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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骨组织工程中种子细胞选择的研究热点

刘小刚，李  甜，张  舵

文题释义：

软骨组织工程：是一门结合生物医学和材料工程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将软骨细胞或干细胞等种子细胞经过体外培养，种植于生物相容

性良好、可降解的支架材料中，最终将形成的组织工程软骨植入软骨缺损处以修复软骨的技术。

共培养技术：主要将2种及2种以上的细胞一起培养在体外的相同环境中，以模拟细胞之间相互联系、共同生长的体内环境，自从2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细胞相关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摘要

背景：耳、鼻、喉、气管与关节等软骨缺损修复始终是临床治疗所面临的难点之一，软骨组织工程的出现，成为了软骨修复的热门发展

方向，其中种子细胞是构建组织工程软骨的关键。

目的：文章拟对不同类型的种子细胞特点及其在软骨组织工程中的应用、存在的问题等研究进展做一综述，为软骨组织工程从实验向临

床进行转化带来新的思路。

方法：第一作者通过检索中国知网、万方、PubMed、Scopus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相关文献，以“种子细胞，组织工程，软骨细胞，

干细胞，共培养”为中文检索词，以“seed cells，tissue engineering，chondrocytes，stem cells，co-culture”为英文检索词进行检索。最终

选取符合标准的70篇文献进行综述。

结果与结论：①目前软骨组织工程的实验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关于种子细胞的选择问题仍是一大难题，软骨细胞、各种类型的间

充质干细胞、胚胎干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等，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优势，同时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②各种种子细胞的发现、发展与应

用均推动了软骨组织工程的进步，其中软骨细胞与干细胞共培养是目前比较热门且具有研究前景的种子细胞选择。

关键词：种子细胞；软骨组织工程；软骨细胞；间充质干细胞；胚胎干细胞；共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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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repair of cartilage defects such as ears, noses, throats, trachea and joints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clinical treatment. 
The emergence of cartilage tissue engineering has become a popular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cartilage repair, in which seed cells are used to construct tissue 
engineered cartilage key.
OBJECTIV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revie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types of seed cells, their application in cartilage tissue engineering, and existing 
problems, and to bring new ideas to clinical transformation.  
METHODS: The first author searched the relevant articles of CNKI, Wanfang, PubMed, Scopus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using “seed cells; tissue 
engineering; chondrocytes; stem cells; co-cultivation” as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search terms. Finally, 70 articles that met the criteria were selected fo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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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全文围绕“种子细

胞”“软骨组织工

程”这 2 个研究热

点，对软骨细胞、

干细胞、基因修饰

的细胞、软骨细胞

和干细胞共培养等

特点及其在软骨组

织工程中的应用、

存在的问题等进行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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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由于软骨组织自身低营养、高分化的生理特点

[1]
，耳、

鼻、喉、气管与关节等软骨的缺损修复，始终是临床工作中

所面临的一大难点。目前主要通过药物治疗或软骨移植的方

式进行修复，但通常只能缓解症状，软骨组织工程的出现，

成为了软骨修复的热门发展方向。

开展组织工程技术需要 3 个构成因素：足够数量和功能

正常的种子细胞、合适的支架材料、调节细胞增殖并维持表

型的细胞因子。种子细胞的选择十分重要，目前已有诸多研

究表明软骨细胞、干细胞包括间充质干细胞与胚胎干细胞等

都具有良好的软骨再生潜能，同时还有近些年报道的基因修

饰细胞、软骨细胞与干细胞共培养等其他类型。结合国内外

研究进展，该文章拟对不同类型的种子细胞特点及其在软骨

组织工程中的应用、存在的问题等做一综述，为软骨组织工

程从实验向临床进行转化带来新的思路。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第一作者通过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

PubMed、Scopus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 1990 至 2020 年

出版的文献，中文检索词为“种子细胞，组织工程，软骨细

胞，干细胞，共培养”，英文检索词为“seed cells，tissue 

engineering，chondrocytes，stem cells，co-culture”， 共 检

索到 460 篇文献。

1.2   入选标准   专业权威且内容科学可靠的文献。 

1.3   排除标准   与该研究内容无关或重复陈旧的文献。

1.4   质量评估   文献筛选和质量评估由第一作者独立进行分

析。通过筛选与整理，选择符合标准的文献，最终选取 70

篇文献进行综述，其中中文文献 19 篇，英文文献 51 篇。文

献筛选流程见图 1。

2   结果   Results 
2.1   软骨细胞   软骨细胞是软骨组织工程研究中的一种经典

种子细胞，也是应用最早最广泛的成熟体细胞。尤其是自体

软骨细胞，无论是来源于透明软骨还是弹性软骨等，体外扩

增后植入体内均不会发生免疫排斥反应，但是来源有限、供

区组织遭受损伤、体外培养容易去分化，这些局限性限制

了软骨细胞的应用
[2]
。软骨细胞最初用于修复关节软骨，一

种常见的透明软骨组织，BRITTBERG 等
[3]
首次报道了应用自

体关节软骨细胞成功修复了骨关节炎患者软骨缺损，并获得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Current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cartilage tissue engineering has achieved a lot of results, but the problem of selecting seed 
cells is still a big problem. Chondrocytes, various types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embryonic stem cells, and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advantages, but also face different challenges. (2) The discover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various seed cells have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cartilage tissue engineering. Among them, the method of co-culture of chondrocytes and stem cells is currently a popular and promising seed choice for 
research.
Key words: seed cells; cartilage tissue engineering; chondrocytes; mesenchymal stem cells; embryonic stem cells; co-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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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审批用于临床治疗。为了优化该过程，许多学者发现通

过添加支架与细胞因子、细胞三维培养等技术改进，可以有

效逆转去分化。LIU 等
[4]
成功应用了复合聚羟基乙酸 / 聚乳

酸 (polyglycolic acid/polylactic acid，PGA/PLA) 支架材料的猪软

骨细胞来修复猪关节软骨缺损。此外，有实验证实鼻软骨细

胞比关节软骨细胞再生能力更强
[5]
，获取损伤小且操作简单，

MUMME 等
[6]
使用鼻软骨细胞修复关节软骨，随访 2 年发现

患者膝关节功能得到了明显改善。同时，软骨细胞在以耳郭

为代表的弹性软骨再生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有学者采

用患者自体的残耳软骨细胞构建出了耳郭形态的软骨结构
[7]
，

康宁等
[8]
发现人的残耳软骨细胞培养到第 4 代仍具有成软骨

潜能，但第 7，8 代却出现了去分化现象，这更加明确了软骨

细胞去分化的培养代次，之后有学者发现向培养液中添加成

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骨形成蛋白 7、转化生长因子 β3 等细

胞因子，可以促进软骨细胞增殖并延缓其表型去分化
[9-10]

，

Ⅱ型胶原、糖胺聚糖的表达水平也能得到提高。FULCO 等
[11]

使用残耳软骨细胞体外扩增，并结合胶原支架，植入体内修

复鼻翼软骨缺损，成功地恢复了鼻翼形态，但是体内生长的

稳定性不容乐观。贾敏等
[12]

实验发现利用羟基乙酸支架结合

兔自身软骨细胞，得到的组织工程化软骨成功修复其喉软骨

缺损。LUO 等
[13]

使用载有兔耳郭软骨细胞的聚羟基乙酸 / 聚

乳酸复合支架，成功实现了气管缺损修复，术后能长期存活，

但是关于气管血管化与上皮化等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使得软

骨细胞在气管重建中受到了限制。此外，虽然各种类型软骨

的组织形态与力学性能各不相同，但均能通过体外扩增维持

自身软骨特性进行不同部位的软骨修复，目前软骨细胞已广

泛应用于骨关节及耳、鼻、喉、气管的整形修复领域，因此

仍是软骨组织工程研究的重要种子细胞类型。

第一作者以“种子细胞，组织工程，软骨细胞，干细胞，共

培 养 ”“seed cells，tissue engineering，chondrocytes，stem 
cells，co-culture”为关键词，通过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

PubMed、Scopus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共检索到中英文文献 460 篇

排除研究内容与此文无关的文献

通过筛选与整理，选择符合标准的 70 篇文献进行综述，

其中中文 19 篇，英文 51 篇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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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干细胞  

2.2.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因具有良好的

扩增能力、可诱导分化为软骨细胞、重复取材且损伤小等优

点而广泛应用于软骨组织工程
[14]
。FRLEDENSTEIN[15]

最先报

道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可以多向分化为骨细胞、软骨细胞等

体细胞。目前主要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以及贴壁筛选进行细

胞提纯，YOO 等
[16]

在相同条件下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进行

单层与立体培养，最终可见立体培养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能

分化为软骨细胞，而前者未分化为软骨细胞，这更好地说明

了三维立体环境培养的重要性。HE 等
[17]

将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作为种子细胞，结合聚羟基乙酸 / 聚乳酸支架材料不仅能

够修复关节软骨缺损，而且对骨缺损也有一定的修复作用。

研究发现多种成分可作为软骨诱导因子，例如胰岛素生长因

子 1、转化生长因子 β1、富血小板血浆等
[18-19]

。何爱娟等
[20]

发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体外软骨形成速度比软骨细胞慢，

但延长体外诱导时间到第 8 周后二者在结构及生化组成上的

差别不大，并且与软骨细胞会随着传代次数增加表型逐渐丧

失相比，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软骨的稳定性更好
[21]
，这进一

步说明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临床应用的可能。NGUYEN 等
[22]

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传代至第 90 代后发现有癌变的可能，

同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分化过程中可形成肥大表型，并产

生碱性磷酸酶及Ⅹ型胶原
[23]
，植入皮下环境时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会出现血管化与骨化，最终导致软骨形成失败
[24]
，这些

问题都是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进行广泛应用的局限性，尚需进

一步完善。

2.2.2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具有取材容易

且来源丰富的巨大优势
[25]
，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生物学特

性类似，而且在相同条件下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增殖速度更快，

不易发生癌变，还具有免疫抑制作用
[26]
。KOH 等

[27]
利用患

者自身的脂肪间充质干细胞进行体外分离与培养后注射到关

节腔，2 年后发现骨关节炎症状明显好转。为了研究脂肪间

充质干细胞能否进行异体移植，FENG 等
[28]

将结合有透明质

酸的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注入到羊的骨关节腔中，14 周后观

察到标记的干细胞仍然存在，磁共振成像提示炎症有所改善。

这些研究均说明了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具有修复关节软骨的能

力，异体移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有学者通过比较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与脂肪间充质干细胞诱导成软骨的能力，

发现脂肪间充质干细胞相对较弱
[29]

，同时异体移植会存在

疾病传播的可能性以及细胞长期稳定性等临床转化问题值

得考量。

2.2.3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是从脐带中分

离培养得到，来源丰富，不易发生免疫排斥反应
[30]
，通常采

用酶消化法、组织块培养法进行消化与诱导培养，可得到类

似透明软骨的细胞外基质，如Ⅱ型胶原、透明质酸及糖胺聚

糖等。ISLAM 等
[31]

研究表明与其他间充质干细胞相比，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增殖能力更快，但是软骨形成能力较弱，并且

面临着原代提取困难、培养成本高与生长周期长等问题
[32]
。

2.2.4   滑膜间充质干细胞   滑膜间充质干细胞源自滑膜层，

因其低免疫原性可用作同种异体移植，并且研究发现该细胞

不具有致瘤性，安全性高，增殖能力上优于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是一种具有研究潜力的种子细胞
[33]
。陈松等

[34]
发现滑

膜间充质干细胞复合小肠黏膜下层支架材料时，其诱导分化

为软骨细胞的能力可得到显著提高。在相同的体外培养条件

下，王洋等
[35]

比较了人脂肪间充质干细胞与滑膜间充质干

细胞的成软骨分化能力，发现滑膜间充质干细胞分化为软骨

的能力更强，而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可分泌大量抗炎因子白细

胞介素 10，其抗炎性更占优势。

2.2.5   经血源性子宫内膜间充质干细胞   经血源性子宫内膜

间充质干细胞是从月经血或子宫内膜中分离培养得到的干细

胞，有学者发现该细胞相对优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具有较

强的多向分化能力以及扩增性、更低的致瘤性，同时获取方

便、无继发性机体损伤、无伦理问题
[36-37]

。WOLFF 等
[38]

将

经血源性子宫内膜间充质干细胞体外培养 21 d 后成功诱导成

软骨样细胞，Ⅱ型胶原、糖胺聚糖的基因表达水平提高，但

CHEN 等
[39]

研究证实经血源性子宫内膜间充质干细胞的成软

骨能力明显不如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因此有关经血源性子宫

内膜间充质干细胞作为候选种子细胞，尚存在争议。此外还

有其他类型的间充质细胞，如牙髓间充质干细胞
[40]
、外周血

间充质干细胞等
[41]
，需要进一步探究。

2.2.6   胚胎干细胞   胚胎干细胞是一种具有多向分化性、无

限增殖性的全能干细胞，可以分化为 3 个胚层的各种组织与

器官。WANG 等
[42]

通过添加细胞因子到体外培养环境，发

现软骨形成的概率得到提高，MCKEE 等
[43]

采用力学刺激及

三维支架，也得到同样的效果。ZHANG 等 [44]
向大鼠关节腔

注入胚胎干细胞来源外泌体，12 周后观察到软骨形成，关节

炎的症状也有所好转。但胚胎干细胞面临着诸多亟需解决的

问题，比如胚胎干细胞的致瘤性
[45]
、免疫排斥风险、难以控

制的自发分化以及伦理学问题等，限制了胚胎干细胞作为软

骨组织工程种子细胞的应用。

2.2.7   诱导多能干细胞   诱导多能干细胞最早于 2006 年提 

出
[46]
，通过反转录病毒介导 Oct4、c-Myc、Klf4 等转录因子

到成纤维细胞，最终可形成一种类似胚胎干细胞的具有多向

分化潜能的干细胞，并且可无限增殖、致瘤性低
[47]
，也避免

了胚胎干细胞面临的免疫排斥问题。MURPHY 等
[48]

将诱导

多能干细胞进行体外定向诱导培养，发现该细胞可以成功分

化成软骨样细胞，进一步将诱导多能干细胞诱导成软骨后注

入裸鼠关节腔，12 周后裸鼠的关节炎症状得到明显好转
[49]
。

如果将诱导多能干细胞和成体干细胞相比，能够成功地避免

后者随着年龄增长而功能逐渐减退的生理问题，但是诱导多

能干细胞同样面临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例如遗传信息的改

变是否会影响宿主的致病性与安全性，如何控制目的基因过

表达等。

2.3   基因修饰的细胞   基因修饰的细胞主要是指利用转染技

术，将目的基因介导到靶细胞使某些基因得到充分表达或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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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制，以加强其分化成软骨细胞的能力，同时提高软骨细胞的

数量、维持细胞表型，这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应用较广，

MASON 等
[50]

首次报道利用这项基因治疗与软骨组织工程相

结合的方法来修复软骨缺损，BMP27 基因片段经反转录病毒

转染至兔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结合聚羟基乙酸支架体外培

养，植入关节缺损处 8-12 周可见软骨修复良好。ZHANG 等
[51] 

将转化生长因子 β1 与白细胞介素 10 基因共转染至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可以增强其分化成为软骨细胞的能力。许颖捷等
[52] 

实验证实了将目的基因转化生长因子 β3 通过慢病毒载体介

导至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内，是诱导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分化成

软骨的理想途径，可作为软骨组织工程的种子细胞来源。张

庆金等
[53]

通过慢病毒将 miR-410 转染至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中，再添加诱导液诱导软骨形成，发现 miR-410 显著促进了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软骨分化，Sox9、Has2d 的表达含量增

加，说明 miR-410 是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化为软骨细胞的正

性调控因子，这极大地提高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作为种子细

胞的优势，同样类型的内源性非编码 RNA 还有 miR-206[54]
。

孙祥燚等
[55]

利用 miR-564 抑制剂转染至滑膜间充质干细胞，

发现下调 miR-564 基因表达可促进滑膜间充质干细胞向软骨

细胞的增殖与分化。但 SEO 等
[56]

发现转入基因在强化某一

部分功能的同时，也能影响宿主整体的基因结构，基因修饰

细胞所分泌的软骨特征性细胞外基质Ⅱ型胶原与糖胺聚糖含

量有所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作为软骨组织工程种

子细胞的应用。

2.4   软骨细胞和干细胞共培养   共培养技术最初应用于 20 世

纪 80 年代的细胞研究，随着软骨组织工程的提出与逐渐发

展，单一来源种子细胞的局限性问题不断凸显，例如软骨细

胞扩增能力有限，而干细胞诱导成软骨细胞的花费较高，并

且需要复杂的纯化过程及诱导体系
[57]
，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

的学者考虑将软骨细胞与干细胞共培养进行优势互补
[58]
，这

样不仅使得实验成本最小化，而且软骨细胞的使用量及传代

次数也得到减少，整体安全且高效。王万宗等
[59]

将大鼠的

关节软骨细胞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进行 1 ∶ 1 混合培养，发

现软骨细胞的分泌因子可以提高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软骨分

化能力，同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分泌因子可以加强软骨细

胞的活性。KANG 等
[60-61]

利用聚羟基乙酸 / 聚乳酸支架将猪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与耳郭软骨细胞按照不同比例进行体外共

培养，5 ∶ 5 共培养组的 Ki67 与 Dlk1 表达明显增强，更重要

的是组织工程软骨的弹性纤维密度与弹性模量均高于 9 ∶ 1

组及单培养组，可见 5 ∶ 5 共培养组在提高干细胞成软骨分

化能力、减轻软骨肥大的同时，还能增强组织工程软骨的弹

性模量，随后进一步通过比较 9 ∶ 1，8 ∶ 2，7 ∶ 3，6 ∶ 4，
5 ∶ 5 共培养比例，体外培养 8 周后发现 7 ∶ 3 共培养组优

于 5 ∶ 5 等其他组，加入 30% 的软骨细胞即可使耳型软骨样

组织保持良好的形态与稳定的结构。陈刚等
[62]

体外共培养

猪关节软骨细胞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2 ∶ 1)，添加至聚羟

基乙酸 / 聚乳酸支架上培养 2 周后回植到猪膝关节软骨缺损

处，半年后观察发现共培养组产生了软骨样组织，并且表面

光滑，与周围软骨组织整合良好，其Ⅱ型胶原、糖胺聚糖含

量均高于对照组与空白组，可见共培养方式构建的组织工程

软骨能够有效修复软骨缺损。除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软骨

细胞与其他干细胞共培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AMANN等
[63]

将人关节软骨细胞与脂肪间充质干细胞混合后，发现 3 ∶ 1

的比例比其他比例软骨形成的效果好，同时胶原 / 透明质酸

凝胶有助于软骨细胞外基质的形成。李兴福等
[64]

将人关节

软骨细胞与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培养比例调整为 5 ∶ 1，观察

到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软骨分化能力得到提高，并能够抑

制软骨细胞去分化。杨萌等
[65]

将 2 ∶ 1 的大鼠软骨细胞与

滑膜间充质干细胞混合培养于壳聚糖 / Ⅰ型胶原复合支架中，

提高了滑膜间充质干细胞的成软骨分化能力。此外，共培养

对减少组织病理性肥厚和炎症反应都有帮助。MEI 等 [66]
将

鼠关节软骨细胞与脂肪间充质干细胞以 1 ∶ 5 的比例进行微

球 Transwell 非接触共培养，发现诱导效果不亚于生长因子

诱导组，并且还可以抑制干细胞的肥大。同样 HUANG 等
[67]

实验证实人髌下脂肪垫的间质干细胞与关节软骨细胞体外共

培养，并结合壳聚糖 / 透明质酸支架，可以在修复软骨的同

时有效防止关节炎发生和细胞的肥厚分化，这为治疗骨关节

炎提供了新思路。RAMEZANIFARD 等
[68]

在不借助支架的情况

下，主要添加富含血小板的血浆到共培养环境，发现也可以

减轻肥厚改变。陈波等
[69]

探讨兔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与肋软

骨细胞共培养微环境下软骨形成的可行性，全程未添加诱导

因子与支架材料，发现 2 ∶ 1 的比例共培养 1 周后，骨髓间

充质干细胞开始向软骨细胞分化，4周时可见透明软骨形成，

共培养组的平均软骨细胞密度高于单独软骨细胞组，这更加

直接地说明了共培养可以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软骨细胞

分化。赵文慧等
[70]

为了优化共培养方式，将 1 ∶ 3 比例的

兔关节软骨细胞和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别进行接触与非接触

共培养，发现接触共培养组糖胺聚糖、Ⅱ型胶原和转化生长

因子 β3 的表达水平高于非接触共培养组，并且软骨细胞体

积增大，核浆比提高，说明细胞之间的缝隙连接参与调节了

共培养细胞增殖分化的过程，接触共培养能够更明显地促进

软骨细胞的增殖。但是目前关于两种细胞共培养的作用机制

尚不明确，选择何种类型与比例的软骨细胞与干细胞，以及

支架的使用问题等均会带来影响，使得共培养的效果具有特

殊性与差异性。尽管如此，软骨细胞与干细胞的结合仍是一

种不错的种子细胞选择，通过共培养的方式尤其是接触共培

养，可以很好地实现干细胞诱导成软骨细胞并提高软骨细胞

的增殖活性。

3   小结与展望   Summary and prospects
目前软骨组织工程的实验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关

于选择种子细胞的问题仍是一大难题。软骨细胞、各种类型

的间充质干细胞、胚胎干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等，均具有

不同程度的优势，同时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见表 1。就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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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性能而言，干细胞优于软骨细胞；就成软骨分化能力而言，

共培养类型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是不错的选择；同时在培养

成本上，软骨细胞是相对经济的；在低致瘤性上，选择诱导

多能干细胞、滑膜间充质干细胞、经血源性子宫内膜间充质

干细胞更具优势；关于伦理问题，胚胎干细胞与诱导多能干

细胞存在的争议较大；关于基因安全问题，这是基因修饰的

细胞与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局限性所在。总之，无论是从单纯

软骨细胞的扩增到干细胞诱导成软骨，还是结合基因转染手

段或者培养技术改进等，各种种子细胞的发现、发展与应用

均推动了软骨组织工程的进步，其中软骨细胞与干细胞共培

养方式，是目前比较热门且具有研究前景的种子细胞选择。

未来，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深入探究，不断优化种子细胞的

培养环境，调整细胞类型与比例，并协调好种子细胞与支架

材料、细胞因子三者之间的关系，开展更多的大动物实验等，

以期克服难题，早日应用于临床转化进行软骨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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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软骨组织工程不同类型的种子细胞一览表

种子细胞 优势 局限性 动物模型 临床试验 参考文献

软骨细胞 经济且安全性高 来源有限、供区损伤较大，体外培养易去分化 鼠、兔、猪 有 [3-13]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可重复取材且损伤小，成软骨稳定性好 肥大化、血管化、骨化等风险 兔、猪 有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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