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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激活态雪旺细胞与生物可降解聚己内酯支架的
生物相容性
!"#$% &$'()$*+,$-./$0 1$234$567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骨科，天津 *%%%)+）
ef

(g!!"#$%&'()*,-.+,-#$%&'()*-.+./01234567*/.0+89:/0;<=> XhL?@

ABCD " 1 234567 EFGHIJKL#$%&'()MNOABPCDEFGHIJKL-#$%&'()> Q()RST
UV /.0 89WMXY ..8$( Z[()\]$=MXYC^_`a()RbM#cd4efgh`a()i%jklmn> i
jL!,-. . -. ;o -$!%% p=qrsftuv/.0 89W ,-. \]qsfwx -.v,-. lyz{ /.0 |}/~M 1|}~
RbM896M

mn=*9:/+>ikL#$%&'()o-#$%&'()lyV /.0 89W/

~M/.0 89:/0;<=>
lmn #$%&'()v/.0 89v/0;<=
=opqr

;<(

!stuv

)

!"#$% &' "() *+&,&-./"+*+0+"% &1 234 5,/11&06 7+"( /,"+8/")6 9,(7/'' ,)005
=,> :6?$@?AB 0C> 2D3B -EC FA3$1?GHB ;I> J3$K3GHB 2IC LM3$N36GB E,O J6GB LEOP Q36G$MAB =I>F -M3$R3GH
（SDT675KDG5 ?U O75M?TD13V4B FDGD76W E?4T356W ，X36GN3G 9D13V6W PG3YD7435@BX36GN3G *%%%)ZB .M3G6[
:*5";/,"

<=>)?"+8)@ X? 45A1@ 5MD \3?V?KT653\3W35@ ?U T?W@V6T7?W6V5?GD]/.0[ 4V6UU?W1 ^35M 6V53Y65D1 -VM^6GG VDWW4],-.[ 6G1 G?7K6W

-VM^6GG VDWW4]-.[_ A)"(&65@XMD7D ^D7D 5^? H7?AT4` ,-. Da576V5D1 U7?K W3H65D1 4V3653V GD7YD4 DaTD73KDG5 H7?ATb -. Da576V5D1 U7?K G?7K6W
4V3653V GD7YD4 V?G57?W H7?AT_ /7?W3UD7653?G 6V53Y35@ ^64 5D45D1 5M7?AHM 5MD ..8$ ( 5D45B 6G1 5MD 134573\A53?G 6G1 4M6TD ?U VDWW4 ^64 ?\4D7YD1
\@ V7@456W Y3?WD5 4563G3GH 6G1 V?GU?V6W W64D7 4V6GG3GH K3V7?4V?TD_ B)5#0"5@ XMD7D ^64 G? 13UUD7DGVD \D5^DDG ,-. 6G1 -. 3G 5MD T?4353YD
765D ?U -$c%%b 5MD T7?W3UD7653?G 765D ?U ,-. ^64 43HG3U3V6G5W@ M3HMD7 5M6G 5M65 ?U -. 3G /.0 4V6UU?W1b ,-. V?AW1 6556VM /.0 U3\D7 6G1 K?YD
6W?GH 5MD W?GH 6a34 ?U 5MD U3\D7 3G5? 5MD 4V6UU?W14B 6G1 DaT7D44 K@DW3G \643V T7?5D3G ]9:/[_ 3&',0#5+&'@,V53Y65D1 -VM^6GG VDWW4 V6G H7?^
\D55D7 3G /.0 4V6UU?W1 5M6G G?G$6V53Y65D1 -VM^6GG VDWW4B 6G1 /.0 4V6UU?W1 M64 H??1 \3?V?KT653\3W35@_
C)% 7&;65

6V53Y65D1 -VM^6GG VDWW4b T?W@V6T7?W6V5?GD 4V6UU?W1b \3?V?KT653\3W35@

外周神经损伤经常发生在车祸或工伤事故中。
欧洲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每年 c 万人中有 c*_' 人发

与轴突的连接，进入激活状态，转变成激活态雪旺
细胞d+$<e。神经元成百上千的基因表达发生变化，包

生外周神经损伤。损伤神经发生退行性改变：
26WWD736G 变性。雪旺细胞是参与 26WWD736G 变性至
关重要的一种细胞。雪旺细胞在发育过程中，来源
于神经嵴B主要分为以下类型：髓鞘化雪旺细胞包绕

括很多转录因子，进而形成新的轴突；同样雪旺细
胞也存在成千上万的基因表达发生改变，促使雪旺
细胞从髓鞘化状态向促进再生状态转化d"$'e，雪旺细
胞定向分布，诱导轴突的生长。因此雪旺细胞对外

轴突形成髓鞘、非髓鞘化雪旺细胞、突触周围的雪
旺细胞和卫星细胞dce。雪旺细胞在外周神经的发育、
成熟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外周神经系

周神经的再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组织工程
的发展 ， 在 诸 多 生 物 可 降 解 材 料 中 ， 聚 己 内 酯
]T?W@V6T7?W6V5?GD，/.0[具有无毒性、可降解、良好的

统支持轴突、为轴突提供髓鞘和维持神经纤维完整
性。外周神经损伤后，轴膜开始裂解，雪旺细胞失去

机械强度。/.0 通过三羧酸循环分解，代谢产物直
接进入肾脏排泄B 在体内和体外的生物相容性较
好。 /.0 已经应用于许多产品，比如说可吸收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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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敷料等dc%$cce、避孕装置、内固定物等dc+$c*e。其较长
的降解周期，使得其可作为细胞移植的载体，为细
胞移植提供一种基质载体的作用。近年来，虽然许
多研究已将/.0 用于治疗外周神经损伤，但是很少
有研究将激活态和非激活态雪旺细胞与 /.0 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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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外周神经损伤。因此本课题拟探究激活态和

比波长 +?3 6,）。

非激活态雪旺细胞在生物可降解 !"# 支架的生物

$%+

相容性。
! !"#$%

洗9遍，用 :*多聚甲醛固定 $' ,56 后，用 !EF 洗
?次。加入封闭液，室温封闭 $ .。然后加入相应一

$%$ !"#$% 通过静电纺丝制作 !&# 纤维支
架。首先在室温条件下溶解 !&# 在由甲醇和氯仿组

抗，
: #过夜。第 9 天，
!EF 洗 ? 次后，加入相应二
抗，室温 9 .。!EF 洗 ? 次，加入 @Q!O，孵育 ' ,56

成的混合液（体积比为 $!'）中获得 $'()*的 !&# 纺

后，!EF 洗 ? 次。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一抗：

丝溶液。在常温常压环境下，将纺丝液加入纺丝管

F$33、AE!；二抗：
&X? 标记的羊抗兔、
DOJ& 标记的

中，调节喷射流速为 + ,# -.，电场强度为/$0 12。
!&# 纤维收集在一个 $'3 4-,56 的旋转轴上，距离喷

羊抗小鼠。结晶紫染色：将材料用 !EF 洗 ? 次，
每次
' ,56，
然后滴加 933 !R :*的多聚甲醛固定 $' ,56，

;<4+,=(->?9:

将标本用 !EF

口 $0 7,。将干燥的聚己内酯纤维膜用打孔器做成

!EF 洗 ? 次，每次 $3 ,56，滴加结晶紫染液至没过材

+%' ,, 和 8 ,, 大小备用。

料表面，' ,56 后，!EF 洗净结晶紫染液。在倒置显微

$%9 &'()*+,-.&')*+,/0 实
验分为两组：结扎坐骨神经来源的激活态雪旺细胞

镜下进行观察。
$%0 @ABCD

组和正常坐骨神经来源的非激活态雪旺细胞组。由
: 周龄 ;5<)=4 大鼠提取雪旺细胞。结扎大鼠双侧坐

分析。计量数据用 !"# 表示，9 组间比较用 ! 检验，
均
数两两比较用 GY(,=6TYZ[< 方法。以 "\3$3' 为差

骨 神 经 ，0 > 后 将 大 鼠 脱 颈 处 死 ，0'* 乙 醇 浸 泡
$3 ,56，在超净台中，
取出双侧坐骨神经和双侧臂丛
神经。将坐骨神经和臂丛神经剪碎至 $ ,,? 组织块，
用胶原酶消化过夜，第 9 天终止消化，用增殖培养
基（@ABACD$9、
$3*DEF、
$*!F）种瓶。? > 全量换
液，0 > 传代。细胞传代至 !? 代进行染色鉴定和用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EFGH!"IJK 本实验采用 !&R 作为
支架材料，因为其稳定性和生物降解性。激光扫描
电镜观察，纤维分布随机化，
!&R 丝的平均直径为
8%$3 !,（图 $）。

采用 F!FF93%3 软件进行统计学

于下一步实验。
$%? +,12 将 :"$3: 个细胞种在盖玻片上，放
在 9: 孔板中培养。第 ? 天将细胞用 !EF 洗 ? 遍，每
遍 $3 ,56，用 :*多聚甲醛固定 $' ,56 后，用 !EF
洗 ? 次，每遍 $3 ,56。加入封闭液（'* GHFI3%9'*
J45)K6C$33），室温封闭 $ .，将多余液体吸出，然后加
入一抗 F$33L$M$33N孵育液，: #过夜。第 9 天，
!EF
洗? 次，每遍 $3 ,56，加入二抗（DOJ& 标记的羊抗
每遍$3 ,56。 加 入 PQ!O（$33 "），孵 育 ' ,56 后 ，
!EF 洗 ?次，
封片。用荧光显微镜进行观察。
$%: +,3 !&R 4#56 将 !&R 膜用 :8 孔板
打孔器做成圆形S用紫外线照射两面各 $ . 后，放于
:8 孔板中S用硅胶环压住 !&R 膜S并用细胞培养基
浸泡 9 . 备用。将 !? 代雪旺细胞用 J45<K6 消化成悬
浮细胞，细胞密度为 :"$3'-,R。在每个 !&R 膜上加
'3 !R 细胞悬液，
9 . 后，
再加入 '33 !R 细胞培养基。
$%' 789: 设 $、9、
?、
:、'、+、0 > 时间点，每个
时间点设 ' 个平行孔。每天，将 :8 孔板孔中细胞培
养基吸出，滴加配好的 &&TC8 反应液 （碧云天，
&33?0），$'3 !R-孔。放在 ?0 #，
'U &V9 细胞培养箱
中反应 $%' . 后，每孔吸出 $33 !R 加至 W+ 孔板，采
用酶标仪检测各孔吸光度值 （测量波长 :'3 6,，参

$3
纤维直径-!,

兔，$!'33），放在暗盒中，室温 9 .。用 !EF 洗 ? 次，

$9

8
+
:
9
3

$ 9 ? : ' + 0 8 W $3 $$ $9 $? $: $' $+ $0 $8 $W 93

Q、
E、& 为不同放大倍数下的材料表面观察。P 为随机统计 93 根纤
维的直径（!,）
( ! #$% )*+,-./01
&'( ! )*+,-./0'12 13 04, +5/33167 *8 +5/22'2( ,6,50-12 9'5-1+51:'5

9%9

+,/0-+,12 光镜下观察发现激活态

雪旺细胞和非激活态雪旺细胞形态无明显差异，呈
梭形或者三角形，激活态雪旺细胞增殖更快。将第
? 代激活态和非激活态雪旺细胞消化爬片 0 > 后，
进行 FC$33-PQ!O 染色，通过免疫荧光显微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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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激活态雪旺细胞阳性率达 （!"#$%!&'"%）(，非

胞纯度无差异（!+*'*,），细胞形态在光镜下观察相

激活态雪旺细胞阳性率达（!)#%*!*'"!）(，两组细

同（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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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态雪旺细胞。-（光镜 0"）、1（2-34）、/（567**）、2（89:;9）。./：
非激活态雪旺细胞。<（光镜 0"）、
=（2-34）、>（5?7**）、
@（89:;9）
! ! "#$ " #$ #$%&'
%&' ! ()*+,&-&./,&0+ 0- "#$ /+) #$ .*112

%'A !"#$%&'()!"#$%&'* 3/B
+,-. 将第 A 代激活态和非激活态雪旺细胞
种植在 3/B 支架上进行 //C?, 增殖检测。在 7#A D，
激活态雪旺细胞和非激活态雪旺细胞增殖速率相
近，但是在 A D 后，激活态雪旺细胞增殖速率明显大

3/B 支架上的形态进行观察。通过 2-34 染色，
用激
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激活态雪旺细胞能够粘附
3/B 支架上，7#" D 细胞逐渐增多，并且激活态雪旺
细胞能够长入 3/B 支架内部；通过 .?7&&G2-34 染
色观察发现细胞形态呈梭形或三角形，伸展良好。

于非激活态雪旺细胞，并且在第 E#) 天，非激活态
雪旺细胞增殖趋于平稳F 激活态学雪旺细胞依然增
殖明显。激活态雪旺细胞 " D 达高峰（图 A）。

结晶紫观察发现激活态雪旺细胞多贴附纤维生长，
纤维交叉处细胞较多（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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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态雪旺细胞，./：非激活态雪旺细胞（!"#）
（HH! I*#**7J
H!I*'*E）
! 3 ()*+,()*-.$%/ 4$5 0#12
%&' 6 4701&-*7/,&0+ 0- "#$2 /+) #$2 &+ 4$5

-?/ 为 7、A、
" D 核染（2-34）；2 为 5?7**G2-34 染色；
<?= 为 A D 时结
晶紫染色，= 为 < 图中红圈放大部分，可见雪旺细胞长轴紧贴 3/B
纤维生长

%'0 !"#$%&/* 3/B +0#12345
因激活态雪旺细胞的增殖和各种营养因子的表达
高于非激活态雪旺细胞，因此对激活态雪旺细胞在

!8

(3456789:39;<()*-.$%/ 4$5 0#
=>?:@A

%&' 8 90 0:2*7;* ,<* /)<*2&0+ /+) )&2,7&:=,&0+ 0- "#$2 &+ 4$5 :>
.0+-0./1 1/2*7 2./++&+' ?&.702.0@> /+) 1&'<, ?&.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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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后发现，激活态雪

旺细胞在 %&' 材料中能够表达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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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用共聚焦显微镜序列拍摄
! ! "# " $%&'()*+,-. #$% /012 &'#
()* ! +,$ -./012 34563-- &'# .0170632 )8 #$% 9/6 " :33;

< 34
外周神经损伤后，轴突轴膜开始崩解，髓鞘崩
解，雪旺细胞向激活态转变，开始分裂增殖，并由受
损神经的两端不断向受损处迁移，形成 ),-.-/0 带，
沿新生轴突并包裹形成髓鞘1$23。本研究通过结扎大

过 &&9+: 实验检测材料对细胞的毒性，同时检测
细胞增殖。将两种细胞种植在 %&' 支架上，经过
&&9+: 检测发现，预损伤组的雪旺细胞在前 ; 5 与
对照组细胞增殖情况并无明显差异，但从第 # 天至
第 4 天，预损伤组雪旺细胞增殖率明显高于对照

鼠坐骨神经而达到预损伤坐骨神经的目的，4 5 后
取结扎坐骨神经来源的激活态雪旺细胞为实验组，

组，并且预损伤组雪旺细胞增殖峰值要高于对照
组。证明预损伤外周神经，髓鞘化的雪旺细胞激活，

并取未结扎大鼠坐骨神经来源的雪旺细胞作为对
照。细胞培养发现预损伤组雪旺细胞与对照组雪旺

进入去分化状态，增殖加快。与之前研究发现雪旺
细胞对损伤后的反应增殖加快结果相一致17#3。本研

细胞形态无明显差异，预损伤组雪旺细胞较对照组
雪旺细胞更易贴壁。6+788 染色发现两组阳性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聚己内酯纤维已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损伤修复。
其特殊的碳链结构使其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可加
工性，并且其具有生物可降解性，在体内和体外能

究还发现激活态雪旺细胞在 %&' 上能够成功表达
()%，证明激活态雪旺细胞能够发挥为轴突提供髓
鞘重要功能。以上结果证明 %&' 支架具有良好的生
物相容性，并且与非激活态雪旺细胞相比，激活态
雪旺细胞作为移植修复外周神经损伤的细胞更具
有优势。

够完全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不会形成有毒物质对
机体造成伤害。聚己内酯降解周期较长，因此可以

)<=>?->+'<0/-@< 等 17A3 用电纺丝B壳聚糖做成纳
米支架与雪旺细胞共培养，虽然雪旺细胞能够很好

为细胞提供长期的载体作用。静电纺丝技术合成的
纤维直径在微米至纳米级别，
并且随机排列的聚己内

地分布在支架上，但是纤维直径为（!28!28）-C，细
胞无法进入支架材料内部生长，无法形成有效的三

酯纤维能够有效模仿细胞外基质的外观形态。
检测材料对细胞毒性的方法有多种，本课题通

维培养系统。也有研究应用电纺丝聚己内酯纤维联
合胶原应用于外周神经损伤的修复 1743，同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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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隙不足以使细胞渗入材料中进行生长，不能够有
效的形成三维培养系统。有研究应用 !"#!$#"% !&
的 '() 纤维应用于神经再生组织工程，发现 %*+的
细胞在 '() 纤维上的偏离角小于 ,- 度，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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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支架对神经再生的导向作用，能诱导轴突
的再生的潜能.,*/。通常，适于细胞营养物质交换的孔
径在 !-- !& 以下，本研究采用的电纺丝技术能够
产生较高孔隙率，'() 纤维支架纤维直径主要集中
在 *!,- !&，在培养 0 1 后，激活态雪旺细胞能够顺
利长入材料中，并且雪旺细胞贴附在 '() 纤维上生
长，细胞长轴沿着纤维长轴分布，证明了 '() 纤维
支架的功能导向作用，但是本实验中所使用的 '()

K4H434\4?]8 ); K8 94:B?;< ^8 ;5 4F" R;D6A:;36?H A;36A:;34F ?;3T;

235:@3 I`4334\ '8 )45B@D:; 98 P6F5B? R8 ;5 4F" ( I7@? 3;A3BH34&J
CD:E4?? D;FFJ BU W?\@3;1 ?;3T;J 5B H;?;345; 4 3;A463 D;FF ;JJ;?564F
UB3 3;H;?;3456B?.7/" K;@3B?8 !-,!8 0%_[NO#$$

.Z/

a433;55; a8 (4FTB =8 b4FF6"3;J K8 ;5 4F" S34?JD36A56B?4F A3BU6F6?H BU
5:; 6?\@3;1 JD6456D ?;3T; BU &6D; D433<6?H 5:; PF1 _CN &@54?5 H;?;O
61;?56U6D456B? BU H;?;J 6?TBFT;1 6? ?;@3BA3B5;D56B?8 ?;@3B6?UF4&&4#
56B?8 4?1 ?;3T; 3;H;?;3456B? .7/" a346? a;:4T W&&@?8 !-,-8 ![_*NO,!%[

.,-/ 9611F;5B? 7 (8 S6A5B? 2 7" C<?5:;56D G6B1;H3414GF; ABF<&;3J 4J B3$
5:BA;16D 1;T6D;J .7/" a6B&45;364FJ8 !---8 !,_!,NO!$$%
.,,/ KH > P8 2D:@5: ^ K8 9BBD::4F4 C8 ;5 4F" W? T6TB ;T4F@456B? BU 4?
@F534I5:6? ABF<D4A3BF4D5B?; U6F& 4J 4 EB@?1 13;JJ6?H .7/" 7 a6B&45;3

纤维支架的纤维是随机分布的，因此后期可以改变
纤维排列顺序，进行定向诱导神经元轴突的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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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对比了激活态雪旺细胞与非激活态雪
旺细胞在聚己内酯纤维支架上的活性，发现激活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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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旺细胞与 '() 支架更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为
后期体内实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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