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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洋，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干
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干细胞分会理事。2004 年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2005—
2010 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工作，历任研究助
理、助理科学家 (Assistant Scientist)，2011 年 1 月加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围绕干细胞研究及医学转化，重点研究神经分化的机制、人脑发育的特点、干细
胞及转分化来源功能细胞的系统化评估等科学问题。目前承担国家重大科学计
划、
“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战略先导专项等课题。建立了人
多能干细胞定向分化至特定细胞的系统，指导人胚胎干细胞、iPS 细胞定向分化
为神经系统的多种神经和胶质细胞，并发现人胚干细胞和 iPS 细胞神经分化的特
点。研究成果发表于 Cell Stem Cell、PNAS、Cell Research、Development 等期刊，
获美国专利 2 项。这些成果在解答生命科学基础问题的同时，在医学和药学领域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人胚胎干细胞来源多巴胺前体细胞治疗帕金森病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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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帕金森病 (Parkinson’s disease, PD) 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人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由中脑腹侧的

多巴胺能 (dopaminergic, DA) 神经元缺失造成。这类疾病可通过移植由人胚胎干细胞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hESC) 或其他途径获得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实现治疗。然而，在应用于临床之前，需要对这些多巴胺能
神经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合适的动物模型中进行充分、全面的评价。为评价由临床级人胚胎干细胞分化
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是否安全、有效，根据先导专项部署，我们建立了 MPTP 诱导的帕金森病猴模型，并将
由人胚胎干细胞定向分化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植入受损猴脑区。结果表明，在所有接受细胞移植的猴中，未
发生移植细胞形成的肿瘤和继发肿瘤。移植细胞可分化为多巴胺能神经元并使局部多巴胺水平提高，带来
不同程度的行为学改善。这些发现提示，多能干细胞分化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移植治疗帕金森病安全、有效，
可进一步应用于帕金森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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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paminergic (DA) neurons in the ventral mesencephalon. Because of its nature of cell degeneration, PD is fairly
suitable for cell replacement therapy, using DA neurons or progenitors from various sources, such as differentiation
of hESCs. Yet, these hESC-derived progenies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assessed for safety and efficacy before
transplantation into patients. Using MPTP-induced monkey models of Parkinson’s disease, we transplanted hESCderived DA progenitors into monkey brains for long-term evaluation. We found all monkeys that received cell
transplantation exhibited variable but discernible behavioral improvement without tumor formation from graft cell,
indicating that hESCs are reliable cell sources for treating neural degenerative diseases such as PDs.
Key words: embryonic stem cell; Parkinson’s diseases; regenerative medicine;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Stem Cells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Research

人体的许多重要器官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老化
而出现病变。帕金森病 (Parkinson’s disease, PD) 正
是一种多发于中老年人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主要病
理特征是中脑黑质多巴胺能 (dopaminergic, DA) 神
经元的大量死亡，从而导致脑内多巴胺合成减少。
多巴胺是调控神经、精神活动的重要递质，经黑质 -

胞临床转化应用三个方面系统攻关，并发挥引领及
示范作用。开发利用细胞替代实现治疗的策略是该
专项的重要内容之一。为研究 hESC 来源神经干细
胞可否用于治疗 PD，本课题组从临床级胚胎干细
胞体外分化到 DA 神经元，并在食蟹猴 PD 动物模

纹状体束转运至纹状体的尾状核和壳核细胞 ，缺

型中对这些细胞进行了长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
价。在此，我们结合这些工作对 PD 及治疗进展情

失时会出现动作迟缓、肌肉僵硬、静止性震颤及运

况进行综述。

[2]

动功能减退等，后期常因无法行走而卧床不起。PD
严重影响人的生活质量，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沉重

1

PD的传统治疗

的经济和精神负担。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方法可以治
愈 PD。

迄今为止，口服左旋多巴法或辅以服用多巴胺
受体激动剂仍是临床上治疗 PD 的标准方法。该方

自然界中，某些动物，如蝾螈、壁虎等具有再

案可以有效地控制患者症状，在患病早期效果尤为

生能力，当肢体损伤后可通过再生实现修复。但是，

明显。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长期的药物治疗效

对高等动物而言，当组织、器官损伤后只能通过补

果会变差，同时会产生恶心、呕吐、异动症、运动

充外源性移植物实现修复。近二十年，再生医学研
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干细胞研究所取得

波动、精神症状等副作用，以及由于受体失敏而导
[3]
致的开 - 关现象等 。脑立体定向毁损丘脑底核细

的成就，为人类面临的众多医学难题，如修复机体
损伤带来了新的希望。对 PD 这类退行性疾病，传

胞、深度刺激苍白球，或直接向病变区域注入胶质
细胞神经营养因子，也可以有效缓解 PD 的症状 [4-5]。

统的药物治疗很难发挥作用，利用干细胞分化得到
DA 神经元对 PD 进行细胞替代治疗，有希望从根

然而，不论是药物治疗、外科手术，还是神经因子
注射，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PD 患者的运动功

本上治愈疾病。

能障碍，但对非运动功能症状，如痴呆等并无改善。

人胚胎干细胞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hESC)
是从早期胚胎中分离出来的一类细胞，它在体外可
[1]

以无限增殖，具有发育的全能性 。在特定环境下，
能分化为机体几乎所有的细胞类型，也为重造人类
组织和器官提供了可能。将 hESC 分化成特定类型
的功能细胞 ( 如心肌细胞、胰岛细胞、神经细胞等 )，
再将这些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能够替代损伤的组
织，实现治疗目的。然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尚有
许多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和关键技术需要解决。
为解决再生医学研究和应用中的主要问题，中

主要原因是这些方法最多只能保护已有神经元不继
续死亡，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症状加重，但无法使受
损的神经元再生，也无法从根本上治愈 PD。因此，
开发能从根本上治愈 PD 的新疗法是基础研究和临
床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2

PD的干细胞治疗
由于 PD 主要由黑质区的 DA 神经元缺失造成，

对于这类由特定类型细胞变性和功能缺失所导致
的疾病，细胞替代治疗成为未来治疗 PD 的基本共

国科学院启动了“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战略性

[6]
识 。通过向受损区域补充 DA 神经元，理论上有

先导科技专项，从重大理论、关键核心技术及干细

可能恢复或重建原有的功能。胎儿中脑组织中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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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数量的 DA 神经元或其前体，在进行了一系列
的动物模型试验后，科学家们于 1987 年进行了首

次，现有的 hESC 的分化方法效率不高，残留的未
分化 hESC 移植到患者体内后有致瘤的风险，因此

次临床胎儿中脑组织移植治疗 PD 的试验 [7]，结果
表明，此方法对 PD 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有明显的改

需要进一步优化分化方法。
孤雌 hESC 是用卵母细胞孤雌激活发育而成的

善。但在随后的大规模临床试验中，由于实验设计、

囊胚建立的，由于是单性来源，免疫排斥性较低，

病例选择、移植物缺乏标准化等原因，许多病例的

在异体组织移植中减少了免疫排斥反应的发生几
率。为获得大量、高纯度的、适合 PD 临床治疗的

最终疗效相差甚远

[8-9]

。更重要的是，在个别病例

中发生了一系列副作用，如移植诱发的运动障碍
等 [10]。尽管如此，这些试验表明 DA 细胞移植的确
是一种非常有希望的治疗策略。然而，由于难以得

功能细胞，本课题组使用孤雌 hESC 进行了体外分
化条件的摸索。
3.1 悬浮分化法

以标准化，以及伦理问题等，胎儿脑组织移植难以

无饲养层培养的孤雌 hESC 在分散酶 (dispase)
作用下消化成单细胞，用 hESC 培养液进行悬滴培

大规模开展。如何获得足够量的、具有统一标准的
DA 神经元，并通过细胞移植恢复神经环路中的

养 4 d 后形成拟胚体，之后更换神经分化培养基，
15 d 左右长出典型的神经管样“rosette”结构。免

DA 递质水平，一直是 PD 治疗研究的热点。hESC

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分化得到的 rosette 样结构表
达神经上皮细胞的标记物 PAX6 和 SOX1 ( 图 1)。

到大量的胎儿中脑组织，移植物质量参差不齐且难

具有无限增殖和分化为包括 DA 神经元在内的所有
细胞类型的能力 [6]，成为细胞替代疗法的一种重要
的细胞来源。hESC 分化来的中脑 DA 神经元在植
入大鼠 PD 模型后，可以长期存活并补充原有的
DA 神经元缺失，其形态和标志物表达与移植人胎
脑 DA 神经元的对照组非常相似 [11]，提示 hESC 可
以作为 PD 临床治疗的细胞来源。

3

hESC体外定向分化

要实现多能干细胞的临床应用，需要解决一系
列问题。首先，基于 hESC 的治疗可能会引起免疫
排斥，虽然诱导性多能干细胞 (iPSC) 技术可以有效
解决这一问题，但个体化治疗成本高、周期长，折
衷的方案是建立覆盖整个人群的 hESC 细胞库。其

通过该方法可将孤雌 hESC 分化为早期神经干细胞。
此后，得到的神经前体细胞可向不同的方向继续进
行分化，如在 FGF、RA 等作用下向中脑或脊髓分化，
并进一步分化为不同的神经细胞类型。在此时期，
加入一定浓度的 FGF8 和 SHH 可诱导神经上皮细
胞分化出一定量的 DA 神经元。
3.2 单层分化法
单层生长的 hESC 可通过直接改变培养条件进
行单层分化。通常，分化第 15 天时神经前体细胞
表达 PAX6、SOX1 和 OTX2，但较少表达 HOXB4 ( 图
2)。此后，将这些细胞继续分化至约 25 d 时，细胞
呈现典型的中脑 DA 神经元前体的特征。分化第 45
天时，对神经元进行免疫荧光染色，发现这些细胞

图1 孤雌hESC分化第15天后神经上皮细胞表达PAX6、SOX1及前、中脑标记物OTX2，
较少表达脊髓及后脑标记物HOXB4。标尺 = 10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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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达 DA 合 成 的 限 速 酶 酪 氨 酸 羟 化 酶 (TH)， 以
及 调控中脑 DA 神经元分化的关键因子 LMX1A、

这类影响到锥体外系的神经退行性病变，啮齿类模

NURR1。与 NURR1 信号通路一道参与 TH 合成的

于影响到复杂运动调控的神经系统疾病而言，非人

[12]

下游基因 EN1 也检测到有一定的表达 ( 图 3) ，说
明用这种方法可以将孤雌 hESC 分化为成熟的中脑

型在许多方面往往不能有效地模拟疾病。因此，对
灵长类模型就显得格外重要。猴作为一种身体结构、

DA 神经元。

机能非常接近人类的大型灵长类动物，非常适合进
行相应的临床前研究。通过颈内动脉注射 MPTP，

可见，无论利用三维的 EB 分化法还是 Studer
的单层细胞分化法，都能将 hESC 在临床级培养环

可造成 DA 神经元选择性损伤，从而建立与临床特
征较为一致的 PD 猴模型。在将由多能干细胞分化

境下分化至神经上皮细胞、DA 神经前体细胞以及
成熟 DA 神经元。

的神经细胞应用于临床治疗之前，可应用这种模型

4

价和充分的验证。

灵长类PD模型评价移植细胞的安全性和有

对细胞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等关键问题进行全面的评

效性

研究显示，向非人灵长类 PD 模型脑内移植由
hESC 分化的 DA 神经元一段时间后，可取得非常

目前，最常用的 PD 动物模型是啮齿类模型，
主要是小鼠和大鼠模型，多通过脑局部注射 6- 羟

。猴 iPSC 诱导的 DA 神经元自
体移植研究表明，食蟹猴 iPSC 分化的多巴胺能神

基多巴胺 (6-OHDA) 制备。利用这些模型，可以有

经元能存活长达两年以上，可见轴突生长和多巴胺
的合成。一只 PD 猴在移植后 PD 症状逐步改善，

效地验证移植细胞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是，由于
啮齿类与灵长类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尤其对于 PD

明显的治疗效果

[13]

运动能力接近正常水平

[14]

。另有研究评价了来源于

图2 单层法分化hESC至第15天，细胞表达PAX6、SOX1及部位特异性标记物HOXB4、OTX2。标尺 = 100 μm

图3 单层法分化hESC至第45天，细胞表达DA神经元标记物LMX1A、TH、NURR1、EN1等。标尺 = 10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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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发育阶段脑的神经干细胞的治疗效果，这些神

等新的技术将使患者对细胞移植的接受度进一步提

经干细胞也能大量增殖并能分化为多种神经细胞类
型，在移植入 PD 模型猕猴脑内后，可使猴脑内

高。原位神经干细胞激活与修复、体内直接转分化

+

+

TH 和 VMAT2 细胞显著增多并能有效改善 PD 症

等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的治疗途径将会得到进一步
发展，并可能成为治愈 PD 的重要途径。

状 [15]。通常情况下，胚胎干细胞和神经干细胞在体

[参

内分化的不可控性，并不适合直接移植。此外，神
经干细胞倾向于分化为中间神经元类型和星形胶质
细胞，很难产生足够数量的 DA 神经元，而且直接

[1]

移植干细胞还有可能导致过度增生的情况。从治疗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综合考虑，移植已经定向的 DA

[2]

前体细胞更具可行性。

[3]

本课题组也利用食蟹猴 PD 模型，系统评价了
临床级孤雌 hESC 来源的 DA 前体细胞和神经元移
植治疗帕金森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我们将带有荧
光标记的孤雌 hESC 分化至 DA 前体细胞和 DA 神
经元，随后植入 MPTP 诱导的 PD 猴模型特定脑区
+
内，发现移植的 TH 神经元细胞可在脑内长期存活，
并进一步分化为形态、功能良好的神经元。在长达
两年的研究中，在细胞移植部位未见由移植细胞形
成的肿瘤，在身体其他部位未见继发性肿瘤形成。

[4]

[5]

[6]

[7]

行为学 ( 包括运动、取食、姿态等 ) 检测表明，部
分接受细胞移植的 PD 模型有明显的行为学改善。
这些结果说明，孤雌 hESC 可作为一种较理想的细
胞来源用于分化为其他类型的功能细胞。由临床级
孤雌胚胎干细胞分化的 DA 前体细胞可用于治疗
帕金森病。

[8]

[9]

临床移植多巴胺神经元最终治愈帕金森病所要
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移植后的神经细胞能否
存活并与脑内原有的细胞建立联接，并形成神经环

[10]

路。由于大脑结构的复杂性和调控的精密性，移植

[11]

位点、移植细胞的质和量对于细胞移植效果的影响
非常大。本课题组的结果显示，细胞注射的准确程
度至关重要，只要能在关键区域内使 DA 水平有少
量的提高，即可产生行为学上的改善。这提示在实

[12]

际临床应用中，需要选择合适的移植位点，建立优
化的移植方案以及一整套临床操作规范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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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结语
未来的 PD 临床治疗将是基于干细胞与再生医

[14]

学概念的更简单、有效、安全的综合治疗。细胞质
量将会进一步提高，产量也会得到保证。移植物将
趋向于模块化，由神经细胞与胶质细胞或生物材料
组成的有效功能单元，经过严格的质控和评价最终
形成产品。移植手段将会有新的创新，微创、介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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