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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治疗脊髓损伤的研究进展

万  然，史  旭，刘京松，王岩松

文题释义：

脊髓损伤：创伤等各种原因导致脊髓结构破坏、神经传导通路中断，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固有再生能力有限且损伤局部环境不利于再生，

常导致永久性的神经功能缺陷。其病变与再生机制复杂，治疗需要从神经保护、解放神经再生潜力、对抗周围再生抑制环境等多方面进

行。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是间充质干细胞分泌至细胞外空间的各种分子或细胞外囊泡，主要由间充质干细胞培养基去除杂质后获得，通过

各种可溶性分子(如生长因子、趋化因子)及外泌体介导了间充质干细胞的大部分治疗作用，并且能避免细胞移植的各种弊端。

摘要

背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固有再生能力有限，脊髓损伤常导致患者出现永久性的感觉、运动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

量，目前临床上尚无有效改善神经功能恢复的方法。现研究认为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由于介导了细胞移植的主要治疗作用且避免了细胞

排异等问题，因此将成为治疗脊髓损伤的有力工具。

目的：总结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治疗脊髓损伤的研究进展，并分析目前面临的问题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方法：以“spinal cord injury，secretome”为关键词检索PubMed数据库，以“脊髓损伤，分泌组”为关键词检索CNKI、万方数据库，检索

时限为2013年1月至2020年1月，排除与文章研究目的无关及重复性文章，纳入符合标准的71篇文献进行综述。

结果与结论：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中富含各种生长因子、神经营养因子等可溶性分子及细胞外囊泡，在减少细胞凋亡、调节免疫应答、

抑制瘢痕形成、促进神经再生及血管形成方面都起到了显著作用。大量的研究表明，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可以促进脊髓损伤后的神经再

生及功能恢复，且避免了细胞移植的种种弊端，未来将成为治疗脊髓损伤的可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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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pinal cord injury often leads to patients’ permanent sensory, motor and autonomic dysfunction because of limited inherent regeneration 
capacity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Spinal cord injury seriously affects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but there is still no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it. The existing 
studies suggest that mesenchymal stem cell secretome mediates the main therapeutic effect of cell transplantation and avoids problems such as cellular 
rejection, so it will become a powerful tool for the treatment of spinal cord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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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脊髓损伤常造成终身残疾，临

床上尚无有效治疗办法，由于

损伤后病变及再生机制复杂，

其治疗相关研究面临巨大挑

战。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作为细胞

分泌至外部的各种分子及细胞

外囊泡，可行使干细胞的多种

功能，可以从多个方面对脊髓

损伤进行修复，治疗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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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全球约有超过 2 700 万人因脊髓损伤造成残疾

[1-2]
。脊髓

损伤有多种原因，包括创伤、炎症、感染、血管原因、肿瘤

或退变，其中 90% 由创伤引起。脊柱外伤等因素常导致椎体

骨折，压迫脊髓实质引起脊髓损伤，脊髓神经元死亡后中断

的神经束无法进行信息传递，导致多系统的功能失调及感觉、

运动、自主 ( 性、泌尿、心血管、肠道 ) 神经功能障碍
[3-4]

。

由于中枢神经系统自我修复能力有限，脊髓损伤往往造成永

久性缺陷
[5-6]

。脊髓损伤患者多为年轻人，根据损伤位置及

其严重程度不同，一生的护理费用达 100万至 500万美元
[7-8]

， 

因此长期的残疾会给患者及家属带来严重的心理和经济负

担。尽管多年来脊髓损伤相关实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仍未发现治疗脊髓损伤的可靠手段
[2]
，因此寻找脊髓损伤

的有效治疗方法已迫在眉睫。

组织工程学研究试图通过细胞移植的方法来促进脊髓

的再生
[9]
，其中间充质干细胞由于其免疫调节、促进组织再

生等功能备受瞩目。然而大量研究发现细胞治疗的效果主要

源于其旁分泌作用，甚至其中部分研究证明单独使用细胞分

泌到外界的成分 ( 细胞分泌组 ) 可以产生与细胞移植相当的

效果
[10-12]

。由于细胞治疗还存在免疫排斥反应、储存困难等

诸多问题
[10]
，因此应用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 (mesenchymal 

stem cell secretome) 进行无细胞治疗的方法，可以完美地代

替细胞治疗，在未来成为治疗脊髓损伤的利器。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第一作者通过检索 PubMed、CNKI、万方数

据库 2013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的文章，以“spinal cord  

injury，secretome”为英文检索词，“脊髓损伤、分泌组”

为中文检索词，排除与综述不相关及重复的文章，共选入 71

篇文献。

1.2   筛选方法

1.2.1   文献入选标准   ①与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治疗脊髓损

伤相关的研究；②权威杂志在同领域内近期发表的文章；③

具有原创性、文章论点可靠。

1.2.2   文献的排除标准   ①重复性研究；②设计不合理的研

究；③与主题内容无关的文章。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 secretome in the treatment of spinal cord injury,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METHODS: The PubMed database was retrieved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secretome” as the keywords, and Chinese databases include CNKI and Wanfang were 
retrieved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secretome” as the keywords in Chinese. We retrieved the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January 2013 to January 2020 and excluded 
the articles that were irrelevant or repetitive. At last 71 articles that met the criteria were included for review.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mesenchymal stem cell secretome is rich in extracellular vesicles and soluble molecules such as growth factors and 
neurotrophic factors, and it plays prominent place in reducing cell apoptosis, regulating immune response, inhibiting scar formation, promoting nerve 
regeneration and angiogenesis. Numer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mesenchymal stem cell secretome can promote nerve regeneration and function 
recovery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and it avoids the disadvantages of cell transplantation. The mesenchymal stem cell secretome will become a reliable method 
to treat spinal cord injur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pinal cord injury; mesenchymal stem cell secretome; nerve regeneration; cell-free treatment; review

Funding: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eneral Program), No. 81871781 (to WYS)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 R, SHI X, LIU JS, WANG YS.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treatment of spinal cord injury with mesenchymal stem cell secretome.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1;25(7):1088-1095. 

1.3   文献质量评估方法   初检得到文献 732 篇，通过阅读标

题与摘要进行初筛，排除与研究内容无关、重复且设计不合

理的文章，根据纳入标准进一步筛选后，共保留文献 71 篇，

包括英文文献 60 篇，中文文献 11 篇。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1。

以“spinal cord injury，secretome”
为英文检索词，检索 PubMed 数据库

2013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的文章

以“脊髓损伤，分泌组”为中文检索

词，检索 CNKI、万方数据库 2013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的文章

通过阅读标题与摘要进行初筛，排除与研究内容

无关、重复且设计不合理的文章

初检得到文献 732 篇 保留文献 71 篇进行综述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2   结果   Results 
2.1   脊髓损伤   脊髓损伤是一个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难题，

常导致患者出现永久性的残疾，其过程可分为原发性损伤

(primary injury) 和继发性损伤 (secondary injury)。原发性损伤

是指脊髓组织在机械力作用下即刻发生的结构破坏及组织损

伤，由于中枢神经系统自身可塑性有限，通常引起不可逆的

神经损害
[4，7]

；继发性损伤则是继原发性损伤后，炎症、凋亡、

兴奋性毒性等各种病理因素导致的一系列损害，各种因素在

原发性损伤的基础上参与自身破坏，并在局部形成长期阻碍

组织修复的物理化学环境如胶质瘢痕，因此造成的损害往往

也大于原发性损伤
[13]
。损伤后多种形式的神经再生都可以引

起功能的恢复，但由于成年哺乳动物缺乏生长驱动信号，且

炎症、瘢痕、空洞等共同形成了不利的外部环境，因此灵长

类动物虽然在脊髓损伤后通常存在一定的固有神经再生及功

能恢复，但是程度极其轻微
[3，9]

。针对以上对脊髓损伤的认知，

相关研究通常围绕减少继发性损伤、提高组织再生能力和解

除周围再生抑制环境这几方面展开。

目前临床上对于急性脊髓损伤的治疗方法仅限于手术

减压和大剂量甲基强的松龙冲击治疗
[4，8]

，手术治疗的目的

是重建脊柱稳定性和脊髓减压，限制继发性损伤，这是脊髓

损伤紧急治疗的重要基石；甲基强的松龙是脊髓损伤治疗的

标准药物，主要通过抑制创伤后的脂质过氧化来保护神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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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9]
，尽管存在类固醇相关的不良反应，但是目前临床上暂

无替代药物。此外，临床医生会通过避免全身低血压和维持

平均动脉压来保证脊髓灌注；后期的康复治疗尽可能地恢复

功能、减少并发症，以提高患者长期生活质量
[1，8]

。

2.2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脊髓损伤   随着组织工程学的发展，

干细胞移植治疗脊髓损伤的方法已被大量研究所使用，其中

不同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 (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 因

为具有易于分离、相对易于保存和回避了大量伦理问题的优

点尤其受到关注
[14]
。间充质干细胞是多能成体干细胞，最

初由骨髓中分离得到，具有分化成中胚层甚至其他谱系的能

力，目前通常从骨髓、脂肪、脐带、胎盘、乳牙、外周血等

组织样本中获取。大量实验表明间充质干细胞对受损脊髓的

神经再生与功能恢复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15-16]

，其治疗脊髓损

伤的潜在机制包括向神经元、胶质细胞的分化及细胞的旁分

泌作用，其分化、替代作用目前尚存争议。通过旁分泌作用，

间充质干细胞可以调节各种细胞的增殖与分化，并在宿主微

环境发挥免疫调节、神经保护、神经营养、促血管形成等功 

能
[14，17]

，因此间充质干细胞能减少继发性损伤造成的神经

元丢失，并进一步促进神经再生。MUKHAMEDSHINA 等
[18]

使用骨髓、脂肪、牙髓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大鼠及猪脊

髓损伤，发现 3 种细胞在不同模型中均能减少空腔形成，恢

复部分躯体感觉通路。成建平等
[19]

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注

入大鼠脊髓实质，减少了损伤后的神经元凋亡，降低了启动

炎症反应的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表达水平，大鼠后肢功能明显

恢复。

2.3   无细胞治疗的衍生   早期的研究主要将间充质干细胞的

治疗效果归因于其多向分化能力，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移植

后细胞不能长时间存活 ( 通常小于 1 周 )，且全身注射情况

下移植到受损部位的细胞数量稀少，其中大量研究发现单独

使用细胞分泌到外界的成分甚至可以产生与细胞移植相当的

治疗效果
[20-22]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干细胞移植后分化

起到的作用较小，其治疗效果可能来源于分泌到细胞外的分

子，这些分子在细胞过程的调节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用无细胞治疗方法代替细胞治疗的理论基础是发现间充

质干细胞旁分泌作用介导了细胞移植的主要治疗效果
[23]
，无

细胞治疗是通过收集细胞分泌出的各种物质，即使用细胞分

泌组进行治疗的方式。此外，使用细胞分泌组进行无细胞治

疗可以避免移植细胞的诸多弊端，具有以下优势：①避免了

活细胞移植存在的的安全隐患，如免疫排斥反应、栓子形成、

致瘤性、心律失常、钙化骨化和疾病传播
[10]
，到目前为止尚

未有报道提出细胞分泌组出现安全问题；②细胞分泌组可以

像传统药物一样标准化其剂量和效能
[23]
；③冻存甚至冻干不

会减少细胞分泌组效能，而细胞冻存需要配合有潜在毒性的

冷冻保存剂，且要求苛刻
[11]
；④避免了细胞收集过程，省去

了培养、扩增细胞所需的大量时间、花费，细胞分泌组更加

经济实用，有利于商品化
[24]
；⑤大规模生产时，可以通过实

验条件和细胞系的选择来提供适当的生物活性因子
[21]
；⑥战

场医疗、急性疾病等紧急情况下，细胞分泌组是可以即刻使

用的
[25]
；⑦移植干细胞寿命短，且细胞衰老会导致遗传不稳

定
[13]
；⑧目前活细胞移植仍存在伦理问题

[22]
。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细胞分泌组具有明确的治疗效果，因此近年来，

无细胞治疗作为细胞治疗的替代方法而备受瞩目。

2.4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  

2.4.1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的定义及成分   间充质干细胞分

泌组或称条件培养基，被定义为间充质干细胞分泌至细胞外

空间的各种分子和细胞外囊泡 (EVs)，这些分子包括可溶性蛋

白 ( 如生长因子、趋化因子、抗体、酶、黏附分子、受体、

激素、抗菌肽等 )、游离核酸、脂质
[11，26-27]

，这些蛋白大都

积极参与调节细胞黏附、增殖、迁移、分化、免疫应答、细

胞防御、细胞存活、信息传递等多种细胞进程，从而起到免

疫调节、抗凋亡、抗纤维化、促进组织再生等功能
[21]
；细胞

外囊泡为脂质双分子层结构，被认为是细胞内重要的通讯介

质，常携带大量上述蛋白质、DNA、RNA 等
[20，28]

，参与调节

靶细胞的多种信号通路。细胞外囊泡根据其大小和来源可分

为凋亡小体 (500-2 000 nm)、微泡 (150-600 nm)和外泌体 (40- 
150 nm)[20-21]

，凋亡小体是细胞凋亡过程中从细胞内分裂出的

最大的细胞外囊泡，含组蛋白和 DNA 片段；微泡由质膜出

芽产生，富含神经鞘磷脂和神经酰胺；外泌体由多泡体内部

萌出，多泡体与质膜融合后向外释放外泌体，外泌体含一系

列进化保守蛋白如四聚体蛋白、热休克蛋白
[20，22]

。 

目前已有一部分研究使用蛋白组学的方法对间充质干

细胞分泌组的具体成分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富含的各种生

长因子、趋化因子、神经营养因子等等，与脊髓损伤后的神

经保护及神经再生过程密切相关。SCHIRA 等
[29]

通过质谱分

析和生物信息学方法从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鉴定出 

1 156 种具有代表性的蛋白，其中不乏参与细胞黏附、细胞

迁移、血管形成、细胞骨架建立和细胞外基质组建等生物学

过程的蛋白：455 种蛋白参与细胞通讯；426 种参与发育；

307 种参与细胞分化；170 种参与细胞增殖；53 种参与细胞

生长，其中有 31 种重要的促神经生长因子如 MANF、神经

元衍生神经营养因子 (NDNF)、色素上皮衍生因子 (PEDF)、
SPARC 等等；44 种与血管发育相关的蛋白如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2)、血管形成素 2、金属蛋白酶 14 (MMP-14)。MAT-

SUBARA 等
[30]

使用细胞因子抗体阵列分析检测了人牙髓间充

质干细胞分泌组，发现了 79 种蛋白质，其中 28 种参与了神

经再生过程，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MCP-1)、唾液酸结合性免

疫球蛋白样凝集素 9 (ED-Siglec-9)、白细胞介素 6(IL-6) 参与到

了神经修复过程中 M2 型巨噬细胞的极化。

2.4.2   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   作为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其外泌体 (exosome) 也成为了治疗脊髓

损伤相关研究的热点。利用外泌体的理化特性，通过超速离

心、过滤、免疫亲和分离、聚合物沉淀等方法可以从细胞分

泌组分离出其中的外泌体
[31]
。外泌体内包含各种可溶性蛋

白、核酸、脂质
[32]
，可以通过细胞膜融合、受体配体相互作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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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是内吞作用，向靶细胞传递信息分子，从而起到细胞间

交流的作用
[33]
。外泌体的产生、装配与摄取过程详见图 2。

相较于间充质干细胞，其外泌体不仅能通过血脑屏障，还会

选择性地富集多种 RNA。EIRIN 等
[34]

发现相较于间充质干细

胞，至少 4 种 miRNA 和 255 种 mRNA 在外泌体中被富集，

而且与血管生成、组织再生相关的基因优先表达，因此外泌

体对脊髓损伤会产生较强的生物学效力。间充质干细胞外泌

体中的 RNAs(mRNA、miRNA、lncRNA) 等信号分子由靶细胞

摄取并影响细胞的基因表达，从而外泌体能参与到细胞周期、

细胞免疫应答、细胞黏附与迁移等细胞过程的调控，在大量

脊髓损伤相关研究中显示出其减少神经元凋亡、促进轴突生

长、促进血管再生的多重作用
[32]
。周燕等

[35]
对脊髓损伤大

鼠静脉注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结果抑制了炎性细胞

的活化，减少了神经元的凋亡，大鼠后肢运动功能明显改善。

HUANG 等
[36]

发现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可向脊髓损伤部位转

移，并通过其负载的 miRNA-126 起到促进神经再生、血管形

成的作用。

2.4.3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的获取与应用策略   目前脊髓损

伤治疗相关的研究中，细胞分泌组通常直接来源于未受刺激

的间充质干细胞产生的上清液，待细胞稳定后，通过离心及

0.22 μm 滤器过滤去除上清液中的细胞碎片即可获得细胞分

泌组
[11]
。由于血清当中本身存在大量的可溶性分子及囊泡，

因此收集细胞分泌组前通常将间充质干细胞进行无血清培 

养
[38]
。由于不同的培养条件会明显影响细胞分泌组的成分，

当需要突出细胞分泌组某方面的作用时，各学者相应地探索

不同的培养条件，这些培养方法包括 3D 培养、蛋白预处理、

基因工程修饰、药物预处理、物理预处理
[16]
。如缺氧条件下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水平更高
[39]
，

有利于脊髓损伤处血管形成；TNFγ 等炎症因子刺激间充质干

细胞可使分泌组中前列腺素 E2(PGE-2)、白细胞介素 10 等抗

炎成分增加
[40]
，在脊髓继发性损伤中起到更强的炎症抑制作

用。

细胞分泌组应用于脊髓损伤模型时，各研究通常有不同

的应用策略。在衡量细胞分泌组剂量时会应用不同的标准，

通常包括细胞分泌组的蛋白浓度
[41]
、冻干后细胞分泌组干重

或是分泌组来源的细胞数量
[42-43]

，因此剂量难以统一；脊髓

损伤动物实验中，细胞分泌组的给药途径通常为蛛网膜下腔

注射
[44]
、静脉注射或是腹腔注 射 [45-46]

；给药次数也分为一

次性给药或多次给药
[45，47]

，虽然各实验结果均表明了细胞

分泌组治疗脊髓损伤的有效性，但是不同的实验间难以相互

比较给药策略的优劣。此外，部分学者会通过各种方法分离

出细胞分泌组中的外泌体进行实验，不同的分离方式亦有些

许区别，如超速离心法得到的外泌体大小均匀却易于损伤其

结构，过滤法省时省力却降低提取纯度
[31]
。大量研究表明，

细胞分泌组与其内含的外泌体对脊髓损伤都具有良好治疗效

果，细胞分泌组具有易于收集、细胞因子含量高的优点，其

外泌体则具有成分更加精确、易于标准化的优点，但是尚无

研究直接比较二者疗效，因此二者优劣有待深究
[11]
。目前尚

缺乏实验研究对比细胞分泌组不同的收集与应用策略对脊髓

损伤疗效的影响，这也是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治疗脊髓损伤

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此策略的优化与标准化对未来细

胞分泌组的推广至关重要。

2.4.4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治疗的研究现状   如同间充质干

细胞治疗，其细胞分泌组由于具备抗炎、抗氧化、抗凋亡、

抗纤维化等各种功能，现已被应用于呼吸、泌尿生殖、循环、

骨关节、神经、皮肤等各系统疾病模型的研究，表 1 详细列

举了分泌组在不同疾病模型中的应用及其效果。

除了蛋白成分，细胞分泌组中的细胞外囊泡由于保留了

细胞的归巢能力，可以被细胞内吞及穿过血脑屏障，其脂质

层更是可以防止药物降解，因此在药物输送的研究中具有很

大的潜力
[26]
，比如利用其向肿瘤细胞的归巢能力，可以考虑

向肿瘤递送特定的药物
[11]
。此外细胞外囊泡中的其他成分可

能也起到了不同的生理作用，如 miRNAs(miRNA30 参与肾脏

图注：外泌体由多泡体内部萌出，通过激活 ESCRT 信号将各种蛋白质、

DNA、RNA、脂质装配在囊泡中或膜表面，外泌体在多泡体与质膜融合

后被释放到细胞外空间。其摄取途径包括：靶细胞的内吞 / 吞噬作用；

配体与受体相互作用；直接与靶细胞质膜融合并向胞浆释放内容物

图 2 ｜外泌体的产生、装配与摄取
[37]

表 1 ｜分泌组的临床前研究案例
[11]

分泌组来源 疾病模型 效果

内脏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肺损伤 减轻肺部炎症和水肿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 肺动脉高压 改善肺部血流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 肺纤维化 减少胶原蛋白沉积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哮喘 减少组织病变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肝功能衰竭 减少白细胞浸润和肝细胞死亡

骨髓 /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 肾损伤 促进细胞存活，改善肾脏病理

血管和心脏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心肌梗死 减少梗死面积，改善心肌功能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 肢体缺血 增加血管密度，改善循环

骨关节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关节炎 减少关节肿胀、软骨缺失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 骨缺损 诱导骨再生

神经系统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 脊髓侧索硬化 提高存活率与寿命

牙髓间充质干细胞 新生儿脑损伤 减少组织丢失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变态反应性脑炎 促进少突胶质细胞、神经元发育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脊髓小脑性共济

失调

减轻轴突退变

皮肤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放射性皮炎 加速伤口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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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miRNA22 参与心肌恢复 )、lncRNA(YRNA1 参与肝细胞

保护 )、脂质成分 (PGE-2 参与脑损伤修复 )[11，27]
。

尽管大量动物实验已经证明了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治疗

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但目前相关的早期临床试验仍较少，其

治疗初具成效：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可以促进激光换肤

术后皮肤的愈合，增加脱发患者毛发数量；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分泌组可以增加上颌窦底提升术后骨体积；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分泌组在多发性硬化的研究中显示出治疗潜力
[11，20]

。

2.5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治疗脊髓损伤   CRILGER 最早在体

外证明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可以通过分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

子 (BDNF) 和 β- 神经生长因子 (β-NGF) 来促进神经元的存活

和轴突再生
[13]
，至今大量体内或体外实验都已经证明了细

胞分泌组治疗脊髓损伤的安全性及有效性。部分研究对比了

间充质干细胞及其分泌组治疗脊髓损伤的效果，结果细胞分

泌组起到了与细胞移植相同的疗效，而细胞治疗未起到明显

的替代作用
[29，45，48]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的可溶性成分及

外泌体具有神经保护、免疫调节、减少瘢痕形成、促进神经

再生及血管形成的多重功能。比如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分

泌组中可以找到与轴突生长和神经存活相关的胰岛素样生长

因子 1(IGF-1)、肝细胞生长因子 (H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转化生长因子 β(TGF-β)，改善损伤局部环境，减少瘢痕形成

的干细胞因子 (SCF)、基质细胞衍生因子 (SDF-1α)、MCP-1 和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3]
；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内 miRNA-21、

miRNA-146a、miRNA181 参与炎症反应抑制
[49]
。

脊髓损伤的病变及再生机制错综复杂，针对其中单一的

靶点难以达到整体上满意的治疗效果
[4]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

组中包含了神经营养因子、生长因子、趋化因子等各种可溶

性分子，其外泌体则作为细胞间的信使参与细胞进程调控，

使得细胞分泌组从神经保护、免疫调节、对抗瘢痕、促进神

经再生及血管形成 5 个方面发挥作用，各种分子调节的细胞

进程相互协同，进而可以形成一个支持神经再生和功能恢复

的网络。因此分泌组治疗脊髓损伤潜力巨大。

2.5.1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的神经保护作用   脊髓继发性损

伤阶段，细胞凋亡、脂质过氧化损伤、细胞毒作用等病理因

素会介导神经元的进一步死亡，其中细胞凋亡是导致神经元

丢失的主要原因。Bcl-2 家族和 Caspase 家族介导细胞的凋亡

过程，其中抗凋亡蛋白 Bcl-2 和促凋亡蛋白 Bax 可以作为细

胞凋亡反应的标志物，Bcl-2/Bax异二聚体可避免细胞凋亡
[32]
。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通过增加组织抗凋亡蛋白的表达或内

含的凋亡抑制蛋白，改善局部微环境，减少神经元丢失。

LI 等 [50]
发现注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后，大鼠脊髓损

伤处 Bcl-2 蛋白表达水平升高，而 Bax、cleaved Caspase-3、
cleaved Caspase-9 表达水平明显下降，神经元丢失减少。胰

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6(IGFBP6) 是一种生长因子，可以

增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受体介导的 Akt 磷酸化，降低线粒

体内促凋亡相关蛋白 Bax 表达
[16]
。JEON 等

[51]
证明在双氧水

诱导的神经元损伤模型中，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通过 IGFBP6

降低了促凋亡蛋白 Bax 的表达，起到了保护原代皮质神经元

的作用。

除了减少细胞凋亡，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改变了损伤微

环境，从而能够减少过氧化、细胞毒性作用等损伤，起到神

经保护作用。YENG 等
[52]

使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静脉

注射的方法改善了脊髓损伤大鼠的下肢运动功能，此研究中

细胞分泌组明显降低了脊髓内活性氧 ( 一氧化氮、2，3- 二

羟苯甲酸 )、酶促氧化剂及脂质过氧化产物 ( 丙二醛 ) 的水平，

通过减少氧化损伤起到神经保护作用。NADPH 氧化酶 4 同工

酶 (NOX) 是细胞内活性氧 (ROS) 的重要来源，脊髓损伤后氧

化应激反应导致活性氧堆积，造成蛋白质、DNA 损伤，引起

细胞死亡
[53]
。赵林林

[54]
通过慢病毒使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外

泌体内过表达 miRNA-25，并将其注入脊髓损伤大鼠蛛网膜下

腔，结果显著减低了大鼠脊髓组织内 NOX4 的表达水平，活

性氧减少，有效降低了氧化应激引起的细胞死亡。

2.5.2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的免疫调节作用   间充质干细胞

分泌组可以影响各种免疫细胞的增殖和活化，研究证明细胞

分泌组在先天性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中都有调节作用。炎症不

仅参与了继发性损伤的组织破坏也与坏死组织清除、再生反

应密切相关，细胞分泌组很好地调节了炎症反应，起到了协

调与平衡的作用
[20]
。早期细胞分泌组通过选择性地动员各种

免疫细胞，起到清除凋亡细胞和髓鞘碎片的作用。NEIRINCKX

等
[55]

发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含各种集落刺激因子、

白细胞介素、趋化因子，包括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CSF)、

白细胞介素 6、CCL5、CXCL12，对巨噬细胞具有高度趋化作用，

这些因子会在体内选择性招募、活化巨噬细胞，调节脊髓损

伤的早期炎症事件、有效清除损伤处的坏死组织，并对后期

的轴突再生起到有利作用，最终引起脊髓损伤大鼠出现早期

的功能恢复。

除了早期动员炎症细胞，细胞分泌组可以在持续炎性反

应引起组织损伤的阶段，调节促炎与抗炎因子的水平，并抑

制各种炎性细胞的增殖、活化，起到炎症抑制作用，从而减

轻炎性反应在继发性损伤过程中造成的组织破坏
[13]
。间充质

干细胞分泌组可以参与抗原识别、T 细胞增殖活化、T 细胞

效应阶段的调控，从免疫反应的 3 个主要阶段介导炎症的抑

制
[56]
，其主要的炎性抑制因子包括转化生长因子 β、白细胞

介素 1 受体拮抗体 (IL-1Ra)、白细胞介素 37、IL12P70、睫状

神经营养因子 (CNTF)、人神经营养因子 3(NT-3)、白细胞介素

10、白细胞介素 13 等
[56-57]

。转化生长因子 β2 可以减少 CD4+

辅助 T 细胞和 CD8+
细胞毒性 T 细胞的增殖

[16]
，白细胞介素 1

受体拮抗体与白细胞介素 1 受体结合，竞争性抑制白细胞介

素 1 的促炎作用，减少白细胞浸润
[20]
。白细胞介素 37 是参

与间充质干细胞免疫调节作用的关键分子，通过细胞内转移

机制进入细胞核，阻止促炎的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1α、肿

瘤坏死因子、CXCL2 的转录
[10]
。GIACOPPO 等

[41]
发现静脉注

射牙源性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后，丰富的白细胞介素 37 使

小鼠脊髓内白细胞介素 1α、肿瘤坏死因子表达减少，此外白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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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介素 10、转化生长因子 β 等抗炎细胞因子表达明显增

加，白细胞浸润减少，病变区域的炎性反应减轻，小鼠出现

明显的功能恢复。CHUDICKOVA 等
[44]

通过蛛网膜下腔注射脐

带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显著增加了脊髓损伤大鼠血清中白

细胞介素 10、IL12p70 等抗炎因子的水平，降低了白细胞介

素1β、白细胞介素6等促炎因子水平，改善了功能评分。此外，

KANG 等
[58]

使用过表达 miRNA-21 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外泌

体治疗脊髓损伤大鼠，结果 miRNA-21 可下调 PTEN，抑制核

因子 κB 的活化，从而控制炎症反应，促进损伤修复。

巨噬细胞在脊髓损伤过程中由于表型不同，起到了积极

或是消极的作用，通常 M1 型表现为促炎型，会杀伤周围细

胞并阻止细胞增殖，其持续存在导致了阻碍神经再生的慢性

炎症；M2 型则起到抑制炎症损伤及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

对受损脊髓有益
[59]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可以通过参与调节

巨噬细胞的表型，减轻其促炎作用，甚至逆转为炎症抑制、

促进再生的状态。LANKFORD 等
[45]

对脊髓损伤大鼠进行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的静脉注射，发现这些外泌体被损伤处

的 M2 型巨噬细胞吞噬，并阻止 M2 型巨噬细胞转化为 M1

型促炎状态，大鼠功能明显恢复。SHIMOJIMA 等
[60]

发现注

射人乳牙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可以减轻神经炎症，改善脊髓

功能，其主要成分唾液酸结合 Ig 样凝集素 9 (ED-Siglec-9) 可

促进巨噬细胞由 M1 型向 M2 型转化，抑制巨噬细胞释放促

炎因子并减少促炎性细胞 Th1/Th17 的增殖。

2.5.3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促进神经再生的作用   尽管中枢

神经系统再生的机制十分复杂，但是既往大量研究已经证明

了细胞分泌组通过一系列神经营养因子、生长因子等成分，

有效地介导了神经再生，并切实地改善了脊髓功能的恢复。

这些因子主要包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神经生长因子、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肝细胞生长因子、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

因子 (GDNF)、人神经营养因子 3、干细胞因子、碱性成纤维

生长因子 (bFGF) 等等
[13]
，虽然其中有很多因子诱导神经再

生的机制尚不明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各种因子协同作用，

构成了促进中枢神经系统再生的坚实网络
[29]
。脑源性神经营

养因子是神经元分化的关键因子，与趋化因子 CXCL-1 协同作

用会使脊髓组织中 ERK1/2 磷酸化水平升高，并通过 ERK1/2

通路的激活介导神经的再生功能
[61]
。神经生长因子是神经元

发育、成熟及轴突生长的关键调控因子
[62]
。肝细胞生长因子

可以促进运动神经元神经突生长，刺激小胶质细胞及许旺细

胞增殖
[11]
。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以促进感觉及运动

神经元的生长，刺激轴突的保留与再生
[27]
。OLIVEIRA 等

[63] 

检测到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含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胶

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神经生长因子，可以有效刺激

大鼠脊髓损伤后感觉及运动神经元的生长，促进轴突再生。

KANEKIYO 等
[48]

检测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丰富的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 1、转化生长因子 β1 和肝细胞生长因子，有效

促进了脊髓损伤大鼠神经元生长与功能恢复。此外，YU 等
[64] 

通过尾静脉注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治疗大鼠脊髓损

伤，该研究中外泌体内 miRNA-29b 明显提高了反映轴突生长

的神经丝蛋白 200(NF200) 的表达水平，大鼠功能评分明显改

善。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不仅能直接刺激轴突生长，各种研

究表明其中还存在各种分子通过参与细胞外基质构建、诱导

胶质细胞迁移等过程间接地促进神经再生。层粘连蛋白能够

参与构建细胞外基质支持神经突的黏附与生长，基质细胞衍

生因子 1(SDF-1) 可诱导少突胶质前体细胞的迁移与分化
[13]
。

SCHIRA 等
[29]

发现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当中富含层粘

连蛋白及基质细胞衍生因子 1，可促进原代皮质神经元的生

长，此外集落刺激因子 (CSF)、神经纤毛蛋白 1、血小板衍化

生长因子 (PDGF) 等参与到了星形胶质细胞、成纤维细胞的

迁移过程。STEWART 等
[65]

发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的基

质细胞衍生因子 1 通过结合趋化因子偶联受体 4(CXCR4) 和趋

化因子偶联受体 7(CXCR7) 促进胶质细胞迁移，明显改善了大

鼠脊髓损伤区域轴突密度。

2.5.4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对抗瘢痕的作用   胶质瘢痕内含

CSPGs 等各种轴突再生抑制因子，脊髓损伤后胶质瘢痕形成

的物理化学屏障长期存在会明显地阻碍轴突再生及功能恢

复。多项研究证明了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可以减少瘢痕形成

从而改善脊髓损伤的预后。斑马鱼的脊髓损伤修复模型中，

一种微小 RNA miRNA-133 被多能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运载至

星形胶质细胞，下调了结缔组织生长因子表达，从而起到了

减少瘢痕形成的作用
[66]
。LIU 等

[67]
的研究也发现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外泌体使大鼠脊髓损伤处的胶质瘢痕减少了 75%。

除了减少胶质瘢痕的形成，分泌组还可以有效地拮抗瘢

痕中各种轴突再生抑制因子如 CSPGs、Nogo-A 的作用，从而

促进轴突再生。CSPGs、NogoA、髓磷脂相关糖蛋白主要来源

于星形胶质细胞和髓鞘碎片，这些抑制物与轴突顶端的生长

锥接触后激活 Rho 蛋白，导致生长锥塌陷、回缩，轴突生长

停止
[68]
。各种神经营养蛋白包括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成纤

维生长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s) 等，可以起到降解神

经抑制分子的作用，尤其是基质金属蛋白酶可以有效降解神

经蛋白聚糖等神经抑制因子
[20]
。WRIGHT 等

[69]
发现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分泌组中的神经营养蛋白基质金属蛋白酶 8 可以减

轻Nogo-A及神经蛋白聚糖对神经元黏附及延伸的抑制作用，

从而刺激神经突生长。REN 等
[70]

使用高表达 miRNA-133b 的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治疗脊髓损伤大鼠，结果明显降低

了 RhoA 蛋白的水平，解除了其轴突生长抑制作用，大鼠出

现明显的神经再生及功能恢复。

2.5.5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促进血管形成的作用   血管形成

是新的脉管系统从现存的血管中产生的过程，由于脊髓损伤

破坏了脊髓原本的的血液供应，明显加重组织损伤，因而缺

血成为继发性损伤的一大特征
[4-5]

，脊髓微血管网络的重建

会明显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促进血管形成对组织愈合和功

能恢复十分重要，多项研究证明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对血管

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20]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参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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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形成的多个关键步骤，包括诱导内皮细胞增殖与迁移、

促进管腔形成、防止内皮细胞凋亡
[10]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是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促血管形成的关键因子，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通过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2(VEGFR2) 结合，抑制

Caspase9 的活性，从而起到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和

存活的作用，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会使血管结构不稳定
[16]
。

GOMES 等
[71]

使用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治疗大鼠脊髓损

伤，其富含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使新生血管密集、结构成熟，

有效改善了大鼠神经功能。此外，SCHIRA 等
[29]

发现人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内血管生成素 2、基质金属蛋白酶 2、

基质金属蛋白酶 14、基质金属蛋白酶 19 和纺锤蛋白 4 等共

同促进了脊髓损伤后血管的构建过程。HUANG 等
[36]

发现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能将 miRNA-126 运载至大鼠脊髓损伤

部位，通过减少血管生成负性调控因子 SPRED1 及 PIK3R2 的

表达起到促进血管内皮细胞迁移及血管形成的作用。

2.6   问题与展望   虽然之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了间充质干细胞

分泌组治疗脊髓损伤的有效性，但是将细胞分泌组真正投入

临床使用之前还需要克服以下诸多问题：①细胞分泌组纯化

的问题
[23]
，获取细胞分泌组之前培养细胞会用到各种商品化

的培养基，因此额外的培养基成分可能会被同时收集；②细

胞分泌组成分选择的问题
[11]
，虽然使用其中的特定成分会使

治疗过程更加精确，但是特定组分与细胞分泌组整体应用的

对比效果还有待验证，且多数学者认为细胞分泌组起效需要

各种因子协同作用，直接使用细胞分泌组整体避免了成分的

筛选也更加经济；③细胞分泌组是含多种分子的混合物，其

临床标准化较为困难
[28]
；④生产过程还需符合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才能达到商业化生产水平
[21]
；⑤目前其来源细胞培

养时通常以胎牛血清提供营养，这就存在人畜共患病的风险；

⑥细胞分泌组的具体使用方案有待进一步优化，如给药频率、

最佳剂量等等。

将来需要发展出可靠的分离手段以纯化细胞分泌组；优

化并统一细胞培养、细胞系选择、分泌组收集及应用的策略；

找到简单、可靠的方法对产品特征进行标准化；使用经济、

安全的纯化学培养基或血清替代物来取代胎牛血清。此外，

采用各种方法如缺氧、血清剥夺和炎症激动预处理间充质干

细胞来刺激其功能，或是采用 3D 培养方式模拟细胞外基质

环境，可显著增加分泌组的含量和治疗效果
[20，22-23]

，在未来

的研究中也大有前景。

3  总结  Conclusions 
脊髓损伤常导致永久性的残疾，对患者及社会造成巨大

的损失。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固有再生能力有限，脊髓损伤

的治疗面临巨大挑战，目前医学界就脊髓损伤治疗已尝试了

数十年的研究，均未发现可靠的治疗手段。组织工程学研究

使用细胞移植的方法为其带来了希望，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后

可分化为神经元及各种胶质细胞，并分泌大量细胞因子、外

泌体等物质介导脊髓损伤的修复，是目前被认为较可靠的治

疗方法。但细胞移植仍存在细胞排异和生存周期短等缺点，

而且间充质干细胞对脊髓损伤的治疗作用主要通过细胞的旁

分泌作用实现，因此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治疗脊髓损伤具有

确实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治疗脊髓损伤的研究已经取

得了很大的进步，虽然分泌组仍存在分离纯化、临床标准化

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但随着组织工程学的快速发展，相应问

题逐步解决，使用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组进行无细胞治疗将会

成为脊髓损伤治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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