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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状棘球绦虫原头蚴抑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纤维细胞的分化

梁学奇 1，郭黎姣 2，陈贺捷 2，武  杰 2，孙雅琪 2，邢稚坤 2，邹海亮 2，陈雪玲 2，吴向未 1

文题释义：
浸润性：泡状棘球蚴病生物学特征类似于肿瘤样病变，其具有浸润性生长和转移的生物学特性，导致其病情严重，并难以治疗。
外囊壁：在感染细粒棘球蚴病后，虫体在生长过程中挤压肝脏，形成占位性病变，肝包虫囊肿膨胀性生长过程中形成内层纤维囊壁；肝静
脉系统受挤压和囊周Glisson系统不断纤维化，形成另一层纤维囊壁(外囊壁)，外囊壁的形成可以有效控制细粒棘球蚴的营养摄取，局部限
制病灶的生长及转移，从而感染细粒棘球蚴的宿主可以避免像泡状棘球蚴病因浸润性生长及转移导致的病情恶化。虫体与寄生的人体形成
了动态平衡。

摘要
背景：肝泡状棘球蚴病生物学特征类似于肿瘤样病变，其具有浸润性生长和转移的生物学特性，增加了手术的难度。外囊壁的纤维化可以
抑制泡状棘球蚴的生长，使疾病处于静止期。有关间充质干细胞在泡状棘球蚴病外囊壁纤维化过程中的作用尚不明确。
目的：探讨泡状棘球绦虫原头蚴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纤维细胞分化的影响。
方法：取4周龄C57BL/6小鼠股骨骨髓，利用贴壁培养法分离培养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从感染泡状棘球蚴的沙鼠体内提取泡状棘球绦虫原头
蚴，从感染细粒棘球蚴病的羊肝中提取细粒棘球绦虫原头蚴。实验分为3组，泡状棘球蚴组：第3代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和泡状棘球绦虫原头
蚴共培养；细粒棘球蚴组：第3代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和细粒棘球绦虫原头蚴共培养；单纯对照组为第3代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单独培养。在培
养1，3，5，7 d，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Ⅰ型胶原、Ⅲ型胶原、转化生长因子β1和Smad7基因表达，Western blot检测Ⅰ型胶原、Ⅲ型
胶原、Smad7和磷酸化Smad2/3蛋白表达，ELISA检测培养上清中Ⅰ型胶原和Ⅲ型胶原水平。
结果与结论：①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显示，泡状棘球蚴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Ⅰ型胶原、Ⅲ型胶原、转化生长因子β1 mRNA相对表达量
显著低于单纯对照组和细粒棘球蚴组(P < 0.05)；Smad7 mRNA相对表达量显著高于单纯对照组和细粒棘球蚴组(P < 0.05)；②Western blot
检测显示，泡状棘球蚴组Ⅰ型胶原、Ⅲ型胶原和磷酸化Smad2/3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显著低于单纯对照组和细粒棘球蚴组(P < 0.05)，Smad7
蛋白相对表达量显著高于单纯对照组和细粒棘球蚴组(P < 0.05)；③ELISA检测显示，泡状棘球蚴组上清中Ⅰ型胶原和Ⅲ型胶原水平均显著
低于单纯对照组和细粒棘球蚴组(P < 0.05)；④结果表明，泡状棘球蚴原头蚴可能通过TGF-β/smad信号通路，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泌
Smad7，抑制Ⅰ型胶原、Ⅲ型胶原和转化生长因子β1分泌，从而抑制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纤维化。
关键词：泡状棘球蚴病；细粒棘球蚴病；干细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纤维化；通路；因子；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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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通过共培养泡状棘

球绦虫原头蚴和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

明确泡状棘球蚴作

用下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成纤维分化情

况，为泡状棘球蚴

病的治疗提供新思

路。

(1) 从 C57BL/6 小鼠股骨
骨髓中分离培养骨髓间
充质干细胞；
(2) 从感染泡状棘球蚴的
沙鼠体内提取泡状棘球
绦虫原头蚴；
(3) 从感染细粒棘球蚴病
的羊肝中提取细粒棘球
绦虫原头蚴。

(1) 泡 状 棘 球
绦虫原头蚴和
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共培养；
(2) 细 粒 棘 球
绦虫原头蚴和
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共培养；
(3) 单纯骨髓间
充质干细胞。

(1) 泡 状 棘 球 蚴
原头蚴可能通过
TGF-β/smad 信 号
通路，诱导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分
泌 Smad7， 抑 制
Ⅰ型胶原、Ⅲ型
胶原和转化生长
因子 β1 分泌；
(2) 从而抑制了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
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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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包虫病是由棘球绦虫的幼虫阶段引起的人畜共患病

[1]
，

该病主要发生于肝脏，可引起肝脏等重要脏器功能衰竭，甚

至死亡。目前，以根治性手术为主，尚无有效的早期诊断方

法以及特效药物
[2]
。包虫病包括泡状棘球蚴病和细粒棘球蚴

病。泡状棘球蚴病是人感染泡状棘球蚴绦虫幼虫虫卵所引起

的寄生虫病，虽然虫体生长缓慢，但其生物学过程类似恶性

肿瘤，呈侵袭性生长，可破坏血管、胆道以及邻近脏器，也

可经淋巴管道、血行或种植转移至其他脏器，素有“虫癌”

之称
[3]
。而细粒棘球蚴病在生长过程中形成膨胀性内层纤维

囊壁，囊周 Glisson 系统和肝静脉系统受挤压并不断纤维化，

形成另一层纤维囊壁 ( 外囊壁 )[4]
。外囊壁的纤维化可以有效

控制寄生虫的营养摄取
[5]
，抑制泡状棘球蚴生长，使疾病处

于静止期。完整外囊壁的形成是 2 种包虫病的临床区别之一。

成纤维细胞是细粒棘球蚴外囊壁主要组成细胞之一，由胚胎

时期的间充质干细胞分化而来。课题组既往实验从细粒棘球

蚴外囊壁分离出生长类似于间充质干细胞的细胞，并通过成

骨诱导培养基诱导成钙结节。

间充质干细胞是一种具有自我复制能力和多分化潜能

的成体干细胞，在体内外各种不同诱导条件下，间充质干细

胞具有分化为成骨细胞、成脂细胞、成软骨细胞、成纤维细

胞的能力
[6-8]

。间充质干细胞在抑制肿瘤生长、参与免疫调

节、修复损伤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9-11]

。目前间充质干细胞

在泡状棘球蚴病外囊壁纤维化过程中的作用尚不明确。转化

生长因子 β1 是细胞和组织纤维化的主要调节因子
[12]
，反映

纤维化进程的主要因子为Ⅰ型胶原、Ⅲ型胶原。转化生长

因子 β 主要通过 TGF-β/Smad 途径发挥生物学效应，转化生

长因子 β 的典型信号传导途径涉及 Smad 家族的转录激活因

子，Smad2，3 磷酸化激活 TGF-β/Smad 通路，Smad7 可抑制

TGF-β/Smad 通路，可以与受体型 Smad 拮抗信号传导
[13]
。该

研究通过共培养泡状棘球绦虫原头蚴和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检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Ⅰ型胶原、Ⅲ型胶原和 TGF-β/Smad

信号通路因子的表达，明确泡状棘球蚴作用下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成纤维分化情况，为组织工程移植间充质干细胞形成泡

状棘球蚴病外囊壁提供理论基础，期待未来为泡状棘球蚴病

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细胞学体外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9 年 1 至 6 月在石河子大学医学

院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动物   健康 4 周龄 C57BL/6 小鼠 60 只，雌雄不限，

体质量 18-22 g，购于新疆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未育的

接种泡状棘球蚴原头蚴的成年雌性沙鼠 10 只，10-12 周龄，

体质量 (55±5) g，购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3.2   实验试剂、仪器   DMEM培养基、胎牛血清 (GIBCO公司，

美国 )；Trizol(Life-invitrogen 公司，美国 )；反转录试剂盒

Liang Xueqi, Attending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8,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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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epatic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are similar to cancer lesions. It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vasive growth and 
metastasis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surgery. The fibrosis of the outer capsule wall can inhibit the growth of echinococcus multilocularis and keep the disease in 
the quiescent stage. The role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the fibrosis of the outer capsule wall of echinococcosis remains unclear.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protoscolices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to fibroblasts. 
METHODS: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ere isolated from femur bone marrow of 4-week-old C57BL/6 mice, and cultured by adherent method.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protoscolices were extracted from gerbils infected with alveolar echinococcus. The experiment wa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The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group was co-cultured with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the protocephalus of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protoscolices. The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group was co-cultured with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the 
protocephalus of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protoscolices. The simple control group was cultured with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t 1, 3, 5, and 7 days of cultivation, the real-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CR was used to detect collagen type I, collagen type III,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 1 and Smad7 gene expression. Western blot assay was utilized to determine collagen type I, collagen type III, Smad7 and phosphorylated Smad2/3 
protein expression. ELISA was applied to measure supernatant collagen type I and collagen type III content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Real-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CR detection displayed that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 1, collagen type I, collagen 
type III mRNA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group than in the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group and simple 
control group (P < 0.05). Smad7 mRNA relative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group than in the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group and simple control group (P < 0.05). (2) Western blot assay showed that collagen type I, collagen type III and phosphorylated Smad2/3 protein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group than in the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group and simple control group (P < 0.05). 
Smad7 protein relative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group than in the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group and simple control 
group (P < 0.05). (3) ELISA exhibited that supernatant collagen type I and collagen type III cont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group than in the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group and simple control group (P < 0.05). (4)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protoscolices may promote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o secrete Smad7, inhibit the collagen type I, collagen type III and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 1 through the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Smad signaling pathway, thereby inhibiting the fibrosis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Key words: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stem cells;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ibrosis; pathway; factor; coll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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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 ScriptTM RT Reagent Kit、实时定量荧光 PCR 试剂盒 SYBR 

Primix Ex Tap KitTM(Thermo 公司，美国 )；Ⅰ型胶原抗体 (Cell 

Signalte Technology公司，美国 )；Ⅲ型胶原抗体、Smad7抗体、

磷酸化 Smad2/3 抗体 (Abcam 公司，美国 )；聚偏二氟乙烯膜

(Millipore 公司，德国 )；FITC 标记山羊抗兔二抗 ( 北京中杉

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Ⅰ型胶原 ELISA 试剂盒、Ⅲ型胶原

ELISA 试剂盒 ( 武汉尤尔生商贸有限公司 )；MUCMD-90041

小鼠成骨试剂盒、MUCMX-90031 成脂试剂盒 ( 赛业苏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Immonilon Western 化学发光试剂 (Millipore

公司，德国 )；倒置显微镜 (Leica 公司，德国 )。 

1.4   方法   

1.4.1   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分离培养   取 C57BL/6 小鼠

颈椎脱臼处死，体积分数为 75% 乙醇浸泡 5 min；无菌条件

下取出双侧股骨，剃净软组织，剪断股骨两端，用 5 mL 注

射器吸取含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100 U/mL 青霉素、

100 U/mL 链霉素的 DMEM 培养液冲洗股骨骨髓腔。将冲洗

后的骨髓及细胞悬液接种于直径 6 cm 培养皿中，37 ℃、体

积分数为 5%CO2 培养箱静置培养；4 h 后换液，去除悬浮

细胞，以后每隔两三天换液；按 1 ∶ 2 比例传代，取第 3

代细胞进行实验
[14]
。按 MUCMD-90041 小鼠成骨试剂盒和 

MUCMX-90031 成脂试剂盒说明书分别进行细胞成脂及成骨

分化鉴定。

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培养及鉴定

细胞来源： C57BL/6 小鼠的骨髓组织

原代培养方法： 全骨髓贴壁培养法

基础培养基： DMEM 培养液

添加材料： 基础培养基中添加了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和 1% 的青霉素、

链霉素

原代培养时间： 原代细胞培养 4 h 后开始换液，之后每 2 d 换液 1 次，培养五六

天开始传代

细胞传代： 细胞融合至 80%-90% 用 TrypLE Express 酶消化传至下 1 代，按

1 ∶ 2 比例传代，四五天传 1 代，共传至第 3 代

细胞鉴定： 采用成骨诱导分化、成脂诱导分化方法鉴定

伦理学批准： 该实验经过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

准

1.4.2   泡状棘球绦虫原头蚴和细粒棘球绦虫原头蚴提取及相

关检测   

(1) 泡状棘球绦虫原头蚴提取：从感染泡状棘球蚴病的

沙鼠体内提取原头蚴 ( 原头节提取方法参考文献 [15])，置于

无菌离心管内，原头蚴自然沉淀；再用含 100 U/mL 青霉素、

100 U/L 链霉素的无菌 PBS 漂洗 10-12 次，除去沙鼠组织碎

片和钙质颗粒使其自然沉淀，即获得纯净的泡状棘球绦虫原

头蚴。

(2) 形态观察及伊红染色：取经过无菌 PBS 漂洗 3 次后

的泡状棘球蚴原头蚴于含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的 1640

培养基中培养，倒置显微镜下观察泡状棘球蚴原头蚴的形态

和活性。吸取 10 μL 原头蚴和 PBS 混合液置于载玻片上，滴

加 10 μL 0.5% 伊红染色 5 min，记录活原头蚴 ( 拒染色 ) 和死

原头蚴 ( 红染 ) 的数量，计算泡状棘球蚴原头蚴的活性，公式

为：活原头蚴数量 /( 活原头蚴数量 + 死原头蚴数量 )×100%；

取活性 >90% 的原头蚴用于实验。

(3) 细粒棘球绦虫原头蚴提取：于昌吉屠宰场购买自然

条件下感染细粒棘球蚴病的羊肝，蒸馏水无菌注射器抽取无

污染、完整的单囊型细粒棘球蚴包囊内容物，置于无菌离心

管内，原头蚴自然沉淀；再用含 100 U/mL 青霉素、100 U/L

链霉素的无菌 PBS 漂洗 10-15 次，除去包囊碎片使其自然沉

淀，即获得细粒棘球绦虫原头蚴。

(4) 形态观察及伊红染色：取经过无菌 PBS 漂洗 3 次

后的细粒棘球绦虫原头蚴于含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的

1640 培养基中培养，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细粒棘球绦虫原头蚴

的形态和活性。吸取10 μL原头节和PBS混合液置于载玻片上，

滴加 10 μL 0.5% 伊红染色 5 min，快速记录活原头节 ( 拒染色 )

和死原头节 ( 红染 ) 的数量，计算细粒棘球蚴绦虫原头蚴的

活性，公式为：活原头蚴数量 /( 活原头蚴数量 + 死原头蚴数

量 )×100%；取活性 >90% 的原头蚴用于实验。

1.4.3   泡状棘球绦虫原头蚴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纤维化的影

响   

(1) 实验分组：实验分为 3 组，泡棘球蚴组取 1 000 个

泡状棘球绦虫原头蚴和 1×106
个第 3 代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于 6 孔板中共培养；细粒棘球蚴组取 1 000 个细粒棘球绦虫

原头蚴和 1×106
个第 3 代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于 6 孔板中共

培养；单纯对照组取 1×106
个第 3 代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于 6

孔板中培养。

(2)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Ⅰ型

胶原、Ⅲ型胶原、转化生长因子 β1 和 Smad7 mRNA 表达水

平：培养 1，3，5，7 d，采用 Trizol 提取细胞的总 RNA，使

用反转录试剂盒将 RNA 反转录为 cDNA，使用实时定量荧光

PCR 试剂盒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PCR 分析。反应条件：95 ℃、

3 min 初始变性；95 ℃、15 s，60 ℃、30 s，40 个循环。以

β-actin 为内参照，采用 2-ΔΔCt
法计算Ⅰ型胶原、Ⅲ型胶原、

转化生长因子 β1 和 Smad7 mRNA 相对表达量
[16-17]

。各基因

引物序列及产物大小见表 1。

(3)Western blot 检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Ⅰ型胶原、Ⅲ

型胶原、Smad7和磷酸化 Smad2/3蛋白表达水平：培养1，3，5，

7 d，于 1 mL 裂解液中加 10 μL 100 mmol PMSF 配制细胞裂解

液；在培养板中加细胞裂解液，裂解后吸入 1.5 mL 无菌离心

管，于 4 ℃、离心半径 7 cm、12 000 r/min 离心 10 min；将

上清分装转移至无菌离心管中，加入溴酚蓝煮沸 10 min，保

存备用。各取等量蛋白样品行 SDS-PAGE 电泳，转膜至聚偏

二氟乙烯膜，经封闭液封闭 2 h，分别加入小鼠Ⅰ型胶原抗体、

Ⅲ型胶原抗体、Smad7 抗体、磷酸化 Smad2/3 抗体，4 ℃孵

育过夜；加入二抗，室温孵育 2 h；增强化学发光试剂 ECL

Research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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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色，胶片曝光，成像分析软件对结果进行灰度扫描分析。

以 β-actin 为内参照，以各目标蛋白条带与内参照条带比值

作为目标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4)ELISA 检测培养上清中Ⅰ型胶原、Ⅲ型胶原水平：培

养 1，3，5，7 d，收集 3 组细胞培养基上清，吸取上清至 

1.5 mL 无菌离心管中，根据 ELISA 试剂盒操作步骤检测Ⅰ型

胶原、Ⅲ型胶原水平。

1.5   主要观察指标   各实验组的纤维化指标。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以 x-±s 表示，各组数据符合正态分布、方差齐时，多样本

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one-way ANOVA)，两组均数

比较采用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用 Graph-

Pad Prism 5.0 软件进行图形绘制。

2   结果   Results 
2.1   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提取及诱导鉴定结果   原代细

胞培养 1 d 后可见少量细胞爬出，5 d 左右细胞达 80% 融合，

将细胞消化传代继续培养。随着传代次数增加，细胞逐渐纯

化；第 3代细胞以长梭形为主，呈成纤维样、放射状贴壁生长，

见图 1A。 

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成骨诱导液中逐渐变成多边

形，可见细胞部分聚集生长；28 d 行茜素红染色可在细胞密

集区见红色钙结节，见图 1B。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成

脂细胞诱导液中逐渐变成短梭形，15 d 行油红 O 染色示细胞

质中充满红色脂滴，见图 1C。

2.2   棘球绦虫原头蚴的形态   倒置显微镜观察细粒棘球蚴原

头蚴的形态完整，无失活变黑，原头蚴均蠕动活跃，见图

1D。伊红染色 5 min 后，记数活原头蚴 ( 拒染色 ) 和死原头

蚴 ( 红染 ) 的数量，计算细粒棘球蚴原头蚴的活性为 (97±2)%，

见图 1E。

倒置显微镜观察泡状棘球蚴原头蚴的形态完整，无失活

变黑，原头蚴均蠕动活跃，见图 1F。伊红染色 5 min 后，记

数活原头蚴 ( 拒染色 ) 和死原头蚴 ( 红染 ) 的数量，计算泡状

棘球蚴原头蚴的活性为 (95±2)%，见图 1G。

将提取的泡状棘球绦虫原头蚴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 6

孔板中共培养，见图 1H。细胞形态失去纺锤样形态，变得

不规则。

2.3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Ⅰ型胶原、Ⅲ型胶原、转化生长

因子 β1 和 Smad7 mRNA 表达水平   培养 1，3，5，7 d，泡

状棘球蚴组Ⅰ型胶原、Ⅲ型胶原和转化生长因子 β1 mRNA

相对表达量均显著低于单纯对照组和细粒棘球蚴组；泡状棘

球蚴组 Smad7 mRNA 相对表达量显著高于单纯对照组和细粒

棘球蚴组，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图 2。

2.4   Western blot检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Ⅰ型胶原、Ⅲ型胶原、

Smad7 和磷酸化 Smad2/3 蛋白水平   培养 1，3，5，7 d，泡

状棘球蚴组Ⅰ型胶原、Ⅲ型胶原、磷酸化 Smad2/3 蛋白相对

表达量均显著低于单纯对照组和细粒棘球蚴组；泡状棘球蚴

组 Smad7 蛋白相对表达量显著高于单纯对照组和细粒棘球蚴

组，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图 3。

2.5   ELISA 检测培养基中Ⅰ型胶原、Ⅲ型胶原水平   培养 1，

3，5，7 d，泡状棘球蚴组上清中Ⅰ型胶原和Ⅲ型胶原水平

均显著低于单纯对照组和细粒棘球蚴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图 4。

3   讨论   Discussion
泡状棘球蚴病好发于肝脏，肝泡状棘球蚴病具有肿瘤样

浸润性生长和转移的生物特性，损伤肝组织，严重者最终引

起肝衰竭
[18]
。肝泡状棘球蚴组织向周围正常肝组织呈浸润生

长，加大了手术治疗的难度。而在肝细粒棘球蚴病病程中，

外囊壁是宿主免疫防御反应的结果，外囊壁的形成可以局部

限制细粒棘球蚴囊肿的病程进展，宿主和虫体则达到一种长

期相互适应的动态平衡当中
[19]
。课题组既往研究发现，在小

鼠肝细粒棘球蚴动物模型中，从肝细粒棘球蚴外囊壁分离培

养出贴壁细胞，观察发现该细胞具有类似于间充质干细胞的

生长特征，可在体外呈集落性生长形成克隆；成骨培养基培

养条件下，该细胞可形成钙化结节
[20]
。既往研究发现间充质

干细胞在细粒棘球蚴病形成纤维囊壁过程中可能起到了促进

作用。因泡状棘球蚴组织向周围正常肝组织呈浸润生长，相

较于细粒棘球蚴病加大了手术治疗的难度。故该研究探讨泡

状棘球蚴对间充质干细胞向成纤维细胞分化的作用，以期通

过组织工程提出新的治疗泡状棘球蚴病方式。

转化生长因子 β 是细胞和组织纤维化的经典信号通 

路
[21]
。过表达转化生长因子 β 可引起细胞外基质沉积包括

胶原的合成
[22]
，胶原的合成在间充质干细胞向成纤维细胞分

化中起到重要作用，有实验表明外源性间充质干细胞促进胶

原合成向纤维化分化，促进人体皮肤再生
[23]
。课题组既往研

究发现，肝细粒棘球蚴病患者外囊壁上转化生长因子 β 受体

Ⅰ和Ⅱ表达量较高
[24]
；从肝细粒棘球蚴外囊壁分离培养出

具有间充质干细胞生长特性的细胞
[20]
；且细粒棘球蚴可能

促进间充质干细胞纤维化形成外囊壁，抑制病情扩大。通过

上述结论，该实验共培养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与泡状棘球蚴原

头蚴，通过基因及蛋白水平检测共培养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表 1 ｜实时荧光定量 PCR 各基因引物序列及产物大小
Table 1 ｜ Primer sequences and product size for real-time PCR

基因 上游序列 (5'→3') 下游序列 (5'→3') 产物大小 (bp)

Ⅰ型胶原 GCT CCT CTT AGG GGC 
CAC T

CCA CGT CTC ACC ATT 
GGG G

154

Ⅲ型胶原 CTG TAA CAT GGA AAC 
TGG GGA AA

CCA TAG CTG GAA ACT 
GGG GAA A

144

转化生长因子 β1 CAA TTC CTG GCG TTA 
CCT TG

AGC CCT GTA TTC CGT 
CTC CT

122

Smad7 GGG CTT TCA GAT TCC 
CAA CTT

AGG GCT CTT GGA CAC 
AGT AGA

115

β-actin GGC TGT ATT CCC CTC 
CAT CG

CCA GTT GGT AAC AAT 
GCC ATG T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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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成纤维化细胞分化的能力，验证泡状棘球蚴原头蚴对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向成纤维化细胞的影响。结果发现，泡状棘球

蚴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 Smad7 表达增高，磷酸化 Smad2/3

表达减少，可能与转化生长因子 β1 表达减少密切相关，从

而可能导致泡状棘球蚴病无法形成外囊壁。TGF-β/Smad 信

号通路因子中，受体型 Smad 主要包括磷酸化 Smad2/3，

可促进 TGF-β/Smad 信号通路受体结合；抑制型 Smad 主要

是 Smad7，可以与受体型 Smad 拮抗信号传导，抑制 TGF-β/

Smad 信号通路
[13]
。近期研究发现，Smad3 抑制剂 SIS3 能抑

制原头蚴活性。因此，TGF-β/Samd 信号通路相关抑制剂将可

能是一类新颖的有效抗棘球绦虫的候选药物
[25]
。通过组织工

程可以继续深入研究 Smad7 相关抑制剂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纤维化的影响，通过抑制 Smad7 让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参与泡

状棘球蚴病完整的外囊壁形成。

该研究通过体外共培养原头蚴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发

现在 1，3，5，7 d 时泡状棘球蚴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Ⅰ型胶

原、Ⅲ型胶原、转化生长因子 β1 mRNA 相对表达量显著低于

单纯对照组和细粒棘球蚴组；Smad7 mRNA 相对表达量显著

高于单纯对照组和细粒棘球蚴组。泡状棘球蚴组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磷酸化 Smad2/3、Ⅰ型胶原、Ⅲ型胶原蛋白表达均低

于单纯对照组和细粒棘球蚴组；Smad7 蛋白表达显著高于单

纯对照组和细粒棘球蚴组。上述结果显示泡状棘球蚴原头蚴

可能抑制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纤维化，使得泡状棘球蚴病

无法像细粒棘球蚴病形成完整的纤维外囊壁从而导致其浸润

性生长。

综上所述，泡状棘球绦虫原头蚴诱导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通过 TGF-β/Smad 信号通路上调 Smad7 和下调转化生长因子

β1 的表达，并减少Ⅰ型胶原和Ⅲ型胶原的分泌，从而抑制

其向成纤维细胞分化，使得肝泡状棘球蚴病无法像肝细粒棘

球蚴病形成完整的纤维囊壁。既往研究发现包虫病与血管生

成息息相关
[26]
，大体观察泡状棘球蚴组织内外部均有血管生

图注：图中 A 为第 3 代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100)；B 为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成骨诱导茜素红染色 (×200)；C 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脂诱导油红 O
染色 (×200)；D 为细粒棘球蚴原头蚴 (×100)；E 为伊红染色 5 min 后细粒

棘球蚴原头蚴 (×100)；F 为泡状棘球绦虫原头蚴 (×100)；G 为伊红染色 

5 min 后泡状棘球绦虫原头蚴 (×100)；H 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与泡状棘

球绦虫原头蚴共培养 (×100) 
图 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及原头蚴形态学观察及鉴定

Figure 1 ｜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protoscol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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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
aP < 0. 05，bP < 0. 01，cP < 0.001。A-D 分别为不同时间点各组Ⅰ

型胶原、Ⅲ型胶原、转化生长因子 β1、Smad7 mRNA 相对表达水平

图 2 ｜不同时间点各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Ⅰ型胶原、Ⅲ型胶原、转化

生长因子 β1 和 Smad7 mRNA 表达水平

Figure 2 ｜ Expression levels of collagen I, collagen III,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and Smad7 mRNA in each group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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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相关蛋白表达条带；E-H 分别为不同时间点各组Ⅰ型胶原、Ⅲ型胶

原、Smad7、磷酸化 Smad2/3 蛋白表达水平

图 3 ｜不同时间点各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Ⅰ型胶原、Ⅲ型胶原、

Smad7 和磷酸化 Smad2/3 蛋白水平

Figure 3 ｜ Expression levels of collagen I, collagen III, Smad7 and 
phosphorylated Smad2/3 protein in each group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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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 Expression levels of collagen I and collagen III protein in each 
group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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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可能是泡状棘球蚴病浸润、转移等生物行为的重要环节

之一。该研究为泡状棘球蚴病的浸润性生长提供了新的理论

依据，未来可能通过组织工程方法抑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

泌 Smad7 促进泡状棘球蚴病像细粒棘球蚴病一样形成完整的

纤维外囊壁，从而抑制泡状棘球蚴病对器官组织的浸润性生

长破坏，为泡状棘球蚴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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