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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多能干细胞向角膜上皮细胞分化的研究进展
熊蓉1 冯刚1

李战梅1,2

【摘要】 诱导多能干细胞定向分化为角膜上皮细胞（CECs）用于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症
（LSCD）的治疗，具有广阔的前景。目前，这方面研究已经取得诸多成果，但也存在诱导效率不
高或诱导时间过长的问题。本文总结了将多能干细胞诱导分化为角膜上皮细胞的方法及诱导
信号分子，分析了角膜上皮样细胞的临床应用前景，为重建眼表提供高增殖能力的种子细胞和
最终临床应用提供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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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uct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nto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for the treatment of limbal stem cell deficiency hasbroad prospect. Currently,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technique of inducing the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nto the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However, problem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and long induction time still exist. In order
to provide seed cells with high proliferative ability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ocular surface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we summarized the methods of including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nto the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Additionally, we analyzed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pluripotent stem cells differentiate into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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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疾病是我国主要致盲眼病之一，也是眼球摘除的
第一致病因素。据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我国有 200 多万的

力损害。LSCD 是导致眼盲病的第二大因素 [2-3]。
目前，LSCD 的治疗方式有自体或异体角膜缘移植、体

眼角膜盲症患者。角膜是非角质化的多层透明无血管组织，

外培养的 LSCs 移植、体外培养的口腔黏膜细胞移植、自体

由上皮细胞层、前弹力层、基质层、后弹力层和内皮细胞层组

或异体结膜移植等 [3]。总的来说，虽然这些治疗具有一定疗

成，位于眼球最外层，极易受到化学、物理和生物等因素的伤

效，但是慢性炎症和免疫排斥反应常常影响手术的成功率。

害。角膜的表面即上皮细胞层由一种独特的非角化上皮细

并且对于双侧 LSCs 缺失的患者来说，不能自体组织或细胞

胞构成，称为角膜上皮细胞（cornea epithelial cells，CECs）。

移植，若进行体外培养的口腔黏膜细胞移植，移植体又存在

角膜缘深部的角膜缘干细胞（limbal stem cells，LSCs）不断

新生血管的风险 [4]。利用多能干细胞诱导分化为 CECs，再

分化，并且迁移至角膜中央维持着 CECs 的数量稳定，从而

进行移植来治疗双眼 LSCD 患者以规避免疫排斥反应和新

维持着角膜的正常视觉功能。急性创伤、慢性疾病甚至佩

生血管生成的治疗方案得到大家认可。目前已有大量研究

[1]

等都容易导致 LSCs 缺乏，产生角膜缘干细胞

探索了将多能干细胞诱导为 CECs 的方法及其相关的信号

缺乏症（limbal stem cell deﬁciency，LSCD）。LSCs 缺乏会使

通路和关健信号分子，为重建眼表提供了新的种子细胞和临

CECs 更新和修复功能受阻，角膜上皮反复缺损、糜烂、溃疡；

床治疗提供了新方向。

戴接触镜

角膜结膜化；新生血管长入及假性胬肉形成等，最终造成视

一 、多能干细胞
多能干细胞，具有分化出多种细胞组织的潜能，包括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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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ESCs）和诱导性多能干细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s），是目前细胞领域研
究的热点。ESCs 是从早期胚胎（原肠胚期之前）内细胞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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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出来的一类细胞，它具有体外培养无限增殖、自我更新

进一步将诱导分化后的角膜上皮样细胞移植到小鼠的受损

和多向分化的特性。研究表明，ESCs 可诱导分化为机体大

角膜模型上，结果表角膜上皮样细胞能够成活并向角膜损

[5]

部分细胞类型 ，包括角膜上皮样细胞。虽然 ESCs 具有强

伤区迁移，恢复受损视力。近年研究揭示 [10]，WNT7A 通过

大的分化潜能，是一种良好的种子细胞，但 ESCs 的获得存

Pax6 控制 CECs 分化，沉默 WNT7A 或 Pax6 都将导致 LSCs

在伦理学争议，而且由 ESCs 分化得到的 CECs 在临床应用

向皮肤上皮样细胞分化，将 Pax6 基因转染入皮肤上皮干细

中还会存在免疫排斥的风险，伦理学及免疫排斥问题，限制

胞重编程为 LSCs 样细胞，移植到兔受伤眼表，这些重编程

了其进一步的临床应用。

细胞添补了 CECs，修复了受伤眼表。但又有研究表明，小鼠

2006 年，Yamanaka 等 [6] 将反转录病毒介导的 Oct-3/4、

Pax6 过表达导致 CECs 形态学改变、新生血管、免疫细胞浸

Sox2、Klf4 及 c-Myc 四个基因转入小鼠成纤维母细胞，将成

润和屏障破坏，指出 Pax6 的直接功能是维持 CECs 表型正

体细胞重编程为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干细胞，并将该类干细

常 [11]。此外，Pax6 基因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胞命名为 iPSCs。iPSCs 的成功突破为组织再生提供了一种

Pax6 基因突变有可能导致先天性无虹膜、视网膜母细胞瘤、

新的多能干细胞，它具有与 ESCs 同样的多能性。iPSCs 细

黄斑发育不良、Peters 异常等眼病。因此，Pax6 不仅在早期

胞在体内可分化为 3 个胚层来源的所有细胞，进而参与形成

眼部发育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也是 LSCs 分化的关键信号分

机体所有组织和器官。在体外，iPSCs 细胞可定向诱导分化

子，其表达的正常与否对角膜发育和维持 CECs 的数量至关

[7]

出多种成熟细胞 ，包括 CECs。将自身来源的 iPSCs 诱导

重要，调控 Pax6 或和其他信号分子的表达可能实现其他类

为角膜上皮样细胞，既消除了免疫排斥的风险，也避免了社

型细胞转分化为角膜上皮样细胞，激活 Pax6 基因可能有助

会伦理的问题，可为临床治疗和重建眼表提供来源充足的细

于治疗眼表上皮细胞的鳞状化病变 [12]。
（二）模拟微环境 iPSCs 分化为 CECs

胞。
二、iPSCs 分化为 CECs 的方法

干细胞的微环境维持着其未分化状态，微环境中各因素

目前，将多能干细胞诱导分化为 CECs 主要是通过转染

也共同决定着干细胞的分化方向。LSCs 的微环境是由角膜

导入外源基因、小分子诱导或模拟 CECs 的微环境与其他细

基底膜和胞外基质组成，包含胶原、非胶原蛋白和蛋白多糖，

胞共培养等方法（表 1），达到下调 iPSCs 或 ESCs 的干性基

还有多种自分泌和旁分泌细胞因子及其受体 [13]。在胶原成

因表达量、激活 CECs 的标记基因表达的效果，从而将 iPSCs

分中，最重要的是Ⅳ型胶原，维持 LSCs 的正常分化、增殖和

或 ESCs 诱导分化为角膜上皮样细胞，角膜上皮样细胞的鉴

未分化状态。根据角膜缘微环境能够调控干细胞生理特性的

定则通过检测分化细胞的角蛋白 K3/12（keratin 3/12）、转录

原理，将小鼠 iPSCs 培养于Ⅳ型胶原包被的培养板中，通过

因子 p63（tumourprotein63）等的表达情况来判断。

Transwell 共培养系统与分离的角膜缘成纤维细胞共培养，第

（一）转基因 iPSCs 分化为 CECs

12 天出现大量圆形扁平上皮样细胞，并且 RT-PCR 结果显示

人类 Pax6 基因（Paired box 6，Pax6）是眼部发育过程

CECs 特异性标记物角蛋白 K12 和 LSCs 标记物 Pax6 均有

中重要的转录因子，维持着 CECs 正常的表型，并且可以调

所表达，干性标记基因 Nanog 表达降低，表明 iPSCs 经共培

[8]

节 角 膜 细 胞 数 量 。Ueno 等

[9]

将 Pax6 基 因 转 染 入 小 鼠

ESCs，可将 ESCs 诱导分化形成单层角膜上皮样细胞，检测
结果显示，该细胞可表达角蛋白 CK12、E-cadherin 和 CD44，

养定向诱导为角膜上皮样细胞是可行的 [14]。
为了促进诱导的角膜上皮样细胞的临床应用，研究者
们试想模拟 LSCs 的微环境，将来源于人的多能干细胞分化

表 １ 诱导多能干细胞分化为角膜上皮样细胞典型方法的比较
来源
小鼠 IPS

[14]

诱导方法

诱导培养基

特殊添加物

模拟微环境

DMEM/F12（3/1）

bFGF、EGF、NGF

DMEM/F12（3/1）和

EGF、腺嘌呤、霍乱毒

LFCM

素、胰岛素

人 ESCs[15] 模拟微环境

人 IPS[16]

模拟微环境

人 ESCs[17] 模拟微环境
人 IPS[21]

小分子诱导

GMEM
mTeSR-1
和 LFCM
RegES medium

饲养层细胞

角膜缘成纤维细胞 10﹪ FCS
3T3 成纤维细胞

NEAA、
2-ME、丙酮酸 MMC-treated PA6

阳性率

诱导时间

Ⅳ型胶原

13﹪

12 d

\

21 d

Ⅳ型胶原、粘连蛋
白、纤连蛋白
无

\

12~16 weeks

无

无

基质胶

99﹪

16 ~ 21 d

无

无

Ⅳ型胶原

95﹪

5 weeks

feeder layer

无

bFGF

10﹪ FCS

载体

10﹪KSR

钠

SB-505124；IWP-2

血清

注：DMEM: Dulbecco's modiﬁed eagle medium；LFCM: limbal ﬁbroblast conditioned medium；bFGF:basic ﬁbroblast growth factor；EGF:epidermal
growth factor；NGF:nerve growth factor；SB-505124:TGF-β 抑制剂；IWP-2 bFGF:Wnt 抑制剂；KSR:knock-out serum replacement；HCGS:human corneal
growthsupplemen；2-ME:2-mercaptoethanol；NEAA:non-essential amino acid；FBS :fetal bovine serum；FCS:fetal calf serum；MMC-treatedPA6 feeder layer:
小鼠骨髓来源的基质细胞 PA-6 细胞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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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角膜上皮样细胞。Ahmad 等 [15] 将人 ESCs 与 3T3 细胞分

号通路，并且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信号激活 NF-κB 通

别在Ⅳ型胶原、层粘连蛋白、纤维蛋白原共培养，6 d 后发现

路，激活转录阻遏因子 CTCF，下调 Pax6 表达，引起 CECs 增

大多数细胞变为扁平样，在分化过程中，RT-PCR 结果显示

殖和迁移 [24]。

K3/12、p63 以及皮肤上皮细胞标志物 CK10 均有表达，表明

利用小分子化合物诱导患者自身来源的 iPSCs 分化为

实现了人 ESCs 向角膜上皮样细胞的分化。虽然终末分化

角膜上皮样细胞，能减少外源基因和病毒的使用，并且以促

结果显示不仅有角膜上皮样细胞还有皮肤上皮样细胞，但是

进 CECs 增殖和迁移的细胞因子和蛋白建立可替代血清的

此方法为探索早期角膜上皮发育过程中的变化提供了分化

营养物质，不添加血清和饲养层细胞，提高了安全性，必将成

模型。Kawasaki 等 [16] 通过基质细胞诱导方法（stromal cell-

为 iPSCs 在角膜盲病治疗中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derived inducing activity，SDIA），将人成纤维细胞和角膜缘

三、角膜上皮样细胞应用前景分析

上皮干细胞来源的 iPSCs 分别和小鼠骨髓来源的基质细胞

综上所述，将多能干细胞诱导分化为角膜上皮样细胞，

PA-6 细胞单层（MMC-treated PA6 feeder layer）共培养，首次

应用于临床上受伤眼表恢复视力是具有前景的。但目前的

实现人源 iPSCs 分化为 CECs，表达角蛋白 CK3/12，但培养

分化方法得到角膜上皮样细胞，不能达到 100﹪ 阳性率，存

时间为 12 ~ 16 周，周期太长，不适宜临床应用。

在未分化细胞和其他类型的细胞，分化时间较长，限制了角

此外，研究者不断探索通过改进细胞培养条件，尝试应

膜上皮样细胞的临床应用。

用不加血清和饲养层细胞的条件培养基 iPSCs 定向分化，

诱导获得的角膜上皮样细胞是否具有人体内 CECs 的

既能避免由于动物血清加入而带来的培养条件复杂性和不

生物学功能，其安全性、致瘤性以及移植到体内模型中的存

确定性，同时也能保证细胞的正常增殖和分化。研究者用

活率、免疫排斥反应、抗血管生成作用等都是进入临床应用

人成纤维细胞条件培养基（LFCM）和无血清的生长培养基

前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更加

（mTeSR-1），将人 ESCs 诱导分化为 CEC 样细胞，21 d 时就

高效、快速的诱导分化方案和纯化方法，并移植到动物模型

达到了 99﹪CK3 阳性率，该方法既无饲养层细胞又无血清，
操作简便，为改进后续诱导方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17]

。也有

进行可行性应用研究，为 CECs 移植治疗最终进入临床医用
奠定基础。

研究者仅用角膜缘成纤维细胞条件培养基（limbal ﬁbroblast
参

conditioned medium，LFCM）培养人皮肤角质形成细胞，转
分化为角膜上皮样细胞，这项研究为使用自体细胞重编程为
角膜上皮样细胞治疗 LSCD 提供了新方法 [18]。

1
2

外源性小分子化合物，因其调节作用单一和操作简单的
优点，作为干细胞调节药物的潜力越发受到人们重视

[19]

。

Arkell 等 [20] 研究表明，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角膜上皮来源
[21]

使用小

分子抑制剂
（TGF-β 抑制剂：SB-505124，
Wnt 抑制剂：IWP-2）
和 bFGF，阻断人 iPSCs 的 TGF-β/ 节点和 Wnt/β-catenin 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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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后有 95﹪ 的 p63 阳性细胞，蛋白质组学分析结果表明，
诱导的角膜上皮样细胞和 CECs 蛋白质表达水平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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