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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来源的外泌体在肿瘤进展中的作用及其诊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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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外泌体是一种由细胞内多泡体与细胞膜融合产生的纳米级小囊泡。它们广泛分布在生物体血液、尿液、胸腹腔积液

等几乎所有体液中。作为细胞间通讯和遗传物质的重要载体，外泌体可以通过各种生物活性分子，如细胞膜受体、蛋白质、信
使 RNA（messenger RNA，mRNA）和微小 RNA（micro RNA，miRNA）的转移直接刺激靶细胞，从而发挥其生物学功能。从肿瘤细

胞分泌的外泌体称为肿瘤来源的外泌体（tumor⁃derived exosome，TEX），除了具备外泌体的一般特征外更有其特殊性。研究
TEX 对肿瘤发生发展的影响将开辟全新的诊断和治疗肿瘤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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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osomes are nanometer⁃sized vesicles produced by the fusion of multivesicular bodies and cell membranes which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almost all body fluids such as blood，urine，pleural and peritoneal effusions. As an important role of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 and genetic material carrier，exosomes play its biological function by stimulating target cells directly through the

transfer of various bioactive molecules such as cell membrane receptors，proteins，messenger RNAs（mRNAs）and micro RNAs

（miRNAs）. Tumor⁃derived exosome（TEX）is a type of exosome secreted by tumor cells which not only ha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exosomes but also has special features. Studying the effect of TEX will open up a whole new way 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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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转变过程中，发现一种由多种活细胞分泌到
细胞外的囊泡小体，将其命名为“外泌体”。外泌体
直径 40~100 nm，密度 1.13~1.21 g/mL，电镜下观察
呈杯状或盘状。进一步研究发现，外泌体可作为细
胞间通信的传输介质，传递生物信息和调节细胞功
能。作为肿瘤细胞分泌的外泌体，肿瘤来源的外泌
体（tumor⁃derived exosome，TEX）在机体免疫应答和
肿瘤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

第 39 卷第 2 期
2019 年 2 月

陈

群，吴 飏，时国东，
等. 肿瘤来源的外泌体在肿瘤进展中的作用及其诊疗意义［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
39（02）：300-305

TEX 不仅可能革新肿瘤现有治疗策略，而且有助于
研发更有效的肿瘤诊治方法。
1
1.1

外泌体的生物学特性

外泌体的产生
目前外泌体的发生机制仍不甚明确，会根据原
始细胞不同类型和功能而变。一般认为外泌体形
成和释放受“内吞体分选转运复合体”
（endosomal
sorting complex required for transport，ESCRT）调节［2］。
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外泌体起源于细胞内吞途
径中的多泡体。细胞内吞后形成早期核内体；早期
核内体膜内陷、突入，形成小囊泡，同时选择性接收
细胞质内的蛋白质和脂类，形成晚期核内体，即多
泡体；多泡体以钙离子依赖的方式与细胞膜融合，
将其所含的多个囊泡结构释放到细胞外基质中，即
形成外泌体［3］。
1.2 外泌体的组成
外泌体内容物丰富且复杂，并且可根据不同的
病理条件和原始细胞类型而变化［4］。外泌体表面有
CD9、CD63 等跨膜分子，内含受体、生物活性脂类物
质、蛋白质和重要遗传物质如信使 RNA（messenger
RNA，mRNA）、微小 RNA（micro RNA，miRNA）及片
段化DNA等组分。已经确定有4 563种蛋白质、
194种
脂质、1 639 种 mRNA 和 764 种 miRNA 存在于不同组
织和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中［5］。①蛋白质：几乎所有
的外泌体都有微管蛋白、肌动蛋白结合蛋白和四跨
膜蛋白。由于其特殊的形成方式，外泌体不含内质
网内的蛋白质，而高表达细胞内源性蛋白质如 ALG⁃
2 相 互 作 用 蛋 白 X（ALG ⁃ 2 ⁃ interacting protein X，
Alix）、肿 瘤 易 感 基 因 101（tumor susceptibility gene
［6］
101，Tsg101）
。其中 CD63、CD9 在所有的外泌体中
均呈现阳性，Alix 在上皮源性细胞分泌的外泌体中
高表达，这 3 个蛋白可作为细胞外泌体存在的标志
物。②脂质：外泌体含有的脂质包括胆固醇、甘油
二酯、鞘脂、磷脂和甘油磷脂等。此外，几乎所有外
泌体都含有具有生物活性的脂质如 1⁃磷酸鞘氨醇
（sphingosine 1 phosphate，S1P）、神 经 酰 胺 ⁃ 1 ⁃ 磷 酸
（ceramide 1 phosphate，C1P）［7］。这些脂质不仅参与
形成和维持外泌体的形态，还可以作为信号分子参
与生物学过程。③核酸：外泌体含有大量具有生物
活性的遗传学物质，如 mRNA、miRNA、长链非编码
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环状 RNA（cir⁃
cular RNA，circRNA）、线 粒 体 DNA（mitochondrial
DNA，mtDNA）、双链 DNA（double stranded DN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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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DNA）、基因组 DNA（genomic DNA，gDNA）
。这些
内容物可以被远处细胞捕获，参与干细胞分化、器
官形成、血细胞生成以及肿瘤的发生和转移。
miRNA 在外泌体内的 RNA 中含量最高［10］。同
时，不同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分布不同，这种差别对
诊断不同类型的疾病有重要作用［11］。已有实验证
明，外泌体内的 miRNA 促进肿瘤增殖、侵袭和转移，
而且与患者生存率相关［12］。此外，外泌体内的 miR⁃
NA 也影响肿瘤对化疗药物的耐受性［13］。
1.3 外泌体的检测
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种方法能同时保证外
泌体的含量、纯度、生物活性。外泌体的鉴定主要
依赖于形态学观察以及对其内含蛋白质、核酸的分
析。从血浆或其他体液分离的外泌体内含许多不
同组织和细胞产生的囊泡组成的混合物，故而单独
从肿瘤细胞分离出的外泌体是得到高纯度 TEX 的
唯一来源［14］。
分离提纯。①离心法：目前最常用提取外泌体
的方法，得到的外泌体量多，但纯度不足，电镜鉴定
时会发现外泌体聚集成块，
不利于后续实验。②密度
梯度离心法：常用蔗糖密度梯度离心法，将样本和 2
种蔗糖溶液一起超速离心，样品中的不同组分沉降
到各自等密度区［15］。此法得到的外泌体纯度高，但
前期准备工作繁杂，耗时且量少。③过滤离心法：
外泌体的相对分子质量大于一般蛋白质，选择不同
大小截留相对分子质量的超滤膜可使外泌体与其
他大分子物质分离［16］。此法操作简单省时，而且不
影响外泌体的生物活性，但缺点在于提取的外泌体
纯度不足。④旋转超滤法：与过滤离心法原理相
似。优点是此法利用氮气产生的压力将上清过滤，
会减少由于压力过大引起的外泌体破裂。同时所
需时间短，避免外泌体在开放系统中暴露过久而导
致外泌体量减少［17］。⑤连续适应血清细胞培养结
合改良超速离心法：使细胞在血清梯度递减的过程
中逐渐降低对血清的依赖，最后适应无血清培养。
再将收集到的上清设置 2 次离心力，
第 2 次离心力至
［18］
少离心 3 次。陈加贵等 用此法分离提取出具有较
强嗜血性的肝癌 SMMC⁃7721 细胞分泌的外泌体［18］。
⑥免疫磁珠法：利用包被有外泌体相关抗原（如
CD9、CD63）抗体的磁珠与外泌体结合进行分离，无
需超速离心，但洗涤液会影响外泌体生物活性，得
到的外泌体较难进行后续研究［19］。⑦色谱法：利用
凝胶孔隙的孔径大小与样品分子尺寸的相对关系
对溶质进行分离提取外泌体［20］。⑧改良分子排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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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法：可以在癌症患者小体积（1 mL）的血浆中可
靠且容易地回收形态完整的功能性外泌体。其缺
点是收集的外泌体来自血浆，纯度不够高［21］。
成分鉴定。①电镜下直接观察外泌体形态；应
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法，根据外泌体表面
的标志物 CD9、CD63 等跨膜分子，用相应抗体与之
结合，检测外泌体蛋白表达量；②应用 PCR 对外泌
体内含有的遗传信息物质进行分析；③核酸测序、
蛋白质印迹或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nzyme linked im⁃
munosorbent assay，ELISA）也可用于外泌体 RNA 和
蛋白质的鉴定。
1.4 外泌体的一般特点
外泌体存在于各类细胞如血细胞、树突状细
胞、肿瘤细胞等内，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均可在生
理和病理状态下释放外泌体。外泌体在血液、尿液
等生物体液中均可被检测到，分布广泛。此外，外
泌体是由磷脂双层封闭的球形颗粒，内容物（如
RNA）由于膜的保护可以耐受细胞外环境的生物降
解和冻融循环的物理降解［22］。外泌体靶向作用于
靶细胞，作用方式主要有 3 种：①直接与靶细胞的细
胞膜融合释放 mRNA、miRNA 进入细胞质；②通过
内吞作用被靶细胞摄取；③识别靶细胞表面的特异
性受体［23］。外泌体的内容物可以从一个细胞转移
到另一个细胞，这对其帮助细胞间通讯和影响细胞
功能至关重要。
2

TEX 对肿瘤发生发展的影响

肿瘤细胞与其微环境的交流在肿瘤发生发展
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TEX 作为肿瘤微环境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使肿瘤细胞与邻近细胞相
通，
从而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24］。
2.1 TEX 特点
除具备外泌体一般特点外，TEX 有其特殊性。
TEX 存在于癌症患者的所有体液，而且产生的量显
著高于正常细胞分泌的量［25］。TEX 同时向免疫细胞
递送抑制性和刺激性信号，而且在由肿瘤主导的微
环境中，它倾向于介导免疫抑制促进肿瘤进展［14］。
此外，TEX 含有类似其亲代肿瘤细胞的内容物，不
同类型肿瘤细胞释放的 TEX 具有不同的分子特征，
可作为鉴别肿瘤类型的标志物。在晚期肿瘤患者
血浆中，
TEX 含量占血浆外泌体含量的大多数［21］。
2.2 TEX 对肿瘤发生发展的促进作用
①促进肿瘤增殖：TEX 可通过自分泌信号调节
肿瘤的局部生长。例如，由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和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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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细胞分泌的外泌体介导的自分泌信号通过增加蛋
白激酶 B（protein kinase B，PKB）磷酸化和细胞外信
号调节激酶，与下游分子相关联促进细胞增殖［26-27］。
中低剂量 TEX 对肿瘤细胞有促增殖作用，高剂量反
为抑制作用［28］。②增强肿瘤侵袭性：TEX 可通过细
胞间信息传递致使靶细胞表型和功能变化。其中
间质细胞表型改变，可以促进肿瘤细胞和间质细胞
间受体、活性蛋白、脂质或遗传信息改变，从而增强
肿瘤侵袭性［29］。③诱导肿瘤转移：TEX 可通过转运
在转移性细胞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几种生物活
性分子，参与转移前微环境形成，诱导肿瘤转移［30］。
TEX 也可通过递送促血管生成的蛋白质，如血管内
皮 生 长 因 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
tor，FGF）和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
tor⁃β，TGF⁃β）和 RNA，如 mRNA 和 miRNA 来促进转
移［31］。④抑制免疫：TEX 可通过调控不同的免疫细
胞类型，如乳脂球表皮生长因子 8（milk fat globule⁃
epidermal growth factor⁃factor 8，MFGE8）、凋亡相关
因 子 配 体（factor associated suicide ligand，FasL）、
TGF⁃β、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
⁃α），促进肿瘤的发生和进展［32］。此外，TEX 直接抑
制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和 NK 细胞的抗肿瘤反应，并
且诱导免疫抑制细胞亚群的激活，从而导致肿瘤免
疫监视的丧失［33］。最近发现，TEX 含有突变的 KRAS
和 p53 双链 DNA，这是人类胰腺癌中最常见的基因
突变［34］。⑤促血管生成，
调节肿瘤微环境：
TEX 可通
过促血管生成来调节肿瘤微环境。研究发现，
TEX 可
［35］
诱导具有促血管生成的细胞因子的产生 。此外，
TEX 内 mRNA 和 miRNA 可诱导并控制血管生成；
Alix 和四跨膜蛋白也有促血管生成作用［36-37］。⑥诱
导肿瘤耐药：肿瘤细胞和肿瘤干细胞分泌的外泌体
可携带源细胞的化学抗性到肿瘤细胞甚至正常细
胞，诱导肿瘤耐药性增加。此外，
TEX 可促进肿瘤干
细胞形成，后者可通过 DNA 损伤反应通路促进耐药
［38］
。TEX 诱导耐药的另一原因可能与抗癌药物被包
裹在 TEX 内并随 TEX 脱落，并未有效作用于肿瘤细
胞所致［39］。
2.3 TEX 对肿瘤发生发展的抑制作用
①诱导肿瘤细胞凋亡：TEX 可通过诱导肿瘤细
胞凋亡而发挥潜在的抗肿瘤作用。例如胰腺癌细
胞分泌的外泌体可增加 B 淋巴细胞瘤⁃2 基因（B⁃
cell lymphoma⁃2，Bcl⁃2）相关 X 蛋白（Bcl⁃2⁃associat⁃
ed X，Bax）表达，降低 Bcl⁃2 表达，增强肿瘤细胞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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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体凋亡途径的控制，诱导肿瘤细胞凋亡［40］。②增
强免疫：TEX 已被证明携带肿瘤抗原，激活 CD8+T 细
胞和 CD4+T 细胞，直接抑制肿瘤生长和抗恶性肿瘤
发展［41］。

瘤细胞，免疫原性低；②TEX 磷脂双层结构可直接

3

扩散［47］。已有研究表明，利用外泌体作为药物载

TEX 在肿瘤诊断中的作用

3.1

用于肿瘤诊断，特异性更强
TEX 携带的遗传信息与肿瘤组织相一致，并且
存在于生物体各种体液（如血液、尿液、胸腹腔积液
等）中，故而可以在患者尚未出现症状时早期诊
断。同时，不同 TEX 携带的遗传物质不同，检测
TEX 对于鉴别肿瘤类型特异性更强。Ogata 等［42］发
现，Ⅰ期结肠癌患者血清外泌体中的 miRNA⁃23a 和
miRNA⁃1246 具有高度灵敏度，分别达 95%和 90%，
而 CA19⁃9 和 CEA 的灵敏度只有 10%和 15%。
3.2 用于判断肿瘤良恶性以及恶性程度
TEX 含量及其所含 miRNA 类型的差异，对于肿
瘤良恶性鉴别和分期有重要意义。Que 等［43］通过比
较胰腺癌和正常人血清外泌体中的 miRNA⁃17⁃5p、
miRNA⁃21、miRNA⁃155 和 miRNA⁃196a 的水平，发现
胰腺癌患者中 miRNA⁃17⁃5p 和 miRNA⁃21 的含量显
著升高，尤其是高水平的 miRNA⁃17⁃5p 与胰腺癌分
期较晚有显著关系。
3.3 用于判断肿瘤有无转移倾向
TEX 向转移前细胞传递 miRNA 后，影响相关基
因表达，调节转移前微环境，从而远距离调控肿瘤
细胞趋向性着陆。Grange 等［44］在研究肾癌干细胞
分泌的外泌体中发现，TEX 可传递具有促血管形成
功能的 mRNA（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基质金属蛋
白酶⁃2）和 miRNA（如 miRNA⁃29a 和 miRNA⁃650），加
速内皮细胞生长和血管腔生成，
促进肾癌肺转移。
3.4 用于提示治疗效果和判断预后
治疗后肿瘤患者外泌体水平呈下降趋势，提示
外泌体与肿瘤治疗效果有关。此外，TEX 内 miRNA
已被用来指示对肿瘤治疗具有抵抗作用的肿瘤干
细胞，故 miRNA 的质和量对判断肿瘤预后有较好作
用。Huang 等［45］对经过去势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外
泌体中的 miRNA 进行研究，发现高水平的 miRNA⁃
1290 和 miRNA⁃375 与低生存率相关。
4

4.1

TEX 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

作为抗肿瘤药物载体
TEX 可以用作装载各种抗癌药物和 miRNA 的
［46］
载体 。它具有以下 3 个优点：①TEX 来自自体肿

与靶细胞膜融合，减少药物在细胞内的消化；③TEX

体积小，可躲避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并且小

体积的 TEX 有利于通过肿瘤血管和在肿瘤组织中
体，不仅可以增强药物抗肿瘤作用，而且可以减少
药物对主要系统或器官的不良反应［48］。
4.2

制备肿瘤疫苗

临床实验已证明 TEX 疫苗表达的特异性肿瘤

抗体能刺激免疫系统，抑制肿瘤生长［47］。但该疫苗

在制备时必须使用已接受过治疗患者的树突状细
胞，
同时其负载的抗原特异性强，尚不具有广谱性。
4.3

抑制 TEX 可以抑制肿瘤发生发展

因为 TEX 在肿瘤生长、转移和耐药中起重要作

用，所以可以通过抑制 TEX 分泌或从血液循环中去
除 TEX，来削弱或消除这种负面作用。但 TEX 生成

与肿瘤类型、大小、生长速率等密切相关，故而在临
床应用中还亟需考虑如何使血透效果最大化［49］。
5

小 结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肿瘤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也在逐年上升，缺乏良好的早期诊断以
及治疗方法是其主要原因。外泌体可利用其转运

蛋白或 miRNA 等内容物完成细胞间通讯和调节细
胞功能。TEX 利用这个机制，帮助肿瘤生长、进展

和传播。TEX 本身还为肿瘤细胞增殖、肿瘤微环境
形成、抑制免疫系统提供物质基础。TEX 还可以通
过去除抗肿瘤药物而增加肿瘤对药物的抵抗。但

同时，TEX 由于其内容物可以反映源细胞的组分，
而且广泛存在于生物体液中，这意味着它可以在肿

瘤早期诊断、鉴别诊断、无创诊断上发挥很大作
用。此外，外泌体还可以充当抗肿瘤药物、基因治
疗剂的特异性载体，为肿瘤治疗开创新的方法。然
而，外泌体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许多问题仍需进
一步探索才能解决。比如如何判断不同来源的外
泌体的形成机制、功能差别？如何分离纯化出高纯
度的外泌体？如何在临床上高效利用外泌体作为
抗肿瘤药物载体等。相信随着对外泌体研究的不
断深入，难题的不断攻克，外泌体将为肿瘤诊疗提
供更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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