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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相关间充质干细胞及其靶向治疗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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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间充质干细胞（MSCs）存在于许多组织中，在组织出现损伤时会迁移到受伤部位
进行修复。而癌症可以被看作是“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在肿瘤微环境中 MSCs 会被持续募集
成为肿瘤微环境的一部分。最近出现了一种肿瘤相关间充质干细胞（TA-MSCs），它可以激活肿
瘤的发生，促进肿瘤的发展与转移。本文讨论了 MSCs 与 TA-MSCs 之间的关系；探讨对 TAMSCs 的最新认识及其调节癌细胞生存、增殖、迁移与耐药能力。而且，讨论了把 TA-MSCs 作为
癌症治疗上游或者下游的靶点或者用 MSCs 做载体来传递癌症因子将会发展为癌症治疗的新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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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senchymal stem cells exist in many tissues and are known to actively migrate
to sites of tissue injury, where they participate in wound repair. Tumours can be considered“wounds
that never heal”and, in response to cues from a tumour, MSCs are continuously recruited to and
become integral components of the tumour microenvironment. Recently, it has become apparent
that such tumour-associated MSCs (TA-MSCs) have an active role in tumour initiation, promotion,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In this review, we discuss recent advanc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MSC
and AT-MSC and addres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TA-MSCs in regulating the surviva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of tumour cells. Moreover, we discuss therapeutic
approaches that target TA-MSC upstream or downstream modulators or use MSCs as vehicles for the
delivery of tumoricidal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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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与肿瘤

祖细胞群体，具有组织重建的重要功能。19 世纪 60 年代第

发生发展关系密切，MSCs 可以作为载体在肿瘤治疗中发挥

一次在骨髓中被发现并认为是克隆形成的纤维单元 [1]。随

作用，并且其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转化为肿瘤相关间充质干细

后在很多组织中相继被发现。他们具有独特的表面标志

胞（tumour-associated MSCs，TA-MSCs）。TA-MSCs 可 以 通

物，所以很容易在许多组织中被分离，比如：骨髓、脂肪与

过抑制免疫应答支持肿瘤生长，也可以分泌一些生长因子影

脐带 [2-3]。MSCs 具有自我更新与分化为各种细胞类型的

响肿瘤生长等多个恶性进程，还可以通过调节肿瘤微环境的

能力。所以该细胞具有修复重建各种组织的潜能。更有

免疫状态间接促进肿瘤发展，因而 TA-MSCs 可以作为肿瘤

趣的是 MSCs 也会调控免疫系统。在 2004 年第一次被成功

治疗的新兴靶点。

用于治疗异种移植抗宿主疾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

一、MSCs 的特点

GVHD）[2-4]。MSCs 可有效的治疗慢性炎症与创伤，比如：

多能间充质干细胞又称为 MSCs，是一组具有异质性的

全身系统性的红斑狼疮、肝损伤与糖尿病足 [5-6]。在 clinical
trail 上注册的有超过 700 个临床研究是以 MSCs 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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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A-MSCs 的形成
MSCs 可以改变局部炎性微环境，并通过产生免疫调节
因子、生长因子和趋化因子来帮助伤口修复与组织内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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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 [2,7]。然而，MSCs 并不是经常处于正向调节状态，其性
质可以根据其所在组织的病理生理状态而改变

[3, 8]

。MSCs

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细胞学与分子学作用、组织损伤程度和
所处环境的炎症强度有关联。此外，已经发现 MSCs 会迁移
到肿瘤部位并演变成 TA-MSCs 和癌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
[9-10]

associated ﬁbroblasts，CAFs）

通过细胞与细胞接触或者通过旁分泌的互相作用“训化”新
入的 MSCs 转化进化成 TA-MSCs[21]。
三、TA-MSCs 促进肿瘤生长的机制
（一）TA-MSCs 与肿瘤生长
TA-MSCs 和 MSCs 会分泌生长因子、炎症趋化因子与

。癌症细胞与其周围环境的

细胞因子类，并且在肿瘤发生与发展过程中会给予肿瘤细胞

双向沟通决定了癌症细胞的生长、迁移。癌症被认为是一个

有利的生长环境 [23-24]。如在移植瘤模型中 VEGF 与神经调

永远不能愈合的创伤，所以炎症细胞与修补用的 MSCs 会迁

节蛋白 1 均表现出肿瘤促进作用 [23]；在瘤内注射 BM-MSCs

移到癌症部位启动创伤相关的信号通路 [10]。当 TA-MSCs

条件性培养基，结肠癌细胞在裸鼠体内的成瘤速度加快，其

与癌症细胞共同注射到小鼠体内后发现淋巴瘤、黑色素瘤

原因归功于 BM-MSCs 分泌的生长因子神经调节蛋白 1。同

[10]

。用于 TA-MSCs 表征

时，敲除神经调节蛋白 1 的表达能中和这种作用。神经调节

和鉴定的各种研究提高了研究人员对肿瘤细胞与其微环境

蛋白 1 会联合 EGFR 来调节各种细胞的生长和分化 [25]。体

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例如，发现肿瘤不仅由具有不同遗传

外实验表明，在结肠癌细胞中 BM-MSCs 分泌神经调节蛋

突变的肿瘤细胞组成，而且在其微环境中的细胞组成和性质

白 1 后会激活 HER2/HER3 所在的 PI3K-AKT 信号通路 [24]。

（包括 TA-MSCs）中也显示出异质性。TA-MSCs 会不断地

临床研究发现，TA-MSCs 相关的预后不好的结肠癌患者均

与乳腺癌细胞的体内成瘤被促进

改变肿瘤细胞的微环境，因此促进肿瘤的生长与迁移

[9, 11]

。

（一）肿瘤细胞招募 MSCs

有神经调节蛋白 1 的高表达。
在 小 鼠 模 型 中 脐 带 MSCs 与 乳 腺 癌 细 胞 系 MDA-

在几种动物模型中已经证实 MSCs 会向肿瘤主动迁移。
在监测携带同基因或异种基因乳腺癌小鼠中表达荧光素

MB-231 之间互相作用会促进乳腺癌细胞在体内的增殖，虽
然其分子机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更加有趣的是，与 BM-

酶的 MSCs 动力学研究中，证明了这些 MSC 会迁移到肿瘤

MSCs 或者健康供体脂肪来源的 MSCs 相比较，从卵巢或者

部位 [12]。值得注意的是，在人胶质瘤的异种移植小鼠模型

多发性黑色素瘤患者中分离 TA-MSCs 均发现可以改变促进

中，人 BM-MSCs 和人正常成纤维细胞系（C29）的功能特征

肿瘤生长的特异性因子分泌物 [26]。尽管许多数据仍有待研

比较显示，与成纤维细胞不同，BM-MSCs 可显示肿瘤趋向

究，但现有数据表明 TA-MSCs 在促进肿瘤生长中起重要

性

[13]

。肿瘤相关炎症激活这些细胞分泌募集巨噬细胞的趋

化因子，随后促进肿瘤生长。在患有严重外伤的患者血液循
环中发现了 MSCs，并被认为其参与了促进了伤口愈合，而
在终末期肾病与肺损伤中并没有检测到 MSCs

[14]

。现在已

作用。
（二）TA-MSCs 与癌症的血管生成
超过一定体积的肿瘤需要新生血管形成维持其持续
生长的能量 [27]。MSCs 在血管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知的 MSCs 趋向肿瘤的决定性因子有 CCL2，CCL5，CXCL2

色。在大鼠的局部缺血损伤组织中，BM-MSCs 会极大限

与 CXCL6，这些均由肿瘤细胞、免疫细胞与肿瘤间充质细胞

度的增加血管生成。在癌症中已经显示出 TA-MSCs 通过分

产生并参与整个癌症发生过程 [15-17]。

泌 VEGF，转分化为内皮细胞与招募内皮祖细胞促进血管生
成 [28-30]。例如，在胰腺癌的原位肿瘤模型中，发现与肿瘤细

（二）将 MSCs 转化为 TA-MSCs
居住在组织中 MSCs 的性质是由所处组织决定的

[18]

。

TA-MSCs 与 BM-MSCs 是不同的，TA-MSCs 在人类的卵巢

胞共注射的 BM-MSCs 会分泌 VEGF，从而支持肿瘤血管生
成。MSCs 中的 VEGF 敲低后可降低其促血管生成能力 [23]。

癌中被发现并分泌许多骨形态的蛋白（BMPs）[19]，他会控制

最近的调查也揭示了 MSCs 和周细胞之间的联系。周

恶性肿瘤中干细胞的分化与增殖，比脂肪来源的 MSCs 与健

细胞表达许多表达标志物，也可以在 MSCs 上发现，并且具

。很多研究均表明：癌症

有类似于 MSCs 的多能分化潜能 [31]。在大鼠神经胶质瘤模

微环境可以导致 BM-MSCs 永久性转化为 TA-MSCs。BM-

型中，肿瘤内注射的 BM-MSCs 被发现附着于肿瘤中的血

MSCs 与 AT-MSCs 共同培养后会获得与 TA-MSCs 相似的

管，在那里开始表达周边细胞标志物，例如 NG2，αSMA 和

康供体来源的 BM-MSCs 都多

[10]

[20]

。这就指出 TA-MSCs 在肿瘤中可能会

PDGFRβ，但不表达内皮细胞标志物，表明在肿瘤中移植的

使新进入的 BM-MSCs 转化为 TA-MSCs，会进一步扩增他们

MSCs 可以作为血管周细胞 [32]。这些发现意味着 MSCs 可

自身群体数量，虽然机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一些体外

以直接增强肿瘤新生血管形成和通过促血管生成因子的分

研究已经发现 ：
肿瘤条件性的培养基会赋予 BM-MSCs 一些

泌，从而促进肿瘤生长。

促肿瘤生长能力

肿瘤促进的功能，揭示出一些旁分泌因子会使 BM-MSCs 转
变为 TA-MSCs

[10, 21-22]

（三）TA-MSCs 与癌症转移

。最近研究发现肿瘤分泌的外泌体会

癌症转移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局部入侵、运输、循环

更有效的使 BM-MSCs 转化为 TA-MSCs[21]。这些结果表明

中的存活、外渗和定殖 [33]。TA-MSCs 对于创造肿瘤细胞转

肿瘤细胞，免疫细胞和其他基质细胞存在于肿瘤微环境中，

移的有利微环境是不可或缺的 [34]。癌症细胞的迁移与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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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炎症趋化因子与其受体调控。比如，乳腺癌细胞中 TA-

然而，必须解决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基于 MSCs 或

MSCs 分泌的 CXCR4 与 CXCR7 会导致肿瘤细胞迁移到其

被编辑的 MSCs 治疗对患者生存的影响，以及长期安全性和

他器官的能力增强。如果敲除 CXCR4 的表达，就会使乳腺

有效性，体外筛选平台以及原位和“原位转移”异种移植小

癌细胞的转移被抑制

[35]

。

各种抗癌策略，包括化学治疗，靶向治疗，放射治疗和免
疫治疗，都可能导致肿瘤缩小甚至治愈。然而也存在一些肿

鼠模型已经提供了 MSCs 抗癌的潜在治疗功效，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不同类型癌症和癌症进展的不同阶段 AT-MSCs 的功
能，并优化 MSCs 以更有效和安全的用于癌症治疗。

瘤细胞可以发展为治疗抗性。肿瘤干细胞（CSCs）
，也被称
为肿瘤起始细胞，是肿瘤中存在的一种少量的侧群细胞，它
们会真正的抵抗放疗与化疗，可能归功于它们的休眠状态。
此外，肿瘤基质的细胞多样性以及基质细胞如 TA-MSC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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