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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保护心脏的特点与效应

蒲  锐，陈子扬，袁凌燕

文题释义：

外泌体：是由多泡小体与细胞质膜融合后释放到细胞外的微小囊泡，其直径为40-200 nm；在电子显微镜下，外泌体为双层脂膜球体，呈

特征性的杯状外形或碟状形态，普遍存在于体液以及大多数细胞中。

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在心脏保护中的作用：外泌体已被证明可作为心血管疾病诊断的潜在生物标记物；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具有减轻心

肌肥厚、抑制心肌细胞凋亡、抑制心肌纤维化、促进血管新生、增强心脏功能等心脏保护作用。

摘要

背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外泌体已成为各种疾病诊断与治疗的新方向，在心脏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具体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目的：总结外泌体在心血管疾病中的诊断作用，并对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在心脏保护中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更好地防治心血管

疾病提供理论参考。

方法：作者以“exosomes，cardioprotection，cardiomyocytes，endothelial cells，cardiac fibroblasts，cardiac progenitor cells，mesenchymal 
stem cells”为英文主题词和“外泌体，心脏保护，心肌细胞，内皮细胞，心脏成纤维细胞，心脏祖细胞，间充质干细胞”为中文主题

词，检索1981至2020年间各种细胞来源外泌体与心脏保护相关的国内外文献。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最终纳入72篇文献进行汇总与归纳。

结果与结论：①外泌体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且在多种心血管疾病的筛查、诊断以及预后效果中发挥有益效应，因此外泌

体可作为心血管疾病诊断的潜在生物标记物；②心肌细胞、内皮细胞、心脏成纤维细胞、心脏祖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介导

miRNA与相关蛋白在心脏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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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More and mor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xosomes have become a new direction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Exosom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ardioprotection, but their specific mechanisms have not been fully elucidated.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diagnostic role of exosome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summarize the research on cardioprotection of exosomes from 
different cell sourc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bett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METHODS: The key words were “exosomes, cardioprotection, cardiomyocytes, endothelial cells, cardiac fibroblasts, cardiac progenitor cells,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articles on various cell-derived exosomes and cardioprotection published from 1981 to 2020 were searched.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72 articles were finally included for summary and induction.

https://doi.org/10.12307/2021.152

投稿日期：2020-10-13

送审日期：2020-10-14

采用日期：2020-11-19

在线日期：2021-01-18

中图分类号： 

R459.9；R318；G318

文章编号： 

2095-4344(2021)31-05065-07

文献标识码：A 

上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上海市  200234
第一作者：蒲锐，男，1995 年生，四川省巴中市人，汉族，上海师范大学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运动健康促进、运动与慢性病研究。

通讯作者：袁凌燕，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上海市  200234
https://orcid.org/0000-0002-6927-8831( 蒲锐 )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1371196)，项目负责人：袁凌燕

引用本文：蒲锐，陈子扬，袁凌燕 . 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保护心脏的特点与效应 [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21，25(31):
5065-5071. 

综  述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描述—

△各种细胞来源外泌体通
过调节其内含物的表
达广泛参与机体的生
理病理进程；

△文章总结了不同细胞来
源外泌体在心脏保护
中的作用与机制，以
期为外泌体防治心血
管疾病提供科学的理
论依据。

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

(1) 心肌细胞；

(2) 内皮细胞；

(3) 心脏成纤维细胞；

(4) 心脏祖细胞；

(5) 间充质干细胞。

在心脏保护中的作用：

(1) 促进血管新生；

(2) 发挥抗炎作用；

(3) 修复受损心肌；

(4) 抑制心肌纤维化；

(5) 抑制心肌细胞凋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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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全球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并面临着巨

大挑战，严重消耗社会医疗资源
[1]
。尽管目前针对心血管疾

病已有多种治疗方式，但具体方案仍需进一步改善。近年来

的研究证实，各种细胞来源外泌体能介导细胞间信息交流，

广泛参与各种疾病的生理病理进程
[2]
。外泌体的分泌过程以

及内容物成分与人体生理、病理进程密切相关，因此，外泌

体可作为判断心血管疾病状态的重要生物标志物
[3]
。此外，

来自心肌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心脏祖细胞和间充

质干细胞的外泌体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

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由于其能通过细胞间传递特异性信号分

子，在心血管疾病各种动物模型中发挥促血管生成、抑制心

肌细胞凋亡、抑制心肌纤维化和保护受损心肌等重要作用，

但其具体机制尚未阐明。因此，该文章对国内外不同细胞来

源外泌体在心脏保护中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探讨外泌体作

为心血管疾病诊断标志物以及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在心脏保

护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探索外泌体在心血管疾病诊疗作用中

的新方向。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以“外泌体，心脏保护，心肌细胞，内皮细

胞，心脏成纤维细胞，心脏祖细胞，间充质干细胞”为中文

关键词，以“exosomes，cardioprotection，cardiomyocytes， 

endothelial cells，cardiac fibroblasts，cardiac progenitor cells，
mesenchymal stem cells”为英文关键词，检索 1981 至 2020

年收录在 PubMed 数据库和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

1.2   资料筛选流程和筛选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有关外泌体来源及形成的相关文献；②

阐述外泌体对心血管疾病诊断作用的实验与研究；③不同细

胞来源外泌体对心脏保护的相关实验与研究。

1.2.2   排除标准   ①重复研究；②与文章内容不相关的文章；

③ Meta 分析类文章。

1.3   文献质量评价   通过阅读标题、摘要以及全文进行筛选，

按照文章的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去除重复性研究，最终纳入

72 篇中英文文献进行分析，归纳总结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对

心脏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2   结果   Results 
2.1   外泌体概述   外泌体最初被描述为是从肿瘤细胞系中释

放出来的含有 5' 核苷酸酶活性的微泡
[4]
。1987 年 JOHN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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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首次将这种从细胞内分泌出来的囊泡结构命名为外泌体。

本质上，外泌体是在多囊泡内体的成熟过程中由内体膜以向

内出芽的方式而形成的腔内囊泡
[5]
，作为细胞、组织间信息

交流的媒介，外泌体是多囊泡内体与细胞表面融合后向细胞

外环境分泌而形成的
[6]
。此外，外泌体含有来自母细胞的大

量丰富的活性物质，如蛋白质、脂质、核酸等各种分子，是

一类呈现“杯状”或“茶托状”特征形态并具有细胞特异性

脂质双分子层亚细胞结构的囊泡
[7]
。

外泌体普遍存在于不同类型的细胞中，包括网织红细 

胞
[8]
、树突状细胞

[9]
、B 细胞

[10]
、T 细胞

[11]
、肥大细胞和肿

瘤细胞等
[12-13]

。此外，在血液
[14]
、尿液

[15]
、羊水

[16]
、恶性

腹水
[17]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18]
、滑膜液和母乳等体液中也

存在外泌体
[19-20]

。1996 年 RAPOSO 等
[21]

发现外泌体具有抗

原呈递并抑制肿瘤细胞的作用，之后外泌体更多的生物学功

能被证明，包括介导细胞间通讯
[22]
、调节免疫反应

[23]
、癌

症诊断等
[24]
。此后的研究逐渐发现外泌体在心脏保护中也具

有重要作用。

2.2   外泌体作为心血管疾病诊断的生物标记物   2007 年， 

VALADI 等 [25]
首次在肥大细胞中发现外泌体含有 miRNA，大

量的细胞外 miRNA 被包裹在微小膜泡中 ( 如外泌体 )，并证

明外泌体被靶细胞摄取后，这些遗传内含物可发挥正常的生

物学活性，由此掀起了对于它们在疾病治疗与预防及作为生

物标志物的研究热潮。此后的研究发现，心脏特异性外泌体

miRNA 会在心肌受损后释放并进入血液循环，用于心血管疾

病的监测。同理，心血管疾病患者血液外泌体 miRNA 水平变

化也可作为研究心血管疾病潜在的生物标志物
[26-27]

。

由于外泌体 miRNA 的表达特异性，其作为心力衰竭、

心肌梗死、围产期心肌病等多种心血管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在

筛查和诊断中发挥着有益效应，而心肌细胞受损会释放富含

心肌特异性的外泌体 miRNA 到体液中并以此作为心血管系

统状态改变的信号
[28]
。研究发现，在急性心肌梗死时，与

心肌肌钙蛋白 ( 肌钙蛋白Ⅰ和肌钙蛋白 T) 相比，血液外泌体

miR-1 和 miR-133a/b 显示出更快且更早的适应性变化
[29]
。 

MATSUMOTO 等
[30]

提出了外泌体 miRNA 可作为缺血性心力衰

竭的预测指标。研究发现，急性心肌梗死后发生心力衰竭患

者体内的 miR-192、miR-194 和 miR-34a 浓度显著升高
[31]
。另

一项重要实验表明，在接受心力衰竭治疗后，围产期心肌病

患者的循环外泌体 miR-146a 水平降低，表明外泌体 miR-146a 

可能作为围产期心肌病相关急性心力衰竭的特异性生物标记

物和治疗靶点，同一研究还发现了基于 miRNA 的细胞间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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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即内皮细胞来源外泌体可携带 miR-146a 转移至心肌

细胞，从而降低心肌细胞的代谢活性，导致发生围产期心肌

病相关心力衰竭
[32]
。综上，外泌体 miRNA 水平变化与机体

生理、病理条件密切相关，为外泌体在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提

供了理论基础。

2.3   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在心脏保护中的研究进展   外泌体

自发现来，其初始研究主要集中于癌症的诊断，在近些年，

外泌体已逐渐成为心血管疾病诊疗的研究热点。外泌体可被

大多数细胞分泌 ( 如心肌细胞、内皮细胞、心脏成纤维细胞、

心脏祖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 )，这些细胞来源外泌体通过促

进血管新生、抑制心肌纤维化、抑制心肌细胞凋亡、抑制炎

症反应和改善心脏功能等方式在心脏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外泌体中的 miRNA 和蛋白可调控生物信息，从而影响

机体内各种生理病理进程，且不同来源外泌体具有不同的生

物学功能。

2.3.1   心肌细胞来源的外泌体   在心肌细胞外泌体中不同的

miRNA 和蛋白发挥不同的心脏保护效应，如促进血管新生、

抑制心肌细胞凋亡和抑制心肌纤维化等作用。此外，心肌细

胞与其他细胞间 ( 如内皮细胞 ) 的通讯作用也在心脏保护中

极为重要。

(1) 促进血管新生：心肌细胞与内皮细胞之间的通讯与调

节心脏功能关系密切并发挥重要的作用。RIBEIRO-RODRIGUES 

等
[33]

通过研究首次表明在缺血条件下心肌细胞通过释放外

泌体影响内皮细胞功能并促进血管生成，在缺血状态下心肌

细胞来源外泌体促血管生成的主要特征包括内皮细胞的迁

移、发芽和毛细血管样结构的形成，随后通过定量聚合酶链

反应定量到外泌体中最丰富的 miR-143 和 miR-222，发现心

肌细胞在缺血状态分泌的外泌体在体外和体内均可促进血管

生成，说明不同细胞间的通讯转导广泛参与血管生成的调节。

(2) 抑制心肌细胞凋亡：心肌细胞会释放出大量特异性

外泌体以应对缺血缺氧状态下的应激反应，抑制心肌细胞凋

亡，而外泌体中的蛋白质也已成为心脏保护研究的新靶点。

GUPTA 等
[34-35]

首次分离出成年大鼠心肌细胞释放的含有热休

克蛋白 60 的心肌细胞外泌体；在低氧条件下，热休克蛋白

60 紧密附着于心肌细胞外膜上，然后作为屏障将心肌细胞与

细胞外空间中高水平的热休克蛋白 60 蛋白隔离，从而抑制

心肌细胞凋亡并降低心肌细胞的毒性，这项研究阐述了热休

克蛋白 60 作为心肌细胞来源外泌体靶点在心脏保护中的新

机制。

(3) 抑制心肌纤维化：血管紧张素Ⅱ水平上升会诱导

心力衰竭并加重心血管相关疾病的进程，而心肌细胞来源

外泌体可调节相关炎性因子的表达从而抑制心肌纤维化。 

CAMBIER等
[36]

研究了心肌细胞来源外泌体在长期注射血管紧

张素Ⅱ诱导的心肌肥大和肾脏损伤模型中的作用，发现心肌

细胞来源外泌体通过调节抗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0的表达

减轻心肌肥厚和改善肾脏功能，并减轻心脏和肾脏的炎症和

纤维化。此外，来源于心肌细胞的外泌体 miR-208a 在心肌梗

死模型和氧化还原酶诱导的心肌病大鼠中均表达上调，能抑

制心肌纤维化，改善心脏功能，并确定了 Dyrk2 是 miR-208a 

的靶基因
[37]
。

综上所述，心肌细胞来源外泌体与心肌梗死及心力衰竭

等心血管疾病关系密切，其具有抑制心肌纤维化、促进血管

新生和改善心脏功能的特性。然而心肌细胞来源外泌体发挥

其有益效益的分子机制尚未完全揭示，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2.3.2   内皮细胞来源的外泌体   内皮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依

赖于细胞间通讯接触和分泌蛋白的交换，对于心脏保护与血

管完整性的维持至关重要。同样，内皮细胞来源外泌体通过

介导其 miRNA 与相关蛋白在促进血管生成、发挥抗炎作用以

及抑制动脉粥样硬化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是调节炎症和免疫

反应的重要介质。

(1) 促进血管新生：VAN BALKOM 等
[38]

通过研究证明

miR-214 在内皮细胞来源外泌体介导的信号传导中起主导作

用。内皮细胞通过释放含 miR-214 的外泌体抑制临近靶细胞

中毛细血管的扩张来调节细胞迁移，从而刺激血管的生成。

ZHAN 等
[39]

揭示了一种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半胱氨酸诱导

内皮细胞来源外泌体释放热休克蛋白 70 的机制，内皮细胞

来源外泌体激活单核细胞与内皮细胞的黏附并诱导热休克蛋

白 70 高表达，从而促进血管生成，这也为调节血管内皮功

能完整性与血管新生提供一种新的旁分泌机制。

(2) 抗炎作用：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和人冠状动脉内皮

细胞来源外泌体的研究表明，这些内皮细胞来源外泌体可以

调节炎症并诱导单核细胞的活化和迁移
[40]
。最近有研究报道

了白细胞介素 10 敲除小鼠的内皮细胞分泌的外泌体，没有

促血管生成和心脏修复特性，这些外泌体中整合素连接激酶

表达上调，会诱导受体细胞中 NF-κB 介导的炎症基因激活，

因此，抑制这些外泌体中的整合素连接激酶表达可以挽救炎

症引起的修复活性丧失
[41]
。该研究为炎症如何改变外泌体介

导的心脏修复提供了新的见解。

(3) 心脏保护作用：动脉粥样硬化是冠心病、外周血管

病等心血管疾病的主要患病原因，内皮细胞来源外泌体通过

抑制炎症因子表达、促进血管新生和抗凝血等作用维持血管

内环境稳定，从而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和发展
[42]
。

内皮细胞与平滑肌细胞间的信息交流为内皮细胞来源外

泌体发挥其有益效应提供了新的思路。HERGENREIDER 等
[43] 

研究结果表明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能够通过血液转

运、临近释放外泌体的方式实现 miRNA 介导在内皮细胞和平

滑肌细胞之间的通讯，传导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信号，从而保

护心血管系统。此外，来自 KLF2 转导的内皮细胞来源外泌

体以 miR-143/145 依赖的方式减少体内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

形成，当暴露于高动脉粥样硬化保护剪切应力时，内皮细胞

分泌富含 miR-143/145 的外泌体，一旦转移到平滑肌细胞，

外泌体抑制 miR-143/145 的表达，增加抗凝血的作用，抑制

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从而发挥心脏保护作用
[44]
。此外，内

皮细胞来源外泌体还参与免疫反应，SONG 等
[45]

通过对小鼠



5068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5卷｜第31期｜2021年11月

综  述

心脏内皮细胞来源外泌体的分离纯化以及流式细胞术测定调

节性 B 细胞的抑制功能，结果显示：内皮细胞来源外泌体携

带整合素 αvβ6，可促进 B 细胞释放转化生长因子 β，抑制效

应 T 细胞的增殖，具有免疫抑制功能，从而参与心脏保护。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表明内皮细胞来源外泌体可发

挥促进血管新生、抑制炎症反应与心脏保护等作用，其中 

miR-214、miR-143、miR-145 与热休克蛋白 70、整合素连接

激酶等 miRNA 和蛋白则是内皮细胞来源外泌体发挥其心脏保

护效应的关键所在。

2.3.3   心脏成纤维细胞来源外泌体   心肌损伤会引发心肌纤

维化，而过度的纤维化可能会逐渐发展成心脏重塑。纤维化

的主要效应细胞被称为心脏成纤维细胞
[46]
。心脏成纤维细胞

占所有正常心脏细胞的 60%-70%，心脏成纤维细胞也能通过

调节心脏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参与修复心肌损伤后的细胞外基

质
[47]
。

(1) 抑制心肌肥厚：心脏成纤维细胞来源外泌体与病理性

心肌肥厚和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关系密切，且在心脏保护中

具有两面性，其关键在于心脏成纤维细胞来源外泌体对相关

miRNA 及蛋白的调控作用。BANG 等
[48]

首次对外泌体 miRNA

在心脏成纤维细胞和心肌细胞间的通讯进行了实质性研究，

确定了心脏成纤维细胞来源外泌体中的 miR-21-3p (miR-21*) 

可通过内吞或受体介导的机制迁移到心肌细胞，从而影响相

关靶基因进而产生细胞肥大，最终导致心肌肥厚。同一实验

还表明，在血管紧张素Ⅱ诱导的病理性心肌肥厚小鼠中，

通过注射 miR-21* 抑制剂减轻了心肌肥厚的发展，这表明了

miR-21* 抑制剂在心脏肥大中的潜在治疗用途，也为外泌体在

心脏肥大的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类似实验还表明，

特异性靶向血管紧张素Ⅱ诱导心脏成纤维细胞外泌体释放，

可作为治疗心脏病理性肥大和心力衰竭的新方法
[49]
。

(2) 抑制心肌细胞凋亡：近些年来，金属蛋白酶组织抑

制因子 1 成为了心血管疾病研究的热点，也是心血管疾病

中的重要调节因子。有学者探究了心脏成纤维细胞外泌体

中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 1 在心肌梗死中的保护作用。

ABRIA 等
[50]

通过将心脏成纤维细胞外泌体注射到大鼠心肌

梗死模型，发现外泌体注射减小了心肌梗死面积并抑制了心

肌细胞凋亡，其机制可能是因为心脏成纤维细胞中大量存在

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 1，心脏成纤维细胞外泌体通过金

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 1 的旁分泌途径抑制心肌纤维化，从

而减轻心肌损伤。随后 LUO 等
[51]

通过共培养体系发现在缺

氧 - 复氧中心脏成纤维细胞显著增加并保护心肌细胞免受损

失，证明了缺血再灌注损伤期间心脏成纤维细胞外泌体通过 

miR-423-3p/RAP2C 信号通路抑制心肌细胞凋亡，参与心脏

保护。

综上，这些研究阐述了心脏成纤维细胞来源外泌体在

心脏保护中的作用及相关机制，虽然心脏成纤维细胞外泌体

miR-21-3p 会加速心肌肥厚的进程，但外泌体抑制剂的应用

也为干预和治疗病理性心肌肥厚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金

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 1、miR-423-3p 的研究为心肌梗死的

治疗提供了新途径，也证明了外泌体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与修

复中的旁分泌效应。

2.3.4   心脏祖细胞来源外泌体   祖细胞，也被称为前体细胞，

位于干细胞和成体细胞之间，是细胞在彻底分化之前转化的

中间细胞，相较干细胞的分化具有更多明确性和目标性
[47]
。

心脏祖细胞来源外泌体通过调节 miRNA 及蛋白或靶基因的表

达，从而修复受损心肌与抑制心肌细胞凋亡。

(1) 抑制心肌细胞凋亡：病毒性心肌炎是一种严重威胁

人类健康的心血管疾病，且目前缺乏特定且有效的治疗方

法。LI 等 [52]
证明了心脏祖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在病毒性心肌

炎模型中对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其机制是心脏祖细胞通过

分泌外泌体降低病毒增殖并通过调节 mTOR 信号以及 Bcl-2、
Caspase-3 等基因的表达，在该病毒模型中发挥抗凋亡作用，

这表明了心脏祖细胞来源外泌体是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新方

向。急性心肌梗死在缺血区域产生的大量活性氧是心肌细胞

凋亡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且易造成心血管疾病进一步恶化。

XIAO 等
[53]

通过研究发现氧化应激增强心脏祖细胞来源外泌

体中 miR-21 的产生，miR-21 进一步抑制 PDCD4 的表达，从

而保护心肌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相关的凋亡。

(2) 修复受损心肌：BARILE 等
[54]

对于心脏祖细胞和骨髓

祖细胞的细胞疗法进行了体内外实验比较，体外实验通过梯

度离心分离培养细胞以及前体 miRNA 转染两种细胞 ,发现心

脏祖细胞外泌体相比骨髓祖细胞外泌体能更有效地防止星形

孢菌素诱导的心肌细胞凋亡，体内实验通过向大鼠心脏永久

性冠状动脉结扎模型注射两种外泌体，4 周后显示心脏祖细

胞外泌体组瘢痕面积减小，心脏功能改善，蛋白质组学检测

表明 PAPP-A 存在于心脏祖细胞外泌体表面，并介导胰岛素

样生长因子 1 的释放，进而减少心肌细胞的凋亡 , 这一研究

表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作为一种关键的心脏保护因子可起

到保护心脏的作用。同类型实验还发现，通过向急性心肌缺

血再灌注损伤小鼠模型心肌内注射正常小鼠的心脏祖细胞外

泌体，与对照组相比，心脏祖细胞外泌体组抑制了心肌细胞

凋亡，且在高水平外泌体的调节下，miR-451 能单独增强细

胞存活的能力，这项研究证实了心脏祖细胞外泌体作为心脏

保护介质的重要作用
[55-56]

。同样，心脏祖细胞外泌体在相对

低的浓度下通过激活 Akt/mTOR 信号通路以时间依赖性的方

式促进了 H9C2 细胞的生长，修复受损心肌，为心血管疾病

提供新疗法
[57]
。

综上所述，心脏祖细胞来源外泌体对病毒性心肌炎、心

肌梗死的治疗有促进作用，也在氧化应激中发挥其有益效应，

保护心肌细胞。此外，心脏祖细胞和骨髓祖细胞来源外泌体

对心脏保护间的不同效应，也证明了不同来源外泌体具有不

同的生物学功能，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对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

的具体效应进行针对性研究，以此为心血管疾病治疗提供更

多的途径。

2.3.5   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   干细胞疗法最初被作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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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恢复受损心肌功能的再生疗法，其中间充质干细胞研究最

为广泛。间充质干细胞是自我更新的多能基质细胞，可从各

种组织中分离，并具有分化成各种细胞类型的能力
[58]
。间充

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已被证明在多种疾病治疗中发挥巨大潜

力。基于外泌体的治疗最近被认为是一种新兴的心脏再生工

具，在促进血管生成、心脏修复和抑制心肌凋亡中发挥重要

作用
[59]
。

(1) 促进血管新生：在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发挥其

心脏保护效用中，miRNA 扮演着重要角色。LUTHER 等
[60]

研

究发现了具有心脏保护效应 miRNA 中的 miR-21a-5p，随后证

实外泌体 miR-21a-5p 由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通过多种途径协同

作用转移到心肌细胞，最终发挥促进血管生成作用。ZHAO

等
[61]

通过向急性心肌梗死模型大鼠尾静脉注射人脐带间充

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给药 4 周后显著改善了心脏的收缩功

能并抑制心肌纤维化，促进细胞增殖和血管生成。随后 MA

等
[62]

通过腺病毒转染系统转染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分离

外泌体并通过尾静脉注射至急性心肌梗死模型，结果发现其

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心脏功能得到了明显改善。此

外，脂肪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通过调节 miR-155 表达，

改善内皮细胞功能，促进血管生成，保护缺血心肌免受缺血

再灌注损伤
[63-64]

。

(2) 抑制心肌细胞凋亡：心肌缺血再灌注是一种临床病

理特征，可导致心肌细胞凋亡和坏死甚至患者心脏骤停。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具有抗凋亡和抗炎的作用。在大

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模型中外泌体 miR-125b 通过调节 SIRT7 增

强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细胞的通透性，抑制其凋亡和损伤，

并恢复心肌缺血再灌注大鼠的心脏功能
[65]
。同类型实验还表

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通过介导 miR-486-5p 抑制

PTEN 表达，激活 PI3K/AKT 信号通路，从而诱导心肌细胞增

殖，抑制受损心肌细胞的凋亡
[66]
。ZHU 等

[67]
对比永久心肌

梗死小鼠模型中常氧 / 缺氧条件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

泌体的给药效果，发现在缺氧条件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

外泌体的 miR-125b-5p 通过抑制 p53 和 BAK1 的表达，从而

在体内外证明了对缺血心肌细胞的抗凋亡以及促进缺血性心

脏修复的新机制，提高了小鼠心肌的治疗效率，这表明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能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与心肌梗死

面积，并抑制心肌细胞凋亡从而保护受损心肌。

(3) 修复受损心肌：在心肌梗死小鼠模型中，心肌内注

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刺激血管形成并抑制炎症反

应，减少梗死面积，改善缺血性损伤后的心脏功能，通过防

止心脏重塑而明确发挥心脏保护作用
[68]
。此外，新近的研

究发现人子宫内膜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具备更大的治疗

潜力，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是心脏衰竭临床治疗的新方 

向
[69-70]

。Smad7 作为转化生长因子 β 信号通路中一个重要的

下游调节因子，其高表达在细胞增殖和促进心肌修复等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发现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

通过抑制 miR-125b-5p 促进 Smad7 的表达，从而修复受损心

肌，增强心脏功能。该研究还表明 miR-125b-5p 在心肌梗死

患者中的表达水平高于健康受试者，较高的表达水平可能对

心肌梗死的早期诊断具有诊断价值
[68]
，因此，它可能是心血

管疾病发展的重要调节因子。WEI 等 [71]
首次证明了骨髓间

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 miR-181a 可能通过抑制 c-Fos 蛋白来

抑制炎症反应并提高 Treg 细胞比例，激活 Treg 细胞的免疫

抑制作用和细胞靶向性，从而促进心肌修复。此外，有研究

证实了子宫内膜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相对于人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和脂肪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具有更好的心脏保

护作用，并证明了子宫内膜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 miR-21

通过 PTEN/Akt 信号途径提高了心肌梗死后的细胞存活率，促

进了受损心肌的修复作用
[72]
。

综上所述，各种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通过介导

miRNA 与相关蛋白或靶基因的表达，在促进血管新生、抑制

心肌纤维化、改善心脏功能和心脏修复中发挥重要作用，也

为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新型治疗方法，见表 1。

3   总结与展望   Summary and prospects
外泌体参与调节心脏细胞的各种功能行为、疾病诊断以

及细胞间通讯，在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不同作用。

诸多证据也支撑了外泌体可作为心血管研究的未来方向，不

同细胞来源外泌体可通过调节其 miRNA 和相关蛋白的表达

表 1 ｜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在心脏中的保护作用

外泌体来源 外泌体内容物 功能效应 参考文献

心肌细胞 miR-143、miR-222 调节内皮细胞功能，促

进血管生成

[33]

心肌细胞 热休克蛋白 60 减轻心肌细胞凋亡并降

低其毒性

[34]

心肌细胞 miR-208a、Dyrk2 抑制心肌纤维化，改善

心脏功能

[37]

内皮细胞 miR-214 调节细胞迁移、刺激血

管生成

[38]

内皮细胞 白细胞介素 10、整合素

连接激酶、核因子 κB
降低炎症反应 [41]

内皮细胞 miR-143、miR-145 增加抗凝血作用 [43]
内皮细胞 αvβ6、转化生长因子 β 抑制效应 T 细胞增殖 [45]
心脏成纤维细胞 miR-21-3p 促进心肌细胞肥大 [48]
心脏成纤维细胞 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

子 1
抑制心肌纤维化，减轻

心肌损伤

[50]

心脏成纤维细胞 miR-423-3p、RAP2C 抑制心肌细胞凋亡 [51]
心脏祖细胞 mTOR、Caspase-3 发挥抗凋亡作用 [52]
心脏祖细胞 miR-21、PDCD4 抑制心肌细胞凋亡 [53]
心脏祖细胞 PAPP-A、胰岛素样生长

因子 1
抑制心肌细胞凋亡，减

小瘢痕面积

[54]

心脏祖细胞 miR-451 增强细胞存活的能力 [55]
心脏祖细胞 Akt、mTOR 修复受损心肌 [56]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miR-21a-5p 促进血管生成与细胞增

殖

[60]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 miR-155 改善内皮细胞功能，促

进血管生成

[63]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miR-125b、SIRT7 抑制心肌细胞凋亡，恢

复心脏功能

[65]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miR-486-5p、PTEN 诱导心肌细胞增殖 [66]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miR-125b-5p、BAK1 抑制心肌细胞凋亡，促

进缺血性心脏修复

[67]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miR-181a、c-Fos 蛋白 抑制炎症反应 [71]
子宫内膜间充质干

细胞

miR-21、PTEN、Akt 修复受损心肌，增强心

脏功能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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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心脏保护效应，如心肌细胞、内皮细胞、间充质干细胞

来源外泌体可促进血管新生；心肌细胞、心脏成纤维细胞、

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具有抑制心肌细胞凋亡的作用；内

皮细胞、心脏祖细胞、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可通过修复

受损心肌达到心脏保护功能；心肌细胞、内皮细胞和心脏成

纤维细胞来源外泌体在抑制心肌纤维化、抑制炎症因子表达

和抑制心肌肥厚中具有心脏保护效应。此外，心肌细胞与内

皮细胞、内皮细胞与平滑肌细胞、心脏成纤维细胞与心肌细

胞、间充质干细胞与心肌细胞间通讯作用也为后续外泌体在

心血管疾病中诊疗以及心脏保护效应的具体分子机制奠定了

基础。

目前关于外泌体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对于外泌体作

用于心脏的分子机制以及信号通路尚不明确，因此未来需进

一步了解外泌体生物发生、分泌和靶细胞作用的相关途径，

以及更深层次的探索不同细胞来源外泌体在各种心肌损伤模

型中发挥心脏保护作用的分子机制，从而为外泌体对心血管

疾病的诊疗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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