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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外基质对细胞行为调控作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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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细胞外基质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是一种由水合大分子蛋白质及多糖组成的复杂网络结构，

构成组织的无细胞基质微环境。作为天然生物材料，ECM 一直是组织工程器官 / 组织体外制备的理想载体

支架来源。随着天然组织中 ECM 对细胞影响的发现，ECM 调节细胞行为的生物化学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

该文系统概述了不同类型的 ECM 对细胞黏附、迁移、增殖和分化等细胞行为的影响，重点分析了 ECM 对

细胞行为的调控作用机理，并阐述了基于模拟 ECM 的人工支架在器官 / 组织再生中的应用进展，为全面了

解 ECM 对细胞行为的调控作用机制及其再生应用潜能提供建议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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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the regulat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on cell behavior
FAN Ting-Jun*, TIAN Meng, ZHAO Jun

(College of Marine Life Scienc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3, China)

Abstract: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is a complex network structure composed of hydrated macromolecular 
proteins and polysaccharides, which constitutes the cell-free matrix microenvironment. As a natural biomaterial, 
ECM has always been an ideal source of biomateria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issue engineering organ/tissue in 
vitro. With the discovery of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ECM on cells in natural tissu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biochemical effect of ECM on regulating cell behavior. In this article, the effects of ECM on cell 
adhesion, migration,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we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and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ECM on cell behavior were analyzed. Furthermore, the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artificial 
scaffolds based on ECM in tissue/organ regeneration was elaborated, which provided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 fo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ECM on cell behavior and regeneration application. 
Key words: extracellular matrix; cell adhesion; migration;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organ/ tissue regeneration

细胞外基质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作为一

种细胞分泌组装的蛋白质和多糖的复杂网络结构，

不仅能为细胞提供附着位点和结构支持，还可以为

调节细胞活性和器官 / 组织功能提供重要的生物信

息 [1]。根据 ECM 的主要成分和结构不同，将其分

为两种类型：凝胶基质成分和纤维状蛋白成分 [2]。

其中凝胶基质成分主要是多糖类成分组成的水合凝

胶样结构，包括糖胺聚糖 (GAG) 和蛋白聚糖 (PG)。
纤维状蛋白主要包括起结构支撑作用的胶原

(collagen) 和弹性蛋白 (elastin) 以及起黏结作用的纤

连蛋白 (fibronectin, FN)和层黏连蛋白 (laminin, LN) [3]。

上述 ECM 组件中不同亚型和组合赋予了 ECM 不

同的功能，对于维持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起着重要

的作用。

ECM 通常由成纤维细胞分泌，这种细胞的特

征是具有广泛分布的高尔基体以及相对较大的内质

网，这些特征突显了成纤维细胞在合成和分泌 ECM
中的作用。不同生理、病理和反应条件也会调控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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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分泌 ECM 的数量、成分及构型，如机械外力、

高糖、高盐及外源药物环境等 [4]。这种细胞 -ECM
之间的相互作用调节了细胞功能和 ECM 重塑 [5]，

从而为维持组织 / 器官的动态自我再生和更新提供

了保障。

其中天然组织的再生受到 ECM 的高度调节，

ECM 分子通过暴露其精氨酸 - 甘氨酸 - 天冬氨酸

(RGD) 序列结构域，连接并激活整联蛋白，进而通

过胞内信号分子影响细胞骨架张力，并诱导细胞形

态及相关信号转导级联的改变，最终影响基因的表

达以改变细胞行为 ( 如细胞迁移、分化、增殖和

凋亡 )。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严重的伤害、疾病，

组织和器官的自我再生能力会发生衰退或损伤，因

此，必须借助医疗设备进行替换或再生。早在 20
世纪初期，ECM 成分就开始作为生物材料用于人

工器械的体外构建，包括血管支架、人造髋关节、

人工骨及人工角膜等，用于病变组织或器官的治疗、

修复或替代。在这些人工器械中，过去的观念一直

强调材料的惰性，认为材料的“惰性”意味着它们

无法提供足够的生物活性线索来触发组织工程所需

的细胞功能，即其对细胞无影响，可以避免宿主生

物的“生物排斥”。但随着对天然组织中 ECM 对细

胞行为调控作用的发现，以及越来越多的体外实验

数据证明 ECM 成分及其造成的基质刚度变化对于

调控细胞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发现 ECM 组

件的组成和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组织的整体结构和

生物力学特性，还影响细胞的传输信号和细胞应答，

细胞的行为因周围 ECM 的机械和生化特性变化而

发生改变
[6]，表现出影响细胞的黏附、极化、细胞

迁移、细胞的增殖以及调控细胞分化命运等 [7]。因

此，本文对 ECM 在影响细胞黏附、迁移、增殖及

分化等细胞行为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的概述，

并对其目前在人工支架中的应用进展进行了阐述，

同时展望了海洋生物资源作为理想器官 / 组织再生

材料来源的可能性。

1　细胞如何感知ECM

细胞与 ECM 相互作用产生的牵引力会影响细

胞骨架的张力，并诱导细胞形态及相关信号转导级

联反应的改变，最终改变基因表达，从而调节细胞

的行为 ( 包括细胞黏附、迁移、增殖和分化 ) 以及

器官 / 组织的再生 [8]。如肌肉细胞中，其表面的整

联蛋白通过与 ECM 的黏附配体相互作用激活细胞

内的机械转导，且这一过程会被细胞所在的 ECM
微环境的机械性能、组成和结构所调控 [9]。

在初始阶段，随着 ECM 分子中隐结构域的暴

露，延长了 ECM- 整联蛋白 ( 捕获键 ) 的寿命并激

活相关不同亚型的整联蛋白，继而 p130Crk 相关底

物蛋白 (p130 Crk-associated substrate, p130Cas) 的磷

酸化水平增加，这一过程会解除黏着斑激酶 (focal 
adhesion kinase, FAK) 的自抑制并增加其酪氨酸激

酶活性，进而激活踝蛋白 (talin) 并使其结构域中先

前被隐藏的整联蛋白结合位点暴露 ；踝蛋白与整联

蛋白 β 尾结合，激活肌球蛋白 II，使肌球蛋白轻链

激酶 (myosin light-chain kinase, MLCK) 磷酸化进而

促使肌球蛋白 II- 肌动蛋白相互作用产生收缩力，

该收缩力通过形成蛋白 (formin) 介导单个肌动蛋白

丝聚合，从而刺激肌动蛋白丝生长和肌动蛋白 - 肌
球蛋白组装，起始细胞对 ECM 的感知。在黏着斑

成熟后，肌球蛋白 II 的内源性收缩力成为驱动肌动

蛋白丝聚合以及控制细胞运动的主要力量 (图1) [10]。

整联蛋白通过蛋白适配器 [ 如踝蛋白、细丝蛋

白 (filamin)、张力蛋白 (tensin)、parvin 和 ( 或 ) 肌
球蛋白 X] 与肌动蛋白细胞骨架间接连接，形成不

同类型的细胞 -ECM 相互作用，包括新生黏附、局

灶复合物、局灶黏附等。机械信号可以通过磷酸化 /
去磷酸化 GTP 酶和磷脂信号转导等的机械转导来

调控细胞行为 [8]。如细胞与 ECM 的机械相互作用

可以激活受体型蛋白酪氨酸磷酸酶 α (RPTP-α)，从

而通过蛋白酪氨酸激酶 Fyn 磷酸化 / 去磷酸化提高

Rho-GTP 酶家族蛋白 Rac1 活性。活化的 Rac1 可以

进一步诱导肌动蛋白聚合，除调控细胞行为外，还

通过增加整联蛋白簇的数量进而提高 FAK 的磷酸

化水平，提高细胞在 ECM 上的附着强度。此外，

FAK 还可以增加小 G 蛋白 Rho 活性，以诱导应力

纤维的形成 [8]。上述 ECM 介导的与细胞间的相互

作用，最终导致细胞机械转导并影响细胞产生不同

的行为。

2　ECM对细胞黏附行为的影响作用及分子调

控机制

细胞黏附是一种重要且复杂的细胞行为，是指

从多细胞生物体中分离出来的细胞附着于 ECM 或

另一种细胞的基本能力 [11]。众所周知，细胞黏附

过程涉及广泛的分子相互作用，包括受体 - 配体的

结合、细胞骨架装配的调节以及细胞内信号通路的

调控等 [12]。一般来说，有两种细胞黏附形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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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 细胞黏附和细胞 -ECM 黏附。通过这些相互

作用，细胞可以感知外力和几何约束。细胞 - 细胞

黏附主要由跨膜黏附分子 ( 如钙黏蛋白 ) 控制，而

细胞 -ECM 黏附主要由整联蛋白介导 [13]。其中细

胞与 ECM 的黏附通过形成称为局灶性蛋白复合物

的超分子蛋白复合物发生黏附，涉及到整联蛋白信

号层、力转导层和肌动蛋白调节层，该纳米级的复

合物有效地在 ECM 和肌动蛋白细胞骨架之间形成

桥梁，介导细胞 - 基质的强烈黏附，并在细胞外分

子和细胞质之间双向传递信息 [14]。必须注意的是，

细胞 - 细胞黏附和细胞 -ECM 黏附是相互依存的，

这些过程负责将细胞组装成与 ECM 结合的组织并

维持其 3D 结构 [13]。通过这些相互作用，ECM 的

生物物理特征 ( 例如成分、机械性能、表面形貌和

几何学 ) 直接传递给细胞或间接转化为细胞内生化

信号，以调节细胞行为和组织功能。

不同 ECM 对于细胞的黏附作用表现出类似的

特性，ECM 蛋白通常具有一个或多个细胞结合结

构域，该结构域是由短的氨基酸序列组成的一级识

别基序，例如 RGD 序列。最初在 FN 中鉴定出该

序列，大多数细胞可以识别并结合 RGD 序列，该

序列也存在于玻连蛋白 (vitronectin) 和 LN 等 [15]。

当 ECM 蛋白吸附到质膜表面时，蛋白质分子逐渐

展开，其构象发生改变，暴露出隐藏在分子内部的

活性位点，如 RGD，而这些隐藏或暴露的活性位

点与不同亚型的整联蛋白结合，促进黏着斑的形成，

激活细胞内肌动蛋白组织形成微丝束形成应力纤

维，启动细胞的黏附 [16]。对于 FN 的研究中发现，

随着 FN 浓度的增大，细胞黏附能力显著增强，细

胞黏附能力与 FN 浓度之间呈正相关，达到一定浓

度后，细胞黏附能力达到最大值，超过该浓度值，

增大浓度对细胞黏附能力的影响无显著性增加。

LN 和 IV 型胶原对细胞黏附的影响与 FN 相似，但

作用明显弱于 FN [17]。

除了 ECM 成分会影响细胞的黏附，ECM 的

刚度对细胞黏附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ECM 刚度

由 ECM 组分的交联度和密度综合作用决定。人体

中不同组织和器官具有不同的刚度，例如大脑中的

组织非常柔软，其刚度的测量值低至 10 Pa，而骨

骼则具有非常坚硬的结构，高达 109 Pa [2]。体外大

多数细胞单元更倾向于牢固地锚定到较硬的 2D 基

质，而不是软基质。Pelham 和 Chang[18] 研究发现，

细胞能够感应周围环境的刚度，并以此调节其黏附

结构和运动性。其中较硬基质可能会刺激细胞的

FAK 的酪氨酸磷酸化水平的增加，导致形成更加

成熟稳定的黏着斑结构，促进细胞黏附。而在较软

的基质上，细胞表现出较高的片足伸出 / 缩回活性， 
ECM- 整联蛋白 - 细胞骨架之间的联系削弱，这些

反应可能造成其黏附力的不稳定。

有趣的是，与细胞对体外 2D 基质的黏附相反，

细胞感知ECM的分子传感机制为：(i)暴露ECM分子中的隐结构域；(ii)延长ECM-整联蛋白(捕获键)的寿命并激活相关不同亚

型的整联蛋白；(iii)增加p130Cas底物结构域的磷酸化水平；(iv)解除FAK的自抑制并增加其酪氨酸激酶活性；(v)激活踝蛋白

并使其结构域中先前被隐藏的整联蛋白结合位点暴露；(vi)踝蛋白与整联蛋白β尾结合；(vii)解除MLCK自抑制并激活肌球蛋

白II；(viii)延长了肌球蛋白II-肌动蛋白键(捕获键)的寿命。p130Cas：p130Crk相关底物蛋白(p130 Crk-associated substrate)；
FAK：黏着斑激酶(focal adhesion kinase)；talin：踝蛋白；MLCK：肌球蛋白轻链激酶(myosin light-chain kinase)；Myosin II：
肌球蛋白II；Actin：肌动蛋白。

图1  细胞感知ECM的机制示意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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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内，动态细胞对 3D 基质的黏附优先发生在柔

韧的 3D 支架 (E ≈ 1 kPa) 中，但在坚硬的 3D 系

统 (E ≈ 30 100 kPa) 表现出稳定的细胞黏着性 [19]，

推测 3D 基质之所以与 2D 基质上细胞表现出的黏

附性质不同，主要与在这两类基质中整联蛋白 α5β1

和 αvβ3、桩蛋白 (paxillin)、FAK 酪氨酸磷酸化的水

平以及其他细胞骨架成分的含量不同有关。相较于

2D 基质，3D 基质上的细胞显示出增强的细胞生物

学活性和狭窄的整联蛋白可使用性。虽然尚没有确

切的解释来阐述体内独特的 3D 基质在结构、位置

和功能上与经典描述的体外细胞黏附性质的不同的

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可能更能代表活体生物中

细胞黏附的特性 [18]。

细胞与 ECM 的黏附是一个多步骤过程，包括

3 个阶段 ( 图 2)，即沉降阶段、附着阶段和扩展阶

段 [20]。细胞在黏附阶段发生形态学改变、细胞骨架

的被动变形、主动重塑以及由细胞内肌动蛋白细胞

骨架与整联蛋白的跨膜蛋白及衔接蛋白结合 ( 例如

α- 肌动蛋白、纤维蛋白、踝蛋白、纽蛋白 ) 等过程 [21]。

初始阶段，细胞与基质附着，细胞逐渐扁平化和扩

展，组织肌动蛋白骨架组装，并促进细胞与基质之

间黏着斑的形成。进入第二阶段后，细胞和基质之

间的黏附相互作用是由特定整联蛋白介导黏附驱

动，从单个受体 - 配体的结合开始，随后受体 - 配
体键数量迅速增加，从而增加了总黏附强度 [22]。在

此阶段，整联蛋白和 ECM 成分实现细胞和表面之

间的机械和化学相互作用，由于接触面积的扩大和

细胞的减少，细胞的形态变得扁平。在黏附的最后

一个阶段 ( 扩散阶段 )，完成局灶性黏附复合物的

形成，完成细胞骨架的主动重组，细胞与 ECM 之

间的黏附度增强，细胞达到最大扩散区域 [22]。

3　ECM对细胞迁移行为的影响作用及分子调

控机制

除了细胞黏附，ECM 调控的另一个重要的细

胞行为是细胞迁移。不同种类的细胞具有不同的运

动类型，细胞迁移是建立和维持多细胞生物形成正

确组织的基础。在成年生物中，细胞迁移对于适当

的免疫反应、伤口修复和组织稳态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各种病理发展中常见异常的细胞迁移。人体

的 ECM 具有成分梯度，该梯度产生的自然驱动力

可以指导细胞迁移 ( 趋化性 )。例如，体内感染部

位需要内皮表面黏附蛋白的丰度梯度，从而将 T 淋

巴细胞募集到内皮细胞周围；胶原和 LN 丰度梯度

被发现与血管生成和癌症侵袭有关 [23]。

ECM 通过其结构、组成和物理特性影响细胞

的迁移轨迹和迁移速度。研究表明，ECM 具有指

导细胞迁移的能力。例如，称为触觉的细胞迁移 [24]，

在黏附梯度作用下，细胞从较低 ECM 浓度的区域

迁移至较高浓度。但是，如果 ECM 的浓度过高，

细胞则会因为承受的黏附力过大而无法继续迁移。

因此，迁移速度也取决于 ECM 的浓度。由于细胞

迁移是通过细胞与 ECM 协调相互作用发生的，因

此，细胞迁移的速度与 ECM 浓度呈钟形函数关系，

即在低浓度下，迁移速度随着 ECM 浓度的升高而

增加，到达峰值后，随着浓度升高而表现出迁移速

度逐渐下降 [25]。

Hartman 等 [26] 研究表明，迁移速度和方向还

受 ECM 组成的影响。他们发现成纤维细胞在用 FN
包被形成的刚度梯度支架上会有趋硬性迁移，而在

LN 或 FN/LN 混合物包被的基质支架上，培养的成

纤维细胞则表现出随机迁移的现象。这说明 ECM

图2  体外细胞黏附过程示意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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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是细胞对机械梯度反应的关键决定因素。尽管

需要进一步研究阐明导致这种结果的机制，但对此

行为的一种可能解释是 FN 和 LN 联合包被会导致

整联蛋白之间的串扰 [27]。LN 与整联蛋白的结合可

能具有下游效应，导致细胞通过 FN 对机械梯度的

反应方式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迁移的趋硬变化。

ECM 的机械性能不仅能够调节细胞黏附，而

且能够调控细胞迁移。使用机械梯度来调节细胞

迁移的过程称为“机械作用”，其可以分为 4 种类

型 ：durotaxis ( 刚度介导的迁移 )、plithotaxis ( 拉力

诱导的定向集体迁移 )、ECM 变形诱导的单迁移和

cohesotaxis ( 由细胞内张力梯度引导的迁移 )。Petrie
和 Yamada[28] 研究发现，在具有不同机械特性的基

质中，细胞可能以不同的模式迁移。如非线性弹性

材料会触发细胞片足的铺展，而弹性材料则会促进

细胞伪足的伸出和迁移。究其原因可能为肌动蛋白

结合的肌球蛋白 II 使肌动蛋白丝保持低张力水平，

肌动蛋白丝进而通过细胞 -ECM 黏附与 ECM 偶联。

其中 RhoA-ROCK- 肌球蛋白 II 信号轴能够感知

ECM 结构的变化，并通过增加肌动球蛋白的收缩

力做出响应，从而调节细胞的迁移 [29]。

细胞迁移的过程表现为整联蛋白与配体结合

后，其 β 亚基与细胞内细胞骨架蛋白如踝蛋白、α-
肌动蛋白和丝质蛋白 (fibroin) 结合。而细胞骨架蛋

白则直接与肌动蛋白或其他锚蛋白结合，继而将整

联蛋白连接到细胞肌动蛋白上，使得整联蛋白聚集

并在细胞和 ECM 之间形成黏着斑。这种相互作用

通过将整联蛋白锁定在构象中，产生强作用力共价

键，使得整联蛋白更紧密地结合到 ECM 配体上。

黏着斑的形成伴随着 FAK 及衔接蛋白的募集，

继而还会激活细胞迁移相关信号通路引起细胞

迁移 [30]。

尽管迁移类型多种多样，但细胞迁移的机制涉

及 4 个步骤的重复：突出、黏附、收缩和回缩，但

不同的类型有一些细微差别。细胞迁移过程中，上

述步骤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协调一致。其中，膜突

出是形成新的黏附所必需的，如果在黏着斑成熟之

前发生收缩，则新的黏着斑将无法维持有效的收缩

力。空间调节则必须防止在整个细胞外围出现随机

的突起和收缩，以避免混乱的细胞运动和细胞位移

的停滞。前后轴的方向决定了细胞迁移的方向，其

维持性也决定了迁移方向的持久性。迁移细胞的极

化组织与活性信号分子的极化分布一致。其中，Rho
家族的小 G 蛋白，包括研究最多的 RhoA、Rac1 和

细胞分裂周期蛋白 Cdc42，是细胞迁移的关键调节

因子
[31]。与 GTP 结合的 Rac 和 Cdc42 是活性形式，

主要积累在细胞的前缘，在那里它们促进了细胞的

突起并启动黏附。此外，Rho 活性对于黏附位点的

成熟和细胞收缩也至关重要。

4　ECM对细胞增殖行为的影响作用及分子调

控机制

具有 ECM 成分的底物通常都会增加细胞的增

殖行为。实验表明，来源于骨髓的间充质干细胞、

真皮成纤维细胞、成骨细胞和骨肉瘤细胞的 ECM
预铺于培养板后均可以促进间充质干细胞的增

殖 [32]。其中 LN 的亲和域可以通过调节其构象来调

控整联蛋白的结合方式，从而帮助细胞在增殖和分

化行为间切换 [33]，而整联蛋白 α5/β1 可以与 LN 结

合通过激活 EGF 受体诱导上皮细胞增殖 [34]。

ECM 刚度也与细胞增殖密切相关。ECM 上

的机械信息主要通过机械转导转移到细胞中，从

而开启细胞增殖的促有丝分裂信号通路 [35]。许多

类型的细胞表现出在软基质上增殖能力的下降。

如干细胞在 10 Pa 的软基质上增殖活性会被抑制，

通常它们在不小于 100 Pa 的基质上才具有增殖能

力。细胞的活动是由收缩的细胞骨架产生的力与

ECM 的刚度之间的动态平衡决定的。肿瘤细胞在

软基质 (≈ 1 kPa) 上显示出有限的增殖，而硬质基质

(≈ 12 kPa) 可能通过促使细胞快速形成应力纤维以

及黏着斑成熟而极大地增加细胞增殖 [36]。同时，细

胞增殖还会受到表面粗糙度的影响。例如，与平坦

的基质相比，粗糙的基质促进了细胞的增殖。这可

能是因为粗糙的基质可以激活 Rac 介导的信号转

导，进而激活细胞骨架的体内组装，从而改善细胞

的增殖 [37]。

YAP/TAZ 是两个与细胞增殖高度相关的转录

调节因子，细胞中的 YAP/TAZ 活性直接受到其形

状和极性的控制，而细胞形状和极性又由细胞骨架

结构决定 [38]。这些本质上是物理信号，包括 ECM
的拓扑结构、刚度以及细胞附着于另一细胞所产生

的力 [39]。值得注意的是，细胞通过调节周围 ECM
的组成和精细的 3D 组织，继而重新组织细胞 - 细
胞黏附，响应机械应力变化。因此，由细胞骨架收

缩产生的向内定向的力与 ECM 刚性及其他细胞或

流体流动拉动的外力总是处于一个动态平衡。

YAP 和 TAZ 活性受 F- 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构

象和张力的调节，而 F- 肌动蛋白的细胞骨架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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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细胞黏附底物的影响。当细胞铺在大而硬的基质

上时，细胞会扩散，此时细胞表现出 ROCK 和非肌

肉肌球蛋白 II 驱动的高细胞骨架张力，激活 YAP/
TAZ 入核 , 近而激活 YAP/TAZ 下游的增殖相关基

因 CTGF 和 CYR61 ( 图 3) [40]。相反地，在较软的

或更小的基质上，细胞会黏附继而导致 YAP 和 TAZ
的胞质滞留和活性抑制 [41]。

在机械转导领域中一种公认的理论是 YAP 定

位仅取决于底物刚度，软底物诱导细胞质 YAP，而

硬底物诱导核 YAP。Stanton 等 [19] 在研究中证明了

细胞中的 YAP 易位不仅取决于底物的刚度，还取

决于用作生化配体的 ECM 类型。他们选择了 4 种

在基质中含量丰富的主要 ECM 类型，它们被广泛

用作支持细胞黏附的涂层，包括 FN、I 型胶原、IV
型胶原和 LN。触发核 YAP 的 ECM 蛋白涂层密度

的阈值范围取决于 ECM 类型和底物硬度。对于所

有 4 种测试的 ECM 类型，变化的 ECM 密度可以

进一步调节 YAP 易位。但是，导致核 YAP 的配体

密度范围在不同的 ECM 类型之间有所不同。

各种 ECM 类型对 YAP 产生影响作用可能由几

个因素解释。首先，不同的 ECM 类型表现出不同

的掺入效率和分布。例如，可以与聚丙烯酰胺表面

结合的残基的可用性。其次，先前的研究表明，改

变 ECM 类型可以改变细胞扩散行为，这是与机械

转导相关的细胞命运决定。使用 FN 包被的基质，

以前的研究已经报道了增加配体密度会增加细胞面

积。此外，改变 ECM 类型还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调

节细胞牵引力。一项研究直接比较了在涂有相似浓

度的 I 型胶原或 FN 的水凝胶上培养细胞的牵引力

的差异，结果表明，对于肌上皮细胞，FN 涂层上

细胞的牵引力高于 I 型胶原
[42]。所有这些因素都可

能共同导致观察到的 YAP 易位差异，以响应变化

的 ECM 类型和密度。

细胞通过黏附继而感知基质刚度继而影响细胞

增殖，整联蛋白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同类型 ECM
激活 YAP 易位所需的特定整联蛋白亚基不同。研

究发现，FN 可以激活整联蛋白 α1 ； I 型胶原和 IV
型胶原可以激活整联蛋白 α2β1、αVβ3、α1 ；LN 可以

激活整联蛋白 αVβ3、α1。虽然以前的文献显示不同

的 ECM 蛋白需要不同的整联蛋白亚基来支持细胞

黏附，但整联蛋白亚基在调节 YAP 易位中的作用

仍不清楚 [19]。

5　ECM对细胞分化行为的影响及分子调控机制

ECM 对于细胞分化行为影响作用机制的实验

通常以间充质干细胞作为研究对象。间充质干细胞

是一类能分化为成骨细胞、软骨细胞和脂肪细胞的

多能干细胞，其通常可以受到 ECM 的组成、机械

特性及形貌的调控从而指导干细胞的命运 [43]。

各种 ECM 衍生的蛋白质和 ( 或 ) 肽具有调节

细胞分化的功能。例如，将 LN、FN、硫酸乙酰肝素、

I 型胶原、IV 型胶原或它们的组合引入基质上，可

以选择性地指导神经发生、肌发生和成骨生成 [44]。

ECM 的机械性能也能引起细胞分化潜能的变

化。细胞通过机械转导从 ECM 感知机械信号，这

涉及细胞内黏着斑的形成、细胞骨架网络的重塑以

及分子马达的组装等。这些复杂的动态过程调节细

胞形状和细胞命运，并诱导细胞表达用于重塑

ECM 的新物质。如前述，细胞与 ECM 的相互作用

在调节细胞功能 ( 包括细胞黏附、迁移和增殖 ) 中
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功能是触发细胞分化成特定谱

系的关键因素 [45]。

 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围绕 ECM 的机械性能如

何调节细胞分化展开。公认的是，干细胞在具有组

细胞膜外信号与整联蛋白受体起作用以激活RhoA和Rac1，
增加应力纤维装配，F-肌动蛋白积累抑制LATS1磷酸化，

触发YAP易位进入细胞核，并最终启动YAP依赖性转录。

LATS1：大肿瘤抑制基因(large tumor suppressor gene 1)；
CTGF： 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
CYR61：富半胱氨酸蛋白61 (cysteine-rich angiogenic inducer 
61)。

图3  ECM对细胞增殖行为的分子调控机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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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样硬度的基质上优先分化成特定的细胞谱系 [46]。

如弹性模量为 30~35 kPa 的硬基质有利于成骨生成，

软质基质 (< 1 kPa) 则会促进神经发生，而中度刚度

(≈ 10 kPa) 则有利于成肌或成脂分化。分化的细胞

可以通过肌动蛋白 - 肌球蛋白产生相等的牵引力来

重塑 ECM，从而加速组织的再生过程 [47]。研究表明，

抑制非肌肉细胞中的肌球蛋白可以消除这些间充质

干细胞刚度依赖性的分化，这意味着肌动蛋白 - 肌
球蛋白的收缩可能是将有关 ECM 刚度的信息传递

到细胞中以调节其细胞命运的必要条件。

此外，ECM 的微观形貌特征还能够调节细胞

骨架收缩和细胞内张力来指导干细胞分化 [48]。具有

较小周长和较低纵横比的表面会促进干细胞向成脂

分化，具有较大周长和较高纵横比的表面可促进干

细胞向成骨分化。

目前发现 ECM 影响细胞分化的机制主要是

ECM 与整联蛋白相互作用通过影响相关信号通路

并激活核内专一转录因子的表达来调控细胞分化。

Pennacchio 等 [49] 发现，基质硬度增加可以激活 FAK- 
ERK 信号通路，而该通路的激活对于间充质干细胞

的成骨分化具有非常重要的调控作用。研究表明，

硬度为 26.12 kPa 的基质能够激活整联蛋白 α2β1，

进而激活 FAK-ERK1/2，诱导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

成骨分化标志 ALP 和 RUNX2 表达增多。ECM 改

变激活的信号蛋白分子 FAK 在整联蛋白 α2β1 诱导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

调节作用。

RhoA 是一种小分子 GTP 酶，由 GTP 酶激活

蛋白 (GAPs) 调控 RhoA 在与 GTP 结合的活化状态

和与 GDP 结合的非活化状态之间切换，在细胞内

发挥着“分子开关”的作用。当 GAPs 活化时，RhoA
能够促进肌动球蛋白的收缩性，从而调节细胞骨架

发生变化 [50]。其中，RhoA 及其下游的 ROCK 在增

加肌动球蛋白的收缩力促使细胞迁移的同时，

ROCK 还可参与到细胞的成骨分化中。有研究表明，

在增加基质硬度诱导干细胞成骨分化的过程中，

ROCK、FAK 和 ERK1/2 激酶的活性均有显著增加，

在此过程中，抑制 FAK 和 ROCK 的活性则可以导

致成骨标志物的表达降低，抑制细胞的成骨分化。

此外，ROCK 还可以调节 FAK 和 ERK1/2 的表达。

综上所述，RhoA 及其下游的 ROCK 也参与调控了

细胞的定向分化过程。

研究发现，在基质硬度的调控下，骨形态发生

蛋白 (BMP)-2 可以通过与整联蛋白 β3 相互作用，

通过激活 Smad 信号分子激活转录，从而对细胞的

命运进行调控。研究发现，在分别模拟肌肉 (13~17 
kPa) 和类骨质 (45~49 kPa) 的基质上预铺有 BMP-2
的模拟物，两种基质均能诱导细胞向成骨细胞方向

分化，而在更软的基质上 (0.5~3.5 kPa) 上，BMP-2
却不能引起细胞的分化。同时，Smad1/5/8 信号分

子被抑制后也会减弱细胞的成骨分化，说明基质硬

度诱导干细胞成骨分化是通过 BMP/Smad 信号通路

来实现的 [51]。虽然已有大量的研究围绕 ECM 如何

调控细胞分化展开，但仍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如

通常只用单一研究因素 ( 如基质硬度 ) 来研究调控

细胞分化的影响机制，而忽略了体内复杂的环境。

因而，如何更好模拟体内环境进行研究，从而增加

干细胞在体内的稳定分化或许会成为下一个研究目标。

6　ECM在器官/组织再生中的应用

根据组织特征 ( 如成分、机械性能、形貌和

3D 几何形状 )，模拟 ECM 仿生设计的人工支架发

挥对细胞黏附、迁移、增殖及分化的调控作用，

进而有效地利用组织工程学使组织 / 器官再生成为

可能。

胶原是最早被应用于器官 / 组织再生中的生物

材料，其生物相容性好、低免疫原性、可降解及助

凝血，目前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组织工程皮肤、骨

组织、心脏、气管及血管组织的再生中 [52]。过去对

于胶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陆地哺乳动物中，近年来

随着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人们发现海洋生物中

胶原的来源广泛，且与陆地动物相比，海洋来源具

备诸多优点，包括生物毒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相

对分子质量低、炎症反应极小、生物相容性好及宗

教和道德约束少等。袁晓龙等 [53] 利用来自太平洋

鳕鱼的纯化鱼皮胶原体外构建出了三维鱼类胶原支

架，为其作为载体支架用于组织工程角膜的体外构

建研究提供了可能。同时除常规的脊椎动物如鱼类

外，无脊椎动物和结壳珊瑚藻类也是胶原最丰富和

潜在的来源，因为它们具有蛋白质成分和矿化过程

( 如钙化海洋无脊椎动物 ) 的类似特征，使得它们

在成为骨植入应用材料中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 [54]。

PGs 由于其生物相容性好、亲水性佳及可降解

等使得其成为器官 / 组织再生中的关键部件。目前，

最常用的多糖包括壳聚糖、透明质酸、纤维素和海

藻酸钠，约占组织 / 器官再生研究的 70% [55]。 
其中，壳聚糖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黏多糖，广泛

存在于海洋甲壳类动物、昆虫和真菌细胞壁的外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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骼中。壳聚糖及其衍生物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化学特

性为组织 / 器官再生提供了各种优势。如其可以通

过简单程序塑造成多孔支架结构，并且它易与各种

天然和合成聚合物形成混合物 [56]，同时其可为生物

活性分子 (LN、含有肽 / 蛋白质的 RGD、γ- 聚葡萄

糖酸等 ) 的结合提供机会，从而支持细胞生长、分

化和增殖。 除上述特性外，固有的抗菌特性、生物

降解性和生物相容性使壳聚糖成为组织工程应用的

热门选择，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组织工程皮肤、骨、

软骨、神经、血管及牙科植入物的体外构建中 [57]。

7　总结与展望

ECM 的组成和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机体的整

体结构和生物力学特性，还影响传输到细胞的信号，

从而调节细胞的应答。随着越来越多关于 ECM 调

控细胞黏附、驱动细胞极化、增强细胞迁移、调节

细胞增殖及指导细胞分化等研究的发现，如何精细

调节这些 ECM 的物理参数并将其最佳整合到支架

中一直是并且将是组织 / 器官开发应用中有效“真

实”模拟移植物的挑战性问题。同时，大量海洋生

物资源作为 ECM 蛋白的来源库，目前已经被广泛

应用于各类组织工程产品的开发，势必也将成为该

领域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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