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5｜No.31｜November 2021｜4939

过表达 miR-378a 可影响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膜片成骨及成血管分化的能力

李  君 1，左新慧 1，刘小元 1，张  凯 1，韩祥祯 1，何惠宇 1，2

文题释义：
miR-378a：为miR-378a-3p和miR-378a-5p的总称，是含有1个茎环结构的非编码小RNA分子，可通过与靶基因3'UTR不完全的碱基互补配在细
胞增殖、分化、凋亡和侵袭等过程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是目前再生医学研究的热点。
细胞膜片技术：该技术可有效保存干细胞周围的细胞外基质及包含各种生物和机械特性的完整细胞-细胞连接，可以在移植期间提高细胞
存活率并减少细胞损失，已成为组织工程中基于支架材料的有效传递种子细胞的主流方法。

摘要
背景：近年来利用微小RNA(miRNA)调节干细胞的功能和分化是再生医学的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治疗模式，因此将miRNA负载于干细胞膜片增
强其成骨及成血管相关性能，对骨缺损的修复研发一种新型修复材料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过表达miR-378a基因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膜片成骨及成血管分化能力的影响。
方法：分离培养SD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选用合适滴度的miR-378a慢病毒载体、阴性对照病毒分别感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依次记为 
LV-miR-378a-BMMSCs组、LV-BMMSCs组，以未转染病毒载体的细胞为空白组。将3组细胞分别接种于6孔板内，加入膜片诱导液培养6 d，镜
下观察膜片形态。膜片形成后更换为成骨诱导液培养，培养3，7，14 d时，采用RT-PCR检测miR-378a、成骨基因RUNX2、Ⅰ型胶原蛋白及成
血管基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生长因子mRNA的表达；培养14 d时，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RUNX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蛋白表达。
结果与结论：①成膜诱导第2天，LV-miR-378a-BMMSCs组、LV-BMMSCs组镜下均可见膜片中央梭形细胞间有少量基质相连，膜片边缘呈毛
边状褶皱，不连续；第6天时，膜片中央细胞重叠密集，大量细胞基质网状交叉相连，膜片边缘呈连续且增宽的褶皱并向中央卷起，与空
白组形态变化无明显差异；②LV-miR-378a-BMMSCs组各时间点的miR-378a、RUNX2、Ⅰ型胶原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生长因
子的mRNA表达均高于LV-BMMSCs组、空白组(P < 0.001)，RUNX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蛋白表达均高于LV-BMMSCs组(P < 0.001)、空白组(P < 
0.01)；③结果表明，过表达miR-378a基因可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膜片的体外成骨与成血管能力。
关键词：骨；材料；miR-378a；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膜片；成骨分化；成血管分化；骨组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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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使用慢病载体进行 miR-378a 的递送工作，简单快捷，具备较高的效率和长期稳定的表达； 

△体外实验揭示，过表达 miR-378a 慢病毒载体可成功递送至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BMMSCs) 膜片中的可行性，

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增殖和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膜片的骨生成及血管生成能力。

细胞提取及鉴定：
(1) 全骨髓法提取 SD 大鼠

四肢骨髓腔内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并传代培养；

(2) 流式细胞术鉴定骨髓间
充质干细胞表面特征。

转染：
(1)LV-miR-378a-BMMSCs 组：转染

过表达 miR-378a 慢病毒载体 +
感染增强液 P；

(2)LV-BMMSCs 组：转染带有空载
慢病毒载体 + 感染增强液 P；

(3) 空白组：未转染慢病毒的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

转染后检测：
(1) 流式细胞术及激光共聚

焦检测转染效率；
(2)CCK-8法检测细胞毒性。

成膜、成骨诱导：
(1) 镜下形态观察；
(2)RT-PCR、Western blot 检测

成骨及成血管指标 mRNA
及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论：
(1) 过表达 miR-378a 慢病毒载体可稳定递送至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膜

片中，并可增强细胞增殖，无明显毒性；
(2) 过表达 miR-378a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膜片的

骨生成及血管生成能力。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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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缺损的修复是影响人类生命和健康的重大医学难题，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骨缺损修复材料有自体骨、生物瓷、高分

子材料等
[1]
，但这些材料并不能满足目前的临床需求。组织

工程骨技术的出现为临床骨缺损的修复带来了新的契机。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MMSCs) 是最常用的组织工程种子细胞，具有良好的多向分

化潜能和自我更新能力，可分化为骨、软骨及脂肪细胞等多

种细胞类型
[2]
。现如今细胞膜片技术已在组织工程领域广泛

应用，是进行组织修复和改善器官功能的良好移植物
[3]
，因

其避免了胰酶的消化作用，并且与细胞悬液注射相比可以保

留更多的细胞数目和更高的细胞存活率
[4]
，因此在组织工程

骨研究中细胞膜片已成为基于支架材料的有效传递种子细胞

的主流方法，可发挥干细胞的绝对优势。课题组已具备干细

胞膜片培养相关技术，可以成功实现干细胞膜片的培养与构

建，结合支架材料的体内外实验验证了骨形态发生蛋白 2 与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 联合应用时可促进 BMMSCs 膜片

的增殖及其成骨诱导能力
[5]
。基于细胞膜片技术以上的优越

性能，其在组织工程研究中显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利用微小 RNA(microRNA，miRNA) 调节干细胞

的功能和分化是再生医学的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治疗模式
[6]
，

它通过与靶标 3'UTR 区结合致使信使 RNA 降解或抑制编码

蛋白表达来发挥调控作用
[7]
。有文献报道，过表达 miR-378a

的人 BMMCs 具有较明显的成骨及成血管耦合能力，可作为

骨再生基因治疗的潜在工具
[8]
。然而，miRNA 在体内易降解

且不能轻易穿过细胞膜，通常需要载体进行保护并递送到细

胞中
[9-10]

。已有学者验证了非病毒性载体递送 miRNA 的可行

性，并发现由非病毒载体递送的 miRNA 对 BMMSCs 膜片的

成骨具有促进作用
[11]
，此方式虽简单快捷，但并不具备较高

的效率和长期表达的优势。因此，探索一种将 miR-378a 整

合至 BMMSCs 膜片的高效稳定的递送方法，以进一步增强

BMMSCs 膜片的成骨及成血管分化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实验选用载有过表达miR-378a的慢病毒修饰 BMMSCs，
通过细胞膜片技术将 BMMSCs 诱导成膜片进行成骨分化诱

导实验，验证过表达 miR-378a 慢病毒载体递送至 BMMSCs

膜片的可行性，并探讨体外成骨分化过程中 miR-378a 

对 BMMSCs 膜片成骨及成血管分化能力的影响，为寻求一种

新型的骨缺损修复方式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体外细胞学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7 月在新疆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与免疫实验室及干细胞研究实验

室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动物   SPF 级 SD 大鼠 20 只，体质量 30-50 g，3

周龄，雌雄不拘，由新疆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许

可证号：SCXK( 新 )2016-0003。实验经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 ( 动物伦理审核项目编号：

IACUC20170706-04)。
1.3.2   实验试剂和仪器   MEM 培养基 (gibco，中国 )；胎牛血

清 (Bioligical Industries，以色列 )；LV-rno-miR-378a 慢病毒载 

Li Jun, Master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rosthodontic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Affiliated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He Huiyu, Chief physician,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Master’s supervisor, Department of Prosthodontic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Affiliated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Institute of Stomatology, Urumqi 830054,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In recent years, the use of microRNAs to regulate the fun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tem cells is an attractive treatment model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Therefore, loading microRNA with stem cell sheet and to enhance its osteogenesis and angiogenesis proper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a new type of repair material for bone defe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over expression of miR-378a gene on the osteogenic and angi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sheet.
METHODS: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rom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isolated and cultured. miR-378a lentivirus vector and negative control 
virus with appropriate titers were selected to infect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hich were recorded as LV-miR-378a-BMMSCs group and LV-
BMMSCs group in turn, and cells not transfected with viral vector were used as blank group. Three groups of cells were inoculated into a six-well plate, and the 
membrane induced liquid was added for culture for 6 days. The morphology of the membrane was observed under the microscope.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membrane, the membrane was cultured by osteogenic induction culture. At 3, 7, and 14 days of culture, the mRNA expressions of miR-378a, osteogenic gene 
runt-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2 (RUNX2) and type I collagen, angiogenesis genes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nd platelet growth factor were detected 
by RT-PCR. Western blot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RUNX2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when cultured for 14 day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On day 2 after the induction of membrane formation, a small amount of stroma was observed to be connected between 
the central spindle cells of the membrane microscopically, and the edge of the membrane was furred and discontinuous. On day 6, the central cells of the 
membrane were overlapped and dense, and a large number of cell matrix networks were cross-connected. The edges of the membrane showed continuous 
and widened folds and rolled toward the center, showing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blank group. (2) The mRNA 
expressions of miR-378a, RUNX2, type I collagen,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nd platelet growth factor at each time points in the LV-miR-378a-BMMSCs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LV-BMMSCs group and the blank group (P < 0.001), and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RUNX2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in LV-BMMSCs group (P < 0.001) and blank group (P < 0.01). (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miR-378a promoted 
the osteogenesis and angiogenesis of the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sheet in vitro.
Key words: bone; material; miR-378a;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sheet;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angiogenic differentiation; bone tissu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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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阴性对照病毒 (CON137，hU6-MCS-Ubiquitin-EGFP-IRES- 
puromycin) 购于上海吉凯基因有限公司；miRNA 反转录及定

量试剂盒 (GenePharma，上海 )；荧光定量试剂盒 (QIAGEN，
德国 )；增强型 CCK-8(Bioss，北京 )；反转录试剂盒 (Takara，
日本 )；Western bolt 相关试剂盒 ( 武汉博士德 )；RT-PCR 仪

(Bio-RAD，美国 )；倒置相差显微镜 ( 莱卡，德国 )；共聚焦显

微镜 (LASAF-CIP-HWS3LEICA，德国 )；酶标仪 (Thermo，美国 )。
1.4   实验方法   
1.4.1   BMMSCs 的分离、培养及鉴定   SD 大鼠脱颈处死后，

用体积分数 75% 乙醇浸泡 5 min，无菌条件下取出肱骨、股

骨及胫骨，采用全骨髓培养法：使用 5 mL 注射器吸取含体

积分数 15% 胎牛血清、1% 双抗及谷氨酰胺的 MEM 培养基

冲出骨段中的骨髓，至骨段变白，反复吹打后将骨髓溶液转

移至培养瓶中，放置在 37 ℃、体积分数 5%CO2 恒温培养箱。

3 d 后首次换液，以后隔天换液。PBS 冲洗除去未贴壁细胞，

待细胞生长融合 80%-90%时加 0.25% 胰酶消化传代，按 1 ∶ 2 

比例传代，共传 2 代。培养至第 3 代进行体外细胞学实验。

流式细胞术检测 BMMSCs表面标志物 CD29和 CD45表达情况。 
1.4.2   慢病毒转染 BMMSCs   过表达 miR-378a 慢病毒载体

(LV-rno-miR-378a) 及阴性对照病毒载体由上海吉凯基因有限

公司构建并确定滴度。慢病毒载体自带 EGFP 荧光标记物。

取生长良好的第 3 代 BMMSCs，胰酶消化离心后重

悬，按细胞浓度 3×108 L-1
接种于 6 孔板，达 50%-60% 融合

后，按预实验感染复数 MOI 值 =20 加入相应病毒量，实验

分组：转染过表达 miR-378a 慢病毒载体 + 感染增强液 P 为 

LV-miR-378a-BMMSCs 组，转染阴性对照慢病毒载体 + 感染增

强液 P 为 LV-BMMSCs 组，未转染慢病毒的细胞作为空白组。

转染液体量每孔 1 mL，小幅水平震荡混匀，放培养箱培养，

12 h 后更换为完全培养基，每孔 2 mL，以后每 2 d 换液一次，

72 h 后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1.4.3   慢病毒转染效率检测   转染 72 h 后，采用流式细胞术

检测 LV-miR-378a-BMMSCs 组和 LV-BMMSCs 组的转染效率。

将转染 72 h 后的 BMMSCs 胰酶消化，以细胞浓度 5×106 L-1

接种到共聚焦小皿置培养箱培养，24 h 后拍摄共聚焦观察

EGFP 表达效率。

1.4.4   转染后 BMMSCs 毒性检测   慢病毒转染 72 h 后，将 3 组

细胞以 3 000 个 / 孔接种在 96 孔板，孵育 24 h 后按 10 µL/ 孔
加入 CCK-8，以只添加 CCK-8 和培养基作为对照，继续孵育 2 h，
用酶标仪检测 450 nm 下吸光度 (A) 值，以后每天检测一次，

连续记录 10 d 来评估慢病毒转染对 BMMSCs 的毒性作用。

1.4.5   修饰有 miR-378a 的 BMMSCs 膜片制备   取 3 组细胞，

按 1×105/ 孔铺 6 孔板，24 h 达 90% 以上汇合，换用膜片诱

导液 ( 含 120 mg/L 维生素 C、体积分数 10% 胎牛血清、1%

青链霉素的培养基 ) 培养，隔天换液，连续诱导 6 d，分别

于成膜诱导第 2，6 天于镜下观察各组膜片形态并拍照。

1.4.6   RT-PCR 检测成骨及成血管相关基因 mRNA 水平   膜片

形成后换用成骨诱导液 ( 原培养基中补充有 50 μmg/L 维生素

C、100 nmol/L 地塞米松和 10 mmol/L β- 甘油磷酸盐 ) 继续

诱导，每隔 2 d 更换诱导液，每孔液体量 2 mL。成骨诱导第 3，

7，14 天时，使用 Trizol 提取各组总 RNA，纯度达 1.8-2.0 时，

反转录制备 cDNA ，然后进行 RT-PCR，均以 20 µL 的反应体

系，miR-378a 基因检测反应条件：95 ℃ 3 min，95 ℃ 12 s，
62 ℃ 40 s，40个循环；成骨及成血管相关基因检测反应条件：

95 ℃ 2 min，95℃ 5s，57 ℃ 30 s，40 个循环。最后计算各组

miR-378a、成骨及成血管基因 (RUNX2、Ⅰ型胶原蛋白、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生长因子 ) 的表达量变化。实验重复

3 次。RT-PCR 引物序列见表 1。

1.4.7   Western blot 评估 RUNX2 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蛋白表

达水平   连续成骨诱导第 14 天，参照文献 [12] 及相关试剂

盒说明，分别刮取 3 组膜片，捣碎后加 RIPA 裂解，离心取

上清，用 BCA 蛋白浓度测定盒测定浓度后定量分析，每个样

本按 5μg 上样量；10%SDS-PAGE 电泳分离后转至 PVDF 膜，

用 5% 的脱脂奶粉封闭 2 h，一抗 [ 兔抗鼠 Anti-RUNX2 抗体

(1 ∶ 1 000) 和兔抗鼠 Anti-VEGF 抗体 (1 ∶ 1 000)] 孵育过夜，

1×TBST 洗去多余一抗后加入二抗 ( 山羊抗兔 IgG) 孵育 1 h，
清洗后显色，以 GAPDH 作为内参。采用 Image lab 软件分析

各组蛋白条带灰度比值的变化。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 miR-378a 过表达慢病毒载体及空载

慢病毒转染 BMMSCs 后的转染效率和细胞毒性；②修饰有 

miR-378a 的成骨 BMMSCs 膜片的镜下形态、相关成骨成血管

基因及蛋白表达。

1.6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以上

实验数据至少重复 3 次，流式转染效率两组间采用直接卡方

检验，其他实验数据均以 x-±s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组间数据用 LSD-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BMMSCs 培养及鉴定结果   生长良好的第 3 代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镜下生长密集，呈梭形或纺锤丝状，见图 1；流式

细胞术检测表面抗原 CD29 阳性表达 (98.1%)，而 CD45 阴性

表达 (4.4%)，见图 2。

2.2   慢病毒转染效率检测结果   转染 72 h 后使用流式细胞仪

检测慢病毒载体转染后 EGFP 基因表达效率，LV-miR-378a-
BMMSCs 组转染率为 70.6%，LV-BMMSCs 组为 69.3%，两组

间转染效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图 3。

表 1 ｜ RT-PCR 引物序列
Table 1 ｜ Primer sequences used for RT-PCR

基因名称 引物序列

GAPDH F:5'-GGC ACA GTC AAG GCT GAG AAT G-3'
R:5'-ATG GTG GTG AAG ACG CCA GTA-3'

RUNX2 F:5'-CCA TAA CGG TCT TCA CAA ATC CTT-3'
R:5'-CTG TCT GTG CCT TCT TGG TTC-3'

Ⅰ型胶原蛋白 F:5'-GCC TCC CAG AAC ATC ACC TA-3'
R:5'-GCA GGG ACT TCT TGA GGT TG-3'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F:5'-CGT CGGAGAGCAACGTCACTATG-3'
R:5'-CCG CTC TGA ACA AGG CTC ACA G-3'

血小板生长因子 F:5'-TCT CTG CTG CTA CCT GCG TCT G-3'
R:5'-AAG GAG CGG ATG GAG TGGTCAC-3'

U6 F:5'-CAG CAC ATA TAC TAA AAT TGG AAC G-3'
R:5'-ACG AAT TTG CGT GTC ATC C-3'

miR-378a F:5'-ATG GTG GAC TGG ATT GGA GT-3'
R:5'-GTG CAG GGT CCA GG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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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激光共聚焦观察各组转染效率，根据镜下 EGFP

绿色荧光显影即可估算转染率，LV-miR-378a-BMMSCs 组及 

LV-BMMSCs 组转染 72 h 后继续传代培养 24 h 时的转染效率

无明显差异，见图 4。

2.3   CCK-8 检测慢病毒转染后的细胞毒性    根据 3 组细胞 

450 nm 下测得的 A 值绘制生长曲线，3 组的生长曲线趋势

基本一致，均为“S”形，第一二天的细胞增殖较慢，各组

细胞增殖活性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第 3-6 天

时，各组细胞增殖速度加快，第 7 天达最高峰，从第 8-10

天细胞数量进入平台期，在各时间段，LV-miR-378a-BMMSCs

组第 3-10 天的细胞增殖活性高于 LV-BMMSCs 组、空白组 

(P < 0.05)，LV-BMMSCs 组第 4-10 天的细胞增殖活性低于空

白组 (P < 0.05)，见图 5。
2.4   修饰有 miR-378a 的 BMMSCs 膜片形态学观察   成膜诱导

第 2 天，LV-miR-378a-BMMSCs 组、LV-BMMSCs 组镜下均可

见膜片中央梭形细胞间有少量基质相连，膜片边缘呈毛边状

褶皱，不连续；第 6 天时，膜片中央细胞重叠密集，大量细

胞基质网状交叉相连，膜片边缘呈连续且增宽的褶皱并向中

央卷起，与空白组膜片镜下形态变化无明显差异，这表明慢

病毒转染对膜片的形态结构无明显影响，见图 6。
2.5   各组膜片中成骨及成血管相关基因 mRNA 表达   成骨

诱 导 3，7，14 d 时，LV-miR-378a-BMMSCs 组 miR-378a、
RUNX2、Ⅰ型胶原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生长因

子的 mRNA 表达水平高于空白组、LV-BMMSCs 组 (P < 0.001)，
LV-BMMSCs 组与空白组 miR-378a、RUNX2、Ⅰ型胶原蛋白、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生长因子的 mRNA 表达水平比较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图 7。说明 miR-378a 过表

达后 BMMSCs 膜片在成骨诱导过程中的成骨分化及血管生成

明显增强，而空载慢病毒转染后对 BMMSCs 膜片的成骨及成

血管分化功能无明显影响。

2.6   各组膜片中 RUNX2 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蛋白表达    
Western blot 检 测 结 果 显 示，LV-miR-378a-BMMSCs 组 的

RUNX2 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明显增高于

LV-BMMSCs 组 (P < 0.001)、空白组 (P < 0.01)，LV-BMMSCs 组
RUNX2 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蛋白相对表达量与空白组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图 8，证明过表达 miR-378a 基

因从蛋白水平增强了成骨 BMMSCs 膜片的成骨及成血管性

能。

图注：细胞生长密集，呈梭形或纺锤

丝状

图 1 ｜第 3 代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密度

达 80%-90% 时的镜下形态 (×50)
Figure 1 ｜ Morphology of passage 3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density reaching 80%-90% (×50)

图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表面标志物 CD29 呈强阳性，CD45 呈阴性

图 2 ｜流式细胞仪鉴定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表面标志物

Figure 2 ｜ Flow cytometry detection of markers o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CD45
4.4%

CD29
98.1%

EGFP
0%

EGFP
69.3%

EGFP
70.6%

空白组 LV-BMMSCs 组 LV-miR-378a-BMMSCs 组

图注：LV-miR-378a-BMMSCs 组与 LV-BMMSCs 组转染效率比较差异无显

著性意义 (P > 0.05)
图 3 ｜流式细胞仪检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慢病毒转染效率

Figure 3 ｜ Flow cytometry detec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transfection efficiency

图注：两组转染效率无明显差异

图 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慢病毒转染效率 (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100)
Figure 4 ｜ Lentiviral transfection efficiency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laser confocal microscopy,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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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3 组生长曲线均呈“S”形，第一二天的细胞增殖较慢，第 3-6
天时细胞增殖速度加快，第 7 天达最高峰，从第 8-10 天细胞数量进入

平台期

图 5 ｜慢病毒转染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生长曲线

Figure 5 ｜ Growth curves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fter 
lentivirus trans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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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成膜诱导第 2 天，3 组膜片中央梭形细胞间有少量基质相连，

膜片边缘呈毛边状褶皱，不连续；第6天时，膜片中央细胞重叠密集，

大量细胞基质网状交叉相连，膜片边缘呈连续且增宽的褶皱并向中

央卷起；红色箭头示膜片边缘褶皱处。3 组间无明显差异

图 6 ｜各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膜片形态学观察 (×50)
Figure 6 ｜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of each group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sheets (×50)

图注：A-E 分别为 miR-378a、RUNX2、Ⅰ型胶原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

生长因子的 mRNA 表达水平

图 7 ｜各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膜片相关基因的表达

Figure 7 ｜ Expression of related genes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sheets 
of each group

图注：A 为各组膜片 RUNX2、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蛋白表达的免疫印迹条带；B 为各组膜

片 RUNX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相对于 GAPDH 
蛋白表达水平的灰度值

图 8 ｜各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膜片 RUNX2、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蛋白的表达

Figure 8 ｜ Expression of RUNX2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protein in each group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sheet

3   讨论   Discussion
血管化的自体骨移植被认为是大尺寸骨缺损修复的金

标准，但需要额外的手术来获取，同时存在很高的感染和免

疫原性的风险，因此加入生长因子的生物活性骨修复材料一

直以来都是再生医学研究的重点
[13]
。随之细胞膜片技术应运

而生，并已有研究发现了将外源性或内源性生长因子负载于

干细胞膜片的可行性，同时发挥着调控骨缺损的重建工作。

课题组前期已成功培养出 BMMSCs 膜片，并结合生长因子

验证了其对骨再生的功效
[14]
。因此，此次实验选用 BMMSCs

作为细胞膜片的来源细胞
[15]
，经流式细胞术鉴定其抗原表型

CD29 阳性率 (98.1%)、CD45 阴性率 (4.4%)，证明了干细胞的

特性。同时采取相同的维生素 C 连续诱导法培养出了干细胞

膜片，镜下观察到转染后细胞和空白细胞成膜诱导 2，6 d 时

的膜片形态变化表现：中央由少量基质相连的单层长梭形细

胞变为均匀重叠的膜片，边缘由细而不连续的毛边变成向中

央增宽变厚的褶皱，说明慢病毒转载后对细胞成膜具有促进

作用，对细胞膜片的正常形态无明显影响。

在骨组织工程研究中，miRNA 家族的加入为骨再生医学

的基因疗法注入了新的“血液”
[16]
。从 1993 年被发现以来，

miRNA 已成为包括骨量维持在内的各种生理过程的关键调节

剂
[17]
。有研究指出，某些 miRNA 积极参与骨再生的成血管和

成骨偶联，可提高其在治疗骨相关疾病和骨再生方面的潜能，

这些 miRNA 有 miR-7b、miR-9、miR-26a、miR-210、miR-378 
等，但仍需进一步研究来阐明其确切的作用机制

[18]
。对于骨

的重建，成骨和血管生成之间的同步偶联极其重要。因此，

实验选用 miR-378a 作为研究基因，在体外结合细胞膜片技

术进一步探索 miR-378a 对干细胞膜片生长的影响，以及成

骨成血管耦合能力及相关作用机制，为后期体内回植实验提

供前期基础。

在骨组织工程中，利用非整合载体递送的生长因子会在

增殖细胞中逐渐稀释，丢失其相关功能。慢病毒载体相对于

其他基因传递系统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将转基因整合到分

裂和非分裂细胞的基因组中长期稳定表达，并有较低免疫原

性的优点
[19]
，因此慢病毒载体是用于基因治疗的最有前途的

 中央                边缘

2 d 6 d

 中央               边缘

LV
-B

M
M

SC
s
组

LV
-m

iR
-3

78
a-

BM
M

SC
s
组

空
白
组

LV-miR-378a-BMMSCs 组

LV-BMMSCs 组

空白组

8

6

4

2

0

血
小
板
生
长
因
子

m
RN

A
表
达
量

8

6

4

2

0

RU
N

X2
 m

RN
A
表
达
量

15

10

5

0

Ⅰ
型
胶
原
蛋
白

m
RN

A
表
达
量

30

20

10

0

血
管

内
皮
生
长
因
子

m
RN

A
表
达
量

   3 d                  7 d                    14 d    3 d                  7 d                    14 d    3 d                   7 d                  14 d    3 d                  7 d                  14 d

   3 d                    7 d                  14 d

P < 0.001

P < 0.001

P < 0.001

P < 0.001

P < 0.001
P < 0.001

P < 0.001 P < 0.001

P < 0.001

P < 0.001

P < 0.001

P < 0.001 P < 0.001

P < 0.001
P < 0.00140

30

20

10
4
3
2
1
0m

iR
-3

78
a 

m
RN

A
表
达
量

A B C D

E

B

空白组 LV-BMMSCs 组 LV-miR-378a-
BMMSCs 组

RUNX2

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

GAPDH

2.5

2.0

1.5

1.0

0.5

0

蛋
白
相
对
表
达
量

   RUNX2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P < 0.01
P < 0.001

P < 0.05
A B

空白组

LV-BMMSCs 组

LV-miR-378a-BMMSCs 组



4944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5卷｜第31期｜2021年11月

Research Article

方法之一。作者通过预实验选择慢病毒感染复数为 20，分别

将 miR-378a 基因和空载慢病毒转染至 BMMSCs，流式结果显

示 LV-miR-378a-BMMSCs 组转染率为 70.6%，LV-BMMSCs 组转

染效率为 69.3%，两组结果无明显差异 (P > 0.05)。激光共聚

焦可观察到转染完成后贴壁生长 24 h 时，两组细胞贴壁形态

均呈不规则形或短梭形，细胞间触角短小，说明慢病毒转染

后对细胞形态的影响无明显差异，但直观可见 LV-miR-378a-
BMMSCs 组细胞增殖密度较 LV-BMMSCs 组明显增多。同时

CCK-8 生长曲线结果显示，LV-BMMSCs 组较空白组细胞增殖

率稍低 (P < 0.05)，但生长状态均良好，说明慢病毒转染后对

细胞的毒性作用小，可能的原因有：慢病毒转染细胞后可能

会发生针对慢病毒衣壳蛋白的初次免疫反应，但受体中不存

在慢病毒衍生抗原，不会继续发生免疫反应；另外慢病毒缺

乏病毒基因，其转染的细胞不能主动产生病毒蛋白
[20]
。而

LV-miR-378a-BMMSCs 组细胞增殖率在第 3-10 天时明显高于

LV-BMMSCs 组、空白组 (P < 0.05)，结合激光共聚焦观察到细

胞密度差异，提示过表达 miR-378a 可促进 BMMSCs 增殖。

骨的形成往往与某些成骨及成血管因子密切相关。

RUNX2 对于早期成骨细胞分化至关重要，其在未定型的间充

质细胞中弱表达，在成骨细胞中上调，在未成熟的成骨细胞

中达到最高水平，在成熟成骨细胞中下调
[21]
。Ⅰ型胶原蛋白

由成骨细胞分泌，表达于成骨细胞的细胞外基质形成和成熟

过程，是反映早期成骨的重要指标。成血管标志物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是血管生成的主要参与者，有助于血管通透性和内

皮细胞募集，血小板生长因子则可促进血管的成熟稳定
[22]
。 

实验检测了成骨诱导 3，7，14 d 后 BMMSCs 膜片的成骨及成

血管分化能力，结果显示 miR-378a 修饰的膜片在 RUNX2、Ⅰ

型胶原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生长因子的 mRNA
表达与 RUNX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蛋白表达中表现出不同程

度的增加，这与 BO 等
[8]
的研究结果相符。也有研究表明，

miR-378a 过表达可靶向 CASP3 和激活 PI3K/Akt 途径来减弱高

糖抑制的成骨分化，并下调促凋亡相关基因的表达
[23]
。另外，

miR-378a 靶标中富集了 MAPK 途的因子
[24]
，径可能通过抑制

MAPK 激酶抑制剂 Ras 1 来激活 MAPK/ERK1/2 途径促进血管

生成。miR-378a 还可通过抑制潜在靶标 FOXN3 及通过 Wnt/
β-catenin 途径激活来增强黑色素瘤细胞的迁移、侵袭和致瘤

性
[25]
，说明 miR-378a 可激活过 Wnt/β-catenin 途径发挥调控作

用。因此，实验中 RUNX2、Ⅰ型胶原蛋白作为 Wnt/β-catenin
途径下游因子随 miR-378a 的表达而增加

[26]
，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与血小板生长因子在 PI3K/Akt 和 MAPK/ERK1/2 通路中

属为正调节因子
[27]
，也随 miR-378a 的表达而增多。

综上，通过慢病毒载体可成功构建过表达 miR-378a
基因内源性修饰的 BMMSCs 膜片，同时可以持续稳定递送 

miR-378a 来增强 BMMSCs 的增殖能力和 BMMSCs 膜片的成

骨及血管生成能力，可作为骨再生潜在的基因治疗工具，为

miRNA 结合细胞膜片在骨组织工程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

路。但关于 miR-378a 基于 BMMSCs 的增殖、成骨及成血管

分化的具体靶标和相关机制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还应结

合支架材料进行体内实验进一步验证其可行性，这为临床骨

缺损再生治疗寻求新的修复方式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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