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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一部 hiPSCs 诱导分化为视网膜祖细胞初探
目的：探讨人诱导多能干细胞(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hiPSCs)高效
分化为视网膜祖细胞(retinal progenitor cells, RPCs) (hiPSC-RPC)方法，为将来治
疗视网膜变性疾病提供种子细胞。
方法：细胞免疫荧光染色法对 hiPSCs 特异标记物 Oct4、SSEA4、Sox2、Nanog
和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 AP)进行 hiPSCs 鉴定。在 hiPSCs 培养基中添
加分化诱导剂 (Dkk-1、Noggin、LeftyA 和 IGF-1)诱导分化为 hiPSC-RPC。分化
后的细胞分别用 qPCR、免疫荧光染色和免疫蛋白印迹方法鉴定其标志性基因和
蛋白(Pax6、Lhx2、Chx10 和 Nestin)的表达。
结 果 ： hiPSCs 标 记 物 Oct4 、 SSEA4 、 Sox2 、 Nanog 和 AP 阳 性 表 达 。
诱导定向分化后的 hiPSC-RPC 阳性表达 Pax6、Lhx2、Chx10 基因，而 Oct4 基因
表达降低。通过免疫荧光染色鉴定 RPCs 阳性表达眼转录因子(Lhx2、Pax6)和
RPCs 的特异性标记物(Chx10、Nestin)。免疫蛋白印迹分析显示 hiPSCs 分化后
Oct4 蛋白表达降低，Lhx2 蛋白表达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hiPSCs 在特定的诱导因子作用下可分化为 RPCs。
关键词：诱导多能干细胞，视网膜祖细胞，分化

第二部分 hiPSC-RPE 细胞对变性视网膜的保护研究
目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以感光细胞进行不可逆变性死亡为特征的遗传致盲性眼
疾病。细胞移植治疗是目前实验研究治疗视网膜变性疾病的主要方法之一 。
hiPSCs 源性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 (retinal pigmented epithelium, RPE) (hiPSCRPE)为致盲性视网膜变性疾病的治疗提供种子细胞。本论文探究 hiPSC-RPE 细
胞在体外对神经视网膜细胞作用以及 hiPSC-RPE 细胞视网膜下腔移植到视网膜
色素变性模型 rd10 小鼠的影响作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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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 hiPSCs 培养液中添加特定的小分子[IGF-1、Noggin、DKK-1、Nicotinamide
(NIC)、bFGF、Activin A 和 SU5402]进行循序定向诱导分化为 RPE。细胞免疫荧
光染色法鉴定对分化成 hiPSC-RPE 细胞。 2. Tranwell 小室共培养系统研究
hiPSC-RPE 细胞对鼠神经节细胞(mouse retina ganglion cell, mRGC) 的增殖和凋
亡影响。 3. TUNEL 染色观察 rd10 小鼠视网膜组织片与 hiPSC-RPE 培养 1 天后
凋亡的感光细胞。 4. 球形培养 PKH26 标记的 hiPSC-RPE 细胞 3 天后，用胰酶
消 化 成 单 散 细 胞 ， 接 着 将 hiPSC-RPE(1x104/eye) 细 胞 移 植 到 出 生 后 12 天
(postnatal day12, P12)的 rd10 小鼠视网膜下腔。5. 视网膜切片观察移植的细胞是
否存活，并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探
测 hiPSC-RPE 细胞移植后 rd10 小鼠眼内分泌神经营养因子水平。6. 免疫组织化
学、TUNEL 检测和免疫蛋白印迹方法分析移植 hiPSC-RPE 细胞对 rd10 小鼠视
网膜内环境的影响。7. 视网膜电图(electroretinography，ERG)和视网膜外核层
(outer nuclear layer, ONL)厚度分析移植 hiPSC-RPE 细胞对 rd10 视网膜的结构和
功能。
结果：1. hiPSCs 通过循序定向诱导 20 天后可分化 hiPSC-RPE，hiPSC-RPE 细胞
通过细胞免疫荧光染色检测阳性表达(RPE-65、CRALB、Mitf、Otx2 和 Tyrosinase)
RPE 标志性蛋白。2. 分别用 CCK-8 法检测和流式细胞仪检测发现 mRGC 与
hiPSC-RPE 共培养后可促进 mRGC 增殖和降低凋亡，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3. TUNEL 染色标记发现与 hiPSC-RPE 细胞培养可以减少 rd10
视网膜组织片细胞的凋亡,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4. 通过 β-半乳糖苷酶
(β-Gal)的衰老测试及钙黄绿素和 EthD-III 双染色测试球形培养后的 hiPSC-RPE
细胞可以维持较年轻状态和较高的活力。5. 通过视网膜组织切片染色结果发现
移植 2 周后的 hiPSC-RPE 细胞在 rd10 小鼠视网膜内存活。ELISA 检测 hiPSCRPE 细胞移植后 rd10 眼内含 1.4ug/ml 人源色素上皮衍生因子。 6. 免疫组织化
学方法分析视网膜下腔移植 hiPSC-RPE 细胞抑制 rd10 视网膜小胶质细胞的激活
(CD68)。蛋白免疫印迹结果显示 hiPSC-RPE 治疗的 rd10 可减少视网膜的凋亡蛋
白因子(Bax)。TUNEL 检测分析移植 hiPSC-RPE 细胞可以减少 rd10 感光细胞的
死亡。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7. 视网膜组织切片和 DAPI 染
色观察移植 hiPSC-RPE 细胞 rd10 外核层的衰退可以延缓。根据 rd10 小鼠在暗适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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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明适应的 ERG 反应，hiPSC-RPE 移植的视网膜变性 rd10 小鼠可以提高视
力。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在我们研究中，hiPSCs 可诱导分化成 RPE，hiPSC-RPE 移植到 rd10 视网
膜下腔，移植细胞可以存活并且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动，减少相关凋亡因子，提高
改善变性视网膜结构和功能。
关键词：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视网膜变性，rd10 小鼠，视网膜下腔移植

Abstract
Part 1 Primary investigation of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differentiation into retinal progenitor cell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 way of inducing hiPSCs differentiation into
retinal progenitor cells, and provide the ba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seed cells for retinal
degeneration diseases in future.
Methods: The specific markers of hiPSCs, including Oct4, SSEA4, Sox2, Nanog and
alkaline phosphatase(AP) were identifi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The hiPSCs
were differentiation into RPCs cultured in DMEM- F12 medium supplemented Dkk-1,
Noggin, LeftyA and IGF-1. Pax6, Lhx2 and Chx10 the specific markers of hiPSC-RPC
were identifi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nd western blotting.
Result: The specific markers of Oct4, SSEA4, Sox2, Nanog for hiPSCs were positively
expressed, qPCR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Oct4 gene expression decreased and Pax6,
Lhx2 and Chx10 gene expression increased in hiPSC-PRC after15 day differentiation.
At the same time, eye field related factors (Pax6 and Lhx2) and RPCs specific marker
(Chx10 and Nestin) were positively expressed in hiPSC-RPC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estern blo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tein level of Oct4 decreased in
induced RPCs while Lhx2 was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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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hiPSCs treated the effect of specific factors could be
induced into RPCs.
Keywords: induce pluripotent stem cell, retinal progenitor cell, differentiation

Part2 Protective Effects of hiPSC-RPE in the Degenerating Retina
Objective: Retinitis pigmentosa is an inherited eye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irreversible and progressive death of photoreceptor cells, eventually leading to
blindness. Cell replacement therapy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treatment methods.
hiPSCs derived RPE can provide the theory basis of seed cells for retinal degeneration
diseases. Research of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human iPSC-RPE to retinal neuronal cells
in vitro and sub-retinal transplantation in the rd10 mice retinal degeneration model in
vivo ar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Methods: 1. Differentiation of hiPSCs towards RPE through cultured in differentiation
medium with sequential addition of defined factors [IGF-1, Noggin, DKK-1,
Nicotinamide (NIC), bFGF, Activin A, SU5402]. The hiPSC-RPE cells were identifi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and western blotting. 2.The Transwell co-culture of
hiPSC-RPE cells with mRGC was performed to study mRGC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3. The Transwell co-culture of hiPSC-RPE cells with retinal explants from
rd10 for 1 days with or without hiPSC-RPE to investigate photoreceptor apoptosis
measured by TUNEL assay. 4. hiPSC-RPE labeled with the red lipophilic fluorescent
dye (PKH26) and spheroid culture 3 days before transplantation. rd10 mice received
sub-retinal injections of the dissociated hiPSC-RPE(1×104/eye) on P12. 5. Retinal
sections were performed to observe the hiPSC-RPE cells whether survived in rd10
retina. ELISA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level of neurotrophic factors from
intraocular fliud in hiPSC-RPE-treated rd10 mice. 6. Immunocytochemistry, TUNEL
assay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n rd10 ocular condition after
sub-retinal transplantation hiPSC-RPE. 7. ERG response and thickness of outer nuclear
layer used to analyze the hiPSC-RPE-treated rd10 retina structural and visual function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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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to WT, and untreated rd10 mice.
Result: 1. RPE could be generated from hiPSCs through sequential differentiated
condition. The hiPSC-RPE could express positive RPE marker proteins, such as RPE65, CRALB, Mitf, Otx2 and Tyrosinase. 2. The mRGC co-cultured with hiPSC-RPE
displayed a higher proliferation rate, and lower apoptosis by CCK-8 assay and flow
cytometry.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was
observed. 3. rd10 retinal explant was co-culture with hiPSC-RPE could rescue
photoreceptors measured by TUNEL assay.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4. Dissociated hiPSC-RPE cells after spheroid treatment hiPSC-RPE cells remained
younger, better cell viability and anti-apoptosis detected by SA-β-Gal activity assay and
double staining of Calcein AM and EthD-III.

5. hiPSC-RPE survived in the

degenerated sub-retina of rd10 mice. The concentration of human PEDF in rd10 hiPSCRPE-transplanted eyes was 1.4ug/ml detected by ELISA. 6. The activated microglia
were inhibition analyzed by staining after transplantation of hiPSC-RPE into the subretina of rd10 mice. hiPSC-RPE treated rd10 mice downregulated expression levels of
apoptosis-related (CD68, Bax) in the retina analyzed by Western blot. hiPSC-RPEtransplanted rd10 mice could reduce photoreceptors from apoptosis measured by
TUNEL assay.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was
observed. 7. Retinal sections and DAPI stain showed that hiPSC-RPE treated rd10 the
degeneration of ONL was delayed. According to the Scotopic and Photopic ERG
responses that the visual function of hiPSC-RPE treated rd10 mic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was
observed.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e are able to differentiate hiPSCs into RPE and transplant
these hiPSC-RPE into the eye of rd10 mice. The transplanted hiPSC-RPE cells can well
survive in host retina and obviously suppress microglial activatio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apoptosis, improve 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features of photoreceptor
degeneration.
Keywords: RPE, degeneration retinal, rd10, sub-retinal transplantatio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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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诱导多能干细胞及应用
1.1 iPSCs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多潜能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分化成
多种功能的细胞。干细胞按发育阶段分为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 ESC)
和成体干细胞；从分化潜能又可分为全能干细胞(totipotent stem cell, TSC)多能干
细胞和单能干细胞[1]。胚胎干细胞是受精卵分裂发育囊胚细胞团，能分化为各种
细胞。成体干细胞是存在机体组织和器官内未分化的细胞。胚胎干细胞和成体干
细胞来源都受限制及伦理学等问题,其研究受到一定的限制。在 2006 年以前细胞
的重编程是利用胚胎卵母细胞核移植或者细胞融合的技术，该方法受到伦理道德，
宗教法律的制约。2006 年,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团队[2] 将小鼠成纤维细胞导入
四个转录因子(Oct3/4、Sox2、c-Myc 和 Klf4)获得了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和
分化潜能的多能性干细胞,命名为诱导性多潜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该研究发表于《细胞》杂志上。数月之后，该科研小组又成功将人
的成纤维细胞诱导为人类 iPSCs 系[3]。iPSCs 诱导技术研究发展非常之快，除了
利用病毒和质粒还有小分子化合物、重组蛋白、microRNAs 等方法携带外源基因
将人或鼠的体细胞重编程为 iPSCs [4-8]。iPSCs 重编程不但在诱导技术上有很大突
破，而且实现除成纤维细胞多种类型体细胞被重编程[8-13]。因而 iPSCs 的出现掀
起了研究诱导多能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的热潮，在生命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2 iPSCs 的应用
iPSCs 来源于患者自身的体细胞，与胚胎干细胞相比，不涉及伦理学的问题，
而且还可有效避免移植后产生免疫排斥的问题。所以 iPSCs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iPSCs 的应用主要是围绕着细胞代替治疗，疾病模型的建立以及药物筛选三
个方面。iPSCs 具有高潜能分化能力，在体外可被成功诱导分为包括神经细胞，
心血管细胞，皮肤细胞，肝脏细胞和原始生殖细胞等在内的多种组织特异性功能
细胞。这些细胞有望通过自体移植参与修复或代替损伤、死亡的组织细胞，在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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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疾病细胞治疗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4-16]。从具有特定遗传基因异常的患者身上获
取体细胞诱导构建 iPSCs 具有潜在的疾病原型态，理论上可以模拟疾病的病理过
程和表型，因此可以用来研究疾病的发病机制和病理改变的细胞模型[17-20]，另外
iPSCs 还可以用于高通量药物筛选的研究及应用[21]。

2.视网膜变性疾病
2.1 视网膜色素变性和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
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是 50 岁以上老
年患者最常见的不可逆的致盲原因[22]，影响全球 3000-5000 万人口。随着人口老
龄化， AMD 的发病率越来越高，据估计 75 岁以上的老人中 1/3 都可能患有该
病。视网膜色素上皮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 RPE)退行性变及其引起的感光细
胞损伤是 AMD 患者中心视力丧失的主要原因[23] AMD 分为干性和湿性 AMD 两
种类型，其中干性 AMD 主要由于 RPE 凋亡引起，而湿性 AMD 主要由于脉络膜
新生血管入侵 RPE 和视网膜造成。目前的湿性治疗主要通过激光光凝治疗、光
动力治疗稳定视力，或者使用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
视网膜色素变性(retinitis pigmentosa, RP)是一种普遍性致盲性遗传疾病，发
病率 1/3500[24]，全球大约有 150 万患者，多发生在青少年。视网膜色素变性是由
多个基因发生恶性突变引起，具体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主要的病理特征是感光
细胞(视椎细胞和视杆细胞)进行性不可逆性变性死亡，早期症状是夜盲和视野向
心性缩小，随后失去色觉，最终导致失明。目前，临床上治疗 RP 的方法主要由
传统的药物保守治疗，如使用腺嘌呤核糖核苷酸(Adenosine monophosphate, AMP)
及钙离子拮抗剂；中医疗法常采用活血化瘀为主的药物，辅以针灸推拿和穴位注
射等疗法；也有基因治疗法，将目的基因通过载体注射到视网膜内。但以上的治
疗方法对 RP 治疗疗效不显著。近年来，细胞移植技术的研究成果为 PR 治疗提
供新的途径。
2.2 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视网膜祖细胞
视网膜位于眼球最里层结构精细，具有十层结构，RPE 是位于视网膜最外层
的紧密连接单层细胞，在神经视网膜与脉络膜(choroid)的 Bruch membrane 之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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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的血-视网膜屏障,吞噬光感受器细胞的外节盘膜，控制调节神经上皮营养
和代谢，对整个视网膜的生理代谢和功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RPE 的变性凋亡后
不再维持视循环，所分泌的营养因子和调节免疫失调，导致视网膜内环境的改变，
最终导致视网膜的变性。
在胚儿视网膜或成人视网膜边缘近睫状体部位含有视网膜祖细胞(retinal
progenitor cell, RPC)，是由多种未分化成熟前体细胞组成的细胞群，研究表明一
定条件可以迁移到视网膜各层增殖，并进一步分化生成具有典型形态特征的视网
膜神经层各种细胞[25]。
2.3 视网膜变性疾病模型
目前，视网膜变性疾病主要研究较多的是 AMD 和 RP，动物模型种类较多。
有使用激光或化学药物对鼠、兔视网膜损伤来构建模型，如氩离子激光眼底光凝
技术，静脉注射碘酸钠等实现 RPE 细胞损伤构建视网膜变性模型[26-29]。但这些
实验模型由于眼内损伤大，不确定因素对实验研究造成很大误差。目前比较认可
的是转基因动物视网膜变性模型，由视网膜细胞基因突变导致视网膜变性衰退，
没有干扰，比较接近人视网膜变性病理过程。
RCS 大鼠(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rat)是经典的视网膜变性动物模型[30-32]，
该鼠的酪氨酸受体基因突变导致 RPE 细胞失去吞噬功能，感光细胞的外节盘膜
的堆积导致 RPE 和感光细胞的坏死。
Retinal degeneration10 (rd10)转基因小鼠来源美国 Jackson 实验室，该种小鼠
的 5 号染色体上视杆细胞的磷酸二酯酶基因第 13 个外显子基因发生了突变，导
致视杆细胞大约在 17 天开始衰退，25 天达到死亡的高峰期，45 天视杆细胞基本
全部死亡，随后视椎细胞(cones)衰退变性死亡，由于感光细胞的丢失，RPE 细胞
也随着死亡。rd10 小鼠的视网膜病变非常接近人视网膜色素变性疾病的病理，是
视网膜色素变性疾病研究的理想模型[33-37]。
2.4 视网膜变性疾病的治疗
视网膜疾病病理复杂，病因难以明确，治疗手段有限，病变晚期常常致盲。
主要有 RPE 变性凋亡或死亡引起的视网膜疾病有 AMD、RP、Stargardt’s 病、
Sorsby 黄斑营养不良和 Usher 综合征等[38-41]，这些视网膜疾病发病率有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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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严重危害了人类的视力。视网膜疾病的常规方法是药物治疗、手术及激
光治疗，药物治疗只能减缓症状而且效果不佳往往有复发并伴随着后遗症。近些
年，发展较快的研究有基因治疗及视网膜移植治疗，其中视网膜移植治疗是研究
热点，视网膜移植治疗是被公认为较有前景的治疗方法。视网膜下腔注射移植
RPE 治疗 RPE 引起的视网膜疾病是有效治疗途径[42]，进行 RPE 移植主要是采用
单散细胞悬液注射和植入细胞片两种方式，移植注射单散细胞悬液的优势是：手
术简单创伤小，移植细胞能，均匀分布，其缺点是不能维持单层 RPE 细胞极性，
而 RPE 细胞片移植手术难度大创伤大，但可以保证上皮细胞的极性[43]。大量实
验动物研究表明，移植的 RPE 具有一定的效果。不管采用何种移植方法，移植
的 RPE 细胞不但可以长期存活，而且可吞噬感光细胞外节并给予感光细胞支持
和营养的作用，从而达到推迟和减少视网膜细胞发生的凋亡。视网膜移植治疗视
网膜变性疾病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要实现长期有效的治疗效果，并推广到
临床应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3. 干细胞移植治疗视网膜变性疾病
3.1 iPSC-RPE 细胞治疗视网膜变性疾病
研究者根据 ESCs 可以诱导分化为视网膜细胞[44-46]，将成纤维细胞重编程得
到 iPSCs 并进一步分化为 RPE 细胞[47-50]，iPSCs 诱导分化后 RPE 与人类胎儿的
RPE 细胞在形态学、基因及蛋白表达，吞噬光感受器细胞外节很相似，所以 iPSCs
可分化具有功能的 RPE。Carr 等[51]用去 bFGF 培养液使 hiPSCs 自发分化为具有
形态特征的 RPE 细胞，
分化来源的 RPE 细胞移植到营养不良的大鼠视网膜下腔。
观察发现移植后的 hiPSC-RPE 细胞存活并且具有典型 RPE 形态，免疫组织化学
检测移植的 hiPSC-RPE 细胞能分泌 RPE 细胞特异蛋白和吞噬光感受器外节。营
养不良的大鼠移植 hiPSC-RPE 细胞 13 周后观察发现外感光层细胞具有保护作
用，同时可减缓营养不良的大鼠视力的衰退。Sun 等[52]研究者把 hiPSC-RPE，人
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MSCs)和人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s,
NSCs) 分别移植到视网膜色素变性模型 rd1 小鼠视网膜下腔，hiPSC-RPE 细胞在
小鼠衰退视网膜内环境可稳定生存，并具有较强的增殖能力，移植后可以抑制视
网膜内小胶质细胞活动，减少感光细胞凋亡，并且分泌较多的 PEDF 神经营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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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通过比较，移植 hiPSC-RPE 细胞治疗效果优于 MSCs 和 NSCs。以上的动物
实验将人成纤维细胞重编程的 hiPSCs 在一定的条件下诱导分化为 RPE，移植到
动物视网膜下腔，移植的 hiPSC-RPE 细胞在短期内和中长期内没有明显的排斥
以及致瘤后果，并且移植后可以存活，具有一定保护作用，能挽救视力的衰退和
丢失。2014 年日本科学家首次把 iPSCs 应用在临床实践，从湿性老年黄斑变性
患者前臂采集 4mm2 的皮肤组织，用特定转录因子诱导成 hiPSCs，再进而分化为
RPE，hiPSC-RPE 细胞发展成为片状，将片状的 hiPSC-RPE 细胞移植到患者的黄
斑病变区域，对患者视力有维持的作用然而并没有完全改善提高视力[53-54]。在临
床上实现 hiPSC-RPE 细胞安全有效治疗视网膜变性疾病仍然是个挑战。
3.2 iPSC-RPC 细胞治疗视网膜变性疾病
哺乳动物的 RPCs 主要来源于成年睫状缘区细胞和胚胎或幼仔神经视网膜发
育时期的视网膜细胞，具有一定自我更新能力和分化特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
诱导 iPSC 分化成 RPC 细胞用于治疗视网膜变性疾病。TSAI 等[55]人将 hiPSCs 分
化 RPCs 移植注射到出生后 21 天 RCS 大鼠视网膜下腔，分别检测 P60、P90 和
P150 大鼠发现移植 hiPSC-RPC 后具有保护视力功能作用。可以减少感光细胞凋
亡、保护视网膜突触连接以及维持 RPE 细胞表型和形态。移植的 hiPS-RPC 细胞
在大鼠视网膜内具有吞噬光感受外节的作用。Tucker 等[56]人将 miPSCs 分化为
RPCs 移植到变性小鼠内，发现移植后对变性视网膜的结构和功能也具有一定保
护作用。
3.3 其他干细胞治疗视网膜变性疾病
移植细胞来源除 iPSCs 外，还有 ESCs、NSCs 等，也常用于研究治疗视网膜
变性疾病。Qu 等[57]将 rESCs 分化为 RPC 后，把 rESC-RPC 细胞移植 RCS 大鼠
视网膜下腔后发现具有保护视网膜结构和减缓维持视网膜视力衰退。而 Li 等[58]
直接把 NSCs 移植到 rd1 小鼠视网膜下腔，也具有保护视网膜结构和延缓视力衰
退以及抑制视网膜内小胶质细胞的活动。

4. 视网膜移植的免疫排斥问题
细胞移植后决定细胞存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免疫排斥反应。虽然眼睛(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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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下)已经具有较高的免疫赦免特性，但移植 RPE 时的视网膜下腔注射部分
破坏了血眼屏障，从而将移植细胞暴露于免疫系统。研究发现，在动物模型上，
异种或者同种来源的 RPE 在植入视网膜下后在 1-2 个月内会逐步消失[59-60]。近
来发现，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相匹配的
猴同种异体 iPSC-RPE 细胞视网膜下移植获得了良好的移植效果，在术后 6 个月
的观察期，没有显著的排斥反应，而 MHC 不匹配的异体 iPSC-RPE 细胞移植在
视网膜层移植细胞周围出现许多排斥反应相关的炎性细胞，例如 Iba1+ 细胞(小
胶质细胞相关)、MHC II+类细胞和 CD3+ T 细胞等[61]。

5.本实验研究目的、内容及意义
5.1 研究目的
本论文探索 hiPSCs 快速高效分化为 RPC 和 RPE 方法。研究 hiPSC-RPE 在
体外对视网膜细胞影响作用以及移植到视网膜色素变性模型 rd10 小鼠视网膜下
腔对病变视网膜的影响。
5.2 研究内容
将 hiPSCs 诱导分化成 RPE 后，利用共培养方法体外研究 hiPSC-RPE 细胞分
别对小鼠神经节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和与视网膜组织片细胞的影响。移植
hiPSC-RPE 细胞到 RP 模型 rd10 鼠视网膜下腔，检测 hiPSC-RPE 细胞在视网膜
是否存活，是否具有分泌神经营养因子作用，检测移植后对 rd10 小鼠视网膜内
环境的影响以及观察移植后 hiPSC-RPE 细胞后对衰退变性视网膜结构和视觉功
能的影响。探索将 hiPSCs 在添加诱导因子的作用下逐步定向分化 PRCs 的方法。
5.3 研究意义
iPSCs 具有高潜能分化能力，在细胞代替治疗优于其他细胞，iPSCs 分化视
网膜细胞可进行个性化治疗眼科疾病。本论文实验将 hiPSC-RPE 移植到视网膜
变性模型动物观察对变性视网膜的影响。为在临床细胞移植治疗视网膜变性疾病
奠定理论和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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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hiPSCs 诱导分化为视网膜祖细胞的初探
引

言

眼的胚胎发育时前脑两侧产生突起的视泡，视泡凹陷形成双层视杯，视杯外
层分化为视网膜色素上皮层，内层分化各种视网膜神经细胞，在发育早期形成视
网膜祖细胞[1-2]( retinal progenitor cells, RPCs)。RPCs 按一定时空顺序分化产生各
种成熟类型的视网膜细胞，组成复杂精细的视网膜神经组织。
视网膜的生成是一个高度复杂过程，涉及到 FGF、IGF、BMP、Nodal、Wnt、
Notch 等多个信号通路调控[3-10]。在体外实验研究中，通常联合使用一些小分子
和生长因子来调控这些信号通路诱导干细胞分化视网膜细胞。目前，有研究将人
和鼠的胚胎干细胞高效分化成视网膜祖细胞，而 iPSCs 直接分化为视网膜祖细胞
研究并不多见。本实验将 hiPSCs 定向诱导分化为 RPCs，为退行性视网膜疾病
的移植治疗提供一定理论基础。

1.实验试剂与仪器
1.1 实验试剂
试剂

来源

氯化钠

广州化学试剂一厂

氯化钾

广州化学试剂一厂

磷酸氢二钠

广州化学试剂一厂

磷酸二氢钾

广州化学试剂一厂

4%多聚甲醛

广州化学试剂一厂

hiPS 细胞

北京赛贝生物公司

EDTA 消化液

北京赛贝生物公司

Matrigel

北京赛贝生物公司

胎牛血清(FBS)

美国 Gibco 公司

DMEM/F12

Life technologies

B27

美国 Invitrogen 公司

N2

美国 Invitrogen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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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k-1

美国 R&D 公司

IGF-I

美国 R&D 公司

Noggin

美国 R&D 公司

LeftyA

美国 R&D 公司

逆转录试剂盒

invitrogen

引物

华大基因

Protein marker

美国 sigma 公司

TRizol

invitrogen

兔多克隆 Nanog 抗体

美国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鼠单克隆 OCT4 抗体

美国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兔多克隆 Sox2 抗体

美国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兔多克隆 SSEA4 抗体

美国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鼠单克隆 Nestin 抗体

美国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兔多克隆 Pax6 抗体

英国 abcom 公司

鼠单克隆 Lhx2 抗体

美国 Santa Cruz 公司

鼠单克隆 Chx10 抗体

英国 abcom 公司

1.2 实验仪器
仪器设备

来源

6 孔培养板

CORNING

24 孔培养板

CORNING

25cm2 培养瓶

CORNING

15ml 离心管

CORNING

RS-1300 型超净工作

台苏净集团安泰公司

移液枪

Eppendorf

冰箱

中国海尔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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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 PCR 仪

Eppendorf

qPCR 仪器

美国 Bio-RAD 公司

RS-1300 型超净工作台

中国安泰公司

二氧化碳培养箱

美国 Thermo 公司

WB 电泳电转设备

美国 Bio-RAD 公司

荧光显微镜

日本 Olympus 公司

液氮罐

美国 MVE 公司

纯水仪

美国 Milipore 公司

倒置荧光显微镜

日本 Olympus 公司

超净工作台

中国安泰有限公司

2.实验方法
2.1 实验中主要试剂的配制
(1)hiPSCs 基础培养基配置
50ml PSCeasy 培养基加入 0.7ml 小分子添加剂
(2)视网膜诱导液(retinal induce different medium)
DMEM/F12 培养基中添加 1% nonessential amino acid(NEAA)、1% sodium
pyruvate、 1% L-glutamine、2%B27、1%N2、5ng/mlDKk-1、 5ng/ml noggin、
5ng/ml IGF-1
(3)视网膜祖细胞分化液(retinal progenitor cell differentition media)
DMEM/F12 培养基中添加 1% NEAA、 1% L-glutamine、1% sodium
pyruvate、2%B27、1%N2、10ng/mlDKk-1、10ng/ml noggin、10ng/ml IGF-1
2.2 未分化的 hiPSCs 培养
本课题中使用的 hiPSCs 来源于北京赛贝生物公司，它是通过 37 岁男性尿液
肾上皮细胞通过仙台病毒转导进行重编程为 hiPSCs。hiPSCs 培养在用 Matrix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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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过的培养皿/瓶，使用 PSCeasy 完全培养基培养，置于 5% CO2 的 37℃恒温细
胞培养箱中，每天固定时间更换 PSCeasy 完全培养基并在显微镜下观察 hiPSC 克
隆团生长状态，当干细胞集落过大,中央细胞生长不良或干细胞集落边缘有开始
分化迹象时应传代处理。hiPSCs 汇合度达到 80% 时使用 0.5 mMEDTA 工作液进
行传代。传代时细胞动作要轻柔，以免细胞发生分化或死亡。
2.3 hiPSCs 分化为 RPCs

hiPSCs 按 1:10 传代接种到六孔板上，前期用 PSCeasy 完全培养基培养，当
细胞的汇合度达到 50%时，使用视网膜诱导液(retinal induce medium，RIM）主
要有[DMEM/F12、1% NEAA、1% L-glutamine、1% sodium pyruvate、2%B27、
1%N2、5ng/ml(DKk-1、Noggin、IGF-1 )]组成，培养 5 天后，接种使用视网膜前
体 细 胞 分 化 液 (retinal progenitor cell differentition media, RPDM) 主 要 有
[DMEM:F12、1% NEAA、1% L-glutamine、1% sodium pyruvate、2%B27、1%N2、
10ng/ml(DKk-1、Noggin、LeftyA)] 培养 5 天，使用视网膜祖细胞培养液(retinal
progenitor cell culture media, RPCM)主要是有 DEEM/F12 和 10%KSR 组成，培养
5 天后 hiPSCs 可成为视网膜祖细胞，定期用显微镜下记录细胞形态变化。
2.4 细胞免疫荧光染色鉴定 hiPSC- RPC 的蛋白表达
用 0.5mM EDTA 传代工作液消化 hiPSCs，接种到包被的 24 孔板上。hiPSCs
呈现克隆团状生长，汇合度达到 80%时，弃去全部培养基，用 PBS 清洗 1 次 3min，
4%多聚甲醛(PFA)固定 15min，再加入 PBS-0.1% Triton-X100-3%BSA 室温下封
闭和通透 1h。不需洗涤，分别加入兔多克隆 Nanog 抗体 (1:500)，鼠单克隆 Oct4
抗体(1:500)，兔多克隆 Sox2 抗体(1:500),兔多克隆 SSEA4 抗体(1:500)；4°C 冰
箱孵育过夜后，PBS 清洗 3 次/3min, 接着加入二抗：Cy3 标记羊抗兔，IgG 抗体
(1:100)，Cy3 标记羊抗鼠 IgG 抗体 (1:100)和 FITC 标记羊抗鼠 IgG 抗体 (1:100)
室温避光孵育 2 h。之后 PBS 洗 3 遍，每次 5 min，接着加入 DAPI 染色液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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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光孵育 15 min。最后 PBS 洗 3 遍，每次 5 min，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拍照。
hiPSCs 诱导分后的 RPCs 在 24 孔板上融合时，吸弃全部培养基，用 PBS 清
洗 1 次 3min，在 4%多聚甲醛(PFA)固定 15min，再加入 PBS-0.1%Triton-X 1003%BSA 室温下封闭和通透 1h。不需洗涤，分别加入鼠单克隆 Nestin 抗体兔(1:100)，
多克隆 Pax6 抗体(1:500)，鼠单克隆 Lhx2 抗体(1:100)，鼠单克隆 Chx10 抗体
(1:500)，放在 4 °C 冰箱孵育过夜。然后 PBS 洗 3 遍，每次 5 min，接着加入二
抗：Cy3 标记羊抗兔，IgG 抗体 (1:100)，Cy3 标记羊抗鼠 IgG 抗体 (1:100)和 FITC
标记羊抗鼠 IgG 抗体 (1:100)室温避光孵育 2 h。之后 PBS 洗 3 遍，每次 5 min，
接着加入 DAPI 染色液室温避光孵育 15 min。最后 PBS 洗 3 遍，每次 5 min，倒
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拍照。
2.5 碱性磷酸酶染色
弃去细胞培养液，用 PBS 清洗 2 次，每次 3min，用固定液(3.12 ml Citrate、
8.1 ml Acetone 和 1.0 ml 37% Formaldehyde)固定 30s~60 s；弃去固定液，用 PBS
洗 2 次，3min。加足量的染色试剂(100 μl Sodium Nitrate、100 μl FRV-ALK Phos
4.5 ml H2O、100 μl Naphthol)使染色液能足够覆盖孔底，室温避光放置 20min；
弃去染色液，用 PBS 清洗 1 次。Hematoxylin Sol Gill No.3 染色 2min；吸出染色
液，用 PBS 清洗 1 次，保存于 PBS 溶液中，显微镜下观察染色结果(未分化细胞
染色为蓝/紫色，分化的细胞染色为无色)。
2.6 逆转录 PCR(T-PCR)以及定量 PCR(qPCR)检测
将 hiPSCs 分化后的细胞和未分化的 hiPSCs 使用 TRizol 提取细胞的全部
RNA，操作如下：各组细胞消化收集，放入 EP 管中，1000rpm 5min 离心弃上清。
加入 1ml Trizol ，吹散细胞团，室温孵育 5min；加入 0.2ml 氯仿，大力震动 15s，
室温静置孵育 2-3min；低温离心 12000×g，4℃，15min；吸取上层水相液体至新
EP 管中，注意不要吸到中间相和有机相，不超过 0.5ml。加入 0.5ml 异丙醇，室
温孵育 10min；低温离心 12000×g，4℃，10min；弃上清，用 1ml 75%无 RNA 酶
的乙醇清洗沉淀，吹打一下，低温离心 7500×g，4℃， 5min，弃去清洗液；风干
RNA 5-10min，用 50μlRNase-free 水溶解 RNA，并测定 OD，保证提取各组的
RNA 的 OD260/OD280 值在 1.8 和 2.1 之间，以保证其纯度。接着将各组总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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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逆转录试剂盒进行反转录成 cDNA，反应体系总体积 10ul(2ul 5×RT buffer、
0.5ul RNA1ug primer mix、0.5ul RT Enzyme Mix 和 1-6ul ddH2O)反应条件 37°C
1h， 98°C

5min。逆转录结束后得到 CDNA 进行 RT-PCR，使用 Takara SYBR，

反应体系总体积 20ul(10ul 2× SYBR gene mix、1ul cDNA 和 8ul ddH2O) 反应条件
(lid=108°C

T=95°C

00:10:00 ;

T=95°C 00:00:30 ; T=59°C 00:00:30 ; T=72°C

00:00:30 ; Goto 2 REP 40 Melt curve 72° to 94°C increment 0.4 °C

For 0.05 plate

read end)
反应结束后根据 Ct 值统计分析，绘制标准曲线，使用基于 Ct (2-Ct)方法进
行定量分析。其中 qPCR 每个反应重复三次。
列表一，引物列表

Gene name
GAPDH

PAX6

Nestin

Chx10

Lhx2

Oct 4

Sequence
Forward primer

GGCCTCCAAGGAGTAAGACC

Reverse primer

AGGGGTCTACATGGCAACTG

Forward primer

GCATTTGCATGTTGCGGAGT

Reverse primer

CGAAGCCTGACCTCTGTCAT

Forward primer

CTAGAGGAGGCAGGTGGTCT

Reverse primer

CTAGAGGAGGCAGGTGGTCT

Forward primer

CCTTCTGACAGCTCGGTGTT

Reverse primer

TGGTGTACTTCAGCGGTCAC

Forward primer

TTCAGGCGCAACCTCTTACG

Reverse primer

GGTGGGGCTAGTCAAGTCTG

Forward primer

GGGGTTGAGTAGTCCCTTCG

Reverse primer

GGGGTTGAGTAGTCCCTTCG

2.7 免疫蛋白印迹检测 hiPSCs 分后的 RPCs 蛋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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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六孔板培养的 hiPSC- RPC 细胞和 hiPSCs 细胞，弃去全部培养基，PBS 清
洗一次，分别加入 200ul 裂解液(PIRA)把板放在冰上 30min，收集裂解的细胞液，
高速离心后，取上清，测定蛋白浓度。操作如下：采用 BCA 定量试剂盒试剂，
算三组视网膜提取液中蛋白浓度。然后各组织样蛋白样分别与 12%β-巯基乙醇和
溴酚兰按 15:1:4 的体积混合，煮沸 30min 制备到各种蛋白上样液。接着是用微量
注射器取 50 μg 蛋白样进行 12%十二烷基硫酸钠凝胶电泳，全部蛋白样在浓缩胶
使用 85V 电压进行电泳，当有蛋白到分离胶后改用 110 V。电泳结束后，把分离
胶上的蛋白样转到 PVDF 膜上。转膜时使用 250mA 恒定电流，根据蛋白量的大
小确定转膜时间(低于 70kDa 的蛋白转膜时间大概 1h)。转膜结束时后，使用 5%
脱脂奶粉室温封闭 1h，封闭结束加入鼠单克隆 Oct4 抗体(1:1000) , 鼠单克隆 Lhx2
抗体(1:200) 兔单克隆 beta-actin 抗体(1:500) ,置于 4 °C 冰箱孵育过夜。TBST 清
洗 PVDF 5 次，每次 5min。然后用 2%脱脂奶粉稀释 HRP 标记羊抗兔 IgG 抗体
(1:1000)和 HRP 标记羊抗鼠 IgG 抗体 (1:1000)室温孵育 2 h. TBST 洗涤 5 次，每
次 10 min。然后使用发光液滴在 PVDF 膜上，在化学显影仪曝光下观察条带，
Imag J 软件处理进行灰度分析定量。
2.8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统计学采用 SPSS13.0 软件包进行分析,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为无统计学意义。

3.实验结果
3.1 hiPSCs 形态观察以及免疫荧光和 AP 染色鉴定
未分化的 hiPSCs 呈典型集落生长，在镜下观察到复苏后 5 天 hiPSCs 集落大
部分是圆形或椭圆形，边缘整齐，细胞与细胞的连接比较紧密，没有明显的轮廓。
hiPSCs 细胞在 PSCeasy 培养基下生长速度较快，有较多的死细胞，每天需要弃
去旧培养基和死细胞，用不含钙镁离子的 PBS 轻洗后加入新的培养液。细胞集
落不断增大后与其他集落融合(如图 1)。高倍镜下可观察到 hiPSCs 的细胞核较
大，核仁明显，核质比高。第 7 代 hiPSCs 细胞复苏后接种到 Matrix 包被的 24 孔
板上，培养 7 天后分别进行 AP 染色和免疫荧光染色鉴定，染色结果显示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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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A4、Sox2、Nanog 和 Oct4 皆为阳性表达，这些特异性标记物都是干细胞特
有的。这一实验结果表明我们使用的 hiPSCs 具有干细胞特性表达干细胞异性标
记物，具备一定的分化潜能。我们可利用该 hiPSCs 系用于探索 hiPSCs 高效分化
为 RPCs 的方法。

图 1 未分化的 hiPSCs 克隆团生长 (scale bar=100um)

图2

AP 染色和免疫荧光蛋白染色鉴定 hiPSCs 的 SSEA4、Sox2、Nanog 和
Oct4 蛋白的表达(scale bar=100um)

3.2 hiPSCs 诱导分化 RPCs 的形态学变化
当 hiPSCs 生长汇合度到达 50%时，使用视网膜诱导液培养，hiPSCs 形态发
生改变，边缘变得更加圆滑，有类似胚胎体发育，细胞增殖速率降低。每天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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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诱导液体，第 6 天时改用视网膜分化液，此时细胞从外向里逐渐发生变
化，细胞不断从克隆团里爬出来，细胞与细胞开始分散，爬出的细胞大多为圆形
大小一致。每天更换视网膜分化液培养，分化 10 天后改用 RPCs 培养液培养，
细胞可以继续增殖。

图3

hiPSCs 定向分化为 RPCs 形态的变化 (scale bar=100um)

3.3 hiPSC-RPC 免疫荧光鉴定
诱导分化来的 RPCs 具有增殖能力，仍然以细胞团向四周扩散增殖，但与
hiPSCs 不一致的是细胞团形状不规矩，RPCs 单个细胞的形态和轮廓比较明显，
诱导后的第二代培养 RPCs 培养在 24 孔板 1 周后通过 Nestin、Pax6、Lhx2 和
Chx10 染色细胞皆为阳性表达。结果表明分后的细胞可以表达视网膜祖细胞的特
异性标记物。

图 4 免疫荧光染色 hiPSCs 定向分化 RPCs 特异性标记物的鉴定 (scale
bar=100um)
3.4 诱导 hiPSCs 定向分化为 RPCs 基因表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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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第 9 代 hiPSCs 和分化后的第 2 代 RPCs 全 RNA 做 qPCR 结果发现；
hiPSCs 细胞高表达 Oct4 基因，而诱导分化后 Oct4 已经表达明显下调，RPCs 中
Pax6、Chx10、Lhx2 和 Nestin 的表达显著上调。说明 hiPSCs 分后的失去原有的
一些特性，而表达 RPCs 相关基因。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图5

qPCR 检测 hiPSC-RPCs 相关基因表达变化

3.5 蛋白免疫印迹检测 RPCs 蛋白表达变化
hiPSCs 诱导分化成 RPCs 后增殖速率明显降低，分化的 RPCs 已经失去了
hiPSCs 的表型和特性，通过分别提取 hiPSCs 和 RPCs 的蛋白，发现相关蛋白表
达发生变化。如图 6，结果显示 iPSCs 表达较强的 Oct4 蛋白，而表达较弱 Lhx2，
分化后的 hiPSC-RPC 细胞 Oct4 蛋白表达明显下调，而 Lhx2 蛋白水平上调。说
明分化后细胞内的蛋白表达发生了变化，可以表达视网膜细胞的标记物。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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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免疫化学印迹分析 hiPSCs 定向分后的细胞 hiPSC-RPC 蛋白相对表达量

4.讨论
视网膜的发育和发展是由多个信号通路调控的高度复杂过程。目前，研究者
调控人或鼠的胚胎干细胞一些关键信号通路可以高效诱导分化了 RPCs。胚胎干
细胞向 RPCs 分化的方法较多，大致的实验思路是先将胚胎干细胞形成一个拟胚
胎，然后在无血清环境中培养条件下向神经方向分化，再加入 Wnt、BMP 和 Nodal
等信号通路抑制剂，诱导产生 Pax6 和 Rx 阳性的神经视网膜祖细胞[11-13]。hiPSCs
直接分化为视网膜祖细胞的研究较少，有些是直接把 hiPSCs 诱导为视网膜光感
受器细胞或视网膜神经节细胞[14-19] 。
眼的胚胎发育时，眼转录因子的表达对眼形成起着非常关键作用，本实验研
究根据眼组织胚胎发育，将 hiPSCs 定向分化为 RPCs。将 hiPSCs 培养到一定程
度时，添加低浓度的 Dkk-1、Noggin 和 IGF-1 这些内源性因子和外生因子将对
hiPSCs 关键 Wnt、BMP 和 IGF 信号通路进行调控。在 Dkk-1、Noggin 和 IGF-1
诱导因子作用下 hiPSCs 状态发生改变，起初形成一个拟胚胎样，边缘变得更加
光滑，接种向视网膜神经方向分化。培养 5 天后 hiPSCs 边缘的细胞形态发生改
变，逐渐脱离 hiPSCs 集落。同时添加适当量的补充剂 B27 和 N2 因子缩短分化
时间提高分化效率[20-24]。分化 5 天后添加较高浓度的 Dkk-1、Noggin 和 LeftyA
诱导调控 Wnt 、BMP 和 Nodal 信号通路进一步向视网膜祖细胞分化的。LeftyA
抑制剂有利于视网膜前体细胞的形成。诱导因子从低浓度到高浓度有利于细胞向
视网膜祖细胞分化和提高分化效率。培养 10d 后，细胞逐渐从中心爬出，爬出的
细胞比较规则，最终 hiPSCs 表型逐渐地向 PRCs 表型转化。分化后的细胞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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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和蛋白检测，诱导分化后的 hiPSC-RPC 细胞的 Oct4 蛋白表达减弱，较高表
达 Lhx2、Pax6 眼组织转录因子和 Chx10、Nestin 等 RPCs 特异性标记物。
hiPSC-RPC 可以来源于患者本身，可以克服免疫、排斥及伦理问题为治疗
视网膜变性疾病提供新的途径。有研究发现 RPCs 移植到宿主视网膜后可以迁移
和整合，发育成具有典型形态特征的各种视网膜细胞，形成突触连接提高改善视
力[25-26]。而且视网膜干细胞移植治疗视网膜退行性疾病效果好于胚胎干细胞，间
充质干性等非眼干细胞[27]。视网膜祖细胞的特性有利于细胞移植治疗视网膜退
行性疾病。
总之，我们的研究中通过特定诱导因子 hiPSCs 逐步定向分化为 RPCs，为今
后进一步研究 hiPSCs 分化为感光细胞和其他视网膜神经细胞奠定理论基础。但
如何提高 hiPSCs 分化效率和进一步分化为视网膜特异性神经细胞，以及对于细
胞治疗过程中的长期效应及作用机制仍然需要深入的研究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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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hiPSC-RPE 细胞对变性视网膜的保护研究
引 言
RPE 细胞是紧密连接单层细胞，在视网膜中具有血-视网膜屏障，吞噬光感
受细胞外节盘膜，维持视循环，分泌神经营养因子以及调节免疫等重要功能。RPE
细胞通常因各种原因变性死亡后视网膜内环境发生改变，导致视网膜生理功能障
碍不能有效传递光信息。细胞代替治疗是研究治疗视网膜变性疾病热点之一。
hiPSCs 具有全能性，理论上可以分化为任何一种形态的细胞。在特定的环境逐步
添加的诱导因子可以分化成 RPE 细胞。由 hiPSCs 分化来源的 RPE 细胞具有生
理 RPE 细胞功能，是细胞代替治疗理想种子。hiPSCs 分化后的 RPE 具有上皮细
胞极性特性，分泌作用，对视网膜细胞具营养和保护的作用。本论文实验中采用
共培养方法研究 hiPSC-RPE 细胞对小鼠神经节细胞增殖、凋亡的影响，移植
hiPSC-RPE 细胞到视网膜变性模型 rd10 小鼠视网膜下腔内观察 hiPSC-RPE 细胞
对变性视网膜的作用。

1.实验试剂材料
1.1 实验材料与试剂
试剂

来源

氯化钠

广州化学试剂一厂

氯化钾

广州化学试剂一厂

磷酸氢二钠

广州化学试剂一厂

磷酸二氢钾

广州化学试剂一厂

PSCesay 培养液

北京赛贝生物公司

EDTH 液

北京赛贝生物公司

胎牛血清(FBS)

美国 Gibco 公司

DMEM/F12

Life technologies

B27

美国 Invitrogen 公司

N2

美国 Invitrogen 公司

Activin A

美国 R&D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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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GF

美国 R&D 公司

Noggin

美国 R&D 公司

Dkk-1

美国 R&D 公司

IGF-I

美国 R&D 公司

Nicotinamide

美国 R&D 公司

SU-5402

美国 R&D 公司

NEAA

美国 R&D 公司

苏木精

武汉谷歌生物公司

伊红

武汉谷歌生物公司

DAPI

广州德为生物公司

CCK8

广州德为生物公司

TUNEL

Roche 公司

OCT 包埋剂

武汉谷歌生物公司

BCA 蛋白检测试剂盒

中国凯基生物有科技有限公司

4%多聚甲醛

广州化学试剂厂

庆大霉素

广州邦民制药有限公司

Matrigel

美国 sigma 公司

DMSO

美国 sigma 公司

DNA marker

Life technologies 公司

Protein marker

美国 sigma 公司

鼠单克隆 RPE-65 抗体

英国 Abcam 公司

兔多克隆 Mitf 抗体

英国 Abcam 公司

鼠单克隆 Otx2 抗体

英国 Abcam 公司

兔多克隆 Tyrosinase 抗体

英国 Abcam 公司

鼠单克隆 CRALBP 抗体

英国 Abcam 公司

兔单克隆 CD68 抗体

英国 Abcam 公司

兔多克隆 Bax 抗体

中国 ProteinTech 公司

FITC 标记山羊抗兔 IgG 抗体

中国 Bioss 公司

FITC 标记山羊抗兔 IgG 抗体

中国 Bioss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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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3 标记山羊抗兔 IgG 抗体

中国 Bioss 公司

Cy3 标记山羊抗鼠 IgG 抗体

中国 Bioss 公司

庆大霉素

广州邦民制药有限公司

双抗 (P/S)

美国 Life technologies 公司

1.2 主要仪器与器械
仪器设备
25cm2 培养瓶
24 孔培养板
6 孔培养板
15ml 离心管
50ml 离心管
离心机
胰岛素注射器
眼科剪
微量注射器
RS-1300 型超净工作台
纯水仪
KDH-16H 高速离心机
4℃冰箱
二氧化碳培养箱
恒温烘箱
石蜡切片机
冰冻切片机
切片刀
倒置相差显微镜
体式显微镜德国
WB 电泳电转设备
荧光显微镜
共聚焦显微镜
全波长多功能酶标仪
流式细胞仪
ERG 检测仪
WB 电泳电转设备
流式细胞仪
高温高压自动灭菌设备

来源
CORNING
CORNING
CORNING
CORNING
CORNING
科大创新中佳分公司
苏州六六视觉公司
苏州六六视觉公司
美国 Hamiton 公司
苏净集团安泰公司
美国 Milipore 公司
科大创新中佳分公司
海尔集团
美国 SHEL LAB
德国 Leica 公司
德国 Leica 公司
德国 Leica 公司
德国 Leica 公司
德国 Leica 公司
德国 Leica 公司
美国 Bio-RAD 公司
日本 OLYMPUS
日本 OLYMPUS
美国 Biotek 公司
美国 BD 公司
德国罗兰公司
美国 Bio-RAD 公司
美国 BD FACSAria 公司
日本 HIRAYAMA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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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方法
2.1 实验中主要试剂的配制
(1) 磷酸盐缓冲溶液(PBS )的配置
在 1L 超纯水溶解 8.0g NaCl、0.2g KCl、2.85g Na2HPO4•2H2O 和 0.2g KH2PO4，
调节溶液 PH 至 7.2~7.4，高压蒸汽灭菌 121°C, 30min 冷却后 4°C 冰箱保存。
(2) mRGC 和 hiPSCs-RPE 细胞常规培养基的配置
DMEM/F12，10% FBS，1% P/S(青霉素和链霉素)。
(3) 5×电泳液 15.1gTris，94g 甘氨酸，5gSDS 溶解至 1L ddH2O；5×电转液 72g 甘
氨酸，15.19gTris 溶解至 1L ddH2O；5×TBS 缓冲液 12.1g Tris，43.85gNaCl 溶
解至 1L ddH2O；1×封闭液 0.5g 脱脂奶粉，10mlTBST
2.2 hiPSCs, mRGC 细胞的培养
本课题中使用 hiPSCs 来源于北京赛贝生物公司，它是在人上皮成纤维细胞
通过转入仙台病毒转染 Oct4、 Sox2、C-Myc 和 Klf4 四种转录因子使细胞重编
程。hiPSCs 培养在用 Matrix 包被过的培养皿/瓶，使用 PSCeasy 完全培养基培养，
置于 5% CO2 37℃恒温细胞培养箱中，每天固定时间更换 PSCeasy 完全培养基并
在显微镜下观察 hiPSCs 克隆团的生长状态，当干细胞集落过大,中央细胞生长不
良或干细胞集落边缘有开始分化迹象时应传代处理。hiPSCs 汇合度达到 80% 时
使用 0.5 mM EDTA 工作液进行消化传代，消化的细胞一般是 4 -10 个细胞不能
过度消化，传代比例通常代次(<10 代)的干细胞需要以较低的比例传代，如 1:2 到
1:3。成功建系的干细胞( 10 代以上)可以 1:5 到 1:10 的比例传代，传代的比例由
细胞株的生长速率决定。传代时间间隔是 4-6 天一次，复苏的细胞第一次传代时
间一般是复苏后第 7 天。 mRGC 来源于中科院上海细胞库， mRGC 使用
DMEM/F12、 10% FBS、1% P/S 培养基培养，每 2 天换一次液，置于 5% CO2
37℃恒温细胞培养箱中。
2.3 hiPSCs 诱导分化为 R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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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SCs 分化成 RPE 采用本组前期研究分化方案，具体方案如下，单散的
hiPSCs 培养融合后，换成去除 bFGF 的 mTeSR1 培养基(即 E7 培养基)进行培养
然后将培养基换成分化培养基，主要包括：DMEM/F12, 1% NEAA 和 1% N2。
从 0-2D ， 在 分 化 培 养 基 中 加 入 10 ng/mL Dkk1, 50 ng/mL Noggin, 10 mM
nicotinamide 和 10 ng/mL IGF1 进行 RPE 早期诱导。2-4D，在分化培养基中加入
10 ng/mL Dkk1, 10 ng/mL Noggin, 5 ng/mL bFGF, 10 mM nicotinamide 和 10 ng/mL
IGF1 进行 RPE 中期诱导。从 4-6D，在分化培养基中加入 10 ng/mL Dkk1, 10 ng/mL
IGF1 和 100 ng/mL Activin A 进行 RPE 后期诱导。6-14D，在分化培养基中加入
100 ng/mL Activin A 和 10 μM SU5402 进行 RPE 成熟诱导。然后通过反向手工富
集的方式，去除形态非 RPE 铺路石样的杂细胞，并用 0.25% EDTA 进行 37 °C 二
氧化碳培养箱消化处理 10 min 传代。传代后培养的 6 孔板预先孵育 1% Matrigel，
富集的 hiPSC-RPE 采用成熟 RPE 培养基进行培养，主要含有：DMEM/HG，1%
FBS, 100 ng/mL Activin A, sodiumpyruvate 和 GlutaMAX 培养 16 天后细胞采用
0.25% EDTA 胰蛋白酶进行消化传代，并用含有 10% FBS, 100 U/mL P/S 的
DMEM/F12 培养基进行常规培养。
2.3 免疫荧光法检测 hiPSCs 分化后的 RPE 细胞
hiPSCs 诱导分后的 RPE 细胞在 24 孔板上融合时，弃去全部培养基，用 PBS
清洗 1 次 3min，4%多聚甲醛(PFA)固定 15min；再加入 PBS-0.1%Triton-X 1003%BSA 室温下封闭和通透 1h；不需洗涤，分别加入相对应的鼠单克隆 CRALBP
抗体 (1:350)，鼠单克隆 EMMPRIN 抗体 (1:100)，兔多克隆 Mitf 抗体 (1:1000)，
鼠单克隆 Otx2 抗体 (1:500)，兔多克隆 Tyrosinase 抗体 (1:100)，鼠单克隆 RPE65 抗体 (1:1000)和鼠单克隆 ZO-1 抗体 (1:500)，放在 4 °C 冰箱孵育过夜。然后
PBS 洗 3 遍，每次 5 min；接着加入二抗：Cy3 标记羊抗兔，IgG 抗体 (1:100)，
Cy3 标记羊抗鼠 IgG 抗体(1:100)和 FITC 标记羊抗鼠 IgG 抗体 (1:100)室温避光
孵育 2 h。孵育结束后 PBS 洗 3 遍，每次 5 min，接着加入 DAPI 染色液室温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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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孵育 15 min，PBS 洗 3 遍，每次 5 min。然后把样本放到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
察拍照。
2.4 hiPSC-PRE 分别与 mRGC，以及视网膜组织片共培养

mRGC 细胞悬液以 1000/Well 浓度种植在六孔板中，然后用将 hiPSC-RPE 细
胞 1000/Well 种植在 Transwell 插入式培养皿(孔洞约 1ul)上，对照组是相同密度
的 mRGC 种植六孔板上不与 hiPSC-RPE 细胞共培养，都是采用常规培养液
(DMEM/F12、10% FBS 和 1% P/S)培养。进行多组实验分别在检测培养 12h、24h
和 36h 的 mRGC 细胞数量。
rd10 小鼠颈椎脱臼快速处死后，取出眼球用庆大霉素清洗多次后，在体视显
微镜下用眼科显微器械分离视网膜组织片(视网膜组织片不含 RPE，整个过程在
无菌环境操作)，把分离视网膜片放在六孔板上组织培养，同时利用 Transwell 与
hiPSC-PRE 细胞共培养实验组，而使用普通培养基培养作为对照组。
2.5 检测 hiPSC-PRE 细胞对 mRGC 增殖的影响
2.5.1 CCK-8 测试实验
0.25%胰酶蛋白消化 mRGC，1000 个/孔接种到 24 孔板，2h 后实验组利用
Transwell 插入式培养皿上接种 1000 个/孔 hiPSC-RPE 作为实验组，对照组则是
单独的培养溶液，置于 37℃、5% CO2 恒温细胞培养箱，进行多组实验分别检测
培养 12h 、24h 和 36h 的 mRGC 细胞数量。操作如下：第一组(实验组和对照组
在同一板)培养 12h 后，分别加入 100μl CCK-8 溶液孔中。 37 ℃、5% CO2 培
养箱继续培养 2 h，用多功能酶标仪检测并分析 450 nm 波长的吸光度值，每个
样本做 3 个平行组，再用 SPSS13 进行统计学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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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免疫荧光染色检测 mRGC 增殖标志物 Ki67
mRGC 细胞与 hiPSC-RPE 细胞共培养 12h 后，弃去孔内的全部培养基，PBS
清洗 1 次 3min ；4%多聚甲醛(PFA)固 15min；加入封闭通透液(PBS-0.1% TritonX 100-3%BSA)室温下封闭和通透 1h。不需洗涤，直接加入兔单克隆 Ki67 抗体
(1:500)，4°C 冰箱孵育过夜后，PBS 清洗 3 次/3min, Cy3 标记羊抗兔 IgG 抗体
(1:100)用二抗稀释液稀释后避光孵育 2h，之后 PBS 洗 3 遍，每次 5 min，接着加
入 DAPI 染色液室温避光 15 min。最后 PBS 洗 3 遍，每次 5 min，倒置荧光显微
镜下观察拍照。
2.6 检测 hiPSC-PRE 细胞对 mRGC 凋亡的影响
2.6.1 TUNEL 检测 mRGC 细胞的凋亡
0.25%胰酶蛋白消化 mRGC，1000 个/孔接种到 6 孔板，实验组使用 Tranwell
让 mRGC 与 hiPSC-RPE 细胞培养，对照组是单独 mRGC 培养，2h 后分别加入
1m mol/L H2O2 诱导 mRGC 凋亡，12h 后使用罗氏 TUNEL 试剂盒检测细胞凋亡
试情况，操作如下: 弃去全部培养液，用 PBS 清洗 2 次后，4%PFA 固定 15min；
然后 PBS 清洗 2 次，每次 3min；接种用新鲜配制甲醇稀释的 3% H2O2 封闭 30min；
封闭结束后用 0.1%TritonX-100-0.1%柠檬酸钠渗透 30min，弃去全部渗透液，等
样本变干后，加入 80ul TUNEL 反应混合液瓶(酶溶液和标记溶液使用时配置)放
在 37℃暗室和湿盒里，孵育 60min；接着用 PBS 冲洗 3 次，每次 3min；再用
DAPI 染色 10min，PBS 清洗 3 次，每次 2min。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激发光波长
450-500 nm，在 515-565 nm(绿色)范围类检测。
2.6.2 流式细胞术分析细胞的凋亡
0.25%胰酶蛋白消化 mRGC，1000 个/孔接种到 6 孔板，实验组使用 Tranwell
让 mRGC 与 hiPSC-RPE 培养养，对照组则单独培养 mRGC，4h 后分别在培养
基加入 1m mol/L H2O2 诱导 mRGC 凋亡，12h 后分别收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细胞
培养液，同时用胰酶消化下贴壁的细胞，一起离心，收集细胞。PBS 清洗 2~3 次
后，离心弃上清，用 200l Binding buffer 重悬细胞，后添加 5l 的 annexin VFITC，室温暗光孵育 10 min，离心(1000 r/min，5 min)，弃上清，依次加入 200
l binding buffer 和 5l PI 染液染色，流式细胞仪检测并用 WinMDI 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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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TUNEL 检测 hiPSC-PRE 细胞对视网膜组织片体外培养凋亡影响
实验组利用 Transwell 小室 hiPSC-PRE 细胞与 P21 /rd10 小鼠的视网膜组织
片体外培养，对照组视网膜组织仅使用常规培养液。视网膜组织体外培养 1 天
后，采用 4%PFA 固定 30min，PBS 清洗 3 次每次 5min，然后在 30%蔗糖溶液中
4°C 脱水过夜；接种用包埋剂(OCT)包埋视网膜组织片，放入-80°C 冰箱 2h。
OCT 固化后放在冰冻切片机上切片，片厚 15um；视网膜片 37°C 下干燥 1h，用
PBS 洗去组织的 OCT，之后用 0.1%TritonX-100-0.1%柠檬酸钠渗透 30min，弃去
渗透，等样本变干后，加入 100ul TUNEL 反应混合液瓶(酶溶液和标记溶液使用
时配置)于样品上；放入湿盒，暗室中加盖孵育 60min，37℃。接着用 PBS 冲洗
3 次；再用 DAPI 染色 10min，PBS 冲洗 3 次，最后用 Leica 正置荧光显微镜下
观察。激发光波长 450-500 nm，在 515-565 nm(绿色)范围类检测。
2.8 hiPSC-RPE 细胞的 3D 球形培养
将 3%(g/ml)琼脂糖 PBS 溶液和带有 81 个孔径 400 µm 的硅胶小球器高压蒸
汽灭菌(121°C，30min)后，在超净台上将溶解的琼脂糖溶液倒入硅胶小球器，降
温后琼脂糖凝固脱离形成带有 81 个孔凹槽培养皿。琼脂糖模具在无菌超净台面
紫外线照射消毒 30min，加入培养基浸没 1h。制备好的琼脂糖模具中加入约 200ul
1×106 hiPSC-RPE 细胞悬液，静置 5min 后，放入 5% CO2 的 37℃恒温细胞培养
箱中，3 天后细胞就可形成比较结实、规则球形。
2.9 Calcein AM 和 EthD-III 死活细胞双染检测
使用 Viability/Cytotoxicity Assay Kit for Animal Live & Dead Cells 试剂盒对
hiPSC-RPE 细胞和球形培养后分散 hiPSC-RPE 细胞进行活力测试。用 PBS 冲洗
2~3 次，在其中加入 4μL EthD-III，1μL Calcein AM 混匀后，室温避光孵育
30min~45min。弃去染液后，用 PBS 冲洗 2~3 次。用荧光显微镜进行拍照观察，
其中活细胞呈绿色而死细胞呈红色。
2.10 hiPSC-RPE 细胞衰老检测
β-半乳糖苷酶染色试剂盒(Senescence β-Galactosidase Staining Kit)分别检测
第 10 代 hiPSC-RPE 细胞和球形培养后第 10 代 hiPSC-RPE 细胞衰老情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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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hiPSC-RPE 细胞球形培养 3 天后，打散种植在六孔板上贴壁后吸弃去细胞
培养液，PBS 清洗 1 次加入 1ml β-半乳糖苷酶染色固定液，室温固定 15min，弃
去细胞固定液，用 PBS 洗涤 3 次，每次 3min，加入 1ml 染色工作混合液(10µlβ半乳糖苷酶染色液 A、10µl β-半乳糖苷酶染色液 B、930µl β-半乳糖苷酶染色液
C 和 50µlX-Gal 溶液)用保鲜膜封住 6 孔板防止蒸发放在非二氧化碳培养箱中
37ºC 过夜孵育。弃去除染色工作液，加入 2mLPBS，普通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
2.11 rd10 小鼠视网膜下腔移植注射 hiPSC-RPE 细胞
hiPSC-RPE 细胞短期球形培养后胰酶消化成单散细胞后制备浓度 1×104/ul
细胞悬液用于移植到小鼠视网膜下腔。具体操作：腹腔注射 0.14ml/g 1.25%三溴
乙醇麻醉出生后 12 天的 rd10 小鼠，用复方托吡卡胺散瞳 5min，接着在角膜上
涂透明质酸钠凝胶，盖上和小鼠角膜大小的盖玻片，小鼠放到体视显微镜下，调
节焦距可清醒看到眼底视网膜血管。用 30g 胰岛素注射针在锯齿缘下开个洞口，
再用改装的 1.5cm 33gHamiton 自动回弹微量进样针沿着巩膜洞口到达视网膜，
调焦距把吸取的细胞注射到视网膜下腔，在镜下可以清楚看到注射完后视网膜隆
起视网膜泡，慢慢撤回移植针。移植手术结束，用氧氟沙星滴眼液清洗角膜，并
放在 37°C 热板上等待小鼠苏醒。术后在小鼠饮水中添加 210 mg/l 环孢霉素 A。
2.12 PKH26 标记 hiPSC-RPE 细胞
PKH26 为脂性示踪剂可以和细胞膜相结合在荧光显微镜下呈现红色。操作
步骤，在 25cm2 培养瓶长满 hiPSC-RPE 细胞弃去全部培养基，PBS 清洗 3 次，
加入 500 μl 稀释液 Diluent C 2min；再加入配置好 2μl 染料 PKH26 Dye 500 μl
Diluent C 混合 37°C 孵育 5 min。然后将其加入到细胞悬液中尽快混匀，然后加
入 500 μl 的血清终止反应，室温下孵育 1 min，再加入 1 mL 完全培养基稀释终
止反应。则细胞染上红色荧光可以维持一个月左右，而且子代也携带红色。

2.13 检测 hiPSC-RPE 移植后在小鼠视网膜内是否存活
P12 小鼠移植 PKH26 标记 hiPSC-RPE 细胞两周后，颈椎脱臼快速处死小鼠
取出眼球，在显微镜下弃除眼球的肌肉，角膜和晶状体，4%PFA 固定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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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S 清洗 3 次；接着用 15%蔗糖溶液脱水，当眼球沉到底部时，用 30%的蔗糖
脱水，放 4°C 冰箱过夜；然后用 OCT 包埋，放进-80°C 冰箱，然后用冰冻切片机
切 15um 视网膜片，在 37°C 烘箱干燥后，在正置 Leica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找到是
否还有红色的视网膜片，找到后采用免疫组织方法进一步确定，操作如下：找到
有 PKH26 标记的视网膜片，PBS 清洗 3 次，每次 5min；然后将视网膜组织用含
5%山羊血清-1%BSA -0.5%TritonX-100-PBS 溶液下通透和非特异性封闭 1h，接
着用鼠单克隆 Anti-Human Nuclear Antigen (AHNA) (1:400)抗体 4°C 过夜孵育；
接着 PBS 清洗 3 次，每次 5min，再用 FITC 标记羊抗鼠 IgG 抗体 (1:100)室温避
光孵育 2 h，PBS 清洗 3 次，每次 5min，Leica 正置显微镜下观察。
2.14 ELISA 检测 hiPSC-RPE 移植后 rd10 小鼠眼内提取液 PEDF 的浓度
把小鼠处死后，取出眼球，PBS 洗去血污，用在显微镜先去除肌肉和视神经。
放入组织研磨器中，加入 1mlPBS，制成匀浆，然后置于-20°C 过夜，将组织匀浆
于 4°C 5000×g 离心 5min 取上清。然后按 ELISA 试剂盒步骤，将待测的组织样
和标准样加入酶标板内，测试 37°C 孵育 2h，弃去液体，每孔加入 100ul/每孔生
物素标记抗体工作液 37°C 1h。而且洗涤 3 次，每次 2min，200ul/每孔。接着每
孔加入 100ul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亲和素工作液 37°C 1h。弃去孔液，洗涤 3 次，
每次 2min，500ul/每孔。甩干后加入 90ul/孔 37°C 避光 30min 接着加入 50ul 终
止溶液，反应终止后在 5min 内用酶标仪在 450nm 波长下依序测量各孔的光密度
(OD 值)。
2.15 免疫蛋白印迹检测分析 hiPSC-RPE 移植后 rd10 小鼠视网膜内相关凋亡和
免疫因子
hiPSC-RPE 移植 rd10 小鼠两周后，分别取移植组，未移植和野生型小鼠眼
球。去除眼球的肌肉、角膜的和晶状体，加入裂解液 500ul PIRA 后用组织碾磨
棒和超声仪把视网膜组织搅碎，高速离心后，取上清。然后用免疫蛋白印迹检
测视网膜内 Bax 和 CD68 的蛋白含量。操作如下：采用 BCA 定量试剂盒试剂，
算出三组视网膜提取液中蛋白浓度。然后各组织样蛋白样分别与 12%β-巯基乙
醇和溴酚兰按 15:1:4 的体积混合，煮沸 30min 制备到各组蛋白上样液。接着用
微量注射器取 30 μg 蛋白样进行 12%十二烷基硫酸钠凝胶电泳，全部蛋白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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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胶时用 85V 电压进行电泳，前段小分子蛋白跑到分离胶后改用 110 V。电
泳结束后，把分离胶上蛋白样转到 PVDF 膜上。转膜时使用 250mA 恒定电流，
根据蛋白量大小确定转膜时间(低于 70kDa 蛋白转膜时间大概 1h)。转膜结束时
后，使用 5%脱脂奶粉室温封闭 1h，封闭结束加入鼠单克隆 Bax 抗体 (1:500) ,
兔单克隆 CD68(1:500) ,置于 4 °C 冰箱孵育过夜。TBST 清洗 PVDF 5 次，每次
5min。然后用 2%脱脂奶粉稀释 HRP 标记羊抗兔 IgG 抗体 (1:200)和 HRP 标记
羊抗鼠 IgG 抗体 (1:200)室温孵育 2 h。TBST 洗涤 5 次，每次 10 min。然后使
用发光液滴在 PVDF 膜上，在化学显影仪曝光下观察条带，Imag J 软件处理进
行灰度分析定量。
2.16 TUNEL 检测分析 hiPSC-RPE 细胞对 rd10 视网膜感光细胞凋亡影响
颈椎脱臼快速处死出生后第 26 天的野生型组，rd10 组和 rd10 移植小鼠，取
出眼球，弃掉眼部肌肉，角膜，晶状体，保留小段视神经乳头，在 4%PFA 固定
30min，PBS 清洗 3 次；在 30%蔗糖溶液 4°C 过夜。然后用锡箔纸和 OCT 包埋
眼球，固定好眼球的位置后，切面恰好可以纵切整个眼球。把包埋好的眼球放入
-80°C 冰箱 2h；OCT 固化后放在冰冻切片机上切片，片厚 15um。接着视网膜片
37°C 下干燥 1h，PBS 清洗组织的 OCT，接着用 0.1%TritonX-100-0.1%柠檬酸钠
渗透 30min，弃去渗透，等样本变干后，加入 120ul TUNEL 反应混合液瓶(酶溶
液和标记溶液使用时配置)于样品上；放在暗室,湿盒中加盖孵育 60min，37℃。
接着用 PBS 冲洗 3 次；再用 DAPI 染色 10min，PBS 冲洗 3 次，使用共聚焦观察
在与杯形中垂线部感光层细胞的凋亡情况。
2.17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rd10 视网膜的小胶质细胞的激活
分别取出 P21/ hiPSC-RPE-treated rd10 小鼠、未治疗 rd10 和野生型组小鼠眼
球，在显微镜下弃除肌肉，角膜和晶状体，留小段视乳头，分别用 4%PFA 固定
30min，然后 PBS 清洗 3 次，每次 5min；接着放在 30%蔗糖溶液脱水置于 4°C 冰
箱过夜；OCT 包埋固化后切片，把各组带有视神经乳头杯状的视网膜组织结构
的视网膜片放在 37°C 烘箱干燥 1h 后；PBS 清洗 3 次，每次 5min，把视网膜切
片内的视网膜组织放在含 5%山羊血清-1%BSA-0.5%TritonX-100-PBS 溶液下通
透和非特异性封闭 1h。接着然后用兔单克隆 CD68(1:400)抗体 4°C 孵育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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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S 清洗 3 次，每次 5min，再用 Cy3 标记羊抗兔 IgG 抗体 (1:100)室温避光孵育
2 h，PBS 清洗 3 次，每次 5min，用 DAPI 染色 10min，用 PBS 洗涤 3 次，每次
3min，然后在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
2.18 石蜡切片观察比较不同年龄的 rd10 和 WT 小鼠的视网膜组织形态学
分别从 P17、P21、P26、P45 和 P180 的 rd10 和 WT 取小鼠眼球，进行小鼠
视网膜石蜡切片。操作步骤如下：取出眼球用 4%PFA 固定 24h，后用 PBS 浸泡
清洗 2~3 次，每次 3~5min；乙醇梯度脱水，室温 70%乙醇处理过夜，80%，90%
乙醇处理各 1h，100%乙醇处理 3 次，每次 1h；后二甲苯透明处理 2 次，每次
10~15min；用融化的石蜡浸泡小鼠眼球，置于 60°C 烘箱中 1h，后更换新的石蜡，
重新置于 60°C 烘箱中 1h；从烘箱中取出小鼠眼球，迅速置于不锈钢包埋盒中，
盖上塑料包埋盖，倒入融化的石蜡，冷却至室温；用石蜡切片机将眼球切成 5um
厚度的组织切片，将切片贴于事先准备好的镀有多聚赖氨酸的载玻片上，标记好
保存于切片盒中，备用。对上述视网膜切片，进行 H&E 染色。染色操作步骤如
下：二甲苯脱蜡处理 3 次，每次 2min；100%乙醇处理 3 次，每次 2min；90%，
80%乙醇分别各处理 2min；蒸馏水浸泡 2min，后苏木素染色 2min；之后用流水
冲洗视网膜切片，洗去多余的染料；伊红染色 10min；再用流水冲洗视网膜切片，
洗去多余的染料；80%，90%乙醇分别各处理 30s；100%乙醇处理 3 次，每次 30s；
二甲苯透明处理切片 3 次，每次 30s；后采用中性树胶封片，可永久保存。显微
镜镜检，图像采集分析。染色结果：细胞核蓝色，细胞质红色。
2.19 冰冻切片观察移植 hiPSC-RPE 细胞 rd10 视网膜结构影响
颈椎脱臼快速处死方法，分别取出移植 hiPSC-RPE 细胞 2 周后的 P26/rd10
小鼠，未移植治疗 P26 /rd10 小鼠、P26/WT 和注射移植 hiPSC-RPE 细胞 P26/WT
小鼠眼球，在显微弃掉眼部的肌肉，角膜和晶状体，保留小段视神经乳头。4%PFA
固定 30min；PBS 清洗 3 次，每次 5min；放入 30%的蔗糖溶液 4°C 过夜脱水；
然后采用锡箔纸和 OCT 包埋眼球，固定好眼球的位置后，切面恰好可以纵切整
个眼球；把包埋好的眼球放入-80°C 冰箱 2h，OCT 固化后放在冰冻切片机上切
片，片厚 15um。切好的视网膜片在 37°C 下干燥 1h，用 PBS 洗涤 3 次，每次
5min；用 DAPI 染色 10min，用 PBS 洗涤 3 次，每次 3min；然后在共聚焦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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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下观察记录各种小鼠视网膜结构。纵切的视网膜切片呈现杯形，我们记录每组
眼球带有小段视乳头视网膜切片，比较观察杯形视网膜的中垂线结构。
2.20 黑白箱检测移植 hiPSC-RPE 细胞对小鼠的视觉行为影响
采用两个长，宽，高分别为 16cm、16cm 、25cm 相连的箱子，箱底部有孔
洞，鼠可以在两箱内来回穿越，其中一只箱子给予光照命名为白箱，另一只为黑
箱，箱子顶部有探头可以探测到箱内小鼠活动。实验前用酒精擦洗箱底部及侧部，
减少外界因素的影响，在安静坏境下把小鼠放进黑箱内，使用 Ethovision XT8 系
统软件观察分析记录小鼠在黑白箱内 5min 的运行轨迹以及待在黑箱和白箱时
间。实验组是移植治疗 rd10 小鼠，对照组是未治疗 rd10 小鼠、WT 以及移植
hiPSC-RPE 细胞的 WT。每个组进行多个样本测验，再利用 SPSS13 进行统计学
数据分析。
2.21 ERG 检测 hiPSC-RPE 细胞对小鼠的视力情况
将 WT、WT-sham、rd10 和 hiPSC-RPE treated rd10 四组小鼠过夜暗适应
12h 后，腹腔注射 0.14ml/g 1.25%三溴乙醇麻醉，用复方托品咔胺散瞳 5min，然
后把小鼠放到与水浴系统连接的检测台板上，37°C 台板可以防止小鼠体温过低
死亡。接着把两个金环形角膜电极分别套在小鼠两角膜上，两参考电极针插着额
头两侧，地线连接到小鼠尾部。连接完成后，观察角膜电极和参考电极的电阻值，
正常的范围是 2 KΩ-10 KΩ，若不是在个范围内需调整。接着是观察基线，当基
线稳定时开始启动程序，先进行暗适应下和后进行明适应，光强由弱到强的光刺
激小鼠，记录在不同光强及明暗适应刺激下的振幅。注意事项有：检测时需用甲
基纤维素保持角膜湿润。未记录小鼠需放在黑柜子内，因为视杆细胞接收光后会
达到饱和状态，在黑暗的 ERG 实验房间只能使用红光灯。最后使用得到的结果
用 CLAMP FIT 软件分析。
2.22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3.0 软件分析。其中当 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当
P<0.01 时，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1 时，数据差异非常有统计学意义。
而当 P>0.05 则没有统计学意义。
40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实验结果
3.1 hiPSC-RPE 细胞的形态特征
采用本组实验室前期研究成果，预处理后 hiPSCs 按照眼组织胚胎发育的原
理，通过 在神经 分化 培养基中 添加特 定的 小分子 [IGF-1、 Noggin 、DKK-1,
Nicotinamide (NIC)、bFGF、Activin A 和 SU5402]进行循序定向诱导分化 14 天。
当产生大量的类似 hRPE 上皮铺路石样的细胞后，采用手工剔除非铺路石样细胞
富集类 hRPE 细胞，再成熟培养 16 天，富集后传代培养的 hiPSC-RPE 能阳性的
表达 RPE 特异性标志蛋白：RPE-65、Mitf、CRALBP、Tyrosinase、EMMPRIN 和
Otx2。

图 1 免疫荧光染色鉴定 hiPSC-RPE 细胞，阳性表达 RPE-65、Mitf、CRALBP、
Tyrosinase、EMMPRIN 和 Otx2 等 RPE 特异性蛋白(scale bar=100um)
3.2 hiPSC-RPE 细胞对 mRGC 细胞增殖的影响
3.2.1 CCK-8 细胞增殖实验
mRGC 培养 12h、24h 和 36h 均显示出与 hiPSC-RPE 细胞培养的 mRGC 的
OD 值大于单独的 mRGC 细胞培养。这一结果显示 hiPSC-RPE 细胞可促进 mRGC
增殖。每组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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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CCK-8 检测细胞增殖实验分析 hiPSC-RPE 细胞对 mRGC 增殖的影响

3.2.2 免疫荧光检测 mRGC 增殖性标记蛋白
采用荧光染色检测 mRGC 与 hiPSC-RPE 细胞共培养 12 小时后 Ki67 增殖性
标记物，结果显示与 hiPSC-RPE 细胞共培养的 mRGC 增殖 marker 多，表明这
hiPSC-RPE 细胞可以促进 mRGC 增殖。

图 3 免疫荧光染色鉴定分析 hiPSC-RPE 细胞对 mRGC 细胞增殖影响(scale
bar=100um)
3.3 hiPSC-RPE 细胞对 RGC 细胞凋亡
3.3.1 细胞流式检测
加入 H2O2 处理一天后，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hiPSC-RPE 对 mRGC 细胞凋
亡的作用，其检测结果显示：H2O2 作用下 mRGC 细胞大量凋亡和死亡，而且
mRGC 与 hiPSC-RPE 共培养后，mRGC 细胞凋亡和死亡情况明显降低。表明
hiPSC-RPE 具有保护 mRGC 的作用。定量统计显示，两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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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p=0.030(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图 4 流式细胞仪检测 hiPSC-RPE 对人 mRGC 细胞凋亡的影响
3.3.2 TUNEL 检测凋亡细胞
TUNEL 试剂检测凋亡细胞在荧光显微呈现绿色，结果显示与 hiPSC-RPE 共
培养的 mRGC 细胞凋亡量较少，hiPSC-RPE 对 mRGC 细胞具有保护作用。hiPSCRPE 细胞可抵御 H2O2，减少受害程度，从而具有保护 mRGC 的作用。

图 5 TUNEL 染色检 测 hiPSC-RPE 细胞对 mRGC 细胞凋亡的影响(scale
bar=100um)
3.4 hiPSC-RPE 细胞对视网膜组织体外培养的影响
通过 TUNEL 染色可以观察到 P21/rd10 小鼠视网膜组织片在体外培养 1 天
后有大量的凋亡细胞，而与 hiPSC-RPE 细胞共培养的视网膜组织片细胞凋亡明
显减少。这结果说明 hiPSC-RPE 细胞在体外减少神经视网膜细胞凋亡，具有潜
在保护视网膜细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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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TUNEL 染色检测分析 hiPSC-RPE 细胞对是 rd10 视网膜组织体外培养的
影响(scale bar=50um)

3.5 hiPSC-RPE 细胞球形培养
PKH26 染色后的 hiPSC-RPE 细胞在荧光显微镜先可以观察到较强的红色
荧光。把荧光标记 hiPSC-RPE 细胞悬液转移到琼脂糖模具里可以使细胞聚集生
长，形成比较规则的细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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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硅胶模具及琼脂糖细胞球形培养模具和 PKH26 染色的 hiPSC-RPE 细胞球
(bar=50um)
3.6 hiPSC-RPE 球形培养后活力比较
hiPSC-RPE细胞球形培养3天后，分散接种到12孔板上，细胞活力染色后用荧
光显微镜进行观察并拍照，其中活细胞呈绿色而死细胞呈红色。结果发现所形成
的球形培养的细胞保持较好的细胞活力，只有少数细胞被染上红色，大部分以绿
色的活细胞为主。

图8 hiPSC-RPE球形培养后及对照组进行Viability/Cytotoxicity Assay Kit细胞活力
染色后，活细胞呈绿色而死细胞呈红色(scale bar=100um)
3.7 hiPSC-RPE球形培养后衰老比较
采用第十代的P10/ hiPSC-RPE细胞球形培养3天后分散种植在六孔板上。βgal染色发现P10/hiPSC-RPE细胞大面积被染成深蓝色，而球形培养的hiPSC-RPE
细胞染色较少而且颜色较浅，表明hiPSC-RPE球形培养后可以维持年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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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β-半乳糖苷酶染色分析 P10 /hiPSC-RPE 细胞球形培养的衰老影响。颜色越
深，衰老越严重(scale bar=100um)

3.8 rd10 小鼠视网膜下腔移植 hiPSC-RPE 细胞
利用显微镜和 Hamiton 微量进样针把 hiPSC-RPE 细胞悬液注射到 P12 /rd10
小鼠视网膜下腔，两周后通过视网膜切片追踪注射的细胞，在荧光显微镜下可以
找到含有用 PKH26 标记 hiPSC-RPE 细胞切片，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进一步鉴
定呈红色荧光的是移植细胞，使用人特异性抗体(AHNA) 鉴定，在视网膜内发红
色荧光细胞，通过免疫组化 FITC 标记后也发绿光，所以验证是我们移植的 hiPSCRPE 细胞。hiPSC-RPE 移植的位置是准确的，细胞在 rd10 视网膜内可以存活。
这些实验证明移植 hiPSC-RPE 细胞的可行性。

图 10 视网膜下腔移植和移植的 hiPSC-RPE 细胞在 rd10 小鼠视网膜内存活。a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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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膜下腔移植示意图；b 视网膜下腔移植手术；c 未注射移植前的视网膜；
d 穿过巩膜进行视网膜移植；C 图是 B 图方框区域放大图，PKH26 是脂性
示踪剂呈红色，AHNA 是特异性抗人核的抗体呈绿色 B：scale bar=200um，
C：scale bar=50um
3.9 ELISA 检测 hiPSC-RPE 细胞移植后在 rd10 视网膜内的分泌功能
通过 ELISA 检测 P26(WT、rd10 和 rd10-treated)三组眼球提取液，结果显
示，移植 hiPSC-RPE 细胞 rd10 小鼠视网膜内的人源 PEDF 浓度含量明显高于未
有移植注射 WT 和 rd10 组。这一结果表明我们移植的细胞具有分泌神经营养因
子的作用，对视网膜神经细胞具有保护作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

图 11

ELISA 检测 WT、rd10 和 rd10-treated 组眼球提取液的 PEDF 浓度

3.10 hiPSC-RPE 细胞移植后对 rd10 视网膜的凋亡、免疫因子的影响
提取 P26(WT、rd10 和 rd10-treated)三组视网膜蛋白，蛋白免疫印迹结果显
示凋亡蛋白 Bax 和小胶质细胞标志性蛋白 CD68 在 WT 小鼠视网膜内表达含量
较低，rd10 小鼠内含有大量的相关凋亡蛋白，而 rd10 视网膜移植注射 hiPSC-RPE
细胞后凋亡蛋白 Bax 和 CD68 明显减少。这一结果表明，移植 hiPSC-RPE 细胞
可以减少 rd10 小鼠视网膜内相关凋亡、免疫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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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蛋白免疫印迹检测 hiPSC-RPE 细胞移植后对 rd10 视网膜凋亡、免疫因子
的影响
3.11 hiPSC-RPE 细胞移植后对 rd10 小鼠感光细胞的影响
通过 TUNEL 视网膜切片染色观察(WT、rd10 和 rd10-treated)三组视网膜凋
亡结果显示，在 WT 的视网膜感光层细胞基本没有凋亡细胞，rd10 小鼠外核层有
大量的细胞凋亡。移植后的 rd10 视网膜凋亡细胞相应减少。说明着我们移植的
细胞 hiPSC-RPE 细胞对 rd10 视网膜细胞有潜在保护感光细胞作用，减少凋亡，
延缓视网膜结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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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TUNEL 染色检测 WT、rd10 和 rd10-treated 细胞凋亡情况
3.12 移植 hiPSC-RPE 细胞对 rd10 小鼠视网膜内小胶质细胞的影响
从 P21 (WT、rd10 和 rd10-treated)三组小鼠视网膜切片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结果显示，WT 小鼠视网膜内基本没有小胶质细胞的活化，rd10 小鼠视网膜内小
胶质细胞活跃， hiPSC-RPE 细胞移植后的 rd10 小鼠视网膜内小胶质细胞明显减
少。这结果表明我们的移植的 hiPSC-RPE 细胞对小胶质细胞具有抑制作用。

图 14 移植 hiPSC-RPE 细胞对 rd10 小鼠视网膜内小胶质细胞的影响(scale
bar=20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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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rd10 和 WT 小鼠的视网膜形态结构随年龄变化
视网膜石蜡切片观察比较 rd10 和 WT 小鼠两组小鼠分别在 P17、P21、P26、
P45、P180 视网膜组织结构。结果发现 WT 和 rd10 小鼠的内核层和神经节细胞
不会随着年龄变化，形态厚度变化不明显。但 rd10 小鼠视网膜外核层厚度随着
年龄变化明显，rd10 小鼠外在 P17 时和 WT 厚度差异不大，但随着年龄越来越
薄，在 P180 时基本消失，WT 小鼠的外核层厚度在不同年龄段差异不是很明显。

图 15

WT 和 rd10 小鼠视网膜组织结构随年龄变化(scale bar=20um )

3.14 视网膜下腔移植 hiPSC-RPE 细胞对 rd10 小鼠视网膜结构的影响
通过观察 P26(WT、WT-sham、rd10 和 rd10-treated)四组冰冻切片视网膜结
构，结果显示 WT 组(75um±2)和 WT-sham (72um±2)组视网膜结构差别不大，说
明我们移植的手术对视网膜造成伤害不是很明显。rd10 组(23um±3)外核层组的厚
度明显小于 WT 组，而移植 hiPSC-RPE 细胞组(43um±3)外核层厚度大于 rd10 组。
说明我们移植治疗后可以挽救视网膜的结构，延缓 rd10 视网膜的变性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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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hiPSC-RPE 细胞移植后对 rd10 小鼠视网膜结构影响(scale bar=20um )
3.15 黑白箱检测 hiPSC-RPE 细胞移植后对 rd10 小鼠视觉行为影响
P15(WT、WT-sham、rd10 和 rd10-treated)四组小鼠在黑白箱内结果显示，各
组黑箱内的时间大概是 70%，差异不明显；P25(WT、WT-sham、rd10 和 rd10treated)四组小鼠。WT 和 WT-sham 差异不明显，在黑箱时间还是大约 70%，rd10
小鼠在黑箱呆的时间明显减少，黑箱时间大约占 50%，而 rd10 小鼠移植治疗组
在黑箱时间比例多于 rd10 组，大约占总时间的 60%。从运动轨迹上看 WT 小鼠
在白箱内能较强感受到光刺激所以是贴着箱壁行走，rd10 小鼠视力较差在白箱
中轨迹较乱，移植治疗后的 rd10 不管是在白箱的轨迹还是在黑箱时间的都有所
改善。这一结果说明，我们的移植手术对小鼠的视力损害较小，移植治疗的 rd10
小鼠感受外界光刺激能力有所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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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A 为黑白箱示意图；B 小鼠在黑白箱的运动时间；C 小鼠在黑箱内的时间
3.16 ERG 检测 hiPSC-RPE 细胞移植后对 rd10 小鼠视力影响
在 ERG 中 a-wave 的振幅记录视网膜内感光细胞(rods 和 cones)的反应，bwave 记录的是视网膜内双极细胞(bipolar cell)和 Müller cell 的反应。暗适应
(Scotopic)是小鼠在黑暗环境适应一定时间后进行记录的结果，明适应(photopic)
是在光照一段时间记录的结果。通过记录 P26(WT、WT-sham、rd10 和 rd10-treated)
四组小鼠 ERG 结果显示，不管是在 Scotopic 还是 Photopic 记录的 a-wave，bwave 的振幅随着光强度增强而增大，同一光强刺激下 Scotopic 记录的 a-wave 和
b-wave 振幅大于 Photopic。通过分别比较 Scotopic 和 Photopic 在同一光强下的
a-wave 和 b-wave 振幅，WT 和 WT-sham 组小鼠的 a-wave 和 b-wave 明显大于
hiPSC-RPE 细胞移植治疗 rd10 组，而 hiPSC-RPE 细胞移植治疗的 rd10 小鼠 awave 和 b-wave 增幅大于未移植的 rd10，这一个结果表明我们 hiPSC-RPE 细胞
移植对 rd10 小鼠的视力具有保护作用，减缓视力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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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ERG 检测分析 hiPSC-RPE 细胞移植后对 rd10 小鼠视力的影响

4.讨论
本实验研究通过添加特定的小分子进行循序定向快速高效诱导 hiPSCs 分化
为 RPE，分化来源 hiPSC-RPE 细胞通过球形处理后移植到视网膜色素变性模型
rd10 小鼠视网膜下腔。观察移植 hiPSC-RPE 细胞对 rd10 小鼠视网膜内环境以及
视网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作用。
iPSCs 技术发展非常之快，不但实现了不同种类体细胞的重编程而且还可以
多种途径重编程[1-5]，iPSCs 技术的建立是干细胞领域的重大发现和突破。iPSCs
在眼科领域也有广阔应用前景，目前主要研究 iPSCs 向 RPE，角膜上皮细胞和角
膜内皮细胞分化移植代替治疗眼疾病[6-10]，其中研究最热的是 iPSCs 分化为 RPE，
首次实现了临床应用[11]。研究者尝试将人或鼠的 iPSCs 快速高效安全分化为 RPE
细胞，但是经常遇到分化时间长和效率低的问题[12], Buchholz 等[13]用特定的小分
子在不同时间段进行诱导可以使 hiPSCs 诱导产生高纯度安全的 RPE 细胞，所以
我们研究中通过相应改进和整合该分化方案，将 hiPSCs 细胞高效快速安全分化
出具有功能的 RPE 细胞。
hiPSCs 分化来源的 RPE 细胞是移植治疗 RPE 病变视网膜疾病的理想种子细
胞，克服免疫排斥和伦理问题。目前，hiPSC-RPE 移植治疗主要以动物实验研究，
Westernskow 等[15]人报道视网膜下注射 hiPSC-RPE 细胞在 RCS 大鼠，整合入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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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视网膜的 hiPSC-RPE 细胞可以存活长达 2.5 年。Carr 等[14]研究发现将 hiPSCRPE 细胞移植到病变视网膜大鼠内，移植的细胞可以在视网膜内存活而且还可
迁移整合，并且发挥一定的吞噬功能。通过动物实验表明移植细胞可以存活和具
有保护视网膜的结构功能。
细胞移植具有治疗变性视网膜的潜能，除了代替宿主病变的视网膜细胞外还
有分泌神经营养因子的作用。Sun 等[16]分别将 hiPSC-RPE 细胞，人间充质干细
胞，神经干细胞移植 rd1 小鼠视网膜下腔，比较发现 hiPSC-RPE 细胞移植后增殖
率最高，移植部位的凋亡细胞最少，小胶质细胞活化最少，小鼠眼内液体的人色
素上皮衍生因子浓度最高。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小胶质细胞的激活与视网膜变性退
变密切相关，小胶质细胞在一般状态下有神经营养作用，但激活后大量渗入视网
膜组织直接导致视网膜变性退化[17-19]。有研究发现 rd1 小鼠视网膜下腔移植神经
干细胞可以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动，达到延缓视网膜的变性衰退目的[20]。色素上皮
衍生因子是由 RPE 细胞分泌的营养因子，可以保护视网膜神经细胞免于谷氨酸
盐、过氧化氢、光、缺陷性损伤和遗传疾病等的伤害而死亡[21-23]。
基于以上的研究基础，本实验将 hiPSC-RPE 细胞移植到 rd10 小鼠视网膜下
腔，从移植前后细胞状态的变化，移植后视网膜内环境变化，移植后视网膜结构
和功能变化进行研究探索 hiPSC-RPE 细胞对变性视网膜的治疗效果。
我们研究中 hiPSCs 通过添加特定的小分子循序定向诱导为 RPE 细胞，分化
来源的 hiPSC-RPE 细胞和胚儿 RPE 基因和蛋白表达相类似，同时具有吞噬和极
性分泌功能。在体外 hiPSC-RPE 与 mRGC 共培养后可促进 mRGC 增殖和减少凋
亡，hiPSC-RPE 细胞与 rd10 视网膜组织片体外培养也可减少神经视网膜细胞的
凋亡。Li 等[24]报道将培养的 BV2 小胶质细胞加入脂多糖类模拟小胶质细胞激活
状态，并与神经干细胞共培养后，结果显示与神经干细胞共培养后可以抑制小胶
质细胞的增殖和促进小胶质细胞凋亡，减小免疫因子的释放。我们采用球形培养
hiPSC-RPE 进行移植前预处理，可提高细胞活性，维持年轻状态并且使细胞更强
表达 RPE 细胞特性，减小无效细胞注射。Guo 等[25]将脂肪干细胞球形培养后发
现细胞能保持较高活性和干性，球形培养后细胞更能表达细胞本身的特性。球形
培养后的 hiPSC-RPE 细胞用胰酶消化成单散细胞后移植到 rd10 小鼠视网膜下
腔，两周后观察移植 hiPSC-RPE 可以存活在小鼠视网膜内。rd10 移植后的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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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溶液 PEDF 的浓度明显高于未移植组，表明我们移植的 hiPSC-RPE 细胞在
变性视网膜 rd10 小鼠不但可以存活而且还能分泌保护神经细胞的营养因子。
rd10 小鼠移植 hiPSC-RPE 细胞两周后，通过 TUNEL 染色结果显示感光层
与未移植的 rd10 相比凋亡细胞明显减少。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小胶质细
胞在视网膜内活动，结果显示未移植的 rd10 小胶质细胞比较活跃，而移植后小
胶质细胞明显降低。免疫蛋白印迹也证明移植后 rd10 视网膜内的小胶质细胞蛋
白和凋亡蛋白都相应减少。通过以上实验证明我们移植的 hiPSC-RPE 细胞在 rd10
视网膜内具有调节免疫，减少凋亡因子，抑制小胶质细胞的活动，保护 rd10 小
鼠的感光细胞。
rd10 小鼠由于视杆细胞的磷酸二酯酶基因发生突变，rd10 小鼠生出来第 17
天后视力视杆细胞开始死亡，接着视椎细胞和 RPE 细胞变性死亡。通过观察同
一年龄的 rd10，移植 hiPSC-RPE 细胞后 rd10 外核层（视椎、视杆细胞）厚度大
于未移植组 rd10，表明移植 hiPSC-RPE 细胞后具有延缓衰退，保护视网膜结构
作用。在黑白箱实验发现，P26 的 rd10 感受光刺激能力较差，而移植后的 rd10
视力较好，能更有效躲避光刺激。通过 ERG 检测移植 hiPSC-RPE 细胞后的 rd10
小鼠视力发现在同一光强下不管是明适应还是暗适应下 a 波，b 波的振幅明显大
于未移植治疗 rd10。
本研究通过细胞实验、组织离体实验和活体移植实验，探索 hiPSC-RPE 细
胞对变性视网膜的保护研究。我们将快速高效 hiPSCs 分化 hiPSC-RPE 细胞在体
外移植到 rd10 小鼠视网膜下腔一个月内，没有发现明显的免疫排斥。hiPSC-RPE
细胞可以在 rd10 小鼠视网膜内存活，并具有分泌神经营养因子功能。移植 hiPSCRPE 细胞可以调节免疫，减少视网膜内的凋亡因子和抑制小胶质细胞的活动。同
时移植 hiPSC-RPE 细胞具有延缓挽救 rd10 小鼠视网膜结构和视功能作用。未来
此项技术应用于临床，还需加大样本和延长观察时间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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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总结
本论文内容尝试把 hiPSCs 快速分化为 RPC，同时将 hiPSCs 高效快速分化
为 RPE，研究 hiPSC-RPE 细胞在体外对视网膜细胞和视网膜组织片的影响作用。
探索 hiPSC-RPE 细胞移植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模型 rd10 小鼠，通过观察移植前
后细胞状态的变化，移植后视网膜内环境改变以及视网膜结构和功能变化。综合
论文目前成果，总结如下：
1. hiPSCs 在通过特定因子(Dkk-1, Noggin, IGF-1, LeftyA)逐步诱导分化为视网膜
祖细胞。
2. 在体外 hiPSC-RPE 细胞可促进 mRGC 增殖和减少凋亡，对 rd10 视网膜组织
片具有保护作用。
3. hiPSC-RPE 细胞通过球形培养后可以维持较年轻状态、较高的活力和较强
RPE 细胞特性。
4. hiPSC-RPE 细胞移植 2 周后在 rd10 小鼠变性视网膜内存活，并具分泌神经营
养因子功能。
5. hiPSC-RPE 细胞移植后改善 rd10 小鼠视网膜内坏境，减少免疫凋亡因子和抑
制小胶质细胞的激活。
6. hiPSC-RPE 细胞移植后对 rd10 小鼠变性视网膜具保护作用，挽救和延缓视网
膜结构和功能的退变。
hiPSCs 源性视网膜细胞移植治疗 rd10 小鼠后，眼内组织检测手段缺乏，样
本量还不够，研究周期较短。未来此项技术应用于临床，还需多方面检测眼内环
境变化，加大样本和延长观察周期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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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缩写注释
英名缩写

英文全名

中文全名

AMD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老年性黄斑病变

AP

Alkaline phosphatase

碱性磷酸酶

BMP,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骨形成蛋白

CCK-8

Cell counting kit-8

细胞计数试剂盒-8

DMEM

Dulbecco minimal essential medium

低限量基础培养液

ERG

Electroretinography

视网膜电图

ESC

Embryonic stem cell s

胚胎干细胞

ELISA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FITC

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 isomer

异硫氰酸荧光素

H&E

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ing

苏木精-伊红染色

IGF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类胰岛素

iPSC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诱导多能干细胞

KSR

knockout serum replacement

血清代替物

MSCs

Mesenchymal stem cells

间充质干细胞

ONL

outer nuclear layer

外核层

PEDF

Pigmented epithelium derived factors

色素上皮衍生因子

PBS

Phosphate balanced solution

磷酸缓冲液

RPE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 cells

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

RP

Retinitis pigmentosa

视网膜色素变性

RT-PCR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发应

RPCs

Retinal progenitor cell

视网膜祖细胞

rd10

retinal degeneration 10

视网膜变性 10

WT

wild type

野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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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龙师兄、薛芸霞师姐、傅婷师姐、Sanjana Mathew、曾巧浪、刘士玮、张永
康、等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与帮助，你们的支持是我前
进的动力，有你们的陪伴使我的研究生生涯不再孤单。
衷心感谢暨南大学再生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蔡冬青教授、齐绪峰教授、
李扬秋教授、杨雪松教授、禹艳红教授及团队成员等在本研究中所给予的热心
帮助。
衷心感谢暨南大学医学院眼科研究所全体老师和同学给予的热心帮助。
衷心感谢 14 级再生医学同班同学一路的陪伴。
最后，衷心感谢我的父母和我姐姐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关爱。

致谢人：朱德良
2016 年 4 月 14 日 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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