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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髓再生中促进血管化策略的新进展

王  舸 1，2，谢  利 1，2，田卫东 1，2，3

文题释义：

牙髓再生：从组织工程的角度，将支架、干细胞、信号因子相结合植入到患牙的牙髓腔里，以替换受损的牙髓组织，促进根管系统内神

经、血管再生，并恢复牙髓-牙本质复合物原有功能。

血管化：新的血管从宿主血管中萌发出来，穿透植入组织，在信号因子的诱导作用下，细胞增殖分化产生新的血管，最终形成完整的功能

化的与宿主组织相融合的血管网络。

摘要

背景：再血管化在组织再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牙髓有其独有的结构特点，其四周为坚硬的牙本质包裹，仅从狭小的根尖开口获得血

供，因此再血管化在牙髓再生中难度增加。

目的：从信号因子、支架和细胞的设计3个角度出发，阐述牙髓再生中促进血管化策略的研究进展。

方法：检索PubMed数据库及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英文检索词为“dental pulp regeneration，revascularization，growth factor，
material，scaffold，dental pulp stem cell，prevascularization，coculture”，中文检索词为“牙髓再生、血管再生、生长因子、材料、支架、

牙髓干细胞、预血管化、共培养”，最终纳入69篇文献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与结论：①促血管生成因子主要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来源生长因子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等，通过促进内皮细胞和血管周细

胞的增殖、迁移，促进干细胞的募集和向内皮细胞的分化来促进血管的生成和稳定。②为了维持微环境中适宜的促血管生成因子浓度，向支

架上添加肝素、硅酸锂镁和纤维素纳米晶等化学材料，可以溶解包裹、吸附、共价交联信号因子，模拟体内信号因子储存、释放机制，而天

然材料包括脱细胞牙髓基质、富血小板血浆和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等本身富含多种生物活性分子，且自身结构可保护并控释这些信号因子。③

牙髓干细胞中不同细胞亚群有不同的成血管潜能，而通过生物、化学等载体可以转染干细胞以提高细胞分泌信号因子的能力，也可以促进干

细胞向内皮细胞转化，转染后的细胞成血管能力显著提升，而将干细胞和内皮细胞共同植入体内也可以提升成血管能力。④预血管化或可成

为促进牙髓再生快速血管化最有力的手段，在体外将内皮细胞和干细胞以一定比例共培养可以制备出含血管结构的微组织，也可以通过酶消

化脂肪组织得到微血管碎片，其中的管状结构和功能细胞能促进植入体内后新生血管的发育，并和宿主血管的吻合。⑤目前针对牙髓再生血

管化的临床研究仅限于牙髓血运重建术，即在刺激根管内血凝块形成的同时加入特定种类的信号因子并观察其效果，而其他研究方向主要涉

及的是小型、大型动物体内实验，未来仍需进一步进行临床试验以观察再生效果、减轻副反应，并优化制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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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在促进牙髓再生血管化中，细胞、支架、信号因子

三者相互协同，发挥作用。

△支架为细胞提供附着位点和生长空间，维持适宜的

生物力学微环境，并通过时空控制的方式释放对血

管生成有调控作用的信号因子，调控细胞的行为，

此外许多支架材料有不同程度的促进牙髓血管再

生的效用。

△人为添加的信号因子在不同程度上可以促进内皮细

胞存活、增殖、分化，缓解炎症，加速血管的重建

和成熟。

△不同的细胞有不同的成血管潜能，此外通过基因转

染可以提高细胞分泌相关信号因子的水平，促进干

细胞向内皮细胞分化以解决其来源匮乏的问题，而

共培养可以提高细胞功能活性，预血管化可以加快

血管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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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龋病、伤、根尖周疾病等都容易导致牙髓坏死，最常见的

治疗方式是根管治疗，即从有坏死牙髓的牙齿中移除受污染的

组织，并用无菌材料替换被移除的组织，这种疗法一直是可靠

有效的
[1]
。然而，失去了活性牙髓的营养、感受功能，牙本质

会变得脆弱易折，无法形成修复性牙本质来抵御外来刺激，从

而保留患牙并且保留咬合功能的目标受到严峻挑战，牙髓再生

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牙髓组织有其特有的生理结构，其位于牙本质围成的坚硬

空间内，牙髓的主要血管和淋巴流出都通过根尖，根尖口是牙

齿营养和废物交换的主要途径，即使有靠近根尖孔的侧根管口，

相对根尖孔来说也要小得多。这种结构使得受伤的牙髓自我恢

复的潜力十分有限
[2]
，因而在复杂多变的根管系统内要形成全

新完善的血管网络变得愈加困难。

在组织工程研究中，不论是什么类型，植入的组织都需要充

足的血液供应来获取包括氧气在内的营养物质并运走代谢废物。

然而，初移植到体内时，组织只能完全依赖于现有的毛细血管扩

散来的氧气，而毛细血管供应的氧气最大扩散距离只有 200 μm，

超过这一距离的细胞常会因缺氧而凋亡，极大地降低了植入组织

的生存率
[3]
，因而更大尺寸的组织结构需要及时形成新的毛细血

管网络，在这个过程中，新的血管从宿主血管中萌发出来，穿透

细胞外基质相互连接
[4]
。但宿主血管的长入发生得特别缓慢，根

据单个血管的平均延伸率为 5 μm/h，粗略计算出微血管沿 12 mm
长的根管从根尖孔直线生长到髓腔所需的时间约为 100 d[5]

。因此

针对性地促进新生血管形成可以极大提高牙髓再生的成功率。

迄今为止有许多研究都强调了血管化在牙髓再生中的重要

性，并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有学者从牙髓血运重建术

和牙髓组织工程两个角度出发介绍了促进血管化的策略，分别

总结归纳了牙髓血运重建术的概念、适用病例以及临床案例
[6-7]

， 

以及现有牙髓再生中常用的种子细胞和成血管因子等
[8]
。为此，

文章立足于牙髓组织工程，聚焦于促进牙髓再生中血管化策略，

介绍了常见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及其作用机制，支架材料的设计

以及细胞的设计，进一步罗列了近年来最新研究的方法和结论，

以期为更加深入地研究和临床转化提供可靠的思路。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1.1.1   检索人及检索时间   第一作者在 2021 年 2 月进行检索。

1.1.2   检索文献时限   检索 1983-2021 年相关文献，重点检索

2010-2021 年。

1.1.3   检索数据库   PubMed 和中国知网数据库。

1.1.4   检索词   以“dental pulp regeneration，revascularization， 

growth factor，material，scaffold，dental pulp stem cell， 

prevascularization，coculture”为英文检索词，以“牙髓再生、

血管再生、生长因子、材料、支架、牙髓干细胞、预血管化、

共培养”为中文检索词。

1.1.5   检索文献类型   研究原著、综述和病例报告。

1.1.6   检索策略   检索途径：主题词检索、关键词检索、摘要检 

索、全文检索等。检索策略见图 1。
1.1.7   检索文献量   初步共检索到文献 399 篇。

1.2   入组标准
1.2.1   纳入标准   纳入与牙髓再生中促进血管化策略的研究相关

的文献。 
1.2.2   排除标准   研究目的及内容与此研究无关的文献或重复性

研究。

1.3   文献质量评估和数据提取   根据文章题目及摘要进行初步筛

选，通过文献泛读和精读后设计提炼出与文章内容相关的研究

原著、综述及论著。排除与研究目的相关性差及内容陈旧、质

量不高、重复文献 330 篇，纳入 69 篇符合标准的文献进行综述，

其中中文文献 4 篇，英文文献 65 篇。文献筛选流程图，见图 2。

Co-corresponding author: Tian Weidong, MD, Professor,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Oral Regenerative Medicine, and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Oral Diseases, and Departmen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tomat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Revascular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issue engineering. Dental pulp chamber has its unique anatomy structure, which is surrounded 
by hard dentin. The blood supply of dental pulp only comes from the narrow apical opening, which makes revascularization more difficult in dental pulp 
regeneration.  
OBJECTIVE: To conclude the research advances focusing on the designs of signal molecules, scaffolds and cells in promoting vascularization in dental pulp 
regeneration.
METHODS:  We searched the articles on PubMed and CNKI databases with the keywords of “dental pulp regeneration, revascularization, growth factor, 
material, scaffold, dental pulp stem cell, prevascularization, cocultur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respectively. Finally, 69 articles met the criteria for review.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and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are the most studied pro-
angiogenic factors, which promote angiogenesis by promoting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endothelial and perivascular cells, the recruitment of stem 
cells and their differentiation to endothelial cells. (2) To maintain the appropriate concentration of pro-angiogenic factors in the microenvironment, the addition 
of heparin, laponite and cellulose nanocrystals to the scaffolds can solubilize, encapsulate, adsorb, and covalently cross-link signal molecules, which mimic in 
vivo storage and release mechanisms. Natural materials including decellularized dental pulp matrix, platelet-rich plasma, and platelet-rich fibrin are rich in bio-
active molecules and their structures can protect and control the release of these signal molecules. (3) Different cell sub-populations of dental pulp stem cells 
have different angiogenic potentials. Moreover, stem cells can be transfected by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vectors to improve the cells’ ability to secrete signal 
molecules an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em cells to endothelial cells. Therefore, the angiogenic capacity of transfected cells i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Co-implantation of stem cells and endothelial cells can also enhance angiogenic capacity. (4) Prevascularization may be the most powerful means to promote 
rapid vascularization of dental pulp regeneration. In vitro co-culture of endothelial cells and stem cells with a certain ratio can form microtissues containing 
vascular structures. Microvascular fragments can be obtained by enzymatic digestion of adipose tissue, in which tubular structures and functional cell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blood vessels and anastomosis with host vessels. (5) Current clinical studies on revascularization of dental pulp are limited to 
dental pulprevascularization, where signal molecules are added while stimulating the formation of blood clots in the root canal and the effects are observed. 
While o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mainly involve in vivo trials in small and large animals, and further clinical trials are still needed to observe regenerative effects, 
mitigate side effects, and optimize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Key words: dental pulp regeneration; revascularization; growth factor; material; scaffold; dental pulp stem cell; prevascularization; coculture

Funding: the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No. 2017YFA0104800 (to TWD);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970968, No. 81600895 (to XL); the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of Sichuan Province, No. 2019YFS0515 (to TWD)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G, XIE L, TIAN WD. Advances focusing on strategies of promoting vascularization in dental pulp regeneration.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2;26(30):4904-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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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文献筛选流程图

检索文献库：PubMed 和中国知

网数据库初筛文献 399 篇
(1) 通过阅读文题和摘要排除研究

目的与此文献无关以及重复性

文献；
(2)通过阅读全文提取核心的内容，

并且进一步排除重复性、陈旧

性以及一些参考价值小的文献

最终纳入 69 篇文献进行分析总

结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血小板来源生长因子

○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 其他调节因子

○ 牙髓再生中信号因子的调控研究比较总结

内皮生长因子参与缺氧牙髓的血运重建。ROBERTS-CLARK 等
[15]

发现牙本质基质是多种生长因子的储存库，在牙髓 - 牙本质复

合体受到损伤后，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内的多种因子被释

放出来，以促进牙髓组织的血管生成。ZHANG 等
[16]

研究发现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通过激活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诱导牙髓干细

胞分化形成新生血管，抑制 Wnt 通路会阻断这一过程，同时沉

默了 β-catenin 通路的牙髓干细胞在体外不再分化为内皮细胞，

体内血管生成减弱。MULLANE 等
[17]

将浸泡过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的牙片段植入裸鼠皮下 2 周，实验组的牙横切片根管内新生

血管的数量和密度明显增加。

2.1.2   血小板来源生长因子   是一类二聚糖蛋白家族，最初发现

于血小板。具有诱导细胞增殖的潜能
[18]
。其中血小板来源生长

因子 BB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有显著的同源性，两者都具有促有

丝分裂活性，但它们有不同的靶细胞和促血管生成活性
[19]
。血

小板来源生长因子 BB 还可以通过促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分泌间

接促进血管生成
[20]
。血管内皮细胞会通过产生血小板来源生长

因子 BB 来促进血管周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而血管周细胞与内皮

细胞的相互作用对血管的稳定至关重要
[21]
。

牙髓干细胞也会分泌血小板来源生长因子
[13-14]

。在牙本质

基质中，血小板来源生长因子的总量较其他生长因子如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高
[15]
。ZHAJIANG 等

[22]
应用人重组血小板来源生长

因子 BB 治疗 1 例 20 岁患者的牙髓坏死磨牙，15 个月随访结果

显示该患者牙根持续发育、根尖闭合且根尖周炎愈合。

2.1.3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家族及其受体

调控着重要的生物学功能，通过激活血管内皮细胞上的受体促

进其迁移并诱导其他细胞释放血管生成因子
[23]
。维持血管完整

性需要保持低水平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抑制内皮细胞受体

会导致血管解体
[24]
。

在牙髓再生过程中，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促血管生成的作

用也有广泛的研究
[13，25]

，大多集中在成纤维细胞因子 2 分子的

分泌和功能上。牙髓干细胞可以在其他促血管生成因子作用下

产生成纤维细胞因子 2[25]
。TAKEUCHI 等 [26]

研究指出，成纤维细

胞因子 2 类似于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在血管生成过程中对细

胞增殖和迁移有广泛的影响。GORIN 等
[27]

研究表明，与低氧诱

导相比，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 处理过的脱落乳牙干细胞生成

的血管更多；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 处理后增加了基质细胞抗

原 1(stromal cell antigen 1，STRO-1)/CD146 双阳性细胞亚群比例。

2.1.4   其他调节因子   基质细胞衍生因子 1α 属于 CXC 趋化因子

亚家族，在干细胞的募集、迁移和分化中起关键作用，继而增

强组织血管化
[28]
。YANG 等

[29]
发现经基质细胞衍生因子 1α 激发

了牙髓干细胞的自噬作用，促进了牙髓干细胞的迁移，将含基

质细胞衍生因子 1α 的载牙髓干细胞丝素蛋白支架置于牙片上并

移植到裸鼠体内，生成了有血管结构的牙髓样组织。

辛伐他汀属于他汀类家族成员，可以促进内皮细胞的功能，

并增强血管生成
[30]
。MIN 等

[30]
发现在应用辛伐他汀后，牙髓干

细胞会表达牙源性和血管生成标记物。KIM 等
[31]

对牙髓细胞使

用天然铁螯合剂 Hinokitiol，发现牙髓细胞表达缺氧诱导因子 1α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上调，血管生成潜力提高。

细胞外囊泡是由细胞释放的由脂质双分子层包裹的颗粒，

它们携带有遗传物质 ( 信使 RNA 和微 RNA)、生长因子等，用于

细胞间信号传递。研究发现牙髓细胞来源的细胞外囊泡促进了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增殖、分泌成血管因子及其成管作用，证实

了牙源性外泌体应用于牙髓血管再生的潜能
[32]
。

2.1.5   牙髓再生中信号因子的调控研究比较总结   目前牙髓再生

及血管化研究的发展历程见图 3。

2   结果   Results 
2.1   牙髓再生中信号因子的调控作用   

植入的组织块主要依靠原有的血管网络以血管出芽的方式

长入到植入物，并且以一定的速度延伸，各种信号因子通过复

杂的机制驱动并且影响这一过程，包括许多活化和抑制分子，

如生长因子、细胞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内源性血管生成抑

制剂、转录因子以及黏附分子等
[9]
。常见的生长因子包括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来源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肝细胞生长因子以及血管生成素等
[10]
。此处简要归纳了常见的

信号因子在牙髓再生血管化中的作用及其机制，并为后续讨论

奠定基础。

2.1.1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是研究最广泛的成血管因子，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对于血管生成的速度和稳定性起着决定性作用
[10]
。

FERRARA 等
[11]

报道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可以促进动脉、静脉和淋

巴管来源的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及分化。此外，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可以诱导某些血管内皮开窗以增加渗透系数
[12]
，这

种促进血管外渗的作用在众多病理、修复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

    研究证实，牙髓干细胞能大量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3-14]

。 

ARANHA 等
[14]

研究发现，缺氧可增强牙髓干细胞和牙髓成纤维

细胞中低氧诱导因子 1α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提示血管

PubMed 数据库

#1 dental pulp regeneration [Title/
Abstract]

#2 revascularization [Title/Abstract]
#3 growth factor [Title/Abstract]
#4 material [Title/Abstract]
#5 scaffold [Title/Abstract]
#6 dental pulp stem cell [Title/Abstract]
#7 prevascularization [Title/Abstract]
#8 co culture [Title/Abstract]
#9 #4 OR #5
#10 #1 AND #2 AND #3
#11 #1 AND #2 AND #9
#12 #1 AND #2 AND #6
#13 #1 AND #2 AND #7
#14 #1 AND #2 AND #8

中国知网数据库

#1 牙髓再生

#2 血管再生

#3 生长因子

#4 材料

#5 支架

#6 牙髓干细胞

#7 预血管化

#8 共培养

#9 #1 in 篇名

#10 #2 in 篇名

#11 #7 in 篇名

#12 #8 in 篇名

#13 #1 in 摘要

#14 #2 in 摘要

#15 #3 in 摘要

#16 #4 in 摘要

#17 #5 in 摘要

#18 #6 in 摘要

#19 #7 in 摘要

#20 #8 in 摘要

#21 #16 OR #17
#22 #11 OR #12 OR #15 OR #21 OR #18 

OR #19 OR #20 
#23 #9 AND #13 AND #10 AND #14
#24 #23 AND #22

图 1 ｜中英文数据库检索策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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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髓牙本质复合物受到损伤后，牙髓干细胞、牙本质基

质会释放出大量信号因子，提示着炎症环境是牙髓组织修复

的始发因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缺氧环境中大量表达并发

挥了主要作用，包括在炎症环境下促进血管外渗，促进血管

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诱导牙髓干细胞向内皮细胞分化等，

其他各类信号因子可以通过促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分泌间

接起作用。此外，血小板来源生长因子还可以促进血管周细

胞的增殖和迁移，维持血管稳定；基质细胞衍生因子 1α 通过

募集干细胞、促进干细胞分化发挥作用；成纤维细胞生长因

子通过促进内皮细胞迁移以维持血管稳定性；辛伐他汀和天

然铁螯合剂则可以促进牙髓细胞表达促血管生成因子；细胞

外囊泡则通过其携带的信号分子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发挥

促血管生成作用。信号因子的存在为关键细胞的功能行使维

持着适宜的微环境，提供着重要驱动力，但促血管新生信号

因子易失活、半衰期短和价格昂贵，在具体应用时还有许多

问题需要解答，对信号因子的分子结构、信号通路和调控机

制的深入研究将进一步提高基于信号因子治疗的实用性，如

通过对负载信号因子的支架材料的设计还可以维持环境中一

定的分子浓度，延缓其降解，见表 1。

表 1 ｜信号因子对于牙髓血管再生的调控作用

信号因子 作用机制 常见来源

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

(1) 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

分化 [11]
；

(2) 诱导血管内皮开窗，促进外渗
[12]
；

(3) 诱导牙髓干细胞向内皮细胞分化
[16]

(1) 血管内皮细胞、牙髓干细胞

等大量分泌
[13-14]

；
(2) 牙本质基质中大量储存

[15]

血小板来源

生长因子

促进血管周细胞增殖和迁移
[21]
，维持

新生血管的稳定

(1)牙髓干细胞等大量分泌
[13-14]

；
(2) 牙本质基质中大量储存

[15]

成纤维细胞

生长因子

(1) 促进内皮细胞迁移以维持血管稳定

性
[23]
；

(2) 提高牙髓干细胞成血管潜能
[27]

牙髓干细胞等大量分泌
[25]

基质细胞衍

生因子 1α
(1)促进干细胞的募集、迁移和分化

[28]
；

(2) 激发牙髓干细胞的自噬作用，促进

迁移
[29]

基质细胞和内皮细胞分泌
[28]

辛伐他汀、天

然铁螯合剂

促进牙髓细胞表达促血管生成因 

子
[30-31]

细胞外囊泡 带有遗传物质 ( 信使 RNA 和微小 RNA)
和生长因子等，用于细胞间信号传递

[32]
牙髓细胞分泌

[32]

○ 负载信号因子支架的设计         ○ 其他支架材料的促血管生成作用

○ 支架材料的设计研究比较总结

2.2.1   负载信号因子支架的设计   大多数蛋白类信号因子对高温

或 pH 值敏感，容易被酶降解，失去作用，而如果反复揭开根管

口给药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削弱患者依从性，最终降低再生的成

功率。使用具有缓释能力的支架载体能维持微环境中适宜的分子

浓度、保护信号因子避免其失活，并且将副反应降至最低，从而

提高信号因子的利用率，最终促进再生牙髓中血管化的进程
[33]
。

LI 等 [34]
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肝素包裹在纳米明胶球中，并

进一步固定在聚乳酸纳米纤维微球里，这种多层次的微球系统不仅

可以防止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变性和降解，而且可以持续释放长达

四周时间。体内结果显示新生牙髓组织占据约 2/3 根管全长，且有

大量新生血管再生。ZHANG 等
[35]

研制了可注射的 RGD( 促进细胞对

生物材料的黏附的一种氨基酸序列 )-海藻酸钠 / 硅酸锂镁水凝胶微

球，并负载牙髓干细胞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该系统在保持其活性

的同时可缓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达 28 d，体内结果显示实验组有更

多牙髓组织和新生血管形成。SILVA 等
[36]

设计了一类由纤维素纳米

晶增强的透明质酸水凝胶，并加入血小板裂解物 ( 含有多种促血管

生成因子 )，纤维素纳米晶的掺入量越多，促血管因子保持释放的

天数越多。ZHANG 等
[37]

制备了一种细胞外囊泡 -纤维蛋白凝胶复

合材料，细胞外囊泡 -纤维蛋白凝胶在不到 7 d 的时间里，通过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的持续释放，增强了体外血管样结构的形成。

2.2.2   其他支架材料的促血管生成作用   脱细胞化细胞外基质来

源于人或动物组织，具有高的生物活性和组织特异性，作为理想的

再生支架材料受到广泛研究，而脱细胞牙髓基质在牙髓再生方面的

应用直到最近才开始研究
[38]
。ALGHUTAIMEL 等 [39]

发现牛脱细胞牙

髓基质保留了天然的组织结构和血管系统，并保留了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 A 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 等成分。体外细胞培养结果显示种

植在该支架上的细胞表达血管生成相关的标志物增加，此外，种植

了牙髓干细胞的脱细胞牙髓基质组在体内血管生成明显增强。

富血小板血浆作为生物活性支架广泛应用于组织工程，由

富含血小板的自体血浆制成。血小板在富血小板血浆中释放的重

2.2   支架材料的设计   

图 3 ｜牙髓再生及血管化研究大事纪

临床前研究

临床研究

2000 年

首次从牙髓组织

中分离出牙髓干

细胞
[1]
，发现牙

本质基质是多种

生长因子的储存

库
[11]
。

2003 年

首次从儿童脱落

乳牙牙髓组织中

分离出脱落乳牙

牙髓干细胞
[2]
。

2001 年

首次提出牙髓血

运重建术，并实

现年轻恒牙的牙

根硬组织继续形

成，根管壁增厚，

牙根延长
[3]
。

2009 年

首次将自体富血

小板血浆注入根

管间隙，实现根

尖封闭，年轻恒

牙的牙根继续发 

育
[8]
。

2013 年

首次提出了牙髓

血运重建的标准

操作流程，美国

牙髓病协会发布

完整操作指南
[4]
。

2015 年

首次临床上应用

人重组血小板来

源 生 长 因 子 BB
注入年轻恒牙根

管 检 测 再 生 效 

果
[10]
。

2018 年

首次运用脱落乳

牙牙髓干细胞实

现临床上人年轻

恒牙牙髓再生
[7]
。

2006 年

首次从发育中牙

的根尖分离出根

尖乳头干细胞
[6]
。

2009 年

利用内皮系中

已知的表面标

志物，分离出

具有较高血管

生成潜力的牙

髓 干 细 胞 亚 

群
[13]
。

2016 年

发现血管内皮

生 长 因 子 通

过 激 活 Wnt/
β-catenin 信

号通路诱导牙

髓干细胞分化

形 成 新 生 血 

管
[12]
。

2021 年

(1) 探究脱细胞牙髓基质在牙髓

再生中的作用
[9]
；

(2) 通过慢病毒感染实现 ETS 变体

基因2在牙髓干细胞中的过表达，

转染成功的牙髓干细胞呈现内皮

样形态
[15]
；

(3) 首次脂肪来源的微血管碎片

和牙髓干细胞膜片混合验证体内

再生效果
[18]
。

2019 年

通过慢病毒将

血 管 内 皮 生

长 因 子 和 基

质细胞衍生因

子 1α 基因转

染人牙髓干细 

胞
[14]
。

2020 年

首次从小鼠牙

乳头中分离出

多能牙髓再生

干细胞
[5]
。

2014 年

(1) 首次将人脐静

脉内皮细胞和牙

髓干细胞共培养

在支架中验证体

内再生效果
[16]
；

(2) 制备出由人脐

静脉内皮细胞预

血管化的牙髓干

细胞微组织球，

并验证其体内再

生效果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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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生长因子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来源生长因子、成

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表皮生长因子等
[40]
。DING 等

[41]
报道了 1 例

16 岁男性患者，其上颌左侧切牙牙髓失去活性，牙根尖部开放，

将自体富血小板血浆注入根管间隙并永久性充填材料修复牙齿， 

3 年后随访发现根尖周病变恢复，根管壁增厚，根尖持续闭合。

但也有研究发现，利用富血小板血浆再生的牙髓组织，其免疫组

化结果有多种牙周组织的分子标记，包括牙周韧带和骨组织等，

提示富血小板血浆诱导再生的更多的是牙周组织而非牙髓组织
[42]
。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是第 2 代浓缩血小板，其制备方法较富

血小板血浆简单，主要成分是胶原纤维蛋白，在纤维蛋白降解重

塑的过程中，嵌在纤维框架中的血小板被激活发生脱颗粒作用，

以自然速率释放多种生长因子。此外，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含有许

多血液中的白细胞，这些白细胞可以在抗炎和免疫调节活动中发

挥积极作用
[43]
。CHEN 等

[44]
制备一种由牙髓干细胞细胞膜片和富

血小板纤维蛋白组成的新型材料，移植至裸鼠皮下和犬根根管后

成功形成均匀致密的新生牙髓 -牙本质样组织，且毛细血管丰富。

2.2.3   支架材料的设计研究比较总结   支架材料在组织工程中起

到模拟细胞外基质的作用，其物化性质调节着血管生成的多个方

面，其中对血管生成影响最大的是对信号因子的控释能力，这决

定了是否能维持适宜细胞活性的微环境。作为牙髓再生血管化中

信号因子传递和控释的载体，向支架上添加肝素、硅酸锂镁和纤

维素纳米晶等化学材料可以溶解包裹、吸附、共价交联信号因子，

可以模拟体内信号因子储存及释放机制，从而维持有效的信号分

子浓度。人工合成材料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根据需要自由选择搭

配信号因子的种类和剂量，虽然制备不同材料的复杂程度不同，

但可以保证制备流程和产品的统一和可重复。天然材料包括脱细

胞牙髓基质、富血小板血浆及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等的优势在于自

身富含多种生物活性分子，且其自身结构可保护并控释这些信号

因子，但其包含成分的种类和剂量较为固定，其促进再生的效果

和方向仍需进一步验证，如富血小板血浆则可能更适用于骨组织

再生，并且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备方法，在保留有效成分活性的前

提下降低其免疫原性，才能推动临床应用进程，见表 2。

○ 高成血管潜能的细胞                   ○ 促进干细胞向内皮细胞分化

○ 细胞共培养                                     ○ 组织预血管化

○ 细胞的设计相关研究总结

表 2 ｜促进牙髓血管再生的支架制备策略

材料 支架材料 作用特点

人工
材料

聚乳酸纳米纤维微球 -
明胶微球 - 肝素 - 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

[34]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与肝素上结合域结合可以避免其变性和
水解，纳米纤维可以物理性吸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从而
多层次的延长了其有效性，保证缓释效果

海藻酸钠微球 - 硅酸锂
镁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35]
硅酸锂镁的片状结构使其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有较好的物
理吸附作用，可以极大延长其在体内持续释放的时间

透明质酸水凝胶 - 纤维
素纳米晶 - 血小板裂解
物

[36]

纤维素纳米晶表面有高密度负电荷硫酸盐基团，类似于硫
酸化糖胺聚糖，可以非共价结合和调控信号因子

纤维蛋白水凝胶 - 细胞
外囊泡

[37]
纤维蛋白原可以和细胞外囊泡中的活性分子结合，保持其
活性并控制其释放

天然
材料

脱细胞牙髓基质
[39]

保留有天然的血管结构、促血管生成活性因子，但免疫原性、
材料来源等问题亟待解决

富血小板血浆
[40]

富含多种活性因子，取自于自体，无免疫排斥问题，但促
进再生的牙髓组织中有牙周组织表达

[42]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
[43]

富含多种活性因子，来源自体，制备简单

2.3   细胞的设计   

2.3.1   高成血管潜能的细胞   牙髓干细胞具有高度增殖活性、多

向分化能力和多潜能性，其不同细胞亚群具有不同的分化潜力。

研究利用内皮系中已知的表面标志物，分离出具有较高血管生

成潜力的牙髓干细胞亚群
[45]
。研究发现基质细胞抗原 1 阳性

或 CD146 阳性的牙髓干细胞表达 α 平滑肌肌动蛋白和血管周细

胞相关抗原 3G5，这提示该细胞群具有血管周细胞表型
[46]
。有

研究分离出 CD29，CD44，CD90 和 CD105 阳性，CD34 和 CD45
阴性的牙髓干细胞，在大鼠急性心肌梗死区域中植入该细胞后

诱导了血管生成并缩小了梗死范围
[47]
。将包裹在胶原支架中的

CD105 阳性牙髓细胞和基质细胞衍生因子 1α 移植到去髓牙的根

管内，结果形成了完整的血管结构和牙髓样组织
[48]
。IOHARA等

[49]

从牙髓中分离出表达 CD31 和 CD146 的高血管生成潜力的亚群

细胞，该细胞表达 CD34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R2，表现出高度

的增殖和迁移活性以及血管生成能力。在小鼠后肢缺血模型中，

局部移植这一细胞形成了高密度血管网络，并提高了移植区域

血流量。上述研究结论证实，分离纯化出具有高血管生成潜力

的牙髓干细胞细胞亚群，并用其来促进牙髓再生中血管化的可

能性。

除了高成血管潜能的细胞亚群，也有研究通过转染来促进

牙髓干细胞表达成血管因子来提高其成血管能力。ZHU 等
[50]

通

过慢病毒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基质细胞衍生因子 1α 基因转染

人牙髓干细胞，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基质细胞衍生因子 1α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增高，体内实验结果显示转染组

根管内再生牙髓长度和血管密度均显著增加。LI 等 [51]
设计了一

种基于阳离子多聚物的转染系统，该载体可避免溶酶体的降解

作用，最终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水平上调了 8 倍以上，显著

增强了内皮细胞的迁移和血管的形成，体内结果显示转染后的

牙髓干细胞加速了新血管形成，再生的牙髓组织占据了牙根管

全长的大部分区域。有研究用编码肝配蛋白 B2( 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受体内化和信号传递所必需的 ) 的慢病毒转染根尖乳头干细

胞，低氧条件下转染后的细胞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分泌水平上

调，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与转染后的细胞共培养早期即形成血管

样结构，体内实验显示转染后的细胞与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共移

植形成更多的血管结构
[52]
。ZHANG 等

[53]
以慢病毒为载体，建

立血小板来源生长因子 BB 基因修饰的牙髓干细胞，转染后的牙

髓干细胞分泌血小板来源生长因子 BB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 

升高。

2.3.2   促进干细胞向内皮细胞分化   血管内皮细胞作为血管发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整个循环系统的血管内壁。研究表明，

在血管损伤或缺血性疾病的治疗中，自体血管内皮细胞是理想

的新生血管细胞来源，但因其供体组织稀缺且原代细胞增殖能

力有限，分离后还会造成供体部位的病损，限制了其在组织工

程中的广泛应用
[54]
。胚胎干细胞具有分化为血管内皮细胞的潜

力。然而，胚胎干细胞分化效率低，临床应用时存在伦理争议，

并不适合用来大规模生产血管内皮细胞
[55]
。也有研究利用诱导

多能干细胞分化来生产血管内皮细胞。然而，多能干细胞的致

瘤风险也限制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56]
。

牙髓干细胞有充足的自体来源、强大的增殖能力和免疫相

容性，有望成为诱导分化成内皮细胞系的一种新的细胞来源
[57]
。

有研究发现，30% 表达胎肝激酶 1 的牙髓干细胞也表达血管生

成标记，并分化为内皮细胞；该研究进一步提示胎肝激酶 1 阳

性细胞可分化为内皮细胞，体内移植后可形成血管化的骨组 

织
[58]
。LI 等 [59]

通过慢病毒转染实现 ETS 变体基因 2 在牙髓干细

胞中的过表达，转染成功的牙髓干细胞呈现内皮样形态，内皮

细胞特异性基因 CD3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R1 和血管内皮生长

不同的细胞类型有不同程度的成血管能力，细胞和细胞之

间的相互作用会提升成血管能力，合理的细胞搭配可以显著提

升成血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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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血管耗时且对细胞来源、培养条件要求较高，而脂肪来源微血

管碎片取之于自身且制备过程较简单，或可以成为在牙髓再生

中促进快速血管化最有竞争力的手段，但其制备流程仍需标准

化，见表 3。

因子 R2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

2.3.3   细胞共培养   在自然微环境中，组织由 2 种或 2 种以上细

胞组成，不同的细胞不仅有助于结构的完整性，而且相互作用

维持活性，并促进分化和其他关键的生物学活动。许多研究表

明，干细胞 / 祖细胞与内皮 / 内皮祖细胞共培养可显著促进血

管生成
[60]
。研究还发现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与牙髓干细胞共培养

不仅能促进血管生成，而且在体外还能调节牙髓干细胞的成牙 /
成骨分化

[61]
。此外，牙髓干细胞和其他间充质干 / 祖细胞在血

管生成过程中分泌大量信号因子，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成纤

维细胞生长因子 2，牙髓干细胞的加入稳定了人脐静脉内皮细

胞形成的血管样结构
[62]
。除了细胞的旁分泌效应，细胞 - 细胞

和细胞 - 细胞外基质的相互作用在体内血管生成中也起重要作 

用
[63]
。研究发现在缺乏相关的血管周细胞或平滑肌细胞的情况

下，新生内皮细胞变得不稳定，容易发生凋亡
[64]
。而许多研究

证明间充质干细胞充当了周细胞或平滑肌细胞的角色，延长了

新生血管的寿命
[60，65]

。还有研究发现牙髓干细胞通过促进人脐

静脉内皮细胞的迁移来促进早期血管网络的形成，通过将人脐

静脉内皮细胞和牙髓干细胞共培养在自组装多肽水凝胶支架中

并注入牙片段中，然后移植到裸鼠皮下，结果显示牙片段内形

成微血管网络，且与宿主血管吻合
[66]
。

2.3.4   组织预血管化   移植组织的血液灌注影响着细胞存活和组

织再生，现有许多研究制备体外预血管化材料并植入体内，通

过其与宿主血管系统融合后，可以促进结构中深部的早期血液

供应，这已成为一种有效提升植入物存活率的策略
[67]
。有研究

制备出由人脐静脉内皮细胞预血管化的牙髓干细胞微组织球，

将其植入牙根切片的根管间隙并植入裸鼠皮下，4 周后组织学结

果显示含有微组织球体的牙根切片内形成了血管化良好的牙髓

样组织，而对照组只有皮下脂肪组织填充，且人 CD31 免疫组织

化学染色显示，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在体外形成的血管结构在体

内移植后与宿主血管系统成功吻合
[68]
。XU 等

[69]
将脂肪来源的

微血管碎片和牙髓干细胞膜片混合置于牙片段内并植入到裸鼠

皮下，体外结果显示微血管碎片中有丰富的的信号因子、内皮

细胞和血管周细胞，体内结果显示有完整的血管组织形成，血

管显影结果显示该牙片段内血管与宿主血管吻合。

2.3.5   细胞的设计相关研究总结   在组织工程中，细胞的活性、

分化潜能决定着血管再生的结果，因此精确地分选出不同成血

管潜力的细胞、合理使用和搭配细胞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成血

管效率。牙髓细胞中不同细胞亚群的有不同的成血管潜能，有

细胞亚群承担了血管周细胞的作用，有细胞亚群对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的作用更敏感，但涉及到具体临床应用则需要开发出一

套完善的细胞亚群分离、提纯、培养、储存流程。此外，通过

生物、化学等载体可以转染干细胞以提高细胞分泌信号因子的

能力，也可以促进干细胞向内皮细胞转化，转染后的细胞成血

管能力显著提升，但目前转染技术仍不成熟，转染的效率均较

低且存在异变的风险，因此转染更适用于基础研究而不是临床

应用。将不同的细胞混合培养并植入可以更大程度模拟体内真

实情况从而提升成血管能力，但其中的具体机制仍不明确，可

能是细胞与细胞的直接接触促进了信息交流，也可能是细胞分

泌的细胞因子的作用，且不同细胞所占总细胞比例不同，再生

的效果也需要更进一步探索。体外预血管化是一个较新的研究

的方向，在体外营养充分的情况下，将内皮细胞和干细胞以一

定比例共培养可以制备出含血管结构的微组织；也可以通过酶

消化脂肪组织得到微血管碎片，并依赖其管状结构和存留的血

管支持细胞等发挥功能，从而植入体内后表现出快速形成新微

血管网络并与宿主血管吻合的特性。相较而言，体外培养预成

表 3 ｜促进牙髓血管再生的细胞处理策略

特点 应用 局限性

细胞

亚群

及其

抗原

表达

STRO-1 阳性 /CD146 阳性

的牙髓干细胞
[46]

表达 α 平滑肌肌动蛋白和

血管周细胞相关抗原 3G5，
具有血管周细胞表型，对新

生血管有稳定作用，且不表

达牙本质细胞特异性表达的

牙本质涎蛋白；随着成牙向

诱 导，STRO-1/CD146 抗 原

表达则逐渐减弱

表面抗原表达不同的

细胞亚群的筛选主要

是通过免疫磁珠法、

流式细胞术，其筛选

效率较低，且大量长

期培养后细胞的干性

容易丢失

CD29，CD44，CD90 和
CD105 阳性，CD34 和 CD45 
阴性的牙髓干细胞

[47]

植入到裸鼠心肌梗死区域

后，缩小了梗死灶范围，促

进了新生血管生成，且研究

发现牙髓干细胞并不会分化

为心肌细胞

CD31 和 CD146 阳性的牙

髓干细胞
[48]

在小鼠后肢缺血模型中，局

部移植这一细胞形成了高密

度血管网络，并提高了移植

区域血流量

转染

细胞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基

质细胞衍生因子 1α 基因

转染人牙髓干细胞
[50]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转染

人牙髓干细胞
[51]
；

转染相关分子基因后其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均显

著增高，体内移植后新生血

管增多

目前转染技术仍不成

熟，转染的效率均较

低且存在异变的风

险，因此转染更适用

于基础研究而不是临

床应用编码肝配蛋白 B2( 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受体内化

和信号传递所必需的 ) 的
慢病毒转染根尖乳头干

细胞
[52]
；

细胞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分

泌水平上调

血小板来源生长因子 BB
基因转染的牙髓干细 

胞
[53]
；

细胞分泌血小板来源生长因

子 BB、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水平升高

通过转染实现 ETS 变体

基因 2 在牙髓干细胞中

的过表达
[59]

转染成功的牙髓干细胞呈现

内皮样形态，内皮细胞特异

性基因 CD31、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受体 1 和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受体 2 的 mRNA 和

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

共培

养

将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和

牙髓干细胞共培养在自

组装多肽水凝胶支架中，

并注入牙片段中，然后

移植到裸鼠皮下
[66]

牙片段内形成微血管网络，

且与宿主血管吻合

其中的具体机制仍不

明确，可能是细胞与

细胞的直接接触促进

了信息交流，也可能

是细胞分泌的细胞因

子的作用，且不同细

胞所占总细胞比例不

同，再生的效果也需

要更进一步探索

预血

管化

制备出由人脐静脉内皮

细胞预血管化的牙髓干

细胞微组织球，将其植

入牙根切片的根管间隙

并植入裸鼠皮下
[68]

含有微组织球体的牙根切片

内形成了血管化良好的牙髓

样组织，而对照组只有皮下

脂肪组织填充，且人 CD31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人

脐静脉内皮细胞在体外形成

的血管结构在体内移植后与

宿主血管系统成功吻合

不同的预血管化方法

有不同的局限性，最

主要的是要克服免疫

原性，并且制备过程

仍需统一化

将脂肪组织通过酶消化

得到微血管碎片，将其

和牙髓干细胞膜片混合

置于牙片段内并植入到

裸鼠皮下
[69]

体外结果显示微血管碎片中

有丰富的的信号因子、内皮

细胞和血管周细胞，体内结

果显示有完整的血管组织形

成，血管显影结果显示该牙

片段内血管与宿主血管吻合

3   总结与展望   Summary and prospects 
牙髓再生过程中的再血管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主要

的挑战是根管内的炎症、低氧环境以及狭长崎岖的解剖结构。

许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从牙髓血运重建术、牙髓组织工程的

角度出发，全面清晰地阐述了牙髓血运重建术的概念、临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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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总结归纳了组织工程中常运用到的

信号因子、支架及细胞，以及常见的内源性、外源性引导的牙

髓血管再生方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对于牙髓血管化中

具体的组织工程 3 要素之间协调作用的叙述却较为模糊，尤其

对支架材料怎样维持适宜成血管微环境、对提升细胞成血管潜

能以及对细胞相互作用对血管化进程影响的描述较少。因此文

章从组织工程角度出发，分别介绍了牙髓再生中重要的促血管

生成因子，应用于牙髓血管化的控释信号因子支架材料的设计

特点、高成血管潜能的细胞以及共培养和预血管化的重要作用，

将近几年从不同角度入手针对提升牙髓血管化的研究收纳进来

分析讨论，希望能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多思路。

然而，牙髓再生血管化面临的最大困难仍是血管再生的速

度较慢，无法为组织的构建提供充足的营养，文章对于此问题

的探讨也较有限，目前看来，作者认为将自体脂肪来源微血管

碎片消化处理后植入根管内或最有希望促进牙髓血管化的方法，

其自体来源充足、制备方法较简单且免疫排斥小，对于快速血

管化和宿主血管的吻合十分有利。此外，文章总结的研究大部

分仅有体外实验和小动物实验，缺乏充足的大动物实验以及临

床试验结果支撑，并且对血管生成效果的评价也需要进一步统

一。虽然要真正实现临床上牙髓再生血管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只要坚持探索下去，终将克服障碍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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