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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囊干细胞在皮肤创伤修复中的促进作用
裴卓1 周聪1

张一鸣2 李玉红3

【摘要】 毛囊干细胞介导毛囊再生，近年研究发现毛囊干细胞在皮肤创伤修复中也发挥
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以毛囊干细胞为基础所进行的各种实验总结，揭示了毛囊干细胞可以促
进毛囊再生，参与血管形成，皮肤浅表神经修复再生，皮肤附属器官重建以及皮肤表皮重建等过
程，阐明了毛囊干细胞在皮肤损伤修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阐明目前毛囊干细胞对皮肤创
伤修复这一方向所面临的局限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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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ir follicle stem cells function in hair follicle regeneration. Recent researches
reveal that hair follicle stem cells also function in wound healing of skin. Various experiments of the
hair follicle stem cells reveals that hair follicle stem cells may participate in the regeneration of hair
follicle regeneration, the formation of blood vessels, skin superficial nerve repair and regeneration,
skin appendages reconstruction and epidermis re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results prove that the hair
follicle stem cel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pair of skin injury and clarify the limita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hair follicle stem cells in skin wound repair.
【Key words】 Hair follicle stem cells;

Multilineage differentiation;

Skin; Wound repair;

Promoting effect
皮肤，是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第一道屏障，具有阻断

和周期长的生物学特性。同时，其超微结构和生化特征都拥

外来物质入侵、防止理化损伤、阻止体液流失、感受外界刺

有未分化细胞的共同特点，具有多方向的分化潜能，可在体

激、调节体温、分泌活性物质等重要生理功能

[1-3]

。皮肤同时

外定向分化为外胚层谱系细胞神经元细胞，星形胶质细胞，

也是最易受创伤损害的器官，一旦皮肤创伤而未得到有效

少突胶质细胞，雪旺细胞和中胚层谱系细胞软骨细胞，脂肪

修复，将对机体产生不小的影响，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极

细胞，肌细胞，骨细胞，以及黑色素细胞，汗腺细胞，角质形成

大的经济负担及社会负担。创伤愈合是人体损伤后机体所

细胞等 [1-2]。正常状态下，毛囊干细胞不参与皮肤表皮层的

做出的一系列为维持自身内环境稳定和机体功能恢复的复

自我更新。但当皮肤受到创伤时，毛囊干细胞可被激活而

杂活动，是由多种不同细胞和特定的局部微环境相互作用共

迁移伤口边缘，来帮助伤口的修复和皮肤的再生。作为促

同完成的。创伤后，损伤局部的微环境发生变化，不同的细

进创面愈合的重要干细胞，毛囊干细胞在创伤修复过程中

胞成分被激活，随后迁移至损伤局部进行增殖、分化等，进而

受到 Wnt、BMP、Notch 等多种信号通路调节，受到 LHX2、

[3]

参与组织修复 。
毛囊干细胞（hair follicle stem cells，HFSCs）是存在于
毛囊外根鞘隆突部的一种成体干细胞，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强

KLF4 等不同的转录因子的调控以及酶类、神经元等因素的
干预 [4]。这样，不仅有利于毛囊干细胞在创伤部位的迁移、
增殖与不同方向的分化，也可以通过基因修饰、诱导血管内
皮细胞形成等方面使创面皮肤早期血管化，更能通过诱导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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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毛囊干细胞还具有数量可观、使用较为安全等特
点，可作为种子细胞参与组织工程全层皮肤的构建以及皮肤
损伤后损伤组织的再生重建，在毛囊再生、血管重建、表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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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附属腺体的再生重建等一系列皮肤修复过程中均具有
重要作用

[5-6]

。目前已可以通过利用皮脂腺捕捉相邻毛囊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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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身的肌源性活动以及分泌活性物质与血管内皮细胞
一同参与血管正常功能的运转。

细胞、流式细胞仪分选、
“两步酶”法、显微分离原代培养等

毛囊干细胞可通过分化成为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

方法获得大量的毛囊干细胞样本 [7]。毛囊干细胞在皮肤创

胞来促进血管的再生重建以及损伤血管的功能恢复。Wang

伤修复中的实际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等 [17] 和 Quan 等 [18] 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65 基因修饰鼠毛

一、促进毛囊再生

囊干细胞接种入适合毛囊干细胞培养的具有良好组织相容

毛囊是由表皮向下凹陷深入真皮而成的管状囊样结构，

性和生物降解性的三维支架，发现该行为可以加速早期血管

其上皮成分包括内根鞘和外根鞘，真皮成分包括毛乳头和真

化并促进皮肤伤口修复，揭示了毛囊干细胞可分化为内皮细

皮鞘。毛囊的发生和生长是由毛囊上皮成分和真皮成分相

胞，促进新生血管的再生能力。杜伟斌等 [19] 建立了更简单、

互调节共同作用来维持的 [8]。这种微小器官可由位于毛囊

可靠的毛囊干细胞体外定向分化为血管内皮细胞的方法，将

[9]

隆突部的干细胞分化补充形成 。研究表明表皮的干细胞

毛囊干细胞体外置于 10 ng/ml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65 环境

中长周期干细胞主要参与皮肤代谢，短周期细胞则主要参与

下进行诱导，1 周后即可得到性能良好的血管内皮细胞。由

组织损伤的修复。毛囊干细胞作为一种存在于毛囊隆突部的

上可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65 在毛囊干细胞分化成为内皮

重要细胞，在组织损伤后毛囊的再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细胞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Quan 等 [20] 通过显微切割技术

毛囊干细胞被激活恢复增殖潜能进入毛囊周期后，可打破与

对毛囊干细胞向内皮细胞的诱导分化展开进一步的研究，阐

相邻细胞和基质间的连接，进行干细胞重排形成胚芽，并最

明 Notch 信号通路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得出结论血管

终分化形成毛囊。毛囊形成的过程中首先形成毛囊外根鞘

内皮生长因子 165 对毛囊干细胞定向分化为内皮细胞具有

继而再分化为其他部位，胸腺素 β4 在毛囊干细胞的分化迁

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目前诱导毛囊干细胞定向分化为内皮细

移及毛囊再生过程中具有促进作用

[10-13]

。

胞的最有效方法。

在整个毛囊再生过程中毛囊干细胞的激活极为重要。

毛囊干细胞不仅可以分化成为血管内皮细胞还可分化

人通过大量实验证明毛囊再生的整个过程都必须

成为平滑肌细胞来参与血管膜结构的重建。许志成等 [21] 采

建立在毛囊干细胞被成功激活的基础上。许多活性分子如

用单一诱导因子 PDGF-BB 对毛囊干细胞进行诱导，成功诱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7、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10、转化生长

导毛囊干细胞自身增殖并向平滑肌纤维进行分化，证明毛囊

因子 b2、TPA 等都可以用来激活毛囊干细胞。TPA 在毛囊

干细胞可被诱导分化成为平滑肌细胞。Liu 等 [22] 将绵羊毛

干细胞激活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诱导 Akt 信号活化、促进干

囊干细胞纯化培养形成具有正常收缩功能的平滑肌细胞，进

细胞增殖，进一步激活 Wnt/β 连环蛋白信号通路来发挥作

一步验证了毛囊干细胞可分化为平滑肌细胞形成血管壁细

用，但是 Wnt/β 连环蛋白信号通路只是负责生长期毛发的生

胞的潜力。

Qiu 等

[14]

长而不能激活毛囊干细胞，目前毛囊干细胞的第一个活化信
号通路仍有待研究。

各种相关研究证明，通过分化成为血管组成细胞，毛囊
干细胞可以生成新生血管，并且这些新生血管均具有一定的

各项研究表明毛囊干细胞促进毛囊再生的实质是细胞

生理功能，其内皮细胞可相互连接，平滑肌细胞具备自然收

依附于基质上并在各种信号作用下进行定向移动、分化，各

缩功能，且都具有各自的特异性标志物 CD31、血管内皮生长

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所导致。除了毛囊干细胞，毛乳头

因子和平滑肌 α 蛋白等 [22-24]。

细胞在毛囊的发生中同样不可或缺，毛乳头细胞连同毛囊干
细胞一起相互作用主导着毛囊的再生。谭挺等

[15]

在损伤修复中新生血管能够为创伤组织提供血供、营养

联用显微

物质并为炎症细胞提供浸润通道，在伤后的组织存活及再生

分离培养与免疫磁珠法分离纯化人毛囊干细胞并将毛囊干

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而毛囊干细胞则可促进损伤皮肤血

细胞同毛乳头细胞混合培养移植后可见有新生的毛囊组织

管生成，因此毛囊干细胞可以被视为一个理想的细胞来源，

出现并具有毛发周期，证明了毛囊干细胞和毛乳头细胞两种

用于血管组织工程和细胞移植治疗缺血性疾病，对于皮肤的

细胞可通过相互作用、相互传递信号来促进毛囊周期性的生

损伤修复具有重要作用 [20,22-25]。

长和形态发生。

三、促进皮肤附属器汗腺、皮脂腺的再生重建

二、促进血管再生

皮肤与其附属器之间相互依存共同作用，一同维持着人

血管一般由内、中、外三层膜结构构成，分别以内皮细
胞、平滑肌纤维和结缔组织为主要组成成分。其中血管内皮

体内环境的稳定和机体正常功能的行使，因此皮肤损伤后皮
肤附属器官的功能恢复显得同样至关重要。

细胞在血管正常生理功能的维持中占有主导地位。血管内

存在于毛囊外根鞘的毛囊干细胞在体外分离纯化后，可

皮细胞不仅可以维持血流的稳定，维护血管壁的完整，稳定

在特殊的微环境诱导下向毛发、毛囊、皮脂腺和表皮等组织

物质交换的平衡，而且可以分泌一系列的活性物质参与凝血

进行转化，用于组织再生和创伤修复，同时毛囊干细胞也可

与抗凝活动，调控血压，促进白细胞迁移等

[16]

。平滑肌细胞

合成分泌 β-NGF 进一步促进创伤修复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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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腺是哺乳动物体内特有的一种外分泌腺，是皮肤的重
要附属器官，其主要功能是排汗和分泌汗液，以此来调节机
体体温和维持内环境的稳态。王瑶等

[5]

五、参与皮肤表皮的重建
表皮位于皮肤的浅层，由角化的复层扁平细胞构成，由

利用由热休克的汗

基底至表面可分为五层，分别是：基底层、棘层、颗粒层、透明

腺细胞和 transwell 细胞培养板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毛囊干细

层和角质层。基底层的基底细胞是未分化细胞具有一定的

胞共培养体系，并在该共培养微环境中成功将毛囊干细胞诱

分化潜能，其中的新生细胞可逐渐向浅层移动分化为其他几

导分化为汗腺细胞，证明了毛囊干细胞作为一种成体干细胞

层表皮细胞。然而实际临床实验中皮肤损伤时主要是以毛

具有治疗汗腺缺失的潜能。Wang 等

[29]

也通过构建特殊的

囊干细胞作为种子细胞来重建表皮结构，当表皮严重受损时

微环境对毛囊干细胞进行诱导从而证明毛囊干细胞的多向

毛囊干细胞可向创伤部位迁移并形成新的表皮细胞来促使

分化潜能和促进汗腺再生的功能。

伤口愈合 [39]。Heidari 等 [40] 利用形态学分析以及组织学分

皮脂腺也是皮肤重要的附属结构之一 , 具有抗炎、抗氧

析的方法证明，有毛囊干细胞存在的皮肤创伤组织更易形成

化和抵抗外来微生物入侵等作用，用以保证皮肤的结构完整

血管且更易分化成为表皮细胞，组成具有多种功能的表皮

及功能正常。在皮肤损伤后，毛囊干细胞可通过促进皮脂腺

结构。

[30]

人以

将毛囊干细胞在细胞胶原凝胶混合物中培养 25 d，可见

HRS/J 无毛小鼠实验有力地证明了该结论。他们利用毛囊

分化良好的表皮、真皮以及毛发结构出现，并且表皮结构具

生长停止毛发消失但隆突部细胞以及皮脂腺被完好保留的

有明显的基底层、棘层、角化不完全的角质层 [41]。在毛囊干

无毛小鼠进行实验，用仅阻断皮脂腺生长而不影响隆突部细

细胞形成表皮的过程中，成纤维细胞作为主要的基质成分促

胞的二氧（杂）芑对无毛小鼠进行处理，9 天后可见皮脂腺完

进表皮细胞的增殖分化、迁移，调节表皮细胞的形态和相互

全消失，并且毛囊隆突游离于表皮下。而在停用二氧（杂）芑

作用成功，最终成功诱导毛囊干细胞分化为表皮细胞 [42]。此

2 天后在隆突区可见新的皮脂腺出现。观察未经二氧（杂）

外，整合素连接激酶、Pygo2 等众多分子物质对皮肤损伤后

芑处理的小鼠可发现，出生 30 d 后隆突部周围被皮脂腺细

毛囊干细胞修复作用的激活也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43-44]。

再生来保证皮肤结构和功能的恢复。Panteleyev 等

胞包绕，低分化的皮脂腺细胞靠近隆突部，高分化的皮脂腺

理想的组织工程皮肤应具备可快速持久黏附、组织相容

细胞远离隆突部。这些细胞动力学实验均表明，正常生理情

性好、感染率低、不易再次损伤、可促进皮下组织快速增生等

况下毛囊隆突部来源的细胞具有分化成为皮脂腺细胞的能

功能，并且移植后可恢复或改善部分皮肤功能 [42]。目前董

力。因此，毛囊干细胞可在适宜的微环境下被诱导分化成为

志勇等 [26] 已通过诱导人毛囊干细胞分化形成了表皮角质形

皮脂腺细胞用以促进皮肤损伤过程中皮脂腺的再生重建。

成细胞，构建出具有多层细胞结构且功能较为良好的工程表

综上，毛囊干细胞可利用其多向分化潜能的特性分化成
为各种附属器官组成细胞，促进皮肤附属器的再生重建。

等

皮。尽管构建出的工程表皮只有数层细胞构成 , 尚未达到
完整的表皮结构，但毛囊干细胞在皮肤重建、受损皮肤修复

四、促进神经组织修复和再生

以及在组织工程皮肤构建中的作用已不容置疑的。在实际

毛囊干细胞可向神经细胞分化的潜能由 Sieber-Blum

临床实验中已成功将毛囊外根鞘细胞应用于下肢溃疡的治

[31]

和 Amoh 等

[32]

首先提出。他们将毛囊干细胞移植至

切断的坐骨神经和损伤脊髓处，发现其可转化为雪旺细胞。
Amoh 等

[33]

也在体外实验发现，从毛囊隆突区分离的 K15

疗，有力证实了毛囊干细胞可促进表皮重建的能力及其临床
实际效用 [45]。
六、讨论与展望

阴性、CD34 阳性的 ND-GFP 毛囊干细胞能分化为神经细

毛囊干细胞作为一种体外分化能力强，易于获取，增殖

胞和神经胶质细胞。目前为止研究人员已发现多种物质均

能力强，使用较为安全并且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成体干细

可用来诱导毛囊干细胞向神经细胞的分化，如神经营养因

胞，对于皮肤损伤后组织再生，机体功能恢复过程中血管再

子 -3[34]，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2]，双丁酰环磷腺苷联合 3- 异

生、浅表神经修复、表皮及皮肤附属器官的重建具有重要

[35]

丁基 -1- 甲基黄嘌呤（IBMX） 等。

作用。

此前的种种研究都证明毛囊干细胞对于神经组织的修

然而目前仍然无法利用毛囊干细胞培养出具有完整功

复再生具有重要作用。无论是体外还是体内，毛囊干细胞都

能结构的表皮，毛囊干细胞在皮肤修复中的促进作用也伴随

可在移植后成功分化为神经细胞，用于治疗脊髓损伤 [36] 和

有短时效，易感染，功能恢复不够完整等各种弊端。经过多

阿尔茨海默病

[37]

等神经性疾病，参与神经损伤修复。然而

次传代后，毛囊干细胞仍有衰老、凋亡等征象，增殖能力也逐

近期研究表明皮肤干细胞更易于毛囊干细胞向神经元细胞

渐减弱 [4]。对于毛囊干细胞的大量制备方法，原代细胞的快

方向分化，毛囊干细胞则倾向于向黑色素细胞分化 [38]。目

速获取，功能激活，分化方向上更加精确有效的诱导机制，干

前由于其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皮肤修复过程中对于这

细胞的有效动员游走，分化产物的精确定位分布功能完整，

两种细胞的选取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毛囊干细胞对于

性能更优的组织工程皮肤支架的构建以及在临床治疗上的

神经修复和再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容置疑。

实际效用等问题都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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