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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与再生研究前沿”论坛综述 

2017 年 12 月 4 日和 6 日， “发育与再生研究前沿”论坛在上海

复旦大学和昆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先后举办。论坛由

中国科学院学部学术与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生命科学》(SCLS)

和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BIS)共同主办，复旦大学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

学生物学研究所医学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分别承办。8 位来自美国的

知名学者受邀作报告，内容涵盖发育与再生研究的诸多前沿方向。 

本次论坛是 SCLS 与 CBIS 生命科学研讨会（SCLS-CBIS Joint 

Life Science Research Workshop）第二次学术活动，也是中国科学院学

部“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的组成部分，旨在为国内外科研工作者提供

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平台，促进国内相关领域研究进展，同时进一步推

动 SCLS 的国际化进程，提升刊物影响力。 

一、论坛概况 

论坛主题为“发育与再生：精度与可塑性的交互作用”。在开幕式

上，论坛主席孙欣教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代表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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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致开幕辞，介绍了论坛的背景和情况。SCLS 副主编钟伟民教授

（Yale University）介绍了 SCLS 的发展历程、刊物特点和优势以及与

CBIS 合作办刊的情况，并呼吁广大科研人员支持 SCLS 的发展。复

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董爱武教授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常务副所长、医学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彭小忠教授分别作为东道

主致欢迎辞。论坛由孙欣教授主持。 

二、论坛主题报告 

报告内容涵盖了发育与再生研究领域的诸多前沿问题，如发育过

程中的信号通路、器官再生与肿瘤、干细胞时空命运调控等方面。 

（一） 发育过程中的信号通路 

发育过程中需要多种信号通路参与，而这些信号通路会受到严格

而精确的调控，从而达到发育的高度有序性，如果出现异常将会导致

诸多发育源性疾病。论坛上 Phil Soriano 教授（M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of New York University）和 John Wallingford 教授（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报告与此有关。有意思的是，两人的报告虽然信

号通路不一样，但都涉及到了颅缝早闭这种发育异常疾病。 

Phil Soriano 教授阐述了“受体酪氨酸激酶信号通路在发育中的作

用”。受体酪氨酸激酶（RTKs）通过结合细胞表面上的生长因子，从

而产生调控发育进程一系列细胞反应。比如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FGF）信号，它决定了在发育和疾病中重要的多个过程，在早期小

鼠发育中，FGF8 和其受体 FGFR1 能够参与原肠作用调控上皮间质转

化（EMT），Fgf4 和其受体 Fgfr1 和 Fgfr2 能够控制外胚层和原始内胚

层谱系命运决定，因此 Fgfr2 敲除胚胎在 E10.5 死亡，而 Fgfr1 敲除

胚胎在 E5.5 天死亡。同样，FGFR1 被发现对胚胎中线（midline）发

育至关重要，而 FGF8 同样是胚胎面中部整合所必需的。通过 wnt-1 cre 

介导的 Fgfr1/2 双敲除小鼠在 E9.5 出现了形态发生缺陷，通过流式分

选显示在 Fgfr1/2 双突变小鼠中神经嵴细胞的数量明显减少，而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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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 Fgfr1/2 条件双敲除小鼠中的细胞增殖减少，并伴随细胞凋亡的

增加。提示 FGFR1 和 FGFR2 在神经嵴细胞中协同作用来调节面部闭

合，而其中 FGFR1 起主要作用。 

受体酪氨酸激酶受体由细胞外配体结合结构域、单个跨膜结构域

和含有催化酪氨酸激酶的胞内结构域和受体本身或各种相互作用蛋白

质磷酸化的调节序列组成。一旦被激活，RTK 结合信号分子并通过各

种细胞内信号传导途径募集效应蛋白介导下游细胞应答。许多证据表

明，通过 Frs2 诱导的 Erk1/2 信号传导是 Fgf 受体（Fgfrs）下游的主要

效应途径，但是也存在另外的不依赖 Erk1/2 的信号传导途径。为了探

索 Fgfrs 在体内通过下游信号行使多种功能的机制，阐明多个信号通

路如何协调来指导细胞过程，Soriano 教授等人在小鼠中设计了等位基

因系列的敲入点突变，包括 Frs2 蛋白结合的 Leu423，Val429；Crk 蛋

白结合的 Tyr463，Plcγ蛋白结合的 Tyr766，Grb14 蛋白结合的 Tyr776

位点等，从而单独和组合地破坏 Fgfr1 信号传导功能。结果显示，Fgfr1

信号要求是情景依赖的，但 Leu423，Val429 位点（即 Frs2 与 Fgfr1 的

结合位点）在该发育过程中具有最核心的功能，Frs2 与 Fgfr1 结合的

丧失引起围产期致死性并影响多种情况，表明 Fgfr1-Frs2 信号传导在

发育中具有多重功能。尽管 Frs2 在 Fgfr1 信号传导中具有显著的重要

性，但是 Fgfr1 所有的信号传导功能都不能归于 Frs2，因为 Fgfr1F / F

突变体显示出比 Fgfr1 5 个位点全突变体（FCPG）表型（E10.5 致死）

要弱（C < CPG < F < FCPG < Null）。除了 Frs2 之外，Crk 蛋白和 Plcγ

也有助于 Erk1 / 2 激活，影响颅面和骨骼的发育。按照同样的方式，

他们还分析了 Fgfr2 信号转导突变，揭示了 FRS2 的 ERK1/2 信号传导

同样是最重要的，但这些突变都不能概括 Fgfr2 胞内段缺失的表型，

提示额外的 FGFR 信号传导途径仍有待确定。 

另外，Phil Soriano 教授在介绍太少的磷酸化导致面部裂后，还介

绍了太多的磷酸化会导致颅缝早闭（craniosynostosis）。颅骨（skull）



 4 

分为脑颅（neurocranium）和面颅（viscerocranium）。脑颅是通过膜内

成骨形成，从而保护大脑，它包含五个“扁平”的骨头：两个额骨，两

个顶骨和一个不成对的顶间骨。额骨和顶间骨起源于神经嵴；顶骨来

自中胚层。人类（和小鼠）出生时具有未融合的缝（unfused suture）

从而容许大脑的生长。随后，人类脑颅的所有缝或小鼠的额间缝融合。

骨缝过早融合会限制脑部的生长，这是一种被称为颅缝早闭

（craniosynostosis）的疾病。Phil Soriano 教授发现内源性 PDGFRα活

性的严格调控是正常小鼠发育的必要条件，PDGFRα活性失调导致颅

缝早闭。PDGFRα 的组成型激活会导致小鼠从 E16.5 开始的冠状缝的

颅缝早闭，进一步发现冠状缝下面的软骨的扩张，通过 PI3K 和 PLCg

信号通路的激活来促进软骨内骨化，从而导致骨缝闭合，这可能是颅

缝早闭的潜在机制。 

  John Wallingford 教授主要介绍了“CPLANE 蛋白在纤毛发生

（ciliogenesis）以及疾病中的作用”。他先阐述了使用不同的模式生物

（爪蟾以及小鼠）的优缺点，以及如何开展课题，比如他所讲到的如

何从极少了解的蛋白（CPLANE 蛋白）入手，建立与知名信号通路

（Shh）之间关系，甚至与临床疾病之间的联系。 

纤毛是由微管为主形成的突出于细胞表面的结构，可以参与调节

细胞信号转导, 而且在维持胚胎形成和器官发育等方面也起到重要作

用。纤毛结构或功能缺陷会导致一系列的人类疾病，如先天性心脏病、

肝纤维化、多囊肾、视网膜变性、嗅觉丧失症等。Wallingford 等人发

现了一组蛋白，命名为 CPLANE（Conserved Ciliogenesis and Planar 

polarity Effectors，保守的纤维发生和平面极性效应分子）蛋白，包含

Intu, Fuz, Wdpcp/Fritz 三个成员，它们构成了纤毛功能发挥的部分基

础。一直以来，对这三个成员在机体内的功能以及作用机制了解甚少。

如果 CPLANE 蛋白存在缺陷，将会引起严重的纤毛类疾病，并且通常

都是致死的。他们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准确地找出了三个蛋白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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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发现 CPLANE 蛋白(Inturned, Fuzzy 和 Wdpcp) 能在纤毛基底

依次组装，并且与诸多纤毛病相关蛋白，如 Jbts17 相互作用，进而招

募和组装 IFT-A 复合体。实验结果还显示，CPLANE 蛋白对于 IFT 蛋

白的转运功能以及 Hedgehog 信号的传递等都是必要的，这就像信号

中心为信号传播提供基础，从而共同构成了纤毛功能发挥的基础。如

果这些蛋白的表达受到干扰，会导致细胞交流受损，并可以在小鼠模

型上观察到纤毛类疾病的发生。该研究团队还在存在类似先天性缺陷

的病人中进行了基因筛选，发现如果相同的基因发生突变也会导致人

类出现纤毛类疾病，如口-面-指综合征（Oral-Facial-Digital Syndrome）、

短肋-多指（趾）综合征(Short Rib-Polydactyly syndrome)。 

另外，CPLANE 蛋白对颅骨的正常发育也是必要的。Fuz 突变小

鼠出现明显的颅缝早闭（craniosynostosis），表现为只有单一一对骨包

围前脑，而不是通常配对的额骨和顶骨。这种缺陷源于神经嵴源性额

骨的过量扩张，这种扩张的发生是以中胚层来源的顶骨为代价的，这

些顶骨会严重缩小甚至缺失。在 Hedgehog 信号缺失的 Gli3 突变小鼠

中观察到类似表型，说明这与 Hedgehog 信号在纤毛介导的作用一致。

同时，Fuz 突变小鼠出现明显高拱形腭裂（High-arched palate），这也

是一种典型的纤毛病。Fuz 突变小鼠会导致颅面部 fgf8 基因的过量表

达，而减少 Fgf8 基因的表达量，比如缺失 fgf8 的一个等位基因等可以

明显改善缺陷 Fuz 突变小鼠的这些缺陷。另外，Wallingford 还简要介

绍了纤毛介导的 Hedgehog 信号传导在小鼠喉部发育中的作用，并揭

示轻度喉部缺陷与发声的声学结构的变化相关。这些工作揭示了一些

鲜为人知的基因突变如何阻碍特定蛋白发挥作用，影响细胞间的信息

交流，并且揭示了一些尚未知晓的纤毛病的发育病因，并提示颅骨和

腭部缺陷可能的共同发育起源机制。 

（二） 干细胞命运决定中的时空调控机制 

在发育过程中，干细胞的命运决定是其中核心的过程，其受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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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和空间上的严格调控，这也是发育生物学领域的研究重点。本次

论坛中钟伟民教授、Deneen Wellik 教授（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

Ophir Klein 教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分别阐述了

这方面的进展。 

钟伟民教授讲述了“哺乳动物干细胞数量和命运的调控机制”。干

细胞的定义就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能力和分化成多种功能细胞的多潜

能细胞，但是它们如何选择，是自我增殖还是分化目前还不清楚。神

经干细胞作为一类特殊的干细胞具有对称分裂和不对称分裂两种分裂

方式，对称分裂主要增加干细胞的数量，不对称分裂在保证干细胞自

身数量的同时，可以分化成子代其他类型的细胞，在该过程受到内源

性分子和外源性分子的多重调控。他们发现Numb和Numbl（Numblike）

在干细胞自我增殖和分化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Numb 和 Numbl 广

泛地表达在小鼠的各个器官中，两者在功能上有冗余，将两者同时敲

除后，小鼠的胚胎无法正常发育，用干细胞的 Marker（Pax6，paraxis）

检测发现敲除小鼠中干细胞的数量明显减少，提示 Numb 和 Numbl 对

于全身各部位干细胞的发育是必不可少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脊髓

中条件性敲除 Numb 和 Numbl，小鼠的神经干细胞的数量也明显减少，

而且是由于神经元增多导致的，同时伴随着大量的细胞凋亡。同时，

钟伟民教授研究组还发现 Numb 和 Numbl 是乳腺正常生长过程中关键

的基因，敲除两者使得乳腺细胞的生长发生异常，而原因是由于乳腺

干细胞数量的减少。此外两者敲除还会降低小鼠患乳腺癌的风险，提

示 Numb 和 Numbl 可能作为乳腺癌治疗的新靶点。 

神经发生（neurogenesis）是大脑皮层发育重要的过程，它可以产

生大脑中所有的神经元和胶质细胞，同时也是研究神经干细胞（Radial 

glial cells，RGCs）如何平衡自我增殖和分化的良好模型。神经发生过

程主要指的是 RGCs 随着大脑皮层的发育，干细胞潜能逐渐降低，依

次产生大脑皮层第 II~VI 层神经元的过程，是“由内到外”的产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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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生在胚胎期（小鼠为 E10-E17），而成年后神经元的数量不会增

多，一旦损伤就无法修复，因此神经发生异常将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

果。神经发生过程中，RGCs 具有两种不对称分裂方式，一种是不对

称分裂后产生一个干细胞和一个神经元，通常是第 V、VI 层神经元，

另一种是产生一个干细胞和一个中间前体细胞（Intermediate progenitor 

cells，INPs），中间前体细胞在经过对称分裂产生两个神经元，通常是

第 II~IV 层神经元。钟伟民教授研究组发现在大脑皮层中敲除 Numb

和 Numbl 会导致 RGCs 的数量明显减少，如果在敲除小鼠中过表达

Numb 可以拯救干细胞减少的表型。Numb 在 RGCs 中的分布具有两种

形式：对称型和不对称型，具有对称型 Numb 的干细胞进行自我增殖，

而不对称型的主要进行分化。如果将对称型 Numb 过表达，使得 RGCs

一直处于自我增殖的状态，但是最终却没有观察到 RGCs 的数量明显

增多。于是他们提出假说，在干细胞的自我平衡过程中存在一种“计数”

的机制，当干细胞要增殖时它会告诉旁边的细胞去凋亡或者分化，维

持干细胞的总数，而细胞凋亡过程中 p53 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细

胞分化则由另外一条通路控制。除此之外，神经干细胞还存在另一种

“计时”的机制，即随着发育的进行在特定的时间点产生特定类型的神

经元，该过程受到依赖 miRNAs 和不依赖 miRNAs 的双重调控。在大

脑皮层发育的过程中，皮层底层（第 V、VI 层）和上层（第 II~IV 层）

的形成是不依赖于 miRNAs，而底层特化为第 V、VI 层以及上层特化

为第 II~IV 层则需要 miRNAs 的参与，为进一步了解干细胞谱系命运

调控机制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Deneen Wellik 教授讲述了“Hox 基因与骨骼间充质干细胞的来源

和功能的关系”。Hox 基因是在果蝇中发现的重要基因之一，它具有庞

大的家族成员，可以精准地调控果蝇各个体节的生长发育。一旦 Hox

基因发生突变，会导致身体的一部分变形，同样的过表达相应体节对

应的 Hox 基因，可以诱导产生相应的体节，比如让果蝇长出另一对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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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或者另一对足。Hox 基因的排列顺序与其控制的部位顺序具有相关

性，例如靠近 3’端的基因对应于动物的身体前部，靠近 5’端则对应于

身体的后部，而且在各种动物中均存在 Hox 基因这种排列方式，在进

化上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Wellik 教授发现 Hox9-13 可以控制小鼠四

肢的发育，脊椎动物的四肢一般分为 3 个部分：stylopod、zeugopod

和 autopod，特异性地敲除 Hox11 会导致 zeugopod 的缺失，而不影响

stylopod 和 autopod。Hox11 在胚胎发生过程中在四肢持续表达，主要

在成骨细胞（osteoblasts）附近的细胞中表达。出生后甚至成年后，

Hox11 依然在四肢表达，但是它并不表达在分化后的细胞中，如破骨

细胞（osteoclasts）、脂肪细胞（adipocytes）、血管（vasculature）和神

经元等。Wellik 教授研究组发现 Hox11 特异地表达在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MSCs）中，他们运用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Marker 分子标记、细胞谱系示踪、骨髓成纤维细胞

克隆形成单位（CFU-F）活性测定和骨折损伤模型等方法均证明了

Hox11 表达的细胞就是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骨折损伤模型中，Hox11

敲除小鼠表现出骨骼修复异常、成骨作用（ossification）延缓和软骨

形成减少的表型。这些结果都是在 zeugopod 骨折损伤模型中进行的，

如果在 stylopod 进行骨折损伤模型的实验，发现 Hox11 敲除小鼠并不

影响 stylopod 的修复过程，证明 Hox 基因只会影响特定的区域。进一

步的研究发现，其他区域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中分别表达不同的 Hox

基因家族成员。 

在发育过程、出生后及成年阶段，Hox11 表达的细胞始终是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Hoxa11-CreERT2 小鼠可以在不同时间点示踪 Hox11

表达的细胞以及它们的后代，发现成年阶段 Hox11 表达的细胞最终成

为了成骨细胞以及骨基质细胞，但是依然还存在部分的间充质干细胞。

以往的研究认为，成年的间充质干细胞主要在刚出生的阶段产生，利

用 Hoxa11-CreERT2 小鼠在 P3 标记 Hox11 表达的细胞，发现这些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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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年后可以成为多种分化后的细胞，如软骨细胞（chondrocyte）、成

骨细胞（osteoblast）、脂肪细胞（adipocyte）和基质细胞等，同时依然

存在部分的间充质干细胞。进一步在胚胎期对 Hox11 表达的细胞进行

标记，结果显示这些细胞同样可以分化成各种骨骼细胞，也是成年间

充质干细胞的来源。以上结果表明，Hox11 是一个新鉴定了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的 Marker 分子，Hox11 表达的细胞作为干细胞可以分化成为

所有类型的骨骼细胞和周围细胞，而成年的间充质干细胞也是来源于

Hox11 表达的细胞。因此，在研究骨骼的生长发育过程中 Hox11 可以

作为一个良好的工具。 

Ophir Klein 教授讲述了肠上皮细胞多种再生方式的研究，它的报

告分为四个部分：（1）鉴定肠干细胞，（2）肠干细胞的可塑性，（3）

调控肠干细胞的信号通路，（4）肠干细胞如何响应损伤和炎症反应。

在小鼠和人中，肠上皮细胞均处于快速再生的状态。肠上皮细胞每 2～

5 天会再生一次，而它的来源是位于腺窝（crypt）底部的肠干细胞。

Lgr5 和 Bmi1 是近年来鉴定的特异表达在肠干细胞中的基因，

Lgr5DTREGFP 转基因小鼠可以利用白喉毒素特异地杀死 Lgr5 表达的干

细胞，是研究肠干细胞良好的工具。他们发现特异地杀死 Lgr5 表达的

干细胞并没有影响腺窝的结构，而且去除白喉毒素后，Lgr5 表达的干

细胞会重新出现。研究发现杀死 Lgr5 表达的干细胞后，Bmi1 表达的

干细胞的活性明显增加，而谱系示踪实验也证明 Bmi1 表达的干细胞

可以转变成为 Lgr5 表达的干细胞。该结果发现两种干细胞之间的转换

关系，同时 Bmi1 表达的干细胞可以作为损伤修复时的干细胞的来源

用来再生 Lgr5 表达的干细胞。进一步研究发现，Lgr5 表达的干细胞

中 Wnt 和 Notch 两条信号通路均处于激活状态，封闭 Notch 信号通路

会导致 Wnt 信号通路的激活，而降低 Wnt 信号通路的活性可以拯救

Notch 信号通路封闭导致的肠干细胞异常的表型。因此，Ophir Klein

教授提出假说，如果激活被保存的肠干细胞，让其分化成相应的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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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就可以修复肠损伤的过程。实时成像技术可以动态地观察小肠

干细胞的增殖分裂过程，Ophir Klein 教授研究组发现在小肠干细胞分

裂的过程中存在核迁移（Interkinetic nuclear migration）的现象，也就

是说在小肠干细胞分裂的过程中，它会迁移到顶端（apical）进行分裂，

分裂完成后会回到底端（basal）。但是核迁移过程的分子机制是什么

目前还不清楚，而且这个过程对小肠有什么影响也知之甚少。肌动蛋

白（actin）细胞骨架对于有丝分裂球（mitotic rounding）的形成是至

关重要的，如果封闭了肌动蛋白依赖的有丝分裂球的形成，会影响小

肠干细胞在顶端的分裂行为，同时还会影响小肠干细胞的分裂面，由

水平分裂转变成为垂直分裂。此外，小肠干细胞分裂后子代细胞最后

回到底端时两者并不相邻，而是与之前的细胞间隔分布，而这个模式

正好符合肠干细胞的分布方式，正常小肠中两种类型的肠干细胞呈现

间隔分布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在肠干细胞在有丝分裂的过程中，肠干

细胞到顶端分裂后在肌动蛋白的作用下分开，最终插入到底端细胞的

两侧，形成肠干细胞间隔分布的模式。该结果为肠干细胞的发育提供

了实验证据，但是该过程调控的分子机制依然不清楚，同时“分裂-插

入”这个过程在疾病和损伤修复的过程是否发生了改变也不清楚，显然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同时，Ophir Klein 教授也讲述了寄生虫感染后的肠损伤的机制研

究。寄生虫感染会影响人类和几乎所有动物的健康，部分感染虽然不

足以致死，但一旦感染就很难根除。多形螺旋线虫（Heligmosomoides 

polygyrus）是一种小鼠中天然的寄生虫，它感染小鼠的肠后会留下肉

芽肿瘤（Granuloma）。研究发现，在肉芽肿瘤的周围，虽然肠干细胞

的数量明显减少，但是肉芽肿瘤周围的细胞却处于高度增殖的状态。

利用 RNA 测序的方法鉴定了肉芽肿瘤周围细胞中肠干细胞的标记

（Marker）分子均明显地下降，而 Sca-1 基因表达升高，免疫组化的

结果也证明了 Sca-1 蛋白在肉芽肿瘤周围的细胞中高表达。将肠干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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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进行培养，发现 Sca-1 表达的细胞形成了球状体（spheroids），同时

诱导表达了一系列在胎儿肠上皮细胞中特异表达的 Marker 分子，如

Cnx43、Trop2 和 Spp1 等等。因此，Ophir Klein 教授提出多形螺旋线

虫感染可以诱导 Sca-1 基因表达升高，促使肠干细胞进行重编程，呈

现出胎儿早期肠干细胞的特征，可以进一步为肠损伤的修复过程提供

线索和契机。 

（三）发育相关疾病的研究 

发育生物学研究也离不开发育源性疾病的研究，本次论坛上几乎

每位报告人都提到了相关疾病的研究，比如前面说到的颅缝早闭等。

孙欣教授的报告在这方面进行了重点阐述。 

孙欣教授主要讲述了两种肺部疾病 ——先天性横膈疝气

（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CDH）和哮喘（asthma）发病的分

子机制研究。先天性横膈疝气在膈肌疾病中常见出生缺陷，具有较高

的死亡率，在膈肌发育过程中，如胚胎时的裂隙未能完全闭合，而在

横膈上遗留成为裂孔，而肠穿过裂孔进入肺部区域就导致先天性横膈

疝气疾病的发生。先天性横膈疝气发病率大约为 1/2500 个，从 2000

年以来已经导致超过 25 万婴幼儿的死亡，严重地危害着新生儿的健康

以及所有家庭成员。该疾病通常伴有肺动脉高压和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横隔膜的缺陷是导致该疾病的主要原因，肠器官的入侵导致肺功能的

异常。转录因子 Pbx1 在先天性横膈疝气发病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敲除 Pbx1 的小鼠会导致先天性横膈疝气疾病的发生，而且小

鼠在出生时死亡，因此该小鼠是一个良好的疾病模型。孙欣教授研究

组利用全基因组原位杂交筛选的方法筛选了 1100 个转录因子，观察它

们在肺部的表达情况，发现 Pbx1 主要在肺间质结构中高表达。利用

肺间质特异表达的 Cre 工具鼠 Tbx4-Cre 小鼠对 Pbx1 和 Pbx2 基因进行

敲除，发现小鼠出生时可以存活，但是小鼠具有呼吸急促的症状，在

离乳期前后死亡。进一步研究发现，Tbx4-Cre 虽然不在心脏表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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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介导的 Pbx 条件性敲除小鼠的心脏体积变大，重量变轻，超声波

心动图也显示敲除小鼠具有肺动脉高压的症状，提示心脏的缺陷是由

于肺部缺陷间接导致的。敲除小鼠肺动脉血管的数量减少，肺部毛细

血管的密度减少，血管平滑肌的数量增多，同时血管平滑肌更为紧缩。

正常发育的过程中，肺部血管平滑肌在出生前比较紧缩，而出生后会

舒张，这样使得出生后允许更多血流量的通过。而在 Pbx 敲除小鼠中，

肺部血管平滑肌在出生后并没有舒张，同时参与血管平滑肌收缩相关

的多个基因均发生了变化。内皮素受体 A 抑制剂可以促进血管平滑肌

的舒张，但是在 Pbx 敲除小鼠中并没有缓解肺血管高压的症状。进一

步研究发现，ROCK 信号通路抑制剂可以很好地缓解肺血管高压的症

状。该研究证明了先天性横膈疝气导致的肺血管高压症并不是由于横

隔膜的缺陷导致的，而是肺部内源性基因的异常表达导致的，同时为

治疗相关的疾病提供了靶点和希望。 

肺作为人类的呼吸器官，可以感知环境中的过敏源、污染源、高

氧/低氧和气压的改变，而这些功能是由肺神经内分泌细胞（pulmonary 

neuroendocrine cells，PNECs）负责的。PNECs 占肺所有细胞比例不到

1%，主要成簇状分布形成神经上皮小体（neuroepithelial bodies， 

NEBs），可以产生囊泡并分泌具有生物活性的神经肽和胺类物质。在

多种肺部疾病包括先天性横膈疝气、神经内分泌细胞增生症（NEHI）、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哮喘、肺血管高压症和囊性纤维化（CF）

中均发现 PNECs 和其分泌的神经肽增多的情况。孙欣教授研究组发现

在 Ascl1 敲除的小鼠中 PNECs 细胞消失，而且在哮喘模型小鼠中，敲

除小鼠气道上皮·细胞发生增生的情况，而杯状细胞增生是导致哮喘

更为严重的原因之一，提示 Ascl1 对于哮喘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功能。

同时 Ascl1 敲除小鼠中也发现免疫细胞浸润减少的情况。PNECs 主要

偏向于分布在气管的分支点，并且分布与 2 型固有淋巴样细胞（ILC2s）

相邻，而 ILC2s 与哮喘是密切相关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 Ascl1 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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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小鼠中部分神经肽如 CGPR、Chg、NPY 的表达明显降低，GABA

水平存在下降的情况。孙欣教授研究组发现，CGRP 和 GABA 受体均

是在 ILC2s 中高表达，CGRP 主要负责免疫细胞浸润的功能，而 GABA

主要负责杯状细胞增生的功能，两者共同的降低导致了哮喘疾病的发

生。如果在敲除小鼠中注入 CGRP 和 GABA 可以缓解杯状细胞增生的

症状。该研究证明了哮喘发生主要是因为 PNECs 响应外界过敏原，通

过CGRP和GABA两条通路，分别影响免疫细胞浸润和杯状细胞增生，

最终导致哮喘的发生，同时为哮喘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线索。 

（四）器官再生与肿瘤发生 

    在器官再生过程中，有很多与正常发育过程类似的事件发生，同

样需要严格的控制，如果出现异常则会导致一系列疾病，比如肿瘤。

Randy Johnson 教授（MD Aderson Cancer Center）和冯根生教授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的报告与此有关。 

Randy Johnson 教授讲述了“Hippo 信号通路在肝脏发育、再生以

及肿瘤生成中的作用”。Hippo 信号通路是一条在进化过程中非常保守

的信号转导通路，在多细胞动物果蝇、小鼠、哺乳动物中都存在 Hippo。

最早研究人员在果蝇中就发现 Hippo 信号传导路径是调节细胞大小、

器官体积的主要信号通路，之后又有研究证明这条信号通路还调控了

干细胞自我更新及组织再生，特别是与人类的肿瘤发生密切相关。在

哺乳动物中 Hippo 信号通路核心元件包括 MST1/2 和接头蛋白

LATS1/2 及下游的转录共激活因子 YAP/TAZ。YAP/TAZ 是 Hippo 信号

通路下游的主要效应因子，从果蝇到哺乳动物高度保守，它能够进入

细胞核，与核内的转录因子相互结合，启动下游靶基因的转录，从而

促进器官生长。在哺乳动物细胞中，Hippo 通路激酶级联反应通过对

YAP/TAZ 磷酸化作用，促使其从细胞核转入细胞质中，从而抑制了

YAP/TAZ 的功能作用。Randy Johnson 教授分别讲述 Hippo 信号通路

在肝脏发育、再生以及肿瘤生成三个方面中的作用。在肝脏发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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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肝脏中的肝细胞和胆管细胞都来源于肝脏祖细胞或者成肝细胞

（hepatoblast），通过检测 YAP 在胚胎肝脏发育过程中的定位，发现

Hippo 信号在小鼠肝发育过程中具有细胞类型特异性。在肝细胞中，

随着肝细胞成熟，YAP 水平降低，而在胆管上皮细胞中发现较高水平

的 YAP，维持在中等水平。用 Alb-Cre 特异性敲除小鼠肝脏中的 Latsl

和 Lats2，导致小鼠围产期致死，呈现肝脏大小增加，但功能损伤，出

现代谢缺陷。通过体内体外实验证明，发现在缺失 LATS1/2 的情况下，

胆管上皮细胞表现出过度的增殖，成肝细胞自我更新增强而不能成熟

为肝细胞，此外 YAP 活性在体外肝细胞成熟后受到 Hippo 途径激活的

抑制，说明 LATS1 和 LATS2 激酶介导的 Hippo 信号传导是限制胆管

和肝细胞分化过程中 YAP 和 TAZ 活化的必要条件。另外，由 Mst1/2

或 Sav1 缺失导致的持续的 Yap/Taz 激活同样会促进肝细胞增殖，增加

肝脏大小并破坏肝脏的体内平衡。这表明动态调节的 Hippo 信号通路

在肝脏的分化和功能成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Hippo 信号通路在多种组织器官的再生中

不可或缺。哺乳动物肝脏部分切除再生过程一般认为存在三个阶段：

启动阶段、增殖阶段，生长终止阶段。在肝脏再生过程中，肝细胞需

要 Yap/Taz 进行有效的肝脏再生反应，磷酸化 Yap 在第 2/3 阶段降低

并且核定位增加，而且 Yap 激活与 EGFR /生长因子刺激协同促进肝再

生。Hippo 信号通路和 Yap 的活化水平动态变化可能是肝细胞增殖分

化与静止之间的动态平衡及肝脏正常大小维持的机制。这种动态变化

也是体内稳态必须的，如果持续激活 Yap/ Taz 会导致肝癌。比如缺失

Mst1/2 的小鼠在 5～6 个月左右发生肿瘤，缺失 Sav1 的小鼠在 12～14

个月发生肿瘤。Randy Johnson 教授介绍了使用 Sleeping Beauty 转座系

统去筛选调控肝癌发生发展的基因，发现 Hippo 信号通路能明显加速

肝癌的发生率，而且在几种常见插入位点中就有 Hippo 信号通路基因。

进一步研究发现，大约 30％的人类肝癌伴随 Yap 的激活，因此他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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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针对 Yap 的肝癌治疗方法。在 alb-cre，Sav1 条件敲除小鼠中，使

用 YAP 反义寡核苷酸能够有效减弱肿瘤细胞的增殖以及肿瘤的生长。

今后将进一步探索联合其他药物的综合化疗方法。 

冯根生教授介绍了“细胞信号中 PTK 和 PTP 之间的动态相互作

用”。肝癌已经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恶性疾病，但尚无有效的靶向

或免疫治疗药物。冯根生教授认为，因为分子的双向作用，所以肝癌

的发病机制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他们在利用诱导型基因修饰小鼠

Mx1-cre 解析在肝癌发生中的胞质信号传导分子时发现，Mx1-cre 系统

的诱导剂聚肌胞-聚胞苷酸（pIC），这种合成双链 RNA（dsRNA）呈

现潜在的肿瘤抑制效应。在癌前阶段注射 pIC 强烈抑制由化学致癌物

诱导的肝肿瘤发生或通过 Pten 丧失和相关的肝脂肪变性。免疫刺激

dsRNA 通过增强先天免疫的多种抗肿瘤活性，包括免疫调节细胞因子

的诱导，NK 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激活以及巨噬细胞极化的重编程，

显著抑制了肝癌的发生。这项研究揭示癌症是由细胞内在的致癌信号

和微环境的动态相互作用驱动的。药物靶向致癌途径通常诱导可能负

责肿瘤复发的肿瘤促进微环境。 

三、交流和研讨 

本次前沿论坛展示了当前发育与再生研究领域最前沿的发现与发

展方向，吸引了来自国内 10 余所高校、医疗和科研单位的近 300 名

一线科研人员和学生参加。现场讨论气氛热烈，参会人员与报告人进

行了充分的交流，具体讨论内容除报告中的实验细节、实验结论适用

范围外，还包含了诸多临床应用前景，以及对相关领域的展望等。 
 

（作者：舒鹏程，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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