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

中华细胞与干细胞杂志(电子版) 2017年12月第7卷第6期 Chin J Cell Stem Cell (Electronic Edition), Dec 2017,Vol.7, No.6

综述·

·

自噬对间充质干细胞的生物学作用研究进展
王泽宇1,2 张亮2

陈涛2 黄泽楠2

冯新民2

【摘要】 自噬是细胞器或蛋白质受损、变性、衰老时，通过溶酶体途径运输到溶酶体区进行
降解、循环与再利用的生物学过程。作为主要的细胞内降解和循环途径，自噬在正常细胞和组
织发育过程中对于维持和重塑细胞稳态至关重要。间充质干细胞（MSCs）是一种具有自我更新
能力的多能祖细胞，并可以分化成新的组织，因而在再生医学中具有一定的应用潜能，且在多种
退行性疾病的生物学治疗中显示出重要效果。自噬可以影响 MSCs 的干性维持及干细胞的分化。
本文就自噬对 MSCs 的生物学作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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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phagy is a life-sustaining process used by the cell to deliver cytoplasmic
components to the lysosome for degradation and recycle. As a major intracellular degradation and
circulation pathway, autophagy is essential for maintaining and remodeling cell homeostasis during
normal development of cell and tissue.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are pluripotent progenitor
cells with self-renewal capabilities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degenerative
disease. Recent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utophagy is necessar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cellular stemness and for a number of differentiation processes, including the lineage determination
of MSCs. Here, we review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the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autophagy induced
by various extra- or intracellular stimuli and the molecular targets that affect MSCs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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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是源于
中胚层的成体干细胞的总称，目前发现骨髓、脐带、脂肪中均
存在自身 MSCs[1-2]。MSCs 可以在体外形成脂肪、软骨、骨骼、
肌肉和皮肤等，因此在组织再生与修复中具有巨大潜力

[1-2]

。

一、自噬的定义、分类及主要功能
（一）自噬的定义及分类
自噬是在缺氧、营养剥夺、代谢、氧化应激和蛋白毒性等
应激下，
由自噬相关基因
（autophagy related gene，
ATG）
调控，

细胞自噬（autophagy）是胞质内生物大分子和细胞器被具有

细胞经由溶酶体分解细胞器和蛋白等物质的过程 [3-4]。在这

双层膜的自噬体包裹，并送入溶酶体进行降解的一种过程，

个过程当中有最重要的 2 个步骤：首先是胞内的靶向物被膜

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生物和哺乳动物 [3-4]。

结构包裹形成自噬小泡；然后所形成的自噬小泡与溶酶体结

近年来，自噬已成为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自

合，形成自噬溶酶体对胞内靶向物质进行降解。

噬是调节对细胞应激的适应性反应并有助于维持生理条件

自 噬 的 分 解 代 谢 和 降 解 过 程 可 分 为 3 种 不 同 形 式：

下细胞稳态的关键过程。本文就自噬在 MSCs 研究中的进

（1）分 子 伴 侣 介 导 的 自 噬（chaperone-mediated autophagy，
CMA）：这种自噬对细胞器无降解作用，一般只降解胞浆中

展做一综述。

蛋白质成分，具有高度选择性，往往在长时间饥饿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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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4]；
（2）微自噬（microautophagy）：通过溶酶体主动吞
噬的方式将胞质内的物质直接吞入溶酶体进行降解，在饥饿
或雷帕霉素诱导时发生 [5]；
（3）巨自噬（macroautophagy）
：当
外界刺激信号作用到细胞时，细胞内可形成吞噬泡的双层膜
结构，并扩张延伸最后包裹细胞质和部分待降解的细胞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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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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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凋亡及基因稳定性 [16]。敲除 p53 基因导致 LC3- Ⅱ转化
减少及 mTOR 表达上调，因此 p53 基因是 BMSCs 的体外扩

（二）自噬的主要功能
自噬的主要功能如下 [3-6]：
（1）维持细胞稳态：吞噬并降

增自噬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17]。尽管目前细胞衰老方面的

解从而达到更新线粒体和内质网等一些细胞器的目的，并维

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在细胞寿命研究中的自噬及具体的

持细胞内环境稳定；
（2）维持细胞存活：当外界环境变化时，

分子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自噬可以为细胞提供所需的游离脂肪酸、核苷酸、氨基酸等
一些可再利用物质，从而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3）参与部

（三）氧化应激损伤
为维持干细胞的干性，干细胞通过建立局部低氧微环

分组织的重构：自噬扫除细胞内细胞器及某些代谢产物，并

境 来 主 动 延 缓 衰 老 [18]。 活 性 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帮助细胞重构；
（4）诱导细胞死亡：当自噬机制被激活并开

ROS）的主要来源是受损的线粒体，可以通过干细胞的线粒

启后可主动引起细胞死亡。

体自噬途径去除 ROS[19]。研究表明饥饿及雷帕霉素诱导的

二、自噬在 MSCs 功能特性维持中的作用

自噬可以减少由放射损伤导致的 ROS 及 DNA 损伤，从而实

在多种 MSCs 的增殖、分化及干性基因维持等方面自噬

现干细胞的干性维持；而抑制自噬将导致 ROS 集聚及 DNA

都发挥着重要调节作用。哺乳动物的微管相关蛋白轻链 3

损伤，最终导致干细胞的干性丢失 [20]。另外，对于放射损伤

（light chain 3，LC3）是酵母菌 ATG8 的同源蛋白，包含 LC3-

对 MSCs 的影响，研究发现抑制放射诱导的自噬后，BMSCs

Ⅰ和 LC3- Ⅱ形式，其中 LC3- Ⅱ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定位在自

凋亡明显增加；增强放射诱导的自噬后，尽管凋亡比例未下

噬体和自噬溶酶体膜上的蛋白质，其含量多少与自噬泡数量
[7]

成正比，是较特异的自噬指标 。在 MSCs 中，在 LC3- Ⅰ转
化为 LC3- Ⅱ的过程中证实存在自噬的大量激活，并且其激
[8]

活可能依赖于抗细胞凋亡蛋白 Bcl-X1 。因此，大量研究致
力于各种细胞内外刺激因素诱导的自噬在干细胞干性维持

降，但自噬向凋亡的转化被拮抗，因而自噬可能对 BMSCs 具
有放射保护作用 [21]。因此自噬增加可能减少氧化应激等损
伤造成的 MSCs 凋亡，延长干细胞的存活。
（四）低氧
在调节干细胞存活及维持干细胞干性的细胞外因素中，

[9]

干细胞微环境的理化性质如氧张力、渗透压及 pH 值对干细

（一）高糖状态

胞的生物学行为及分化具有重要影响 [22]。低氧诱导因子 1

及存活中的作用 。
由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引起的高血糖会导致血管和器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HIF-1）是细胞适应低氧环境的

[10]

关键性调节因子 [23]，通过影响血管的形成和功能改善局部

官功能障碍，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问题。Zhao 等

研究证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SCs）可以显著缓解胰腺 INS-1 细胞的葡萄糖源
性的细胞毒性，但自噬的激活显著抑制了 BMSCs 对 β 细
胞的保护作用。此外，脐带 MSCs 可能通过诱导受损细胞自
噬加速糖尿病患者创面愈合过程

[11]

。Chang 等

[12]

发现高糖

可以诱导 BMSCs 衰老，导致细胞数目减少，从而影响干细胞
微环境的功能使得造血功能受损；同时高糖诱导的 BMSCs
衰老可以释放促炎性因子，从而诱发局部炎症及组织损伤。
（二）衰老
高糖环境下培养的 BMSCs 会出现细胞早衰、基因组不
稳定及端粒改变，自噬对处于应激状态的细胞具有保护作
用 [12]。通过上调 Beclin-1、ATG5 及 ATG7 表达实现的自噬
激活，以及增加的 LC3- Ⅱ转化与 BMSCs 衰老相关；通过 3甲基腺嘌呤抑制自噬可以减少细胞衰老。当细胞衰老时，细
胞在形态上变大变平，最终停止分裂；同时失去干细胞特征，
从而影响干细胞的临床应用 [13]。虽然在干细胞衰老过程中
明确存在自噬过程，但自噬在干细胞稳态及干性维持上的作
用仍存在争议。研究发现敲除 ATG 基因会加速细胞衰老，
而致癌应激可以通过激活自噬诱导干细胞衰老

[14-15]

。自噬

微环境，通过糖酵解途径调节 O2 的利用。
低氧可以通过 AMPK/mTOR 信号通路激活 BMSCs 的
自噬。在自噬抑制剂 3 甲基腺嘌呤存在下，干细胞自噬的激
活将会导致 TUNEL 阳性细胞减少，从而出现低氧诱导的凋
亡，而雷帕霉素则可促进自噬 [8,24-25]。但 Zhang 等 [26] 研究发
现，在 3 甲基腺嘌呤存在下低氧诱导的凋亡增加，而雷帕霉
素则可减少自噬，说明自噬可能在低氧诱导的 MSCs 凋亡
中发挥保护作用；另有研究表明低氧通过自噬及 apelin（一
种线粒体源性的神经肽）促进 BMSCs 增殖 [27]。以上研究
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干细胞的部位特异性决定的，如
胫骨来源的 BMSCs 具有更强的干细胞干性基因表面标志
Nanog、Oct-4 及 Sox2 表达，在常氧及低氧状态下具有更强的
自噬和抗衰老能力 [28]。
（五）pH
干细胞微环境的 pH 值影响 MSCs 的增殖、分化及旁分
泌活性。生理条件下外周血 pH 值约为 7.35 ~ 7.4，而细胞内
液及细胞外液 pH 值较低，且 pH 值容易因细胞代谢而改变。
细胞糖酵解和氧化代谢增加产生大量碳酸和乳酸，导致细
胞外酸中毒，细胞将代谢产生的酸性物质排出细胞外维持细

是一种应激适应反应，可以避免细胞死亡及抑制细胞凋亡，

胞内 pH 值在正常范围。因此在细胞膜内外出现了 pH 梯度

构成可替代的细胞死亡途径。因此一定范围的自噬可以预

变化：细胞外 pH 值低于细胞内 pH[29] 值。研究发现肿瘤细

防细胞衰老，而过量的自噬激活则可缩短细胞寿命。

胞可以通过自噬机制适应酸中毒 [30]。虽然细胞外酸中毒可

干细胞衰老的潜在分子机制，尤其是与自噬相互叠加的

以促进肿瘤干细胞的干细胞表型维持，但局部酸性环境能够

部分仍不明确。细胞周期调节因子及抑癌因子 p53 的增加

诱导正常干细胞维持干性未被证实。因此，细胞外酸中毒与

与 BMSCs 的衰老相关，并且可以调控 BMSCs 的细胞周期、

MSCs 生物学行为的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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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微环境可以调节 MSCs 的干性及再生能力。自噬

HGF 可以促进 MSCs 的成脂分化 [31]。
研究发现炎症微环境可以影响牙髓 MSCs 促进的血管

与干细胞的干性特征、细胞衰老及死亡的调节相关，而酸性
[31]

[32]

在酸性条件下培

化功能，其机制可能是自噬促进牙髓骨髓 MSCs 中的 LC3

养 MSCs，通 过 检 测 pH6.8 的 酸 性 环 境 或 pH7.4 中 性 环 境

表达，细胞质膜上 LC3- Ⅱ增加激活 Raf-MEK-ERK 信号通

下 LC3- Ⅱ、p62 及 Beclin1 等典型的自噬标志蛋白的表达

路，促使 ERK 进一步发生磷酸化，并加速牙髓 MSCs 旁分泌

来评估 BMSCs 的自噬，结果发现两种培养环境中均检测到

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从而使得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促

BMSCs 的自噬，且两种环境下无明显差别，说明自噬并不是

进内皮细胞发生血管化，进而促进伤口的愈合 [38]。Ni 等 [39]

MSCs 面对酸性微环境的主要调节适应机制。

发现过表达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及 Bcl-2，可以通过抑制

环境可以诱导自噬发生

。Sbrana 等

三、自噬在 MSCs 分化中的作用

细胞凋亡及自噬，增强细胞的旁分泌途径来保护缺血环境

成骨细胞系的 MSCs 通常具备成骨、成软骨及成脂分化

下的 MSCs。

能力。不同局部微环境（细胞形态、细胞骨架张力、细胞黏附

五、自噬在其他干细胞中的作用

性及机械或结构细胞性质）可以调节干细胞向不同谱系细

有 研 究 表 明，脂 肪 干 细 胞（adipose derived stem cells，

胞分化。低密度干细胞倾向于向成骨细胞分化，高密度细胞

ADSCs）在一定外界条件下可分化为软骨细胞、成骨细胞、

使得细胞易凝结并向成脂细胞分化。细胞形态通过调节内

神经细胞等。雷帕霉素可通过诱导细胞自噬水平增加明显

源性 Rho GTP 酶（RhoA）活性来调节成脂—成骨分化转换，

提高 ADSCs 向软骨细胞的分化能力，并且自噬相关基因

RhoA 阴性使 MSCs 向脂肪细胞转化，而 RhoA 阳性则向成

Atg5 被抑制后 ADSCs 向软骨细胞的分化能力显著下降 [40]。

骨细胞分化 [33]。

另一方面，在脐带 MSCs 中自噬可促进 CXCR4 分泌，通过少

自噬在 MSCs 的分化（尤其是成骨分化）中发挥重要作
用。Nuschke 等

[34]

发现在未分化的 MSCs 中存在未退变的

自噬泡的集聚及少量自噬转化，而促进成骨分化则可以使得

量的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及西罗莫司抑制 Pl3K/AKt/mTOR
信号通路并激活自噬系统。此时，Becline1、Atg5 及 LC3B
自噬相关蛋白表达明显增加，最终导致 CXCR4 分泌上调 [41]。

自噬转化持续增加。因此，自噬可能在 MSCs 的成骨分化

六、结语与展望

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牙髓 MSCs 的 AMP 依赖的蛋

自噬在 MSCs 干性维持的作用为更好的理解及维持干

白激酶（adenosine 5-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细胞的活力指明了新的方向，说明 MSCs 在组织修复及再生

AMPK）、mTOR、蛋白激酶 B（Akt）和自噬标记物等基因敲

中的应用具有巨大潜力。但对于自噬和 MSCs 之间的关系

除的研究发现，MSCs 的成骨分化调控与早期 mTOR 抑制及

及其调控的分子机制仍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这

Akt/mTOR 信号轴的晚期激活有关

[35]

。特异 AT 序列结合

些研究必将会对 MSCs 的临床应用提供重要的价值。

蛋白 2（SATB2）通过上调多能基因及自噬相关基因可以促
进 BMSCs 的成骨分化和骨缺损再生，而多能基因及自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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