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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对糖尿病足的治疗研究进展
高弘烨

黄平平

【摘要】 糖尿病足患者大部分伴有下肢缺血，而缺血是导致糖尿病足溃疡不愈和截肢的最
主要原因。传统的治疗方法并不能很好的降低其截肢率，糖尿病足溃疡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临
床医学的难题。因此，深入研究糖尿病足的发病机制及下肢血管病变特点，探索新的治疗策略
及推广应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干细胞已经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其分泌细胞因子促进新
生血管生成等机制为治疗糖尿病足提供了可能。本文就近年来干细胞治疗糖尿病足的研究进
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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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tients with diabetic foot were mostly associated with lower extremity
ischemia.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leading to diabetic foot ulcer, which is hard to be cured so
as to been amputated. Traditional therapies could not reduce its high level amputation rate, which
has been the clinical problem worldwide. Therefore, it is of important social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athogenesis of diabetic foot, lower extremity vascular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remedies strategies, and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Stem cells has been already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 The functions such as the secretion cytokines can promote the angiogenesis and make the
remedies on diabetic foot possib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actuality of stem
cell therapy on diabetic foot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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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因下肢远端神经异常和不同程

了不懈努力，但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度的血管病变导致的足部感染，溃疡和（或）深层组织破坏。

观察截肢率的趋势的变化仍需要二十多年 [4]。一些新的治

国外资料显示所有的非外伤性低位截肢手术中，糖尿病患

疗方式如生长因子，自体血小板富集血浆凝胶，臭氧治疗，胎

者占 40﹪~ 60﹪，糖尿病患者中足部溃疡的患病率为 4﹪~

盘膜的使用不断涌现 [5-8]，但这些治疗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评

[1]

10﹪ 。此外，也有数据表明糖尿病患者有终身发生足部风

估和改进。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糖尿病足研究的较为广泛。

险高达 25﹪[2]，我国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糖尿病足住院患者

研究表明，干细胞移植可以促进新生血管形成，改善及恢复

截肢率为 11.4﹪，小截肢和重大截肢的发生率分别为 5.4﹪

下肢血流，以及可以改善下肢缺血症状 [9]。

和 6.0﹪，17.9﹪ 经过 2 次截肢 [3]。糖尿病足患者由于住院
天数长，花费大，预后差，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生活

一、糖尿病足发病机制与糖尿病足溃疡伤口愈合的病
理生理学

压力。传统的降糖治疗、抗炎治疗及局部护理等对于严重病

糖尿病足的研究已经超过 20 年，发病机制仍未完全阐

变的患者往往是不够的。因此，亟需探索新的治疗方式来

明。糖尿病会引起神经和血管损伤，持续高血糖水平可导致

降低糖尿病足截肢率，改善糖尿病足患者的生存质量。医

以周围神经病变为主的全身多部位神经损伤。最新提出长

学工作者和科研人员着眼于减少糖尿病眼和肾并发症作出

期的高血糖状态使得多元醇葡萄糖代谢途径被激活，增加了
毒性物质在血管损伤的神经组织细胞中的积累 [10]。持续的

DOI：10.3877/cma.j.issn.2095-1221.2017.05.010

高血糖导致上皮细胞功能障碍，导致促血管生成信号和一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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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氮（NO）的产生减少 [11]。此外，由于高血糖中的白细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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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缺陷使免疫功能受损，相关部位的免疫应答不足，糖尿病
足更加难以愈合 [12]。最新的研究证据表明，成体干细胞的
功能障碍和衰竭与衰老和伤口愈合障碍有关：表皮干细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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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受损影响伤口愈合，且与年龄相关，这也为后来的表皮干
[13-14]

MSCs 对改善 2 型糖尿病高血糖的作用可能涉及多种

。其中糖尿病

作用和机制，包括促进 β 细胞功能和改善胰岛素抵抗。Si

足溃疡的发生较其他病变更为常见。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糖

等 [26] 人的研究表明：在糖尿病早期阶段，MSCs 的输注不仅

尿病足溃疡的群体已经显示出从神经性溃疡到神经缺血性

可以促进 β 细胞功能，而且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而晚期的

细胞移植等治疗糖尿病足提供理论依据

[4]

溃疡的明显转变 。在糖尿病患者中，也有证据表明慢性难
愈合性伤口与血管生成紊乱和淋巴管生成有关

[15]

。由于糖

尿病引起的下肢血管疾病通常涉及大量血管，尤其以远端血
管病变更为严重，并且伴随侧支循环受损，可以直接影响足
部的血供，从而表现为糖尿病足溃疡、坏疽等。

MSC 输注则只能改善胰岛素抵抗。其他临床试验支持了自
体 MB-MSC 在 人 类 糖 尿 病 足 溃 疡 治 疗 中 的 安 全 性 与 有
效性 [27]。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和脐带血间充质干细胞：值得考
虑的是，大多数糖尿病足的患者是老年人，因干细胞数目较

二、干细胞移植治疗糖尿病足的机制与治疗现状

低所以增殖减低、黏附和血管发生潜力相应减退。因此，人

近年来，干细胞移植治疗糖尿病足这一领域取得了较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和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可以用作同种异体

快的发展。早先 Pittenger 等人揭示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细胞移植的方便的细胞来源。有证据表明来自成体体细胞的

（bone marrow mesenchymalstem cell，BM-MSC）可以分化成

胚胎干细胞和诱导的多能干细胞有益于伤口再生 [28]。其中，

许多类型的细胞，并且可以重建微循环 [16]。这种治疗的机

人脐带血是间充质干细胞和造血干细胞的丰富来源，与从骨

制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干细胞分化成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

髓或自体外周血获取的干细胞相比由更大的分化潜力和扩

细胞，并且分泌很多促血管生成因子，促进新生血管形成，改

增能力，具有低免疫原性，并且容易大量获得，还可参与新的

善及恢复下肢血流，以及可以改善下肢缺血症状

[17-18]

。

毛细血管的产生，因此它们适合于治疗患有糖尿病下肢血管

1. 不 同 来 源 的 间 充 质 干 细 胞：目 前 应 用 于 治 疗

疾病的患者。Qin 等 [19] 评估了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进行过

糖 尿 病 足 的 干 细 胞 的 来 源 有 CD34+ 的 单 个 核 细 胞

血管成形术后的糖尿病足的影响。在 3 个月的随访期间，相

（mononuclearcells，MNCs）， 内 皮 祖 细 胞（endothelial

对于对照组的患者，实验组中的患者在皮肤温度，踝肱压力

progenitor cells，EPCs），和 间 充 质 细 胞（mesenchymal stem

指数，经皮氧压力和跛行距离方面经历着更大和更稳定的改

cells，MSCs）。其中，有关间充质干细胞的研究的最为广泛。

善，截肢的面积显著减小。刘璠等 [29] 的研究表明表明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主要存在于结缔组织和器官间质中，可以来自

和脐带血单个核细胞采用小腿肌间注射的方法治疗 2 型糖

于骨髓，脂肪组织，脐带和羊水，以骨髓组织含量最为丰富，

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均安全、有效，脐带血单个核细胞的疗效

具有强大的增殖能力和多向分化潜能。尤其是在组织损伤

不劣于自体骨髓单个核细胞。

[9]

和修复的研究中。MSCs 第一次被 Friedenstein 提出，最近的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也被认为是有潜力的干细胞资源。

研究发现 MSCs 在免疫调节中可以起到抗炎的作用，因此它

羊水中含有胎儿生长发育过程中胚胎组织来源的多种细胞，

们可以抑制免疫细胞的增殖 [19]。BM-MSC 和脂肪来源的间

是胎儿间充质干细胞的丰富来源。但伤口愈合的治疗潜力

充 质 干 细 胞（adipose tissue 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尚未得到广泛的研究。Kim 等 [24] 人进行的动物实验表明了

AT-MSC）或局部使用种植在胶原支架中的同种异体非糖尿

羊膜间充质干细胞通过血管生成因子的分泌和增强的移植

病 BM-MSC 在动物模型中已显示出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以及

分化能力对慢性伤口具有相当的治疗潜力，与脂肪来源的间

加速血管生成 [20-21]。不断有报道显示 BM-MSC 的应用有效

充质干细胞和真皮成纤维细胞相比，血管生成因子，IGF-1，

地实现了伤口愈合
Kuo 等

[21]

[22-23]

EGF 和 IL-8 在羊膜间充质干细中显着上调，还表现出较高的

。

人使用 MSCs 治疗的糖尿病大鼠与对照组大

鼠相比伤口范围明显减少，伤口完全愈合时间更短，间充质

植入率，并且在伤口区域中表达角质形成细胞特异性蛋白质
和细胞角蛋白，表明对皮肤闭合的直接作用。

干细胞局部炎症反应和 CD45 表达抑制显着减少。实验也

2. 不同来源的单个核细胞：骨髓原始单个核细胞是具

表明间充质干细胞增强糖尿病伤口愈合可能与组织再生中

有自我更新和分化增殖能力的原始骨髓细胞，在合适的体内

增加的生物标志物有关。适当的措施可以提高 BM-MSC 移

外环境中可分化为平滑肌细胞，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

[24]

使用含有 MSCs 的三维（3D）胶原凝胶

等。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NCs）中存在能分化为血管内

支架治疗 Sprague-Dawley 大鼠的全层皮肤缺损的实验结果

皮细胞的前体细胞血管内皮祖细胞（EPC），并分泌多种生长

表明 MSCs 联合 3D 胶原可以促进新生血管形成，MSCs 上

因子。我国的 Huang 等 [30] 国际上首次报告了动员后的自体

调基质金属蛋白酶 -9 的早期表达和 VEGF 的早期活化，明

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肢体缺血性疾病的临床研究。许多

显加速伤口愈合。对于皮下和肌内两种注射干细胞方式，

国家相继在临床上开展了应用骨髓和外周血 MNCs 治疗糖

Wan 等 [20] 研究骨髓 MSCs 移植促进糖尿病大鼠延迟的伤口

尿病足的项目，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虽然 Peeters 等 [31]

愈合的实验表明两种方式均对伤口愈合有积极作用，肌内注

人通过进行生存质量评分等方式对照研究表明 BMMNC 和

射疗效优于皮下注射，BM-MSC 可以优先移动到缺血及损

安慰剂组之间的长期生存质量没有差异，但他们的研究也表

植效果。Kim 等

伤组织以参与伤口愈合过程，支持了先前的研究

[25]

。

明正在生存质量评分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来评价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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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移植效果，也强调了安慰剂对照研究在细胞治疗试验

式列入“十三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国家政策支持

治疗肢体缺血疾病中的重要性。

干细胞行业发展倾向愈加明朗。据目前资料表明，我国在干

最近，Dubsky 等

[32]

通过比较自体干细胞治疗和经皮腔

细胞治疗糖尿病足这一领域中位于国际先进水平，研究的较

内血管成形术的治疗效果表明这两种方式均可以降低糖尿

为成熟的是间充质干细胞和单个核细胞，但是脐带间充质干

病足患者主要截肢率，且自体干细胞治疗有促进伤口愈合的

细胞及 IPS 也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了巨大的治疗潜力。随

作用。这个团队的另一项研究表明，自体骨髓单个核细胞和

着糖尿病足神经功能受损，糖尿病足发生等机制的进一步阐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可以增强糖尿病足病和严重肢体缺血的

明，新型干细胞基因修饰、干细胞联合载体技术进一步提高

治疗效果，并且这两种来源的治疗效果并没有差异性 [33]。

移植效果，干细胞移植治疗必定会为糖尿病患者带来新的

3. 诱导多能干细胞：自身来源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希望。

pluripotent stem，IPS）与其他类型的干细胞相比的优势在于
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免疫排斥反应的发生。Narazaki 等 [34]
在研究 IPS 向心血管内皮细胞的分化的实验中发现动脉、静
脉、淋巴内皮细胞也能被成功诱导。近期研究发现，通过移
植 hiPSCs 衍生的这些细胞可以促进血管和肌肉的再生 [35-37]。
Tateishi 等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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