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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肺是呼吸系统中最重要的器官，承担气体交换功能。在肺的发育过程中，首先形成的是气道，包

括气管、支气管、小支气管等结构；而后形成远端具有气体交换功能的肺泡结构。肺发育是一个复杂精细

的过程，其发育起源及各细胞系间的异质性一直是数年来关注的重点。随着单细胞测序技术 (single cell 
RNA sequencing, scRNA-seq) 的发展和其在肺及肺发育研究中的应用，肺中各类细胞的组成及新的细胞类型

被鉴定出来。该文总结了单细胞测序技术对肺发育产生的新的观点和见解以及思考空间转录组技术的兴起

将会对肺发育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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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progress of scRNA-seq in the lun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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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u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organ in the respiratory system, responsible for gas exchange. During 
lung development program, the conducting airways are formed first including trachea, bronchus and bronchioles, 
followed by the formation of the gas exchange area named alveolus. Lung development is a complicated and 
delicate process. Its developmental origin and heterogeneity of lung cell lineages have been a focus of research 
efforts for decades. Along the development of 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scRNA-seq) and its application in lung 
and lung development, cellular composition and new cell types have been unbiased and robustly assessed in 
unprecedented ways.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new sights and understanding with scRNA-seq in the field of lung 
development and think about what effect will bring on lung development with the emergence of spatial 
transcript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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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是一个复杂的多细胞器官，由排列在呼吸道

内部的多类上皮细胞、各类基质细胞、内皮细胞、

血细胞及淋巴细胞组成 [1]。其重要的生理功能是将

外部环境中的氧气与机体血管系统中的二氧化碳进

行交换。由于肺部经常暴露在外部环境中，因此很

容易受到损害，从而导致感染、损伤和疾病的发生。

如 SARS-CoV-2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的感染，会造成新冠病毒肺炎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的发生，甚至会威胁

生命安全。与此同时，新的临床数据显示，一些成

人肺疾病的根源是在胚胎发育和儿童时期。因此，

详细了解肺发育历程，将有助于肺疾病治疗、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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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损伤修复及再生。

1　成体肺的组织结构及上皮细胞类型

肺近端气道由气管、一对支气管和许多大小不

一的支气管分支组成。气管上皮细胞呈假复层，主

要由基底细胞 (basal cell)、棒状细胞 (club cell) 和纤

毛细胞 (ciliated cell) 组成，以及少量的神经内分泌

细胞 (neuroendocrine cell)、杯状细胞 (goblet cell)、
离子细胞 (ionocyte) 和团细胞 (tuft cell)[2-3]( 图 1 和

表 1)。一般认为在近端气道中，基底细胞具有上皮

干细胞的功能。在细胞生理性更替或损伤后，基底

细胞可以自我更新并分化成各种类型的气道上皮细

胞，以维持近端气道上皮的完整性。具体来说，基

底细胞是一组紧密附着于气道基底层并特异性表达

Trp63、Krt5 和 Ngfr 的细胞。在人肺中，基底细胞

分布于气管至终末细支气管，而小鼠基底细胞主要

分布于主气管，在肺内支气管比较缺乏 [4-5]。

远端的肺泡上皮由肺泡 I 型细胞和肺泡 II 型
细胞组成 (type I alveolar cell, AT1 ；type II alveolar cell, 
AT2，图 1 和表 1)。AT1 细胞呈扁平状，占气体交

换面积的 95% 以上，与毛细血管丛密切联系，便

于进行有效的气体交换。AT2 细胞是立方状，可产

生表面活性剂 ( 一种蛋白质和磷脂的复杂混合物 )，
覆盖于肺泡内表面，可在呼吸运动中肺泡机械扩张

时降低肺泡区的气 - 液面的表面张力。AT2 细胞是

主要的肺泡上皮干细胞，因为它们既可以自我更新，

也可以分化为 AT1 细胞 [4-5]。近期的研究描述了一

类小鼠 AT2 细胞亚群 (AT2stem) 在稳态转换过程中承

担肺泡干细胞的功能 [6-7]，这群 AT2 细胞表达活跃

的 Wnt 信号 [7]。随后，在成人肺泡中也发现类似的

AT2 细胞亚群 [1]。

2　肺发育历程概括

肺发育历经 5 个不同的发育阶段：胚胎期、假

腺期、小管期、囊状期及肺泡化阶段 ( 表 2)。又可

被划分为 2 个主要的发育时期：肺发育早期 ( 主要

指产前阶段 ) 和肺发育晚期 ( 主要是产后阶段，肺

泡化过程 )。
早期肺发育包括 4 个发育阶段：胚胎期、假腺

期、小管期和囊状期。在器官发生过程中 ( 胚胎期：

W3-7/E9-12)，左右肺芽都由各自的前肠突起形成。

每个肺芽开始重复的生长和分支的过程 ( 分支形态

发生 )，在假腺期 (W5-17/E12-17) 形成所有未来的

气道。小管期 (W16-27/E17-18) 的特征是远端间质

组织变薄，形成腺泡 ( 肺基本功能单位 )，标志着

肺泡形成的开始。与此同时，近端气道的各类上皮

细胞也开始逐步分化形成。囊状期是人肺发育的最

后一个产前阶段，小鼠肺发育的第一个产后阶段

图1  肺的气道结构及上皮细胞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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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4-38/E18-P4)。此时是能够进行呼吸的最早发育

时间点，使早产儿的存活成为可能。

肺泡化阶段是肺发育的最后一个阶段，在人肺

发育中主要在出生后 ( 始于 W36)，而在啮齿动物

中为 P4-28。在这一阶段，肺泡间隔从囊泡壁生长

与毛细血管化同时进行，将远端囊泡进一步分裂形

成肺泡，从而增加肺泡数量和气体交换的表面积。

3　有关肺发育的scRNA-seq研究

3.1　scRNA-seq在肺起源及早期肺发育中的研究

关于最早肺发育时期的单细胞数据来自小鼠胚

胎 E9.5 的研究 [8-10]。为了探索小鼠早期器官发生的

转录动力学，Cao 等 [8] 从 61 个 E9.5-13.5 胚胎中提

取了两百万个细胞，绘制了第一个小鼠器官发生时

期的细胞分子图谱，鉴定出一类肺上皮细胞群。

Han 等 [9] 的研究揭示了在小鼠胚胎发育的第 9.5 天，

存在三类与呼吸系统相关的细胞群。其中两类细胞

来自内胚层，它们分别是 Nkx2-1+/Sox2+ 的气管细

胞和 Nkx2-1+/Sox2- 肺细胞，另外一类来自脏壁中胚

层。Dong 等 [10] 的研究分析了小鼠胚胎 E9.5-11.5 的

8类器官的1 916个细胞。根据基因的差异表达分析，

将肺中的细胞聚为三类：上皮细胞、中胚层细胞和

造血细胞。研究发现，在所有器官中上皮细胞均存

在早期 (E9.5) 和晚期 (E10.5-11.5) 的差异。发育轨

迹分析显示，早期肺上皮细胞与皮肤上皮在细胞周

期上存在多个相同的特征，而晚期肺上皮更多地表

现出器官特异性的发育模式。更有意思的是，在早

期发育过程中存在上皮和间充质之间的过渡，包括

肺在内的所有器官中均检测到上皮 / 间充质的杂化

状态。对比之下，后期肺发育过程中没有显示出上

表1  人类和小鼠上皮细胞类型[4-5]

肺解剖区域 细胞类型 标记基因

气道 基底细胞	 TRP63、KRT5、NGFR、PDPN
 棒状细胞	 SCGB1A1、SCGB3A1、SCGB3A2、PLUNC
 纤毛细胞	 Acetylated tubulin、FOXJ1
 杯状细胞	 MUC5AC、MUC5B、SPDEF
 神经内分泌细胞	 ASCL1、CGRP、chromogranin A、GRP、NCAM、substance P
 肺离子细胞	 CFTR、FOXI1
 团细胞	 DCLK1、GNAT3、TSLP、IL25
肺泡	 AT1细胞	 HOPX、AQP5、RAGE
 AT2细胞	 LAMP3、SFTPC

表2  肺各发育阶段和主要事件

发育阶段  持续时间 发育特征

胚胎期 胚胎期 人：W3-7 器官发生：形成主支气管和胸膜

  小鼠：E9-12 
胎儿期 假腺期 人：W5-17 分支形态发生：形成支气管树；腺泡产生，虽然此时

  小鼠：E12-17     腺泡上皮仍未分化 
 小管期 人：W6-27  远端支气管形成，分支形态完成；产生气-血屏障和表

  小鼠：E17-18     面活性剂；腺泡上皮分化 
 囊状期 人：W24-38 发育形成肺泡导管；腺泡体积增大

  小鼠：E18-P4 
出生后 肺泡化(第一阶段) 人：W36 (W36左右临产)-3Y 继发性间隔的形成使肺泡形成；此时，大部分肺泡间

  小鼠：P4-21     隔仍未成熟，并含有双层毛细血管网；不同物种，

       肺泡化的开始时间不同(出生前或出生后)
 肺泡化(第二阶段) 人：2Y-成年早期(17-21Y) 继发性间隔在成熟的包含单层毛细血管网的肺泡间隔

  小鼠：P14-成年早期(～P36)     上形成

 毛细血管网成熟 人：临产-～3-21Y (?) 肺泡间隔和毛细血管网的成熟(双层毛细血管网络转化

  小鼠：P14-成年早期(～P36)     为单层毛细血管网络)；肺泡化的第一阶段，二者平

       行进行

E: embryonic day (days post-coitum); P: postnatal day; W: weeks post coitum; Y: postnata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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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 间质杂化态细胞群 [10-11]，说明这种杂化态细胞

可能在 E12.0-18.0 之间完成转化。

Treutlein 等 [11] 对来自小鼠胚胎的三个发育时

间点 (E14、E16.5、E18.5) 的 198 个肺上皮细胞进行

scRNA-seq 分析。此外，还对 46 个成年小鼠肺的

AT2 细胞进行了测序。鉴定出四类已知的上皮细胞

类型：棒状细胞、纤毛细胞、AT1 细胞、AT2 细胞。

这些细胞类型均表达特异的标志基因：如 AT1 细胞

特异性表达 Pdpn、Ager、Hopx ；AT2 细胞特异表

达 Sftpc、Sftpb ；棒状细胞中特异表达 Scgb1a1。其

中 AT2 细胞在 E18.5 的基因表达模式与其在成体中

表达模式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11]。此外，还鉴定出了

第五类细胞。这类细胞表达了 AT1 细胞和 AT2 细

胞的标志基因，比如 Ager/Pdpn (AT1 细胞标志基因 ) 
和 Sftpb/Sftpc (AT2 细胞标记基因 )。对细胞分化轨

迹的分析结果显示，该细胞群体可能为双潜能祖细

胞 [11]。而棒状细胞与纤毛细胞的基因表达谱大不相

同，表明它们在肺发育过程中分离的时间更早。在

E16.5 时，AT1 细胞和 AT2 细胞的基因表达谱有很

大的重叠部分，直到 E18.5 才逐步的分开。该研究

构建了一个详细的从早期双潜能祖细胞，到新生细

胞，再到成熟肺泡上皮细胞的发育轨迹 [11]。基因表

达受限与细胞成熟状态密切相关，早期的祖细胞

表达的基因数量多达成熟细胞的 6 倍。虽然前体

细胞表达的一些标记基因后来是 AT1 细胞 (Hes1、
Vegfa) 或 AT2 细胞 (Sox9、Fgfr2) 特异性，但在成

熟的肺泡细胞中很少有转录因子启动表达。 这种模

式表明转录因子表达下调在发育中的上皮细胞命运

决定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11]。

Frank 等 [12] 的另一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

定 AT1 和 AT2 细胞的谱系来源。与上述研究结果

不同的是，这项研究表明双潜能祖细胞对 AT1 和

AT2 细胞群体的贡献比例比较小。对 AT1 细胞标志

基因 Hopx 及 AT2 细胞标志基因 Sftpc 进行 CreERT2
标记。谱系追踪的结果显示，绝大多数肺泡上皮细

胞 ( 超过 80%) 的命运在 E15.5 之前就已确定。为

验证谱系示踪的结果，作者又对 E17.5 的 7 106 个

Nkx2-1+的肺细胞进行单细胞测序，共鉴定了 11 类

Nkx2-1+的上皮、内皮和神经内分泌细胞。Nkx2-1+

的上皮细胞中包含了四类肺泡上皮细胞：AT1 细胞、

AT1 前体细胞、AT2 细胞、AT2 前体细胞，仅有一

小部分 Nkx2-1+ 的细胞在 E15.5 时同时表达 AT1 和

AT2 细胞的标记基因。拟时间序列分析进一步证实

了 AT1 和 AT2 细胞的发育命运在小管期之前就已

确定，而非来自囊状期的 AT1/AT2 双潜能祖细胞 [12]。

虽然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研究工作都集中

在发育肺的上皮细胞，对其他细胞组分的研究很少，

但 2018 年 Cohen 等 [13] 构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小鼠

肺发育的细胞分子图谱。这项研究共涉及 E12.5、
E16.5、E18.5/19.5、P0、P1、P2 和 P7 的小鼠 17 只

以及成年小鼠，总共分析了 20 931 个单细胞表达谱，
注释了 22 类细胞群，包括 12 类免疫细胞 (CD45+)
和 10 类非免疫细胞 (CD45-)。在整个肺的发育过程

中，各细胞群规模的动态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尤其

是在假腺期 (E12.5) 和囊状期 (E18.5/E19.5)。在非

免疫细胞群中，作者观察到伴随着表达 Pdgfra 和

Tgfbr1 的细胞群体的减少，Col1a2+ 成纤维祖细胞

的数量也迅速减少。这些减少的祖细胞会在肺发育

的胚胎期后期和晚期被肌成纤维细胞 (Tgfbi+) 和基

质成纤维细胞 (Mfap4+) 所部分取代。另外一个变化

较大的细胞群是内皮细胞群，在肺发育的胚胎期

(E12.5) 和囊状期 (E18.5/E19.5) 迅速增加，并且其

细胞数量在胎儿出生后还会持续增加。肺上皮细胞

最初作为上皮祖细胞出现，直到 E18/E19 才逐渐获

得 AT1 或 AT2 特异性表达模式，证实了先前关于

肺上皮细胞特化早期启动的研究 [11-12]。在免疫细胞

组分中，鉴定出了三类巨噬细胞，在肺发育过程中

呈波浪式出现。后期出现的两类巨噬细胞与单核细

胞在转录上形成了转录连续体，但与早期巨噬细胞

在转录上是不同的，推测其可能起源于卵黄囊。受

体 - 配体相互作用的分析鉴定出了 AT2 细胞、固有

淋巴细胞和嗜碱性细胞是肺发育过程中最活跃的信

号接收者和发送者。体内外的补充实验进一步证实

嗜碱性粒细胞在肺泡巨噬细胞发育和功能上发挥了

重要的调节作用 [13]。Gillich 等 [14] 最近的发现可以

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肺远端的内皮细胞，作者利

用单细胞分析方法来阐明肺泡毛细血管内皮的细胞

类型、发育、更新和演变过程。肺泡内皮由两种混

杂的细胞类型组成，一种为肺特异性的 Car4+ 细胞

群体，被称为肺泡毛细血管丛 (alveolar capillaries, 
aCap) 以及一种更普遍存在的普通毛细血管丛 (general 
capillary, gCap)。二者均起源于更早期的 Mki67+ 毛

细血管丛。成熟的 aCap 最早出现在 E17.5，其基因

表达谱和 Vila Ellis 等 [15] 报道的 Car4+ 内皮细胞一

致。gCap 可能在毛细血管稳态维持和修复中发挥

祖细胞以及调节血管舒张的作用。

除此之外，研究人员也在人的肺发育中进行单

细胞水平的研究。Miller 等 [16] 对第 11.5、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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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1 周时的发育中的胎儿细胞进行单细胞分析，

这些细胞分别来自气管、小支气管及远端肺组织区

域。共鉴定出 27 类上皮、基质、内皮和免疫细胞。

其中肺上皮细胞共有 8 443 个，它们被分为 12 类。

有两类为新发现的细胞群：芽尖祖细胞和分泌祖细

胞。这类芽尖祖细胞同时表达 AT1 和 AT2 细胞标

志基因，存在于 W11.5 的气道及肺远端和 W15 的

肺远端，与在鼠中的发现相似 [11]。

另一项在人肺发育中进行的单细胞研究 [17] 是

从两个假腺期 (W11.5) 和小管期 (W18.5) 的胎儿中

取了 3 237 个细胞。单细胞测序分析鉴定了 10 类主

要的间充质细胞 ( 约占总体细胞数的 85%)，如成纤

维细胞、周细胞、平滑肌细胞。为进一步研究肺平

滑肌细胞 (pulmonary smooth muscle cells, SMCs) 的
发育起源，作者进一步将 ACTA2+ 细胞进行分群，

共得到 8类，包括ACTA2低表达 (ACTA2low)和ACTA2
高表达 (ACTA2high) 的细胞亚群。在 ACTA2high 亚群

中，有一类被定义为血管平滑肌细胞，另一类被注

释为气道平滑肌细胞。二者早期具有显著的空间分

布特征，气道平化肌细胞大量表达 Fgf18、Igf1、 
Mylk 和 Hhip ；而血管平滑肌则特异性表达 Hey2、 
Ntrk3 和 Mef2c[17]。

3.2　单细胞技术在晚期肺发育(肺泡化过程)中的研究

最早关于肺发育后期的单细胞研究工作来自于

Guo 等 [18] 和 Cohen 等 [13] 的研究。Guo 等对 P1 的小

鼠肺进行 scRNA-seq，此时小鼠的肺开始对空气产

生适应。他们共鉴定了 20 个细胞类型。与先前的

研究结果一致，内皮细胞和基质成纤维细胞所占的

比例较大，各自占细胞总数的 27%。在上皮细胞组

分中，作者鉴定出一类瞬时细胞群，表达 AT1 细胞

和 AT2 细胞的标志基因，与之前所描述的双潜能

祖细胞类似 [11, 19]。除此之外，还鉴定出一类高表达

Sox2 基因的少量细胞群 (Sox2high)，它们是棒状细胞

和纤毛细胞的祖细胞。对处于 E16、E18、P3、 P14
和P28发育时期的肺进行整体RNA分析，结果显示：

表面活性剂合成、肺泡液态平衡、氧化应激反应和

细胞增殖减少等生理活动在胎儿出生后发生显著的

变化 [18]。

如上文所述，Cohen 等 [13] 构建了 E12.5-P7 发育

时期肺的详细的细胞分子图谱。而另一项相关研究

则扩展了我们在肺发育后期对免疫细胞的理解 [20]。

该研究对来自 8 只小鼠 (E18.5、P1、P7 和 P21) 的
4 000 个肺 CD45+ 细胞进行了测序，鉴定出 11 类髓

系细胞和 4 个淋巴系细胞群。在髓系细胞中发现 5

个巨噬细胞 / 单核细胞群，这与 Cohen 等观察到的

巨噬细胞的异质性逐渐增加相一致。而胎儿时期特

异性的 Gal+I 型巨噬细胞群 (MacI) 在 E18.5 占主导，

占巨噬细胞的 80%)，接着它们被瞬时 II 型巨噬细

胞 (Mac II) 在围产期所取代，最终成为肺泡 III 型
巨噬细胞 (MacIII)[20]。虽然在出生前淋巴细胞只占

很小的比例 (2%)，但到了 P21 时淋巴细胞占所有免

疫细胞的 60%。

此外，还有一项致力于间充质细胞的发育命运

的研究。在该项研究中，作者整合了来自 LungGENS
数据库中现成的人和小鼠单细胞测序的数据 [21]，旨

在了解肺泡肌成纤维细胞 (alveolar myofibroblasts, 
AMFs，标志基因为 Fgf18) 和肺泡脂肪成纤维细胞

(alveolar lipofibroblasts, ALFs) 在肺泡形成过程的

动态变化。ALFs 基因表达特征以 Acta2low/Pdgfra-/
Fgf18- 为主，	 而部分 Acta2high/Pdgfra+ AMFs 表达

Fgf18。这些分析结果表明，Fgf18+ AMF 不是一个

独立的肌成纤维细胞群体。此外，AMFs 和 ALFs
均表达了间充质祖细胞的标记基因 Gli1。和小鼠中

的数据相似，Fgf18 也在 P1 的人类肺中表达于 AMFs。
为证实这些结果，作者利用 Fgf18+ 和 Gli1+ 细胞进

行谱系追踪，其结果显示，在肺发育中 Fgf18: CreERT2
标记的 AMFs 与 scRNA-seq 的数据一致。Fgf18 标
记的 AMFs 随着肺发育时期的增长而减少，而部分

Gli1 标记的细胞保留了下来，表明了 Fgf18-/Gli1+ 

AMLs 替代 Fgf18+ ALFs[21]。

Li 等 [22] 对出生后第二周的小鼠肺的间质细胞

发育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探索了 Pdgfra+ 细胞

作为间充质祖细胞的发育潜力。他们对来自 P7 和

P15 的 4 438 个 Pdgfra+ 细胞进行单细胞测序。在

这两个发育时间点均鉴定出了四类间质细胞：

Pdgfrahigh 细胞、Pdgfralow 细胞、Lgr6+ 气道平滑肌

细胞、Dcn+/Col1a1+ 基质生成细胞。此外，在 P7
时还鉴定出了第五类细胞——Top2a+ 增殖细胞，但

却在 P15 缺失 [22]。Pdgfrahigh 细胞在这两个发育时

期均被认为是占比最大的细胞群 (40%)。Acta2 和

Tagln 在 P7 时呈强阳性，尽管在 P15 时强度较低，

但其表达仍然明显。Pdgfralow 细胞群在 P7 时占优势，

但在 P15 时则显著减少。重要的是，部分 Pdgfralow 细

胞其 Fgf10 和 Plin2 表达均呈阳性，证实了 Fgf10 谱

系细胞可生成脂肪成纤维细胞的观点。另外，谱系

追踪研究结果显示 Pdgfra+ 细胞产生了大约 95% 的

肌成纤维细胞。Pdgfra+ 细胞的消除导致肺泡发育

不全，证实了它们在肺泡形成中的作用。类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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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育中的小鼠暴露于高浓度氧气中以模拟支气管

肺发育不良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BPD)，导

致肺泡简化和 Pdgfra+ 细胞数量的减少 [22]。

近期的一项研究结合了单细胞基因组学和谱系

示踪迹技术，鉴定了在远端肺发育和成熟过程中活

跃的细胞间信号通路的空间和时间模式 [23]。这项研

究绘制了小鼠肺发育的单细胞分子图谱，包括了胚

胎阶段和出生后各个时间点的上皮细胞、内皮细胞

和间质细胞。随后对各细胞组分间的配体 - 受体相

互作用进行分析，发现了 AT1 细胞是配体表达的枢

纽。这些配体的同源受体仅限表达于肺发育中的间

叶细胞亚群。间叶祖细胞在空间和转录上分成表达

Acta2、Pdgfrb 或 wnt2 的各细胞亚群，在胚胎期

E15.5 开始分化成出生后的肺中不同的成纤维细胞。

通过 scRNA-seq 和谱系示踪找到了瞬时存在的次级

嵴肌成纤维细胞 (secondary crest myofibroblast, SCMF)
的祖细胞，其只存在于出生后肺发育的早期肺泡期，

在空间分布及转录上与 AT1 祖细胞相似。与其他肺

泡成纤维细胞相比，SCMF 在体外实验中展示出更

大的牵引力，这表明它们是特化功能性的一个细胞

谱系。对 AT1 细胞及 SCMF 细胞中的单细胞水平

的染色质可及性及信号通路表达进行分析后，发现

了 Foxa 和 Tead 转录因子是包括 Wnt 和 Shh 等 AT1
细胞源的配体的上游调控因子。而 SCMF 开放的染

色质中带有 Shh 及 Wnt 信号下游靶基因 Gli1 和 Tcf。
随后，特异地条件敲除 AT1 细胞中的 Wnt 及 Shh
配体分泌，发现 Shh 缺失会导致 SCMF 细胞的丢失

和出生后肺中的肺泡简化
[23]。

4　空间转录组技术对肺发育研究推动作用的

预期

随着单细胞组学的不断发展，空间转录组学领

域已经出现了一套实验和计算方法来绘制细胞的位

置及其在空间中的基因表达谱 [24]，空间转录组技术

也在 2020 年被 Nature Methods 评为“年度技术”[25]。

广义上，用于捕获基因空间表达模式的方法主

要基于以下两种 [26] ：(1) 基于空间成像的原位杂交

技术，代表技术有 MERFISH、seqFISH+ ；(2) 基于

二代测序技术的空间基因表达的解析方法，如

Geo-seq、Slide-seq，以及已经商业化的 10X Visium 
( 其前身是 Spatial transcriptomics) 等。

这些空间组学的方法通常是互补的，在靶标覆

盖范围内，其空间分辨率和通量各有不同。与所有

的技术方法一样，它们必须与所要研究的生物学问

题相匹配才能体现出相应的价值。来自瑞典的 Asp
等 [27] 将空间组学技术应用到人心脏发育的研究上，

结合 scRNA-seq 和 RNA 原位杂交等实验技术及细

胞空间分型概率的计算方法，首次绘制了人类心脏

发育全器官范围内的单细胞基因表达的时空分子图

谱，为器官发育的空间组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范例。

无独有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单细胞 RNA
测序和空间转录组学联系起来，以表征器官发生和

发育的时空细胞分布和基因表达特征，如关于人的

肠道发育的研究 [28]、鸡心脏的发育研究 [29]。肺是

一个空间异质性较强的器官，包含上皮细胞、间质

细胞、内皮细胞及免疫细胞等多种细胞组分的空间

分布。同时，肺发育存在远 - 近端、背 - 腹侧以及

各细胞组分之间的差异，此外，还存在各细胞谱系

内新型细胞的出现和转换以及相邻细胞间的信号交

流。这些关于肺发育的生物学问题需要借助空间组

学、谱系追踪等技术才得以被详细揭示。关于肺发

育的单细胞研究已经构建了各个发育阶段和时期较

为详细的单细胞基因表达图谱，而未来关于肺发育

空间转录组的相关研究将会使现有的肺发育的细胞

分子图谱更加详实和精确。

5　展望

肺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是主要的致死原因。肺部

的多类细胞表达多种肺疾病基因、病毒受体基因，

与多类肺疾病的发生和病毒感染相关 [1]。2018 年关

于人和鼠气道上皮的两项 scRNA-seq 的研究 [2-3] 共

同鉴定出一类新型的肺气道上皮细胞——肺离子细

胞。其显著上调表达转录因子 Foxil 和囊性纤维化

相关基因 Cftr ( 囊性纤维化滑膜传导调节基因 )，而

Cftr 的突变则被证明与囊性纤维化的发生有关 [2-3]。

据统计，每年约有 700 万人死于肺疾病 [30]。肺疾病

死亡率高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肺组织不可逆的破坏和

不能满足移植需求的巨大缺口。肺移植本身是一种高

风险的手术，5 年存活率只有 59%[31]，慢性异体移植

功能障碍一直是影响肺移植患者长期存活的障碍 [31]。

因此，详细描述肺发育中出现的各种祖细胞群

是肺再生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特别是它们的治疗

潜力可能不同于成体干细胞。如果将来要帮助肺疾

病患者重生肺组织，那么需要了解肺是如何发育的，

特别是在发育历程中各种肺细胞如何在细胞和分子

水平形成这样一个功能结构如此复杂的肺器官的。

这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他内胚层器官是如何发育

的，特别是它们可能有着某些相似的发育机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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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再生医学，肺发育的相关研究对肺疾病发生机制

的理解也相当重要。2017 年，Hobbs 等 [32] 的研究

指出一些与成人慢性肺病易感基因变异联系最紧

密的基因被预测在肺发育中也起作用。这表明肺发

育事件对呼吸健康有着终生的影响。一项调查了

3 000 例人肺组织结构的大型研究报告 [33] 指出，人

类肺分支的发育异常，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
的发生相关。但迄今为止，鲜有异常肺发育的单细

胞研究来揭示这些异常肺发育背后的细胞分子机

制。随着肺发育相关的单细胞研究的深入以及其他

新型研究工具的结合，关于肺发育更加详细的细胞

分子机理会进一步被揭示，也将会为肺疾病的理解

及肺再生医学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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