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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骨质疏松症被定义为一种系统性骨骼疾病，其特征是骨量低、骨组织微结构恶化、骨脆性和骨折易感性增加。
目前有 2 亿多人患有骨质疏松症，但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人均寿命延长，受影响的人数仍在急剧增加，这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
生问题。目前，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开发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药物治疗并不能逆转骨丢失，且会给患者带来一系列
毒副作用。大量研究表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归巢作用、成骨分化和细胞因子作用在骨质疏松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移植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作为一种新方法，不仅能避开药物治疗的副作用而且能从根本上治疗骨质疏松，具有巨大的潜能和
应用价值，但许多问题也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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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steoporosis is defined as a systemic skeletal disease characterised by low bone mass and
microarchitectural deterioration of bone tissue, with a consequent increase in bone fragility and susceptibility to
fracture. Nowadays more than 200 million individuals are suffering from osteoporosis and still the number of
affected people is dramatically increasing due to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longer life, representing a major public
health problem. At present,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 but drug treatment can not reverse bone loss, and will bring a series of toxic and side effects to
patients.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homing disorders,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and cytokine
effect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osteoporosis. As a
new method, transplantation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can not only avoid the side effects of drug
therapy, but also fundamentally treat osteoporosis. It has great potential and application value,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Keywords】Osteoporosis;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ransplant
骨 质 疏 松 症 （Osteoporosis， OP） 是 一 种 以 骨

量低和骨微结构恶化为特征的系统性骨骼疾病，大

大增高了患者脆骨性骨折的风险，OP 引起的骨折
也是老年人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随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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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老龄化的加快，骨质疏松症日益普遍[2]，对公共
卫生保健提出了挑战。目前，骨质疏松的治疗以口
服促骨形成或抗骨吸收药物为主，如双膦酸盐、降
[3]

而大大减少了骨形成，但上调 CXCR4 水平可以改

善干细胞的迁移，这可能会提高 OP 患者的骨质量；
有研究显示，BMSCs 外泌体通过支持血管系统促进

钙素等 。但传统的药物治疗并不能逆转患者的骨

新骨形成，并显示出改善形态学、生物力学和组织

丢失现状，且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毒副作用如颌骨

学的结果，对细胞存活、增殖和迁移、成骨和血管

骨坏死、癌症、血栓栓塞、增加中风风险等，因此

生成具有积极作用[8]。为了让 BMSCs 正常发挥其归

迫切需要寻找更为安全的新疗法[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SCs） 于 1976 年由 Friedenstein 等 首
[5]

巢功能，也可通过 BMSCs 移植来增加 BMSCs 的总
数，或通过基因修饰增强 BMSCs 的归巢。
1.2 BMSCs 的成骨分化

BMSCs 向各种类型骨相关细胞的分化和成熟是

次从骨髓中分离并命名。BMSCs 主要来源于骨髓，
是一种具有自我更新和多谱系分化潜能的多能成纤
[6]

维细胞 ，存在于骨髓、脐带血、胎盘、脂肪组织
等多种组织中，可诱导分化为成骨细胞、软骨细
胞、脂肪细胞，甚至内皮细胞或肝细胞等[7]。BM⁃
SCs 易从成体组织中分离且具有广泛的增殖和分化
成各种细胞谱系的能力，被认为是目前研究最多的

一种再生细胞类型 。近些年来，BMSCs 在治疗 OP
[8]

方面的潜能也逐渐被挖掘，BMSCs 的归巢作用、成

由多种转录因子和信号通路决定的。BMSCs 的分化

平衡失调与多种病理生理状况有关，比如肥胖和
OP[13]。成骨细胞和脂肪细胞有着共同的祖细胞BMSCs，
转 录 因 子 RUNX2 和 过 氧 化 物 酶 体 增 殖 物 激 活 受
体 γ （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s

γ，PPARγ） 分别是成骨细胞和脂肪细胞生成的主
要蛋白质，并在早期 BMSCs 的分化中起到关键作
用[14]。BMP2 被确定为同一系统内软骨分化、成骨

骨分化和细胞因子作用均与 OP 的进展密切相关。

分化和软骨内骨形成的调节因子，可通过表达

治疗 OP 的方法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作一综述，为

BMSCs 的成骨性分化和软骨内成骨[15]。

本文就 BMSCs 与 OP 的发生间的联系、移植 BMSCs
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BMSCs 与 OP 的发生

1.1 BMSCs 的归巢作用
众所周知，BMSCs 从原来的微环境迁入外周血
并随外周血循环到达损伤处，发挥局部功能和修复
作用，这称为 BMSCs 的归巢作用，也是骨修复的

起始步骤[9]。首先，BMSCs 在外界刺激下进入外周
血循环，多种细胞因子共同作用使 BMSCs 发生卷

曲形变并与血管内皮细胞接触。附着在内皮细胞上
的 BMSCs 与 G 蛋白偶联受体相结合，随后与整和素

受体相结合，激活后的 BMSCs 穿过内皮细胞到达

基底膜， 在损伤部位通过软骨内骨化和膜内骨化
[10]

参与骨形成过程 。
Wang 等 提出，人体的衰老破坏了体内代谢
[11]

RUNX2、 OSX （Osterix） 及 其 下 游 标 记 物 ， 诱 导
OP 的核心特征是成骨性分化减少和骨吸收增

加 。 Gurpreet 等[17] 提 出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 BMSCs
[16]

数量保持不变，而成熟成骨细胞数量减少，提示
MSCs 的成骨分化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受损，导
致骨微结构损伤及骨丢失；Xun 等[18]发现老年 OP 大

鼠的 BMSCs 成骨分化明显降低，骨生成速度减缓；
Wang 等[19] 的研究中，OVX 大鼠的 BMSCs 与假手术

组大鼠的 BMSCs 相比，其成骨基因的表达明显降
低，提示了 OVX 大鼠的 BMSCs 更差的增殖能力和

更弱的成骨分化能力。因此，移植具有较好成骨分
化能力的 BMSCs 对 OP 患者而言也是一种可供选择
的方法。

1.3 BMSCs 分泌细胞因子
骨重建是通过一系列的同步事件发生的，各种
类型的细胞在微环境中被激活，破骨细胞的骨吸收

系统，使 BMSCs 进入自我更新能力受损和分化能

作用和成骨细胞的骨形成作用同时进行，且成骨细

力异常的衰老状态，此时 BMSCs 的归巢功能受损，

胞和破骨细胞通过细胞间直接接触或分泌蛋白相互

很难保证足够的间充质干细胞能够到达受损组织，

沟通，调节细胞行为、生存和分化，使骨组织维持

从而阻碍了骨修复，增加了老年人群 OP 的发生率；

平衡的功能状态[20]。

疏松而受损，这可能与骨质疏松患者骨形成的显著

泌体介导的旁分泌作用有利于维持骨代谢的平衡

减少有关，提示了 OP 会破坏 BMSCs 的归巢功能从

状态[21]。

Sanghani 等[12] 发现，大鼠 BMSCs 迁移因年龄和骨质

在微环境中，由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在内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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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以此来增强 BMSCs 移植治疗 OP 的效果。根据
已有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策略：

提示了外泌体 MALAT1 在 OVX 小鼠模型中缓解骨

2.2.1

骨缺损模型，发现 BMSCs 所含的外泌体在早期促

BMPs） 属于转化生长因子-β 超家族，在骨稳态中

外泌体可能通过促进血管生成在骨再生中发挥重要

BMP 并得到了广泛的研究[28]。Tsuda 等[29] 的研究发

[23]

质疏松症状的潜力；Takeuchi 等 采用了大鼠颅骨
进了骨再生并促进血管生成，证明 BMSCs 所含的
作 用 ， 可 作 为 骨 再 生 的 生 物 活 性 剂 ； Qiu 等[24] 对

OVX 大 鼠 的 体 内 外 实 验 表 明 ， BMSCs 的 外 泌 体
miR-150-3p 能促进成骨细胞增殖和分化，为 OP 患

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线索。所以，有望通过外源性
BMSCs 移植，利用 BMSCs 分泌的细胞因子作为一
种旁分泌调节剂来刺激成骨。

2

移植 BMSCs 治疗 OP 的可行性

2.1 直接移植 BMSCs 治疗 OP

BMSCs 已被广泛应用于治疗 OP 的基础研究，

已有大量动物实验证实了直接移植 BMSCs 促进成
[25]

骨、改善骨质疏松症状的作用。Yu 等 利用聚乳酸

聚 乙 醇 酸 共 聚 物 （Polylactic/Poly Glycolic Acid，
PLGA）/I 型胶原蛋白 （Collagen Type I，CoI） 微球

联合 BMSCs 作为注射支架用于去卵巢的 OP 雌性大

促进骨形成
骨形态发生蛋白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 其 中 BMP-2 是 第 一 个 被 表 征 的
现，被 ADV-F/RGD 感染的 BMSCs 细胞能产生更多
的 BMP-2，显示出更有效的骨再生能力，可能是

骨再生的强大基因治疗工具；Turgeman 等[30]将编码
BMP-2 的重组腺病毒载体感染后的人 BMSCs 移植
到小鼠体内，显著增强了小鼠的骨形成，说明人

BMSCs 可以有效地转导人 BMP-2 编码腺病毒载体，

且 移 植 后 的 BMSCs 能 大 大 提 高 机 体 的 成 骨 潜 能 ；
除 BMP-2 外，过表达 BMP-6 基因的 BMSCs 移植也

能诱导骨再生。Pelled 等[31] 从供体动物的骨髓中分
离出 BMSCs，然后通过非病毒技术 （核感染） 转染

以过度表达 BMP-6， 再将这些细胞悬浮在纤维蛋
白凝胶中，并移植到一头猪的脊椎缺损处，结果显
示移植组相比于对照组骨形成有明显增强。
2.2.2

抑制骨吸收
除修饰骨形成相关基因外，通过基因修饰来抑

鼠，发现 PLGA/CoI 微球联合 BMSCs 可促进大鼠骨

制破骨细胞的骨吸收作用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改善，表明骨破坏和丢失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逆

着关键作用，RANKL 和 RANK 结合能激活破骨前

小梁重建，显著提高大鼠骨密度，骨质量得到有效
转；Cao 等 以切除卵巢后的山羊为 OP 模型，采用
[26]

带有多孔 B-TCP 的自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作为复

合移植修复长期雌激素缺乏的山羊股骨内髁缺损，
显微 CT 图像和组织形态学分析显示，骨小梁体积、
骨小梁数、骨小梁厚度和骨小梁体积比均增加，骨

小梁间距明显减少，表明骨小梁微结构变形可得到
一定程度的缓解，治疗后山羊的骨形成得到明显改
善；Kiernan 等 使用微创外源性 BMSCs 系统注射
[27]

RANKL-RANK 信号在破骨细胞骨吸收的调节中起
体细胞向成熟的破骨细胞增殖分化，抑制 RANKL-

RANK 信号已成为骨质疏松症治疗的重要靶点[32]。
RANK Fc 是 RANKL 的拮抗剂，可与 RANKL 结合来

减少破骨细胞前体的激活，从而抑制骨吸收。Kim
等[33] 的实验表明，在 C57Bl/6 小鼠中，经基因修饰

的间充质干细胞在腹腔注射后能够持续分泌
RANK-Fc 长达 8 周，可有效抑制破骨细胞的激活，
预防卵巢切除术所带来的骨丢失。

到人类年龄相关性 OP 的小鼠模型中，发现长期植

2.2.3

统性 BMSCs 移植可预防年龄相关性 OP 小鼠模型的

巢中起重要作用，CXCR4 是 BMSCs 归巢的关键信

防和治疗雌激素缺乏和年龄相关性骨质疏松的一种

入骨髓衰竭小鼠后，BMSCs 的归巢作用显著加强，

入可以防止骨形成能力和骨质量的下降，证明了系
功能性骨丢失。因此，直接移植 BMSCs 可能是预
可行的治疗方案，为后续临床研究提供了依据。

加强 BMSCs 归巢

研究表明 SDF-1/CXCR4 信号在促进 BMSCs 归

号分子[34]。Chen 等[35] 将过表达 CXCR4 的 BMSCs 注

小鼠的造血功能得到明显提高；Sanghani 等[36] 比较

2.2 基因修饰后的 BMSCs 移植治疗 OP

了年轻大鼠、移植经 CXCR4 修饰后的 BMSCs 的去

有刺激机体成骨的作用。为了提高移植 BMSCs 的

形成情况，12 周后的 Micro CT 和生物力学检测的结

大量研究已表明，移植未经修饰的 BMSCs 具

成骨能力，在移植前将相关基因进行修饰后移植，

卵巢大鼠以及直接移植 BMSCs 的去卵巢大鼠的骨
果显示，静脉注射 CXCR4 转染的 BMSCs 可以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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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骨髓有效减少骨质疏松大鼠的骨丢失，并改善骨
形 成 ； Deng 等 发 现 SDF-1 诱 导 CXCR4 表 达 的
[37]

BMSCs 移植可促进大鼠创伤性脑损伤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 的修复。

3

（ClinicalTrials.gov Identifier: NCT02566655）。从基础

研究向临床治疗的转化上，也存在着许多的困难和挑
战，仍需要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来解决这些难题，需
要大量临床实验来将这项技术逐渐成熟与完善。

目前存在的问题
参考前期的动物实验结果，尽管自体 BMSCs

移植和异体 BMSCs 移植在理论上都是可行的，但

异 体 BMSCs 移 植 所 带 来 的 免 疫 排 斥 反 应 不 可 忽
略[38]。因此，为避免此类风险，目前所进行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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