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70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5卷｜第31期｜2021年11月

人胎盘源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可上调缺氧状态下 BeWo 细胞活力和
紧密连接因子的表达

林清凡 1，解一新 2，陈婉清 1，叶振忠 3，陈幼芳 1

文题释义：

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间充质干细胞生长过程中会分泌生长因子、细胞因子等多种活性物质到培养液中。通过收集该类培养液，经过

滤或浓缩等处理，获得不含细胞成分但含有该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物的培养液，就称为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

紧密连接：是细胞间连接方式之一，其由跨膜蛋白紧密连接黏附分子、咬合蛋白、闭合蛋白和胞质分子闭合小环蛋白1等构成紧密连接蛋

白复合物，从而形成分支状封闭索将两相邻细胞膜紧贴，封闭细胞间空隙，形成细胞间紧密相连区域。它除有机械连接作用外，更是组织

屏障构成的关键，如胎盘屏障中滋养层与血管内皮细胞间存有大量紧密连接结构。

摘要

背景：近年来间充质干细胞已是新药开发领域的研究热点，其旁分泌效应也已应用于多种组织损伤性细胞模型修复评估实验，但目前尚无

研究探索其条件培养液是否对缺氧状态下人胎盘滋养层系细胞的紧密连接功能具有修复作用。

目的：探讨人胎盘源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对缺氧条件下人胎盘绒毛膜癌滋养层系BeWo细胞活力和紧密连接因子表达的影响。

方法：采用1 000 μmol/L氯化钴处理12 h诱导BeWo细胞以构建胎盘屏障缺氧模型，检测细胞活力以及缺氧诱导因子1α和紧密连接因子闭合

小环蛋白1、封闭蛋白4、封闭蛋白8的表达量变化；在缺氧模型中添加人胎盘源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建立缺氧干预组、复氧修复组，

检测细胞活力和上述4个基因的表达量改变；为探讨人胎盘源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改变闭合小环蛋白1表达量的潜在机制，建立胰岛素

样生长因子1缺氧干预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处理组，检测BeWo细胞活力以及闭合小环蛋白1表达量。

结果与结论：①氯化钴诱导缺氧显著下调BeWo细胞活力，上调缺氧诱导因子1α mRNA和蛋白表达，下调闭合小环蛋白1和封闭蛋白4 mRNA
和蛋白表达，上调封闭蛋白8 mRNA表达，但其蛋白表达下降；②人胎盘源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明显提升缺氧条件下BeWo细胞活力和

闭合小环蛋白1的表达，下调缺氧诱导因子1α的表达，但对封闭蛋白4无作用；③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干预缓解了缺氧对BeWo细胞活力的抑

制作用，并上调闭合小环蛋白1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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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氯化钴处理 BeWo 细胞
以构建体外胎盘滋养层
系细胞缺氧模型

加入人胎盘源间充质干
细胞条件培养液，设置
缺氧干预组和复氧修复
组

加入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设置胰岛素样生长因
子 1 缺氧干预组和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 1 处理组

(1)CCK-8 法检测细胞活力；
(2)qPCR、Western blot 检测缺氧诱导因子 1α、闭合小环蛋白 1、封闭蛋白 4、封闭蛋白 8 的表达。

文章特点—
△从分子水平评估人胎盘源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对缺氧条件下人胎盘绒毛膜癌滋养层系

BeWo 细胞紧密连接失调的修复作用；

△探索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是否为人胎盘源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调节紧密连接因子闭合小

环蛋白 1 表达的可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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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研究表明，间充质干细胞的作用机制更多倾向于其释放

可溶性细胞因子的旁分泌效应，参与创伤愈合等受损组织的

修复
[1]
。因此，间充质干细胞生长过程中分泌至培养液中的

细胞因子的功能越来越受到研究重视。目前，富含高浓度细

胞因子的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已经在某些受损组织修复

的基础研究和临床探索治疗中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在胎盘

组织受损修复领域，尤其在因缺氧导致的胎盘屏障紧密连接

功能失调领域仍鲜有报道。

胎盘屏障是维持宫内稳态的重要因素，其中紧密连接

结构又是屏障构成的关键。宫内缺氧可导致胎盘屏障中滋

养层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功能失调
[2]
，这

是多种妊娠相关疾病的发病原因。LIEVANO 等
[3]
研究证实

在先兆子痫胎盘中存在紧密连接功能异常，其中多个紧密

连接因子 ( 闭合小环蛋白 1、封闭蛋白 4) 表达下降。国内

研究也发现，相比自然妊娠来源胎盘，先兆子痫来源胎盘

中闭合小环蛋白 1 和封闭蛋白 4 表达明显下调，并伴随缺

氧诱导因子 1α 与封闭蛋白 8 表达上调
[4]
。在体外构建细胞

模型的研究中，利用氯化钴处理人绒毛膜癌滋养层细胞系

( 如 BeWo[4]
，JEG-3[5]) 模拟胎盘屏障缺氧，也观察到紧密连

接因子闭合小环蛋白 1 以及封闭蛋白 4 的表达下降。以上

研究提示，闭合小环蛋白 1 等紧密连接因子的表达变化对

缺氧所致的紧密连接受损具有一定指示性。另外，在 BeWo

细胞中发现下调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表达能够抑制细胞增

殖
[6]
，而在人表皮屏障中补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可上调

闭合小环蛋白 1 表达并增强屏障的紧密连接
[7]
，这一点间

接地将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与 BeWo 细胞、紧密连接

因子联系起来，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是间充质干细胞条

件培养液中高丰度细胞因子之一。

该研究通过氯化钴诱导 BeWo 细胞构建胎盘屏障缺氧

模型，观察人胎盘源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处理前后的

BeWo 细胞增殖力变化以及缺氧诱导因子 1α、紧密连接相关

因子的表达，探讨人胎盘源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对缺氧

条件下胎盘屏障中滋养层细胞的保护修复作用和对紧密连接

因子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对比观察，体外细胞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泉州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干细胞应用技术工程中心完成。

1.3   材料   胰酶、CCK-8 试剂盒、胎牛血清、TriZolUP 试剂、

cDNA 合成试剂盒、qPCR 试剂盒、羊抗兔 IgG 二抗、羊抗鼠

IgG 二抗、β-Actin 抗体 ( 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CD34、CD73、CD90、CD105、HLA-DR 抗体 (BD 公司 )；闭合

小环蛋白 1、封闭蛋白 4 抗体 (Abclonal Technology 公司 )；

封闭蛋白 8 抗体 (Abcam 公司 )；缺氧诱导因子 1α 抗体 ( 武

汉三鹰 )；F-12K 培养基 ( 广州赛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六

水氯化钴 (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胰岛素样

生长因子 1 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Elabscience 公司 )；人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肝细胞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 上海酶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酶标仪

(Tecan Infinite M200 PRO)；荧光定量 PCR 仪 (ABI QuantStudio  

3)；荧光发光成像仪 ( 上海勤翔 ChemiScope Touch)。
1.4   实验方法   

1.4.1   细胞培养与传代   人胎盘源间充质干细胞由福建领航

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的科研公库提供，表面标记物为 CD73、
CD90、CD105 阳性，CD34、HLA-DR 阴性。实验选用公库内

冻存第 2 代细胞复苏后传代的第 3 代细胞，采用领航干细胞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 Youfang, MD, Professor, Quanzhou Medical College, Quanzhou 362011, Fuji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In recent years,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ave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new drug development, and their paracrine effect has 
also been applied in the repair evaluation experiments of a variety of tissue injured cell models, but there is no research to explore whether their conditioned 
medium can repair the tight junction function of human placental trophoblast cells under hypoxia.
OBJECTIVE: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 conditioned medium on cell viability and expression of tight junction factors in human 
placental choriocarcinoma trophoblast cell line BeWo under hypoxia. 
METHODS: BeWo cells were exposed to hypoxia induced by 1 000 μmol/L CoCl2 for 12 hours to construct the hypoxia model of placental barrier. For model 
evaluation, five indexes were measured, including cell viability and expression of hypoxia induced factors-1α, as well as three tight junction factors: zonula 
occludens 1, claudins 4 and claudins 8. Mesenchymal stem cell conditioned medium was added into hypoxia model to construct hypoxia intervention and 
reoxygenation group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zonula occludens 1 expression recovery induced by mesenchymal stem cell conditioned 
medium,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hypoxia intervention and treatment groups were established, and the BeWo cell viability and zonula occludens 1 
expression were detect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BeWo cells viability, zonula occludens 1 and claudins 4 expression were reduced by CoCl2-mimic hypoxia, with hypoxia induced 
factors-1α mRNA and protein upregulation. However, the expression of claudins 8 mRNA was upregulated, and its protein was downregulated. (2) Human 
placenta-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 conditioned medium improved BeWo cells viability and recovered expression level of hypoxia induced factors-1α and 
zonula occludens 1 under hypoxia induced by CoCl2, but it has no effect on claudins 4. (3) 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1 intervention alleviated the inhibition of 
hypoxia on the viability of BeWo cells, and up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zonula occludens 1. 
Key words: stem cells; human placenta-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conditioned medium; CoCl2; hypoxia; BeWo cells; zonula occluden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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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血清专用培养基培养，以 1×105
个细胞为起始接种量，接

种于 T75 培养瓶，放入 37 ℃、体积分数为 5%CO2 培养箱贴

壁培养，每隔 3 d 换液处理，共培养 10 d。因第 5-7 天细胞

处于对数生长期且 ELISA 检测各细胞因子均处于高丰度 [ 胰

岛素样生长因子 1：(27.60±4.38) μg/L，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28.26±2.03) ng/L，肝细胞生长因子：(117.94±6.20) ng/L，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7.24±0.47) ng/L]，因此采集该时

间段的培养液为人胎盘源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无菌过

滤后保存于 -20 ℃。

人绒毛膜癌滋养层细胞株 (BeWo) 购自广州赛库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培养于含体积分数为 20% 胎牛血清的 F-12K 培

养基中，放入 37 ℃、体积分数为 5%CO2 培养箱培养，取同

步化后处于对数期的细胞进行实验。

1.4.2   氯化钴诱导构建 BeWo 细胞缺氧模型和细胞实验分组   

取对数期的 BeWo 细胞，胰酶消化后计数并稀释至 100 μL 

(2×103) 为起始量，接种于 96 孔板内，正常培养 24 h 后加入

氯化钴诱导处理，使终浓度为 0，200，500，1 000 μmol/L， 

并作用不同时间 (6，12，24 h)，调零对照为单纯加入含体积

分数为 20% 胎牛血清的 F-12K 培养基，以 CCK-8 细胞活力检

测结果确定氯化钴处理浓度与时间。实验分组见表 1。

1.4.3   CCK-8 法检测 BeWo 细胞增殖能力   将 BeWo 细胞以每

孔 2×103
的密度接种于 96 孔板中，每孔 100 μL，于 37 ℃、

体积分数为 5%CO2 培养箱预培养 24 h，待细胞贴壁后按实验

分组描述进行相应处理，每组设置6个复孔，达到处理时间后，

更换新鲜培养基并向每孔加入 10 μL CCK-8 溶液，在培养箱

内孵育 1-4 h，用酶标仪测定 450 nm 处吸光度值 (600 nm 为

参考波长 )。以空白培养基组调零，细胞活力 (%) = ( 对照组

吸光度值 -各实验组吸光度值 ) / 对照组吸光度值 ×100%。

1.4.4   PCR 检测各组 BeWo 细胞中缺氧诱导因子 1α、闭合小

环蛋白 1、封闭蛋白 4 和封闭蛋白 8 的 mRNA 表达水平   取

对数期 BeWo 细胞悬液接种于 6 孔板中 (2×105/ 孔 )，每实验

组设置 6 个复孔 (3 孔为 qPCR 样本重复，3 孔为 Western blot

样本重复 )，按实验分组描述进行相应处理，选取 3 个复孔，

PBS 清洗 2 次后加入 1 mL TriZolUP 裂解细胞，按试剂盒说明

提取总 RNA 并采用 Oligo(dT)Primer 反转录成一链 cDNA，以

5 倍稀释的 cDNA 为模板进行 qPCR 反应，以 GAPDH 为内参

检测缺氧诱导因子 1、闭合小环蛋白 1、封闭蛋白 4 和封闭

蛋白 8 的 mRNA 表达水平。各基因 qPCR 引物见表 2。

1.4.5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 BeWo 细胞中缺氧诱导因子

1α、闭合小环蛋白 1、封闭蛋白 4 和封闭蛋白 8 的蛋白表

达   取 3 个复孔，弃培养液，预冷 PBS 洗涤 2 次，500×g 离

心，加入含 1% 蛋白质抑制剂的 TPEB 裂解液 1 mL，于冰上

充分裂解后 14 000×g 离心 10 min，上清为总蛋白；BCA 法测

定蛋白浓度，加入 6×loading buffer，调整上样量，进行 SDS-

PAGE 电泳、转膜、室温封闭 2 h( 缺氧诱导因子 1α 指标封闭

过夜 )，TBST 溶液洗膜后加入目的蛋白一抗 ( 缺氧诱导因子

1α 稀释比例为 1 ∶ 300，其余指标为 1 ∶ 500)，4 ℃孵育过

夜，TBST 漂洗去除未结合一抗，加入二抗 ( 按 1 ∶ 5 000 稀释 )

室温孵育 2 h，TBST 漂洗，最后进行发光显影成像，内参蛋

白选用 β-Actin。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各组 BeWo 细胞的增殖活力；②各组

BeWo 细胞中缺氧诱导因子 1α、闭合小环蛋白 1、封闭蛋白 4、

封闭蛋白 8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

1.6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Graphpad Prism 6 软件分析，组

间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双因素可重复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Dunnett 法 ( 各实验组与对照组或缺氧组的比较 ) 和 Tukey 法

( 各组间两两比较 ) 检验，95% 置信区间，P < 0.05 为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并绘制统计图，误差线为标准误。

2   结果   Results 
2.1   不同浓度氯化钴处理不同时间后 BeWo 细胞活力变化   

如图 1 所示，与对照组 (0 μmol/L 氯化钴 ) 相比，氯化钴诱导

缺氧后 BeWo 细胞活力呈浓度依赖性下降，1 000 μmol/L 氯化

钴处理 12 h 时细胞活力下降最为显著；500 μmol/L 氯化钴组

细胞活力也明显下降，因此选择 500 μmol/L 和 1 000 μmol/L 

氯化钴浓度和 12 h 时长处理细胞模拟化学缺氧，进行后续

qPCR 和 Western blot 实验以确定最终氯化钴诱导缺氧浓度。

2.2   不同浓度氯化钴处理 12 h 后 BeWo 细胞中缺氧诱导因

子 1α 和紧密连接因子的 mRNA 表达变化   利用 500 μmol/L

和 1 000 μmol/L 氯化钴处理 BeWo 细胞 12 h，qPCR 检测细

表 1 ｜细胞实验分组与处理方式
Table 1 ｜ Grouping and treatment of cell experiments

组别 分组处理方式

对照组 BeWo 细胞培养于含体积分数为 20% 胎牛血清的 F-12K 培养液，

达 70% 汇合度后，更换新鲜培养基，继续培养 12 h
间充质干细胞条

件培养液组

培养液成分：33% F-12K 培养液、67% 人胎盘源间充质干细胞

条件培养液、体积分数为 20%胎牛血清，培养至 70%汇合度后，

更换新鲜培养基，继续培养 12 h
氯化钴缺氧组 BeWo 细胞经 1 000 μmol/L 氯化钴诱导 12 h
缺氧干预组 1 000 μmol/L 氯化钴溶于人胎盘源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组

培养基中共同处理 12 h
复氧修复组 1 000 μmol/L 氯化钴处理 6 h，然后加入人胎盘源间充质干细

胞条件培养液组培养基培养 12 h
胰岛素样生长因

子 1 缺氧干预组

1 000 μmol/L 氯化钴与 20 μg/L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67% 人胎

盘源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水平 ) 共
同处理 BeWo 细胞 12 h

胰岛素样生长因

子 1 处理组

加入 20 μg/L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正常培养 BeWo 细胞 12 h

表 2 ｜各指标基因 qPCR 反应的引物信息表
Table 2 ｜ Primers information of each gene for qPCR

基因 GenBank  ID 引物序列 (5'-3') 扩增长度

缺氧诱导因子 1α NM_001530.4 F：CCA GTT ACG TTC CTT CGA TCA G 135 bp
R：GTA GTG GTG GCA TTA GCA GTA G

闭合小环蛋白 1 NM_003257.5 F：CCT GAG TTT GAC AGT GGA GTT 110 bp
R：GCT GAA GGA CTC ACA GGA ATA G

封闭蛋白 4 NM_001305.5 F：CTT ATG GTG ATA GTG CCG GTG TC 197 bp
R：GCG GAG TAA GGC TTG TCT GTG

封闭蛋白 8 NM_199328.3 F：GAT TCC CTG CTG GCT CTT TCT C 151 bp
R：TGT GAG CCT TCA CCT TCT CAT TGT

GAPDH NM_002046.7 F：GGT GTG AAC CAT GAG AAG TAT GA 122 bp
R：GAG TCC TTC CAC GAT ACC AAA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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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中缺氧诱导因子 1α、闭合小环蛋白 1、封闭蛋白 4 和封

闭蛋白 8 的 mRNA 表达水平。如图 2 所示，氯化钴处理后，

缺氧诱导因子 1α 的 mRNA 表达量较对照组上调明显，说明 

500 μmol/L 和 1 000 μmol/L 氯化钴成功诱导细胞缺氧，封闭

蛋白 8 mRNA 表达量也上调，但由于测量数值离散程度大，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闭合小环蛋白 1 和封闭蛋白 4 的 mRNA

表达量则随着氯化钴诱导缺氧程度加深而下降，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

2.3   不同浓度氯化钴处理 12 h 后 BeWo 细胞中缺氧诱导因

子 1α 和紧密连接因子的蛋白表达变化    利用 500 μmol/L 和 

1 000 μmol/L 氯化钴处理 BeWo 细胞 12 h，Western blot 检

测细胞中缺氧诱导因子 1α、闭合小环蛋白 1、封闭蛋白 4

和封闭蛋白 8 的蛋白表达水平。如图 3 所示，缺氧诱导因

子 1α、闭合小环蛋白 1 和封闭蛋白 4 的蛋白表达变化与其

mRNA 的表达变化一致，缺氧诱导因子 1α 蛋白表达量随氯

化钴浓度升高而上调，闭合小环蛋白 1 和封闭蛋白 4 蛋白

表达量则下降，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但封闭

蛋白 8 的蛋白表达变化却与其 mRNA 表达变化相反，呈下

降趋势。

综合各基因在氯化钴处理后 mRNA 和蛋白的表达变化

来看，诱导缺氧后 BeWo 细胞的缺氧诱导因子 1α 表达上调，

而闭合小环蛋白 1 和封闭蛋白 4 表达下调；封闭蛋白 8 的蛋

白表达与 mRNA 表达变化不一致，说明其不适合作为该实验

条件下 BeWo 细胞紧密连接因子表达变化的指标。

综合细胞活力与各基因的表达量来看，1 000 μmol/L 氯

化钴处理 BeWo 细胞 12 h 是构建 BeWo 细胞缺氧模型的合适

浓度和持续时间。

2.4   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对缺氧

BeWo 细胞增殖的影响   对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中的几

种常见细胞生长因子水平进行 ELISA 检测，其中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 1 最高丰度可达 (53.50±0.65) μg/L，远高于其他因子，

可能为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中的主效应细胞生长因子，

见图 4A，因此建立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缺氧干预组，初步

摸索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对缺氧下 BeWo 细胞增殖活性是否

具有回复作用。

按照实验分组描述进行相应细胞处理，CCK-8 检测结

果如图 4B 所示，缺氧干预组、复氧修复组和胰岛素样生长

因子 1 缺氧干预组均显著提升了缺氧处理后 BeWo 细胞增

殖活力，说明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和胰岛素样生长因

子 1 对氯化钴诱导缺氧所致 BeWo 细胞活力下降具有拮抗

作用。与对照组相比，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组细胞活

力略有下降。

2.5   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对缺氧 BeWo 细胞中缺氧诱

导因子 1α 和紧密连接因子 mRNA 表达的影响   在间充质干

细胞条件培养液作用下，与氯化钴缺氧组相比，缺氧干预

组和复氧修复组中缺氧诱导因子 1α mRNA 表达量下降，说

明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缓解了细胞缺氧程度，但这两

组的缺氧诱导因子 1α 表达量也显著低于对照组；与氯化钴

缺氧组相比，缺氧干预组和复氧修复组中闭合小环蛋白 1 

mRNA 表达量上调；但对于封闭蛋白 4 mRNA，间充质干细

胞条件培养液未能改变其因缺氧而表达下降的趋势；同样

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也未能改变封闭蛋白 8 因缺氧而

表达上升的趋势，因数据离散程度大，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见图 5。
2.6   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对缺氧 BeWo 细胞中缺氧诱导

因子 1α 和紧密连接因子蛋白表达的影响   在间充质干细胞条

件培养液作用下，与氯化钴缺氧组相比，缺氧干预组和复氧

修复组中缺氧诱导因子 1α 的蛋白表达量下降，与 qPCR 结果

一致，从蛋白水平验证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对 BeWo 细

胞缺氧程度的缓解，但仍低于对照组；在间充质干细胞条件

培养液作用下，缺氧干预组和复氧修复组闭合小环蛋白 1 的

蛋白表达量上调回复至对照组水平；封闭蛋白 4 的蛋白表达

变化与 mRNA 一致，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未能改变其因

缺氧而表达下降的趋势；而在诱导缺氧下封闭蛋白 8 蛋白表

达均低于对照组，与其缺氧条件下 mRNA 表达远高于对照组

的表达行为不一致，见图 6。

综合细胞活力和缺氧诱导因子 1α、闭合小环蛋白 1 等

表达情况，间充质干细胞培养液可缓解氯化钴诱导下缺氧对

BeWo 细胞增殖的影响，并可调节紧密连接因子闭合小环蛋

白 1 的表达，缓解因缺氧所致的基因表达抑制。对于缺氧干

预组、复氧修复组中缺氧诱导因子 1α 表达水平低于对照组

的现象，推测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所含的高丰度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可能通过缺氧诱导因子 1α/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轴

抑制缺氧诱导因子 1α 的表达
[4]
。

2.7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对缺氧 BeWo 细胞闭合小环蛋白 1

表达的影响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为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

液中高丰度细胞因子，对缺氧 BeWo 细胞活力具有保护作用，

因此摸索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是否为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

液调节闭合小环蛋白 1 表达的可能途径。

   由 q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可见，在正常培养与诱

导缺氧培养下，加入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可上调 BeWo 细胞

中闭合小环蛋白 1 mRNA 和蛋白表达量，见图 7，说明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 1 可能为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影响闭合小

环蛋白 1 表达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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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浓度氯化钴处理不同时间后 BeWo 细胞活力变化

Figure 1 ｜ Changes in cell viability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BeWo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Cl2 concen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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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浓度氯化钴处理 12 h 后 BeWo 细胞中缺氧诱导因子 1α(A)、闭合小环蛋白 1(B)、封闭蛋白 4(C) 和封闭蛋白 8(D) 的 mRNA 表达水平

Figure 2 ｜ mRNA levels of hypoxia induced factors-1α (A), zonula occludens 1 (B), claudins 4 (C) and claudins 8 (D) after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oCl2 for 12 hours

图 3 ｜不同浓度氯化钴处理 12 h 后 BeWo 细胞中缺氧诱导因子 1α(A)、闭合小环蛋白 1(B)、封闭蛋白 4(C) 和封闭蛋白 8(D) 的蛋白表达水平

Figure 3 ｜ Protein levels of hypoxia induced factors-1α (A), zonula occludens 1 (B), claudins 4 (C) and claudins 8 (D) in BeWo cells after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oCl2 for 12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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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中相关细胞因子水平 (A) 以及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干预下缺氧 BeWo 细胞活力变化 (B)
Figure 4 ｜ Levels of related cytokines in mesenchymal stem cell conditioned medium (A) and the changes of the viability of BeWo cells in mesenchymal 
stem cell conditioned medium an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ntervention under hypoxi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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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对缺氧 BeWo 细胞中缺氧诱导因子 1α(A) 和紧密连接因子 (B-D) mRNA 表达的影响

Figure 5 ｜ mRNA levels of hypoxia induced factors-1α (A) and zonula occludens (B-D) in hypoxic BeWo cells treated with mesenchymal stem cell 
conditioned medium

图 6 ｜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对缺氧 BeWo 细胞中缺氧诱导因子 1α(A) 和紧密连接因子 (B-D) 蛋白表达的影响

Figure 6 ｜ Protein levels of hypoxia induced factors-1α (A) and zonula occludens (B-D) in anoxic BeWo cells treated with mesenchymal stem cell 
conditioned medium

图 7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作用下 BeWo 细胞中闭合小环蛋

白 1 mRNA  (A) 和蛋白 (B) 表达变化

Figure 7｜Levels of zonula occludens 1 mRNA (A) and protein (B) 
in BeWo cells treated with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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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多系统研究表明，缺氧可破坏多种生理屏障的紧密连接

蛋白
[8-11]

，尤其在血脑屏障中研究居多，缺血性缺氧引起封

闭蛋白和闭合小环蛋白 1 等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减少，导致屏

障通透性增大引发脑部疾病和癌细胞脑转移
[12-13]

。该研究利

用氯化钴和 BeWo 细胞构建胎盘屏障缺氧模型，发现缺氧条

件下 BeWo 细胞的闭合小环蛋白 1、封闭蛋白 4 表达减少，

伴随缺氧诱导因子 1α 升高，与先兆子痫患者胎盘基因表达

谱的异常变化相吻合
[3-4]

，说明缺氧模型能有效从分子表达

水平 ( 除封闭蛋白 8 外 ) 模拟胎盘屏障紧密连接的失调。对

于封闭蛋白 8 出现 mRNA 与蛋白表达变化不一致的现象，可

能与其基因具有至少 6 个启动子位点有关，意味着复杂的 5'

端调控区可进行多种方式的转录以及转录后调控
[14]
。

缺氧模型中添加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缓解了氯化

钴诱导缺氧所致的 BeWo 细胞活力下降，同时有效下调缺氧

诱导因子 1α 和回复闭合小环蛋白 1 的表达量，但对封闭蛋

白 4 无作用，结果反映了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对缺氧受

损胎盘滋养层细胞的修复效果，同时也说明间充质干细胞条

件培养液对胎盘屏障紧密连接功能的修复具有一定局限性。

在紧密连接中，闭合小环蛋白家族是各跨膜蛋白和细胞骨架

的黏附支架点
[15]
，尤其是闭合小环蛋白 1，决定着紧密连接

的组装和定位
[16]
，而封闭蛋白家族为跨膜蛋白，控制旁通透

转运途径
[17]
。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可上调闭合小环蛋白

1 但对封闭蛋白 4 无作用，从结果推测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

养液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屏障相关细胞的活力和细胞间隙的

紧密连接点，但不能恢复生理屏障的选择性通透转运功能。

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的作用机制与其所含的细胞

因子密切相关
[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为该研究中间充质干

细胞条件培养液所含丰度最高的细胞因子，同时已有研究证

实下调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表达能抑制 BeWo 细胞增殖
[6]
，

补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可上调人表皮屏障中闭合小环蛋

白 1 的蛋白表达
[7]
，且在 MCF-7 细胞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诱导闭合小环蛋白 1 表达并通过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受体 /
α-cetenin/ 闭合小环蛋白 1 的结合增强紧密连接

[18]
。该研究

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干预的实验结果表明，在缺氧细胞和

正常细胞中单纯添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均可上调紧密连接

因子闭合小环蛋白 1 的表达，与添加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

液后闭合小环蛋白 1 的表达行为一致，反映了胰岛素样生长

因子 1 具有缓解缺氧对 BeWo 细胞中闭合小环蛋白 1 表达抑

制的作用。但该实验未设计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中和实验，

无法检测去除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后的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

养液对细胞活力与闭合小环蛋白 1 表达的作用，因此无法确

定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是发挥调控闭合小环蛋白 1 的主效因

素，这是该研究的不足之处。通过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

对缺氧 BeWo 细胞的活力回复与闭合小环蛋白 1 表达异常的

回调，可推测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对缺氧条件下胎盘屏

障滋养层细胞具有一定修复能力，为其临床应用提供一定分

子生理基础，也益于扩展其在临床上的潜在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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