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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修复是危重病急救医学的重要内容。间充质干细

胞（MSC）是一种起源于中胚层，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

潜能的干细胞。在不同诱因刺激下，MSC 可分化为骨细胞、

软骨细胞、脂肪细胞等中胚层细胞，也可越过胚层界限向外

胚层的神经细胞、神经胶质细胞以及内胚层的肝卵圆细胞分

化［1］。MSC主要存在于骨髓中，同时存在于脂肪、肌肉、皮肤、

脐带、胎盘等多种组织中［2］，具有易获得、易培养、遗传学稳

定、使用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等特点［1-3］。MSC 免疫原性低，

具备独特的免疫调节能力，能够“归巢”至损伤组织等［3］，因

而在创伤修复、组织功能再生与重建、免疫调节与治疗等领

域被广泛应用［4-6］。既往的观点认为，MSC 主要通过定向分

化、旁分泌途径分泌多种细胞因子等参与组织修复［7-11］。近

年来的研究提示，MSC 也可能通过释放胞外囊泡（EV）参与

细胞增殖及凋亡、血管生成、免疫调节等环节，从而发挥组织

修复作用［12-13］，是目前干细胞治疗在再生医学领域的研究

热点。

1 间充质干细胞微泡（MSC-MV）的概念

 细胞能够释放多种类型的囊泡，统称为 EV，EV 主要包

括外来体、微泡（MV）及凋亡小体 3 种［14］。

 多囊体与细胞质膜融合，将腔内囊泡释放至细胞外形成

的较小囊泡（30～100 nm）称为外来体。外来体常通过超速

离心（100 000×g）分离得到，富含分化抗原簇 CD9、 CD63、 
CD81 及热休克蛋白（HSP60、 HSP70、 HSP90），并常表达肿

瘤易感性基因（TSG）、网格蛋白及“母细胞”特异蛋白等标

志分子。

 MV 是指在钙蛋白酶参与下、依赖钙内流、通过细胞

骨架重组，直接由存活细胞膜出芽、脱落形成的较大囊泡

（100～1 000 nm）。MV 常通过超速离心（10 000～20 000×g） 
分离得到，富含胆固醇、鞘磷脂、神经酰胺及脂筏相关蛋白，

常表达磷脂酰丝氨酸。

 而频死细胞脱落形成的囊泡（1～5 μm）称为凋亡小体，

常通过低速离心（＜2 000×g）分离得到。

 EV 具备脂质外膜，能特异性地将“母细胞”中的某些蛋

白、 RNA 等物质包被其内，并传递至靶细胞中，是细胞间联

系的一种重要方式。MSC-EV 是 MSC 在静息、缺氧、饥饿

等应激条件下释放的一群异质性囊泡结构，能表达 CD13、
CD29、 CD44、 CD73、 CD105 等 MSC 标志分子，包含蛋白、

mRNA、微小 RNA（microRNA，miRNA）等物质［15］。参与组

织修复的 EV 主要是 MSC 来源的外来体及 MV，在已发表的

文献中多将两者统称为“MV”。 
2 MV 的提取

 MV 的提取方法主要包括离心法、微量过滤法、磁珠分

选法、微流体法、试剂盒提取法 5 种。

2.1 离心法

2.1.1 差速离心法：差速离心法是目前用于提取 MV 最常用

的方法。尽管各实验室流程不尽一致，但主要步骤基本相

同：低速离心（300×g，10 min）除去死亡细胞及大的凋亡碎

片；高速离心（各实验室不同，1 000～20 000×g）除去大的

囊泡及碎片；超速离心（100 000×g）沉淀 MV。如需得到

纯度更高的 MV，可将 MV 沉淀再次超速离心（100 000×g） 
1 次。应用差速离心法分离 MV 过程中，一些蛋白物质、凋

亡小体、核小体碎片会随 MV 沉淀在一起，导致 MV 的纯度

降低。同时各实验室间离心参数不同，如离心时间、相对离

心力、温度、离心机转子性能等因素均会影响 MV 的分离效

率［14］。此外，高速离心会导致细胞的破裂及活化，造成 MV
的“人为”释放。

2.1.2 蔗糖梯度离心法：基于蛋白、凋亡小体、核小体碎片等

具有不同的悬浮密度（MV 1.08～1.22 g/mL），蔗糖梯度离心

法能将 MV 从上述物质中纯化出来。

2.2 微量过滤法：与微滤膜不结合的蛋白，如膜联蛋白 V 能

通过微量过滤法被提取，但 TSG 等能与微滤膜结合的物质

不能通过此法分离；同时微量过滤法存在不能将 MV 凝集、

微滤过程中易掺杂其他物质等问题。

2.3 磁珠分选法：磁珠分选法基于几乎所有 MV 表达 CD9、
CD63、 CD81 等表面标志物的原理，此法获得的 MV 能够很

好地应用于后续的流式、免疫荧光检测；但磁珠分选不适于

大样本的处理，且磁珠分离出的 MV 洗脱后能否保持原有功

能尚无定论。

2.4 微流体法：微流体法具有样本需求量小、花费低等优

点，但同样不适用于大样本 MV 的提取。

2.5 试剂盒提取法：试剂盒提取法是近年来出现的较为便

捷的 MV 提取方法，将样本与 MV 沉淀液共孵育一定时间即

可将 MV 沉淀出来。

 各种 MV 分离方法的效率报道不一，各种方法互相并不

排斥，部分技术的结合可使 MV 分离效率更佳。更有效、稳

定、可重复的 MV 标准分离方法亟需建立，以便为其功能研

究、应用方面的研究打下基础。

3 MV 的检测

 MV 的检测技术主要包括光学、非光学方法。

3.1 电镜技术：电镜技术包括透射电镜、冷冻蚀刻电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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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镜能够直观提供 MV 的结构，因而在 MV 的研究领域被广

泛应用。

3.2 原子力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具备纳米级分辨率，特别

适用于 MV 形态的观察。

3.3 纳米粒子跟踪分析技术（NTA）：NTA 能够获得 MV 的

浓度、大小分布等参数；但光散射模式下的 NTA 不能区分蛋

白聚集物与 MV。

3.4 电阻脉冲检测：电阻脉冲检测是 NTA 的替代技术，通

过纳米孔离子电流的变化探测 MV。

3.5 动态光散射检测技术（DLS）：DLS 适用于单分散性的

EV。对于异质性的 MV 而言，DLS 的实用性较低，且结果因

分析软件的不同而异。X 射线小角散射技术、体积排阻色谱

联合 DLS 技术现已成功用于 MV 的追踪检测［16］。

3.6 流式细胞术（FCM）：FCM 是唯一能用于 MV 定性兼定

量检测的技术，常规的流式检测低限为 500 nm，新型仪器能

检测到直径 100 nm 的物质，因而 FCM 适用于直径大于仪器

检测阈值 MV 的检测；同时 FCM 检测出的 MV 信号不能区

分是单个较大的 MV 抑或一群较小的 MV ；将 MV 结合到微

米级乳胶颗粒上可方便地用于 FCM，但不能再定量检测。

3.7 蛋白印迹法：蛋白印迹法是通过检测 MV 表面标志物，

如 CD9、 CD63、 CD81 来反映 MV，不适用于 MV 定量。

 尽管检测技术众多，但尚无标准的检测方法，实践中常

将几种方法联合用于 MV 的检测。精确、可靠、快速检测方

法的建立是 MV 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4 MSC-MV 的组织修复作用

4.1 肾组织修复：Bruno 等［17］将 MSC-MV 与肾小管上皮细

胞（TEC）共孵育，发现 MSC-MV 在促进 TEC 增殖的同时

可抑制其凋亡，将 MSC-MV 应用于甘油诱发的急性肾损伤

（AKI）小鼠模型，结果与体外实验一致，小鼠血尿素氮、肌酐

等指标明显下降，MSC-MV 对肾损伤修复作用与 MSC 相当。

在肾次全切除、缺血 / 再灌注（I/R）损伤、顺铂诱导小鼠 AKI
模型中，MSC-MV 同样具备组织修复功能［18-22］。

4.2 心肌修复：Lai 等［23］研究发现，MSC 培养液对小鼠梗死

心肌具有保护功能，经分离、鉴定显示 MSC-MV 发挥了心肌

保护作用。Bian 等［24］研究发现，MSC-MV 能够加速小鼠急

性梗死心肌血流恢复，减小梗死面积，保持心肌收缩、舒张期

功能。Feng 等［25］研究发现，MSC-MV 可明显减轻心肌纤维

化。Arslan 等［26］研究发现，MSC-MV 可减小 I/R 损伤小鼠心

肌梗死面积，增强 I/R 损伤心肌细胞的生存能力。

4.3 神经修复：Xin 等［27］研究发现，MSC-MV 能够促进神经

突触的生长；在小鼠大脑中动脉闭塞卒中模型中，MSC-MV
可改善神经轴突的可塑性及神经突触的重构，促进神经及血

管再生，加快卒中小鼠神经功能的恢复［28-29］。Raisi 等［30］研

究发现，MSC-MV 可促进小鼠受损坐骨神经的功能恢复。

4.4 肺组织修复：Lee 等［31］研究发现，在小鼠缺氧性肺动脉

高压模型中，MSC-MV 可抑制缺氧所致的血管重构、降低炎

症及增生介质的水平，对缺血性肺动脉高压血管具有保护作

用。Zhu 等［32］研究发现，在大肠杆菌内毒素致小鼠急性肺损

伤（ALI）模型中，MSC-MV 具有抗炎、加快恢复肺蛋白渗透

率的作用。

4.5 肝组织修复：Li 等［33］研究发现，在四氯化碳诱导的肝

纤维化模型中，MSC-MV 可减轻肝脏炎症反应及胶原沉积，

抑制上皮细胞向间质细胞转化，发挥肝组织修复作用。

4.6 皮肤创伤修复：Zhang 等［34］研究发现，MSC-MV 可促进

热刺激后皮肤细胞的增殖，并抑制其凋亡，在大鼠皮肤烧伤模

型中，MSC-MV 能促进烧伤部位的再上皮化，加快伤口愈合。

4.7 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组织修复：Kordelas 等［35］报

道了 1 例采用 MSC-MV 治疗 GVHD 的患者，结果显示，患

者皮肤、黏膜及肠道的临床表现得到明显缓解，激素用量明

显减少，证实了 MSC-MV 在 GVHD 组织修复方面的功效。

4.8 糖尿病（DM）受损胰腺细胞修复：1 型 DM 是由自身免

疫介导下胰腺 B 细胞群受损所引起。MSC-MV 具备独特的

免疫调节作用，目前针对其在 DM 受损细胞修复方面的临床

研究正在进行。

4.9 关节退行性变、风湿性疾病组织修复：Strassburg 等［36］

研究发现，MV 与髓核细胞的相互作用可能是 MSC 促进退

化的椎间盘结构恢复的一种机制。MSC-MV 因其抗纤维化、

抗凋亡、免疫调节功能，可能在骨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等疾

病中发挥组织修复作用［15］。

5 MSC-MV 的作用机制

5.1 促进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 Bruno 等［18］研究发现，

MSC-MV 通过上调抗凋亡基因 bcl-xl、 bcl2、 birc8 及下调促

凋亡基因 Casp1、 Casp8、 LTA 发挥组织修复作用。Zhou 等［21］

研究发现，MSC-MV 可上调 bcl2、下调促凋亡基因 bax，抑制

细胞凋亡；同时活化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以促进细胞增殖，

发挥组织修复的作用。

5.2 免疫调节：Zou 等［20］研究发现，MSC-MV 可降低巨噬

细胞趋化蛋白 CX3CL1 的表达及巨噬细胞的浸润，下调肿瘤

坏死因子（TNF），上调白细胞介素 -10（IL-10），促进组织修

复。Kordelas 等［35］研究发现，MSC-MV 可降低 GVHD 患者

IL-1β、 TNF-α及 γ-干扰素水平，促进受损组织修复。

5.3 促血管生成：Bian 等［24］研究发现，MSC-MV 通过促

进血管生成发挥组织修复作用，其中促血管生成作用可

能是通过 MV 传递具有血管生成功能的蛋白，或者通过传

递 miRNA，在转录后水平调节基因表达，参与血管的生成。

Zhang 等［37］在体内外实验均发现，MSC-MV 具有促进血管

生成的作用。

5.4 投递 mRNA ：对 MSC-MV 内 RNA 进行微阵列芯片分

析发现，MSC-MV 内富含涉及细胞增殖、免疫调节、转录的

mRNA，采用 RNA 酶处理 MSC-MV 后，其组织修复作用消

失［17］。说明 MSC-MV 可能通过传递 mRNA 至靶细胞中发

挥组织修复作用。Tomasoni 等［38］研究发现，MSC-MV 通过

传递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受体的 mRNA 至 TEC 中发挥组织

修复功能。Zhu 等［32］研究发现，MSC-MV 通过增加受损肺

泡中角化细胞生长因子 mRNA 水平发挥组织修复作用。

5.5 投递 miRNA ：Zou 等［20］研究发现，MSC-MV 可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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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 miRNA-15a、 miRNA-15b、 miRNA-16 至靶细胞中发

挥组织修复作用。Lindoso 等［39］研究发现，MSC-MV 能够传

递 miRNA 至靶细胞并调节 miRNA 的表达，通过下调涉及

细胞凋亡、细胞骨架重构相关的 mRNA 发挥组织修复作用。

Feng 等［25］研究发现，MSC-MV 富含 miRNA-22，miRNA-22
通过与甲基化 CpG 结合蛋白（一类能与甲基化 CpG 特异性

结合并相互作用的蛋白质，在基因沉默中发挥关键作用）结

合发挥抗凋亡作用，以促进组织修复。Yu 等［40］研究发现，

MSC-MV 通过传递 miRNA-221 抑制凋亡，发挥心肌保护功

能。Xin 等［27-29］研究发现，MSC-MV 传递 miRNA-133b 至神 
经细胞及星形胶质细胞，通过调控细胞增殖、凋亡及其他因

子功能，促进神经突触生长。Lee 等［31］研究发现，MSC-MV
可以通过抑制缺氧活化的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 3，下调

miRNA-17，上调 miRNA-204（在肺动脉高压患者中降低的

一种关键 miRNA），发挥组织修复功能。

5.6 投递蛋白：Arslan 等［26］研究发现，MSC-MV 通过传递

特定蛋白至靶细胞，增加三磷酸腺苷（ATP）水平，降低氧化

应激，活化磷脂酰肌醇 3 激酶 / 丝氨酸激酶（PI3K/AKT）通

路（一种参与调节细胞增殖、分化、凋亡、迁移等多种细胞

功能的信号通路），增强心肌生存能力，避免不利心肌重塑，

发挥组织修复作用。Zhang 等［34］研究发现，MSC-MV 传递

Wnt4 至靶细胞，通过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一种参与

调节细胞增殖、分化、极化、凋亡等细胞功能的信号通路）及

AKT 的活化，上调 bcl2 蛋白水平，抑制细胞凋亡，同时 AKT
的活化可促进细胞增殖，共同发挥组织修复作用。

 综上，MSC-MV 作为一种传递介质，在蛋白、 mRNA、 
miRNA 水平投递特定内容物至靶细胞中，通过调控细胞增

殖和凋亡、血管再生、免疫调节等多种途径发挥组织修复的

功能。

6 展 望

 目前MSC广泛应用于组织再生修复领域。与MSC比较，

作为非细胞成分的 MSC-MV 具有操作更简便（分离方法相

对简单，直接使用）、性能更稳定（-80 ℃保存 2 年仍能保持

其生物学功能）、规避了 MSC 自身副作用等特点。与可溶性

信号转导物质不同，MV 的脂质双分子层结构使其所传递的

信号物质不会被细胞外介质稀释，这种“载体式”信号转导

方式使 MV 具备更好的信号转导效率。因而 MSC-MV 在再

生医学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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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2014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临床医学综合类期刊影响因子和综合评价总分前 10 位排序表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排位 期刊名称 综合评价总分 排位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1.465   1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68.1   1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1.076   2  实用医学杂志 61.3   2
 中国全科医学 0.899   3  中国全科医学 61.1   3
 中华全科医学 0.866   4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48.7   4
 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0.862   5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44.1   5
 中国血液净化 0.803   6  中国血液净化 42.6   6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0.763   7  中国临床医学 42.5   7
 临床血液学杂志 0.746   8  中国急救医学 41.8   8
 中国输血杂志 0.736   9  中华全科医学 41.5   9
 实用医学杂志 0.676 10  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41.4 10

——中西医结合医学类期刊影响因子和综合评价总分前 10 位排序表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排位 期刊名称 综合评价总分 排位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1.076   1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76.2   1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0.978   2  Journal of Intergerative Medicine 53.4   2
 Journal of Intergerative Medicine 0.640   3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52.8   3
 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 0.584   4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45.7   4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 0.583   5  中国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39.1   5
 中国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0.547   6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36.8   6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0.503   7  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 34.3   7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0.482   8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33.8   8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0.377   9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 29.4   9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 0.332 10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27.2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