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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保护软骨细胞延缓骨关节炎的发生发展

凌华军 1，王其友 2，林伟文 1，罗鹏刚 1

文题释义：

外泌体：是指包含了复杂RNA和蛋白质的小膜泡(30-150 nm)，文中数据显示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呈现典型茶托样形态，粒径

小于100 nm，ALIX及HRS蛋白呈阳性表达。

骨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软骨退行性改变引发无菌性炎症并累及整个关节组织的最常见的关节疾病，最终会发生关节软骨退变、断裂、缺

损，甚至整个关节面的损害。文中使用碘乙酸诱导大鼠骨关节炎模型。

摘要

背景：骨关节炎是最常见的关节退行性疾病，目前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已应用于骨关节炎治疗中，但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相比，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来源外泌体移植具有更多优势，例如非免疫原性、非致瘤性以及储存和运输方便。

目的：探索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骨关节炎的保护作用。

方法：①提取SD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并通过细胞形态及流式细胞学进行鉴定，利用超速离心法提取细胞上清液中的外泌体并通过透射

电镜、粒径及western blot进行鉴定；②提取原代乳鼠肋软骨细胞，与荧光标记外泌体共培养12 h，观察软骨细胞吞噬情况。体外通过白细

胞介素1β诱导软骨细胞损伤，加入含有50 μg外泌体的PBS溶液100 μL干预24 h，采用免疫荧光检测基质金属蛋白酶13及Ⅱ型胶原纤维α1蛋
白表达，评估外泌体对于损伤软骨细胞的保护作用；③体内通过碘乙酸诱导大鼠骨关节炎模型，关节腔内注射外泌体，通过苏木精-伊红

染色及番红-固绿染色观察骨关节炎关节结构变化，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基质金属蛋白酶13及Ⅱ型胶原纤维α1蛋白表达，评估外泌

体对体内软骨损伤的保护作用。

结果与结论：①原代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呈现典型的梭形，放射状排列，表达CD73和CD105而几乎不表达CD45、CD34和CD3；透射电镜显示

外泌体呈现典型茶托样形态，粒径小于100 nm，ALIX及HRS蛋白呈阳性表达；②软骨细胞内可观察到典型的红染颗粒证实外泌体可以被软

骨细胞摄取，同时外泌体可以促进软骨细胞Ⅱ型胶原纤维α1蛋白表达及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13表达，证实外泌体可以减弱白细胞介素1β
对软骨细胞的损伤作用；③外泌体可以促进损伤关节软骨形态恢复及Ⅱ型胶原纤维α1表达，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13表达，同样证实外泌

体可以缓解碘乙酸对骨关节软骨的破坏作用；④上述结果表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通过软骨保护机制延缓骨关节炎的发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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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采用外泌体治疗骨关

节炎，解决目前干细

胞治疗存在的伦理、

细胞成瘤及非定向分

化问题；

△通过体内外实验证实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

源外泌体对骨关节炎

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体外实验：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
泌体对损伤软骨细胞的保
护作用。

体内实验：
外泌体对体内软骨损伤的
保护作用。

•体外通过白细胞介素 1β诱导软骨细胞损伤；
• 加入含有 50 μg 外泌体的 PBS 溶液 100 μL，
干预 24 h； 
• 采用免疫荧光检测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及Ⅱ
型胶原纤维 α1 蛋白表达。

• 体内通过碘乙酸诱导大鼠骨关节炎模型；
• 关节腔注射含有 100 μg 外泌体的等量生理
盐水溶液；
• 通过苏木精 - 伊红染色及番红 - 固绿染色
观察骨关节结构变化，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
色检测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及Ⅱ型胶原纤维
α1 蛋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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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关节炎是最常见的关节退行性疾病

[1]
，其特征是进

行性关节软骨退化、软骨下骨增厚、骨赘形成、滑膜炎症和

韧带钙化
[1-4]

。骨关节炎有多种病因，包括关节损伤、衰老、

肥胖和遗传。骨关节炎的发病机制仍知之甚少，但软骨细胞

损伤被认为起着重要的作用。骨关节炎早期非手术治疗包括

教育、运动、体质量管理、药物和注射治疗，主要使用的药

物包括止痛药和非类固醇抗炎药
[5]
。但是，这些治疗是对症

治疗而非治愈性治疗，仅能减轻疼痛和控制症状。大多数患

者随着病情的加重最终需要手术干预，手术干预虽然可以减

轻疼痛和逆转关节畸形，但其费用高昂，同时也可能会引起

术后相关并发症
[2]
。因此寻求创伤小并且疗效佳的治疗手段

成为目前临床治疗骨关节炎的迫切问题。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具有多系分化潜能，已应用于治疗骨

关节炎。动物研究表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关节腔内注射对

骨关节炎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6-7]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发

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治疗效果主要归因于其旁分泌机制，

具有抗炎和软骨保护作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产生大量的外

泌体在细胞间通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与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治疗相比，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移植具有更

多优势，例如非免疫原性、非致瘤性以及储存和运输方便
[8-11]

，

因此，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可能是骨关节炎治疗的

良好选择
[12-15]

。

然而目前使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通过软骨保护作

用治疗骨关节炎的研究较少，该研究分离获得大鼠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通过关节腔注射到骨关节炎大鼠膝关

节内，评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治疗大鼠骨关节炎

的效果，为后期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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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至 11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动物   4 周龄雌性 SD 大鼠 2 只，体质量 100 g 左

右，用于分离提取骨髓间充质干细胞；1 周龄雌性 SD 大鼠 2

只，体质量 20 g 左右，用于分离提取软骨细胞；6-8 周龄雌

性 SD 大鼠 30 只，体质量 200-250 g，用于制备骨关节炎模型。

所有大鼠购买于广东省实验动物中心。

1.3.2   实验试剂和仪器   PKH26 荧光染料 (Sigma)；培养基、

胎牛血清 (Gibco)；鬼笔环肽染液 (Beyotime)；Ⅱ型胶原纤

维 α1 抗体、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抗体 (Abcam)；荧光二抗

(Invitrogen)；CD73 抗体、CD105 抗体、CD45 抗体、CD34 抗

体、CD3 抗体 (eBioscience)；ALIX 抗体、HRS 抗体 (CST)；蛋

白二抗 (ZSGB Bio)；共聚焦显微镜 (Zeiss)；切片机 (Leica)；
qNano® 粒径检测系统 (Izon Science)。
1.4   实验方法   

1.4.1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分离与鉴定   在无菌条件下

将 4 周龄 SD 大鼠股骨及胫骨取出后，使用骨髓腔冲洗法提

取骨髓，然后进行密度梯度离心，去除杂质细胞，提高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纯度，将提取获得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培养

于含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的低糖 DMEM 培养基中，在 

37 ℃，体积分数为 5%CO2 培养箱培养。在光镜下进行形态

学观察以及流式细胞技术检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表面抗体，

包括阳性抗体：CD73、CD105(1 ∶ 1 000 稀释 )，阴性抗体：

CD45、CD34、CD3(1 ∶ 1 000 稀释 )，验证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提取是否成功。

Abstract
BACKGROUND: Osteoarthritis is the most common joint degenerative disease. At present,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ave been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arthritis. However, compared with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derived exosome 
transplantation has more advantages, such as non-immunogenicity, non-tumorigenicity, convenient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exosomes on osteoarthritis. 
METHODS:  (1) SD rat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ere extracted and identified by cell morphology and flow cytometry. Exosomes in the cell 
supernatant were extracted by ultracentrifugation and identifi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particle size and western blot assay. (2) Primary costal 
chondrocytes were extracted from suckling rats and cocultured with fluorescently labeled exosomes for 12 hours. The phagocytosis of chondrocytes was 
observed. In vitro chondrocyte damage was induced by interleukin-1β. PBS (100 μL) containing 50 μg exosomes was added for 24 hours. The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3 and type II collagen fiber α1 protein was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to evalu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exosomes on 
injured chondrocytes. (3) The rat model of osteoarthritis was induced by iodoacetic acid in vivo. Exosomes were injected into the joint cavity, and the changes 
of joint structure of osteoarthritis were observed by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and safrane-fast green staining. The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3 
and type II collagen fiber α1 protein was measur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to evalu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exosomes on cartilage in vivo.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extracted primary cells showed a typical fusiform shape and arranged radially. The extracted cells highly expressed CD73 
and CD105, but slightly expressed CD45, CD34 and CD3.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showed that the obtained particles showed a typical saucer-like 
morphology. The particle size was less than 100 nm. Meanwhile, nanoparticles showed positive expression of ALIX and HRS protein. (2) Typical red-stained 
particles could be observed in chondrocytes, which confirms that exosomes could be taken up by chondrocytes, and exosomes could promote chondrocyte 
type II collagen fiber α1 protein expression, but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3, which confirmed that exosomes could attenuate the 
damage effect of interleukin-1β on chondrocytes. (3) Exosomes could promote the morphological recovery of damaged articular cartilage and the up-regulate 
type II collagen fiber α1 expression, while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3, which also confirmed that exosomes can alleviate the effects 
of iodoacetic acid on articular cartilage damage. (4) Above findings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exosomes delay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osteoarthritis through a chondroprotective mechanism.
Key words: stem cells;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exosomes; osteoarthritis; cartilage protection; chondrocyte; rat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LIng Hj, Wang Qy, LIn WW, Luo Pg.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derived exosomes delay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osteoarthritis through cartilage protection.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1;25(31):4964-4969. 



4966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5卷｜第31期｜2021年11月

1.4.2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的分离和鉴定   镜下观

察第 4 代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生长密度达到 80% 时，更换无

外泌体培养基后继续培养 48 h，收集培养基以 300×g 离心

10 min，2 000×g 离心 10 min 及 10 000×g 离心 30 min 以去

除死细胞及细胞碎片；最后将上清液置于超速离心机内以 

100 000×g 离心 90 min，弃去上清，并用少量 PBS 洗涤重悬

沉淀获得外泌体悬液。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外泌体的形

态及超微结构，使用 qNano® 系统检测外泌体的粒径大小，

使用 Western blot 检测表面标志分子 ALIX(1 ∶ 1 000 稀释 )

及 HRS(1 ∶ 1 000 稀释 ) 的表达。

1.4.3   Western blot 检测 ALIX 和 HRS 的表达   收集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及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使用含有 RIPA 裂

解液在冰上裂解 1 h，12 000×g 离心 30 min，从上清液中收

集组织裂解物，使用 BCA 蛋白质检测试剂盒测定蛋白浓度后，

将蛋白上样缓冲液 (5×) 加入样品中，并将样品在 100 ℃加热

10 min 以使蛋白变性。将等量 (40 μg) 蛋白悬液加入聚丙烯酰

胺凝胶上样，通过凝胶电泳分离蛋白质并转移到 PVDF 膜上，

PVDF 膜用 5% 脱脂牛奶封闭 1 h，加入一抗 ALIX(1 ∶ 1 000 

稀释 ) 及 HRS(1 ∶ 1 000 稀释 )4 ℃孵育过夜，然后与辣根过

氧化物酶缀合的二抗 (1 ∶ 2 000 稀释 ) 温育 2 h，使用增强

化学发光试剂盒分析荧光，并使用 ImageJ 软件计算每个条

带的吸光度值。

1.4.4   大鼠软骨细胞提取   取出 1 周龄 SD 大鼠肋骨，剪碎后

使用 0.1% Ⅱ型胶原酶消化分离出大鼠软骨细胞。将所得细胞

用含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100 U/mL 青霉素，100 U/mL 

链霉素的 DMEM/F12 培养基培养，放入 37 ℃，体积分数为

5%CO2 培养箱，每 3 d 更换 1 次培养基。

1.4.5   大鼠软骨细胞摄取外泌体实验   使用红色荧光染料

(PKH26) 标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当大鼠软骨细胞

以 1×104
在激光共聚焦皿中培养 12 h 后，加入荧光标记的外

泌体 (10 mg/L)，在 37 ℃下与大鼠软骨细胞共培养 12 h，然后

将细胞用 PBS 清洗 3 次，使用 40 g/L 多聚甲醛固定 10 min， 

PBS 洗涤 3 次，使用鬼笔环肽染液染色 1 h，再使用 DAPI 染

液进行细胞核染色，使用荧光显微镜观察软骨细胞内的外泌

体红色信号。

1.4.6   软骨细胞体外损伤模型及实验分组   制备骨关节炎样

软骨细胞体外模型，主要将含有白细胞介素 1β(10 μg/L) 的

培养基加入软骨细胞中培养 24 h，诱导软骨细胞损伤。通过

免疫荧光染色观察软骨细胞内Ⅱ型胶原纤维 α1 及基质金属

蛋白酶 13 蛋白表达，判断软骨损伤诱导是否成功。将诱导

损伤的软骨细胞分为 PBS 组及外泌体治疗组，将损伤的细胞

以 1×105
接种于 12 孔板中，PBS 组加入 PBS 溶液 100 μL，外

泌体治疗组加入含有 50 μg 外泌体的 PBS 溶液 100 μL，放入 

37 ℃，体积分数为 5%CO2 培养箱干预 24 h，采用免疫荧光

染色观察软骨细胞内Ⅱ型胶原纤维 α1 及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表达。每组重复实验次数为 5 次。

1.4.7   细胞免疫荧光染色检测软骨细胞内Ⅱ型胶原纤维 α1 及

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蛋白表达   待检测的细胞使用 40 g/L 多

聚甲醛在 4 ℃下固定 20 min，用体积分数为 5% 山羊血清和

0.2%Triton X-100 制备的破膜液室温下封闭破膜 1 h，加入Ⅱ

型胶原纤维 α1 一抗 (1 ∶ 1 000 稀释 ) 及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一抗 (1 ∶ 1 000 稀释 )4℃孵育过夜，第 2 天加入相应荧光二

抗 (1 ∶ 1 000 稀释 ) 染色 1 h，最后用 DAPI 细胞核染色液染

色 5 min，使用共聚焦显微镜检测相应蛋白的位置及表达量。

1.4.8   大鼠骨关节炎模型制作及外泌体注射   将 30 只 6-8

周龄 SD 大鼠随机将大鼠分为假手术组 (n=10)、生理盐水组

(n=10)及外泌体组 (n=10)，后两组进行骨关节炎造模，使用 6%

戊巴比妥钠腹腔麻醉，剔除大鼠关节处毛发，碘酊消毒 1 次，

体积分数为 75% 乙醇脱碘 2 次，为了保证大鼠手术后具备正

常运动功能，手术均在左膝的髌骨下韧带进行单次关节穿刺，

注射碘乙酸钠 (2 mg 溶于 50 μL 无菌盐水中 )。待大鼠复苏后

放入笼中，保持室内温度在 25-27 ℃并让大鼠可以自由获得

充足的水及食物。造模后生理盐水组大鼠关节腔注射 100 μL

生理盐水，外泌体组大鼠关节腔注射含有 100 μg 外泌体的等

量生理盐水溶液，假手术组实施关节腔穿刺但不做任何处理，

每周注射 1 次，直至第 6 周取材。

1.4.9   苏木精 - 伊红染色及番红 - 固绿染色   取大鼠关节组

织放于 40 g/L 多聚甲醛中固定 3 d，之后放入脱钙液中脱钙

2 周，每 3 d 更换 1 次脱钙液，将脱钙好的关节组织石蜡包

埋后切片，切片厚度为 10 μm，将切片脱蜡、水化后放入苏

木精水溶液中染色 5 min，流水冲洗 1 h 后入蒸馏水片刻，加

入体积分数为 70% 和 90% 乙醇中梯度脱水各 10 min，再加

入乙醇伊红染色液染色 3 min，脱水后封固获得苏木精 - 伊

红染色切片。将切片脱蜡、水化后用铁苏木素液染色 10 min

后流水冲洗 10 min，加入快绿液染色 5 min，再用 1% 醋酸液

快速漂洗 15 s，加入 0.1% 番红 O 染色 5 min，脱水后封固获

得番红 -固绿染色切片。

1.4.10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关节组织中Ⅱ型胶原纤维 α1 和

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的表达   将脱蜡的切片浸泡在 EDTA(pH 

9.0) 中，以便通过微波方法进行抗原回收。将切片放置在

体积分数为 3% 的过氧化氢溶液中，并在室温下避光孵育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和软骨细胞的培养及鉴定

细胞来源： 大鼠股骨及胫骨骨髓；大鼠肋软骨

原代培养方法：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软骨细胞采用酶消化法

基础培养基： 采用 L-DMEM 培养基培养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采用 H-DMEM 培

养基培养软骨细胞

添加材料： 基础培养基中添加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青霉素、链霉素

原代培养时间： 原代细胞培养 3 d 开始换液，之后 3 d 换液 1 次，培养 7 d 开始

传代

细胞传代： 细胞融合至 80% 时酶消化传至下 1 代，按 1 ∶ 3 比例传代，约

5 d 传 1 代，共传 5 代

细胞鉴定： 流式鉴定；细胞形态

伦理学批准： 通过华南农业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

Research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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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in，然后在室温下用 3%BSA 封闭 30 min，加入Ⅱ型胶

原纤维 α1 一抗 (1 ∶ 500 稀释 ) 及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一

抗 (1 ∶ 500 稀释 )4 ℃孵育过夜，第 2 天加入相应荧光二抗 

(1∶ 1 000稀释 )染色1 h，PBS洗涤后添加3，3'二氨基联苯胺-

过氧化物酶底物和苏木精溶液，镜下观察阳性细胞面积，每

组重复测量 3 次。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免疫荧光染色检测外泌体干预后软骨

细胞中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及Ⅱ型胶原纤维 α1 的表达；②关

节腔注射外泌体后损伤关节软骨的形态；③免疫组织化学检

测关节腔注射外泌体后关节软骨组织中Ⅱ型胶原纤维 α1 和

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的表达。

1.6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两组

间比较进行 t 检验统计学分析，多组间比较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 (ANOVA) 以及 Bonferroni 统计学分析，P < 0.05 为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使用 GraphPad 构图，所有数据用 x-±s 表示。

2   结果   Results 
2.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形态及鉴定结果   显微镜观察细胞形

态大多数为梭形，呈放射状排列，见图 1A。流式细胞仪检

测结果表明，CD73 和 CD105 抗体的阳性率分别为 99.2% 和

83.7%，CD45、CD34 和 CD3 抗体的阳性率分别为 0.062%，

0.042% 及 0.060%，与间充质干细胞的标志物表达一致，表

明分离提取的细胞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见图 1B。

2.2   外泌体鉴定结果   透射电镜可以看出提取物呈现出典型

的中间有一个凹陷的茶托状囊泡结构，这完全符合外泌体的

外形形态，见图 2A。粒径分析表明，提取的物质大多数粒

径在 90-100 nm 之间，这与外泌体的粒径一致，见图 2B。

Western blot 检测提取物相对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高表达

ALIX 及 HRS 表面标志物，见图 2C，表明提取物与外泌体特

征一致。以上实验证明提取产物为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

源外泌体。

2.3   软骨细胞的外泌体吞噬作用   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

外泌体添加到软骨细胞培养基中以观察其吞噬作用。如图 3

所示，软骨细胞胞核被染成蓝色，细胞骨架被染成绿色，外

泌体被染成红色，可以看到外泌体位于细胞骨架内细胞核周

围，证明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被大鼠软骨细胞

吞噬进入细胞质内。

2.4   外泌体减弱了白细胞介素 1β 对软骨细胞的损伤   为了研

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是否对软骨细胞外基质功能有影

响，使用免疫荧光染色检测软骨细胞外基质水解酶 ( 基质金

属蛋白酶 13) 及合成代谢标记 ( Ⅱ型胶原纤维 α1) 的表达。

白细胞介素 1β 处理后软骨细胞中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的表达

较外泌体治疗组明显升高，而Ⅱ型胶原纤维 α1 的表达较外

泌体治疗组明显降低，见图 4，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
n=5)。说明外泌体可以显著减轻白细胞介素 1β 对软骨细胞

的损伤作用。

2.5   骨关节炎关节结构变化   30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3 组，

每组 10 只，均进入结果分析。苏木精 -伊红染色显示生理盐

水组大鼠关节软骨表面完整性丧失，出现不同程度的纤维化，

基质着色不均匀，软骨细胞数量减少，潮线模糊不清，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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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中 A 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为典型的梭形，呈放射状排列 (×10)；B 为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表明，CD73 和 CD105 阳性率分别为 99.2% 和

83.7%，CD45、CD34 和 CD3 阳性率分别为 0.062%，0.042% 及 0.060%
图 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形态及鉴定结果

Figure 1 ｜ Morphology and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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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中 A为外泌体透射电镜图片；B为外泌体粒径分析；

C 为 Western blot 检测外泌体表面标志物 ALIX 及 HRS 的表

达

图 2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鉴定

Figure 2 ｜ Identification of exosomes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图注：蓝染为细胞核，绿染为细胞骨架，红染

为外泌体，如图所示外泌体位于细胞骨架内细

胞核周围，证明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

可以被软骨细胞吞噬

图 3 ｜大鼠软骨细胞吞噬外泌体实验

Figure 3｜ In vitro rat chondrocyte phagocytosis 
of exos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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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中 A 为骨髓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显著抑制损伤软骨细胞中基

质金属蛋白酶 13 的表达，促进Ⅱ型胶原纤维 α1 的表达；B 为定量分析

荧光数据，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图 4 ｜骨髓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抑制白细胞介素 1β 对软骨细胞的损

伤作用

Figure 4 ｜ Exosomes derived from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hibit the damage of interleukin-1β on chondrocytes

图注：苏木精 - 伊红染色及番红 - 固绿染色显示关节软骨形态及软骨基

质变化

图 5 ｜各组大鼠膝关节组织苏木精 -伊红染色及番红 -固绿染色

Figure 5 ｜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and safranin-fast green staining of 
rat knee joint tissues in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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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中 A 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显著抑制损伤关节软骨中

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的表达，促进Ⅱ型胶原纤维 α1 的表达；B 为定量分

析免疫组化阳性染色面积发现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图 6 ｜各组大鼠膝关节软骨组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Figure 6 ｜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of the cartilage tissue of the 
knee joint of rats in each group

理盐水组 (P < 0.05，n=3)，同时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在生理盐

水组软骨组织中显著上调，外泌体组软骨组织中基质金属蛋

白酶 13 的表达显著低于生理盐水组 (P < 0.05，n=3)，见图 6。

体内实验同样表明外泌体可以显著减轻碘乙酸对软骨细胞的

损伤作用。

外泌体组大鼠膝关节关节面结构较为完整，只是关节间

隙变窄，同时软骨细胞数量明显多于生理盐水组，潮线清晰

可见；假手术组大鼠关节面结构较为完整，关节间隙正常，

潮线清晰可见。番红 - 固绿染色显示外泌体组关节软骨基质

中蛋白多糖红染均匀，软骨下皮质骨和骨小梁骨结构垂直于

关节表面呈均匀绿染，潮线清晰，软骨与软骨下骨界限清晰；

生理盐水组红染的软骨层颜色淡且范围小，绿染的骨质层范

围扩大且皮质骨及骨小梁结构杂乱；假手术组软骨基质中蛋

白多糖红染均匀，软骨下皮质骨和骨小梁骨结构垂直于关节

表面呈均匀绿染，潮线清晰，软骨与软骨下骨界限清晰，与

外泌体组相似。

2.6   关节组织中Ⅱ型胶原纤维 α1 和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的表

达   外泌体组软骨组织中Ⅱ型胶原纤维 α1 的表达显著高于生

3   讨论   Discussion
实验结果表明，在碘乙酸诱导的大鼠骨关节炎模型中，

关节内注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显著阻碍了关节软

骨的破坏。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显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来源外泌体可以增加软骨基质中Ⅱ型胶原纤维 α1( 主要软骨

基质成分 ) 的表达，并降低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的表达。

众所周知，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旁分泌功能可介导间充

质干细胞对多种疾病发挥有益治疗作用，其旁分泌物质包括

多种细胞因子、外泌体和核酸
[16-18]

。研究表明，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在多种疾病中具有治疗作用
[19-23]

。此次研

究旨在证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是否可以同样保护

软骨细胞缓解骨关节炎的发生与发展
[8，24]

。体外研究证实外

泌体可以减缓白细胞介素 1β 对软骨细胞的损伤作用，外泌

体治疗可以显著降低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的表达。基质金属蛋

白酶广泛存在于结缔组织中，被认为是人体组织生理重建和

病理破坏的重要调控系统之一。研究证实，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是最重要的水解酶，具有很强的激活各种基质金属蛋白酶

前体的能力，以降解软骨和骨骼的细胞外基质。外泌体抑制

基质金属蛋白酶 13的表达对于软骨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25-26]

。 

研究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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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可以通过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表达，促进Ⅱ型胶原纤维 α1 表达，进而起到软骨保护的

作用。

尽管这项研究表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在阻止骨关

节炎进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结果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在

动物实验中只设置了 1 个时间点和 1 个剂量，在以后实验中

应增加更多的干预时间点以探讨骨关节炎疾病是否存在治疗

窗口，对临床治疗更具有指导意义。此外，需要优化外泌体

的有效剂量。迄今为止，外泌体中的活性成分尚不清楚。由

于外泌体中包含脂质、DNA、mRNA、miRNA、LncRNA 甚至

各种蛋白质，它们在不同疾病模型中可能通过免疫调节、生

物功能或生化功能发挥治疗作用
[27-28]

。因此，它们对骨关节

炎治疗作用的潜在机制需要进一步详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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