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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低表达大肿瘤抑制因子 1（LATS1）基因抑制Hippo 信号通路对小鼠骨髓来源间充质

干细胞（mMSCs）分化、增殖和迁移能力的影响。方法 将 C57BL/6 小鼠 mMSCs 分为正常对照组（MSC 组）、空

载体对照组（MSC-GFP 组）、过表达 LATS1 实验组（MSC-LATS1 组）、空干扰病毒转染组（MSC-shControl 组）、

转染干扰 LATS1 病毒组（MSC-shLATS1 组），分别构建过表达或低表达 LATS1 的慢病毒载体及其空载体对照

并转染mMSCs。用荧光显微镜和流式细胞仪评估慢病毒转染效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

检测 LATS1 mRNA 表达，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 LATS1、磷酸化 YAP（p-YAP）、14-3-3 蛋

白表达，以明确 LATS1 对 Hippo 信号通路的调控作用；用茜素红、油红 O染色及 qRT-PCR 检测成骨转录因子

Runx2、OSX 及成脂转录因子 C/EBPα、PPAR-γ的 mRNA表达，以明确Hippo 信号通路对mMSCs 成骨及成脂

分化的影响；用四甲基偶氮唑盐（MTT）比色法检测 mMSCs 的数量，以评估 Hippo 信号通路对 mMSCs 增殖能

力的影响；用划痕实验及 Transwell 小室迁移实验评估Hippo 信号通路对mMSCs 水平及垂直迁移能力的影响。

结果 慢病毒载体转染 mMSCs 效率可达 94.74%～96.10%。与 MSC-GFP 组比较，MSC-LATS1 可激活 Hippo

信号通路〔LATS1 mRNA（2-ΔΔCT）：4.37±0.21 比 1.20±0.04，LATS1 蛋白（灰度值）：2.21±0.06 比 1.09±0.10，
p-YAP/YAP 蛋白比值（灰度值）：1.51±0.13 比 0.98±0.05，14-3-3 蛋白（灰度值）：1.92±0.18 比 1.10±0.09，
均 P＜0.05〕，抑制mMSCs 成骨及成脂分化〔钙质沉积（A值）：0.13±0.02 比 0.40±0.03，Runx2 mRNA（2-ΔΔCT）：
0.51±0.02 比 0.98±0.09，OSX mRNA（2-ΔΔCT）：0.41±0.04 比 1.04±0.09，脂质沉积（A值）：0.10±0.02 比 0.25± 
0.03，C/EBPα mRNA（2-ΔΔCT）：0.33±0.03 比 1.11±0.09，PPAR-γ mRNA（2-ΔΔCT）：0.29±0.02 比 1.04±0.10，
均 P＜0.05〕，抑制 4～7 d 的 MSC 增殖及 mMSCs 水平和垂直迁移能力〔划痕弥合程度：（18.65±3.53）% 比
（40.29±1.87）%，迁移至 Transwell 小室膜下层的细胞数（个 /MP）：35.99±6.18 比 103.67±17.77，均 P＜0.05〕。
与 MSC-shControl 组比较，MSC-shLATS1 可以抑制 Hippo 信号通路〔LATS1 mRNA（2-ΔΔCT）：0.16±0.01 比
0.98±0.03，LATS1 蛋白（灰度值）：0.38±0.03 比 1.04±0.07，p-YAP/YAP 蛋白比值（灰度值）：0.58±0.04 比
1.05±0.06，14-3-3 蛋白（灰度值）：0.14±0.02 比 1.02±0.09，均 P＜0.05〕，促进mMSCs 成骨及成脂分化〔钙质
沉积（A值）：0.93±0.13 比 0.44±0.05，Runx2 mRNA（2-ΔΔCT）：1.44±0.12 比 0.95±0.04，OSX mRNA（2-ΔΔCT）：
1.67±0.06 比 1.10±0.11，脂 质 沉 积（A 值）：0.47±0.06 比 0.28±0.04，C/EBPα mRNA（2-ΔΔCT）：3.98±0.61
比 0.99±0.10，PPAR-γ mRNA（2-ΔΔCT）：3.05±0.36 比 0.98±0.14，均 P＜0.05〕，促进 3～7 d 的 MSC 增殖及
mMSCs 水平和垂直迁移能力〔划痕弥合程度：（80.18±6.98）%比（46.18±1.01）%，迁移至 Transwell 小室膜下
层的细胞数 （个 /MP）：212.69±41.21 比 115.87±35.15，均 P＜0.05〕。结论 低表达 LATS1 可通过抑制 Hippo

信号通路促进小鼠mMSCs 的成骨及成脂分化，增强其增殖和迁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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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under-expression of large tumor suppressor 1 (LATS1) on 
activation of Hippo signaling pathway and differentiation,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MSCs) of mice in vitro. Methods mMSCs of C57BL/6 mice were divided into normal control (MSC) group, empty 
vector control (MSC-GFP) group, LATS1-over-expressing (MSC-LATS1) group, empty vector without LATS1 shRNA 
control (MSC-shControl) group and LATS1-under-expressing (MSC-shLATS1) group. Lentiviral vectors with acti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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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ctivated LATS1 (the key molecule of Hippo signaling pathway) modifications and empty vectors were constructed and 
were used to infect mMSCs in vitro. The transduction efficiencies mediated by the lentiviral vectors were evaluated by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and flow cytometry. The mRNA expression of LATS1 was quantifi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and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LATS1, YAP (p-YAP), 14-3-3 were quantified 
by Western Blot to evaluate the activation of Hippo signaling pathway. Osteogenic and adip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mMSCs were evaluated through measurement of Runx2, OSX and C/EBPα, PPAR-γ mRNA by qRT-PCR, as well 
as Alizarin Red S and Oil red O staining. Proliferation of mMSCs was evaluated using methy thiazdyl tetrazolium (MTT) 
assay. The scratch test and Transwell chamber tes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migration ability of 
mMSCs. Results The transduction efficiencies mediated by the lentiviral vectors were 94.74%-96.10%. Compared 
with MSC-GFP group, the activation of Hippo signaling pathway was promoted in MSC-LATS1 group [LATS1 mRNA  
(2-ΔΔCT): 4.37±0.21 vs. 1.20±0.04, LATS1 protein (gray value): 2.21±0.06 vs. 1.09±0.10, p-YAP/YAP protein  
(gray value): 1.51±0.13 vs. 0.98±0.05, 14-3-3 protein (gray value): 1.92±0.18 vs. 1.10±0.09, all P < 0.05], 
osteogenic and adip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mMSCs were decreased in MSC-LATS1 group [mineralization (A value): 
0.13±0.02 vs. 0.40±0.03, Runx2 mRNA (2-ΔΔCT): 0.51±0.02 vs. 0.98±0.09, OSX mRNA (2-ΔΔCT): 0.41±0.04 
vs. 1.04±0.09, lipid accumulation (A value): 0.10±0.02 vs. 0.25±0.03, C/EBPα mRNA (2-ΔΔCT): 0.33±0.03 vs. 
1.11±0.09, PPAR-γ mRNA (2-ΔΔCT): 0.29±0.02 vs. 1.04±0.10, all P < 0.05], the proliferation rate of mMSCs at 
4-7 days was decreased in MSC-LATS1 group and so were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migration of mMSCs [wound 
healing rate: (18.65±3.53)% vs. (40.29±1.87)%, migrated cells (cells/MP): 35.99±6.18 vs. 103.67±17.77, both P < 
0.05]. Compared with MSC-shControl group, the activation of Hippo signaling pathway was inhibited in MSC-shLATS1 
group [LATS1 mRNA (2-ΔΔCT): 0.16±0.01 vs. 0.98±0.03, LATS1 protein (gray value): 0.38±0.03 vs. 1.04±0.07, 
p-YAP/YAP protein (gray value): 0.58±0.04 vs. 1.05±0.06, 14-3-3 protein (gray value): 0.14±0.02 vs. 1.02±0.09,  
all P < 0.05], osteogenic and adip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mMSCs were increased in MSC-shLATS1 group [mineralization  
(A value): 0.93±0.13 vs. 0.44±0.05, Runx2 mRNA (2-ΔΔCT): 1.44±0.12 vs. 0.95±0.04, OSX mRNA (2-ΔΔCT): 
1.67±0.06 vs. 1.10±0.11, lipid accumulation (A value): 0.47±0.06 vs. 0.28±0.04, C/EBPα mRNA (2-ΔΔCT): 
3.98±0.61 vs. 0.99±0.10, PPAR-γ mRNA (2-ΔΔCT): 3.05±0.36 vs. 0.98±0.14, all P < 0.05], the proliferation rate of 
mMSCs at 3-7 days was increased in MSC-shLATS1 group and so were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migration of mMSCs 
[wound healing rate: (80.18±6.98)% vs. (46.18±1.01)%, migrated cells (cells/MP): 212.69±41.21 vs. 115.87±35.15, 
both P < 0.05]. Conclusions Under-expression of LATS1 promotes the differentiation,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of 
mMSCs by inhibition of Hippo signaling pathway in vitro.

【Key words】 Large tumor suppressor 1; Hippo signaling pathway; Mesenchymal stem cell; Differentiation;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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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由肺泡上皮

细胞损伤导致的急性非心源性顽固性呼吸衰竭［1］。

研究表明，间充质干细胞（MSC）可作为 ARDS 肺损

伤修复的种子细胞，其可分化并修复受损肺泡上皮，

改善肺部炎症反应并提高 ARDS 模型动物的存活 

率［2］，但也存在着MSC向ARDS肺组织归巢比例低、

存留时间短等问题，因而明确MSC 分化、增殖和迁

移的调控机制意义重大［3］。Hippo 信号通路具备决

定多种细胞分化、增殖和迁移的能力，但其对MSC

的调控作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4］。本研究拟通过

慢病毒载体转染大肿瘤抑制因子 1（LATS1）基因调

控MSC Hippo 信号通路活性，探讨该通路对MSC 分

化、增殖和迁移能力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实验材料及试剂： Gateway 入门克隆构
建试剂盒（美国 Invitrogen 公司），质粒小提试剂盒 

（北京天根生化科技公司），二甲基亚砜（DMSO，美国 

Sigma-Aldrich 公 司），DMEM/F12 培 养基、10% 胎

牛血清（FBS）、LATS1 的全长编码基因序列、 293FT

细胞株（美国 ThermoFisher 公司），胰蛋白酶（美国

Gibco 公司），C57BL/6 小鼠骨髓来源MSC （mMSCs）、

C57BL/6 小鼠 mMSCs 成骨和成脂细胞诱导分化

试剂盒、慢病毒表达载体 pLV.EX3d.P/neo （广州赛

业生物科技公司），小鼠绿色荧光蛋白（GFP）抗体 

（美国 Abcam 公司），二喹啉甲酸（BCA）蛋白定量试

剂盒、放射免疫沉淀（RIPA）细胞裂解液、核蛋白浆

蛋白抽提试剂盒、辣根过氧化物酶（HRP）标记山羊

抗小鼠 IgG （南京碧云天生物科技公司），兔 LATS1

抗体、兔 Yes 相关蛋白（YAP）抗体、兔 14-3-3 蛋

白抗体、兔β-肌动蛋白（β-actin）抗体、兔 3- 磷

酸甘油醛脱氢酶（GAPDH）抗体（美国 Santa Cruz 公

司），Hpa Ⅰ和 Xho Ⅰ内切酶、RNA 抽提试剂盒、实

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检测试剂盒

（日本 Takara 公司）。

1.2 细胞培养和鉴定：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mMSCs
表型并对其诱导成骨、成脂和成软骨分化进行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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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mMSCs及 293FT细胞用含10% FBS及 1%链霉

素和青霉素的 DMEM/F12 培养基于 37 ℃、5% CO2 
培养箱中培养。

1.3 重组慢病毒载体的构建和包装：采用 EF1α
启动子双标慢病毒载体后，通过 Gateway 重组克隆

技术构建过表达 LATS1 的重组慢病毒载体 EF1a-

LATS1-IRES-eGFP，同时构建 EF1a-eGFP 作为空

载体对照。依据 LATS1 基因序列利用基于慢病毒

载体 PPLU2G 设计并合成针对 LATS1 的含有 eGFP

的短发夹型 RNA 干扰序列（shRNA）和阴性对照序

列引物，单链引物退火成双链 oligo 序列并经Hpa Ⅰ

和 Xho Ⅰ内切酶双酶切得到线性化 RNA 干扰载

体。测序通过的质粒经病毒包装转染试剂共转染进

293FT 细胞进行慢病毒包装，依据病毒表达 GFP，采

用孔稀释法测定病毒滴度。

1.4 慢病毒载体转染 mMSCs 和 eGFP 报告基因检
测：将 mMSCs 接种到 6 孔板，加入含 10% FBS 的

DMEM/F12 及慢病毒载体于 37 ℃、5% CO2 孵育转

染，实验设置正常对照组（MSC 组）、空载体对照组

（MSC-GFP 组）、过表达 LATS1 实验组（MSC-LATS1

组）、空干扰病毒转染组（MSC-shControl 组）、转染 

干扰 LATS1 病毒组（MSC-shLATS1 组）5 组，转染

48 h 后在荧光显微镜下随机选取上、中、下 5个低

倍视野， 计数转染细胞百分比来评价转染效率。

1.5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
LATS1、YAP、14-3-3 蛋白表达：提取细胞总蛋白及

核蛋白，BCA 法测定蛋白浓度，蛋白变性后经上样、

电泳、转膜、封闭，分别加入一抗、HRP 标记的二抗

孵育，电化学发光（ECL）显色，Quantity One 软件定

量分析目的条带灰度值，以 GAPDH 或β-actin 作

为内参蛋白。

1.6 诱导mMSCs成骨、成脂分化及鉴定：将mMSCs 
接种到 12 孔板，加入含 10% FBS 的 DMEM/F12，待

细胞铺满 80%～90% 时转入成骨或成脂诱导培养

基继续培养，分别采用茜素红或油红 O染色后镜检

评估钙质或中性脂质颗粒沉积，10%氯化十二烷基

吡啶（CPC）或异丙醇脱色后分别测定波长 570 nm

或 510 nm 处的吸光度（A）值。
1.7 qRT-PCR 检测 LATS1、Runx2、OSX、C/EBPα
及 PPAR-γ 的 mRNA 表达：TRIzol 法提取 mMSCs

总 RNA，反转录产生 cDNA，PCR 引物序列由上海生

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通过 ABI Prism 7500 型

定量 PCR 仪进行扩增。采用 2-ΔΔCT 法计算 mRNA

表达，选取 GAPDH作为校正内参基因。

1.8 四甲基偶氮唑盐（MTT）比色法检测细胞增殖：
用含 10% FBS 的 DMEM/F12 重悬 mMSCs 后接种到

96 孔板，培养 7 d 后加入MTT 溶液 37 ℃孵育，弃去

培养基和MTT 溶液，加入 DMSO，用酶标仪检测波

长 570 nm 处 A值。
1.9 划痕实验检测mMSCs 水平迁移能力：用含 2% 
FBS 的 DMEM/F12 重悬 mMSCs 后接种到 6孔板，待

细胞铺满 80%～90% 时用移液枪头在培养孔中央

划痕，加入 DMEM/F12 培养基于 37 ℃、5% CO2 孵

育 24 h，分别在 0 h 和 24 h 取样拍照，计算划痕宽度

的平均值以反映划痕弥合程度。

1.10 Transwell 迁移实验检测 mMSCs 垂直迁移能
力：用DMEM/F12 重悬mMSCs 接种到 24孔板（膜直 

径 6.5 mm，孔径8 μm）并嵌套到Transwell 小室中，在
小室下培养板中加入含 10% FBS 的 DMEM/F12 于 

37 ℃、5% CO2 孵育 10 h 进行迁移实验；迁移后小

室膜下层细胞采用 0.1% 结晶紫染色，倒置相差显

微镜下随机计数 5个视野的细胞数并取均值。

1.11 统计学处理：使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方
差分析（ANOVA）和 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计数资
料采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慢病毒载体转染mMSCs的效率：MSC-GFP组、
MSC-LATS1 组、MSC-shControl 组及 MSC-shLATS1

组转染阳性细胞比例在 94.74%～96.10% （图 1）。

MSC-LATS1 组 LATS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均较 

MSC-GFP 组显著增高，MSC-shLATS1 组 LATS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较 MSC-shControl 组显著降低 

（均P＜0.05），而MSC组、MSC-GFP组、MSC-shControl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1；图 2）。提示慢病毒

载体转染mMSCs 高效稳定。

2.2 过表达及低表达 LATS1 对 Hippo 信号通路的
调节作用（图 3；表 2）：MSC-LATS1 组磷酸化 YAP

（p-YAP）和 14-3-3 蛋白表达均较 MSC-GFP 组显

著增高，MSC-shLATS1 组 p-YAP 和 14-3-3 蛋白表

达均较MSC-shControl 组显著降低（均 P＜0.05），而
MSC 组、MSC-GFP 组、MSC-shControl 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提示过表达及低表达 LATS1 可分别

激活及抑制Hippo 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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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光镜下观察mMSCs 呈梭形（中倍放大）；荧光显微镜下转染成功的mMSCs 呈绿色荧光（中倍放大）；
流式细胞仪检测绿色荧光蛋白（GFP）阳性细胞比例反映慢病毒载体转染mMSCs 的效率

图 1 各组慢病毒载体转染mMSCs 的效率  

表 2 各组 mMSCs Hippo信号通路 p-YAP
及 14-3-3蛋白表达比较（x±s）

组别
样本

数

p-YAP/YAP 蛋白

比值（灰度值）

14-3-3 蛋白

（灰度值）

MSC 组 6 1.00±0.04 1.05±0.05
MSC-GFP 组 6 0.98±0.05 1.10±0.09
MSC-LATS1 组 6 1.51±0.13 a 1.92±0.18 a

MSC-shControl 组 6 1.05±0.06 1.02±0.09
MSC-shLATS1 组 6 0.58±0.04 b 0.14±0.02 b

注：与MSC-GFP 组比较，aP＜0.05；与 MSC-shControl 组比较，
bP＜0.05

表1 各组mMSCs LATS1的mRNA及蛋白表达比较（x±s）

组别
样本

数

LATS1 表达

mRNA（2-ΔΔCT） 蛋白（灰度值）

MSC 组 6 1.02±0.06 1.01±0.08
MSC-GFP 组 6 1.20±0.04 1.09±0.10
MSC-LATS1 组 6 4.37±0.21 a 2.21±0.06 a

MSC-shControl 组 6 0.98±0.03 1.04±0.07
MSC-shLATS1 组 6 0.16±0.01 b 0.38±0.03 b

注：与MSC-GFP 组比较，aP＜0.05；与 MSC-shControl 组比较，
bP＜0.05 

2.3 过表达及低表达 LATS1 对 mMSCs 成骨和成脂
分化的影响（图 4～5；表 3）：MSC-LATS1 组钙质

沉积和 Runx2、OSX 的 mRNA 表达以及脂质沉积和

C/EBPα、PPAR-γ 的 mRNA 表达较 MSC-GFP 组

显著下降，MSC-shLATS1组各指标较MSC-shControl 

组显著增高（均 P＜0.05），而MSC 组、MSC-GFP 组、
MSC-shControl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过表

达及低表达 LATS1 可分别抑制及促进mMSCs 成骨

和成脂分化。

2.4 过表达及低表达 LATS1 对 mMSCs 增殖的影
响（图 6）：MSC-LATS1 组 4～7 d mMSCs 增殖率较 

MSC-GFP 组 显 著 下 降，MSC-shLATS1 组 3～7 d 

mMSCs增殖率较MSC-shControl组显著增高（均 P＜
0.05），而 MSC 组、MSC-GFP 组、MSC-shControl 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过表达及低表达 LATS1

可分别抑制及促进mMSCs 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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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各组
mMSCs LATS1 蛋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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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各组
mMSCs YAP、14-3-3 蛋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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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组诱导 mMSCs成骨及成脂分化的比较（x±s）

组别
样本

数

mMSCs 成骨分化

钙质沉积

（A值）
Runx2 mRNA

（2-ΔΔCT）

OSX mRNA

（2-ΔΔCT）

MSC 组 6 0.36±0.04 1.02±0.11 0.98±0.07
MSC-GFP 组 6 0.40±0.03 0.98±0.09 1.04±0.09
MSC-LATS1 组 6 0.13±0.02 a 0.51±0.02 a 0.41±0.04 a

MSC-shControl 组 6 0.44±0.05 0.95±0.04 1.10±0.11
MSC-shLATS1 组 6 0.93±0.13 b 1.44±0.12 b 1.67±0.06 b

组别
样本

数

mMSCs 成脂分化

脂质沉积

（A值）
C/EBPα mRNA

（2-ΔΔCT）

PPAR-γ mRNA

（2-ΔΔCT）

MSC 组 6 0.26±0.01 1.05±0.12 0.92±0.04
MSC-GFP 组 6 0.25±0.03 1.11±0.09 1.04±0.10
MSC-LATS1 组 6 0.10±0.02 a 0.33±0.03 a 0.29±0.02 a

MSC-shControl 组 6 0.28±0.04 0.99±0.10 0.98±0.14
MSC-shLATS1 组 6 0.47±0.06 b 3.98±0.61 b 3.05±0.36 b

注：与MSC-GFP 组比较，aP＜0.05；与 MSC-shControl 组比较，
bP＜0.05

2.5 过表达及低表达 LATS1 对 mMSCs 水平和垂直
迁移能力的影响（图 7～8；表 4）：MSC-LATS1 组划

痕宽度较MSC-GFP 组显著增大，划痕弥合程度减

弱（P＜0.05）；MSC-shLATS1 组划痕宽度减小，划痕
弥合程度较MSC-shControl 组显著增强（P＜0.05）； 

MSC 组、MSC-GFP 组与 MSC-shControl 组划痕宽度

相近。表明过表达及低表达 LATS1 可分别抑制及

促进mMSCs 的水平迁移能力。

 MSC-LATS1 组迁移至 Transwell 小室膜下层的

细胞数较MSC-GFP 组显著减少，MSC-shLATS1 组

迁移细胞数较 MSC-shControl 组显著增多（均 P＜
0.05），而 MSC 组、MSC-GFP 组、MSC-shControl 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过表达及低表达 LATS1

可分别抑制及促进mMSCs 的垂直迁移能力。

图 4 各组诱导mMSCs 成骨分化 mMSCs 成骨诱导培养，细胞内可见黑色钙盐沉积 茜素红染色 中倍放大

MSC-GFP组MSC组 MSC-LATS1组 MSC-shCOntrOl组 MSC-shLATS1组

图 5 各组诱导mMSCs 成脂分化 mMSCs 成脂诱导培养，细胞内可见红色脂滴形成 油红 O染色 中倍放大

MSC-GFP组MSC组 MSC-LATS1组 MSC-shCOntrOl组 MSC-shLATS1组

图 7 光镜下观察各组mMSCs 水平迁移能力 划痕实验评价mMSCs 水平迁移，两条虚线间即为划痕宽度 中倍放大

MSC-GFP组MSC组 MSC-LATS1组 MSC-shCOntrOl组 MSC-shLATS1组

注：与MSC-GFP 组比较，aP＜ 0.05； 
与 MSC-shControl 组比较，bP＜ 0.05

图 6 各组 mMSCs 增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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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S1 是影响 Hippo 信号通路的可行途径。

 本研究中通过重组慢病毒载体向 mMSCs 转染

LATS1 或其 shRNA 序列，成功构建了稳定的过表

达或低表达 LATS1 的 mMSCs，从而在共培养诱导

mMSCs 分化的基础上，实现对mMSCs Hippo 信号通

路的干预，进而观察Hippo 信号通路对mMSCs 成骨

及成脂分化、增殖和迁移的调控效应。结果表明，

通过过表达 LATS1 激酶可促进下游转录调控因子

YAP 磷酸化和 14-3-3 蛋白表达，从而激活 Hippo

信号通路；而低表达 LATS1 可抑制 YAP 磷酸化和

14-3-3 蛋白表达，从而抑制Hippo 信号通路。

 本研究表明，活化 Hippo 信号通路能够抑制

mMSCs 的成骨及成脂分化，而抑制该通路能促进

mMSCs 的成骨及成脂分化。该结果与既往研究结

果有所不同，An 等［11］研究表明，Hippo 信号作为脂

肪形成的正向调控因素发挥功能，在成脂诱导培养

环境中小鼠 mMSCs 通过活化 Hippo 通路可使脂肪

细胞形成增加；但 Chen 等［12］在成骨诱导培养环境

中发现，活化 mMSCs 的 Hippo 信号反而抑制其向

成骨细胞分化；而 Tang 等［13］发现，在成肌诱导培

养环境中活化 mMSCs 的 Hippo 信号可促进其向成

肌纤维细胞分化。由此可见，对于不同的诱导分化

细胞类型，甚至同一种细胞在不同环境和时间点，

Hippo 信号通路对MSC分化所起的调节作用可能不

尽相同，这种差异可能来自细胞所处微环境、分化

细胞类型的不同［14］。

 本研究表明，活化 Hippo 信号通路能够抑制

mMSCs 增殖，而抑制该通路能促进 mMSCs 增殖。

该结果与既往研究结果有所不同，Ye 等［15］研究表

明，Hippo 信号活化可促进小鼠卵巢干细胞的增殖；

Lange 等［16］研究表明，通过敲除MST1/2 阻断 Hippo

信号通路可以抑制小鼠气道上皮祖细胞增殖；但

是 An 等［11］在哺乳动物中发现，过表达 LATS1 活化

Hippo 信号通路可抑制成脂细胞增殖。由此可见，

Hippo 信号通路对细胞增殖的调控效应随着细胞类

3 讨 论

 ARDS 主要病理生理改变是肺泡上皮细胞受

损，残存的Ⅱ型肺泡上皮细胞（ATⅡ）可增殖、分化

Ⅰ型肺泡上皮细胞（ATⅠ），从而修复肺损伤［5］。但

中重度 ARDS AT Ⅱ细胞受损严重，限制了其自身修

复效果，补充外源性种子细胞成为必然选择。MSC

可作为 ARDS 肺泡上皮修复的理想种子细胞［6］，研

究已证实，外源性MSC 有助于加速 ARDS 动物模型

肺泡上皮的修复，缓解肺损伤并降低动物死亡率［7］。 

但 ARDS 时 MSC 向肺脏归巢数量少，在肺组织中存

留时间短及分化为 AT Ⅱ细胞比例较低，限制了其

对 ARDS 的疗效［3］。因此，明确MSC 分化、增殖和

迁移的调控机制有助于提高MSC 的肺保护效应。

 Hippo 信号通路是调控组织细胞分化和增殖的

重要途径，其多种配体、受体、激酶、转录调控因子

和转录因子等在MSC 中均有表达，调控Hippo 信号

通路理论上能影响MSC 分化、增殖、迁移等生物学

行为［8］。在哺乳动物中，Hippo 信号由 STE20 家族

激酶 MST1/2 磷酸化激活 NDR 家族激酶 LATS1［9］

起始，后者靶蛋白是转录调控因子 YAP。LATS1 激

酶可使 YAP 磷酸化，后者与 14-3-3 蛋白结合使其

定位于细胞质，抑制 YAP 的促增殖和抗凋亡活性，

从而促进细胞凋亡。若 LATS1 活性降低， YAP 不

被磷酸化即进入细胞核，在细胞核中积累的 YAP 可

与 TEA 域家族成员 1（TEAD1）等转录因子结合，

促进下游靶基因的表达，从而启动 YAP 的促增殖

和抗凋亡活性，促进细胞增殖［10］。由此可见，调控

表 4 各组 mMSCs水平及垂直迁移能力比较（x±s）

组别
样本

数

划痕弥合

程度（%）

垂直迁移细胞

计数（个 /MP）

MSC 组 6 39.78±3.11 110.56±20.10
MSC-GFP 组 6 40.29±1.87 103.67±17.77
MSC-LATS1 组 6 18.65±3.53 a   35.99±  6.18 a

MSC-shControl 组 6 46.18±1.01 115.87±35.15
MSC-shLATS1 组 6 80.18±6.98 b 212.69±41.21 b

注：与MSC-GFP 组比较，aP＜0.05；与 MSC-shControl 组比较，
bP＜0.05

图 8 光镜下观察各组mMSCs 垂直迁移能力 Transwell 迁移实验评价mMSCs 垂直迁移能力，紫色梭形细胞为迁移的mMSCs 
结晶紫染色 中倍放大

MSC-GFP组MSC组 MSC-LATS1组 MSC-shCOntrOl组 MSC-shLATS1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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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细胞培养条件和所处微环境变化而具有极大的

差异，因此Hippo 信号通路对MSC 增殖所起的调节

作用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表明，抑制Hippo 通路可增强mMSCs 水

平、垂直迁移能力，而活化该通路能逆转上述效应。

外源性MSC 进入体内后可向损伤和炎症部位聚集，

这是其发挥组织修复等功能的前提。既往研究已

证实，动物模型中MSC 向 ARDS 肺组织归巢的数量

明显多于正常肺组织，如 Ortiz 等［17］发现，博莱霉素

诱导的肺损伤模型动物中MSC 向肺组织归巢数量

是正常小鼠的 23 倍。目前调控MSC 向损伤部位迁

移的分子机制尚存争议，认为干细胞来源因子 -1α

（SDF-1α）及趋化因子受体 CXCR4 可能具有一定

作用［18］。此外也有研究表明，转化生长因子 -β1

（TGF-β1）、白细胞介素 -1β（IL-1β）和肿瘤坏死

因子 -α（TNF-α）可通过诱导MSC 表达基质金属

蛋白酶（MMPs）加强其归巢作用［19］。而本研究表明，

Hippo 信号通路在体外能够调节 MSC 的迁移和归

巢，为MSC 迁移和归巢调控机制提供了新的视点，

但其在体内调控效应和机制仍有待深入研究。

 综上，本研究显示，低表达 LATS1 通过抑制

Hippo 信号通路可提高 mMSCs 在体外成骨和成脂

分化、增殖及迁移能力，抑制 mMSCs 的 Hippo 信号

通路可能有助于增强其对 ARDS 的修复作用，但仍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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