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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atellite cells, which proliferate, differentiate and fuse to increase the quantities of nucleuses and myofibers, and 

then change the function or morphology of skeletal muscle, are the material of myogenesis. Whether muscle hypertrophy might be 

independent on satellite cells or not is still controversial. Myogenic factors (MRFs) are key factors of myogenesis. However,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 among them remain unclear.  

OBJECTIVE: To summarize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atellite cells or MRFs on myogenesis, muscle hypertrophy and musde 

training.  

METHODS: A computer-based online search was conducted in CNKI and Medline databases with the key words of “skeletal 

muscle, hypertrophy, exercise, myogenesis, satellite cell, MRF”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from 2000 to 2010. The relation 

between satellite cells and muscle hypertrophy, funtion and exercise-regulation of MRFs was summarized; while, regulatory 

mechanism and muscle remolding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 total of 177 articles were retrieved. According to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30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myogenesis was a basis of muscle hypertrophy, and satellite 

cells played a key role in myogenesis. However, satellite cells did not participate in early phase of muscle hypertrophy, thus DNA 

was not a good index to determine changes of satellite cells. MRFs were core factors to cause myogenesis. At present, function 

and motor regulation of MRFs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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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卫星细胞是成体肌肉发生重要的“原料”，它的增殖、分化和融合增加了肌纤维的细胞核数量或肌纤维数的数量，继

而引起肌肉功能和形态学的变化，但是肌肉肥大是否一定有卫星细胞参与还存在争议。成肌因子是肌肉发生调节的核心因子，

在肌肉发生的多个阶段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对它们功能上特点和差异的了解仍然不够深入。 

目的：总结并讨论卫星细胞和成肌因子在肌肉发生和肌肉肥大以及在肌肉训练中的作用。 

方法：由第一作者用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2000/2010)和 Medline(2000/2010)数据库，检索词分别为“骨

骼肌，肥大，运动，肌肉发生，卫星细胞，成肌因子”和“skeletal muscle，hypertrophy，exercise，myogenesis，satellite 

cell，MRF”，语言分别设定为中文和英文。从卫星细胞与肌肉肥大、成肌因子的作用及成肌因子的运动性调控特点 2 方面

进行总结，对卫星细胞及成肌因子在肌肉发生中的作用及其调节机制和肌肉重塑等方面进行介绍。 

结果与结论：共检索到 177 篇文章，按纳入和排除标准对文献进行筛选，共纳入 30 篇文章。结果表明肌肉发生是肌肉肥大

的生物学基础，卫星细胞是成体肌肉发生关键，但肌肉肥大早期过程可能没有卫星细胞的参与，以 DNA 含量来衡量卫星细

胞改变可能有较大误差，成肌因子是肌肉发生核心因子。目前研究对成肌因子成员之间功能的异同和成肌因子的运动性调控

特点的了解仍不深入。  

关键词：成肌因子；骨骼肌；肥大；运动；肌肉发生；卫星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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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骨骼肌具有高度可塑性，短时间的去负荷会

导致肌肉量的快速流失，而运动(特别是高强度

抗阻运动)能够有效促进肌肉肥大，从而改善肌

肉工作能力。肌肉发生是肌肉肥大的重要生物学

基础，卫星细胞在成体肌肉发生过程中起着关键

作用，它不仅能为肌纤维提供新的肌核，强化肌

肉结构和功能相关基因的表达，还能形成新的肌

纤维。卫星细胞的激活、分化、融合和成熟受到

多种因素控制，其中成肌因子的作用极为重要，

肌肉类型或维度的改变常伴随着某些成肌因子

水平的改变，其异常表达也是多种肌肉类疾病的

共同原因。成肌因子是肌肉发生调节的核心因

子，在肌肉发生的多个阶段发挥重要作用，但是

目前对它们功能上特点和差异的了解仍然不够深

入。文章以此总结并讨论卫星细胞与肌肉肥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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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成肌因子的作用及成肌因子的运动性调控特点，

为肌肉康复和肌肉训练研究提供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由第一作者用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CNKI：2000/2010)和 Medline(2000/2010)数

据库，检索词分别为“骨骼肌，肥大，运动，肌肉发生，

卫星细胞，成肌因子”和“skeletal muscle，hypertrophy，

exercise，myogenesis，satellite cell，MRF”，语言分

别设定为中文和英文。 

1.2  入选标准  ①具有原创性，论点论据可靠的肌肉发

生或肌肉再生进展类文章。②观点明确，分析卫星细胞

与肌肉康复临床应用类文章。③文献主题内容与成肌因

子调控机制联系紧密的文章。  

1.3  文献质量评估  共检索到 177 篇文献，按入选标准

筛选，并排除非脊索动物的肌肉发生类研究，成肌因子

的非运动性调控类研究和重复性研究，最终共纳入 30

篇文章。纳入的文献分别采用了免疫组化方法，荧光定

量 PCR 或 RT-PCR 及电镜方法和免疫印迹方法。 

1.4  数据的提取  研究内容由 3 人独立提取并通过讨论

解决分歧。信息记录侧重与成体肌肉发生的再生调控方

面的信息。 

 

2 结果 

 

2.1  纳入资料基本概况  纳入的文献包括肌肉肥大的分

子机制类文章 8 篇
[1-8]

，成肌因子在肌肉发生的作用类文

章 12 篇
[9-20]

，成肌因子的运动性调控类文章 10 篇
[21-30]

。

以此为依据对卫星细胞与肌肉肥大及成肌因子的运动

性调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2.2  纳入资料的研究结果特征 

2.2.1  肌肉的发生过程与卫星细胞的作用  肌肉发生

是个复杂而精密的过程。狭义的肌肉发生仅指在胚胎发

育过程中，体节细胞经过一系列增殖、迁移和分化，最

终形成肌肉组织的过程，广义的肌肉发生还包括了成体

肌肉干细胞激活、分化、融合和成熟等过程。脊索动物

骨骼肌(除头肌外)均源于体节。原始的细胞分化为成熟

的肌纤维过程一般经过 4 个时期：前成肌细胞、成肌细

胞、肌管和肌纤维。足月胎儿的骨骼肌纤维已具备了成

体肌纤维的主要特征。病理学的观点曾认为，成体动物

骨胳肌细胞均为终末分化的体细胞，因而成体动物肌肉

不再具有分裂和发生的能力，一旦因为某种原因遭受破

坏，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功能和组织的缺失，损失的肌肉

会被纤维化的瘢痕组织所代替，不再具有收缩能力，使

其运动能力减弱或丧失。这种观点曾长期的占据主流，

直到 Carlson 等
[1]
在 1972 年对肌细胞再生的报道，成

体骨骼肌发生现象始为研究者所注目。后续的研究进一

步发现，成体肌肉组织内仍保留一定具备增殖和分化潜

能的干细胞，当机体受到某些刺激(如强烈运动或是受到

伤害等)后，静息的干细胞会被激活并开始自我增殖，从

而修复肌肉组织。成体内存在 2 类具有干细胞特性的细

胞，一类称为卫星细胞或成肌祖细胞，另一类称为肌源

干细胞或群旁细胞，后者在数量上远少于前者。除肌肉

组织，群旁细胞也存在于其他组织中，它比卫星细胞的

可塑性强，数量上要少于卫星细胞
[2]
。与群旁细胞相比，

卫星细胞对肌肉发生作用更为重要。 

卫星细胞是在两牺动物研究发现的存在于基底膜

与肌纤维浆膜之间的一种体积小、单核并且形状如梭的

细胞。最初，研究者推测这种细胞实质上是一种处于休

眠状态下的成肌细胞，由于该细胞位于肌纤维周围，因

而将其命名为“卫星细胞”，随后的研究中人们在脊椎

类动物研究中也发现了卫星细胞的存在，卫星细胞是生

肌前体的更为直接证据是示踪脱氧胸腺嘧啶苷在生长

和再生肌肉中的分布的一个研究，该研究使人们普遍接

受卫星细胞为生长的肌纤维提供肌核的事实
[3]
。目前，

研究已证实卫星细胞不仅能分化产生肌纤维，还能够产

生一些新的卫星细胞
[4]
，“分化”和“自我更新”这 2 点

也均表明卫星细胞符合干细胞的基本条件
[5]
。 

肌肉干细胞的激活和终末分化受到诸多因子调控，

其中成肌因子起着核心作用。成肌因子成员有 4 个：

MyoD，MyoG，Myf5 和 MRF4，它们的结构具有相似特

征—均由一个拥有 70 个残基的同源片段，一个富含精氨

酸和赖氨酸的碱性区和一个紧邻的 b-螺旋-环-螺旋结构

构成。碱性区是与 DNA 结合的部位，该区几个氨基如

Arg111，Ala114，Thr115 和 Lys124 是激活肌肉基因转

录的关键。成肌因子成员的表达有各自的时空特征。在

胚胎肌肉发生之始，首先是背部体节的 Myf5 和 MRF4，

随后是 MyoD 被临近组织的信号激活，最初的 MyoD 激

活依赖于 Myf5 和 MRF4，但随后依赖性降低
[6]
，在早期

生肌节形成后，Pax3 与 Pax7 成为 Myf5 与 MyoD 上

游基因，控制细胞进入生肌程序
[7]
。一般认为，成肌因子

的 C 末端的序列趋异差异或其保守的两亲的 α 螺旋区域

的特定活动决定了成员之间功能的差异，但是目前对它

们在肌肉发生、特别是成体肌肉发生的作用和特点的了

解仍不够深入
[8-10]

。 

2.2.2  卫星细胞与肌肉肥大  成体肌肉发生过程中，卫

星细胞增殖并变为成肌细胞，其后过程与胚胎肌肉发生

过程完全相同—成肌互相融合成为肌管，最后形成多核

的肌纤维。卫星细胞的数量取决于动物的种类、年龄和

骨骼肌类型
[11]

。新生鼠的卫星细胞数目约占肌细胞核总

数的 30%，成年鼠后降到约 4%，老年鼠则下降到约 2% 

(29~30 个月)
[12]

。肌肉受到损伤后，肌纤维的再生源自

激活的卫星细胞，卫星细胞既可以为原有肌纤维提供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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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核，也可以生成新的肌纤维。 

肌肉肥大是肌肉发生结果之一，尽管肌肉肥大伴随

卫星细胞激活的例子很多，但是很多研究提出了“肌肉

肥大可以在缺乏卫星细胞激活情况下进行，卫星细胞参

与不是肌肉的肥大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多项研究报道

肌肉的肥大并不伴随着肌肉总DNA的增加，如Maltin
[13]

报道，用 β 肾上腺素激动剂——克仑特罗处理的大鼠一

段时间后，比目鱼肌蛋白上升 15%，但 DNA 总量和比

目鱼的肌核/肌纤维没有改变。McCarthy 等
[14]

通过多个

时间点分析生长信号刺激的比目鱼肌，发现存在卫星细

胞依赖和非依赖肌纤维肥大。Rehfeldt 等
[15]

的研究将克

仑特罗分别施加于大鼠和鸡 12 d 和 3 周，大鼠和鸡出

现肌肉肥大，但卫星细胞并未增加，大鼠和鸡的肌蛋白

降解下降而合成增强，该研究认为尽管在胚胎后发育过

程，肌肉的肥大经常伴随卫星细胞的增加，但是并非所

有致肥大刺激都能激活卫星细胞，卫星细胞的参与也不

是肌肉肥大的必要前提。Miyazaki 等
[16]

认为肌肉肥大不

伴随细胞核的增加是由于纤维增大的程度没有超过肌

核负责区域的上限，如果纤维持续肥大，并完整分析肥

大过程的早期和晚期，应该会发现肌肉肥大的后期有卫

星细胞的参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中很多实验采

用 DNA 总量的变化来标志卫星细胞核的增减，在方法

学上可能存在一定问题，因为肌肉中不仅有肌纤维和卫

星细胞，还有巨噬、内皮、成纤维、平滑肌和脂肪细胞

等，些细胞的 DNA 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用以上方

法检验的卫星细胞变化研究结果有待商榷
[16]

。 

2.2.3  成肌因子的作用及其运动性调控  成肌因子是

肌肉发生的核心因子，它们能在肌细胞专一的增强子-

结合因子(MEF2)和 E 蛋白协同下可以促进协同作用调

节肌肉特定蛋白转录，对肌肉表型维持和肌肉干细胞终

末分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7-18]

。 

肌肉肥大常伴随成肌因子的上调，而成肌因子表达

低下是多种慢性肌肉疾病的共同特征
[19]

。MyoD-/-小鼠

的成肌细胞显示出与野生型细胞相同的增殖水平，缺乏

MyoD，卫星细胞增殖会继续，但这些卫星细胞更倾向

于自我更新而非相互融合生成肌管或融入肌纤维
[20]

。

Myf5 是出生后骨骼肌发育和再生启动所必须的调控因

子，它的表达始于卫星细胞成肌开始的早期阶段，

Myf5-/-和 MyoD-/-双敲除小鼠出生是后没有骨骼肌的，

且出生后很快会死亡
[21]

。心脏毒素诱导肌肉再生过程

中，卫星细胞的激活可能被 MyoD 和 Myf5 的 2 种或其

中一种表达所调节，卫星细胞增殖似乎更依赖于 Myf5

的表达
[14, 17-18]

。MyoD-/-小鼠的成肌细胞的 Myf5 表达水

平较高，但 Myf5 不足以启动分化过程。Haldar 等
[21]

报

道 MyoG 和 MRF4 均在分化中起作用，MRF4 还可诱导

MyoG 的表达。研究进一步确认了 MRF4/MyoG 通路，

发现转染 MRF4 进入细胞可以诱导 MyoG 表达，该研

究还发现，大鼠卫星细胞培养显 48 h 后 MRF4 上调，

而 MyoG 上调是在 72 h 后，随后细胞出现分化。一些

研究提出，MyoD 和 Myf5 在卫星细胞增殖和自我更新

方面起到决定作用，而 MyoG 和 MRF4 作用是促进分

化，但很多研究发现，它们的功能并非“泾渭分明”
[14]

，

Cornelison
[22]

报道 MyoD-/-分离的小鼠成肌细胞分化效

率下降 90%，融合能力也远小于野生型，分化和融合能

力下降可以通 MyoD 的转染解决，该研究认为，MyoD

实际是在增殖状态进入终末分化状态中必不可少的因

子，Yoshida
[23]

报道，C2C12 成肌细胞显示，下调 MyoD

的成肌细胞不会终末分化，但异位表达 MyoD 可以驱动

这个分化过程。上述研究均提示，MyoD 参与了肌肉干

细胞的分化过程。Hennebry 等
[19]

报道，MRF4 既参与

分化过程，也参与决定过程。对于肌肉表型的维持而言，

MyoD 和 MyoG 比 Myf5 和 MRF4 的作用更为重要，前

者主要负责某些快肌纤维的结构和功能蛋白基因的转

录，在快肌纤维中高表达。后者主要负责某些慢肌纤维

结构功能基因的表达，因此 MyoD 和 MyoG 的比值可以

用来判断肌纤维类型转换情况
[24-25]

。 

目前，成肌因子相关研究仍以病理学研究为主，近

年对成肌因子(主要为 MyoD 与 MyoG)的运动学研究有

所增加。运动涉及成肌因子研究集中于急性运动。

Zambon 等
[26]

的报道，7 名男性受试者急性抗阻运动

(75%~80% RM 强度完成 3 组动作，每组 8~10 次深蹲、

腿部推蹬和腿部伸展)后，股外侧肌 MyoD 和 MyoG 的

mRNA 分别上调 27.28%和 23.58%，在运动后 6h，

MyoD 和 MyoG mRNA 分别上调 46.85%和 46.41%。

Psilander 等
[27]

的一项研究显示，急性大强度抗阻运动

(共 4 组动作，每组压腿伸膝仪上重复动作 6~12 次，组

间歇 3 min)后，测试者股外侧肌 MyoD 水平在运动后即

刻显著升高，1 h 回复正常(该研究没有测试其他成肌因

子)。Yang 等
[28]

报道大鼠以 75%最大摄氧量强度跑台运

动 30 min 后，24 h 内除 MyoD(8~12 h 上调)外，其余

成肌因子成员 mRNA 水平均未改变。上述研究显示，

MyoD 和 MyoG 基因表达对高强度运动刺激均十分敏

感。因为 MyoD 主要激活快肌相关基因转录，而高强度

刺激主要影响快肌。因此，Zambon 等
[26]

的研究中 MyoD

变化更明显。中等强度短时间运动条件下只有 MyoD 有

反应，这也说明其他成肌因子在此类型运动无明显作

用。MyoG 负责慢肌相关基因的转录，一般而言，在耐

力运动中，必然会有明显上调。Yang 等
[28]

的研究表明，

MyoG mRNA 没有改变可能与其运动时间较短有关，说

明这种程度运动不足以引起明显的慢肌生长。Siu 等
[29]

报道，大鼠经 8周的跑台训练后，比目鱼肌MyoG mRNA

和蛋白水平的升高伴随着氧化酶 CS，COXⅡ和 COX

Ⅵ的 mRNA 的升高，MyoD mRNA 和蛋白水平均没有

变化
[29]

。长期有氧运动主要动员慢肌纤维，对慢肌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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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影响最大，负责慢肌生长的 MyoG 的上调。但是

在某些情况下，长期运动刺激可使 MyoD 和 MyoG 均下

调。苏艳红等
[30]

报道大鼠低强度耐力训练 28 d 后，后

浅层胫前肌 MyoD 和 MyoG 的 mRNA 均显著下降，一

般而言，这类中小强度运动对也有助于肌肉量的保持，

也会促进快-慢的肌纤维类型转换，至少 MyoG 不应下

调，作者尚不能解释此问题，有待进一步调查，这也说

明了成肌因子调控的复杂性。 

 

3  结论 

 

肌肉发生是肌肉肥大重要生物学基础，卫星细胞是

成体肌肉发生关键，但肌肉肥大早期过程可能没有卫星

细胞的参与。以 DNA 含量来判断卫星细胞改变可能有

较大误差。成肌因子是调控肌肉发生核心因子，目前研

究对成肌因子的作用和运动对与成肌因子的调控特点

等问题仍不明确。未来研究需要关注成肌因子成员功能

的异同及不同运动条件下和不同训练阶段的成肌因子

动力学特点及其所代表的意义，这对肌肉康复和肌肉训

练的研究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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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问题的已知信息：肌肉发生是肌肉肥大的生物学基

础，卫星细胞是肌肉发生的关键物质。成肌因子是肌肉发

生过程主要调节因子，在肌肉发生的多个阶段发挥重要作

用。 

本综述增加的新信息：卫星细胞是成体肌肉发生关键，

但肌肉肥大早期过程可能没有卫星细胞的参与，以 DNA 含

量来衡量卫星细胞改变可能有较大误差，成肌因子是肌肉

发生核心因子，目前研究对成肌因子成员之间功能的异同

和成肌因子的运动性调控特点的了解仍不深入。 

临床应用的意义：文章剖析了卫星细胞与肌肉肥大的

关系和成肌因子的作用及成肌因子的运动性调控特点，为

肌肉康复和肌肉训练研究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