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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分离、培养、鉴定；

(2) 体外诱导成骨分
化；

(3) 碱性磷酸酶检测和
茜素红染色证明体
外诱导成骨成功。

(1) 转染，过表达 hsa-miR-
223-3p；

(2)RT-qPCR 检测 Wnt5a、
OPG、RUNX2 的 mRNA 水
平；

(3)Western blot 检测 Wnt5a、
OPG、RUNX2 蛋白水平。

双荧光素
酶系统验
证 hsa-miR-
223-3p 与
Wnt5a 的
靶定关系。

hsa-miRNA-223-3p 调控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的作用

耿  瑶 1，2，尹志良 2，李兴平 1，2，肖东琴 3，侯伟光 1，4

文题释义：

miRNA：microRNA，又称微小RNA，是一种内源性的小分子RNA，在真核生物细胞中普遍存在，长度为16-29 nt(平均22 nt)。miRNA对基因

表达、细胞周期调控乃至发育均有影响。miRNA不编码蛋白，是由其基因转录物经剪切加工形成，成熟的miRNA通过与特定的蛋白质形成

复合物而在翻译水平调控基因表达。

Wnt5a：Wnt基因调控的信号传导系统统称为Wnt信号通路，其中Wnt5a主要激活非经典的Wnt/Ca2+
信号通路，也可以激活Wnt/β-catenin信

号通路，以实现对细胞分化过程的调控。

摘要

背景：研究发现miR-223-3p在骨质疏松患者体内高表达，但其相关机制研究甚少。

目的：探讨hsa-miR-223-3p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的调节作用。

方法：Percoll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培养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诱导其成骨分化，然后过表达hsa-miR-223-3p，RT-qPCR和Western blot方法检

测Wnt信号通路标志物Wnt5a及其下游信号分子OPG、RUNX2的mRNA和蛋白水平变化。构建pmirGLO/Wnt5a-3’UTR和pmirGLO/Wnt5a-3’UTR 
mut质粒，分别与hsa-miR-223-3p mimics/对照质粒共转染至293T细胞，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验证hsa-miR-223-3p与Wnt5a的靶定关系。

结果与结论：①随着成骨诱导时间的延长，细胞培养液中碱性磷酸酶水平逐渐增加，茜素红染色可见暗红色或红褐色钙盐结节沉积逐渐

增加；②过表达hsa-miR-223-3p后，细胞中Wnt5a、OPG、RUNX2的mRNA和蛋白水平降低；③hsa-miR-223-3p直接靶定Wnt5a的3’UTR区，降

低Wnt5a的荧光素酶活性；突变掉Wnt5a的结合位点，靶定作用消失。封闭hsa-miR-223-3p后，野生型Wnt5a的荧光素酶活性增加，突变型

Wnt5a的荧光素酶活性不变；④结果表明，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骨细胞分化过程中，过表达hsa-miR-223-3p可以影响Wnt信号通路标志

物Wnt5a及其下游信号分子OPG、RUNX2的表达。hsa-miR-223-3p可直接与Wnt5a结合，Wnt5a作为hsa-miR-223-3p的下游靶基因，受其负向

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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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

(1)hsa-miR-223-3p 参与多种疾病的

发生发展，但是 hsa-miR-223-3p
是否可以参与调控成骨分化尚不

清楚；

(2)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骨细胞分

化过程中，过表达 hsa-miR-223-
3p 可以影响 Wnt 信号通路标志物

Wnt5a 及其下游信号分子 OPG、
RUNX2 的表达；

(3)hsa-miR-223-3p 可直接与 Wnt5a
结合并抑制其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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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质疏松症是骨骼疾病中一类复杂的全身性疾病，微观

表现为骨矿成分和骨基质流失，骨强度减低，易发生骨折
[1]
。

脆性骨折是其严重并发症，易发生在脊柱、髋部、肱骨近端、

桡骨远端等重要功能部位，导致较高的致残率甚至死亡率，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危害和负担。由于目前医学理论和技

术的局限性，骨质疏松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治疗周期长，尚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通过对成骨分化遗传机

制的研究，发掘调控成骨分化的遗传基因，一方面有助于在

分子机制上认识骨骼发育过程，另一方面将为骨质疏松的临

床治疗和预防提供理论指导
[2]
。成骨细胞由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分化而来，生命科学很多领域会用到干细胞
[3]
，包括骨质

疏松、骨关节炎等退行性疾病的治疗。干细胞作为组织工程

的种子细胞，还被用于组织再生
[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是最

早应用于骨组织工程的种子细胞，其数量与功能活性直接影

响成骨相关细胞的活性及骨形成能力，在骨重建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miRNA 作为多种功能基因的调控因子，在人体内大约有

1/3 编码蛋白的基因受 miRNA 调控，其也是细胞分裂、分化

以及凋亡的重要调控因子。近来有研究表明 miRNA 不仅参

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调控，也参与对破骨细胞的调 

控
[5-6]

。由于 miRNA 数量繁多、功能复杂，对其功能、分类

等目前尚未发现一定规律，对其认识目前也只能通过逐一研

究。hsa-miR-223-3p 在肿瘤、炎症以及其他一些非肿瘤等多

种疾病中起着重要调控作用
[7-11]

。此外，研究发现 miR-223-3p 
在骨质疏松患者体内高表达

[12]
，但其相关机制研究甚少。

目前已发现多种骨代谢疾病与 Wnt 信号通路相关，

如骨质疏松症、骨肿瘤、骨关节炎、成骨不全等
[13]
。Wnt/

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激活可以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

化
[14]
。Wnt 基因种类较多，Wnt5a 作为其重要成员，主要参

与 Wnt 信号通路的活化，实现对细胞分化过程的调控
[15]
。 

此外，Wnt5a 的异常表达将影响骨质结构，如导致骨质疏

松等疾病的发生。近来研究发现在骨质疏松患者中 hsa-miR-
223-3p 的表达水平增高，但是 hsa-miR-223-3p 是否通过

Wnt5a 发挥调控作用尚不清楚。该实验以 hsa-miR-223-3p 为

研究对象，通过检测 Wnt5a 及 Wnt 信号通路下游相关分子

的表达，探讨 hsa-miR-223-3p 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

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体外观察性细胞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2019 年 2 至 6 月在川北医学院第二临床医

学院 · 南充市中心医院组织工程与干细胞研究所完成。

1.3   材料   DMEM 培养基、胎牛血清 ( 美国 Gibco 公司 )；茜

素红 ( 美国 Sigma 公司 )；碱性磷酸酶检测试剂盒 ( 碧云天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Trizol( 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 )；
抗 Wnt5a 抗体、抗 OPG 抗体、抗 RUNX2 抗体、抗 β-actin
抗体 ( 美国 Abcam 公司 )；293T 细胞 ( 赛尔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sa-miR-223-3p mimics( 上海吉玛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
无血清培养基 Opti-MEM( 美国 Invitrogen 公司 )；pmirGLO 质

粒 ( 赛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脂质体 Lipofectamine2000( 美
国 Invitrogen 公司 )；XL1-Blue( 美国 Stratagene 公司 )；B 型

质粒小量快速提取试剂盒 ( 北京博大泰克生物基因技术有限

公司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试剂盒 Cat#:RG009( 碧云天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1.4   实验方法

1.4.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离培养及鉴定   在取得健康捐献

者本人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后，通过 Percoll 密度梯度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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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miR-223-3p is highly expressed in osteoporosis patients, but the related mechanism is rarely studied.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hsa-miR-223-3p on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ETHODS: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ere isolated and obtained by Percoll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The cells were induced into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and overexpressed hsa-miR-223-3p. RT-qPCR and western blot assay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changes in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Wnt 
signaling pathway markers Wnt5a and its downstream signaling molecules OPG and RUNX2. PmirGLO/Wnt5a-3'UTR and pmirGLO/Wnt5a-3'UTR mut plasmids 
were constructed and co-transfected with hsa-miR-223-3p mimics/control plasmid into 293T cells to verify the targe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sa-miR-223-3p 
and Wnt5a by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system.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osteogenic induction time, the level of alkaline phosphatase in cell culture fluid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deposition of dark red or reddish brown calcium salt nodules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according to alizarin red staining results. (2) Overexpression of 
hsa-miR-223-3p decreased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Wnt5a, OPG and RUNX2 in cells. (3) hsa-miR-223-3p directly targeted the 3'UTR region of Wnt5a 
and reduced the luciferase activity of Wnt5a. This targeting effect disappeared when the binding site of Wnt5a was mutated. Blocking hsa-miR-223-3p 
increased the luciferase activity of wild-type Wnt5a, while the luciferase activity of mutant Wnt5a remained unchanged. (4)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ur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to osteoblasts, overexpression of hsa-miR-223-3p could affect the expression of Wnt signaling 
pathway marker Wnt5a and its downstream signaling molecules OPG and RUNX2. hsa-miR-223-3p could directly bind to Wnt5a, which was negatively regulated 
as a downstream target gene of hsa-miR-223-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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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健康捐献者骨髓中分离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用含体积分

数为 10% 胎牛血清的 DMEM 完全培养基于 37 ℃，体积分数

为 5%CO2 培养箱培养，每三四天换 1 次培养液。观察细胞生

长至铺满培养瓶底部时，即细胞贴壁生长融合度达到 80%-

90% 时进行传代培养。选取生长处于对数期的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通过免疫细胞化学染色鉴定贴壁细胞中相关表面抗原

标志物的表达。

利用 BCA 法检测蛋白浓度，取含有 β- 巯基乙醇的 5×Loading 
buffer 与蛋白质样品混合，煮沸变性，冰置。每个泳道加 

35 µg 蛋白样品， 10%SDS-PAGE 电泳后转印到硝酸纤维素

膜上，放入 5% 脱脂奶粉封闭液封闭 2 h，加入一抗 ( 抗
Wnt5a 抗体、抗 OPG 抗体、抗 RUNX2 抗体、抗 β-actin 抗体 )  
4 ℃摇床上轻摇过夜，加入二抗 (HPR 标记的兔抗鼠 IgG 抗

体 ) 室温作用 1.5 h，加入化学发光底物并进行显影，通过

LabWorksTM
凝胶成像系统对胶片进行扫描，自动生成灰度值。

将 Wnt5a、OPG 和 RUNX2 条带的灰度值除以 β-actin( 内参 )
条带灰度值，即为 Wnt5a、OPG 和 RUNX2 条带经过校正后

的灰度值，根据此数据绘制柱状图。

1.4.5   实 时 定 量 PCR 检 测 Wnt5a、OPG、RUNX2 mRNA 表

达   转染后 48 h，加入 Trizol 试剂提取细胞 RNA，反转录

成 cDNA，使用 SYBR 实时荧光定量 PCR 试剂盒进行荧光定

量 PCR 分析，引物序列见表 2。反应条件：94 ℃ 4 min →  
94 ℃ 30 s → 56 ℃ 30 s → 72 ℃ 30 s，循环 40 次，待反应结

束进行数据分析，结果以 2-ΔΔCt
表示，并根据分析结果绘制

柱状图。

1.4.6   构建 pmirGLO/Wnt5a-3’UTR 和 pmirGLO/Wnt5a-3’UTR mut
载体   退火获得含有 Wnt5a-3’UTR 或 Wnt5a-3’UTR mut 的片

段，引物序列见表 3。双酶切 pmirGLO 质粒载体，将产物进

行 1% 琼脂糖凝胶电泳，切胶回收大小为 7.35 kb 左右的目的

条带，与目的基因片段连接得到重组质粒。将重组质粒转化

入 XL1-blue 感受态大肠杆菌并培养。筛选阳性克隆，碱裂解

法小量提取质粒。Not Ⅰ酶切重组质粒，产物进行 3% 琼脂

糖凝胶电泳，得到含 7.3 kb 和 125 bp 的片段条带，鉴定出重

组的质粒正确。将质粒测序，测序结果中比对到了目的片段

序列，再一次证明质粒构建正确。扩增培养含正确重组质粒

的菌液，最后用 B 型质粒小量快速提取试剂盒提取质粒并纯

化。

1.4.7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验证靶定效果   转染细胞分

组见表 4。细胞接种：将 293T 细胞按 60 000 个 / 孔接种于

48 孔板，每组设 3 个复孔，置于 37 ℃，体积分数为 5%CO2

培养箱中培养 24 h，细胞融合 70%-80% 时准备转染。制备 A、
B 转染液 ( 方法同 1.4.3)。将转染液加入对应孔中，继续培养

24 h。二次转染：配制 A、B 转染液。A 液：用无血清培养

基 Opti-MEM 稀释 pmirGLO 或 pmirGLO-targetgene-3’UTR/mut  
0.4 μg 至 50 μL，轻轻混匀；B 液：用无血清培养基 Opti-MEM 
稀释 0.4 μL 脂质体 Lipofectamine 2000 Reagent 至 50 μL，静

置 5 min 后将 B 液加入 A 液混匀。将转染液加入对应孔中培

养 48 h，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试剂盒检测，完成后将样品

置于 GloMax96 微孔板发光检测仪测定 RLU 值。Renilla 荧光

素酶作为内参，用萤火虫荧光素酶测定得到的 RLU 值除以

Renilla 荧光素酶测定得到的 RLU 值，得到的比值用来比较不

同样品间目的报告基因的激活程度。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体外成骨分

化过程中矿化结节的形成情况和碱性磷酸酶活性；②过表

达 hsa-miR-223-3p 后成骨诱导分化细胞中 Wnt5a、OPG 和

RUNX2 蛋白和 mRNA 表达；③ hsa-miR-223-3p 与 Wnt5a 结

合以及对 Wnt5a 表达影响的机制。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培养及鉴定

细胞来源： 健康捐献者骨髓

原代培养方法： Percoll 密度梯度离心法

基础培养基： L-DMEM 培养基

添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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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h 开始换液，之后每 3 d 换液 1 次，培养 14 d

开始传代

细胞传代： 细胞融合至 80%-90% 用胰蛋白酶消化传至下 1 代，按 1 ∶ 2 或

1 ∶ 3 比例传代，3-5 d 传 1 代，共传 8 代

细胞鉴定： 采用免疫细胞化学染色鉴定

伦理学批准： 该实验经过成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 伦理批件号：20190035)

1.4.2   碱性磷酸酶水平定量检测和茜素红染色鉴定成骨分化

能力   选取第 3 代生长处于对数期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接种于

24 孔板，每组设 3 个复孔，培养 24 h 后更换为成骨诱导液 ( 含
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0.1 μmol/L 地塞米松、10 mmol/L 
β- 甘油磷酸钠、50 mg/L 维生素 C、1% 青霉素及 2.5 mg/L 链
霉素的 DMEM 培养基 ) 继续培养，分别于诱导培养的第 7，
14，21 天采用碱性磷酸酶试剂盒检测碱性磷酸酶水平：取细

胞培养液，瞬时离心后取上清液，在 96 孔板中加样，所有样

品及对照分布见表 1。样品上样量为 50 µL，标准品用量设置

6 个梯度，为 4，8，16，24，32，40 µL；紫外分光光度计下

测量样品在 405 nm 下的吸光度值，根据酶活性计算方法，获

得每组样品的碱性磷酸酶活性值。

选取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接种于 6 孔板，每组设 3 个复孔，

培养 24 h 后更换为成骨诱导液培养，于培养 7，14，21 d 行

茜素红染色，显微镜下观察细胞中的矿化结节染色情况。

1.4.3   细胞转染   选取第 3 代生长处于对数期的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接种于 6 孔板，每组设 3 个复孔，成骨诱导连续

培养 21 d。配制转染液，A 液：取 1 µL 浓度为 20 µmol/L 的
hsa-miR-223-3p-NC mimics，利用 Opti-MEM 无血清培养基对

其进行稀释，稀释至最终体积为 50 µL，将溶液轻轻混合均

匀；B 液：取 1 µL 脂质体 Lipofectamine2000 Reagent，利用

Opti-MEM 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对其进行稀释，稀释至终体积

50 µL 后混合均匀，室温下放置 5 min；然后用移液器吸取 B
液，缓慢将其与 A 液混合，轻轻吹打混合均匀，室温下继续

放置 20 min。同法配制 hsa-miR-223-3p mimics 转染液。在相

应的样品孔中分别加入 0.1 mL 转染液，4 h 后更换为无抗生

素的含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的 1640 培养液，于 37 ℃，

体积分数为 5%CO2 培养箱中继续培养 48 h。
1.4.4   Western blot 检测 Wnt5a、OPG 和 RUNX2 蛋白表达   转
染后48 h，加入RIPA裂解液裂解细胞，离心，收集细胞上清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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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以

x-±s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采用 LSD-t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形态学特点   倒置显微镜下观察原代

细胞分布松散，细胞形态为透亮的圆形，折光性良好。细胞

贴壁生长，融合达到 80%-90% 时进行传代，传代培养的细

胞生长趋于稳定，绝大多数为形态一致的长梭形，见图 1。

2.2   免疫细胞化学检测结果   通过表面抗原相对特异性鉴定

发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CD44 表达阳性率为 97%，CD34、
CD45 均呈阴性表达，见图 2。

2.3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体外成骨分化后碱性磷酸酶活性   诱
导培养第 7，14，21 天，定量检测碱性磷酸酶的活性。结果

发现，碱性磷酸酶的表达量随着诱导时间的延长而显著增加，

见图 3。

2.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体外成骨分化后矿化结节形成情况  
成骨诱导 7 d 后，茜素红染色可见少量红色，随着培养时间

的延长 (14，21 d)，红色沉积明显增多并融合变大，见图 4。

2.5   hsa-miR-223-3p 抑制 Wnt5a 的表达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成骨分化后转染 hsa-miR-223-3p mimics 及其对照质粒，运用

RT-qPCR 方法检测 Wnt5a 的 mRNA 水平，Western blot 方法

检测 Wnt5a 蛋白水平。如图 5 所示，过表达 hsa-miR-223-3p
抑制了 Wnt5a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

2.6   hsa-miR-223-3p 抑制 Wnt 下游信号通路 OPG 和 RUNX2
的表达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后转染 hsa-miR-223-3p 
mimics 及其对照质粒，通过 RT-qPCR 方法检测过表达 hsa-
miR-223-3p 抑制了 OPG 和 RUNX2 的 mRNA 水平，见图 6。

通过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过表达 hsa-miR-223-3p 抑制了

OPG 和 RUNX2 的蛋白水平，见图 7。

2.7   pmiGLO/Wnt5a-3’UTR 和 pmiGLO/Wnt5a-3’UTR mut 质粒

的构建   通过 miRBase 数据库和 TargetScan 7.2 软件分析显示

Wnt5a 上存在 hsa-miR-223-3p 的结合位点，见图 8A。构建

pmiGLO/Wnt5a-3’UTR 质粒 ( 野生型，包含两者结合位点 ) 和

pmiGLO/Wnt5a-3’UTR mut 质粒 ( 突变型，突变掉结合位点 )，
转化到 XL1-blue 感受态大肠杆菌，提取质粒经酶切电泳，得

到包含 7.3 kb和 125 bp的条带，鉴定产物并测序，见图 8B，C。

2.8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检测结果   将 hsa-miR-223-3p 
mimics 或对照质量转染至 293T 细胞，再用野生型与突变型

报告质粒分别转染，48 h 后检测荧光值。共转染 hsa-miR-
223-3p mimics，与对照组相比，野生型组荧光素酶活性下

降 40%，突变型组荧光素酶活性没有改变。共转染 hsa-miR-
223-3p-ASO，与对照组相比，野生型组荧光素酶活性增加

20%，突变型组荧光素酶活性基本不变，见图 9。

3   讨论   Discussion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与骨重建过程密切相关，而 miRNA

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分化中起着重要作用。该研究

结果表明 hsa-miR-223-3p 可直接与 Wnt5a 结合，在骨髓间

充质干细胞诱导分化的成骨细胞内 hsa-miR-223-3p 不仅抑制

Wnt5a 的表达，还抑制 Wnt 下游信号通路 OPG 和 RUNX2 的

表达。

考虑实验的连续性和重复性，运用 Percoll 密度梯度离

心技术分离获取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通过免疫细胞化学染色

发现细胞表面抗原 CD44 表达呈阳性，而 CD34、CD45 的表

达均呈阴性，证明获取的细胞为间充质干细胞并排除造血干

细胞。随着诱导成骨时间的延长，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培养液

中碱性磷酸酶活性逐渐增加，细胞中矿化结节数量越来越多，

并逐渐融合到一起变大，说明该培养体系可在体外成功将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诱导成骨分化。

miRNA 作为一类重要的调控分子，广泛参与调控多种生

命进程，尤其在骨代谢、干细胞增殖分裂等过程中，miRNA
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已报道多种 miRNA 参与骨代谢，对相

关细胞向成骨方向分化起着重要调控作用。miR-223-3p 作为

miRNA 中的活跃分子，对其研究目前已成为热点，主要集中

在肿瘤、炎症及一些非肿瘤性疾病，但很少有关于其调控骨

代谢的研究。例如 miR-223-3p 在人骨肉瘤发病中充当抑癌基

因
[7]
，而在肾透明细胞癌发病中又充当癌基因

[8]
。在急性痛

风性关节炎患者血浆中可检测到 miR-223-3p 水平特异性下 

调
[9]
，在其他一些非肿瘤疾病，如 miR-223-3p 参与了 

表 1 ｜碱性磷酸酶水平检测上样表
Table 1 ｜ Sampling table for alkaline phosphatase activity detection

试剂 空白对照 标准样品 样品

检测缓冲液 50 µL (100-x) µL -

显色底物 50 µL - 50 µL
样品量 - - 50 µL
标准品工作液 - x µL -

表 2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扩增引物序列
Table 2 ｜ Amplification of primer sequences by RT-qPCR

基因 正义链 反义链

Wnt5a 5'-TTA TGG GCT CAA ATA GAA AG-3' 5'-TTT AGA CCT GTG CCT TCG-3'
OPG 5'-ACT GTT TCT CAG GCA CTT-3' 5'-TAC CGT TTC TTT ATA GGA TG-3'
RUNX2 5'-TCT TCC CTC CAC CCT CAC-3' 5'-CAA ATT CCA GCA ATG TTT GTG C-3'
β-actin 5'-CAT GTA CGT TGC TAT CCA GG-3' 5'-CTC CTT AAT GTC ACG CAC GAT-3'

表 3 ｜基因片段合成引物序列
Table 3 ｜ Primer sequences for synthetic gene fragment

基因 正义链 反义链

WNT5A- 
3'UTR

Pme I 5'-AAA CTA GCG GCC GCT AGT 
TGA GTT CTG TGA GCT ACT GAC CT-3' 
Xba I

Xba I 5'-CTA GAG GTC AGT AGC TCA 
CAG AAC TCA ACT AGC GGC CGC TAG 
TTT-3' Pme I

WNT5A- 
3'UTR 
mut

Pme I 5'-AAA CTA GCG GCC GCT AGT 
TGA GTT CTG TGA GCT CAC TGT CT-3' 
Xba I

Xba I 5'-CTA GAG ACA GTG AGC TCA 
CAG AAC TCA ACT AGC GGC CGC TAG 
TTT-3' Pme I

表注：图中灰色底纹表示含有 WNT5A- 3'UTR 和 WNT5A- 3'UTR mut 结构

的碱基序列

表 4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转染细胞分组
Table 4 ｜ Grouping of transfected cells in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gene 
experiment

组别 hsa-miR-223-3p 对照

1 hsa-miR-223-3p mimics+Wnt5a-UTR-WT NC mimics+Wnt5a-UTR-WT
2 hsa-miR-223-3p-ASO+Wnt5a-UTR-WT NC-ASO+Wnt5a-UTR-WT
3 hsa-miR-223-3p mimics+Wnt5a-UTR-MUT NC mimics+Wnt5a-UTR-MUT
4 hsa-miR-223-3p-ASO+Wnt5a-UTR-MUT NC-ASO+Wnt5a-UTR-M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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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第 3 代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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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形态一致，呈长

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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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中 CD34 表达阴性；CD44 表达阳性；CD45 表达阴性

图 2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免疫细胞化学检测结果

Figure 2｜ Immunocytochemical test results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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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随着诱导时间延长，碱性

磷酸酶活性逐渐增加 (P < 0.05)
图 3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诱

导分化后碱性磷酸酶活性变化

Figure 3 ｜ Alkaline phosphatase 
activity variation after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7 d 14 d 21 d

图注：随着诱导时间延长，矿化结节增多并融合 ( 箭头所示 )
图 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诱导分化后矿化结节形成情况 ( 茜素红染

色 )
Figure 4 ｜ Mineralized nodules formation after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lizarin red st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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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中 A 为 hsa-miR-223-3p 抑制 Wnt5a 的 mRNA 水平；B，C 为

hsa-miR-223-3p 抑制 Wnt5a 的蛋白水平

图 5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后转染 hsa-miR-223-3p mimics 抑制

Wnt5a 的表达

Figure 5 ｜ Transfection of hsa-miR-223-3p mimics into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hibits Wnt5a 
expression 图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后转染 hsa-miR-223-3p mimics 抑制

OPG 和 RUNX2 的 mRNA 水平

图 6 ｜ Wnt 下游信号通路 OPG 和 RUNX2 的 mRNA 水平 (RT-qPCR 法 )
Figure 6 ｜ mRNA expression levels of OPG and RUNX2 downstream 
signaling pathways of Wnt (RT-q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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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培养形态

Figure 1 ｜ Morphology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图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后转染 hsa-miR-223-3p mimics 抑制

OPG 和 RUNX2 的蛋白水平

图 7 ｜ Wnt 下游信号通路 OPG 和 RUNX2 蛋白水平 (Western blot 法 )
Figure 7 ｜ Protein levels of OPG and RUNX2 downstream signaling 
pathways of Wnt (western blot assay)

图注：图中 A 为 UTR 结合及突变位点；B 为载体图；C 为小提鉴定图；

wt 为野生型 UTR，mt 为突变型 UTR
图 8 ｜ pmiGLO/ Wnt5a-3’UTR 和 pmiGLO/ Wnt5a-3’UTR mut 质粒的构建

Figure 8 ｜ Construction of pmiGLO/Wnt5a-3'UTR and pmiGLO/Wnt5a-
3'UTR mut plasm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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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 Wnt5a 是 hsa-miR-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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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 Wnt5a is the 
target gene of hsa-miR-223-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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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Friedreich 共济失调相关的各种病理学特征
[10]
。阿尔茨海默

病和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血清 miR-223-3p 水平降低，而帕金森

病患者血清 miR-223-3p 水平上调
[11]
。miR-223-3p 在多种疾

病发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骨质疏松患者体内也检测

到高表达
[12]
。这些变化提示 hsa-miR-223-3p 可能在骨代谢过

程中发挥了调控作用，与骨质疏松有一定关联。

该研究中 hsa-miR-223-3p 是通过调控 Wnt 信号通路来

影响成骨分化的，大量研究证明 Wnt 信号通路可以调节骨骼

和骨量发育，尤其在促进骨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

发现 Wnt5a 基因缺失小鼠表现出成骨量减少，而脂肪形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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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6-17]

。Wnt5a 基因缺失引起骨 - 脂肪平衡的改变会导致

骨代谢的紊乱。Wnt5a 可通过诱导非经典信号途径与经典信

号途径共同作用调控成骨分化。OKAMOTO 等
[18]

发现 Wnt5a
通过上调 Wnt/β-catenin 信号传导来促进成骨和抑制脂肪形

成。此外，Wnt5a 可通过诱导 Runx2 的表达，促进成骨细胞

分化
[19]
。目前已有充分证据证明 Wnt5a 可通过激活 Wnt 信

号通路，包括非经典通路和经典通路来促进成骨分化，当

Wnt5a 表达降低，成骨分化则受到抑制。该研究发现在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成骨诱导分化后转染 hsa-miR-223-3p 明显抑制

了 Wnt5a 的表达，且 Wnt 下游信号通路 OPG 和 RUNX2 的表

达也被抑制。OPG 作为一种分泌型糖蛋白，是 Wnt 信号通路

的下游分子，主要结合骨保护素配体而起作用，OPG 被抑制

后破骨细胞和骨吸收均变得活跃。RUNX2 作为 Wnt 信号通路

的下游分子，是骨形成过程最重要的调节因子之一，在骨形

成过程中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研究证实，通过激活 RUNX2
信号通路，Wnt 可促进成骨分化和矿物形成

[20]
，抑制 RUNX2

信号通路，成骨分化则受到抑制。

实验进一步研究探讨 hsa-miR-223-3p 是如何作用于

Wnt5a。miRNA 可特异性识别靶 mRNA，并在基因转录及

转录后水平调控靶基因，主要通过碱基互补配对方式阻遏

或降解靶 mRNA 的翻译。利用生物信息学来寻找 hsa-miR-
223-3p 与 mRNA 的靶向关系，生物信息学预测方法目前已

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应用于 miRNA 靶基因预测计算。结

果发现 Wnt5a 是 hsa-miR-223-3p 预测的靶标，适合用双荧

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验证。因此，该研究构建了 pmiGLO/
Wnt5a-3’UTR 和 pmiGLO/Wnt5a-3’UTR mut 质粒，并验证了

2 个质粒的有效性。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检测结果显示

hsa-miR-223-3p 可明显抑制野生型 Wnt5a-3’UTR 的荧光素酶

活性，而不改变突变型 Wnt5a-3’UTR 的荧光素酶活性。封闭

hsa-miR-223-3p 可增强野生型 Wnt5a-3’UTR 的荧光素酶活性，

仍不影响突变型 Wnt5a-3’UTR 的荧光素酶活性。以上结果证

实 hsa-miR-223-3p 可直接与 Wnt5a 结合并抑制其表达，符

合一般miRNA通过作用于mRNA对靶基因进行转录后调控，

从而诱导其降解或者抑制翻译过程的特点。

结论：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诱导分化的成骨相关细胞

内，hsa-miR-223-3p 可直接与 Wnt5a 结合并抑制其表达。细

胞内过表达 hsa-miR-223-3p 能同时抑制 Wnt 下游通路 OPG
和 RUNX2 的表达，进而造成成骨抑制和破骨活跃，具体机

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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