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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多能干细胞对骨关节炎软骨损伤的修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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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软骨分化后的诱导多能干细胞移植治疗骨关节炎
未分化的 hiPS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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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炎

Ⅱ型胶原
免疫荧光

文题释义：
诱导多能干细胞：是由成纤维细胞经仙台病毒携带的 4 个反转录基因重编程而成的具有与胚胎干细胞类似生
物学特性的多能干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具有很强的向软骨细胞分化的潜能，有望为临床骨关节炎发病机制
的研究以及细胞治疗提供重要的细胞来源。
骨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软骨退行性变和继发性骨质增生为特性的慢性关节疾病，其发生主要与关节软骨细
胞功能下降，软骨细胞外基质合成降解失衡有关，所以提供有功能的软骨细胞对于治疗骨关节炎是非常重要
的。

摘要
背景：基于干细胞的细胞治疗对于骨关节炎修复有重要的应用前景，其中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iPS 细胞)具有较强的增殖和分化潜能，且避免了胚胎干细胞的伦理学问题，目前被认为是细胞治
疗中最有前景的种子细胞之一。
目的：拟探索一种 iPS 细胞向软骨细胞分化的有效方法，并研究 iPS 细胞来源软骨细胞对骨关节炎的修复作
用。
方法：运用三步法将人 iPS 细胞诱导分化成软骨样细胞，并检测软骨细胞特异性基因和蛋白的表达。然后将
分化后的 iPS 细胞移植到谷氨酸钠碘乙酸诱导的骨关节炎大鼠模型中。移植实验分为 4 组：对照组注射生理
盐水，造模组注射谷氨酸钠碘乙酸，iPS 细胞移植组注射谷氨酸钠碘乙酸后移植 iPS 细胞，分化后 iPS 细胞
移植组注射谷氨酸钠碘乙酸后移植软骨分化后的 iPS 细胞。移植 15 周后 micro-CT 行断层扫描，并对移植后
的关节进行组织学分析。
结果与结论：①与未分化的 iPS 细胞相比，经过 6 d 的拟胚体形成和 2 周的细胞分化，软骨细胞特异性基因
和蛋白(Col2A1，GAG 和 Sox9)的表达量都明显上升；②细胞移植 15 周后，未观察到免疫反应的发生，
micro-CT 显示移植细胞后软骨下骨的完整性明显得到改善，组织学分析也表明移植细胞后能产生关节软骨基
质。iPS 细胞来源软骨细胞的修复效果明显好于 iPS 细胞；③结果表明，iPS 细胞来源软骨细胞移植可促进骨
关节炎大鼠软骨再生，改善关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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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ilage repair using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derived chondrocytes in osteo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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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tem cell-based therapy has been propo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osteoarthritis (OA) and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 are becoming a promising stem cell source as they have strong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s and no ethics problem.
OBJECTIVE: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method of iPSCs differentiating into chondrocytes and to study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iPSCs derived chondrocytes on osteoarthritis.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ree steps were developed to induce human iPSCs to differentiate into chondrocytes which
were then transplanted into rat OA models induced by monosodium iodoacetate (MIA). There were four groups in the
experiment: control group with normal saline injection, model group with MIA injection, iPSCs group with iPSCs
transplantation following MIA injection, and differentiated iPSCs group with transplantation of iPSCs derived
chondrocytes following MIA injection. At 15 weeks after transplantation, micro-CT was used and hist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knee joint was perform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iPS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chondrocyte specific genes and
proteins (Col2A1, GAG and Sox9)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differentiated iPSCs group after 6 days of embryoid
formation and after 2 weeks of cell differentiation. At 15 weeks after cell transplantation, no immune responses were
observed, micro-CT showed an improvement in subchondral bone integrity, and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s demonstrated
the production of articular cartilage matrix. iPSCs derived chondrocytes showed better effects on articular cartilage repair
than the iPSCs. To conclude, iPSCs derived chondrocytes can be effective via transplantation approach for cartilage
tissue regeneration in OA rats.
Subject headings: Osteoarthritis;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Cell Differentiation; Chondrocytes;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301597; Shenzhen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pecial Funds, No. JCYJ20130326110154156, JCYJ20150525092940984, and CYJ2016042209080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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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ntroduction

肪组织，较易大量获取，但是其分化潜能远没有胚胎干细

随着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发病率的增加，骨关节炎引发疼

胞强。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iPS

痛等一系列健康问题，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负担。预计到

细胞)的出现既解决了成体干细胞增殖分化能力有限的问

[1]

2020年，骨关节炎将成为导致残疾的第四大原因之一 。骨

题，又避免了胚胎干细胞的伦理学问题，为再生医学提供

关节炎的发生可能与软骨细胞外基质过多降解、合成不足、

了一种可靠的种子细胞来源。在再生领域，已有多个运用

[2]

软骨细胞坏死及软骨细胞异常激活和肥大分化有关 。传
[3]

统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关节置换术 ，并不能从

iPS细胞移植治疗神经损伤和心血管疾病的案例，但iPS细
胞在骨关节再生中的应用还少有报道。

根本上改善退变软骨的功能，而细胞治疗和组织再生可增

与胚胎干细胞具有类似生物学特性的iPS细胞，可通过

加有功能的细胞数量，将是退行性疾病更有效更有前景的

自体获得，所以移植后无免疫排斥反应。另外，由于近年

治疗方法。

来iPS细胞的制备不再依赖于病毒载体，因此显著降低了移

目前，关节软骨再生和软骨组织工程的研究主要运用

植后致瘤的风险[6-7]。已有研究报道，人iPS细胞在体内形

自体软骨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作为种子细胞。但是，自体

成的畸胎瘤中发现软骨组织的形成[8-9]，但有关iPS细胞分

软骨细胞存在供骨部位病变的风险[4]，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化成软骨细胞的报道仍然很少，目前也没有一个iPS细胞分

[5]

的增殖和分化潜能随着供者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而且抽

化为软骨细胞的有效方法。Teramura等[10]报道联合使用转

取骨髓引发的疼痛和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数量也阻碍了骨

化生长因子β3和骨形态发生蛋白2可将大鼠胚体来源的

髓间充质干细胞在临床的广泛应用。脂肪干细胞来源于脂

iPS细胞诱导分化为软骨细胞。有研究者已经建立了骨关节

5340

P.O. Box 10002, Shenyang

110180

www.CRTER.org

www.CRTER.org

吴张松，等. 诱导多能干细胞对骨关节炎软骨损伤的修复作用

将拟胚体转移到悬浮培养的培养皿
换软骨诱导剂

相关基因和蛋白检测分析

将拟胚体转移到明胶包被的培养皿
第6天

第1天

第0天

未分化的人诱导多能干细胞

Figure 1
第 14 天

第2天

第8天

第2步

第1步
形成拟胚体

诱导多能干细胞向软骨细胞分

化流程图(标尺 100 µm)

第8天

第0天

图1

chondr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第3步

软骨预诱导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ulture protocol for

从拟胚体中爬出的细胞进行软骨诱导

(scale bar=100 µm)
图注：分化过程包括 3 步：①拟胚体
悬浮培养；②拟胚体用软骨诱导剂进
行预诱导；③在软骨诱导剂作用下，
细胞从拟胚体中萌芽出来进行分化。

炎软骨来源的iPS细胞，通过形成拟胚体或与软骨细胞共培
[11]

Sodium Pyruvate(p2256-25G，Sigma)；转化生长因子

。

β1(TGF-b1-025 ， StemRD) ； 40 g/L 多聚 甲 醛 (P1110 ，

Koyama等 [12] 采用多步培养法将人iPS细胞分化为软骨细

Solarbio)；甲苯胺蓝溶液(G1220，Solarbio)；Anti-Collagen

胞，大约70% iPS细胞都表达了Ⅱ型胶原和聚蛋白多糖。

Ⅱ

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iPS细胞可作为关节软骨再生的理想

IgG(HRP)(ab97023，Abcam)；Alexa Fluor 594 Donkey

种子细胞。目前iPS细胞运用于组织工程的主要障碍是分化

Anti-Mouse

后很难分离获得纯化的细胞群，这样未分化的细胞移植后

Fluoromount-G(010020，SouthernBiotech)；Liquid DAB

养的方式分化成软骨细胞，并显示出一定的软骨潜能

[13]

antibody(ab79127 ， Abcam) ； Goat pAb to Ms
IgG(H+L)(A-21203 ， Invitrogen) ； Dapi

。另外iPS细胞重编程过程较长，而

substrate Kit(001014 ， Invitrogen) ； PrimeScriptTM RT

效率又很低[14]。这些难题都阻碍了iPS细胞在组织工程中的

reagent Kit with gDNA Eraser(RR047A，TaKaRa)；SYBR

应用。

Premix Ex TaqTM Ⅱ (Tli RNaseH Plus)(RR820A ，

可能有畸胎瘤的危险

本实验成功建立了一种简单、高效可行的将iPS细胞诱

TaKaRa)。

导分化为软骨细胞的方法，将iPS细胞来源的软骨细胞移植

CO2恒温细胞培养箱(371，Thermo)；ESCO ACB-A

到谷氨酸钠碘乙酸诱导的骨关节炎大鼠模型后，可观察到

垂直流超净工作台(Thermo，Germany)；-80 ℃超低温冰

膝关节受损部位得到修复，膝关节功能得到改善。

箱(SIEMENS，Germany)；4 ℃，-20 ℃冰箱(YCD-dL259，
中科美菱)；液氮罐(MVE CRYOSYSTEM 4000)；CFX96

1

材料和方法

1.1

设计

1.2

时间及地点

Materials and methods

体外细胞培养与体内动物实验研究。
实验于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在深圳

荧光定量PCR系统(BioRad，USA)；纯水仪Water pure
system(Thermo Scientific ， USA) ； 倒 置 IX71 显 微 镜
(Olympus，Japan)；高速低温离心机(5415R，Ependorf)；

大学医学部抗衰老与再生医学中心完成。

超微量分光光度计(Epoch，Biotech)；低速离心机(Cubee，

1.3

GeneReach)；干式恒温器(MK200-4，AOSHENG)；IX-71

1.3.1

材料
实验动物

7 周 龄 雄 性 SD 大 鼠 13 只 ， 体 质 量

荧光正置显微镜(Olympus，Japan)。

168-200 g，从广东省医学实验动物中心购买后饲养于SPF

1.4

级动物房，食物与水不限制供给，饲养平均室温22 ℃。实

1.4.1

验动物许可证号SYXK(粤)：2014-0140。

伦理委员会与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许可，所有患者均签署了

1.3.2

实验方法
细胞培养和分化

实验得到了深圳大学实验动物

PSCeasy人诱导多能干细胞培

书面知情同意书。从51岁女性骨关节炎患者(Kellgren &

养基(CA1001500，赛贝生物)；EDTA(E6758，Sigma)；

Lawrence评分为Ⅲ级)分离获得的真皮成纤维细胞，加入

PBS(SH30256.01B，HyClone)；Matrigel(356234，BD)；

仙台病毒重组的4个因子(Oct3/4，Sox2，Klf4和 c-Myc)

DMEM/F12(C11330500BT，Gibco)；胎牛血清(10100147，

进行重编程并鉴定(此部分工作由北京赛贝生物技术有限

Gibco) ； NEAA(11140050 ， Gibco) ； L-GlutaMax

公司完成)。其中3个iPS细胞克隆传至20代后用于分化实

(35050061 ， Gibco) ； 2-Mercaptoethanol(21985023 ，

验，选用其中1个分化的iPS细胞进行移植。为了形成拟胚

Invitrogen) ； 0.25%Trypsin-EDTA(25200072 ， Gibco) ；

体，首先用0.5 g/L中性蛋白酶消化收集iPS细胞，将细胞克

Dispase(1710541，Gibco)；二甲基亚砜(0219605590，

隆转移至不贴壁的细菌培养皿中悬浮培养5 d

MP)；Dexamethasone(D8893，Sigma)；维生素C(49752，

(DMEM/F12+体积分数为10%胎牛血清)，然后收集拟胚体

Sigma)；ITS(41400045，Gibco)；L-Proline(194728，MP)；

将其接种于明胶包被的24孔板中贴壁诱导培养2周(软骨诱

主要试剂和仪器

ISSN 2095-4344

CN 21-1581/R

CODEN: ZLKHAH

5341

www.CRTER.org

吴张松，等. 诱导多能干细胞对骨关节炎软骨损伤的修复作用

导培养基：DMEM/F12添加体积分数为10%胎牛血清，

1.4.5

micro-CT断层扫描

1%ITS，50 mg/L VC-2磷酸酯，100 g/L丙酮酸钠，40 mg/L

15周使用台式锥束型体内动物扫描仪(Skyscan model

L-脯氨酸，100 nmol/L地塞米松，10 µg/L转化生长因子β1，

1076，Skyscan，Kontich，Belgium)进行断层扫描。用

100 U/mL青霉素，100 mg/L链霉素)，分化后的细胞进行

戊巴比妥钠将大鼠麻醉，并以仰卧位放置在扫描仪床中。

移植实验。

在大鼠麻醉期间，每条腿的总扫描时间是20 min。扫描

细胞移植后2，5，7，10，

细胞从拟胚体贴壁

仪设置：X射线电源电压60 kV，电流100 μA，1 mm厚

培养后诱导分化一两周，分化后的细胞用40 g/L多聚甲醛

的铝过滤器以减少束硬化伪影，平均1帧，像素尺寸为

(pH 7.4)固定，甲苯胺蓝染色，乙醇脱色。免疫荧光分析

9 μm，曝光时间为1.1 s，每次旋转角度为0.8°，直至旋

1.4.2

组织学分析和免疫荧光检测

操作步骤如下，用预冷的丙酮在4 ℃下固定细胞30 min，

转完180°。使用滤波反投影算法(NRecon，V 1.4.4，

PBS洗3次，而后用体积分数为10%的羊血清封闭20 min。

Skyscan，Kontich，Belgium)重建横断层图像。每次扫

抗Ⅱ型胶原一抗4 ℃孵育过夜，荧光标记的二抗室温孵

描，都是由1 800个横截面的堆叠重组而成，集中在膝关

育2 h。用含有核复染剂DAPI的封固液封固，IX-71荧光

节上方(总重组高度约16 mm)。

显微镜下 观察。

1.4.6

1.4.3

实时定量PCR分析

组织学分析 细胞移植后15周，取膝关节用体积分

分化后的细胞用Trizol提取总

数为4%甲醛溶液固定，EDTA溶液中脱钙。脱钙后的膝关

RNA ， 为 防 止 DNA 污 染 ， 在 洗 脱 之 前 用 DNaseⅠ 处 理

节沿正中矢状面切开，然后用石蜡包埋。石蜡切片经苏木

15 min。按照反转录DNA合成试剂盒说明合成第一条链

精-伊红染色，观察膝关节形态结构和新血管形成情况。免

cDNA。用SYBR对目的片段进行实时反转录-聚合酶链式

疫组织化学染色，抗Ⅱ型胶原抗体1︰5 000稀释。0.5%的

反应(RT-PCR)，并用基因表达软件(Applied BioSystems)

番红和0.2%固绿对软骨基质进行染色。

分析。所有的RNA样品都用β-actin作内参，每个基因的

1.5

mRNA相对表达量都用2

-∆∆CT

方法计算获得，每个样品反应

iPS细胞经软骨诱导剂诱导分化后软

主要观察指标

骨细胞外基质和软骨特异性基因和蛋白的表达，以及移植

重复3次。反应条件为：预变性95 ℃，30 s；变性 95 ℃，

后膝关节组织修复情况。

5 s，延伸60 ℃，30 s，40个循环。引物序列见表1。

1.6

统计学分析

_

数据以x±s表示。运用多因素方差分析

比较不同组间差异(ANOVA)。当ANOVA检验显示出显著性
表1

软骨细胞和干细胞特异性基因的引物序列

Table 1

Primer sequences of chondrocyte and stem cell specific

genes

Aggrecan
Col2a1
Nanog
Oct 4
β-actin

差异通过事后比较检验(post hoc test)。P < 0.05为差异有
显著性义。所有数据都用SPSS 15.0软件进行分析。

引物名称
Sox 9

差异，且组与组之间没有相互作用时，每个时间点之间的

序列(5’-3’)
F

GGA GAT GAA ATC TGT TCT GGG AAT G

2 结果

R

TGA AGG TTA TCT GCT GGT GTT CTG A

Results

F

TCT ACC GCT GCG AGG TGA

2.1

R

TGT AAT GGA ACA CGA TGC CTT T

细胞较小，呈纤维状，当细胞在甲基纤维素上培养后，

F

GGA AGA GTG GAG ACT ACT GGA TTG AC

细胞呈克隆样生长，选择大小相似的拟胚体进行诱导实

R

TCC ATG TTG CAG AAA ACC TTC A

F

ACA ACT GGC CGA AGA ATA GCA

R

GGT TCC CAG TCG GGT TCA C

中加入软骨诱导剂进行预诱导。在预诱导过程中，拟胚

F

GGA GGA AGC TGA CAA CAA TGA AA

R

GGC CTG CAC GAG GGT TT

体表现出良好的细胞形态，很少有内部细胞坏死。将拟

F

CGA GAA GAT GAC CCA GAT CAT G

胚体转移到明胶包被的培养皿中，用软骨诱导剂培养一

R

ACA GCC TGG ATA GCA ACG TAC A

两周后，会有软骨样的较大球形细胞从拟胚体上萌芽出

iPS细胞形态学改变

在分化之前，iPS细胞呈单层，

验。在将拟胚体细胞贴壁培养之前，在拟胚体细胞悬液

来，见图1。
1.4.4

骨关节炎诱导和细胞移植

SD大鼠13只，饲养于

2.2

免疫化学分析

诱导分化2周后，整个带有萌芽细胞

SPF级实验室。先用2%戊巴比妥钠麻醉，然后在3只大鼠

的拟胚体都被甲苯胺蓝染上较深蓝色(图2A)，表明有软骨

右膝关节皮下内侧注射0.5 mg谷氨酸钠碘乙酸，在左膝关

外基质形成。而未分化组并没有明显的蓝色出现。为了确

节注入生理盐水作为对照，注射后1-5周用高分辨率的

定iPS细胞的软骨分化能力，检测到分化的拟胚体有明显的

micro-CT行断层扫描。剩余10只大鼠左右膝关节注射谷氨

Ⅱ型胶原的表达(红色荧光，图2A)。

酸钠碘乙酸1周后，收集iPS细胞和软骨分化后的iPS细胞，

为了进一步确认软骨细胞分化程度，在分化的第7天和

将细胞浓度调至1×109 L 1，然后注射500 μL细胞悬液到左

第14天，分别用荧光定量PCR对软骨特异性基因和干性相

侧膝关节，5只注射未分化的iPS细胞，5只注射软骨分化

关基因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诱导2周后Col2a1，Aggrecan

后 iPS 细 胞 ， 右 侧 膝 关 节 作 为 造 模 组 。 移 植 15 周 后 ，

和Sox9的表达量显著升高。与未分化的iPS细胞相比，分

micro-CT行断层扫描。

化后细胞Oct4和Nanog的表达量显著性下降。而未分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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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胚体和分化了7 d的iPS细胞这两种基因表达水平差异无

退行性变(图5，黑色箭头)，该现象在内侧胫骨平台的中央

显著性意义(图2B)。

部位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边缘部位的软骨退变较轻。对照

2.3

细胞移植后2，5，7，10，

组胫骨中间和边缘区域均未表现出软骨损伤(图5，红色箭

15周，采用micro-CT观察骨密度、骨小梁厚度(Tb.Th)、骨

头)。移植iPS细胞和iPS来源软骨细胞后，软骨损伤得到部

小梁数目(Tb.N)和骨小梁间距(Tb.Sp)变化，随着时间的推

分修复。移植iPS来源的软骨细胞与移植iPS细胞相比，表

移，谷氨酸钠碘乙酸注射组和对照组大鼠胫骨软骨下软骨

现出更强的修复能力(图5，白色箭头)。

的骨密度、骨小梁厚度和骨小梁数目明显上升，15周后，

2.6

两组胫骨骨小梁间距与第2周相比，明显减小(图3)。

四层完整细胞层，包括表层、过渡层、径向深层和钙化区

骨和软骨下骨定量变化

组织学分析结果

对照组的关节软骨表现出典型的

细胞移植后2周，与对照组相比，谷氨酸钠碘乙酸注射

域，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是均匀分布的蛋白多糖(图6)。

组骨密度和骨小梁数目均明显下降。细胞移植后5周，骨密

然而，所有注射谷氨酸钠碘乙酸的关节软骨都表现退化。

度值略有上升，而第7周可能已经出现骨质疏松症状，骨密

在第15周时，软骨下骨终板出现软骨损伤，在中心区域出

度明显较低。但是第10周骨密度值又显著上升，并且与对

现裂痕。组织切片出现骨关节炎样特征，例如表面不连续

照组值接近，这可能是软骨内骨化造成的。细胞移植后第5

性，蛋白多糖含量下降，软骨细胞减少以及软骨下骨硬化。

周，骨小梁数目值突然上升，软骨下骨的骨小梁断裂可能

移植iPS细胞来源软骨细胞后，与谷氨酸钠碘乙酸注射组相

是导致骨小梁数目上升的原因。移植未分化iPS细胞组和移

比，软骨表面变得连续，蛋白多糖含量上升，出现了软骨

植分化后iPS细胞组骨密度和骨小梁数目没有显著性差异。

细胞增殖，表明正在修复软骨。但是iPS细胞移植组的效果

到第15周，两个细胞移植组和对照组胫骨骨小梁数目没有

并没有这样明显(图6)。
对新的软骨组织进行Ⅱ型胶原免疫染色分析，结果表

明显差异。
细胞移植后第7周，骨小梁厚度值下降至与对照组接

明iPS细胞来源软骨细胞可修复软骨组织(图6)。与对照组

近。细胞移植后第5周，尽管骨小梁间距值略有升高，但在

软骨相比，谷氨酸钠碘乙酸注射组的软骨表达很少的胶原

接下来几周时间里迅速下降。15周之后，移植软骨分化后

蛋白，当注射iPS细胞和iPS细胞来源软骨细胞后，Ⅱ型胶

iPS细胞组与移植未分化的iPS细胞组相比，其骨密度、骨

原蛋白明显上升，移植iPS细胞来源软骨细胞组比移植iPS

小梁厚度、骨小梁数目和骨小梁间距值均接近于对照组。

细胞组可表达更多的Ⅱ型胶原蛋白，表明iPS细胞来源软骨

2.4

细胞比iPS细胞具有更好的软骨修复效果，但仍然无法达到

软骨下骨形态学改变

谷氨酸钠碘乙酸注射组所有

大鼠都表现出软骨下骨的病理学改变，然而在整个研究过

对照组水平。

程中(15周)对照组胫骨的软骨下骨没有任何骨关节炎样变

番红-固绿复染的胫骨软骨切片图像如图6所示。谷氨

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谷氨酸钠碘乙酸注射组关节形态

酸钠碘乙酸注射组软骨出现大量的蛋白多糖流失，对照组

进行追踪，发现注射谷氨酸钠碘乙酸后的第15周胫骨软骨

并没有观察到此现象。移植iPS细胞之后，中间的胫骨平台

下骨出现硬化，特别是胫骨内髁部位(图4)。注射谷氨酸钠

变厚出现局部退化，骨头表面仍然有斜裂现象，软骨下骨

碘乙酸的胫骨软骨终板在核心区域出现断裂，组织学分析

出现骨吸收现象，此外可观察到软骨下骨重建及变厚现象。

也可见这些断裂的出现。从micro-CT图像可以观察到，谷

但总体来说iPS细胞来源软骨细胞组的修复效率要明显高

氨酸钠碘乙酸注射15周后，其膝盖中心胫骨软骨下骨出现

于iPS细胞组。

空隙，这些空隙通过组织切片观察被确认为是囊肿。通过
对所有膝盖的3个空间区域进行分析发现，谷氨酸钠碘乙酸

3 讨论

Discussion

注射组与对照组相比，其胫骨软骨下骨终板的空隙率显著

关节软骨由于先天无血管，细胞密度低，细胞迁移效

上升(P < 0.01)。谷氨酸钠碘乙酸注射组膝关节三维重构图

率低等缺点，导致关节软骨受损后很难修复。因此，建立

显示胫骨软骨下骨板出现侵蚀和点蚀，其内侧胫骨平台更

一种既可修复关节软骨损伤同时又可避免关节软骨进一步

严重，而对照组膝关节软骨下骨板表面完整。细胞移植后

退变的方法，将是治疗骨关节炎的关键[15]。细胞治疗为软

第15周观察到移植2种细胞的膝关节没有表现出明显形态

骨组织再生提供了一个新思路，iPS细胞的出现推动了组织

学差异。但与谷氨酸钠碘乙酸注射组相比，细胞移植组胫

再生的发展，iPS细胞可增殖分化成不同组织细胞，可用于

骨软骨下骨没有观察到断裂或者空隙，只是胫骨软骨下骨

个性化治疗[16-17]。

终板的孔隙率略有下降(图4)。
2.5

大体观察

iPS细胞诱导成软骨细胞的分化效率是临床应用的主

注射谷氨酸钠碘乙酸的关节都表现出软

要障碍。目前将干细胞分化成软骨细胞方法主要是通过与

骨损伤，软骨终板很容易从关节部位剥落，但谷氨酸钠碘

生长因子共培养。然而，无论是用条件培养基诱导分化还

乙酸注射后再进行细胞移植，软骨终板会紧紧地贴合在关

是与其他细胞共培养，都缺乏重复性，而且分化效率低。

节部位，很难剥落。谷氨酸钠碘乙酸注射组和细胞移植组

已经有很多研究者通过共培养体系在体外将胚胎干细胞诱

膝关节胫骨软骨表现出褪色的局灶性病变，表明软骨出现

导成软骨细胞，包括在体外对细胞群落或大量的细胞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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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诱导多能干细胞

分化组

Ⅱ型胶原免疫
荧光染色

甲苯胺蓝染色

相关 mRNA 的表达倍数

未分化组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

分化 7 d

拟胚体
a

a

Oct4

分化 14 d

a

a

a

Nanog

Col2a1 Aggrecan Sox9

图 2 软骨细胞特异性基因和蛋白表达的分析
Figure 2 Expression of chondrogenic markers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图注：图中 A 显示诱导分化 2 周后甲苯胺蓝染色可见大量软骨基质形成(标尺
100 µm)，并检测到大量Ⅱ型胶原表达(标尺 20 µm)；B 为实时定量 PCR 检测，
相对于分化 7 d，分化 14 d 的诱导多能干细胞有更多的软骨特异性基因
CoL2a1，Aggrecan 和 Sox9 的表达。与未分化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n=4，
a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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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icro-CT 断层扫描计量骨形态的变化

Figure 3 Morphometric parameters of the subchondral trabecular bone determined by micro-CT
图注：第 2，5，7，10，15 周分别对大鼠骨关节进行 micro-CT 断层扫描。iPS 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

对照组

苏木精-伊红染色

Ⅱ型胶原免疫组化染色

番红固绿染色

图6

关节软骨的组织学分析

Figure 6

Hist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articular

iPS 细胞移植组

iPS 细胞来源软骨
细胞移植组

谷氨酸钠碘乙
酸注射组

cartilage specimens

5344

图注：细胞移植 15 周后关节
软骨进行苏木精-伊红染色
(标尺 100 µm，图片放大后标
尺 20 µm)，免疫学染色(标尺
100 µm)以及番 红固绿染色
(标尺 200 µm)，结果显示，与
对照组相比，谷氨酸钠碘乙酸
注射组显示出明显的软骨损
伤，而 iPS 来源软骨细胞移植
组似乎比 iPS 细胞移植组有
更强的软骨恢复能力，关节表
面更完整。iPS 细胞：诱导多
能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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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位

矢状位

三维成像

对照组

轴向位

图4

细胞移植 15 周后关节的断层

扫描图像
谷氨酸钠碘乙
酸注射组

Figure 4

Micro-CT images of the

tibia at 15 weeks after cell
transplantation
图注：细胞移植 15 周后，对照组、
谷氨酸钠碘乙酸注射组、iPS 细胞
移植组和 iPS 来源软骨细胞移植组
进行断层扫描，对照组关节表面光

iPS 细胞来源软骨
细胞移植组

滑完整，而谷氨酸钠碘乙酸注射组
关节表面有明显的损伤，从
micro-CT 中未观察到 2 种细胞移植
组修复效果有显著性差异。白色箭
头指关节损伤修复的部位。M：内
侧胫骨平台。iPS 细胞：诱导多能

iPS 细胞移植组

干细胞。

A

C

E

诱导获得软骨细胞[18-19]，或者用条件培养基和生物材料将
干细胞诱导成软骨细胞[20-21]。在本研究中，首先将iPS细胞
形成拟胚体，高密度的三维微环境有利于细胞-细胞以及细
胞-细胞基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在软骨诱导之前细胞间
就发生聚集，根据肢体发育进程，在三维微环境中对拟胚
体进行了2 d的软骨预诱导。当拟胚体在二维平板培养分化
为软骨细胞时，细胞形态发生变化，并表达软骨特异性蛋

B

D

F

白，产生大量软骨细胞外基质。软骨形成转录因子Sox9参
与前软骨凝结，Ⅱ型胶原和聚蛋白多糖的转录调控[22-24]，
Ⅱ型胶原是软骨分化早期的标记蛋白，聚蛋白多糖是软骨
基质的主要成分，是软骨细胞的特异性标记蛋白。从基因
和蛋白表达可看到分化之后Sox9，蛋白多糖和Ⅱ型胶原
的表达量明显上升，表明iPS细胞成功分化为软骨细胞。

图5

细胞移植 15 周后关节表面的大体观察

Figure 5

Macroscopic images of the tibia at 15 weeks after cell

在之前的研究中，无论是共培养体系还是条件培养基诱
导，软骨形成标记的表达量都很低，免疫荧光结果并没有

transplantation

表现明显的软骨形态特征[25]，也有研究报道Ⅱ型胶原的基

图注：图中 A，B 显示对照组胫骨平台表面光滑(红色箭头)；C，D 显

因表达与蛋白表达不一致，可能原因是在条件培养体系中

示诱导多能干细胞来源软骨细胞和诱导多能干细胞移植后损伤得到
部分修复(白色箭头)；E，F 为谷氨酸钠碘乙酸注射组内侧胫骨平台可
见明显的损伤(黑色箭头)。所有箭头指向内侧胫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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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翻译失去了稳态，并且细胞群落并没有形成成熟的软
骨细胞，不能产生足够的胶原蛋白供免疫组化检测[1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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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作者建立了一种高效、简单且重复性高的诱导

酸诱导的骨关节炎大鼠模型中，其关节损伤可得到明显修

体系，诱导iPS细胞形成软骨细胞，整个流程仅需两三周

复，关节功能得到明显改善。但micro-CT和组织学检测都

的时间。在诱导分化过程中，所有从拟胚体萌发出的细胞

表明软骨下骨骨小梁的结构并没有完全恢复，针对严重的

都能得到足够的转化生长因子以供分化，另外，进行的预

骨关节炎患者，可能只有通过软骨组织工程的手段才能有

诱导可加速软骨细胞的成熟，因此促进Ⅱ型胶原和聚糖蛋

效治疗骨关节炎，达到完全恢复关节功能的疗效。

白的表达。
为了验证iPS细胞对骨关节炎的修复能力，进行了细
胞移植实验。为了模拟临床骨关节炎患者的症状，很多
研究者通过关节内注射谷氨酸钠碘乙酸建立关节组织损
伤模型。谷氨酸钠碘乙酸是糖酵解途径的抑制剂，可以
打乱软骨细胞内的新陈代谢 [26-28] 。谷氨酸钠碘乙酸模型
是一种快速、简单且可重复的骨关节炎模型，模型动物
都有骨关节炎相关症状。本研究也采用谷氨酸钠碘乙酸
诱导骨关节炎模型，探索iPS细胞对骨关节炎的修复能
力。移植iPS细胞后，发现关节软骨表面的某些区域仍保
持完整，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软骨下骨终板的厚度变薄，
而iPS细胞来源软骨细胞移植组与iPS细胞移植组相比，
其软骨下骨变厚。软骨下骨和关节软骨是关节的功能部
位 [29] 。骨关节炎患者的骨关节连接处与健康人相比，软
骨下骨终板会变得很薄 [30-31] 。在谷氨酸钠碘乙酸诱导的
骨关节炎模型中，软骨下骨的厚度在术后变薄，与骨关
节炎患者病变情况相似。
移植15周后，组织学检测可明显观察到新生软骨组织
形成。由于iPS细胞免疫原性低，因此在iPS细胞移植之后
没有观察到免疫反应，iPS细胞和iPS来源软骨细胞都具有
治疗效果，而且部分分化的iPS细胞比单一的iPS细胞有更
好的治疗效果。与谷氨酸钠碘乙酸注射组相比，细胞移植
组拥有更多的胶原蛋白和蛋白聚糖的表达，说明iPS细胞移
植组可以分化形成更多的软骨细胞，并且产生更多的胶原
蛋白和聚糖蛋白用以修复软骨。有研究表明联合使用软骨
细胞和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比单一使用间充质干细胞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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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要好[32]。原因可能是与未分化的iPS细胞相比，在体内
微环境中部分分化的iPS细胞具有更多的软骨细胞分化潜

4

能。通过大鼠的活动性评价治疗效果(大鼠胖瘦及活动性的

[1]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3.
[2]

症状也有所减轻。
尽管在移植细胞后观察到关节功能改善以及症状有所

7(1):13-22.
[3]
[4]

Acta Orthop Belg. 2010;76(5):669-674.
[5]

Kretlow JD, Jin YQ, Liu W, et al. Donor age and cell passage
affects 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 of murine bone
marrow-derived stem cells. BMC Cell Biol. 2008;9:60.

干细胞的软骨组织工程方法可能更有效。
化系统，该系统可将iPS细胞分化成软骨细胞，整个过程为

Matricali GA, Dereymaeker GP, Luyten FP. Donor site
morbidity after articular cartilage repair procedures: a review.

程，但仅适用于早期骨关节炎患者，针对晚期患者，基于
总之，作者建立了一种简单、高效、可重复的软骨分

Lohmander LS, Roos EM. Clinical update: treating
osteoarthritis. Lancet. 2007;370(9605):2082-2084.

减轻，但是大鼠仍然有运动障碍，关节功能并没有完全恢
复。直接注射干细胞到关节部位可修复损伤，减缓退化进

Hunter DJ. Pharmacologic therapy for osteoarthritis--the
era of disease modification. Nat Rev Rheumatol. 2011;

细胞移植治疗后，大鼠开始变瘦，活动能力也比细胞移植
大鼠强很多，表明关节部位的功能有所改善，行走不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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