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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源性干细胞及细胞外囊泡在组织损伤修复中的作用

崔田宁 1，刘  涛 1，肖向阳 1，王  帅 2，张霓霓 2，黄桂林 2

文题释义：

尿源性干细胞：是从健康成人尿液中分离、提取培养得到的具有强大增殖能力、多向分化能力的一种细胞群体，不仅稳定地高表达间充

质干细胞特异性表面标志物，还能表达胚胎干细胞特异性标志物，在细胞疗法和组织再生中具有广泛的可行性。

类器官：是干细胞衍生的一种三维微器官，与来源组织和器官高度相似；将分离的成人干细胞或所需器官培养的单细胞悬浮液，嵌入到

细胞外基质水凝胶中来建立类器官，目前已制造出肝脏、胰脏、胃、心脏、肾脏甚至乳腺等在内的各种类器官。 

摘要

背景：间充质干细胞及其细胞外囊泡在促进组织损伤修复与再生的应用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展，为将来无细胞治疗策略提供了临床应用

前景。

目的：综述尿源性干细胞及其细胞外囊泡在泌尿系统、骨骼系统、神经系统中的修复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及其应用前景。

方法：检索PubMed、万方数据库，以“尿源性干细胞，细胞外囊泡，组织损伤修复(膀胱、骨、神经等)”和“urine-derived stem cells，
extracellular vesicles，tissue damage repair(bladder；bone；nerve tissue)”为中、英文检索词，检索的时间范围为1989至2020年。通过阅读

文题和摘要进行初步筛选；排除中英文文献重复性研究以及内容不相关的文献，最后纳入62篇文献进行综述。

结果与结论：尿源性干细胞是从尿液中提取的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细胞群，其生物学特性与间充质干细胞及胚胎干细胞类似。尿源性干

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是一种新的无细胞治疗策略，目前广泛应用于泌尿系统、骨骼系统、神经系统的组织修复。然而现阶段仍处于小型

动物的实验研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临床研究以证实其用于组织工程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因此尿源性干细胞及其细胞外囊泡将成为再生

医学领域中的研究热点。

关键词：干细胞；尿源性干细胞；细胞外囊泡；组织损伤；修复；泌尿组织；肾脏；骨骼；神经组织；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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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their extracellular vesicle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promoting the repair and regeneration of tissue injury, 
which provides a promising clinical application for future cell-free therapeutic strategies.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repair of urinary-derived stem cells and their extracellular vesicles in the urinary system, the skeletal system, the nervous system,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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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特点—

△对尿源性干细胞及细胞外囊泡的生

物学特性进行简要概述；

△着重介绍尿源性干细胞及细胞外囊

泡在泌尿系统、骨骼系统、神经系

统领域的组织修复作用，为后续无

细胞治疗方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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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间充质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和复制能力的多能干

细胞，目前已显示出修复各种组织 ( 包括泌尿生殖器官等 )

的治疗潜力。在临床前动物模型中，多种类型干细胞利用转

分化或旁分泌效应刺激内源性细胞参与组织再生，这些干细

胞包括多能干细胞 ( 例如胚胎干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
[1])、

多能间充质干细胞 ( 例如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脂肪干细胞
[2]
、

毛囊干细胞
[3])。最近研究发现，从尿液中分离出的细胞亚群

具有干细胞特性，如克隆能力、细胞扩增能力、多向分化能力、

细胞表面标志物表达谱及促血管生成的旁分泌作用和免疫调

节特性，这些细胞被称为“尿源性干细胞”
[4]
。尿源性干细

胞可以从人和不同的动物物种中获得，例如猴子、猪和兔。

尽管干细胞在细胞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它们在替代衰

老、损伤和患病的细胞以及促进其起源器官的组织再生中起

着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它们可以通过低成本且简单的分

离方法从尿液样本中分离出尿源性干细胞。间充质干细胞衍

生细胞外囊泡是一种新的无细胞治疗策略，是细胞疗法和组

织工程学的重要发现，并可能在再生和个性化医学中得到应

用，该文章将重点讨论尿源性干细胞以及尿源性干细胞衍生

细胞外囊泡在再生医学领域中的应用、挑战及前景。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文献检索和筛选要求   检索 PubMed、万方数据库，以“尿

源性干细胞，细胞外囊泡，组织损伤修复 ( 膀胱、骨、神

经等 )”和“urine-derived stem cells，extracellular vesicles，
tissue damage repair（bladder；bone；nerve tissue）”为中、

英文检索词，检索的时间范围为 1989 至 2020 年。

1.2   文献筛选标准   纳入标准：①有关尿源性干细胞介绍的

相关文献；②有关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的相关文献；

③有关尿源性干细胞及细胞外囊泡在组织损伤修复方面的文

献；④同一领域其他相关文献。排除标准：①重复性文献；

②陈旧性文献；③非相关文献。

1.3   质量评估及数据的提取   计算机初检得到 801 篇文献，

经资料收集者互相评估纳入文献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通过阅

读文题和摘要进行初步筛选；排除中英文文献重复性研究，

以及内容不相关的文献，最后纳入 62 篇文献进行综述。

METHODS: PubMed and Wanfang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using “urine-derived stem cells, extracellular vesicles, tissue damage repair (bladder; bone; nerve 
tissue)” as Chinese and English search terms. The retrieve time range was from 1989 to 2020. By reading titles and abstracts for initial screening, repetitive 
studies and articles with irrelevant content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literature were excluded. Finally, 62 articles were review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Urine-derived stem cells are a group of cells with multi-directional 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 extracted from urine, and thei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similar to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embryonic stem cells. Extracellular vesicles derived from urine-derived stem cells are a 
kind of new cell free treatment strategy, which is currently widely used in tissue repair in the urinary system, skeletal system and nervous system. At present, it 
is still in the small animal experimental study; however, a large number of trials are required to confirm the safety and feasibility of tissue engineering. Thus, the 
urine-derived stem cells and extracellular vesicles will become a hot spot in the field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
Key words: stem cells; urine-derived stem cells; extracellular vesicles; tissue damage; repair; urinary tissue; kidney; bone; nerve tissu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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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Results 
2.1   尿源性干细胞及其细胞外囊泡的生物学特性   

2.1.1   尿源性干细胞的生物学特性   2008 年，ZHANG 等
[5]
最

早从人尿液中提取出一种增殖很快且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

细胞，称其为尿液衍生干细胞。它被认为是一种可能来源于

肾脏的干细胞，不仅稳定地高表达间充质干细胞特异性表

面标志物 (CD29、CD44、CD54、CD73、CD105、CD16)，还

能表达胚胎干细胞特异性标志物 (SSEA4、TRA-1-81、Sox2、
Oct3/4)。与其他干细胞相比，尿源性干细胞具有以下特性：

①高度增殖能力：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等相比，尿源性干细

胞具有更高的端粒酶活性和更长的端粒，因而具有更强的增

殖能力
[6]
。②多向分化能力：与其他来源的干细胞类似，尿

源性干细胞也具有多向分化能力。研究发现，尿源性干细胞

在相应培养基的诱导下，能诱导分化成为脂肪细胞、成骨细

胞、软骨细胞、尿路上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骨

骼肌细胞、心肌细胞等，并表达相应的细胞表面标志物或特

异性蛋白等序列
[7-9]

。③免疫调节能力：研究表明，尿源性

干细胞通过抑制单核细胞、T 淋巴细胞及 B 淋巴细胞的增殖，

抑制免疫反应，参与免疫耐受，起负向调节作用；尿源性干

细胞的抑制效应是由免疫细胞的第二级效应分子 CD80/86 所

介导，同时尿源性干细胞又可分泌白细胞介素 6 及白细胞介

素 8 促进免疫反应，起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尿源性干细胞

具有免疫刺激和免疫抑制双重作用，很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

免疫调节细胞，但对此目前研究很少，对疾病调控的作用机

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验证
[6]
。④无致瘤性：CHUN 等

[10]
研

究者将从膀胱肿瘤患者尿液中提取的尿源性干细胞种植在小

鼠肾脏皮下包膜，1 个月后小鼠肾脏未见肿块，组织切片观

察小鼠肾脏也未肿瘤细胞。就目前文献来看，尚未发现尿源

性干细胞存在致瘤性。⑤促血管生成旁分泌作用：ZHU 等
[11]

将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移植到缺血小鼠后肢，通过

检测发现缺血侧肢体灌注和功能明显增强，从而显示了促血

管生成和肌肉再生的治疗作用。考虑到尿源性干细胞的多向

分化潜能和易于分离以及较少的伦理限制等，其在修复与再

生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许多研究都集中于它们的旁分泌产

物，特别是细胞外囊泡。

2.1.2   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的生物学特性   细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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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泡是指细胞主动分泌的具有膜结构的微小囊泡的统称，外

泌体是细胞外囊泡的主要亚类之一，是由多囊泡体与细胞膜

融合形成的直径为 40-200 nm( 或直径 30-50 nm) 的细胞外囊

泡
[12]
。外泌体是由核内体系统形成的，主要经历了 3 个阶段：

首先细胞质初次内陷形成内吞小体，多个内吞小体相互融合

形成早期核内体；其次早期核内体再次内陷包裹细胞内物质，

形成多个腔内小囊泡，进一步转变成晚期核内体，即多泡体；

最后，多泡体与细胞质膜融合释放腔内小囊泡到细胞外空间，

即外泌体
[13]
。外泌体都可以被一些细胞以胞吐的方式所释放，

该胞吐受 p53 调节，受细胞骨架激活途径控制，但不受钙的

影响
[14-15]

。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是由肾及泌尿生殖

道各种上皮细胞分泌，表达各种泌尿生殖道细胞相关分子如

CD24、AQP2 等，体积大小均一，直径 30-130 nm 之间不等，

为脂质双分子层结构囊泡。透射电子显微镜下外泌体呈“杯

状”，其内包括合成的相关蛋白 ( 如 TSG101、Alix)、四次跨

膜蛋白 ( 如 CD9、CD63、CD81)、热休克蛋白 ( 如热休克蛋白

70、热休克蛋白 90) 以及细胞来源相关蛋白，还包含大量遗

传物 (mRNA、miRNA、pre-miRNA 和其他非编码 RNA)。当外

泌体释放到细胞外环境中时，它们可以通过内吞摄取或通过

囊泡与细胞膜的直接融合进入细胞，也可通过脂质 - 配体受

体相互作用介导黏附到细胞表面来传递其内含物，参与细胞

间通信、细胞增殖、细胞迁移、血管新生和免疫调节等过程，

对机体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因而尿源

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携带了干细胞的生物活性物质，可

能代替尿液干细胞促进受损组织、器官的修复与再生。尿源

性干细胞及细胞外囊泡的应用见图 1。

2.2   尿源性干细胞及其细胞外囊泡在肾脏 / 泌尿系统中的修

复作用  

2.2.1   在膀胱及尿道组织中的修复作用   泌尿系统修复工程

是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在近 10 年中，基于尿源性干细胞

分化为膀胱相关细胞类型 ( 如尿道上皮和平滑肌特性 ) 的特

性以及在尿道缺损中具有降低炎症和纤维化的优势
[5，16-17]

，

使用支架和各种干细胞构建膀胱和其他泌尿组织取得了较

大进步。WU 等
[9]
发现将分化为尿道上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

的尿源性干细胞预先分层共培养到特定的 3D 多孔小肠黏膜

下层支架中，获得的多层结构与尿道组织相当，这表明尿

源性干细胞有应用于泌尿组织再生的潜力。LiU 等
[16]

将兔

尿源性干细胞接种在小肠黏膜下层支架上以修复兔尿道缺

损，研究发现移植的尿源性干细胞能分化为平滑肌细胞和尿

路上皮细胞，有助于尿道上皮再生，并减少炎症和纤维化。

BHARADWAJ 等 [18]
发现尿源性干细胞能够向尿路上皮和平滑

肌细胞分化，表达尿溶蛋白Ⅲ、阴离子交换蛋白 1 和 3、细

胞角蛋白 7 以及结蛋白、肌球蛋白、平滑肌蛋白。同样的是，

CHAN 等
[19]

证明了尿源性干细胞移植后有紧密连接蛋白、

E-钙黏蛋白和带蛋白等紧密连接标志物的表达，这表明尿源

性干细胞具有形成保护性超微结构屏障的生物性能。此外，

ZHAO 等
[20]

发现尿源性干细胞不仅可分化为尿路上皮细胞和

功能性收缩表型平滑肌细胞，还能将分化的尿源性干细胞接

种到血管细胞外基质上，在体内进行输尿管重建后，这些移

植物可形成多层尿路上皮及平滑肌组织。总之，以上均证实

尿源性干细胞移植物有形成输尿管组织的可能性，这不仅对

于治疗长段输尿管缺损有一定的启发，还对于保护工程化膀

胱组织有一定积极意义
[21]
。

2.2.2   在压力性尿失禁中的修复作用   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

可受益于尿源性干细胞分化为内皮细胞以及肌源性和神经源

性细胞的能力。LiU等
[8]
将含有生长因子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1、血小板衍生

生长因子、肝细胞生长因子和神经生长因子 ) 和胶原蛋白Ⅰ

的藻酸盐微珠混合尿源性干细胞皮下注射到裸鼠体内，该移

植物促进了肌发生、血运重建和神经支配，而尿源性干细胞

本身又分化为肌源性谱系。在后续实验中，DJOUAD 等
[22]

用

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65 修饰尿源性干细胞，然后在裸鼠皮

下植入尿源性干细胞，发现其有效分化为内皮细胞和心肌细

胞，刺激血管生成和再生。最近，LiU 等
[23]

发现尿源性干细

胞分化的内皮细胞可形成复杂的管状网络，并呈现出相似的

紧密连接、迁移和侵袭以及产生一氧化碳的能力。此外，从

尿源性干细胞分化出来的内皮细胞可促进压力性尿失禁患者

的肌肉再生
[24]
。

2.2.3   在勃起功能障碍中的修复作用   尿源性干细胞移植不

仅可用于膀胱或尿道重建，还可用于治疗海绵状神经损伤引

起的勃起功能障碍。YANG 等
[25]

构建大鼠双侧海绵体神经损

伤引起的勃起功能障碍模型，将色素上皮衍生因子基因修饰

的尿源性干细胞注射到阴茎海绵体中，结果显示平滑肌与胶

原蛋白的比率显著增加，转化生长因子 β1 的表达降低，同

时观察到海绵状组织细胞凋亡和纤维化减少，这表明用上皮

来源因子转染的尿源性干细胞及其分化的尿道上皮细胞可最

大程度地减少勃起功能障碍，并可通过啮齿动物的神经再生

来纠正海绵状结构。类似的，CHEN 等
[26]

向 SD 大鼠海绵体

内注射尿源性干细胞，可通过保护神经、改善内皮功能、减

轻纤维化和抑制海绵状组织的细胞凋亡来改善海绵状神经损

伤大鼠的勃起功能。最近 ZHANG 等
[27]

向大鼠海绵体内注射

尿源性干细胞可上调海绵体内皮细胞的自噬活性，证实了自

噬受损与大鼠的海绵体内皮功能障碍和勃起功能障碍有关。

图 1 ｜尿源性干细胞及细胞外囊泡的应用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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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研究证实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移植也可改善

大鼠勃起功能障碍，其机制可能涉及促血管生成性 miRNA 的

传递
[28]
，这说明使用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可能是无

细胞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一种新策略。然而相关报道还很罕

见，其修复的机制仍缺乏了解，尚需进一步研究。

2.2.4   在肾脏组织损伤修复中的作用   在中国，肾病患者的

数量每年以 1 亿的速度增长
[29]
。目前肾损伤的临床治疗主要

以药物、手术和肾移植为主。随着干细胞研究的深入，人们

已证实了尿源性干细胞和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对肾

损伤组织的保护作用，以及尿源性干细胞对肾脏类器官生成

的作用。

急性肾损伤是指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肾功能快速下降而

发生的临床综合征。急性肾损伤根据其损害程度可分为肾前、

肾内和肾后三大类
[30]
。缺血再灌注损伤将导致肾细胞功能失

调，原因是广泛的细胞凋亡和炎症
[31]
。有证据显示尿源性干

细胞及其细胞外囊泡可能有望用于急性肾脏损伤的治疗
[32]
。 

在缺血再灌注诱导的急性肾损伤实验中，尿源性干细胞治疗

组的血清肌酐和血尿素氮水平显著降低，肾小管损伤评分降

低，增殖细胞数量增加，凋亡细胞数量减少
[33]
。此外，在

肾毒性药物以及肾脏缺血双重损伤引起的慢性肾脏疾病模型

中，ZHANG 等
[34]

发现尿源性干细胞可通过抗炎、抗氧化应

激和抗纤维化活性发挥肾脏的保护作用。在顺铂诱导的大鼠

急性肾损伤模型中，SUN 等
[35]

给予尿源性干细胞治疗可显

著改善肾脏功能和组织学损害，抑制肾脏的炎症和凋亡过

程，并促进肾小管上皮细胞增殖。最近，有研究者通过蛋白

质组学分析发现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含有对肾组织

再生至关重要的单通道跨膜蛋白 (Klotho)[36]
。它过去被认为

是一个抗衰老基因
[37]
，在肾脏中高度表达，在急、慢性肾损

伤发生时，它在尿液和血液中的含量明显下降。在甘油注射

引起的急性肾损伤模型中，GRANGE 等
[38]

通过静脉注射富含

Klotho 的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刺激了肾小管细胞的

增殖，降低了炎症的发生及肾损伤标志物的表达，并加速了

肾脏功能的恢复和内源性 Klotho 的损失。此外，还发现肾组

织中 miR-30 家族和 miR-151 显著增加，它们具有抗炎、抗凋

亡、抗氧化、抗纤维化等作用，这说明对急性肾损伤保护不

仅归因于 Klotho，还可能与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转

移的 miRNA 成分有关。

目前有证据显示尿源性干细胞可直接分化为胰岛样细

胞，它具有替代胰岛 β 细胞的潜力
[39]
。最近有报道称，在糖

尿病所导致的慢性肾脏疾病模型中，XiONG 等
[40]

发现尿源

性干细胞通过旁分泌作用可减轻炎症和氧化应激，减少肾

脏间质纤维化，改善肾脏组织结构并保护肾脏功能，这表

明合理优化的尿源性干细胞治疗糖尿病肾病是一个有前途

的策略。

对于慢性肾损伤的治疗，还有报道称与尿源性干细胞

释放包括细胞外囊泡在内的旁分泌介质密切相关。足细胞的

形态和功能变化在糖尿病慢性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起重要作

用。通过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调控足细胞增殖、凋

亡等将可能是修复慢性肾损伤的一个新的策略。如在糖尿病

慢性肾病损伤模型中，JiNG 等
[41]

通过静脉注射尿源性干细

胞衍生细胞外囊泡抑制 caspase-3 过表达，促进血管再生和

肾小球内皮细胞增殖，减少足细胞和肾小管上皮凋亡，证实

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可预防糖尿病引起的肾脏并发

症。DUAN 等
[42]

将过表达 miR-16-5p 的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

胞外囊泡注射入糖尿病大鼠体内，其可以减轻高葡萄糖诱导

的人足细胞损伤，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 表达，降低因肾

功能受损而增加的尿量及尿微量白蛋白，对糖尿病肾病有显

著的治疗作用。

类器官在基础研究、药物筛选和再生医学中起着重要作

用。SUN 等
[43]

将尿源性干细胞与肾脏特异性细胞外基质提

取物共培养，可在体外生成 3D 类器官，苏木精 - 伊红染色

显示类器官内部没有明显坏死，在形态上与肾脏类器官非常

接近。值得注意的是，类器官中发现了特异性近端肾小管标

志物水通道蛋白 1，肾内分泌产物促红细胞生成素，肾小球

标志物跨膜蛋白和突触足蛋白，并且肾毒性测试显示阿司匹

林、青霉素 G 呈阳性。一方面表明尿源性干细胞类器官的特

性与真正的肾脏类器官相似，另一方面证明通过最佳程序可

从尿源性干细胞中开发出类器官。虽然目前关于尿源性干细

胞生成肾脏类器官的报道还十分罕见，但尿源性干细胞与肾

脏特异性细胞外基质共培养生成的类器官显示出有成为药物

筛选工具的潜力，将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肾脏。

2.3   尿源性干细胞及其细胞外囊泡在骨骼系统中的修复作用  

2.3.1   在骨和软骨组织损伤修复中的作用   尿源性干细胞能

诱导分化为成骨细胞，并表达成骨细胞表面标志物或特异性

蛋白等
[5]
。对于尿源性干细胞分化为成骨细胞的研究，目前

主要集中在新型生物材料对尿源性干细胞成骨分化的影响。

GUAN 等
[44]

将尿源性干细胞种植到骨组织工程支架 ( 聚乳

酸 - 乙醇酸共聚物 / 硅酸钙 ) 中，在大鼠和小鼠体内均能显

示出更强的骨分化能力和骨再生潜力，并观察到尿源性干细

胞的成骨分化涉及 Wnt/β-catenin 信号传导途径。SUN 等
[45]

证明了黏着斑激酶不仅可以激活 Wnt 信号通路，还可以激活

AMPK 来增强骨形态发生蛋白 2 诱导的尿源性干细胞成骨分

化。这些研究表明，尿源性干细胞的成骨分化机制十分复杂，

是多种信号通路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银纳米颗粒与骨形

态发生蛋白 2 一样也能促进尿源性干细胞在体外和体内的成

骨分化
[6，46]

。此外，考虑到骨再生通常发生在局部区域，因

此利用生物材料负载尿源性干细胞促进骨修复与再生可能成

为一种新的高效的策略。虽然目前的证据已证实尿源性干细

胞的骨组织修复作用，但尚未报道尿源性干细胞具有软骨分

化能力。最近发现诱导的尿源性干细胞表达软骨相关蛋白，

包括聚集蛋白聚糖和Ⅱ型胶原，其基因表达水平上调。CHEN

等
[47]

将尿源性干细胞与透明质酸结合使用，并将其注射到

兔膝关节软骨缺损，通过分析发现，与单独的尿源性干细胞

相比，尿源性干细胞与透明质酸复合物可以刺激更多的新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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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形成，这表明尿源性干细胞可能成为干细胞疗法治疗软骨

相关缺陷的潜在细胞来源。但由于目前有关尿源性干细胞应

用于关节软骨缺损治疗的研究较少，仍需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尿源性干细胞的软骨修复能力。

2.3.2   在骨组织损伤修复中的作用   近年来，研究表明尿源

性干细胞外泌体也可以促进成骨细胞形成及抑制破骨细胞功

能。CHEN 等
[48]

在 C57BL/6 雌性小鼠卵巢切除及尾部悬吊引

起的后肢失用性骨质疏松实验模型中，给予尾静脉注射尿源

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发现胶原三股螺旋重复蛋白 1 和

骨保护素蛋白有助于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的促成骨

和抗破骨作用，并证明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全身注

射不仅能有效增强成骨细胞的骨形成并抑制破骨细胞的骨吸

收，还能有效减轻小鼠的骨质流失并保持骨强度。此外，相

比直接作用于骨细胞，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还可以

间接作用促进骨组织再生。刘一飞等
[49]

向大鼠股骨骨折不

愈合周围组织注射 500 μL 含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的

纯光致亚胺交联凝胶复合体，8 周之后发现血管内皮细胞数

量较多，分布较密，并呈闭合样完整结构，血管生成量较多，

这提示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可能通过促进骨周围血

管再生，继而促进大鼠股骨骨不连的修复。另外，在早期的

糖皮质激素诱导的大鼠股骨头坏死和 / 或糖皮质激素处理的

成骨细胞模型中，CHEN 等
[50]

发现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

囊泡中富含促血管生成的 DMBT1 蛋白和抗凋亡的 TiMP1 蛋

白，可通过转运 TiMP1 来降低成骨细胞和内皮细胞的凋亡率，

还可携带 DMBT1 蛋白促进骨组织周围血管生成，说明尿源

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可通过抑制细胞凋亡和促进血管新

生来预防糖皮质激素诱导的股骨头坏死。还有研究报道，将

人诱导多能干细胞诱导的间充质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附着

于 β- 磷酸三钙支架上可以实现在骨缺损部位的控制释放，

而且负载于 β- 磷酸三钙支架的细胞外囊泡可以更有效地促

进成骨分化，得到更好的骨再生效果
[51]
。尿源性干细胞在成

肌分化时被转分化为纺锤形的骨骼肌细胞，骨骼肌标志物的

表达水平升高
[52]
。最近有研究发现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

外囊泡具有促骨骼肌生成作用。WU 等
[53]

将尿源性干细胞

衍生细胞外囊泡局部注射到压力性尿失禁模型大鼠耻骨肌内

及周围，结果发现其可以有效改善尿动力学参数，并在体内

帮助修复受损的耻骨球囊肌，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尿源性

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通过体外促进大鼠骨骼肌内卫星细胞

的 ERK 磷酸化并促进其活化、增殖和肌管分化，以治疗压力

性尿失禁。ZHU 等
[11]

将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肌肉

注射到小鼠缺血后肢中，结果发现治疗组的血管生成和肌肉

再生水平明显高于 PBS 组，证明了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

囊泡通过促进内皮细胞和成肌细胞增殖，从而促进缺血性后

肢的修复。对于尿源性干细胞来说，这方面研究罕见，又由

于尿源性干细胞与间充质干细胞类似的生物特性，故推测尿

源性干细胞外泌体结合相关支架材料可能也有类似的治疗效

果，值得进一步研究。

2.4   尿源性干细胞及其细胞外囊泡在神经组织损伤中的修复

作用   近年来间充质干细胞被逐渐应用于神经组织修复，尿

源性干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和分化成类似神经细胞的潜能，故

研究者们希望尿源性干细胞能成为神经再生领域中有前途的

细胞来源。但近年来未见重大的突破，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尿源性干细胞是否能替代神经细胞达到修复作用。GUAN

等
[54]

研究了尿源性干细胞是否可作为体内神经组织工程的

潜在细胞来源，并将尿源性干细胞与脂肪干细胞进行了比较，

有趣的是，将尿源性干细胞植入水凝胶支架上并将其移植到

大鼠脑中时，他们发现尿源性干细胞与脂肪干细胞具有相似

的行为。通过慢病毒转染标记尿源性干细胞，细胞不仅能在

病变部位存活还表达神经源性标志物，如神经胶质纤维酸性

蛋白、β- Ⅲ微管蛋白和巢蛋白；此外，在大脑海马等部位也

检测到分化的类神经细胞，这表明尿源性干细胞不但具有分

化成神经元细胞的能力，还有迁移到其他脑区域的能力。研

究发现，尿源性干细胞还可通过促进神经周围血管新生来改

善受损神经。如在胶原蛋白 1 凝胶中过表达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的尿源性干细胞能促进血管生成、细胞存活及生长，提高

移植细胞的存活率，以及促进植入细胞向肌细胞分化及植入

细胞的神经支配
[55]
。与其他间充质干细胞类似的是，特定的

生长因子和细胞外基质对于尿源性干细胞的神经分化效率至

关重要。KiM 等
[55]

用含有层粘连蛋白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 的神经元分化培养基培养尿源性干细胞，他们发现层粘连

蛋白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 均能促进尿源性干细胞的神

经元分化，二者组合对其神经元分化还能显示出协同效应。

综上所述，尿源性干细胞可通过直接替代神经元细胞或间接

促进神经组织周围血管新生来修复受损组织，这表明尿源性

干细胞是神经组织再生领域值得关注的细胞来源。

由于存在血脑屏障阻隔，常导致药物难以到达病变部

位而影响治疗效果。最近有报道称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

囊泡可通过转移 RNA 来修复受损神经组织和改善其功能。

LiNG 等
[56]

证明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通过静脉内给

药可改善大鼠缺血性脑卒中模型的神经功能和神经血管可塑

性。研究还发现，这是因为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携

带的 miR-26a 转移至内源性神经干细胞，从而促进神经重塑

和功能恢复。进一步分析发现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

的促神经发生作用可能部分归因于外泌体 miR-26a 转移对组

蛋白脱乙酰基酶 6 的抑制作用。组蛋白脱乙酰基酶介导的转

录抑制通过与各种细胞内在转录因子和信号传导途径相互作

用，对神经干细胞自我更新和分化至关重要
[57]
。因此，研究

者认为尿源性干细胞衍生细胞外囊泡可能通过抑制组蛋白脱

乙酰基酶 6 上调 p21 和 Pten 以及神经元特异性基因 ( 例如

NeuroD、Ngn1、Math1、cyclin D1 和 B 淋巴细胞易位基因 3)

的表达来调节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和神经元分化
[58-60]

。

3   当前的挑战及前景   Current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近 10 年来，大量研究表明尿源性干细胞及其细胞外囊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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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已被用作新型非创伤性来源细胞，在生物组织工程和再生

修复学中具有广泛的可行性，尤其是在泌尿组织工程中，并

且还可以作为通过重新编程进行疾病建模的原始细胞。但是，

由于尚未对尿源性干细胞及其细胞外囊泡的生物学特性进行

全面研究，因此在将其应用于临床治疗之前，还需要进一步

进行基础研究和实验动物研究，也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首

要问题是关于细胞行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尿源性干细胞可

以移植到组织 ( 特别是人体 ) 中并在体内分化。在大多数动

物体内实验中，只有微量被标记的尿源性干细胞能被检测，

在使用生物相容性和可生物降解支架后可能会促进细胞植

入，但是即使尿源性干细胞及其细胞外囊泡保留在该组织中，

其真正的分化能力仍有待证明；次要问题是关于注射时间、

给药途径和剂量也是关键因素等，这些因素可能对细胞治疗

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61]
。

目前大量实验研究表明，尿源性干细胞及其细胞外囊泡

参与了许多组织生物学过程，不但能降低组织损伤和改善许

多器官的组织修复和功能，而且由于其具有旁分泌作用，对

泌尿系统、骨组织、神经组织、肌组织损伤等均能表现出较

好的治疗效果，为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策略开辟了多种新途

径
[62]
。近来发现间充质干细胞衍生的胞外囊泡可通过减少炎

症反应，促进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和促进血管生成等来

增强组织再生和修复，特别是细胞外囊泡免疫原性低又便于

保存和运输，还具有通过预处理增加治疗潜力等优势。此外，

通过干细胞永生化培养技术，可以实现大规模细胞外囊泡制

备的可能。因此，基于以上这些发现，尿源性干细胞来源的

细胞外囊泡也有望在再生医学领域中成为一种新的无细胞治

疗策略。

结论：尽管尿源性干细胞及其细胞外囊泡在组织工程学

中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大多数研究人员主要通过兔和鼠

动物研究而不是大型动物来进行实验，另外仍需要进行大量

的临床研究以证实其用于组织工程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可预

见的是，尿源性干细胞及其细胞外囊泡在再生医学领域的影

响持续增加，在未来几年都将成为生物医学中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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