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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胚胎干细胞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hESCs) 具有自我更新和三胚层细胞分化的潜能，在特

定代次处于未分化状态的 hESCs 可作为“种子细胞”，在体外诱导分化成不同的功能细胞以适用于不同的
临床适应症。为确保 hESCs 诱导分化的功能细胞在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及有效性，hESCs 作为“种子细胞”
需具备明确的鉴别特征、多能性、分化潜能和微生物学安全性等质量属性，现就这些质量属性进行讨论，
目的是为在我国建立 hESCs“种子细胞”质量控制标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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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hESCs) can proliferate without limit and differentiate into almost all cell
lineages of three germ layers in vitro, thus holding tremendous potentials in developing stem cell-based medicinal
products. Currently, the hESCs maintaining undifferentiated with complete 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s within certain
propagation passage is regarded as ‘seed cells’, which are used as starting material in the induced differentiation
into various terminal function cells or progenitors of the function cell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linical indications.
Thus,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induced differentiation,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the ‘seed
cells’ must not only exhibit unambiguous cell identity, ‘stemness’ and full 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 but also be free
from microbiological contamination during the entire preparation process. All of these in fact represent the key
quality attributes of the ‘seed cells’, and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assessed in the quality control tests during, or
at the end of, the ‘seed cell’ preparation. In this paper, with our own experiences in quality assessment of hESC
‘seed cells’, we discussed the key quality attributes of the ‘seed cells’ as well as the proposed standards of each
attribute with a goal of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for hESC ‘seed cel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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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是具有自我更新和分化潜能细胞的总
称。不同来源和不同类型的干细胞，其不断增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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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分化潜能，可向三个胚层所有细胞系 (lineage)
[7]
分化 。

临床研究用 hESCs 主要是依赖其诱导分化功

自我更新的能力，可确保通过细胞扩增为主要方式
而利用干细胞的分化潜能，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以

能。随着诱导分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人们已成
功地将 hESCs 定向诱导分化成三个胚层中的多个细

诱导分化为主要方式的“特殊性生产过程”，来制

胞系列，如神经细胞、心肌细胞、肝细胞、胰岛细胞、

备具有不同类型、在生理学功能上不同成熟阶段的

。临床前动物试验和部
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等
分临床试验证明，经 hESCs 定向分化的多种类型终

的生产过程，从细胞数量上满足临床研究的需要 ；

细胞，如胰岛、心肌和神经细胞等，以及这些细胞
的前体细胞 (progenitors)。当这些不同成熟阶段的

[8-12]

末功能细胞或前体细胞，移植到动物疾病模型的病

充或替代病损组织的细胞，或辅助重建病损组织

变处后可长期停留在病变处，进一步分化并发挥正
[13]
常生理功能以治疗相应疾病 ，如由 hESCs 诱导

或器官，或者通过分泌功能因子起到疾病修复作

分化的心肌前体细胞被移植到冠脉结扎所致的心肌

用。这种基于再生医学原理治疗疾病的方式即为
[1]
干细胞治疗 (stem cell-based therapy, SCT) 。而用于

缺血大鼠中，可在移植部位进一步分化为心肌细胞，

细胞被移植到患者的相应病损部位后，理论上可补

SCT 的细胞及其分化产物即为治疗性干细胞产品
(stem cell-based medicinal products, SCMPs)。
现阶段根据来源不同，可将用于 SCMPs 的干
细 胞 分 为 成 体 干 细 胞 (somatic or adult stem cells,

[14-15]
；
并能有效提高心肌缺血大鼠的左心室射血分数
来源于 hESCs 可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前体被移植到大

鼠脑纹状体处，经在移植部位进一步分化为多巴胺
[16]
神经元，可显著改善帕金森病症状 ；来源于 hESCs
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被植入人视网膜下腔 [17] 后，

ESCs) 及 诱 导 性 多 能 性 干 细 胞 (induced pluripotent

可显著改善多种原因诱导的黄斑变性疾病症状 [18]。
目前，在临床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是经 hESCs

stem cells, iPSCs)[2]。

诱导分化的神经 ( 前体 ) 细胞、视网膜色素上皮细

SSCs or ASCs)、胚胎干细胞 (embryonic stem cells,

为支持干细胞产品研发和相关产业发展，以各
类干细胞生物学特性及临床应用相关风险因素为基

胞及心肌细胞，这些细胞的诱导分化技术也最为成
熟，如在 clinicaltrial.gov 网站上登记的，基于 hESCs

础，建立相应产品的质量控制体系是干细胞科学研

的临床研究共有 10 多项，绝大多数是用于治疗黄

究向临床应用转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质量控
制 体 系 包 括 以 GMP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斑变性疾病
病 [14]( 表 1)。

[18-19]

，只有个别是用于治疗缺血性心脏

GTP (good tissue practice) 等为主的质量管理体系和

处于未分化状态、特定代次的 hESCs 是用于

以体内及体外评价技术为主的质量评价体系。2015
年 8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制备临床研究中不同分化细胞的“种子细胞”。“种

育委员会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共同发布了我国
首个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规范，即《干细胞临床研
究管理办法 ( 试行 )》(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
与之相配套的《干细胞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前研究
指导原则 ( 试行 )》( 以下简称《指导原则》)。为
配合《管理办法》和《指导原则》的出台和有效实施，
本课题组在过去几年，已为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以间
充质干细胞为主要内容的成体干细胞评价体系

[3-6]

；

与此同时，结合质量检定工作，也在摸索建立针对
临床研究用的人胚胎干细胞 (hESCs)“种子细胞”
和其诱导分化细胞的质量评价体系。
人 ESCs (hESCs) 是来源于胚胎发育至第 5 天

子细胞”的分离、扩增、纯化、建系及细胞库的建立，
应该是基于 hESCs 相关干细胞生物学特性，并在符
合 GMP 质量控制要求下完成的。此外，通过不同
内容的细胞检验方式，对处于不同制备阶段的细胞
和对细胞库的细胞进行必要的体内和 ( 或 ) 体外细
胞检验，以确保临床研究用“种子细胞”的质量、
安全性和有效性，是与现阶段国际和国内对 hESCs
“种子细胞”质量控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相符
合的

[20-22]

。

与各类成体干细胞相比，hESCs 在干细胞生物
学、细胞制备等各个方面均是极其复杂的，因此，
在建立 hESCs 质量评价体系方面存在着更多更大的
挑战。绝大多数的挑战与 hESCs 科学和技术发展的

的囊胚 (blastocyst) 内细胞团细胞。理论上，hESCs

局限性直接相关。在现阶段技术和质量控制体系发

在保持“干性”(stemness) 的同时，可在体外无限增

展情况下，根据各主要细胞制备阶段的不同特点，

殖和自我更新。同时，hESCs 具有分化成人体各类

建立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质量评价体系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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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在clinicaltrial.gov上登记的用于临床试验研究的hESC分化细胞列表
Indication

ESC derived cell type

Phase

Clinical Trial Number

Ischemic Heart Disease
Dry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Stargardt's Macular Dystrophy
Stargardt's Macular Dystrophy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Dry Age 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Stargardt's Macular Dystrophy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Myopic Macular Degeneration
Age 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Stargardt's Macular Dystrophy

ESC-derived CD15+/Isl-1+ progenitors
hESC derived RPE cells
hESC derived RPE cells
hESC derived RPE cells
hESC derived RPE cells
hESC derived RPE cells
hESC derived RPE cells
hESC derived RPE cells
hESC derived RPE cells
hESC derived RPE cells
hESC derived RPE cells

I
I/IIa
I/II
I/II
I/II
I/II
I/II
I/Iia
I/II
I
I

NCT02057900
NCT01674829
NCT01469832
NCT02445612
NCT02463344
NCT01344993
NCT01345006
NCT02286089
NCT02122159
NCT01691261
NCT01625559

说是现实和客观的。在此思想指导下，可将 hESCs
质量评价体系分为 hESCs“种子细胞”质量评价体

有很高的端粒酶活性，且根据本课题组最近的研

系和 hESCs 分化细胞的质量评价体系。
hESCs“种子细胞”质量主要是指与其一般生

究发现，随着诱导分化的进程，端粒酶活性会逐渐
下降。另外，未分化的 hESCs 具有很强的体内畸胎

物学特性相关的质量属性，包括细胞鉴别、纯度、
生长活性 ( 包括冻存后的复苏活性 )、细胞形态、

瘤形成能力。高端粒酶活性和畸胎瘤形成能力是
hESCs“种子细胞”特有的生物学属性，能有效反

增殖能力等。其中，有关“纯度”的质量属性除包
括 hESCs 自身的“纯度”( 即具备“干性”细胞所

映细胞的“干性”和多向分化潜能，同时，可作为
后续分化细胞生物学安全性 ( 致瘤性 ) 必不可少的

占比例和自然分化细胞所占比例 ) 外，还涉及整个
制备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与非目标细胞 ( 动物源性或

对照。

非动物源性 ) 的交叉污染，这一原则性要求与组织
[23]
细胞工程领域中的 GTP 相关原则要求相一致 。
“种子细胞”的安全性主要是指其微生物学和
遗传学 ( 或生物学 ) 安全性。遗传学安全性是防范
致病性遗传物质从供者传向受者，现阶段主要是通
过 hESCs 供者遗传学筛查 ( 包括以往病史、家族史
和临床遗传学实验室筛查 )，或在一定程度上通过
后续的遗传学检查 ( 如遗传多态性、核型分析等 )

作为“种子细胞”，保持未分化状态的 hESCs

从临床应用考虑，“干性”和“多向分化潜能”
是体现 hESCs“种子细胞”生物学有效性的重要基
础，同时，它们也是判断分化细胞生物学安全性 ( 低
端粒酶活性、无畸胎瘤形成能力 ) 的判断标准。
以下将从临床研究用 hESCs“种子细胞”的细
胞鉴别、微生物安全性和生物学有效性 (biological
effectiveness) 相关具体的关键质量属性出发，探讨
hESCs“种子细胞”质量控制策略和质量评价技术
相关的问题，希望为后续建立 hESCs“种子细胞”

来保障。在 hESCs“种子细胞”的整个制备过程中，

及特定诱导分化细胞综合质量评价体系奠定基础。

需严格控制各类微生物污染，特别是致病微生物的
污染，和 ( 或 ) 相应毒素的污染，以确保微生物学

1

的安全性。

1.1

理论上，hESCs 可在体外不断扩增传代，且扩
增后不同代次的 hESCs 均应符合“种子细胞”的质

品质量控制要求中的细胞鉴别内容，和与 hESCs 干

量要求。以往对 40~60 代次的 hESCs 进行过各种基
[24-25]

，并认为这一代次范围的
因稳定性的研究
hESCs 具有较为稳定的遗传学特征。另外，还有研
究表明 ：在饲养层细胞培养条件下，hESCs 的染色
体可在 185 代内保持稳定 [26]。因此，根据这些实验

hESCs“种子细胞”的关键质量属性
细胞鉴别
hESCs 的细胞鉴别，包括一般的治疗性细胞产

细胞生物学特性相关的细胞鉴别内容。前者包括细
胞个体的遗传多态性 ( 如 16 位点以上的 STR 图谱
分析 ) 和细胞遗传学 ( 如传统核型分析或 SKY 核型
分析 ) 特征。与 hESCs 干细胞生物学特性相关的鉴

研究的结果，采用 60 代以内的 hESCs 作为临床治

别内容，包括细胞形态和特定标志分子的表达等。
此外，在细胞鉴别中，还应充分考虑 hESCs 种属鉴

疗用的“种子细胞”较为合理。

别，并以此为基础排除目的细胞的种属内及种属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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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交叉污染。种属鉴别可依据同功酶图谱分析和
基于 PCR 方法的种属鉴别，而后一种方法也是种属

中表达阳性率高于 70% 的可定性为“阳性”标志
分子，而低于 10% 的定性为“阴性”标志分子 [29]。

间细胞交叉污染的快速、灵敏的检测技术，特别适

由于“干性”和“多能性”( 具体见后续内容 )
是 hESCs 的基本生物学特征，因此，对其检测可作

用于排除受不同种属饲养层细胞污染的可能性

[27]

。

以下将就细胞形态和特定标志分子的内容进行
讨论。
1.1.1 hESCs的形态特征
不同来源的 hESCs 均具有相似的形态特点 ( 图
1)，即与早期胚胎细胞相似，细胞核大，有一个或
几个核仁，胞核中多为常染色质，胞质胞浆少，结
构简单。由于目前在制备 hESCs 过程中仍较广泛

为 hESCs 细胞功能学方面的细胞鉴别内容。理论上，
具有良好“干性”的未分化的 hESCs，其自我更新
能力和多向分化潜能也较高。目前在质量评价中经
常使用的、与未分化状态的 hESCs 相关的特定转录
[30]
因 子 包 括 Oct4、Sox2 和 Nanog 。 其 中，Oct4 是
hESCs 多能性的标志之一，也是判断未分化状态最

使用不同来源的饲养层细胞，这些饲养层细胞是经

为重要的标志分子 [31]。研究发现，从生殖细胞 (germ
cell) 至桑椹胚 (morula) 的整个发育阶段，均可检测

过特殊处理贴附在细胞培养皿表面，但失去增殖能
力的细胞，因此，培养中的 hESCs 形态特征主要

到大量的 Oct4 表达产物，其中处于全能 (totipotent)
诱导分化阶段的细胞中 Oct4 表达量可比分化后的

是指生长在饲养层细胞表面的形态特征。 hESCs

[32]
细胞高 30 倍以上 。因此，Oct4 常被用来作为鉴
定 hESCs 的 特 异 性 标 志 分 子 [33]。Sox2 具 有 促 进
Oct4 转录激活的功能，可与 Oct4 共同维持胚胎干

集落呈扁平隆起的不规则形状。此外，生长良好的
集落，细胞排列密集，部分细胞可呈上下堆积样生
长，细胞间界限不清，但与周围的饲养层细胞间的
界限清晰。如使用间质来源的细胞作为饲养层细胞，
在胚胎细胞集落周边可见到成纤维样的饲养层细胞
( 图 1)。
1.1.2

hESCs的特定标志分子
处于未分化状态的 hESCs，其标志分子和特定

细胞的多能性。随着细胞的分化，Sox2 表达下调，
并导致 Oct4 表达相应下调，因此，Sox2 也是维持
hESCs 的干性的一个重要转录因子 [34]。Nanog 在胚
胎干细胞中可保持高转录水平，而随着细胞分化
和多能性的下降，Nanog 的表达逐渐降低。研究发
现，Nanog 可与 Oct4 共同维持胚胎干细胞的多能

转录因子的表达应与早期胚胎细胞相似，其中阳性
标 志 分 子 包 括 SSEA3、SSEA4、TRA-1-60、TRA-

，抑制 Oct4 的表达可使 hESCs 丧失多能性 [33]。
总 之，Oct4、Nanog 和 Sox2 是 维 持 hESCs 多 能 性

1-81、碱性磷酸酶 等 [28]。hESCs 阴 性 标志 分 子是

调控网络中最为关键的调控分子，共同调控 hESCs

SSEA1，该蛋白是小鼠 ESCs 的特异性表面标志物，

的自我更新和分化能力，可作为判断处在未分化状

在 人 ESCs 中 不 表 达， 因 此，SSEA1 不 仅 可 作 为
hESCs 的阴性标志物，也可作为区分人和小鼠胚胎

态的“种子”hESCs 多能性的有效标志物分子。
“种子细胞”的阳性标志分子 SSEA3、SSEA4、

干 细 胞 的 特 异 性 分 子 [28]。 国 际 干 细 胞 研 究 组 织
(International Stem Cell Initiative) 对 17 个实验室来

TRA-1-60、TRA-1-81，以及阴性标志分子 SSEA1

源的 59 株未分化 hESCs 进行的标志分子检测结果
表明，各标志分子的阳性率在不同来源不同培养状
态的 hESCs 中存在较大差异，但建议流式细胞测定

性

[35]

和多能性标志分子 Oct4 的表达情况，可通过流式
细胞技术进行检测 ( 图 2) ；多能性标志分子 Oct4、
Sox2 和 Nanog 的基因表达可通过荧光定量 PCR 法
( 图 3A) 或免疫荧光法 ( 图 3B) 对基因产物进行检测。

图1 采用人成纤维细胞做为饲养层细胞的hESCs的形态学

第7期

纳

涛，等：临床研究用人胚胎干细胞“种子细胞”的质量评价

735

流式细胞法检测一株代次为40代hESCs的标志分子SSEA3、SSEA4、TRA-1-60和TRA-1-81，以及阴性分子SSEA1和多能性标
志分子Oct4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该株hESCs各标志分子的阳性率分别为71.0% (SSEA3)、78.7% (SSEA4)、84.3% (TRA-160) 和89.4% (TRA-1-81)，多能性标志分子Oct4阳性率为 85.7%，阴性分子SSEA1的阳性率为1.6%。Isotype：同型对照。

图2 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1.2

hESCs“种子细胞”微生物学安全性
“种子细胞”的安全性方面，应与包括各类干

细胞在内的所有治疗性细胞产品要求相同，均需按
照现行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以下简称《中
国药典》) 中的要求，符合无菌 ( 细菌和真菌 )、无

筛 查 ( 特 别 是 人 源 特 异 性 病 毒， 如 HIV、HBV、
HCV、CMV、EBV、HPV 等的筛查 )，以确定供者
的合格性 (eligibility) 外，还应在产品制备全过程 ( 包
括常规培养、增殖、传代、冻存及复苏等过程 ) 进
行必要的微生物学安全性检测。微生物安全性检测，

支原体、无内外源病毒等微生物污染和 ( 或 ) 相应
毒素 ( 如内毒素等 ) 的质量标准。另外，在 hESCs

包括直接对细胞收获液或细胞裂解液中潜在的病原
物 ( 如脂多糖、膜蛋白、核酸等 ) 进行检测，也可

的培养传代过程中若采用动物源性的血清或其他材
料 ( 如胰酶或细胞因子等 )，有可能引入相关动物

选择不同类型的动物进行体内接种，对不同常见微
生物污染 ( 淋巴细胞性脉络膜丛脑膜炎病毒、柯萨

源性微生物污染，因此，应在培养过程中尽可能采
用非动物源性的替代品。如果不可避免地使用了动

奇病毒、结核分枝杆菌、疱疹病毒及凝血性或溶血
性病毒等 ) 进行评价 ；体外利用不同类型的指示细

物源性的材料，应对使用材料的相关动物源性微生

胞，检测人源病毒和动物源特异及非特异病毒。此

物污染进行全面检查。

外，还应对逆转录病毒和细菌内毒素等进行检查。
就 hESCs“种子细胞”而言，应对相关代次的细胞

在保证微生物学安全性方面，除在细胞收集和
制备的最初阶段，对细胞供者进行全面的微生物学

库细胞进行全面综合的微生物安全性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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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PCR法(A)和免疫荧光染色法(B)分别对一株代次为40代的hESCs多能性基因Oct4、Sox2和Nanog及其基因产物进行检查。
结果显示，多能性基因Oct4、Sox2和Nanog及其基因产物均表达为阳性(A)，而对照用的饲养层细胞(feeder cells)多能性基因
Oct4、Sox2和Nanog表达均为阴性(B)。

图3 荧光定量PCR法和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

1.3

hESCs“种子细胞”生物学有效性

hESCs“干性”的一种快速检测方法。该方法还可

hESCs 的“干性”和“多向分化潜能”是其干

对分化后的细胞中可能残存的未分化的干细胞进行
快速检查 [39]。一般情况下，对体外培养的 hESCs

细胞生物学独特性的两个方面，也是各种定向诱导
分化细胞临床生物学有效性的最根本的细胞生物学
基础。因此，“干性”和“多向分化潜能”应被视
为“种子细胞”阶段 hESCs 生物学有效性的质量属

进行碱性磷酸酶染色，染色后 5~15 min 后，即可
见 hESCs 碱性磷酸酶染色呈深紫色阳性染色，而
hESCs 细胞集落旁的人饲养层细胞由于不具有干

独特的生物学特征，也能在早期阶段为支持后续的

性，碱性磷酸酶染色呈阴性 ( 图 4)。
1.3.1.2 特定标志分子的检测

诱导分化细胞生物学有效性预评价提供参考。
1.3.1 hESCs的“干性”

上 述 用 于 hESCs 细 胞 鉴 别 的 标 志 分 子， 如
Oct4、Sox2 和 Nanog 等，同时也是判断 hESCs“干

1.3.1.1

性”和多能性的标志分子 ( 见前述内容 )。
1.3.2 类胚体(embryoid bodies, EBs)形成能力

性，对它们的检测，不仅可进一步明确“种子细胞”

碱性磷酸酶活性检测法
未分化的 hESCs 在体外培养时可合成高浓度

的 碱 性 磷 酸 酶， 因 此， 碱 性 磷 酸 酶 活 性 可 作 为

现阶段可通过体外类胚体形成能力和体内畸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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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形成能力来判断 hESCs 的多能性 [40]，即分化为
各种特定功能组织细胞的能力，该能力是“种子细

在利用 hESCs 定向诱导分化方面，人们仍很难从一
个独立的 ESC 完全直接诱导分化成特定的目的细

胞”的重要特性。
类胚体是 ESC 在无饲养层细胞培养条件下，

胞，因此，大多仍以类胚体的形成作为各类细胞定

经 14~21 d 悬浮培养后自发聚合形成的、包含不同

再在此基础上经特定诱导后分化成目标细胞

[7]

类型分化细胞的球形细胞团 。类胚体中的细胞可
向三个胚层的不同细胞系分化 ( 主要是 3 个胚层中
的各类前体细胞，如心肌前体细胞、神经前体细胞、
[41]
肝前体细胞等 ) 。由于知识和技术上的局限性，

向早期诱导分化阶段的中间过程，即先形成类胚体，
[42]

。
在类胚体形成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将 hESCs

按照正常传代时的消化方法进行消化，并接种在无
饲养层细胞的条件下进行悬浮培养 14~21 d，待细
胞自发形成类似球形的细胞团 ( 图 5A) 后，对其进

对一株代次为40代的hESCs进行碱性磷酸酶染色。结果显示，hESCs碱性磷酸酶染色为阳性，而对照用的饲养层细胞为阴性。

图4 碱性磷酸酶染色法检测

对代次为40的hESCs经14 d悬浮培养后形成类胚体的形态学和基因表达的检测。A，类胚体显微镜下外观形态学特征；B，类
胚体显微镜下HE染色形态学特征；C，荧光PCR检测三个胚层代表性基因(Pax6、Dex和AFP)的表达水平(所检测的细胞为：
Feeder cells，饲养层细胞；hESCs，人胚胎干细胞；EBs，类胚体)

图5 类胚体显微观察、HE染色、荧光定量PCR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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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子标志物检测，并通过 HE 染色观察显微镜下
细胞及组织形态，必要时进行细胞免疫组化染色，
分析特定基因表达产物。本课题组对一株代次为 40
代的 hESCs 形成的类胚体，经石蜡包埋切片、HE
染色，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大量腺样组织结构、细胞
团及少量脂肪样组织 ( 图 5B)。同时，还对 hESCs
悬浮培养 14 d 形成的类胚体的基因表达进行了检
测，其中分别选取三个胚层的代表基因 Pax6 ( 神经
前体细胞标志基因 )、Des ( 心肌前体细胞标志基因 )
和 AFP ( 肝前体细胞标志基因 ) 进行了检查。结果
显示，三胚层代表基因的表达水平远高于分化前
(hESCs) 和阴性对照细胞 ( 饲养层细胞 )( 图 5C)。
1.3.3

畸胎瘤形成能力
畸胎瘤 (teratoma) 是一种含有三个胚层组织细

胞或器官成分的良性细胞瘤，常源于生殖细胞的异
位生长分化或异常生长分化

[43]

。hESCs 也具有形成

畸胎瘤的能力，特别是容易在免疫缺陷的动物体内
形成畸胎瘤 [44]。由于 hESCs 所形成的畸胎瘤实质
是细胞自发分化成三个胚层多个细胞系列的具体表
现，因此，畸胎瘤形成能力可被用于评价 hESCs 多
向分化能力。目前，能否在 SCID 小鼠体内形成畸
胎瘤被普遍接受为 hESCs 多向分化潜能最为关键的
体内评价方法

[44]

。
5

实际操作中，将 2 × 10 个新鲜制备的 hESCs
悬液注射入每只 SCID 小鼠睾丸白膜下的生精小管

对一株代次为40代的hESCs形成的畸胎瘤进行外观形态和组
织染色分析。A，SCID小鼠睾丸注射hESCs六周后的睾丸外
观形态，以等量人成纤维细胞为阴性对照细胞；B，畸胎瘤
组织切片HE染色外观形态；C，畸胎瘤中三胚层代表组织
结构。

图6 hESCs形成的畸胎瘤的外观形态和组织染色分析

现阶段尚无法建立对所有目的细胞的有效诱导分化
技术，但技术上的局限性并不影响对 hESCs 多向诱
导分化能力的评价。一种可行的方式是利用现阶段

周隙，连续 6 周以上观察畸胎瘤形成及生长行为。

较成熟的、能代表三个胚层细胞分化能力的诱导分

选择睾丸而非皮下接种的主要原因是，使用细胞数
量少，便于直接观察。6 周后，对接种 hESCs 的小

化技术为代表，如可用神经前体细胞、心肌前体细

鼠睾丸进行解剖、组织切片和 HE 染色，以观察畸

内胚层细胞诱导分化能力。因此，本课题组主要选
择 hESCs 向神经前体细胞、心肌前体细胞和肝前体

胎瘤细胞形态学特征。分析中，以畸胎瘤周边正常
睾丸的腺体组织作为阴性对照。本课题组的检测经
验显示，30~60 代次的 hESCs“种子细胞”均具有
形成畸胎瘤的能力，其大体解剖学特征为在细胞接
种处形成远大于正常睾丸的深褐色组织 ；组织切片
和 HE 染色后，可见到大量内胚层来源的消化道上

胞以及肝前体细胞的诱导分化能力分别代表外、中、

细胞的分化作为代表，用于评价 hESCs“种子细胞”
多向诱导分化能力。其中在神经前体细胞诱导分化
中，先将胚胎干细胞悬浮培养形成 EB，第 8 天将
EB 加入铺有特定基质的培养皿表面以促其贴壁，

皮腺体样组织和血管组织、中胚层来源的脂肪组织，

并将此前使用的拟胚体培养液更换为神经诱导培养
基。细胞贴壁后 4~5 d 形成典型的玫瑰花环样结构，

以及外胚层来源的牙齿及神经组织等，即证明所接
种的 hESCs 具有体内向三个胚层组织分化的多能性

免疫荧光法检测显示细胞表达神经分化的标志分子
Pax6 ( 图 7A) ，PCR 检测显示神经分化的标志基因

( 图 6A~C)。

(OTX2) 表达水平为分化前的 3~4 倍 ( 图 7B)。在心

1.3.4 hESCs多向诱导分化能力的评价

肌细胞诱导分化中，按文献报道的方法进行诱导分
[45]
化 。诱导分化 14 d 后，免疫荧光法检测可显示

理论上，hESCs 具有多能性，即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分化为三个胚层来源的所有细胞系，这一能力
是 hESCs 在再生医学中得到广泛应用的重要生物学

心肌分化的标志分子 cTNT 表达为阳性 ( 图 7A) ，
PCR 检测可显示心肌分化的标志基因 ISL1 表达为

[7]
基础 。现实中，由于诱导分化技术发展的局限性，

阳性，而未经诱导分化的 hESCs 检测不到 ISL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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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表达 ( 图 7B)。在 hESCs 向肝前体细胞分化中，
本课题组采用 Wnt3a 和 Activin A 共同作用无饲养

1.3.5

层培养体系培养的 hESCs，1 d 后用 B27 替代 Wnt3a
和 Activin A 再培养 2 d，然后采用含有 20% KOSR

化能力，在一定程度与其高水平的端粒酶活性相关，

端粒酶活性
ESCs 的无限增殖和自我更新能力以及多向分

(knockout serum replacement) 的培养条件继续培养

而高水平端粒酶活性是维持遗传物质染色体两端端
粒 ( 染色体末端富含鸟苷酸的重复序列结构 ) 适当

3~6 d，并于诱导分化开始后的第 10 天用免疫荧光

的长度所必需的。与 ESCs 相反，终末分化细胞的

法检测肝前体细胞的标志分子 AFP ( 诱导分化的细
胞结果应为 AFP 表达阳性 )( 图 7A)，同时用 PCR

端粒酶活性通常维持在极低水平，致使其随着分裂

法检测肝前体细胞的标志基因 HNF4α 的表达 ( 图
7B，诱导分化的细胞 HNF4α 表达水平约是诱导前

增殖停止、衰老及最终的细胞死亡。而当分化的细

37 倍 )。

持其不断的或失控性的增殖 [46]。因此，可利用端粒

次数的增加，端粒的长度不断缩短，最终导致细胞
胞发生癌变后，可重新获得较高的端粒酶活性以维

对一株代次为40代的hESCs向外、中、内胚层代表性前体细胞(即分别是神经前体细胞、心肌前体细胞和肝前体细胞)诱导分
化能力的检测。A，免疫荧光染色检测诱导分化后，相应胚层细胞特定基因表达水平。特定基因分别为：Pax6 (神经前体细
胞)、cTNT (心肌前体细胞)、AFP (肝前体细胞)。 B，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诱导分化后，相应胚层细胞特定基因表达水平。代
表基因分别为：OTX2 (外胚层)、ISL1 (中胚层)、HNF4α (内胚层)。

图7 hESCs“种子细胞”多向诱导分化能力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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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活性作为替代性分子标志物，反映不同类型细胞
的生物学功能和状态。就 hESCs“种子细胞”而言，

可分别建立 hESCs“种子细胞”的质量评价体系和
经 hESCs 诱导分化成目标细胞 ( 前体细胞和 ( 或 )

可建立基于端粒酶活性的生物学效应实验，间接评

终末分化细胞 ) 的质量评价体系。

价其“干性”和多向分化的潜能

[47]

。对正常终末分

而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是针对相应细胞风险因

化的细胞而言，可利用端粒酶活性间接判断其癌变

素而考虑的。所有风险因素可归类为干细胞生物学、

的可能性。

遗传学和微生物学相关风险因素，已确立的风险因

目前本课题组常使用的端粒酶活性检测技术主
[48]
要是定量 PCR 方法 ( 图 8)。检测结果显示，第

素和未完全确立的风险因素，直接或间接的风险因
[49]
素 。就 hESCs“种子细胞”而言，不同类型的风

30、36 及 41 代次的 hESCs 均保持较高的端粒酶活

险因素可通过上述 hESCs“种子细胞”关键质量属

性，其活性甚至远高于许多恶性肿瘤细胞的端粒酶
活性 ( 图 8)。

性，即细胞鉴别、微生物安全性及“干性”来表现，

2

的未完全确定的风险因素和间接风险因素。此外，

建立临床研究用hESCs“种子细胞”质量

评价技术和质量标准

其中“干性”的质量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细胞
由于干细胞产品属治疗性细胞产品，其有效性在未
来产业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判断其生物

hESCs 在干细胞生物学特性、安全性和生物学
有效性等方面，以及从最初的细胞获取到最终应用
于临床的细胞制剂制备全过程，均较各类成体干细
胞复杂得多，因此，建立有效的 hESCs 质量评价体
系是极其复杂的。一个有效的策略是对制备全过程
各主要阶段的细胞分别建立相对应的评价体系，如

学有效性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综合考虑关键质量属性、相关风险因素及与临
床应用相关的生物学有效性，针对 hESCs“种子细
胞”，可建立以细胞鉴别、细胞微生物学安全性检测、
细胞干性检测、多能性检测和细胞活性检测等为主
要检测内容的质量评价体系 ( 表 2)。

3

总结及展望

在现阶段干细胞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情况下，建
立综合有效的临床研究用 hESCs 及其分化细胞的质
量评价体系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
目前我国 hESCs 及其分化细胞质量评价体系
的建立仍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并存在多个瓶颈因
素和挑战，包括以下几方面。(1) 质量标准很难确定。
目前除微生物安全性标准和部分细胞鉴别标准外，
其他方面很难建立更明确的质量标准 ( 如量化的“干
性”水平和向三胚层特定细胞分化的能力 )。(2) 许
多检测技术为定性而非定量分析技术。(3) 严重缺乏
经PCR方法检测发现，来源于同一细胞株但处在不同代次
(30、36和41代)的hESCs细胞均表达较高的端粒酶活性，甚至

有效的标准物质，如标准细胞、分析用标准物质等。

显著地高于人肺上皮细胞恶性肿瘤A549细胞的端粒酶活性。

为辅助《管理办法》和《指导原则》的有效实
施，并推动 hESCs 相关临床研究的开展，非常有必

图8 不同代次hESCs的端粒酶活性检测

要建立 hESCs 相关的质量控制体系，包括质量管理

表2 拟建立的hESCs质量评价体系的具体检查内容
检查项目
细胞鉴别试验
细胞微生物学安全性检查
胚胎干细胞干性检测
胚胎干细胞多能性检测
细胞活性检测

具体内容
细胞形态、STR、同工酶、细胞标志物(流式细胞法)、种属鉴定及种属间细胞交叉污染检测、
染色体核型检查(计数+G显带)
细菌、真菌、支原体检查，细胞内、外病毒因子检查，内毒素检测
碱性磷酸酶染色、免疫荧光检测多能性基因的表达，以及多能性基因表达产物的PCR法检查
类胚体分化能力、畸胎瘤分化能力、外胚层分化能力、中胚层分化能力、内胚层分化能力
细胞存活率、细胞群体倍增时间和生长曲线、端粒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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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质量评价体系。现阶段，可按临床适应症和
产品制备的阶段性，分别设计和建立各阶段相对独
立又相互关联的质量评价体系。以“种子细胞”评

[11]

价体系为起点，建立与之相关的饲养层细胞质量评
价体系，后续再分别建立各类 hESCs 诱导分化细胞
的质量评价体系。随着这种模式的质量评价体系建

[12]

设工作的不断扩展和深入，相信未来会逐步建立起
综合、有效、全面的 hESCs 质量评价体系，为 hESCs
相关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撑。
致谢 ：特别感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细胞资源
保藏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吴雪伶、樊金萍、赵翔和冯

[13]

[14]

建平等同志在细胞微生物检定中所给予的帮助，以及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计划生育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

[15]

实验室王磊同志对本文相关实验内容做出的贡献。
[16]

说明 ：本文仅对作为“种子细胞”的人胚胎干细胞
的质量控制内容进行概述，未对文中所涉及的实验
方法做详细描述，如需具体实验方法请参考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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