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 ·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s）

第 39 卷第 4 期
2019 年 4 月

·基础研究·

应用 hiPSC⁃ACM 和 hiPSC⁃VCM 进行药物毒性检测的研究
黄佳怡，
陈明龙*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江苏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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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建立可用于评价药物心脏毒性的人源性诱导多能干细胞分化的心房、心室肌细胞（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derived atrial and ventricular cardiomyocytes，hiPSC⁃ACM、hiPSC⁃VCM）模型，并采用此模型评价化合物潜在的心脏毒

性。方法：通过调控视黄酸（retinoic acid，RA）通路分化出目标细胞，分为 RA 处理组（RA）和 RA 抑制剂处理组（RAi），用流式细
胞法以及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心室特异性标志物（MLC2v）和心肌细胞特异性标志物（α⁃actinin），荧光定量 RT⁃PCR 法检测细

胞心房、心室基因（MLC2v、MYH7、NR2F2、KCNA5）表达情况，通过细胞活性实验（CCK8）检测已知致心律失常药物特非那定、
索他洛尔、伊布利特在不同浓度（0.1、1.0、100.0、1 000.0 μmol/L）下对细胞的活性影响，通过钙敏染料 Fluo⁃3 AM 检测特非那定

（50、100、500 nmol/L）、索他洛尔（1、10、100 μmol/L）、伊布利特（0.1、1.0、10.0 μmol/L）对于细胞钙瞬变的影响。结果：流式、免

疫荧光染色以及荧光定量 RT⁃PCR 均显示，心房肌细胞特异性标志物在 RA 组高表达而在 RAi 组低表达，心室肌细胞标志物在

RA 组低表达而在 RAi 组高表达。RA 可以促进 hiPSCs 向心房肌（ACM）分化，RAi 可以促进 hiPSCs 向心室肌（VCM）分化。特非
那定浓度达到较高浓度（100 μmol/L）时，两组细胞的活性显著下降，而两组细胞钙瞬变振幅在较低浓度（50 nmol/L）时即出现
显著下降。在高浓度索他洛尔（1 mmol/L）的刺激下两组细胞活性显著下降，同样伊布利特的浓度达到 1 mmol/L 时两组细胞活
性均有显著下降。hiPSC⁃VCM 在不同浓度索他洛尔以及伊布利特的刺激下钙瞬变振幅均无显著变化，然而 hiPSC⁃ACM 在特非

那定 1 μmol/L 及索他洛尔 1 μmol/L 刺激下即开始出现振幅显著下降。结论：人源性诱导多能干细胞可以通过调控视黄酸通道
分化的心房、心室肌细胞建立体外心脏毒性评价模型，
通过检测其钙瞬变的改变可以迅速、准确地评价药物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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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toxicity assessment using 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 derived atrial and
ventricular cardiomyocytes
Huang Jiayi，
Chen Minglong*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MU，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stablish 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derived atrial and ventricular cardiomyocytes for

cardiotoxicity assessment. Method：Temporarily manipulating retinoic acid signal to differentiate atrial and ventricular cardiomyocytes.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and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were conducted to detect the cardiac⁃specific marker：α⁃actinin and ventricle⁃

specific marker：MLC2v. qRT⁃PCR was done to detect ventricle⁃specific marker（MLC2v，MYH7）and atrial⁃specific marker（NR2F2，
KCNA5）. Cell viability and calcium transient were assessed to evaluate cytotoxicity and cellular electrophysiological alterations caused

by different drugs（terfenadine，sotalol and ibutilide）. Result：The results of flow cytometry，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and qRT⁃PCR
demonstrated that ventricle⁃specific markers were highly expressed in RAi group while atrial⁃specific markers were expressed in RA

group. By assessing calcium transient and cell viability，we proposed a drug assessment platform using hiPSC⁃ACM and hiPSC⁃VCM.

After treated with terfenadine，cytotoxic effects occured at a concentration of 100 μmol/L both in hiPSC ⁃ ACM and hiPSC ⁃ VCM.
Meanwhile ，both sotalol and ibutilide exhibited cardiotoxicity potential at a concentration of 1 mmol/L. In the following calcium

transient assessment，the amplitudes of calcium transient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hiPSC ⁃ ACM after 1 μmol/L sotalol and 1
μmol/L ibutilide treatment，while in hiPSC ⁃ VCM，the amplitude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uch concentration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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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litudes of calcium transient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both groups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terfenadine reached to 1 mmol/L.
Conclusion：By modulating retinoic acid signaling during hiPSC differentiation，we generated atrial and ventricular cardiomyocytes.

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derived atrial and ventricular cardiomyocytes were useful models for assessing cardiotoxicity of
drugs by detecting calcium transient.

［Key word］ 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cardiotoxixity；
calcium transient；
pharma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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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源性诱导多能干细胞（human induced plurip⁃
otent stem cell，hiPSC）定向分化的心肌细胞（hiPSC⁃
CMs）在心脏疾病以及药物研究领域有着广阔的应
用前景。hiPSC⁃CMs 作为一种来源于人类，具备人
类心肌生理特性并且可以大批量生产的细胞，是很
有价值的药物筛选模型［1］。hiPSC⁃CMs 不仅可以用
于药物安全性和毒性的研究，还可以用于筛选小分
子化合物治疗心血管疾病，指导临床精准医疗。
虽然现阶段大批量的 hiPSC⁃CMs 体外诱导分
化条件已经建立［2］，但绝大多数定向分化方法所得
到的是一个混合的细胞群体，包括心房样、心室样
和窦房结样细胞。新近研究发现视黄酸（retinoic
acid，RA）信号途径在心脏祖细胞（cardiac progeni⁃
tor cell，
CPC）的分化、
发育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3］，
用 RA 处理中胚层细胞可显著增加其心房特异性
基因 AMHC1 的表达［4］。也有研究表明，RA 在早
期发育过程中可以促进干细胞向心房肌样细胞方
向分化［5-7］。
本研究将 RA 以及 RA 抑制剂（RAi）BMS493 运
用于 hiPSC 的心肌分化中，用流式细胞法以及免疫
荧光染色法检测心房肌以及心室肌特异性标志物，
荧光定量 RT⁃PCR（qRT⁃PCR）的方法检测细胞心房、
心室基因表达情况，鉴定表型，建立以心房肌（hiPSC
⁃ACM）和心室肌（hiPSC⁃VCM）为基础的药物筛选平
台，通过细胞增殖毒性实验（CCK8）检测不同浓度药
物 对 细 胞 的 活 性 影 响 ，通 过 钙 瞬 变（calcium tran⁃
sient）评估药物对于细胞电活动的影响，探究药物致
心律失常的初步原理和治疗效用。
1

1.1

材料和方法

材料
hiPSC 细胞系购于南京 Help 公司；mTeSR 培养
基、Accutase 消化液购于加拿大 Stemcell 公司；Matri⁃
gel 购于美国 Coring 公司；含胰岛素的 B27 和不含胰
岛素的 B27（B27⁃ins）细胞培养添加剂、DAPI 染核液
购于美国 Life Technologies 公司；无糖 DMEM、RP⁃

MI1640、DMEM/F12 培养基、PBS 溶液、胎牛血清（fe⁃
tal bovine serum，FBS）购于美国 Thermo Fisher 公司；
糖原合成激酶 3（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
GSK⁃3）抑
制剂CHIR⁃99021购于美国 Selleck 公司；L⁃乳酸钠、
HEPES、Wnt 通路抑制剂 IWR⁃1、全反式视黄酸（all⁃
trans retinoic acid）以及视黄酸通路抑制剂 BMS493
购于美国 Sigma 公司；兔抗心室特异性肌球蛋白调
节 轻 链（MLC2v）抗 体 、驴 抗 小 鼠 IgG（Alexa Fluor®
488）、山羊抗兔 IgG（Alexa Fluor® 555）购于美国 Ab⁃
cam 公司；小鼠抗辅肌动蛋白（α⁃actinin）抗体购于美
国 Sigma 公司。兔抗 MLC2v⁃PE、肌钙蛋白 T（cTnT）⁃
FITC、REA Control⁃PE、REA Control⁃FITC 流式抗体
购于德国 Miltenyi 公司；逆转录试剂盒 PrimeScript™
RT Reagent Kit 购于日本 TaKaRa 公司；SYBR Green
染料购于美国 Bio⁃Rad 公司，Fluo⁃3 AM 和 0.02%
Pluronic 购于美国 Life Technologies 公司。
1.2 方法
1.2.1 hiPSC 细胞的培养与定向分化
细胞培养在 5％CO2 37 ℃环境中。使用 mTeSR
培养液培养 hiPSC 细胞，每日换液，当细胞生长至
95%以上密度时开始分化细胞，
将培养液换为 1 号溶
液（RPMI1640 溶液+10%B27⁃ins）。分化第 0、1 天
时，在 1 号溶液中加入 CHIR⁃99021（6 μmol/L）；分化
第 3、
4 天时，
在 1 号溶液中加入 IWR⁃1（5 μmol/L）；分
化第5~7天时，
在基础培养基中加入RA（1 μmol/L）促
使 细 胞 向 心 房 肌 方 向 分 化 或 者 加 入 RA 抑 制 剂
BMS493（1 μmol/L）促使心肌向心室肌方向分化。
分化第 8 天将溶液更换为 2 号溶液（RPMI1640 溶
液+10%B27+2%胎牛血清），当细胞分化至第 12~
16 天 时 更 换 培 养 基 为 纯 化 液（不 含 葡 萄 糖 的
DMEM+ 4 mmol/L L⁃乳酸钠+3.6 mmol/L HEPES），若
见成纤维细胞脱落明显可终止纯化过程，改为含有
2%胎牛血清的 DMEM/F12 培养液（心肌培养基）培
养，隔日换液（图 1A）。
1.2.2 细胞免疫荧光染色
用 4% PFA 固定细胞 20 min，加入 0.1%Trito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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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常温孵育 10 min，破膜处理细胞。2% BSA 封闭
1 h 或 4 ℃过夜后吸除封闭液，加入用 1% BSA 稀释
（1∶200）的一抗：兔抗 MLC2v、小鼠抗α⁃actinin，4 ℃
过夜，次日，吸除一抗，用 PBS 洗涤 3 次，加入 1%BSA
稀释（1∶1 000）的二抗：驴抗小鼠 IgG、山羊抗兔 IgG，
避光孵育 1 h。用 DAPI 染细胞核。荧光显微镜下观
察并拍摄图像。
1.2.3 流式细胞术
用 0.25%胰蛋白酶将定向分化的细胞消化成单
个细胞，离心（120 g×3 min），去上清液，每个流式细
胞管中收集 1×106 个细胞，加入 4% PFA 1 mL 固定
20 min，PBS 洗涤，再次离心，去上清液。加入 0.1%
Triton X⁃100 1 mL 在室温下放置 10 min 以破膜，PBS
洗涤后离心，
去上清液，
加入以下直标一抗（抗 cTnT⁃
FITC 和抗 MLC2v⁃PE）10 μL/管，在 200 μL PBS 中避
光孵育至少 30 min，
REA Control⁃FITC 和 REA Control
⁃PE分别用作同型对照。孵育后用PBS洗涤，
离心，
去
上清液，
加入 200 μL PBS 重悬细胞，
将样品加入流式
管 中 上 机 检 测 。 实 验 数 据 通 过 流 式 细 胞 仪（BD
FACS Calibur）采集，
用FlowJo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1.2.4 qRT⁃PCR
qRT⁃PCR 的体系在我们前期的文章中已有报
［8-9］
道 ，简述如下：使用 TRIzol 法提取细胞内 RNA 并
使用 PrimeScriptTM RT reagent Kit 将所得 RNA 进行逆
转录，
将所得的 cDNA 与 PCR 试剂以及对应基因的引
物混匀后在 qRT⁃PCR 仪中进行反应。实验中所用到
的引物序列见表 1。以 GAPDH 为内参，采用 2-ΔΔCt 法
计算目的基因表达的相对值。
表1
Table 1
基因名称

qRT⁃PCR 引物序列

Primer sequence of qRT⁃PCR
引物序列（5′→3′）

MLC2v

上游：TTGGGCGAGTGAACGTGAAAA

NR2F2

上游：TCATGGGTATCGAGAACATTTGC

MYH7
KCNA5
GAPDH

1.2.5

下游：CCGAACGTAATCAGCCTTCAG
下游：TTCAACACAAACAGCTCGCTC

上游：CTTTGCTGTTATTGCAGCCATT
下游：AGATGCCAACTTTCCTGTTGC
上游：CGCGTCCACATCAACATCTC

下游：GGTAGAAGCGTATCTCGTCCG
上游：CTCACCGGATGCACCAATGTT
下游：CGCGTTGCTCACAATGTTCAT

CCK8 检测细胞活性
预先在 96 孔板接种 1×105 个/孔细胞，待细胞贴
壁 2~3 d 后，向 96 孔培养板加入 100 μL/孔不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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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待测药物，在培养箱孵育 24 h。每孔加入 10 μL
CCK8 溶液，孵育 4 h，用酶标仪测定波长 450 nm 处
的吸光度。细胞活性=（加药组吸光度-空白组吸光
度）（
/ 对照组吸光度-空白组吸光度）。
1.2.6 钙瞬变的测量
使 用 含 有 钙 指 示 剂（5 μmol/L Fluo ⁃ 3 AM 和
0.02% Pluronic）的 心 肌 培 养 基（含 有 2% FBS 的
DMEM/F12 培养液）于培养箱中孵育细胞 1 h 后，更
换为不含钙指示剂的心肌培养基孵育 30 min，
随后换
为 37 ℃预热的 Tyrode 液（140 mmol/L NaCl，5 mmol/
L KCl ，1 mmol/L CaCl2 ，1 mmol/L MgCl2 ，10 mmol/
L 葡萄糖，10 mmol/L HEPES，NaOH 调 pH 至 7.4）在
荧光显微镜下观测钙信号变化，利用高速摄像机进
行拍摄，帧速为 20 帧/s，每个细胞至少拍摄 20 s。使
用 Image J 分析数据记录。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分析均使用 SPSS 19.0 进行。正态分布数
据以均数±标准误（x ± sx）表示，采用 t 检验分析两组
间差异，采用 One⁃way ANOVA 检验分析总体组间差
异，后续采用 Dunnett 法分析基线组与各药物浓度组
间的差异。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调控 RA 通路诱导 hiPSC 向心房和心室肌细胞
分化
本实验通过调控 Wnt 通路以及 RA 通路分化目
的细胞（图 1A），在细胞分化的第 12~14 天可见明显
细胞跳动。流式细胞检测提示两组细胞的心肌
cTnT 阳性率均大于 95%（图 1B），即心肌细胞的纯度
大于 95%。通过免疫荧光双染α⁃actinin 和 MLC2v，
可见两组细胞均表达α⁃actinin 且呈现了结构清晰排
列整齐的心肌肌节结构，与此同时 RA 抑制剂处理
组（RAi）高表达 MLC2v，而 RA 处理组（RA）细胞中
MLC2v 表达量很低（图 1C）。qRT⁃PCR 检测可见心
房肌特异性标志基因 KCNA5、NR2F2 在 RA 组表达
量显著高于 RAi 组（图 1D）；另一方面，心室肌特异
性标志基因 MYH7 以及 MLC2v 在 RAi 组表达量显著
高于 RA 组（图 1D），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1）。而两组细胞的钙瞬变活动同样有差
异，RA 组的钙瞬变振幅较 RAi 组低且频率高（图
1E，图 1F）。 流 式 细 胞 检 测（图 1B）显 示 ：RA 组
MLC2v- 和 RAi 组 MLC2v + 细胞比例均能达到 90%以
上。即 RA 组分化的细胞 90%以上为心房肌细胞
（hiPSC⁃ACM），而 RAi 组分化的细胞 90%以上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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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干细胞向心肌细胞分化流程图；B：流式细胞法检测 MLC2v 以及 cTnT 在 RAi、RA 组细胞表达的比例；C：RAi 和 RA 组细胞的免疫荧光染

色图（×400），其中红色是 MLC2v，绿色是α⁃actinin，紫色是细胞核；D：荧光定量 PCR 检测心室肌细胞的特异性基因（MLC2v、MYH7）以及心房肌

细胞特异性基因（NR2F2、KCNA5）在 RAi 和 RA 组细胞中的表达（***P < 0.001，n=3）；E：Fluo⁃3AM 染色心肌细胞钙瞬变示意图（×400）；F：RA 和
RAi 组细胞 D30 的代表性钙瞬变，其中 f0 代表基线状态下心肌细胞的荧光强度，f 代表心肌细胞钙瞬变时荧光强度峰值，钙瞬变荧光强度变化
率Δf=（f-f0）/f0。

图 1 iPSCs 分化的心房和心室肌细胞表型
Figure 1

Phenotypes of iPSCs derived atrial and ventricular cardiomyoc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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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肌细胞（hiPSC⁃VCM）。综上所述，RA 在心肌分化
的过程中可以调控心肌亚群向心房或者心室方向
分化，
且具有较高的效率。
2.2 特非那定对 hiPSC⁃ACM 与 hiPSC⁃VCM 细胞活
性及细胞钙瞬变的影响
抗组胺药特非那定被报道具有严重的致心律
失常毒性。不同浓度的特非那定分别处理两组细
胞，CCK8 细胞活性检测结果显示特非那定在两组
细胞中具有相似的毒性作用。当特非那定的浓度
达到 100 μmol/L 时，hiPSC⁃ACM 和 hiPSC⁃VCM 都可
见细胞的活性显著下降（图 2A），可见该药物对于心
肌的毒性较大，安全窗较窄。接着我们在上述实验
所测得的特非那定的非毒性浓度内进行钙瞬变检
测。特非那定对于两组细胞的钙瞬变活动均有影
响，hiPSC⁃VCM 细胞的钙瞬变振幅随着药物浓度的
升高呈浓度依赖性下降，而 hiPSC⁃ACM 细胞的钙瞬
变振幅在低浓度 50 nmol/L 时即出现显著下降（P <
0.001），且随着药物浓度增加后续钙瞬变振幅始终
维持在低水平（图 2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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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索他洛尔对 hiPSC⁃ACM 与 hiPSC⁃VCM 细胞活
性及细胞钙瞬变的影响
CCK8 结果显示索他洛尔对两组细胞的毒性
作用趋势相同，两组细胞的细胞活性仅在高浓度
（1 mmol/L）处理下有显著降低，且细胞活性下降幅
度不大（图 3A），提示在心肌细胞毒性方面相对安全
窗较宽。钙瞬变检测结果显示，hiPSC⁃VCM 细胞的
钙瞬变振幅在不同浓度（1~100 μmol/L）索他洛尔的
作用下并无显著改变，而 hiPSC⁃ACM 细胞的钙瞬变
振幅则显著下降（图 3B~D），可见心房肌细胞对于
该药物的钙瞬变活动相比于心室肌细胞更敏感，提
示该两种细胞在钙离子动力学上对于索他洛尔的
反应是不同的。
2.4 伊布利特对 hiPSC⁃ACM 与 hiPSC⁃VCM 细胞活
性及细胞钙瞬变的影响
在高浓度 1 mmol/L 伊布利特的刺激下两组细
胞活性均有显著下降（图 4A），这提示了作为抗心律
失常药物伊布利特本身的致细胞毒性问题。钙瞬变
检测结果表明，
hiPSC⁃VCM 细胞的钙瞬变振幅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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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hiPSC⁃ACM（C）、hiPSC⁃VCM（D）在含有 0.5 μmol/L 的特非那定培养液中培养 24 h 后的代表性钙瞬变图。

图 2 特非那定在不同浓度下对 hiPSC⁃ACM 与 hiPSC⁃VCM 细胞活性及细胞钙瞬变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s of terfenadine on calcium transient of hiPSC⁃ACM and hiPSC⁃V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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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索他洛尔在不同浓度下对 hiPSC⁃ACM 与 hiPSC⁃VCM 细胞活性及细胞钙瞬变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s of sotalol on calcium transient of hiPSC⁃ACM and hiPSC⁃V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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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伊布利特在不同浓度下对 hiPSC⁃ACM 与 hiPSC⁃VCM 细胞活性及细胞钙瞬变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s of ibutilide on calcium transient of hiPSC⁃ACM and hiPSC⁃VCM

浓度（0.1~10.0 μmol/L）伊布利特的作用下无显著改
变，而 hiPSC⁃ACM 细胞的钙瞬变振幅在 1 μmol/L 浓
度处理下即出现显著下降（图 4B~D），结果提示两
种细胞在钙离子动力学上对伊布利特的反应性是
不同的。
3

讨 论

随着 hiPSC 心肌分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药
物筛选方面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受到关注。hiPSC⁃
CMs 不仅表达如 NKX 2.5、GATA⁃4 以及 MEF2C 等
早期心肌细胞特异性转录因子，且经过促成熟处理
（长时间培养、电刺激以及石墨烯基底培养），hiPSC⁃
CMs 达到相对成熟的状态，表现出肌小节排列规则、
多核、收缩力强等特征［1-2］。电生理方面，因其人源
属性，hiPSC⁃CMs 与人胚胎心肌细胞相似［3］，均表达
钠、钾、钙等主要离子通道。相较于人胚胎干细胞
hESC 而言，hiPSC 免去了诸多伦理问题，且因 hiPSC⁃
CMs 与人类心肌细胞的高度相似性和 hiPSC 细胞量
产化的能力，hiPSC⁃CMs 日渐成为理想的药物筛选
模型。
通过现阶段分化手段分化而来的细胞通常是
多种细胞类型的混合物，包括心房肌细胞、心室肌
细胞、窦房结细胞以及成纤维样细胞［4-5］等，既往文
献 报 道 通 过 信 号 调 节 蛋 白 α（signal regulatory pro⁃
tein α，SIRPα）［6］、血管细胞黏附分子（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 1，VCAM1）［7］等抗体标记可以分
离纯化心肌。本研究采用无糖培养纯化［8］的方法，
纯化心肌细胞并且促其成熟，可达到 98%以上的心
肌比例。此方法简单高效且成本低，更有利于开展
大规模的药物筛选。通过调控 RA 信号通路，可以
促进心肌向不同的亚型分化，本研究使用免疫荧光

染色、定量 RT⁃PCR 以及流式细胞检测发现两组细
胞分别表达了心房、心室肌细胞特异性的基因；而
钙瞬变检测也反映出两组细胞的钙活动在振幅、频
率等参数的不同，证实了所分化心肌的不同亚型。
既往关于致心律失常药物的评估常常选用膜
片钳技术［9］。尽管膜片钳技术能全面且精准地检测
细胞的动作电位和跨膜电流活动，在研究细胞电活
动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具有成本高、效率低且
只能反映单个细胞的缺点。已知细胞内钙离子的
活动是心肌细胞维持收缩舒张功能的关键［10］，既
往研究发现致心律失常药物能显著影响钙瞬变波
形［11-12］。本研究运用荧光素探针 Fluo⁃3 AM 标记钙
离子，通过记录细胞中钙信号荧光强度的变化反映
钙离子的活动，这是一种非接触光学检测方式，不
会干扰药物对于细胞的作用，并可实现大批量的检
测。本研究通过控制细胞的密度，以保证检测的细
胞是处于细胞团块中且彼此之间的电活动一致，避
免了因为单个细胞个体差异对检测准确性的影响。
抗组胺药特非那定具有严重的心脏毒性，可以
引起心律失常，甚至诱发猝死，既往研究发现特非
那定能阻断猫类离体心肌的钾电流而使 QT 间期延
长，导致心律失常［13］。有研究报道特非那定能在人
心房肌细胞上阻断 L 型钙电流，增加内质网钙离子
释放［14］并增大钠钙交换电流 INCX，影响心肌细胞的复
极化过程，导致迟后除极的发生，进而触发尖端扭
转型室性心动过速。与既往研究相一致，本研究也
发现特非那定在 1 μmol/L 浓度时就显著降低了细胞
的活性，
具有明显的细胞毒性，
而在 50 nmol/L 的浓度
下可以显著降低 hiPSC⁃ACM 和 hiPSC⁃VCM 的钙瞬变
幅度，
提示其对于钙离子内在活动的抑制作用。
索他洛尔是一种非选择性β受体抑制剂，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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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Ⅲ类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作用，主要用于治疗室
上性心动过速［15］，因其能延长 QT 间期而具有致心
律失常的风险。1994 年对索他洛尔进行的临床实
验（survival with oral d⁃sotalol，SWORD）［16］结果显示
该药不仅没有降低心肌梗死患者的死亡率反而增
加死亡率，研究显示可能与 d⁃索他洛尔诱发尖端扭
转性室速有关。本实验通过细胞活性的测试发现，
索他洛尔在低于 1 mmol/L 的浓度下并没有显著的
细胞毒性，但其在低浓度下已经对 hiPSC⁃ACM 的钙
瞬变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而在此浓度下 hiPSC⁃
VCM 钙瞬变幅度无明显变化。可见索他洛尔对于
心房肌细胞钙活动的影响比心室肌更明显。临床
上索他洛尔主要应用于转复心房扑动、心房颤动，
我们的结果与此相一致。考虑到索他洛尔的致心
律失常作用，个体化精准衡量该药物的有效治疗浓
度窗口是十分必要的。
伊布利特是典型的Ⅲ类抗心律失常药，
临床上主
要用于房颤和房扑的转复，它通过抑制 Ikr 电流［17］，延
长心肌细胞动作电位的时程和不应期发挥其抗心
律失常作用。同样抑制 Ikr 电流会增大跨室壁的复
极离散度，诱发心律失常，此外伊布利特能增强具
有致心律失常作用的晚 Na+ 电流［18］，并且轻度增加
2 位相 Ca2+ 电流［19］，引起细胞内 Ca2+ 负荷加大，更容
易产生晚后除极，导致心律失常。既往研究表明
伊布利特能延长心房肌的有效不应期，此药理作
用对心房肌的影响比心室肌更明显［18］。与此一
致，在我们的体外药物评估中，同样可见伊布特利
能显著降低 hiPSC⁃ACM 的钙瞬变振幅，但在同等
浓度的伊布特利作用下 hiPSC⁃VCM 钙瞬变的振幅
无明显差异。
综上所述，通过调控 RA 信号通路，可以分化出
高纯度的心房肌细胞。在体外药物毒性评估中，特
非那定、索他洛尔、伊布利特对心房肌、心室肌钙瞬
变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且与既往临床及动物实验的
结果相一致。因此，hiPSC 分化的心房、心室肌细胞
是对原有药物评估的重要补充。运用 hiPSC⁃ACM
和 hiPSC⁃VCM 进行钙瞬变检测评估药物毒性，具有
较高的准确度和灵敏度，适用于药物研发早期阶段
高通量的药物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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