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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神经再生机制研究与进展

李珊珊，尤  冉，郭笑霄，赵  露，王艳玲，陈  曦

文题释义：

视神经：是视网膜的神经纤维。始于视网膜的节细胞，神经纤维到视盘后，穿出巩膜筛状层成为视神经。视神经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

分，视网膜所得到的视觉信息经视神经传送到大脑。视神经是指从视盘起，至视交叉前角止的这段神经，全长42-47 mm。分为4部分：眼

内段，长1 mm；眶内段，长25-30 mm；管内段，长4-10 mm；颅内段，长10 mm。视神经为特殊躯体感觉神经，传导视觉冲动。

视觉：视觉的产生起源于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将光信号转为电信号进而传递给中间神经元(水平细胞，双极细胞，无长突细胞)，
再由中间神经元传递给神经节细胞，这些电信号沿视神经轴突继续传播，经轴突投射到脑干相应核区，将图像形成信息传递到皮质(外侧

膝状体背侧核和上丘)，并介导定向反应，调节昼夜节律，瞳孔对光反射和稳定视网膜图像(视觉)。

摘要

背景：视神经是广泛用于研究促进或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中轴突再生因素的主要载体之一。

目的：对视神经再生机制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方法：以“Optic nerve，Axon regeneration，Retinal ganglion cell”为英文检索词，以“视神经，轴突再生，视网膜节细胞”为中文检索

词，检索发表在PubMed、CNKI、万方数据库的相关文献。

结果与结论：在成年个体中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并不具有再生能力，但是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发现，在适当条件的刺激下，其轴突仍具

有部分再生的潜能。通过外周神经片段移植、神经营养性因子治疗、增强眼内炎症反应、阻断轴突生长抑制因子和增强或阻断特定的信

号通路等方式，或者将上述方法组合应用，视网膜节细胞轴突可再生通过损伤区域，并延伸视神经全长，通过视交叉准确投射到视觉中

枢，建立突触后反应。视神经再生的研究不仅可能帮助患者恢复视觉，而且也有助于其他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治疗的研究。

关键词：视神经；轴突再生；视网膜节细胞；炎症刺激；神经营养性因子；P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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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视觉对于人类生产生活是十分重要的。视觉的产生起源

于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将光信号转为电信号进而传

递给中间神经元 ( 水平细胞，双极细胞，无长突细胞 )，再由

中间神经元传递给神经节细胞 (retinal ganglion cell，RGC)，这

些电信号延视神经轴突继续传播
[1]
，经轴突投射到脑干相应核

区，将图像形成信息传递到皮质 (外侧膝状体背侧核和上丘 )，

并介导定向反应，调节昼夜节律、瞳孔对光反射和稳定视网

膜图像 -视觉。视神经为中枢神经系统的组成部分，与成年

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部分一样，在损伤后失去再生能力
[2]
。

因此，外伤性、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或视网膜神经节细胞退

行性病变 ( 如青光眼 ) 的患者都会遭受不可逆的视力损失
[3]
。

由于其独特的解剖学结构和功能上的重要作用，视神经已经

成为研究促进或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中轴突再生因素的主要载

体之一。视神经轴突再生的分子机制至今仍存在许多未解的

难题，文章主要对视神经再生机制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检索 PubMed、CNKI、万方数据库发表在

2020 年 2 月之前相关文献；英文检索词：Optic nerve，Axon 

regeneration，Retinal ganglion cell；中文检索词：视神经，轴

突再生，视网膜节细胞。

1.2   文献筛选标准

1.2.1   纳入标准  视神经再生研究相关文献，研究方向契合

度大、内容有实质性帮助，权威期刊发表，引用率高，被广

泛认可的文献。

1.2.2   排除标准  与目的无关及重复性研究；质量低、权威

性差、证据等级不够的文章。

1.2.3   检索文献量  按上述标准筛选到文献 1 140 篇。经过

进一步阅读摘要及全文筛选，最终符合纳入与排除标准的文

章 63 篇。

    文献检索流程图见图 1。

2   结果   Results 
2.1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轴突再生   尽管成年哺乳动物视网膜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optic nerve has been widely used as a main carrier for promoting or inhibiting axon regeneration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mechanism of optic nerve regeneration
METHODS: PubMed, CNKI, and WanFang database were searched for relevant studies using the keywords of “optic nerve, axon regeneration, retinal ganglion 
cell”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spectivel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lthough retinal ganglion cells in adults show no capacity to regenerate their axons following optic nerve damage,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retinal ganglion cells have the potential to partially regenerate axons under proper conditions. Recently, some 
degree of regeneration has been achieved through a segment of peripheral nerve grafted to the optic nerve, or the optic nerve itself by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traocular inflammation, or by applying trophic factors, blocking suppressors of axon growth or altering levels of the intracellular signaling pathway. 
Combinatorial treatments that include two or more of these factors enable some retinal ganglion cells to regenerate axons from the eye through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optic nerve and across the optic chiasm. In some cases, regenerating axons have been shown to innervate the appropriate central target areas 
and elicit postsynaptic responses. Thus, progress in optic nerve regeneration holds promise not only for visual restoration but also for improving outcomes after 
injury to other parts of the matur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Key words: optic nerve; axon regeneration; retinal ganglion cell; inflammatory stimulation; neurotrophic factor; P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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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节细胞轴突不可再生，但是如果将外周神经移植体缝合

到视神经断端，部分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可出现轴突再生；如

果将外周神经移植物的远端植入上丘中，再生轴突可与上级

神经元形成突触
[4]；如果将外周神经移植物的远端植入橄榄

顶盖前核，可恢复瞳孔对光反射，表明光信号的传入和传出

功能都得到了重建
[5]
。基于这些研究，虽然视网膜神经节细

胞的轴突本身不可再生，但是可以通过外周神经再生，推测

其可能的原因为中枢神经系统髓鞘对轴突再生的抑制作用。

在 1996 年，BERRY 等
[6]
对周围神经移植促进视网膜神经节

细胞轴突再生提出了不同解释，认为可能原因为许旺细胞产

生的营养因子。为验证这一假说，其团队将外周神经的自体

片段植入眼球后方，成年大鼠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视神经的轴

突出现了再生。这一重要的结果首次提出了视神经并不是不

可再生，并提供了确切的证据。

实现视神经再生的关键步骤包括促进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存活、轴突再生、髓鞘再生，延伸投射到视觉中枢并建立具

有功能的突触。当前促进视神经再生的治疗包括提供神经营

养因子、炎症刺激、轴突生长抑制解除、细胞内信号传导修

饰等。

2.1.1   神经营养性因子促进轴突再生   神经营养性因子是一

系列在发育期间介导神经元细胞生长、分化和存活的可扩散

的蛋白因子。经典的神经营养性因子可以大致分为神经营养

因子、神经因子和其他生长因子。神经营养因子家族包括 4

种多肽，即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神经生长因子、神经营养

因子 3 和神经营养因子 4/5，这些多肽在结构和功能上相关，

并通过特异性地与原肌球蛋白激酶受体 A-C 结合来介导它们

的作用
[7]
。神经因子家族包括睫状神经营养因子和白血病抑

PubMed：798；CNKI：116；万方数据库：226 初筛文献共 1 140 篇

阅读全文 85 篇

排除重复研究及不相关研究 1 055 篇

最终纳入文献 63 篇

排除质量较低、权威性较差文献 22
篇

图 1 ｜文献检索流程图



3742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5卷｜第23期｜2021年8月

制因子，这两者都通过包含糖蛋白 130 的信号转导受体和白

血病抑制因子受体来介导其发挥作用
[8]
。其他生长因子包括

肝细胞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神经胶质细胞分泌

的营养因子等。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表达这些生长因子的受体，并且玻

璃体腔内注射这些因子可在视神经受到损伤时促进视网膜神

经节细胞的存活。然而，营养因子只是减缓，却不能避免视

网膜神经节细胞的死亡
[9]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是已被证实

促进轴突切断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存活作用最明确的因子之

一，玻璃体腔内注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促进轴突切除的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存活
[10]；并且，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注

射到上丘中也减少了发育性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死亡
[11]；脑

源性神经营养因子除可促进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存活，也可

通过阻断轴突生长抑制因子而促进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轴突生

长
[12]
。而睫状神经营养因子刺激轴突再生的作用可能比脑源

性神经营养因子更有效
[13]
。在大鼠青光眼模型中，玻璃体腔

内注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未能显示保护作用，而注射睫状

神经营养因子表现出显著的保护效果
[14]
。睫状神经营养因子

的保护作用与 cAMP 水平，炎症刺激和 STAT3 途径的活化密

切相关
[15]
。此外，肝细胞生长因子在体外和体内环境下，均

可促进轴突再生和神经元存活
[16]
。也有研究表明，骨桥蛋白

可显著增强 αRGC 对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或脑源性神经营养

因子刺激的应答，并促进 αRGC 的存活和轴突再生
[17]
。骨桥

蛋白是否对其他神经营养性因子具有相似的协同促进作用还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1.2  炎症刺激视神经轴突再生   炎症刺激已被证实具有促进

静息状态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转化为活化再生状态的作用
[18]
。

研究显示，玻璃体腔移植外周神经的片段具有增强轴突切断

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再生反应
[19]
。最初，学者们认为促进

再生的作用来自外周神经分泌的营养因子，但后续研究发现

炎症刺激在其中也起到重要作用。浸润的炎症细胞 ( 例如巨

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 ) 是其中起到调控作用的主体，并且为

癌钙调蛋白 (oncomodulin) 来源
[20]
。癌钙调蛋白是来自小白

蛋白家族的钙结合蛋白，由玻璃体和视网膜中活化的巨噬细

胞和中性粒细胞分泌；此外，晶状体损伤或注射酵母聚糖等

炎症反应也可招募炎症细胞并分泌高水平的癌钙调蛋白
[21]
。

在炎性反应状态，癌钙调蛋白在轴突再生中起重要作用
[21]
。

从巨噬细胞条件培养基中去除癌钙调蛋白则保护作用消失，

其保护作用取决于升高的 cAMP 和甘露糖的存在
[9]
。而只有

当 cAMP 升高或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膜被穿透后，癌钙调蛋白

才能与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结合。据此，cAMP 可能介导了癌

钙调蛋白受体在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上的易位，促进视网膜神

经节细胞对癌钙调蛋白的应答
[22]
。因此，尽管癌钙调蛋白是

否可发挥保护作用取决于 cAMP 和甘露糖的存在，但是甘露

糖也仅在 cAMP 的存在下才能够发挥其作用。除此之外，神

经因子也在损伤介导的炎症反应中发挥对轴突的保护作用。

在 CNTF-/-
小鼠或 CNTF-/-LIF-/-

双敲除小鼠中，晶状体损伤对轴

突生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表明神经营养性因子是炎症诱

导轴突再生所必需的
[23]
。在炎症反应情况下，促进轴突再

生的关键因子已被确定为睫状神经营养因子、白血病抑制因

子和白细胞介素 6[24]，而其中涉及的信号途径包括 JAK/STAT3

和 PI3K/ATK/mTOR[25]
。

2.1.3   视神经再生的内源性调控及基因治疗   在视觉投射的

初始形成期间，在体内环境下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轴突可快

速生长，在体外培养状态下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受损的轴突仍

具有再生能力；但是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在出生后的早期阶段

即丧失了轴突快速生长和再生的能力，这一阶段的视网膜神

经节细胞朝向视网膜侧的树突生长增加，收到更多突触传入

信号。体外实验证实，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丧失轴突快速生长

和再生的能力是由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和无长突细胞的接触触

发的
[26]
。这一结果显示，视网膜神经节细胞随着发育进程逐

渐丧失的轴突再生能力和其减弱的轴突快速生长能力相关，

而这一过程是由外界环境 ( 与无长突细胞的接触 ) 所触发，

并不是由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自身调控的。

在分子水平，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轴突再生可以通过

增强或减弱细胞内特定的信号通路而得到部分恢复。哺乳

动物无菌 20 样激酶 3b(Mammalian sterile 20-like kinase 3b，
Mst3b) 属于嘌呤敏感蛋白激酶，为 ERK 通路的下游信号因子，

可调节胚胎和成熟神经系统中的轴突生长
[27]
。抑制 Mst3b 可

阻断癌钙调蛋白和其他营养因子如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和神

经生长因子对轴突的再生作用，而活化的 Mst3b 在没有其他

营养因子的情况下仍可促进轴突再生
[28]
。此外，在条件 B-RAF

功能获得小鼠模型中，RAF-MEK 信号的激活也可促进视神经

损伤后的轴突再生
[29]
。

与神经营养因子相关的信号通路包括 CaM 激酶、MAP

激酶、JAK/STAT 和 PI3K/mTOR 等
[30]
。抑制 CaM 激酶可阻

断癌钙调蛋白的保护作用，而抑制 MAP 激酶、JAK/STAT 和

PI3K/mTOR 可阻断其他营养因子的保护作用 ( 图 2)。所以，

恢复上述信号通路的表达可促进轴突持续再生。PTEN 基因

已被鉴定为肿瘤抑制基因，并且是 PI3K/mTOR 的负调节因

子，而 SOCS3 基因可抑制 JAK/STAT 信号传导。PTEN 的缺失

可激活 PI3K/mTOR 通路并显著促使 α-RGC 的轴突再生
[31]；

同时下调 PTEN 与 SOCS3 并配合使用睫状神经营养因子，可

产生非常强大的促进轴突再生的作用。然而，几乎没有再生

的轴突能够延伸进入视交叉
[32]
。此外，PTEN 的缺失也可显

著增强炎症反应对视神经再生的促进作用。下调 PTEN 同时

组合使用 cAMP 类似物和酵母聚糖 ( 可提高癌钙调蛋白和其

它营养因子的水平 )，通过 6 周的时间一部分视网膜神经节

细胞的轴突可再生形成完整视神经的长度并通过视交叉
[15]
。

10-12 周后，部分轴突可投射到视觉皮质的靶点位置
[33]
。

ROCK 属于丝氨酸 - 苏氨酸激酶 AGC(PKA/PKG/PKC) 家

族，主要通过作用于细胞骨架调节细胞的形状和运动。ROCK

主要有 2 种同源异构体，ROCK1 主要表达在肺、肝和肾，

ROCK2主要分布在脑和心脏。ROCK为轴突延伸的负调节因子，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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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EN 则是其下游靶标之一。而 ROCK 通路可被髓鞘中表达的

生长抑制剂 (MAG、Nogo和少突胶质细胞髓鞘糖蛋白等 )激活。

ROCK 抑制剂现被认为可能成为治疗青光眼的新型制剂
[35]
。

Krüppel 样因子 (Krüppel-like factor，Klf) 是一系列锌指

DNA 结合蛋白，可调节神经系统的发育和再生
[36]
。其中，

轴突生长能力随着发育成熟逐渐降低与 Krüppel 样因子 4 和

Krüppel 样因子 9 的表达增加有关。在细胞培养环境下，过

表达这 2 个基因会抑制神经元的轴突生长
[37]
。在成熟小鼠中

下调 Krüppel 样因子 4 的表达，可通过抑制 JAK/STAT 信号通

路，促进视神经损伤后的再生
[37]
。此外，Krüppel 样因子 6

和 Krüppel 样因子 7 表达下调也与轴突再生能力下降密切相

关
[37]
。在斑马鱼，Krüppel 样因子 6 和 Krüppel 样因子 7 表达

下调会引起视神经的再生能力下降
[38]
；在体外培养中，也有

抑制轴突生长的能力。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Krüppel 样因子家

族在成年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轴突再生能力的调控中起到

重要作用。

cAMP 可通过多种机制促进轴突再生
[39-40]

。cAMP 使生

长锥对生长抑制信号失去反应，并促进轴突再生蛋白的表达。

细胞内 cAMP 水平的升高还增强损伤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对

营养因子的应答。cAMP 也可促使癌钙调蛋白结合于视网膜

神经节细胞表面受体，并延长其结合时间
[15]
。

Mülle 细胞是视网膜放射状胶质细胞，研究发现 Mülle 

细胞通过一些条件可去分化为视网膜祖细胞来补充视网膜丢

失的神经元，ZHOU 等
[41]

发现 Mülle 细胞内多聚嘧啶结合蛋

白 1(Ptbp1) 下调后，分化为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从而改善了

视网膜变性老鼠的视功能；Elsaeidi及其团队利用转基因老鼠，

发现视网膜 Mülle 细胞过表达 Ascl1 及 Lin8a 基因可补充视网

膜内核层及丢失的神经元及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42]
。重编程的

Mülle 细胞可分化为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有望成为治疗视网

膜神经节细胞丢失相关疾病的新方法。

2.2   中心视觉区域的重建和生理反应的恢复   在发育过程

中，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轴突在趋化因子的引导下，延伸至

视觉中枢相应的目标位置
[43]
。最近的研究表明，再生轴突能

够正确地延伸至视觉中枢相应的靶点和恢复功能反应。正如

前文所述，下调 PTEN 配合酵母聚糖与 cAMP 类似物可促使

部分再生轴突延伸通过整个视神经，穿过视交叉并进入视束。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学证据显示在上级视觉通路存在一定程

度的神经再支配，这些区域包括外侧膝状体背侧核、外侧膝

状体腹侧核、上丘、视交叉上核等
[33]
。大多数轴突再生成功

的小鼠能够重新建立昼夜节律，并且部分小鼠还可显示出对

旋转黑白光栅的视动反应和悬崖回避，提示轴突再生后的小

鼠视功能得到了部分恢复
[33]
。相比之下，通过病毒转染表达

睫状神经营养因子可刺激少数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轴突再生延

伸至视交叉，但很少可通过视交叉，并且没有再生的轴突投

射到视觉中枢
[44]
。同时下调 PTEN 和 SOCS3 的表达配合使用

睫状神经营养因子，可促使大量轴突再生通过损伤区域，但

是几乎没有轴突可以通过视交叉，即使通过视交叉的少量轴

突延伸的轨迹也和正常视束不完全一致
[41]
。这些研究都没能

得到下调 PTEN/ 酵母聚糖 /cAMP 研究促使新生轴突正确投射

至视觉中枢的结果。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当视神经损伤接近

视交叉时，下调 PTEN/SOCS3 配合睫状神经营养因子可使轴

突投射至上丘并恢复突触后反应
[45]
。过表达 c-myc 可显著增

强下调 PTEN/SOCS3 组合睫状神经营养因子对轴突再生的促

进作用，并促使大量轴突延伸进入视束，但其是否可投射至

视觉中枢的正确位置还有待研究。

2.3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轴突再生存在的障碍

2.3.1  中枢神经系统髓鞘抑制因子   在中枢神经系统髓鞘

中高表达的抑制轴突生长的髓鞘蛋白包括 Nogo-A，MAG

和少突胶质细胞髓鞘糖蛋白 (oligodendrocyte-myelin GP，
Omgp)。在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中，这些髓鞘蛋白

都有表达。但是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轴突再生能力

对于损伤的应答反应不同。在外周神经系统中，巨噬细胞和

许旺细胞在损伤后可快速清除和下调髓鞘蛋白；在中枢神经

系统中，受到损伤后少突胶质细胞可继续表达髓鞘蛋白，髓

鞘蛋白的表达并没有下调，而髓鞘蛋白为中枢神经系统中轴

突生长的最主要抑制剂之一。虽然这 3 种髓鞘蛋白分子结构

不同，但是它们都结合于 Nogo 受体 (Nogo receptor，NgR)

和 PirB 受体
[46]
。使用病毒转染的方法，将 NgR 的显性阴性

型 (dominant negative form of NgR，d-nNgR) 与 Nogo、MAG

和少突胶质细胞髓鞘糖蛋白结合，在视神经受到损伤后并没

有显示出对轴突再生有明显的修复效果。然而，d-nNgR 却明

显增强了炎症反应对再生的影响
[47]
。NgR 具有 3 种同源异构

体，若将所有的同源异构体敲除则视神经可恢复部分再生能

图注：神经营养因子睫状神经营养因子和白血病抑制因子作用下视网膜

视神经节细胞信号通路激活方案及 JAK/STAT 和 PI3K/mTOR 通路在轴突

再生方面的作用
[34]

图 2 ｜睫状神经营养因子和白血病抑制因子作用下 JAK/STAT3 和 PI3K/
mTOR 信号通路刺激轴突再生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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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若同时存在眼内炎症，则再生作用还会增强
[48]
。

2.3.2   胶质瘢痕   在神经损伤部位形成的胶质瘢痕，并释放

一系列轴突生长抑制因子，为轴突生长的另一个障碍
[49]
。损

伤中心周围小胶质细胞出现活化和增殖，并募集巨噬细胞，

与增殖的星形胶质细胞共同形成了胶质瘢痕。胶质瘢痕中抑

制轴突生长的因子包括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信号蛋白 3A、
Slit-1 和腱生蛋白 -R 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硫酸软骨素蛋白聚

糖。瘢痕形成过程中各种细胞因子触发了硫酸软骨素蛋白聚

糖的释放
[50]
。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通过特定的 NgR 同源异

构体
[51]
，以及受体酪氨酸磷酸酶 LAR 和 PTP-σ 起到抑制轴突

生长的作用
[52]，敲除 PTP-σ 基因可使视神经恢复部分再生能

力
[53]
。

2.3.3   外源性抑制因子的共同信号通路    髓鞘蛋白的细胞内

信号传导途径以及与胶质瘢痕相关抑制因子的共同通路为

RhoA/ROCK 途 径 (ras homolog gene A/rho-associated protein 

kinase，RhoA/ROCK)[54]，其通过 LIM 激酶和丝切蛋白刺激导

致肌动蛋白解聚，最终导致生长锥形成障碍
[55]
。细菌酶 C3

核糖基转移酶具有使 RhoA 失活的作用。向大鼠眼内注射细

菌酶 C3 核糖基转移酶，或者通过基因操作使视网膜神经节

细胞表达细菌酶 C3 核糖基转移酶，均可使视神经的轴突获

得再生能力
[56]
。除此之外，RhoA 失活还可明显增强炎症反

应的效果，使再生的轴突几乎完全通过视神经损伤部位
[56]
。

2.3.4   轴突损伤引起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凋亡   凋亡的发生

和进展取决于损伤部位与眼部的距离：损伤部位越靠近眼部，

凋亡的发生和进展得越快。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为：若

损伤部位距离眼部较远，神经营养因子可通过轴突逆行运输，

暂时支持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生存延长；损伤部位靠近眼部，

神经营养因子的储库将快速耗尽
[57]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为：

在轴突损伤后，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对细胞外神经毒性因子的

摄取增加，例如钙蛋白酶通过逆行转运，触发细胞凋亡。凋

亡被触发后又通过激活 p53 的下游因子进一步导致视网膜神

经节细胞的死亡。这一过程伴随小胶质细胞的激活，进而也

促进了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变性和死亡，形成恶性循环
[34]
。

神经元中的内质网的自主应激反应也被认为存在于轴突切断

诱导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死亡的过程中
[58]
。

 

3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轴突再生的应用前景   Outlook 
for retinal ganglion cell axon regeneration 

成年个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损伤无法再生，但是在过

去 20 年中，视神经轴突再生的研究已逐渐发展成为再生成

功的范例之一。然而，如果到达临床意义上的视力恢复，还

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迄今为止的研究仅使较小比例视网膜神

经节细胞轴突正确投射到视觉中枢的靶点，如果达到视觉恢

复将需要增加再生轴突的数量，还不知道再生的轴突是否可

在视觉中枢建立正确的神经网络，是否可有效地传导信号，

是否可以帮助恢复视力，哪些亚型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能够

再生轴突，以及相应的刺激条件是什么。为了延长治疗的窗

口期，还需要促进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存活。轴突在视网膜

神经节细胞丢失前即开始出现功能不良
[59]
，如果及时得到治

疗，轴突再生也会促进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存活
[60]
。在临床上，

轴突再生对外伤性或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患者以及青光眼的

患者十分关键
[6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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