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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冬氨酸修饰的纳米硒（PEG2000-ASP@Se）对间充质
干细胞增殖与分化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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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天冬氨酸（ASP）加以聚乙二醇（PEG2000）修饰制备纳米硒（PEG2000-ASP@Se）并评价其对
间充质干细胞（hMSCs）的增殖与分化的影响。实验制备所得 PEG2000-ASP@Se 纳米粒子通过投射电子显微镜观
察其外貌特征，并采用马尔文粒度仪检测其水合粒径。表征结果显示，该纳米粒子具有较好的分散性，其水溶液稳
定性较好，水合粒径约为（154±2） nm。根据 MTT 实验数据，PEG2000-ASP@Se 纳米对干细胞增殖能力影响较
小。此外，借助流式细胞术，使用 Annexin V-FITC/PI 双染探针检查纳米是否会导致干细胞凋亡。并检测纳米作用
下干细胞内活性氧水平变化情况，从而进一步证实该纳米粒子具有较小的毒副作用。为探究该纳米粒子对干细胞分
化 潜 能 的 影 响 作 用 ， 使 用 茜 素 红 染 色 定 性 分 析干细 胞成 骨分化过 程中 产生的矿 化结 节。上述 实验 表明，
PEG2000-ASP@Se 是一个具有良好细胞相容性，毒性较小的促进干细胞成骨分化的纳米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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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aspartic acid (ASP) and PEG2000 functional selenium nanoparticles
(PEG2000-ASP@Se) were used for stem cell research to identify their effects o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MSCs)
multipli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The morphology and surface state of PEG2000-ASP@Se were characteriz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The spherical PEG2000-ASP@Se presented monodisperse and homogeneous spherical structure with an average diameter of (154±2) nm. Before determining the role of
PEG2000-ASP@Se in hMSCs osteogenic and differentiation, its cytotoxicity was assessed via MTT assay. In addition, the Annexin-V-FITC / propidium iodide double labeling kit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if PEG2000-ASP@Se
could induce apoptotic cell death with flow cytometry. The generation of ROS had been shown to cause cell
apoptosis and drug-induced cytotoxicity. Therefore, the intracellular levels of ROS in PEG2000-ASP@Se treated
hMSCs were measured by using dichlorofl uorescein diacetate (DCFH-DA). Alizarin Red staining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EG2000-ASP@Se nanoparticles can enhance the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MSC.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G2000-ASP@Se is a nano-drug with good cell compatibility.
Key words: Se-nanoparticles;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是多能细胞，能分化成许多细胞类型。在适宜的环

境中可定向分化为心肌细胞、成骨细胞、软骨细胞
及脂肪细胞等。大量实验研究表明，间充质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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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骨细胞分化和成脂肪细胞分化两个过程之间存在
着较大程度的可塑性，并且两者转化是相互[1-2]。研
究表明通过增强间充质干细胞成骨细胞分化并抑制
其成脂肪细胞分化，是防止或治疗骨质疏松症等骨
疾病的一个治疗机会[3-4]。
与传统的分子药物相比，纳米药物的最大优点
在于：纳米药物的小尺寸效应，易于细胞吸收而实
现高药物效应；纳米药物的比表面积大，可负载更
多的功能团或活性基团；纳米颗粒所具有的多孔、
多层等结构特性，有利于实现药物的缓控释放等功
能[5]。利用纳米药物的小尺寸效应，易于干细胞吸
收而实现高效促进干细胞成骨分化，可为利用
MSCs 治疗骨疾病奠定良好的基础[6]。
天冬氨酸寡肽作为骨靶向载体或骨靶向功能基
团，已应用于多种骨疾病药物的研究研发。最早于
2000 年，Kasugai 等[7]发现 (Asp)6 是一个有效的骨
靶向药物载体分子。后续大量研究均证实了天冬氨
酸寡肽的骨靶向性，表明天冬氨酸分子具有亲骨
性[8-11]。聚乙二醇（PEG2000）涂覆纳米颗粒，有
助于提高纳米的稳定性及其细胞相容性。纳米药物
是当下药物基础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较少研究其
对干细胞成骨分化过程的影响。本研究中采用天冬
氨酸修饰纳米硒，所得的纳米粒子是一款新颖的纳
米药物，目前还鲜见研究报道，此外将其用于促进
间充质干细胞的成骨分化，更是一个创新的研究。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研究合成天冬氨酸（ASP）
加 以 聚 乙 二 醇 （ PEG2000 ） 修 饰 的 纳 米 硒
（PEG2000-ASP@Se）并探讨其对间充质干细胞
（hMSCs）的增殖与分化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亚硒酸钠（Na2SeO3）、天冬氨酸、硼氢化钠、
茜素红染料等（分析纯，阿拉丁试剂公司），间充质
干细胞培养基（Cyagen Biosciences Inc.），β-甘油磷
酸酯、地塞米松等（分析纯，Sigma）。
Nano-ZS 型纳米粒度仪（英国马尔文公司），
HT7700 日立透射电子显微镜，流式细胞仪（BD
FACS Aria 流式细胞仪）
1.2 方法
1.2.1 天冬氨酸修饰的纳米硒（PEG2000-ASP@Se）
的合成与表征 反应流程（图 1）显示，亚硒酸钠
（Na2SeO3）配制成 0.1 mol·L-1 的储备溶液，并储存
在 4℃备用。常温下，分别取 1 mL Na2SeO3 溶液、
1 mL NaBH 溶液（0.1 mol·L-1）和 10 mL 超纯水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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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磁力搅拌作用下，将 2 mL 天冬氨酸溶液（0.1
mol·L-1）缓慢滴加到以上混合溶液中；常温下搅拌
30 min 后，将 1 mL PEG2000 储备液滴加到反应体
系中，继续搅拌 2 h，得红色纳米溶胶（PEG2000ASP@Se）。4℃储存液体溶胶；或室温放置 24 h，
离心，弃上清液，洗涤，干燥，得红色天冬氨酸修
饰的纳米硒（PEG2000-ASP@Se）纳米颗粒。

图 1

天冬氨酸（ASP）加以聚乙二醇（PEG2000）修饰纳
米硒（PEG2000-ASP@Se）的反应示意图
Figure 1 Flow diagram for synthesis of the aspartic acid and
PEG2000 functional selenium nanoparticles
(PEG2000-ASP@Se)

PEG2000-ASP@Se 纳米颗粒的尺寸分布通过
Nano-ZS 型 纳 米 粒 度 进 行 测 量 。 移 取 20 μL
PEG2000-ASP@Se 纳米溶胶滴在铜网上，自然风
干，使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纳米粒子的
形貌。
1.2.2 MTT 检测纳米粒子对干细胞增殖能力的影
响 间充质干细胞（hMSCs）分别以药物浓度为 0、
2、5、10、20、40、80、120 和 160 μg·mL-1 的 PEG2000ASP@Se 纳米溶液，孵育时间为 48 h 后，每个培养
孔分别加入 20 μL MTT（5 mg·mL-1），继续培养 4 h
后终止培养，弃去孔内培养液，分别加入 150 μL
DMSO（二甲基亚砜）并振荡 10 min。而后使用酶
标仪在 490 nm 的波长下测定各培养孔的吸光值。
1.2.3 流式细胞术检测纳米硒作用下干细胞的凋亡
及细胞内活性氧（ROS）水平 hMSCs 以 10 μg·mL-1
PEG2000-ASP@Se 纳米药物孵育 48 h 后，收集细胞
并重新分散在含 200 μL Buffer 缓冲溶液的 1.5 mL
离心管中。使用日本 TOYOBO 公司生产的 Annexin
V-FITC/PI 双染试剂盒，按说明进行操作，并使用
BD FACSAria 流式细胞仪检测干细胞的凋亡情况。
使用二氯二乙酸酯（DCFH-DA）荧光探针试剂
盒检测 10 μg·mL-1 PEG2000-ASP@Se 纳米药物孵
育 48 h 后干细胞内 ROS 含量。DCFH-DA 的激发波
为 488 nm。
1.2.4 投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干细胞对纳米硒的吸收
hMSCs 以 10 μg·mL-1 PEG2000-ASP@Se 纳米
药物孵育 48 h 后，干细胞样品经 4%多聚甲醛固定，
梯度脱水，石蜡包埋，临界点干燥，切片等程序后，
置于铜网上，使用投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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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内纳米的吸收情况。
1.2.5 茜素红染色 成骨诱导液（OS）的配制方法：
DMEM（H）+ 10% FBS + 10 mmol·L-1 β-甘油磷酸
酯 + 0.1 µmol·L-1 地塞米松 +50 mg·L-1 维 C[12]。
未给药干细胞作为正常对照样品，1 µmol·L-1
NaF 刺激的干细胞设为阳性对照[12]。实验组 A、B
分别进行成骨诱导及成脂肪诱导。诱导过程中，每
2～3 d 换 1 次诱导液并进行给药 1 次。实验组 A 诱
导 7 d 后，采用茜素红（ARS）染色矿化结节 hMSCs
先通过 4%多聚甲醛固定 30 min 并用 PBS 缓冲溶液
清洗 3 次，接着使用 40 mmol·L-1 的 ARS 染液
（pH=4.2）染色 30 min。染色后用 PBS 缓冲液洗去
多余的染料，将细胞置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获取图
片。

结果与分析

2

PEG2000-ASP@Se 纳米粒子的形貌及尺寸分布
用 投 射 电 子 显 微 镜 （ TEM ） 对 PEG2000ASP@Se 纳米粒子的形貌进行表征，冬氨酸（ASP）
加以聚乙二醇（PEG2000）修饰的纳米硒（PEG2000ASP@Se）以球状存在，分散性较好（图 2A）
。通过
马尔文粒度仪检测纳米溶胶的粒径分布，结果（图
2B）表明 PEG2000-ASP@Se 纳米粒子的水合粒径约
为（154±2） nm。说明 PEG2000- ASP@Se 纳米粒
子的分散性较好、溶胶的稳定性较佳。
2.1

图 2

PEG2000-ASP@Se 纳米粒子的 TEM 形貌图（A），
PEG2000-ASP@Se 纳米的粒径分布图（B）
Figure 2 A and B is the TEM image and corresponding size
distributions of PEG2000-ASP@Se, respectively

PEG2000-ASP@Se 纳米粒子对干细胞增殖能
力的影响
实验组分别以药物浓度为 0、2、5、10、20、
40、80、120 和 160 μg·mL-1 的 PEG2000-ASP@Se
纳米溶液对干细胞进行药物作用 48 h。MTT 检测实
验结果显示 PEG2000-ASP@Se 纳米对干细胞增殖
能力的影响具有浓度依赖作用，但总体的毒性较小
（图 3）。说明 PEG2000-ASP@Se 纳米粒子与干细
胞具有良好的细胞相容性。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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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MTT 检测不同浓度的 PEG2000-ASP@Se 作用下，
干细胞的活性变化
Figure 3 Cytotoxicity in hMSCs exposed to PEG2000- ASP@Se
for 48 h. The cytotoxicity was determined by MTT
reduction method

2.3 流式细胞术检测 PEG2000-ASP@Se 对干细胞
生长状态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检测 PEG2000-ASP@Se 纳米粒子
对干细胞生长状态的影响情况，采用流式细胞数检
测 PEG2000-ASP@Se 纳米药物作用下，hMSCs 细
胞内活性氧（ROS）水平及细胞的凋亡情况。氟化
物，是具有明显疗效的一种骨形成促进剂，是迄今
临床上作用最强的骨同化物，它能促进成骨细胞株
的有丝分裂，从而促进骨细胞的增生。常用的氟化
物有 NaF、Na2PO3F 和肠衣片氟化钠（EC-NaF）等。
其中氟化钠可以促进间充质干细胞的成骨分化，常
作为干细胞成骨分化阳性对照 [13] 。实验细胞组以
NaF 药物作为阳性对照，并设置空白对照组。

hMSCs as assessed by annexin V-FITC/PI fluorescent intensity, hMSCs were treated with 10 μg·mL-1 PEG2000-ASP@Se for
48 h, and 1 mmol·L-1 NaF-treatment was the positive control
图 4 流式细胞术检测 PEG2000-ASP@Se 作用下干细胞凋亡
Figure 4 Flow cytometry of stem cell apoptosis treated with
PEG 2000_ASP@Se

细胞凋亡实验检测结果显示（图 4），PEG2000ASP@Se 纳米药物作用 48 h 后，干细胞的凋亡或坏
死比率比空白对照组分别增加了 1.39%和 1.98%，
说明该纳米对干细胞的刺激较小。此外，实验采用
二 氯 二 乙 酸 酯 （ DCFH-DA ） 测 量 了
PEG2000-ASP@Se 纳米作用下干细胞内的活性氧
水平（图 5）。与空白对照、NaF 实验组相比，
PEG2000-ASP@Se 纳米作用下干细胞内的活性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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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并没有显著性增加。

In the tests, hMSCs were treated with 10 μg·mL-1
PEG2000-ASP@Se for 48 h, and 1 mmol·L-1 NaF-treatment
was the positive control
图 5 流式细胞术检测 PEG2000-ASP@Se 作用下干细胞内
活性氧水平
Figure 5 Effect on the endogenous ROS level of hMSCs by
flow cytometry.

此 外 ， 实 验 探 究 还 采 用 了 TEM 观 察
PEG2000-ASP@Se 纳米粒子在干细胞内的定位（图
6）。干细胞经 PEG2000-ASP@Se 纳米药物孵育 48 h
后，将 hMSCs 细胞制成细胞切片样品并通过透射电
子显微镜观察干细胞内纳米粒子的定位情况。TEM
数据显示 PEG2000-ASP@Se 纳米主要存在 hMSCs
细胞质。

图 6

干细胞吸收 PEG2000-ASP@Se 纳米的细胞切片
TEM 图
Figure 6 TEM analysis of cellular uptake of PEG2000-ASP@Se
(10 μg·mL-1) into hMSCs

图 7 干细胞成骨分化染色图
Figure 7 Images of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visualized by
Alizarin Red staining after 7 days of incub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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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2000-ASP@Se 对干细胞成骨分化能力影响
干细胞的成骨分化是骨形成的重要步骤。骨基
质成熟及矿化是干细胞分化为成骨细胞的一个重要
标志，干细胞成骨分化过程中产生的矿化结节通常
茜素红染料进行定性分析。在干细胞成骨诱导实验
中，间充质干细胞的培养采用添加成骨诱导剂（OS）
的培养液，并加以 PEG2000-ASP@Se 纳米进行药物
作用。实验结果（图 7）显示 PEG2000-ASP@Se 纳
米作用下干细胞的矿化程度显著提高，说明该纳米
粒子具有增强干细胞成骨分化的作用。

2.4

3

讨论与结论

实验中采用天冬氨酸加以 PEG2000 作为修饰
剂，在硼氢化钠的还原作用下，合成了纳米硒粒子
（PEG2000-ASP@Se）。为了观察纳米粒子的形貌，
取适量 PEG2000-ASP@Se 纳米溶胶稀释液，滴在覆
有碳膜的铜网上，制成 TEM 样品。通过投射电子
显微镜所获得的结果，可观察到 PEG2000-ASP@Se
纳米粒子具有球形的外貌特征，在铜网上的分散性
较好。采用马尔文粒度仪检测数据同样证明了该纳
米的尺寸分布比较集中。说明实验合成的 PEG2000ASP@Se 纳米粒子尺寸较为均一，在水溶液中的分
散性好，稳定性佳。
应用药物前，非常有必要探讨研究其对细胞活
性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通过 MTT 细胞
毒性来检测所制备的 PEG2000-ASP@Se 的细胞毒
性。如图 3 所示，随着纳米浓度的增加，干细胞的
存活率有所降低，但在低浓度情况下，PEG2000ASP@Se 具有较低的细胞毒性。因此，在随后进行
的细胞实验中主要采用 10 μg·mL-1 的小剂量。采用
TEM 观察 PEG2000-ASP@Se 纳米作用后的干细胞
切片，可以清晰的观察到细胞吸收纳米后，纳米粒
子在细胞内的分布定位。从图 6 中可看到 PEG2000ASP@Se 主要存在干细胞的细胞质中。由此可推测，
PEG2000-ASP@Se 纳米粒子在干细胞内的活动主
要在细胞质进行。
细胞凋亡坏死情况分析及 ROS 产生水平的测
量可用于评价药物的细胞毒副作用 [14] 。实验过程
中，如细胞过度消化、吹打，离心速度过快等不当
的实验操作也可能引起细胞坏死、活性氧数据增加。
为了更进一步研究 PEG2000-ASP@Se 纳米粒子对
干细胞生长过程的影响，采用流式细胞术分别检测
了在纳米药物作用 48 h 后，干细胞的凋亡坏死情况
及生长过程中细胞内活性氧水平的变化情况。从实
验结果可知（图 4）
，纳米作用 48 h 后，干细胞的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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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坏死比例并没有出现显著增加。此外图 5 显示，
干细胞内活性氧数值并没有受 PEG2000-ASP@Se
的作用而剧增。在排除不当操作引起的数据误差后，
实验中 PEG2000-ASP@Se 纳米作用下干细胞的生
长状态并没有受到显著性的影响，说明该纳米粒子
适用于干细胞治疗。
为了验证 PEG2000-ASP@Se 纳米颗粒对干细
胞分化潜能是否存在影响，对纳米作用下的干细胞
进行成骨分化诱导。成骨分化诱导结果使用茜素红
进行染色定性分析。实验结果显示，在 PEG2000ASP@Se 纳米作用下，干细胞的成骨分化效果较为
显著，跟阳性对照 NaF 实验组效果近似。由此可推
测该纳米粒子可以促进干细胞成骨分化作用。
干细胞具有多项分化潜能，其分化机制多样且
复杂。设计并制备了天冬氨酸（ASP）加以聚乙二
醇（PEG2000）修饰的纳米硒（PEG2000-ASP@Se），
研究了该纳米粒子对干细胞活性、生长及成骨分化
的影响，为进一步探索该纳米粒子促进干细胞成骨
分化的细胞机制提供了实验基础。在后续工作中，
将进一步考察 PEG2000-ASP@Se 纳米作用下干细
胞成骨分化特异性基因的表达，以及相关细胞信号
通路的靶基因蛋白活性和转录水平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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