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50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5卷｜第31期｜2021年11月

低强度脉冲超声介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促进膝骨关节炎软骨修复

廖  晴，李保建，李  洋，徐泰祥，曾  静，张珍珍，刘  刚

文题释义：
低强度脉冲超声：是一种频率超过人耳听阈(20 kHz)以上，强度为1-100 mW/cm2

的声波，不仅可以提高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分化、增殖及
趋化归巢能力，还能调节损伤部位的微环境以吸引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归巢，改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移植效果；同时也能显著促进对
力学敏感的骨与软骨组织再生，已被FDA批准作为加速骨折愈合的治疗手段。膝骨关节炎的重要特征是软骨破坏，因此治疗的关键是关节
软骨的修复，低强度脉冲超声具有软骨保护作用，可促进软骨修复。
Sox9：主要表达于软骨细胞中，可促进软骨细胞存活并调节软骨细胞表型，转录激活许多软骨特异性基因。Sox9是成人软骨发育和维持的
关键转录因子，参与软骨细胞分化的每个阶段，是软骨形成所必需的。

摘要
背景：研究表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及低强度脉冲超声均能促进膝骨关节炎软骨修复，但目前尚未有报道低强度脉冲超声介导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对膝骨关节炎软骨是否能有更好的修复效果。
目的：观察低强度脉冲超声介导骨髓充质干细胞对膝骨关节炎软骨的修复效果。
方法：将36只6周龄SD雄性大鼠随机分为 4组，分别为对照组、骨关节炎组、干细胞组、干细胞+超声组，每组9只，后3组采用右侧膝关节
前交叉韧带横断+内侧半月板部分切除的方法制备骨关节炎模型。造模后6周，对照组及骨关节炎组大鼠不予以特殊处理；干细胞组、干细 
胞+超声组大鼠膝关节腔内均注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悬液0.1 mL(细胞浓度为1×109 L-1)，1次/周，治疗4周，同时干细胞+超声组给予低强度
脉冲超声治疗，20 min/d，治疗4周。采用Western blot检测大鼠关节软骨Ⅱ型胶原、Sox9蛋白的表达，同时用Mankin评分评估各组大鼠的
软骨退变程度。
结果与结论：①治疗4周后，相对于其他3组，骨关节炎组Ⅱ型胶原、Sox9蛋白表达减少(P < 0.05)；干细胞组Ⅱ型胶原、Sox9蛋白表达低于
干细胞+超声组(P < 0.05)；②对照组、干细胞组与干细胞+超声组的Mankin评分均明显低于骨关节炎组(P < 0.01)；与干细胞组相比，干细 
胞+超声组Mankin评分降低(P < 0.05)；③结果表明，相对于单纯应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低强度脉冲超声介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促进膝骨
关节炎软骨修复的效果更优。
关键词：干细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低强度脉冲超声；骨关节炎；膝；软骨；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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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low-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 can promote the repair of knee 
osteoarthritis cartilage, but there is no report whether low-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mediated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can have a better 
effect on knee osteoarthritis cartilage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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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将 36 只 SD
大鼠随机分
为 4 组， 每
组 9 只。

检测指标 文章特点及
结论

(1) 对照组；
(2) 骨关节炎组；
(3) 干细胞组：
骨关节炎造模 +
干细胞关节腔注
射；
(4) 干 细 胞 + 超
声组：骨关节炎
造模 + 干细胞关
节腔注射 + 超声
治疗。

(1) 治疗 4 周
后，Mankin
评分评估软
骨退变程度； 
( 2 ) We s t e r n 
blot 检 测 Ⅱ
型胶原、Sox9
蛋白的表达。

△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与低强度脉冲超
声都能促进关节软
骨修复，而低强度
脉冲超声能促进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增
殖、分化，该研究
创新性地将二者相
结合用于治疗膝骨
关节炎；
△低强度脉冲超声
介导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促进膝骨关节
炎软骨修复的效果
优于单纯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

文章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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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关节炎是一种常见的致残性关节疾病，其主要特征是

关节软骨的逐渐破坏，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关节肿胀、疼痛、

畸形、僵硬及关节功能障碍等。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骨关节

炎发生率也逐年升高，不仅严重影响着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

活质量，更加重了家庭及社会的经济负担，正逐渐引起人们

的重视
[1-3]

。目前临床上已有的功能锻炼、物理治疗、药物治

疗等方法只能暂时缓解症状或延缓骨关节炎病理进程
[4-5]

，而

关节镜灌洗、清创术、微骨折诱导和自体软骨细胞植入等治

疗方法可保护关节正常功能并防止骨关节炎进一步退化
[6]
， 

但无论是保守治疗或是手术治疗都不能修复已损伤的软骨，

亟需发展新的医学技术来修复关节软骨。

近年来，间充质干细胞已广泛应用于软骨损伤的动物模

型及一些临床试验中，并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7-10]

。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SCs) 是最常

见的间充质干细胞类型之一，不仅具备多向分化、自我更新

以及免疫调节和抗炎的特点，还可参与损伤组织的修复 [11-12]
， 

为骨关节炎治疗带来新的手段。

低强度脉冲超声 (low-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LIPUS)

是一种新兴的物理治疗方法，具有无创、操作简便、效果确切、

并发症少等优点，既可以使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分化和增殖

能力增强，也有缓解关节疼痛、促进关节软骨损伤修复的作

用
[13-15]

。因此，该实验旨在观察低强度脉冲超声介导骨髓间

充质干细胞对膝骨关节炎软骨的修复效果，为骨关节炎治疗

探索新的方法。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随机对照动物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南方

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医学实验中心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动物   4 只 4 周龄健康 SD 大鼠，用于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的分离和培养；1-3 d 的 SD 乳鼠，用于软骨细胞的

分离和培养；36 只 6 周龄 SPF 级健康雄性 SD 大鼠，体质量

(250±20) g，给予普通饲料饲养，所有大鼠均来源于广东省

动物实验中心。实验过程中严格遵循动物伦理委员会的标准

对动物进行处置。 

1.3.2   实验试剂和仪器   DMEM/F-12 培养基、PBS、胎牛血清、

青霉素 /链霉素、胰蛋白酶 (Gibco)；抗Ⅱ型胶原抗体 (Abcam)；

抗 Sox9 抗体 (Santa Cruz Biotechnology)；无菌超净工作台、

CO2 恒温培养箱 (Thermo Scientific)；倒置生物显微镜 (ZEISS)；

多功能酶标仪 (Bio-Rad)；低强度脉冲超声 ( 深圳市圣祥高科

技有限公司 )。
1.4   实验方法   

1.4.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分离和培养   取 4 只 4 周龄 SD 大

鼠，采用 2% 戊巴比妥注射液 (40 mL/kg) 腹腔注射麻醉，浸

泡在体积分数为 75% 乙醇中 5 min；将双侧股骨及胫骨在无

菌超净工作台中剥离，并使用无菌 PBS 反复冲洗；剪开股骨

及胫骨的干骺端，用 DMEM/F-12 培养基冲洗骨髓腔，制备

成细胞混悬液，1 000 r/min 离心 5 min，弃去上清液，用含

1%青霉素 /链霉素和体积分数为 10%胎牛血清的DMEM/F-12

培养基重悬细胞，以 1×108 L-1
的细胞密度接种于培养皿内，

置于体积分数为 5%CO2、37 ℃恒温培养箱中孵育。当细胞铺

满培养皿 80%-90% 时，用 0.25% 胰蛋白酶消化细胞，以 1 ∶ 2

比例传代，取第 3 代细胞用于后续实验。

1.4.2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鉴定   取生长良好的第 3 代大鼠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加入 0.25% 胰蛋白酶消化后，转移至

无菌离心管离心；PBS 清洗 2 次并离心，再用 PBS 重悬细

胞；取 100 μL 细胞混悬液加入流式管，分别加入 CD90-PE、
CD29- FITC、CD34-PE、CD45-V450 单克隆抗体及同型对照，

在常温下避光孵育 30 min，无菌 PBS 清洗 2 次，流式细胞仪

上机检测。

1.4.3   软骨细胞的分离和培养   取健康的 1-3 d 龄 SD 乳鼠双

侧膝关节软骨，无菌剪成粥样，使用0.25%胰酶消化30 min后，

用Ⅱ型胶原酶处理 4 h，离心后去上清，用含 1% 青霉素 / 链

霉素和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的 DMEM/F-12 培养基重悬

细胞，接种于培养皿内，置于体积分数为 5%CO2、37℃的恒

温培养箱中孵育，当细胞铺满培养皿 80%-90% 时，用 0.25%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repair effect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ediated by low-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 on knee osteoarthritis cartilage.
METHODS:  Totally 36 Sprague-Dawley male rats aged 6 week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control group, osteoarthritis group, stem cell group and 
stem cell plus ultrasound group (n=9 per group). In the osteoarthritis group, stem cell group and stem cell plus ultrasound group, osteoarthritis models were 
made by th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transection of the right knee joint with partial resection of the medial meniscus. At 6 weeks after model establishment, 
no special treatment was given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steoarthritis group. In the stem cell group and the stem cell plus ultrasound group, the knee joint 
cavity was injected with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0.1 mL (cell concentration was 1×109 L-1), once a week, for 4 weeks. Simultaneously, rats in the 
stem cells plus ultrasound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ow-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 at 20 minutes/day for 4 weeks. Western blot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type II collagen and Sox9 protein in rat articular cartilage, and Mankin scor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cartilage degeneration in each 
group of experimental rat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expression of type II collagen and Sox9 protein in the osteoarthritis group was reduced 
compared to the other three groups (P < 0.05).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type II collagen and Sox9 in the stem cel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stem cells plus 
ultrasound group (P < 0.05). (2) The Mankin scores of control group, stem cell group and stem cell plus ultrasoun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osteoarthritis group (P < 0.01). Compared with the stem cell group, the Mankin score of the stem cell plus ultrasound group was lower (P < 0.05). (3)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simple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low-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mediated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ave a better effect on cartilage repair in knee osteoarthritis.
Key words: stem cells;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low-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 osteoarthritis; knee; cartilage;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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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蛋白酶消化细胞，以 1 ∶ 2 传代，取第 1-3 代细胞用于后

续实验。

1.4.4   CCK-8 细胞毒性实验   实验分为 2 组，对照组：96 孔培

养板中单独培养 2×103
个正常软骨细胞；实验组：将 2×103

个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接种于 96 孔 Trsnswell 系统上室，2×103

个正常软骨细胞接种于培养板中。每组设 3 个复孔，将孔板

置于 37 ℃、体积分数为 5%CO2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48 h，每

孔中加入 10 μL CCK-8 溶液，于 37 ℃孵箱孵育 1 h 后，使用

酶标仪检测 450 nm 处的吸光度值。

1.4.5   实验动物分组及造模   将 36 只 6 周龄 SD 大鼠按照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 4 组，分别为对照组、骨关节炎组、干细

胞组、干细胞 + 超声组，每组 9 只。用 2% 戊巴比妥注射液 

(40 mL/kg) 腹腔注射麻醉大鼠，常规碘伏消毒右侧膝关节，

采用右侧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横断以及内侧半月板部分切除的

方法制备骨关节炎模型
[16]
。对照组不予以造模，不做特殊

处理。

1.4.6   各组动物干预方法   造模后 6 周，对照组不予以特殊

处理；骨关节炎组右膝关节腔注射 PBS 0.1 mL，1 次 / 周，持

续 4周，并予以假超声 (0 mW/cm2)治疗，20 min/d，治疗 4周；

干细胞组右膝关节腔内注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悬液 0.1 mL 

( 细胞浓度为 1×109 L-1)，1 次 / 周，持续 4 周，并予以假超

声 (0 mW/cm2) 治疗，20 min/d，治疗 4 周；干细胞 + 超声

组右膝关节腔内注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悬液 0.1 mL( 细胞浓

度为 1×109 L-1)，1 次 / 周，持续 4 周，同时予以低强度脉冲

超声治疗 ( 频率 1.5 MHz，占空比 20%，声强 30 mW/cm2)， 

20 min/d，治疗 4 周。

1.5   主要观察指标   

1.5.1   蛋白质免疫印迹检测软骨相关蛋白的表达   治疗 4 周

后，取各组大鼠右侧膝关节软骨，使用液氮将软骨组织研磨

成粉末，加入适量的组织蛋白裂解液，在冰上混匀液体后通

过超声破碎样本，离心后取上清液，再通过 BCA 法检测样本

蛋白质浓度、制备蛋白样品、上样、电泳、转膜、封闭、一

抗孵育、洗膜、二抗孵育及显影，通过化学发光成像系统显影，

使用 ImageJ 测量灰度值，检测Ⅱ型胶原、Sox9 蛋白的表达。 

1.5.2   苏木精 - 伊红染色观察右膝关节软骨的病理变化   治

疗 4 周后，取各组大鼠右侧膝关节，使用多聚甲醛固定 48 h 

后脱钙 8周，石蜡包埋、切片 (厚度为 5 μm)、烤片、脱蜡水化、

常规苏木精 - 伊红染色、梯度乙醇脱水、二甲苯透明、中性

树胶封固，正置显微镜下观察右侧膝关节的软骨组织形态，

并进行 Mankin 评分
[17]
，总分越低表明修复效果越好。

1.6   统计学分析   每个实验都进行至少 3 次独立重复实验。

所有实验数据应用 GraphPad Prism 8.2.1 软件进行录入和处

理，所有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时应用方差分

析，方差齐性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Tukey’s

法，方差不齐时采用 Brown-Forsythe and Welch ANOVA 检验，

组间比较使用 Dunnett’s T3 法，数据以 x-±s 表示，P < 0.05 为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形态   接种至培养皿 24 h 之后开始

贴壁，呈圆形，随着培养时间延长，细胞逐渐伸展为多角形

或梭形，排列尚不规则；第 1 代贴壁细胞明显增多，主要呈

梭形，见图 1A；第 3 代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呈辐射状或者漩

涡状排列，细胞形态较均一，见图 1B。 

2.2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鉴定结果   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

示，CD29、CD90 的阳性率为 98.92%，97.73%，CD34、CD45

的阳性率为 4.86%，6.51%，以上结果提示分离培养的细胞是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见图 2。
2.3   生物相容性   CCK-8 细胞毒性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与对

照组的吸光度值相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图 3，

说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没有毒性，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2.4   软骨形成相关蛋白的表达   治疗 4 周后，骨关节炎组Ⅱ

型胶原、Sox9 蛋白表达相对于其他 3 组明显降低，差异均有

显著性意义 (P < 0.05)；干细胞 + 超声组Ⅱ型胶原、Sox9 蛋白

表达高于干细胞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对照组与

干细胞组的Ⅱ型胶原、Sox9 蛋白表达水平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图 4。
2.5   组织病理变化   治疗 4 周后，苏木精 - 伊红染色显示，

对照组右膝关节软骨组织表面光滑完整，未见裂隙，软骨

细胞排列正常，见图 5A；骨关节炎组右膝关节软骨组织表

面粗糙、破坏显著，可见较多裂隙，其中部分裂隙深至钙

化层，软骨细胞数量减少且排列混乱，见图 5B；干细胞组

软骨组织表面较平整，可见裂隙较骨关节炎组减少，软骨

细胞数量较骨关节炎组增多且分布较均匀，见图 5C；干细

胞 + 超声组关节软骨组织表面光滑平整，无关节裂隙，软

骨细胞数量较骨关节炎组明显增多，细胞排列较正常，形

态均一，见图 5D。

治疗 4 周后，各组 Mankin 评分见图 6。对照组、干细

胞组、干细胞 + 超声组的 Mankin 评分均显著低于骨关节炎

组 (P < 0.05)，并且干细胞 + 超声组 Mankin 评分低于干细胞

组 (P < 0.05)。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培养及鉴定

细胞来源： SD 大鼠的胫骨与股骨骨髓

原代培养方法： 全骨髓贴壁培养法培养

基础培养基： DMEM/F-12 培养基

添加材料： 基础培养基中添加了体积分数为 10% 无菌胎牛血清、青霉素和

链霉素

原代培养时间： 原代细胞培养两三天开始换液，之后 3 d 换液 1 次，原代细胞培

养 7-10 d 开始传代

细胞传代： 细胞融合至 80%-90% 时用 0.25% 胰酶消化传至下一代，按 1 ∶ 2

传代，3 d 左右传 1 代，共传 5 代

细胞鉴定： 流式鉴定

伦理学批准： 该实验经过广州永诺医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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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图注：图中 A 为第 1 代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主要呈梭形；B 为第 3 代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主要呈辐射状或者漩涡状排列，形态较均一

图 1 ｜ 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形态 (×40)
Figure 1 ｜ Morphology of Sprague-Dawley rat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40)

图 2 ｜ 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流式鉴定结果

Figure 2 ｜ Flow cytometric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Sprague-Dawley rat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图 3 ｜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毒性检测

Figure 3 ｜ Toxicity test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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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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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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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值

对照组 实验组

图注：与骨关节炎组比较，
aP < 0.05，bP < 0.01；与干细胞组比较，

cP < 0.05，dP < 0.01
图 4 ｜ 治疗 4 周后各组大鼠膝关节软骨组织相关蛋白表达

Figure 4 ｜ Expression of cartilage-related proteins in the rat knee joint in each group after 4 weeks of administration

图注：图中 A 为对照组，关节软骨表面光滑完整，无裂隙，软骨细胞排列正常；B 为骨关节炎组，软骨组织表面粗糙且破坏显著，可见裂隙较多；

C 为干细胞组，可见部分软骨修复，软骨组织表面较骨关节炎组平整，裂隙较骨关节炎组显著减少，软骨细胞数量较骨关节炎组增多且分布较均匀；

D 为干细胞 + 超声组，软骨组织表面光滑平整，无关节裂隙，软骨细胞数量明显增多，细胞排列较正常且形态规则

图 5 ｜ 治疗 4 周后各组大鼠膝关节软骨组织病理观察 ( 苏木精 -伊红染色，×400) 
Figure 5 ｜ Pathological observation of rat knee joint cartilage in each group after 4 weeks of administration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400)      

图注：与骨关节炎组比较， aP < 0.01；与干细胞组比较，
bP < 0.05

图 6 ｜ 治疗 4 周后各组大鼠膝关节软骨组织 Mankin 评分

Figure 6 ｜ Mankin score of rat knee cartilage in each group after 4 weeks of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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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骨关节炎的重要特征是关节软骨破坏，最终导致患者出

现关节疼痛、功能障碍，甚至严重的残疾
[18]
，其治疗重点应

在关节软骨的修复。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是再生医学中理想的

种子细胞，研究发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具有软骨形成分化潜

能，还能促进软骨修复
[19]
，为骨关节炎治疗提供一种新思路。

低强度脉冲超声是近年来新兴的物理治疗方法，既可以使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分化和增殖能力增强，也有促进关节软骨

修复的作用
[13，15，20]

，但尚未有低强度脉冲超声介导骨髓间

充质干细胞促进膝骨关节炎软骨修复的研究及应用，因此该

研究试图使用低强度脉冲超声介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以促进

膝骨关节炎软骨修复。

关节软骨的主要构成是软骨细胞及其分泌的细胞外基

质，细胞外基质主要由Ⅱ型胶原蛋白构成。Sox9 是发育和

成年软骨中的关键转录因子，对软骨形成起重要作用。有研

究发现在大鼠软骨缺损模型关节内注射间充质干细胞可以加

速软骨再生
[21]
，兔软骨缺损模型关节内移植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可成功地诱导软骨组织再生
[22]
，在山羊骨关节炎模型

的关节腔内注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不仅再生了软骨组织，

还能阻止骨关节炎进展
[23]
。临床试验中同种异体输注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 1年后，患者的关节疼痛及关节功能得到改善，

MRI 复查发现关节软骨质地显著改善
[24]
。上述临床前试验

及临床试验结果均表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骨关节炎的软骨

再生有一定效果，该实验结果显示干细胞组软骨内Ⅱ型胶原、

Sox9 的蛋白表达高于骨关节炎组，表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能促进膝骨关节炎的软骨形成，同既往研究保持一致。相

较于骨关节炎组，干细胞 + 超声组也能促进Ⅱ型胶原、Sox9

蛋白表达。低强度脉冲超声不仅可以提高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的分化、增殖及趋化能力，还能调节损伤部位的微环境以吸

引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归巢，改善移植效果
[13，25-28]

。既往

研究发现使用低强度脉冲超声干预能增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中Ⅱ型胶原、Aggrecan 和 Sox9 的表达以促进软骨形成
[29]
。

低强度脉冲超声介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是否能更好地促进膝

骨关节炎软骨修复呢？该研究通过使用低强度脉冲超声介导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促进软骨修复，从蛋白水平检测了软骨形

成蛋白Ⅱ型胶原和Sox9表达，发现干细胞+超声组Ⅱ型胶原、

Sox9 的表达较干细胞组升高，表明低强度脉冲超声介导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比单纯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能更好地促进软骨

形成。

膝骨关节炎的一个重要病理特征是软骨退变、软骨基质

降解
[30]
。Ⅱ型胶原蛋白是软骨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构成成分，

能维持软骨的正常生理功能。Sox9 主要表达于软骨细胞中，

可激活Ⅱ型胶原蛋白、聚集蛋白聚糖蛋白的表达，调控软骨

的分化，在软骨形成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7]
。该研究的

病理研究观察结果显示，骨关节炎组右膝关节软骨组织表面

粗糙不平整、破坏显著，可见较多裂隙，其中部分裂隙深至

钙化层，软骨细胞数量减少且排列混乱；相较于骨关节炎组，

干细胞组软骨组织表面较平整，裂隙减少，软骨细胞数量增

多，可见部分软骨修复；干细胞 + 超声组关节软骨表面光滑

平整，无关节裂隙，软骨细胞的数量较干细胞组明显增多，

细胞排列正常，形态均一。由此可见软骨形成蛋白的表达和

软骨的病理变化结果有一致性，表明低强度脉冲超声介导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效果优于单独应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可

能为骨关节炎治疗带来新的见解和思路。

综上所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与低强度脉冲超声对膝

骨关节炎软骨修复均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相对于既往研究，

该研究创新性地将低强度脉冲超声和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结

合，观察其对膝骨关节炎软骨修复的效果，研究结果发现

低强度脉冲超声介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关节软骨的修复

效果优于单独应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具体的作用机制可

能是通过抑制炎症，减少软骨基质降解，同时增加软骨基

质合成，上调软骨形成相关蛋白，从而进一步促进软骨修复。

但由于实验周期较短，低强度脉冲超声介导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促进膝骨关节炎软骨修复的具体机制尚未做深入研究，

需要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进一步探索，为膝骨关节炎治疗提

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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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目次 2“社长的话”)
# 比例尺上面应标尺对应长度，如 200 μm 等。数字与单位

间应间隔 1 个空格，如确实不能提供比例尺，可在图注使用放
大倍数替代；

# 应注意的是只能统一使用比例尺或放大倍数，不能混合使
用；

(4) 编号顺序及位置：如果一个图片由多幅图组成，图片的
编号一般应是从左至右，从上至下。

# 用于标注分图的标识 A，B，C…应置于图片区域外的左上
位置，如有进一步亚图区分可使用 A1，A2，A3…；

# 序号应保持水平、垂直对齐。
(5) 缩略语：图中所有缩略语符号的含义应解释于图注中；
(6) 正文引用：图片在文中连续引用，并以此顺序标注序号；
(7) 单位：图中单位应为 SI 单位，数据和单位之间应间隔一

个空格；
(8) 差异性：柱状图或线条图中数据间差异性应使用 *，

**，***，#，##，###，†，††，†††，‡，‡‡，‡‡‡ 等标识标注；
在一篇文章中对同一组的比较应使用一种标记，如与对照组的
比较，均使用 *，**，***；与模型组的比较均使用 #，##，### 等；

# 还应在图注中描述对应的样本量以及使用的统计学方法，
以及实验重复次数等。

2 表格规范
2.1 表格应为三横线表；
2.2 表应有表题和表注，并有足够具有自明性的信息，使读

者不查阅正文即可理解该表的内容；
2.3 表内所有缩略语及符号的含义应解释于表注中；
2.4 表注中应注明样本量以及对应使用的统计学方法；
2.5 表内数据要求同一指标有效位数应保持一致；

2.6 表中内容应与正文中对应内容一致；
2.7 表格在文中应连续引用，并以此顺序标注序号；
2.8 表格中单位应为 SI 单位；
2.9 表格中数据间差异性应使用 *，**，***；#，##，###；†，

††，†††；‡，‡‡，‡‡‡ 等标识标注；在一篇文章 对同一组的比
较应使用一种标记，如与对照组的比较，均使用 *，**，***；
与模型组的比较均使用 #，##，### 等。

3 图示摘要的规范
3.1 图示摘要应以简洁的图形总结文章的主旨，应形象生动

并与文字部分相互呼应，旨在引起读者对文章的关注；
3.2 图示摘要可包含化学结构式和图像；如有文字，表述应

精炼；
3.3 为了便于浏览，图示摘要应有开头和结尾，最好是从上

到下或从左到右的顺序；
3.4 鼓励作者使用彩色的图示摘要，但是尽量不要用太多不

同的颜色，也不要使用过于鲜艳的颜色；
3.5 建议所有图示摘要均以白色背景提交，且图像应尽可能

填充背景；
3.6 图示摘要的一般技术要求：
(1)图片宽度：(4.8×12) cm，分辨率：300 dpi，中文字体应为“黑

体”或“楷体”，西文字体应为“Calibri”，字号应为 9-11 pt，
线条 0.5-1 pt，格式为 TIFF，EPS，PDF；

(2) 文字：应提供不超过 100 字的图示摘要描述，以便可使
读者简要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及结果，以吸引读者阅读全文，但
这些文字应与文章摘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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