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细胞与组织工程·

慢病毒介导 NEP1-40 及 NT-3 双基因转染

神经干细胞的实验研究
王林楠，汪雷，宋跃明，刘立岷，杨曦，丰干均，周春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通过慢病毒载体将 NEP1-40（Nogo extracellular peptide residues1-40）及神经营养因子

3（neurotrophin 3，NT-3）双基因转染入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s，NSCs）内进行表达，探讨 NEP1-40 及 NT-3
双基因转染 NSCs 的可行性，为 NSCs 体内实验奠定基础。方法     将 SD 大鼠胚胎室管膜区 NSCs 采用空载慢病毒

载体（A 组）、NEP1-40 慢病毒载体（B 组）、NT-3 慢病毒载体（C 组）及 NEP1-40 和 NT-3 慢病毒载体（D 组）进行

转染，以未转染病毒的细胞作为对照组（E 组）。用感染复数（multiplicity of infection，MOI）=5、10、15 的慢病毒载

体分别转染 24、48、72 h，荧光显微镜观察转染后细胞内荧光表达情况，确定慢病毒载体的最佳 MOI 和收样时

间。再分别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及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转染后细胞中 NEP1-40 及 NT-3 基因的表达，以及

细胞和培养基中 NEP1-40 及 NT-3 蛋白的表达。结果     荧光显微镜观察示，MOI=10 时 NEP1-40 和 NT-3 基因慢

病毒载体在 NSCs 内转染率最高，最佳时间为转染 48 h 时。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示，B、D 组
NEP1-40 mRNA 相对表达量和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显著高于 A、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C 组间及

B、D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D 组 NT-3 mRNA 相对表达量和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显著高于 A、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B 组间和 C、D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慢病毒载

体可将 NEP1-40 及 NT-3 双基因成功转染入 NSCs 内，在 NSCs 内稳定表达，且两种目的基因在表达过程中无相互

拮抗或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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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co-transduction and co-expression of Nogo extra cellular
peptide residues 1-40 (NEP1-40) gene and neurotrophin-3 (NT-3) gene into neural stem cells (NSCs). Methods     NSCs
were derived from the cortex tissue of Sprague-Dawley rat embryo. The experiment included 5 groups: no-load lentiviral
vector transducted NSCs (group A), NEP1-40 transducted NSCs (group B), NT-3 transducted NSCs (group C), NEP1-40
and NT-3 corporately transducted NSCs (group D), and blank control (group E). Target genes were transducted into
NSCs by lentiviral vectors of different multiplicity of infection (MOI) (5, 10, 15) for different times (24, 48, 72 hours).
Fluorescent microscope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expression of fluorescence protein and acquire the optimum MOI and
optimum collection time. Real 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and Western blot tests were utilized to evaluate the
expression of NEP1-40 and NT-3 genes in NSCs. Results     The optimum MOI for both target gene was 10 and the
optimum collection time was 48 hours. The real 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RNA and protein relative expressions of NEP1-40 in groups B and 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s
A and C (P<0.05),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as found between groups B and D, and between groups A and C
(P>0.05). The mRNA and protein relative expressions of NT-3 in groups C and 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DOI：10.7507/1002-1892.201710079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科技支撑项目（2015SZ0170）
通信作者：汪雷，Email：wangle_cd@126.com

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 2018 年 4 月第 32 卷第 4 期 • 1 •

http://dx.doi.org/10.7507/1002-1892.201710079
http://dx.doi.org/10.7507/1002-1892.201710079
http://dx.doi.org/10.7507/1002-1892.201710079


groups A and B (P<0.05),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as found between groups A and B, and between groups C and D
(P>0.05). Conclusion     NEP1-40 and NT-3 gene can be successfully co-transducted into NSCs by the mediation of
lentiviral vector. The expression of the two target gene is stable and has no auxo-action or antagonism between each other.

【Key words】 Neural stem cells; Nogo extracellular peptide residues1-40; neurotrophin 3; lentiviral vector;
trans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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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s，NSCs）移植作为

脊髓损伤的治疗方式，具有广阔前景[1]。相关研究

已证实，NSCs 移植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神经功能

的修复 [ 2 -3 ]。然而，单纯 NSCs 移植也存在诸多限

制，如移植细胞存活率低下、局部微环境中 Nogo
蛋白使轴突形成受抑制等 [ 4 - 5 ]。研究表明  NEP1-
40（Nogo extracellular peptide residues1-40）多肽可

竞争性与 Nogo 受体结合，从而拮抗 Nogo-66 对轴

突生长的抑制作用[6]，但对于 NSCs 移植后的分化

无明显诱导作用，且对于轴突的生长缺乏必要的营

养作用。而神经营养因子 3（neurotrophin 3，NT-
3）能够促进固有神经元的存活和分化，对于再生的

神经元和突触的生长和分化也有促进作用[7-8]。NT-
3 基因的以上优势正好弥补了 NEP1-40 基因的不

足。本实验拟从基因工程方面，将  NT-3 基因和

NEP1-40 基因通过慢病毒载体同时导入 NSCs，检

测转染率及目的基因表达情况，为基因干细胞移植

治疗研究提供实验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试剂及仪器

N S C s  培养基（N e u r o C u l t ®  N S -A  B a s a l
Medium）、EGF、bFGF（StemCell 公司，美国）；

Power SYBRTM Green Cells-to-CT
TM试剂盒（Thermo 公

司，美国）；Western blot ECL 化学发光检测试剂盒

（上海索莱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NEP1-40 基因

慢病毒表达载体及 NT-3 基因慢病毒表达载体为本

实验室前期构建[9]；NSCs 为本实验室前期采用改

良培养法成功培养的  SD 大鼠室管膜区脑源性

NSCs[9]。CO2 细胞培养箱（Thermo Scientific 公司，

美国）；荧光显微镜（Leica 公司，德国）；无菌操作

台（苏州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最佳感染复数（multiplicity of infection，

MOI）及收样时间确定　取生长状态良好的第 3 代
NSCs 单细胞悬液，以每孔 1.5×105个/mL 密度接种

至 24 孔板内，以含 20 μg/L EGF、20 μg/L bFGF 的
NSCs 培养基【这样表述是否准确？】进行培养。实

验分为 5 组：分别为 A 组［空载慢病毒转染组，带

增强型绿色荧光蛋白（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EGFP）绿色荧光标签和 mCherry 红色荧光

标签］、B 组［NEP1-40 慢病毒转染组，带 EGFP 绿色

荧光标签］、C 组（NT-3 慢病毒转染组，带 mCherry
红色荧光标签）、D 组（NEP1-40 和 NT-3 慢病毒共

转染组，带 EGFP 和 mCherry 两种荧光标签）及 E
组（未转染组）。细胞于 37℃、5%CO2 培养箱培养 4
h 后，各组孔内分别按 MOI 值为 5、10、15 加入不

同慢病毒稀释液 100 μL。10 h 后更换新鲜培养液，

24 h 后重复转染 1 次。分别于 24、48、72 h 后于荧

光显微镜下观察各组病毒转染后的荧光细胞表达

情况，确定最佳 MOI 及最佳收样时间。

1.2.2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转染后  NSCs 中
NEP1-40 和 NT-3 mRNA 表达　取第 3 代 NSCs，用

NSCs 培养基重悬细胞，以每孔 1.2×106个/mL 密度

接种至 6 孔板，37℃、5%CO2 培养箱中以含 20 μg/L
EGF、20 μg/L bFGF 的 NSCs 培养基【这样表述是否

准确？】进行培养。实验分组同 1.2.1 的 A～D 组
方法，细胞培养 4 h 后，各组孔内分别按最佳 MOI
值加入不同慢病毒稀释液 100 μL；10 h 后半量换

液，以后每 24 小时半量换液 1 次，于最佳收样时间

收集细胞。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各组

NEP1-40 和  NT-3 mRNA 表达情况。引物序列：

NEP1-40 上游 5’-CTGCCCTATGCTCTGCACCT-
3’，下游  5’-AAGAGCCACAGGGTGAGCAG-3’；
NT-3 上游 5’-CGTGGCCATTGAACACA GCA-3’，
下游 5’-CCCACTGGCGGGTAAGGAAA-3’。PCR
扩增后，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自动分析结果，根据

阴性对照调整阈值和基线以确定各标本的 Ct 值，

并根据熔解曲线确定该 Ct 值是否有效。将结果导

出，采用 2-ΔΔCt法分析目的基因相对表达量。

1.2.3    Western blot 检测转染后 NSCs 中 NEP1-40
和 NT-3 蛋白表达　细胞培养及实验分组同 1.2.2。
于最佳收样时间收集各组  NSCs，以离心半径？

cm【？】、1 500 r/min 离心 5 min 后，一方面取沉

淀做超声破碎处理，提取总蛋白；另一方面获取细

胞上清，三氯乙酸沉淀浓缩上清蛋白。配置 PAGE

• 2 • Chinese Journal of Reparative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Apr. 2018, Vol. 32, No.4



凝胶，取每孔上样量为 20 μg 蛋白进行电泳，当染

料到达胶底部时停止电泳，进行转膜。将蛋白移至

聚偏二氟乙烯膜上，5% 牛血清蛋白室温封闭；将

NEP1-40（1∶1 000）、NT-3（1∶4 000）抗体（一抗）

加入封闭液中稀释至所需浓度，与膜 4℃ 孵育过

夜；孵育一抗的膜用 TBST 洗涤 3 次×5 min；室温

下按照 1∶5 000 稀释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二抗，

与膜 37℃ 孵育 1 h，用 TBST 洗涤 3 次×5 min，采用

化学发光仪进行扫描成像并行蛋白相对表达量定

量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组间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 检验；检验

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最佳 MOI 值及收样时间确定

E 组在相同培养条件下未见明显荧光；MOI
为  15 时，各组细胞状态均很差，细胞死亡较多。

MOI 为 5 和 10 时，A 组病毒转染的荧光强度均高

于 MOI 为 15 时；而 B、C、D 组在 MOI 为 10 时病

毒转染的荧光强度均明显高于 MOI 为 5 或 15 时。

因此确定 MOI=10 作为最佳 MOI 值。病毒转染后

3 个时间点观察发现，各组在转染 48 h 时荧光强度

相对高且细胞状态较好，因此确定 48 h 作为最佳收

样时间。见图 1～6。
2.2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转染后  NSCs 中
NEP1-40 和 NT-3 mRNA 表达

A、B、C、D 组 NEP1-40 mRNA 相对表达量分

别为 1.007±0.152、1 133.773±165.971、1.000±0.260、
1 291.000±53.676。B、D 组 NEP1-40 mRNA 相对表

达量显著高于  A 、 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A、C 组间及 B、D 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
A、B、C、D 组 NT-3 mRNA 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1.004±0.114、1.151±0.138、3.226±0.262、3.159±
0.350。C、D 组 NT-3 mRNA 相对表达量显著高于

A、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B 组间

及 C、D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Western blot 检测转染后 NEP1-40 和 NT-3 蛋
白表达

各组均有荧光蛋白表达，说明基因转染成功，

并且可表达蛋白产物。B、D 组细胞及培养基中

NEP1-40 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显著高于 A、C 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C 组间及 B、D 组间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C、D 组细胞

及培养基中 NT-3 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显著高于 A、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B 组间及 C、

D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 7，
表 1。

3    讨论

研究显示【文献？】NSCs 移植局部微环境中

存在对轴突形成受抑制的因素，相关抑制因素主要

为以下 3 种：Nogo 蛋白、髓鞘相关性糖蛋白和硫

酸软骨蛋白多糖 versian 蛋白。自 2000 年 Nogo 基
因序列被报道以来，Nogo 分子逐渐成为神经再生

领域中研究的焦点[10]。Nogo 基因共有 3 个 mRNA
转录本，其所编码蛋白质分别称为 Nogo-A、Nogo-
B 和 Nogo-C，这 3 种蛋白质在其羧基端存在一个由

66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结构完全相同的袢状结构，

被称作 Nogo-66[11]。Nogo-66 与其下游受体分子信

号复合物 NgR/P75NTR/Lingo-1 或 gR/Troy/Lingo-1
结合，启动 Rho 信号传导途径可抑制中枢神经再

生[12]。Atalay 等[6]通过研究显示，合成的 NEP1-40 多
肽可以拮抗 Nogo-66 对轴突生长的抑制作用；同

时，相关研究在脑损伤及脊髓损伤动物模型中进行

验证，结果显示 NEP1-40 能够显著促进神经再生和

功能恢复[13-14]。由于上述研究中所使用的 NEP1-40
都是经化学合成，其成本较高，且很难通过血脑屏

障、血脊屏障等结构，故我们设计将携带 NEP1-40
基因修饰的 NSCs 移植入脊髓损伤区域，以达到拮

抗 Nogo 蛋白对轴突生长的移植作用。

我们的前期研究通过慢病毒载体将 NEP1-40
基因转入  NSCs  内表达，结果证实其成功转染

NSCs，并在 NSCs 内稳定表达[15]。前期动物实验也

证实 NEP1-40 基因修饰的 NSCs 在大鼠脊髓半切模

型中促进轴突生长及修复受损脊髓的效果优于单

纯 NSCs 移植 [9]。但是也发现 NEP1-40 基因对于

NSCs 移植后的分化无明显诱导作用，并不能提高

分化产物中神经元及少突胶质细胞的比例[16]，同时

其对于轴突的生长缺乏必要的营养作用。

20 世纪神经营养因子的发现为神经再生研究

带来了革命性进展。许多体外细胞实验及动物体

内实验都表明，神经营养因子能够增加轴突的再生

活性。直接或间接注射神经营养因子、病毒介导的

转导或移植分泌神经营养因子的细胞都能取得一

定效果，神经营养因子的使用还能明显提高其他脊

髓损伤治疗方法的疗效[17-18]。神经营养因子中运用

最成功的是 NT-3，对于外周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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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 组细胞各 MOI 值转染后各时间点 mCherry 红色荧光表达（荧光显微镜×100）     从左至右依次为 MOI=5、10、15　a. 24 h；b.
48 h；c. 72 h

Fig.1   Expression of different MOI transduction cells in group A after mCherry red fluorescent staining at different time point (Fluorescent
microscope×100)     From left to right for MOI=5, 10, 15　a. At 24 hours;   b. At 48 hours;   c. At 72 hours

 

 
图 2     A 组细胞各 MOI 值转染后各时间点 EGFP 绿色荧光表达（荧光显微镜×100）     从左至右依次为 MOI=5、10、15　a. 24 h；b.
48 h；c. 72 h

Fig.2   Expression of different MOI transduction cells in group A after EGFP green fluorescent staining at different time point (Fluorescent
microscope×100)     From left to right for MOI=5, 10, 15　a. At 24 hours;   b. At 48 hours;   c. At 72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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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 组细胞各 MOI 值转染后各时间点 mCherry 红色荧光表达（荧光显微镜×100）     从左至右依次为 MOI=5、10、15　a. 24 h；b.
48 h；c. 72 h

Fig.3   Expression of different MOI transduction cells in group B after mCherry red fluorescent staining at different time point (Fluorescent
microscope×100)     From left to right for MOI=5, 10, 15　a. At 24 hours;   b. At 48 hours;   c. At 72 hours

 

 
图 4     C 组细胞各 MOI 值转染后各时间点 EGFP 绿色荧光表达（荧光显微镜×100）     从左至右依次为 MOI=5、10、15　a. 24 h；b.
48 h；c. 72 h

Fig.4   Expression of different MOI transduction cells in group C after EGFP green fluorescent staining at different time point (Fluorescent
microscope×100)     From left to right for MOI=5, 10, 15　a. At 24 hours;   b. At 48 hours;   c. At 72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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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D 组细胞各 MOI 值转染后各时间点 mCherry 红色荧光表达（荧光显微镜×100）     从左至右依次为 MOI=5、10、15　a. 24 h；b.
48 h；c. 72 h

Fig.5   Expression of different MOI transduction cells in group D after mCherry red fluorescent staining at different time point (Fluorescent
microscope×100)     From left to right for MOI=5, 10, 15　a. At 24 hours;   b. At 48 hours;   c. At 72 hours

 

 
图 6     D 组细胞各 MOI 值转染后各时间点 EGFP 绿色荧光表达（荧光显微镜×100）     从左至右依次为 MOI=5、10、15　a. 24 h；b.
48 h；c. 72 h

Fig.6   Expression of different MOI transduction cells in group A after EGFP green fluorescent staining at different time point (Fluorescent
microscope×100)     From left to right for MOI=5, 10, 15　a. At 24 hours;   b. At 48 hours;   c. At 72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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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神经元都有营养作用，它对于中枢神经系统

的神经元营养作用十分明显[19]。研究已证明 NT-3
的受体主要分布于脊髓的皮质脊髓束和大感觉神

经元的轴突上，将 NT-3 作用于受损脊髓中能诱导

明显的皮质脊髓束轴突再生，增强皮质脊髓束的解

剖可塑性，促进脊髓损伤后行为功能的恢复[7-8]。此

外，NT-3 还能加强神经系统内其他细胞（如少突胶

质细胞前体细胞）的存活和增殖，并能促进少突胶

质细胞髓鞘化[20]。由于内源性 NT-3 在脊髓损伤后

上调程度有限，而外源性 NT-3 半衰期短，且不易

于通过血脑屏障和血脊屏障，无法在脊髓损伤区域

达到有效浓度[21]。针对这一情况，有学者用神经营

养因子基因转染干细胞，使其持续分泌，提高干细

胞存活并参与诱导分化。Zhang 等[22]利用 NT-3 基
因转染 NSCs 治疗大鼠脊髓损伤模型，结果显示损

伤区域检测到大量 NT-3 表达载体，大鼠运动功能

也有部分恢复。

NT-3 基因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NEP1-40
基因的不足，将 NT-3 基因和 NEP1-40 基因这两个

目的基因通过病毒载体同时导入 NSCs 内并移植至

动物脊髓损伤区域，产生的 NT-3 和 NEP1-40 同时

发挥作用，一方面可阻断外源性的轴突再生抑制因

素；另一方面能促进更多神经元生成并髓鞘化，更

好地促进神经功能修复。既往研究已证实了两种

基因分别转染 NSCs 的可行性，本实验主要目的在

于验证两种目的基因共同转染 NSCs 的表达情况。

首先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两种目的基因转染 NSCs
后荧光表达情况，结果显示各实验组在不同 MOI
值情况下均有荧光显示，提示转染成功；携带两种

目的基因的慢病毒转染  NSCs 的最佳  MOI 值为

10，48 h 为最佳收样时间。

为进一步验证转染成功，本研究分别在核酸水

平和蛋白质表达水平进行了实验。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果表明，NEP1-40 和 NT-3 基因共转染组两

种目的基因 mRNA 表达水平与单基因转染组基本

一致，说明两种目的基因均成功转染入 NSCs 内，

两种目的基因间无拮抗作用和相互促进作用。此

外，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蛋白质表达和分泌水

表 1    Western blot 检测转染后 48 h 各组 NEP1-40 和 NT-3 蛋白相对表达量

Tab.1    Comparison of relative expressions of NEP1-40 and NT-3 proteins among 4 groups by Western blot detection

组别
Group

细胞中
Intracellular

培养基中
In cell supernatant

NEP1-40 NT-3 NEP1-40 NT-3

A 0# 0.152±0.006△ 0# 0.532±0.048△

B 0.794±0.033*△ 0.161±0.009△ 0.399±0.030*△ 0.480±0.045△

C 0* 0.596±0.019*# 0* 0.742±0.044*#

D 0.803±0.028*△ 0.596±0.008*# 0.427±0.012*△ 0.791±0.042*#

统计值
Statistic

F=1 371.693
P=       0.000

F=1 412.013
P=       0.000

F=665.440
P=    0.000

F=34.929
P=  0.000

*与 A 组比较 P<0.01，#与 B 组比较 P<0.01，△与 C 组比较 P<0.01
*Compared with group A, P<0.01; #compared with group B, P<0.01; △compared with group C, P<0.01

 

 
图 7     Western blot 检测转染后 48 h 各组 NEP1-40 和 NT-3 蛋白表达     1：A 组 2：B 组 3：C 组 4：D 组　a. 细胞中 NEP1-40 表达；b.
细胞中 NT-3 蛋白表达；c. 培养基中 NEP1-40 蛋白表达；d. 培养基中 NT-3 蛋白表达

Fig.7   NEP1-40 and NT-3 protein expressions of each group by Western blot detection at 48 hours after transduction　     1: Group A 2:
Group B 3: Group C 4: Group D　a. Intracellular NEP1-40 expression;   b. Intracellular NT-3 expression;   c. NEP1-40 expression in cell
supernatant;   d. NT-3 expression in cell superna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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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结果显示，NSCs 能表达两种目的基因编码的蛋

白，且在蛋白表达和分泌情况上，两种基因无相互

拮抗或促进作用。

综上述，本实验成功将 NEP1-40 和 NT-3 双基

因转染入大鼠 NSCs 内，为 NSCs 体内实验奠定了

基础，为临床治疗脊髓损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验

依据。但 NEP1-40 和 NT-3 基因转染入细胞内后，

其基因产物可能受到细胞内环境影响，因此其生物

活性仍需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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