Ｖｏｌ． ９ Ｎｏ． ５
Ｓｅｐ． ２０１８

器官移植
Ｏｒｇ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第９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专家论坛·

间充质干细胞在器官移植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曲泽澎 贾兆锋 黄曦 蔡志明 牟丽莎

【摘要】

器官移植是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有效治疗方法。然而，移植受体需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以降低

器官移植免疫排斥反应。间充质干细胞（MSC）具有独特的免疫学特性，有望在器官移植中发挥重要作用。本
文总结了 MSC 的免疫学特性，并就其在器官移植中减轻免疫排斥反应、诱导免疫耐受、促进组织修复、诱导新
生血管形成以及在异种器官移植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述，以期为 MSC 应用于器官移植提供参考。
【关键词】

间充质干细胞；器官移植；移植免疫；免疫调节；免疫耐受；新生血管；异种器官移植

【中图分类号】 R617, R39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45（2018）05-0005-06

作者简介：牟丽莎，深圳市高层次领军人才，博士后合作导师。现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
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异种移植学组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深圳市科技评
审专家。兼任《器官移植》杂志通讯编委。主持参与各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其中主持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子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广东省医学科学基金
1 项、中国博士后基金 1 项、深圳市学科布局项目 1 项、深圳市国际合作项目 2 项、深圳市基础
研究计划 1 项、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 1 项。在《Cell Research》、《Human Genetics》等杂志上
发表 SCI 论文 34 篇。成功申请国际和国内发明专利 30 余项。

器官移植是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有效治疗方

近年来，联合细胞移植来减轻器官移植过程中的

法，甚至成为许多的危重患者赖以生存的唯一途径。

免疫排斥反应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树突状细胞、

然而，接受移植手术的受体需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

造血干细胞、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

来抵抗免疫排斥反应，维持免疫耐受，防止供体器

MSC）等先后被用于诱导免疫耐受的研究并取得了良

官被排斥。一方面，免疫抑制剂能够缓解急性免疫

好的结果。其中，MSC 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取得

排斥反应，但可能无法避免慢性免疫排斥反应及其

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效果，有望成为抵抗免疫排斥、诱

造成的移植器官功能丧失；另一方面，长期使用免

导免疫耐受、长期维持移植器官功能的理想细胞。

疫抑制剂多伴有严重的不良反应，如增加糖尿病和

1 MSC 的免疫学特性

心血管疾病风险等，还容易引起反复感染甚至恶性
肿瘤。因此，现阶段的研究者亟需探索降低器官移

MSC 是来源于发育早期中胚层的一类异质性多

植免疫排斥的新方法，寻找临床上可行的诱导移植

能干细胞，广泛分布于骨髓、脂肪、脐带等多种组

器官耐受而维持其长期存活的新途径。

织。根据国际细胞治疗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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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ular Therapy，ISCT） 的 鉴 定 标 准， 人 MSC 至

炎症介质的“赋权”，并且表现出在低炎症状态下“促

少具备 3 个基本特征：（1）在标准培养条件下具有

炎”或在高炎症状态下“抗炎”的免疫调节作用 [5]。

塑料表面黏附性；（2）表达特定细胞表面标志物

器官移植引起的免疫排斥反应强烈，通常都是处于高

CD105、CD73、CD90，同时不表达 CD45、CD34、

炎症状态，利用 MSC 的免疫调节作用来保护移植物

CD14（ 或 CD11b）、CD79α（ 或 CD19） 和 人 类

在受体中存活对于器官移植来说是个极具应用前景的

白细胞抗原（HLA）-DR，不同物种 MSC 表达的表

选择。

面标志物与人相比略有差异；（3）能够在体外定向

最后，MSC 具有迁移和趋化作用，能够被招募

诱导分化为成骨细胞、脂肪细胞和软骨细胞。此外，

到炎症或组织损伤部位，参与抵抗促炎症因子的释放

MSC 在特定的条件下能够跨系、甚至跨胚层分化为

和组织修复。MSC 表达的基质细胞衍生因子（stromal

其他类型组织细胞。近年来研究发现，MSC 具有独

cell-derived factor-1 alpha，SDF-1α）与趋化因子受体

特的免疫学特性，有望在器官移植中发挥重要作用。

CXCR4 的相互作用被认为是促使 MSC 迁移至移植损

首先，MSC 本身具有极低的免疫原性和较低的

伤部位的关键因素，而 T 细胞分泌的炎症因子白细胞

抗原提呈能力。MSC 本身表达低水平的主要组织相

介素（IL）-3 也被证明能够促进 SDF-1α-CXCR4 信

容性复合体（MHC）Ⅰ类分子，几乎不表达 MHC Ⅱ

号通路对 MSC 的迁移作用 [6]。Teo 等 [7] 观察到静脉

类分子和 Fas 配体（Fas ligand，FasL），以及共刺激

注射的 MSC 在 2 h 后就能穿过血管壁进入炎症部位，

分子 CD80、CD86、CD40 和 CD40L 等，通常不会刺

证明 MSC 具有很强的趋化和迁移能力。
在器官移植中，

激机体产生强烈的免疫反应。由于缺乏共刺激分子，

MSC 的这一特性有助于其定位到移植造成损伤部位，

使其本身的抗原提呈能力也较低，不容易引起严重的

发挥靶向治疗作用。

免疫排斥反应。不过，MSC 并非完全能够逃逸免疫
系统的杀伤作用，有研究显示经腹腔注射的 MSC 移

2 MSC 在器官移植中的应用

植到免疫缺陷小鼠体内后，能够存在超过 120 d，其

器官移植术后复杂的免疫排斥反应是影响移植器

在免疫系统健全的同基因型小鼠体内尚能存在大约

官长期存活和发挥功能的巨大障碍，而非特异性的免

40 d，在同种异基因小鼠体内却仅能存在大约 20 d[1]。

疫抑制剂的不良反应会严重影响器官移植受体的预后

Schmuck 等 [2] 发现经颈静脉注射的人 MSC 移植到

和生活质量。基于 MSC 的免疫学特性，越来越多的

SD 大鼠体内后会迅速分布于体内不同器官，不过移

研究者致力于利用其免疫调节作用降低器官移植受体

植 8 d 后，仅有 0.06% 能被检测到。然而，MSC 在受

对移植物的免疫排斥进而诱导长期免疫耐受，同时利

体内的存活是其发挥作用的前提，目前在应用中通常

用移植部位的炎症损伤来招募更多的 MSC 参与组织

会多次输注 MSC 以维持其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时间。

靶向修复从而保护移植器官长期发挥功能。事实上，

其次，MSC 具有免疫调节能力，可以降低受体

已有临床研究尝试用 MSC 来代替某些免疫抑制剂来

免疫排斥反应。MSC 能够依赖旁分泌各种免疫因子

长期保护移植器官的功能。Pan 等 [8] 对 32 例接受肾

对各种免疫细胞包括 T 细胞、B 细胞、树突状细胞

移植的受体进行了长达 2 年的随访，发现 MSC 可以

等发挥免疫调节作用，有效抑制这些免疫细胞引起的

部分替代具有肾毒性的免疫抑制剂，进而维持移植肾

免 疫 排 斥 反 应。Bartholomew 等

[3]

在体外实验中证

明 MSC 能够抑制混合淋巴细胞反应中的淋巴细胞增
殖。Wu 等

[4]

发现应用 MSC 能够延长同种异体移植

的大鼠心脏在受体内的存活时间，并且通过病理学分

脏对受体免疫排斥的抵抗能力。近年来，MSC 在器
官移植中的应用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进展。
2.1 利用 MSC 减轻免疫排斥反应
MSC 已经被用于治疗多种疾病的临床研究，如

析发现 MSC 能够有效减少炎症细胞在供体组织中的

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多发性硬化症、糖尿病、

渗透。不仅如此，MSC 的免疫调节作用甚至能跨越

心血管疾病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而且在加拿大和

物种，不受 MHC 限制，供体、受体和第三方来源的

日本 MSC 已被批准作为治疗 GVHD 的药物（分别为

MSC 均能抑制异种抗原引起的免疫应答。MSC 发挥

Prochymal® 和 Temcell®） 上 市。 近 年 来， 将 MSC 应

免疫抑制功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依赖于其所处的炎

用于器官移植中抗免疫排斥反应的临床研究也陆续得

症微环境。MSC 的免疫调节功能需要炎症微环境中

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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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现狒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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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miR）-146a 来保护小鼠同种异体移植的肾脏。

MSC 不仅能够在体外混合淋巴细胞共培养实验中抑

以上研究表明 MSC 能够通过不同的免疫调节机制发

制 T 细胞增殖，而且能够在体内皮肤移植中延长供

挥抵抗器官移植免疫排斥反应的作用。

体皮片在受体的存活时间，并且证明无论供体、受体

2.2 利用 MSC 诱导免疫耐受

或者第三方来源的 MSC 都具有这种功能。这一发现
为应用 MSC 保护移植器官存活奠定了基础。随后，

诱导免疫耐受是器官移植术后移植物长期存活的
基础。器官移植先驱 Starzl 提出“微嵌合理论”认为，

发 现 MSC 在 炎 症 环 境 中 的 受 到 干 扰 素

器官移植术后供体和受体中的细胞相互迁移，少量供

（IFN）-γ 和其它促炎症因子“赋权”才会引出高水

体细胞在免疫抑制条件下存活后，形成微嵌合体，从

Ren 等

[9]

[10]

在大鼠同种异

而诱导受体对移植物的长期耐受。后来的研究证实诱

基因皮肤移植模型中证明，经过 IFN-γ 或低氧环境

导稳定的嵌合体能够形成对供体的特异性耐受而促进

“赋权”的 MSC 抑制 T 细胞增殖的能力和免疫调节能

移植物长期存活。Westenfelder 等 [17] 发现 MSC 与胰

平的免疫抑制因子表达。Soares 等

力显著增强，能够延长移植物在受体体内的存活时间。

岛形成的嵌合体能够在不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情况下在

小鼠 MSC 受到刺激后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受体内长期存活并发挥功能。Plock 等 [18] 则发现骨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可产生一氧化氮（nitric

髓和脂肪来源的 MSC 能够在大鼠后肢移植模型中诱

oxide，NO） 来 抑 制 T 细 胞 的 免 疫 应 答， 而 促 炎 症

导形成微嵌合体，他们认为免疫调节功能对移植物的

因 子 IL-17 可 以 下 调 促 信 使 核 糖 核 酸（mRNA） 降

保护只是暂时的，而微嵌合体的形成可以维持移植物

解的因子 AU 碱基富集区 RNA 结合因子 1（AU-rich

的长期存活。

element RNA-binding factor 1，AUF1）， 增 强 iNOS
mRNA 的稳定性从而促进 MSC 的免疫抑制功能

[11]

。

调节性 T 细胞（Treg 细胞）向来被认为是诱导移
植免疫耐受的关键，它不仅维持对自身抗原耐受，而

与小鼠不同，人 MSC 受到刺激是通过表达吲哚胺 -2，

且能够降低对异种抗原过度免疫应答。MSC 能够抑制

3- 双加氧酶（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IDO）来执行

效应性 T 细胞的增殖，并促进 CD4+T 细胞向 Foxp3+

与 NO 类似功能的。IDO 是一种可以催化分解色氨酸

Treg 方向分化，同时抑制其向 Th1、Th2 或 Th17 等

的酶，而色氨酸是 T 细胞增殖的必需氨基酸。有报道

方向分化。分化的 Treg 能够诱导移植器官的免疫耐

IDO 和色氨酸的代谢产物不仅能够在体外直接抑制 T 细

受， 延 长 其 在 受 体 内 的 存 活 时 间。Obermajer 等 [19]

胞的增殖而且能够延长移植物在体内的存活时间 [12]。

在小鼠同种异体心脏移植模型中发现 MSC 诱导免

除了 NO 和 IDO，MSC 受到炎症刺激还可能通

疫耐受的一个重要机制是诱导 Th-17 转化为 Treg。

过 产 生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α 刺 激 基 因 6（tumor necrosis

Rajeshkumar 等 [20] 在小鼠同种异体皮肤移植模型中

factor α stimulated gene 6，TSG-6）、前列腺素 E 2

证明，联合使用 MSC 和共刺激因子阻断剂能够有效

（prostaglandin E2，PGE2）等发挥免疫抑制功能。Oh 等

[13]

诱导免疫耐受，使 Treg 增多，移植的皮肤在受体的

用小鼠角膜移植模型证明了人 MSC 对小鼠移植物具

存活时间延长。Mudrabettu 等 [21] 对接受肾移植受体

有保护作用，他们发现缺失 TSG-6 的人 MSC 无法

的临床研究也发现，应用 MSC 能够有效保护移植物

抑制移植早期的炎症反应，也无法延长移植物的存

的功能，受体中 Treg 的数量明显增加，同时 CD4+

活时间。Ko 等 [14] 在类似模型中的研究进一步阐明

T 细胞的增殖受到抑制。Zhang 等 [22] 发现 MSC 能够

人 MSC 是通过表达 TSG-6 影响小鼠肺部单核细胞和

通过分泌的外泌体促进 CD4+ T 细胞转化为 Treg，而

巨噬细胞诱导免疫耐受，进而抵抗移植免疫排斥。

且在小鼠同种异基因皮肤移植模型中证明 MSC 外泌

在 小 鼠 肝 移 植 模 型 中 发 现 MSC 能 减 少

体能够延长移植物的存活时间。Gregorini 等 [23] 在大

Tian 等

[15]

枯 否 细 胞 凋 亡、 抑 制 辅 助 性 T 细 胞（helper T cell，

鼠肾移植模型中应用 MSC 后，能够降低血清中促炎

Th）1/Th17 免疫应答从而缓解供肝损伤并延长移植

症因子 IFN-γ 和 IL-6 的水平，同时增加抗炎症因子

物在受体内的存活时间。他们进一步在体外实验证明

IL-10 的表达，抑制 Th1 并招募 Treg 诱导免疫耐受。

中 MSC 是通过分泌 PGE2 来发挥保护移植供体的作

Merino 等 [24] 在大鼠同种异体肾移植模型中研究发现

用。除此之外，Wu 等 [16] 发现 MSC 还能通过外分泌

应用 MSC 后早期能够降低外周血中 T 细胞和 B 细胞

囊泡增强树突状细胞表达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

的比例并增加 Foxp3 在 Treg 中的表达，晚期能够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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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外周血中 IL-1β 和转化生长因子（TGF）-β 的水平

上诱导损伤组织的修复，对移植术后器官的长期存活

并提高外周血中 IL-10 和 IL-4 的水平。他们认为在肾

和功能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移植前 7 日应用 MSC 比移植前 4 日能够更好地降低

2.4 利用 MSC 诱导新生血管形成

急性免疫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并维持移植物存活时间。

MSC 能够促进内皮细胞的迁移，诱导内皮细胞

有研究者通过基因工程改造 MSC，使其携带 Treg 特

形成管状结构，而且能够稳定这种新生的血管并促

异性基因 Foxp3，并将其用于器官移植受体，能够有

进成熟，在这一过程中 MSC 与内皮细胞相互接触发

[25]

。与之不

挥作用，扮演着类似周细胞的角色。已有研究表明

在小鼠同种异体心脏移植模型中

MSC 能够分泌多种促血管生成的因子，MSC 自身也

证明 MSC 也可以不依赖 Treg 而保护移植物在受体体

能形成血管状结构 [35]。李睿等 [36] 在小鼠糖尿病模型

内存活。因而对于 MSC 在体内诱导器官移植免疫耐

中发现用 MSC 联合胰岛移植治疗不仅可以减少胰岛

受可能还有一些新的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细胞凋亡、促进细胞再生，而且能够促进移植胰岛周

2.3 利用 MSC 诱导组织损伤修复

围生成新生血管，增加血供从而保护了移植胰岛的活

效诱导免疫耐受并延长移植物存活时间
同的是，Jiang 等

[26]

缺血 - 再灌注损伤（IRI）严重影响了移植器官

性和功能。由此可见，MSC 诱导新生血管的功能对

的存活和功能。临床上，对于器官移植造成的 IRI 仅

于延长移植器官的存活时间具有重要作用。

能采取保守措施，尚无切实可行的靶向治疗手段，而

2.5 MSC 在异种器官移植中的作用

MSC 的应用却能有效减轻甚至修复 IRI。动物模型实

供体器官短缺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器官移植手术的

验证实，MSC 及其分泌的囊泡均能显著改善 IRI 造成

开展，仅在我国每年就有 30 万人亟需器官移植，但

的肾脏损伤

[27]

。Montanari 等

[28]

在大鼠心脏移植模型

最终能得到供体接受移植的患者还不到 1 万例。因此，

中发现输注 MSC 能够改善异位移植心脏的功能，增

许多人寄希望于用异种器官来解决供体器官不足的燃

强心室结构、减少心脏纤维化、增强新血管的生成并

眉之急，然而，机体对异种器官的免疫排斥反应更加

且降低心肌细胞凋亡，从而有效减轻 IRI。Baulier 等

[29]

强烈。猪作为异种器官移植的供体，经过基因改造后

在猪肾移植模型中发现羊水来源的 MSC 能够有效减

其器官可有效降低超急性免疫排斥反应并长期在受体

轻肾移植过程中的 IRI，避免纤维化并保护移植肾的

体内存活。尽管如此，其他形式的免疫排斥反应依然

功能。近年来，不同研究组在小鼠肺移植实验中证实，

存在并且会损伤异种移植的移植器官。近期已有研究

应用 MSC 能够有效减轻 IRI 对移植物造成的损伤和

发现联合 MSC 共移植能有效缓解异种胰岛移植中的

发现 MSC 能够通过减少

免疫排斥反应 [37]。研究利用 MSC 的来诱导异种移植

受体中促炎症因子 TNF-α、IL-6 表达同时增加抗炎症

器官的免疫耐受，有助于加速异种器官移植的临床应

因子 TSG-6 表达来抵抗免疫细胞浸润，从而保护移

用，从而缓解器官短缺的难题。

植物的功能。

3 小结与展望

细胞凋亡

[30-31]

。Tian 等

[31]

器官移植过程中的手术损伤和免疫排斥会使淋巴
细胞聚集形成局部炎症环境，MSC 能够被招募至此

MSC 的早期研究和临床实验结果让我们看到了

参与组织修复。当 MSC 迁移到损伤部位后，除了自

其在器官移植中应用的优势。随着研究的开展和深入，

身可能分化成不同组织细胞直接参与修复外，更多的

我们需要更加严谨地考究其安全性，尽管目前尚未发

情况是在各种炎症因子等的刺激下释放生长因子，促

现 MSC 具有致瘤性，但 MSC 可通过分泌的因子与

进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和组织干细胞参与组织再生。

肿瘤微环境相互作用，促进肿瘤血管生成而促进肿瘤

通过大鼠肾移植实验证实 MSC 能够有效减

生长和发展。此外，在器官移植中引入 MSC 尚有许

[33]

多问题有待解决，如 MSC 的来源和种类问题，MSC

通过大鼠同种异体心脏移植实验证实 MSC 能够有效缓

的干预时间、途径以及剂量问题，MSC 移植受体的

解脑死亡造成的器官损伤，并能够抑制移植后受体的

差异化问题，MSC 与其他药物的联合使用及相互作

Yu 等

[32]

轻慢性同种异体免疫排斥造成的组织损伤。Yip 等

[34]

研

用问题等等。综上所述，随着基础研究的深入和临床

究发现应用 MSC 可用于治疗肺移植后的慢性移植物

研究的开展，MSC 在器官移植领域将有可能会发挥

排斥反应。上述研究均表明，MSC 能够在一定程度

重要作用，前景广阔。

免疫攻击，保护移植心脏的功能。Chambers 等

·３５２·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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