏

液高分泌等，其机制与免疫功能紊乱有关［2-3］。研究

发现，COPD 患者存在免疫功能紊乱［4-6］；COPD 大

鼠机体中辅助性 T 细胞（Th）表达失衡，Th1/Th2 细

胞比例升高，且调节性 T 细胞（Treg）表达低下［7］，

说明 CD4 ＋ T 细胞免疫在 COPD 发病机制中有重要

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 COPD 中 CD4 ＋ T 细胞的作

用，本研究通过复制 COPD 大鼠模型，检测 Treg 的

特异性表面标志物叉状头 / 翅膀状螺旋转录因子 p3
（Foxp3）及 Th17 细胞特异性转录因子孤独核受体

（RORγt）的表达，探讨转录因子 Foxp3 和 RORγt
在 COPD 发病中的作用机制。

1 材料及方法

1.1 主要实验试剂：脂多糖（LPS）由美国 Sigma 公

司生产（批号：20100109558）；香烟由滁州红三环

卷烟厂提供，焦油含量 11 mg、尼古丁含量 0.8 mg
（批号：CZYC6201091411012）；白细胞介素（IL-6、
IL-10）检测试剂盒由美国 R&D 公司提供（批号：

2012011202、 2011120407）；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
标记 CD4 及藻红蛋白（PE）标记 CD25 试剂盒由美

国 BD 公司提供（批号：110240、132004）；RORγt 
（S-14） 山羊 IgG 单克隆抗体（单抗）、IL-17 （G-4） 
山羊 IgG 单抗、Foxp3 兔 IgG 单抗由美国 Santa Cruz
公司生产（批号：sc-26411、sc-374218、sc-165）。
1.2    动物分组与处理：清洁级雄性 SD 大鼠 20 只，

鼠龄 10～12 周，体质量 100～120 g，由安徽省实验

动物中心提供，许可证号 SCXK（皖）2005-001。按

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正常对照组和模型组，每

组 10 只。模型组于实验 1 d、 14 d 采用 10% 水合氯

醛 2.0 mL/kg 麻醉大鼠后，手术暴露气管，滴入 1 g/L 
LPS 200 μL；次日将大鼠置于烟室中，用 50 g 锯末加

0.8 g 烟丝混合点燃烟熏，每日 1 次，每次 30 min，制
模周期 28 d。COPD 制模成功的标准依据肺功能及

肺组织形态学改变［8］。正常对照组不予任何处理。

 本实验通过安徽省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审核。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

1.3.1 肺功能测定：模型建立后 28 d 麻醉大鼠，切

开颈部皮肤，钝性分离皮下组织暴露气管，在气管软

骨间环行剪开一小切口，插入气管插管并扎紧，仰卧

changes of lung tissue were observed with haematoxylin-eosin （HE） staining， interleukins （IL-6， IL-10） in serum 
were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CD4 ＋ CD25 ＋ Foxp3 ＋ Treg of peripheral blood was 
d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the expressions of Foxp3， RORγt， IL-17 protein in lung tissue were assay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Under light microscope， significal interstitial infiltr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was found in 
alveoli and interstitial tissue of the lung， and destruction of alveolar tissue， alveolar wall thinning， and even rupture 
to fuse into bullae， and bleeding into alveoli in different degress could be observed.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0.3 second （FEV0.3）， FEV0.3/FVC， peak expiratory 
flow （PEF） in mode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VC （mL）： 8.04±2.03 vs. 9.97±2.14， FEV0.3 （mL）： 
6.16±2.23 vs. 8.84±2.12， FEV0.3/FVC ： 0.70±0.09 vs. 0.85±0.11， PEF （mL/s）： 33.56±4.76 vs. 40.14±5.64， 
P ＜ 0.05 or P ＜ 0.01〕. Serum IL-6 was obviously increased （ng/L ： 93.17±20.96 vs. 76.28±13.24， P ＜ 0.05）， 
IL-10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ng/L ： 78.62±15.17 vs. 104.34±19.46， P ＜ 0.01）， and CD4 ＋ CD25 ＋ FoxP3 ＋  
Treg was significantly diminished 〔（2.75±0.83）% vs. （4.16±1.14）%， P ＜ 0.01〕 in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Foxp3 protein in lung tissue in mode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gray scale ： 0.38±0.15 vs. 0.63±0.11， P ＜ 0.01）， 
and RORγt and IL-17 protein expres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RORγt （gray scale）： 0.96±0.23 vs. 
0.47±0.11， IL-17 （gray scale）： 1.02±0.24 vs. 0.34±0.08， both P ＜ 0.01〕.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EV0.3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oxp3 （r ＝ 0.585， P ＜ 0.05）， and FEV0.3/FVC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L-6 and RORγt（r ＝ -0.655， r ＝ -0.607， both P ＜ 0.05）. PEF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reg （r ＝ 0.573， 
P ＜ 0.05），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L-17 （r ＝ -0.198， P ＜ 0.05）. IL-6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oxp3（r ＝ -0.603， P ＜ 0.05），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ORγt （r ＝ 0.588， P ＜ 0.05）. IL-10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reg （r ＝ 0.573， P ＜ 0.05）. Treg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oxp3 （r ＝ 0.607， P ＜ 0.05），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L-17 （r＝-0.569， P＜0.05）. Foxp3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ORγt（r＝-0.591，  
P＜0.05）. RORγ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L-17 （r＝0.578，  P＜0.05）. Conclusion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among decreased pulmonary function， inflammation and imbalance of Foxp3/Treg and RORγt/Th17 in COPD.

【Key word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 Fork head-like transcription factor p3 ；    Regulatory  
T cell；    retinoid-related orphan receptor gamma；    Helper T cell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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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低位置于小动物肺功能测定仪密闭体积描记箱

内。气管插管一端与动物呼吸机相连。当大鼠呼吸

时，肺扩张和收缩改变了箱内压力，通过测量箱内气

体压力的变化间接获取肺容量变化。描记一段平静

呼吸后检测用力肺活量（FVC）、 0.3 s 用力呼气容积

（FEV0.3）、FEV0.3/FVC、用力呼气峰值流速（PEF）。
1.3.2 肺组织病理学观察：模型建立后 28 d 用 10%
水合氯醛腹腔注射麻醉大鼠，摘取全右肺，10% 甲醛

固定，右肺上叶及肺门组织进行常规切片、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光镜下观察肺组织形态学改变。

1.3.3 细胞因子测定：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检测血清 IL-6、 IL-10 水平，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1.3.4 外周血 Treg 检测：取大鼠新鲜血液 100 μL，
按每管 106 个细胞分别加入 CD4-FITC 0.25 μg、 
抗 - 鼠 CD25-PE 1.0 μg，避光 30 min ；加红细胞裂

解液避光 20 min ；用破膜缓冲液洗涤细胞，离心后

加入固定破膜剂避光孵育 60 min，洗涤、离心弃上

清，加入血清封闭，避光孵育 15 min ；加 5 μL Foxp3 
抗体避光孵育 30 min ；用透化缓冲液洗 2 次，离心

弃上清；用 300 μL 染色缓冲液重悬细胞，流式细胞

仪检测 CD4 ＋ CD25 ＋ Foxp3 ＋ Treg 表达。

1.3.5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测定

Foxp3、RORγt、IL-17 的蛋白表达：提取肺组织总

蛋白，取 20 μg 蛋白上样电泳、转膜，封闭，将 Foxp3、
RORγt、IL-17 抗体按 1∶1 000 稀释，室温孵育 2 h，
分别采用抗兔、抗山羊、抗山羊二抗室温孵育 1 h。
用增强化学发光法显色、曝光、冲洗、扫描、摄像。采

用软件对条带进行分析处理，计算灰度值，以目的条

带与内参 β- 肌动蛋白（β-actin）灰度值比值作为

肺组织 Foxp3、RORγt、IL-17 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1.4 统计学处理：使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肺功能（表 1）: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肺

功能参数 FVC、 FEV0.3、FEV0.3/FVC、PEF 均显著

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
2.2 肺组织病理学改变（图 1）: 正常对照组肺组织

结构清晰，未出现明显形态学改变。模型组肺泡腔

及肺间质内大量炎性细胞浸润，病变区肺泡结构破

坏， 肺泡壁变薄、甚至断裂融合成大疱，部分肺泡腔

内有不同程度的出血。

表 1 COPD 模型与正常对照组大鼠
肺功能参数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FVC
（mL）

FEV0.3
（mL）

FEV0.3/
FVC

PEF
（mL/s）

正常对照组 10 9.97±2.14 8.84±2.12 0.85±0.11 40.14±5.64
模型组 10 8.04±2.03 6.16±2.23 0.70±0.09 33.56±4.76
t 值 2.075 2.754 3.432 2.819
P 值 0.048 0.013 0.003 0.011

  注：COPD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FVC 为用力肺活量，FEV0.3
为 0.3 s 用力呼气容积，PEF 为用力呼气峰值流速

表 2 COPD 模型与正常对照组大鼠外周血 IL-6、
IL-10 和 CD4 ＋ CD25 ＋ Foxp3 ＋ Treg 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IL-6
（ng/L）

IL-10
（ng/L）

CD4 ＋ CD25 ＋

Foxp3 ＋ Treg（%）

  正常对照组 10 76.28±13.24 104.34±19.46 4.16±1.14
  模型组 10 93.17±20.96   78.62±15.17 2.75±0.83
  t 值 2.154 3.296 3.162
  P 值 0.045 0.004 0.005

       注 : COPD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IL-6、IL-10 为白细胞介

素 -6、 -10，Foxp3 为叉状头 / 翅膀状螺旋转录因子 p3，Treg 为

调节性 T 细胞

图 1 光镜下观察两组大鼠肺组织病理学改变 正常对照组

（a）肺组织结构清晰 , 未出现明显形态学改变；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COPD）模型组（b）肺泡腔及肺间质内大量炎性细胞浸润 ,
病变区肺泡结构破坏 , 肺泡壁变薄、甚至断裂融合成大疱，部分

肺泡腔内有不同程度的出血    HE  中倍放大

注：Foxp3 为叉状头 / 翅膀状螺旋转录因子 p3，Treg 为调节性 T 细胞

图 2 流式细胞仪检测正常对照组（左）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模型组（右）大鼠肺组织外周血

CD4 ＋ CD25 ＋ Foxp3 ＋ Treg 表达

2.3 IL-6、IL-10 和 外 周 血 CD4 ＋ CD25 ＋ Foxp3 ＋ 

Treg 表达（表 2 ；图 2）: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血清 IL-6 水平明显升高，IL-10、CD4+CD25+Foxp3+ 

Treg 表达显著降低 （P＜0.05 或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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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肺组织 Foxp3、RORγt、IL-17 蛋白表达（表 3；
图 3）：模型组肺组织 Foxp3 蛋白表达较正常对照组

明显降低，而 RORγt、IL-17 蛋白表达较正常对照

组明显升高（均 P＜0.01）。

程，其表达失衡在 COPD 中有重要作用［9-11］。Foxp3
是 Treg 的特异性转录因子、表面标志物以及正向调

节蛋白，调控 Treg 的分化、发育与增殖［12］。Foxp3
是通过调节 Treg 的表达而发挥作用的［13-14］。Foxp3
的持续表达能够促进 Treg 发挥免疫调节作用，从而

调节靶基因和蛋白的表达，而 Treg 参与调节机体免

疫功能［15］，参与 COPD 免疫耐受的功能发挥。Treg 
与 Th17 细胞来源相同，在功能上互相拮抗。Th17
属于 CD4 ＋ T 细胞亚群类属，Th17 细胞可分泌其标

志性细胞因子 IL-17，而 IL-17 是促炎症细胞因子，

可通过分泌致炎性趋化因子促进炎症介质 IL-6 等

细胞因子的释放，在机体中具有促进炎症反应的作

用［16-17］。研究发现，Th17 分泌的细胞因子 IL-17 可

直接导致 COPD 的发生［18］。Foxp3 能促进 Treg 表

达升高，拮抗 Th17 细胞分泌 IL-17，维持机体免疫

相对稳定。Foxp3/Th17 表达失衡，Foxp3 表达减少，

从而失去对 Th17 细胞的调控作用，稳态被打破，导

致促炎症介质大量释放，炎症反应增加。在 COPD
中 Treg 表达降低，诱导致炎细胞因子表达升高，从

而集中气道和肺部炎症反应增加［19］。

 本研究发现，COPD 大鼠肺组织 Foxp3 蛋白表

达降低后，外周血 Treg、CD4 ＋ CD25 ＋ Foxp3 ＋ Treg
表达随之降低，同时，肺组织 IL-17 表达及血清

IL-6 分泌增加，肺组织形态学发生改变，这一结果

与 Limón-Camacho 等［20］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通

过相关性分析可知，IL-6 与 Foxp3 呈负相关，Treg
与 IL-17 呈负相关，表明 COPD 大鼠 存在 T 淋巴细

胞表达紊乱，具体表现为 Treg 降低及其转录因子

Foxp3 表达下调，提示 Foxp3/Th17 调控作用紊乱，

Foxp3、 Treg 的减少引起免疫抑制不足，不能够控制

免疫应答的强度。COPD 炎症反应的持续发展，进

一步加重肺泡壁、气道的破坏，最终出现肺组织损伤

和肺功能降低［21-22］。

表 4 COPD 大鼠各检测指标之间相关性分析

指标
r 值

FEV0.3 FVC FEV0.3/FVC PEF IL-6   IL-10   Treg Foxp3 RORγt        IL-17

   IL-6 -0.230 -0.242 -0.655 a -0.133 -0.284 -0.407 -0.603a 0.588a -0.085
   IL-10 0.262 0.315 0.125 -0.019 -0.284 0.573a 0.267 -0.292 -0.167
   Treg 0.313 -0.401 0.170 0.573a -0.407 0.573a  0.607a -0.206 -0.569a

   Foxp3 0.585a -0.217 0.206 0.114 -0.603a 0.267 0.607a -0.591a -0.185
   RORγt -0.285 -0.195 -0.607a -0.309 0.588a -0.292 -0.206 -0.591a    0.578a

   IL-17 0.234 -0.288 -0.073 -0.198a -0.085 -0.167 -0.569a -0.185    0.578a

  注：COPD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FEV0.3 为 0.3 s 用力呼气容积，FVC 为用力肺活量，PEF 为用力呼气峰值流速，IL-6、IL-10、IL-17
为白细胞介素 -6、-10、-17， Treg 为调节性 T 细胞，Foxp3 为叉状头 / 翅膀状螺旋转录因子 p3，RORγt 为辅助性 T 细胞 17 特异性转录因

子孤独核受体；两指标间相关性分析，aP ＜ 0.05

表 3 COPD 模型与正常对照组大鼠肺组织 Foxp3、
RORγt、IL-17 蛋白表达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Foxp3
（灰度值）

RORγt
（灰度值）

IL-17
（灰度值）

  正常对照组 10 0.63±0.11 0.47±0.11 0.34±0.08
  模型组 10 0.38±0.15 0.96±0.23 1.02±0.24
  t 值 4.250 6.008 8.500
  P 值 0.001 0.000 0.000

  注：Foxp3 为叉状头 / 翅膀状螺旋转录因子 p3，RORγt 为辅

助性 T 细胞 17 特异性转录因子孤独核受体，IL-17 为白细胞介素 -17

Foxp3 为叉状头 / 翅膀状螺旋转录因子 p3，RORγt 为辅助性 T 细胞 17
特异性转录因子孤独核受体，IL-17 为白细胞介素 -17，β-actin 为

β- 肌动蛋白；1 为正常对照组，2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模型组

图 3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检测两组大鼠肺组织

Foxp3、RORγt、IL-17 蛋白表达

2.5 相关性分析（表 4）：肺功能参数 FEV0.3 与

Foxp3 呈正相关；FEV0.3/FVC 与 IL-6、RORγt 呈
负相关；PEF 与 Treg 呈正相关，与 IL-17 呈负相关

（均 P＜0.05）。IL-6 与 Foxp3 呈负相关，与 RORγt
呈正相关；IL-10 与 Treg 呈正相关；Treg 与 IL-17
呈负相关，与 Foxp3 呈正相关；Foxp3 与 RORγt 呈
负相关；RORγt 与 IL-17 呈正相关（均 P＜0.05）。
3 讨 论

3.1    Foxp3/Th17 ：已有文献表明，Foxp3/Th17 表达

参与了包括 COPD 在内的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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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RORγt ：RORγt 是 ROR 家族成员之一，也是

Th17 细胞的特异性转录因子，Th17 细胞的分化及

其 IL-17 的表达受 RORγt 激活和调控，RORγt 能
诱导 Th17 细胞分泌 IL-17，还可参与 Th17 介导的

炎症反应过程［23］。

 Foxp3 与 RORγt 表达平衡能决定 CD4 ＋ T 细

胞分化方向，Foxp3 过表达可抑制 RORγt 功能的发

挥，促进 Treg 细胞分化，抑制未致敏 CD4 ＋ T 细胞向

Th17 细胞分化；反之，在 COPD 促炎症细胞因子的

环境中，炎症细胞因子如 IL-6 过表达，Foxp3 表达

降低，Foxp3 功能则受到抑制，可抑制 CD4 ＋ Treg 细

胞的增殖，RORγt 表达升高，从而促进 Th17 细胞

的分化。Foxp3 与 RORγt 之间的平稳被打破，导致

CD4 ＋ T 细胞分化平衡紊乱，抑制 CD4 ＋ Treg 细胞的

增殖，促使机体发生免疫反应，效应细胞 Th17 细胞

分泌增多［24-25］。Th17 细胞分泌 IL-17 参与 COPD
炎症反应的过程，还能促进 IL-6 等因子的释放，前

体细胞继续向失衡分化，导致肺组织损伤［11］。本研

究结果显示，COPD 大鼠 CD4 ＋ CD25 ＋ Foxp3 ＋ Treg
表达降低、肺组织 Foxp3 明显减少，而 RORγt 明显

增加，这与陈辉等［26］研究结果相似；相关性分析显

示，IL-6 与 RORγt 呈负相关，Foxp3 与 RORγt 呈
正相关，说明 Foxp3、RORγt 可能共同参与 COPD
的发病过程。本研究结果提示，Foxp3/RORγt 失衡

可能是 COPD 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

 综上所述，自身免疫功能失衡可能导致 COPD
的发生，COPD 存在 Foxp3/Treg、 RORγt/Th17 表达

失衡，导致 CD4 ＋ T 细胞分化异常，从而打破机体的

自身免疫调节，使炎症因子分泌增多，启动和加剧

COPD 炎症反应，最终导致肺组织损伤和肺功能降

低。因此，采取措施增强转录因子 Foxp3、 Treg 表达，

抑制 RORγt 表达有望成为治疗 COPD 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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