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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用于分化细胞的方法和培养基，

例如用以获得肠内分泌细胞，以及涉及通过所述

方法获得的细胞和类器官的用途。本发明还涉及

用于调节肠内分泌细胞中的激素表达的方法和

与此类方法相关的医学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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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分化祖细胞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在分化培养基中培养所述细胞，所述分化培养基包含基础培养基，并且还包含一种或

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Notch抑制剂和一种或多种Wnt抑制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选自：(1)EGFR抑制

剂，(2)EGFR和ErbB2抑制剂，(3)RAS-RAF-MAPK通路抑制剂，(4)PI3K/AKT通路抑制剂，和(5)

JAK/STAT通路抑制剂。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包括EGFR抑制剂，如

吉非替尼。

4.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包括EGFR和

ErbB-2抑制剂，如阿法替尼。

5.如权利要求2-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包括

RAS-RAF-MAPK通路抑制剂，例如MEK抑制剂，如PD0325901，和/或ERK抑制剂，如SCH772984。

6.如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Notch抑制剂是γ-分泌酶抑制剂，任

选DAPT或二苯并氮杂 (DBZ)或苯并二氮杂 (BZ)或LY-411575。

7.如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一种或多种Wnt抑制剂选自：(1)Wnt

分泌的抑制剂，(2)Wnt或Rspondin与Wnt受体复合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竞争性或非竞争性抑

制剂，(3)促进所述Wnt受体复合物组分降解的抑制剂，(4)蓬乱蛋白家族蛋白抑制剂，(5)促

进破坏复合物活性的激活剂，(6)破坏复合物解寡聚化的抑制剂，和/或(7)β-连环蛋白靶基

因表达的抑制剂。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一种或多种Wnt抑制剂包括Wnt分泌的抑制剂，例

如选自IWP  2、LGK974和IWP  1的Porc抑制剂。

9.如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分化培养基包含小于1mM的EGF。

10.如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分化培养基还包含：

一种或多种选自以下的组分：p38抑制剂、TGF-β抑制剂、胃泌素、糖皮质激素、受体酪氨

酸激酶配体、BMP通路激活剂、cAMP通路激活剂、Hedgehog激活剂、Hedgehog抑制剂、mTOR信

号传导调节剂、B27和N2；或

一种或多种选自以下的组分：p38抑制剂、TGF-β抑制剂、胃泌素、糖皮质激素、受体酪氨

酸激酶配体、BMP抑制剂、cAMP通路激活剂、Hedgehog激活剂、Hedgehog抑制剂、mTOR信号传

导调节剂、B27和N2；或

BMP激活剂，如BMP7、BMP4或BMP2；或

BMP抑制剂，如头蛋白、硬化蛋白、脊索发生素、CTGF、卵泡抑素、gremlin、tsg、sog、

LDN193189或dorsomorphin。

11.如权利要求1-10中任一项所述的分化培养基。

12.用于分化肠祖细胞以获得在肠内分泌细胞中富集的肠细胞群的方法，其中所述方

法包括：

在权利要求11所述的分化培养基中培养所述肠祖细胞。

13.用于培养上皮干细胞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在上皮干细胞的扩增培养基存在下培养所述上皮干细胞，以获得扩增的上皮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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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随后

在权利要求11所述的分化培养基中培养所述一种或多种扩增的细胞。

14.如权利要求1-10、12和1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细胞与细胞外基质接触培

养。

15.如权利要求1-10和12-1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还包括获得和/或分

离分化的细胞群或分化的类器官。

16.如权利要求1-10和13-15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祖细胞是例如来自肠、胃、

胰腺、肝脏、前列腺、肺、乳腺、卵巢、唾液腺、毛囊、皮肤、食道、膀胱、耳或甲状腺的上皮细

胞。

17.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祖细胞来自肠、胃、胰腺或肺。

18.如权利要求1-10和12-17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祖细胞是哺乳动物祖细

胞，例如人祖细胞。

19.用于培养肠上皮干细胞优选以获得分化的肠类器官的方法，并且其中所述方法包

括：

在扩增培养基存在下，培养与细胞外基质接触的一种或多种肠上皮干细胞；优选地，其

中所述扩增培养基包含基础培养基，并且还包含：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BMP抑制剂和Wnt激

动剂，以及任选地，丙戊酸和GSK-3抑制剂(例如CHIR99021)；以及随后

在权利要求11所述的分化培养基的存在下，培养与细胞外基质接触的一种或多种扩增

的肠上皮干细胞。

20.通过权利要求1-10和12-19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可获得的或获得的类器官。

21.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类器官，其中所述类器官来源于肝脏、胰腺、肠、胃、前列腺、

肺、乳腺、卵巢、唾液腺、毛囊、皮肤、食道、膀胱、耳或甲状腺，优选来自肠、胃、胰腺或肺。

22.如权利要求20或21所述的类器官，其中所述类器官来源于人，并且其中至少30％、

至少40％、至少50％、至少60％、至少70％、至少80％、至少90％或至少99％的细胞表达肠内

分泌细胞标志物。

23.如权利要求20或21所述的类器官，其中所述类器官来源于小鼠，并且其中至少

30％、至少40％、至少50％、至少60％、至少70％、至少80％、至少90％或至少99％的细胞表

达肠内分泌细胞标志物。

24.如权利要求22或23所述的类器官，其中所述肠内分泌细胞标志物选自Chga、Chgb、

Tac1、Tph1、Gip、Fabp5、Ghrl、Pyy、Nts、Neurod1、Sst、Sct、胆囊收缩素、胰高血糖素和/或胰

高血糖素原。

25.组合物，其包含例如权利要求20-24中任一项所述的类器官和权利要求11所述的分

化培养基。

26.如权利要求20-24中任一项定义的类器官或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胞在以下中的

用途：药物发现筛选；毒性测定；诊断；组织胚胎学、细胞谱系和分化途径的研究；鉴别导致

各自激素释放的化学和/或神经元信号的研究；包括重组基因表达的基因表达研究；组织损

伤和修复中涉及的机制研究；炎性和传染性疾病的研究；发病机制研究；或者细胞转化和癌

症病因机制的研究。

27.如权利要求20-24中任一项所述的类器官或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胞，其用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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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例如用于治疗病症、病况或疾病。

28.用于权利要求27所述的用途的类器官或源自所述类器官的细胞，其中所述医学是

再生医学，例如其中所述用途涉及将所述类器官或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

29.药物制剂，其包含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Notch抑制剂和一种或多种Wnt抑制

剂。

30.用于筛选治疗性或预防性药物或化妆品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使权利要求20-24中任一项所述的分化的类器官与候选分子(或候选分子库)接触，

评估所述类器官的任何影响(例如细胞的任何变化，如增殖的减少或丧失、形态变化

和/或细胞死亡)或类器官的变化(例如类器官的大小或运动性)；

将导致所述影响的候选分子鉴定为潜在的药物或化妆品；以及任选地

将所述候选分子制备为药物或化妆品。

31.用于诱导Lgr5+干细胞静止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用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处理所述细胞。

32.如权利要求3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细胞具有持续的Lgr5表达，例如，如通过FACS

评估，和/或Wnt信号传导，例如，如通过pTOPFLASH和pFOPFLASH  Tcf荧光素酶报告构建体评

估。

33.如权利要求31或3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静止通过KI67表达缺失来指示。

34.如权利要求31-3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细胞用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

制剂处理至少一周。

35.通过权利要求31-3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获得的静止干细胞群，其中所述细胞表达

Lgr5和Lef1，并且不表达KI367和M期标志物磷酸化-组蛋白H3。

36.获得富含EEC的细胞群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在权利要求11所述的分化培养基

中培养细胞群。

37.获得富含分泌GLP1的EEC的细胞群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在权利要求11所述的

分化培养基中培养细胞群，其中所述分化培养基包含BMP抑制剂。

38.获得富含分泌分泌素的EEC的细胞群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在权利要求11所述

的分化培养基中培养细胞群，其中所述分化培养基包含BMP通路激活剂。

39.BMP抑制剂，其用于治疗或预防糖尿病或相关疾病或病症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

括向有需要的受试者施用治疗有效量的所述BMP抑制剂。

40.BMP激活剂，其用于治疗胃酸过多或肥胖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向有需要的受

试者施用治疗有效量的所述BMP激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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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分化方法

[0001] 本文引用的所有文件均通过引用整体并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细胞培养基和细胞培养方法领域，特别是用于分化祖细胞(例如人上

皮干细胞)的培养基和培养方法领域。

背景技术

[0003] 人们对用于分化祖细胞的培养基和培养方法非常感兴趣。祖细胞及其分化子代可

用于细胞分析、药物筛选和毒性测定。祖细胞及其分化子代还显示出用于基于细胞的疗法

的前景，如在用于治疗受损组织的再生医学方面。此外，有效的细胞培养基对于提供并维持

细胞群以用于研究目的是重要的。

[0004] 肠内分泌细胞(EEC)是罕见的激素分泌细胞，其可以从Lgr5干细胞产生(Koo和

Clevers(2014)Gastroenterology  147:289-302)。最常见的是，亚型基于其分泌的激素进

行区分，并且包括生长激素抑制素+(Sst)树突状细胞、胃抑制蛋白+(Gip)K-细胞、分泌素+

(Sct)S-细胞、胆囊收缩素(Cck)I-细胞、胰高血糖素样蛋白+(GLP-1)L-细胞、神经降压素+

(Nts)N-细胞和产血清素肠嗜铬细胞(Gunawardene等人(2011)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athology  92:219-231)。然而，单个EEC可以表达不同水平的多种激素，强

调了高水平的异质性(Egerod等人(2012)Nature  cell  biology  14:1099-1104)。虽然EEC

被认为在控制肠功能和生物代谢的各个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们的稀缺性已经成

为他们深入研究和开发的障碍。

[0005] 已描述了用于分化来源于数种组织(例如胰腺、结肠、肠隐窝和胃)的祖细胞的方

法(参见WO  2010/090513、WO  2012/014076、WO2012/168930和WO  2015/173425)。用于诱导

肠上皮细胞、杯状细胞和帕内特细胞分化的方法是已知的。需要改进的培养基和培养方法，

其导致更高的祖细胞至EEC命运的分化效率。

[0006] 发明概述

[0007] 本发明提供了用于分化祖细胞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0008] 在分化培养基中培养所述细胞，所述分化培养基包含基础培养基并且还包含一种

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Notch抑制剂和一种或多种Wnt抑制剂。

[0009] 本发明还提供了分化培养基，所述分化培养基包含基础培养基并且还包含一种或

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Notch抑制剂和一种或多种Wnt抑制剂。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了用于分化肠祖细胞以获得肠内分泌细胞中富含的肠细胞群的方

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0011] 在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培养所述肠祖细胞。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了用于培养上皮干细胞、优选地以获得类器官的方法，其中所述方

法包括：

[0013] 在扩增培养基存在下，培养与细胞外基质接触的一种或多种上皮干细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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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在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培养一种或多种扩增的上皮干细胞。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用于培养肠上皮干细胞优选以获得分化的肠类器官的方法，并且

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0016] 在扩增培养基存在下，培养与细胞外基质接触的一种或多种肠上皮干细胞；优选

地，其中所述扩增培养基包含基础培养基，并且还包含：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例如EGF)、

BMP抑制剂(例如头蛋白(Noggin))和Wnt激动剂(例如Rspondin)，并且任选地，丙戊酸和

GSK-3抑制剂(例如CHIR99021)；以及随后

[0017] 在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存在下，培养与细胞外基质接触的一种或多种扩增的肠上

皮干细胞。

[0018] 本发明还提供了通过本发明的方法可获得的或获得的类器官。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了类器官，其中至少30％、至少40％、至少50％、至少60％、至少

70％、至少80％、至少90％或至少99％的细胞表达肠内分泌细胞标志物。

[0020] 本发明还提供了本发明的类器官或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胞，其用于医学中的用

途。

[0021] 本发明还提供了本发明的类器官或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胞在下述中的用途：药

物发现筛选；毒性测定；诊断；组织胚胎学、细胞谱系和分化途径的研究；鉴别导致各自激素

释放的化学和/或神经元信号的研究；包括重组基因表达的基因表达研究；组织损伤和修复

中涉及的机制研究；炎性和传染性疾病的研究；发病机制研究；或者细胞转化和癌症病因机

制的研究。

[0022] 本发明还提供了药物制剂，其包含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Notch抑制剂和一

种或多种Wnt抑制剂。

[0023] 用于筛选治疗性或预防性药物或化妆品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0024] 使本发明的分化的类器官与候选分子(或候选分子库)接触，

[0025] 评估所述类器官的任何影响(例如细胞的任何变化，如增殖的减少或丧失、形态变

化和/或细胞死亡)或类器官的变化(例如器官大小或运动性)；

[0026] 将导致所述影响的候选分子鉴定为潜在的药物或化妆品；并且任选地，

[0027] 将所述候选分子制备为药物或化妆品。

[0028] 本发明还提供了用于诱导Lgr5+干细胞静止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0029] 用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处理细胞。

[0030] 本发明还提供了通过用于诱导本发明的Lgr5+祖干细胞静止的方法获得的静止干

细胞群，其中所述细胞表达Lgr5和Lef1并且不表达KI67和M期标志物磷酸化-组蛋白H4。

[0031] 本发明还提供了获得富含EEC的细胞群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在本发明的分

化培养基中培养细胞群。

[0032] 本发明还提供了获得富含分泌GLP1的EEC的细胞群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在

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培养细胞群，其中所述分化培养基包含BMP抑制剂。

[0033] 本发明还提供了获得富含分泌分泌素的EEC的细胞群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在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培养细胞群，其中所述分化培养基包含BMP通路激活剂。

[0034] 本发明还提供了用于治疗或预防糖尿病或相关疾病或病症的方法的BMP抑制剂，

其中所述方法包括向有需要的受试者施用治疗有效量的BMP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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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本发明还提供了用于治疗胃酸过多或肥胖的方法的BMP激活剂，其中所述方法包

括向有需要的受试者施用治疗有效量的BMP激活剂。

[0036] 发明详述

[0037] 先前已在WO  2010/090513、WO  2012/014076、WO  2012/168930和WO  2015/173425

中描述了用于分化来自多种组织的祖细胞的方法。已经描述了用于促进肠祖细胞向肠细

胞、杯状细胞或潘氏细胞命运分化的方法。这些总结在图11中。然而，先前未描述用于增强

肠祖细胞分化为EEC命运的方法和培养基。本发明人惊奇地发现，在分化培养基中Wnt抑制

剂、EGFR通路抑制剂和Notch抑制剂的组合增强了祖细胞分化为EEC命运(参见实施例2)。

EEC占体内肠上皮细胞的不到1％。然而，本发明人的方法和分化培养基能够产生其中约

50％的细胞是EEC的类器官。

[0038] 本发明人还惊奇地发现，通过调节BMP信号传导通路，它们可以调节EEC表型，特别

是与表达水平和激素分泌有关(参见实施例5)。本发明人已经表明，某些EEC表型可以通过

激活或抑制BMP信号传导来获得。本发明人还表明，这些方法在体内可以是有效的，因此在

疗法中为BMP激活剂和抑制剂提供了有希望的新用途。

[0039] 本发明人还惊奇地发现，EGFR通路抑制剂在培养基中的存在促进了Lgr5+干细胞

的静止(参见实施例1)。特别地，本发明人发现了一种新的静止状态，其中维持了干细胞潜

能但暂停了增殖。先前不知道可以分开干细胞潜能和增殖。

[0040] Wnt抑制剂

[0041] 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Wnt抑制剂。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Wnt抑制剂。

[0042] 当被激活时，Wnt信号转导通路通常阻止β-连环蛋白降解并增强β-连环蛋白介导

的信号转导。该通路由当包含卷曲蛋白受体和LRP5/6的细胞表面Wnt受体复合物被激活时

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限定，所述激活通常通过细胞外信号转导分子(如Wnt家族成员)进行。

这导致蓬乱蛋白家族蛋白的激活，其抑制降解细胞内β-连环蛋白的蛋白质的破坏复合物。

破坏复合物由招募酪蛋白激酶CK1α、δ和ε以及GSK-3的结构组分(包括APC和轴蛋白)形成。

破坏复合物被认为使β-连环蛋白磷酸化并将其暴露于泛素连接酶β-TrCP。然后β-连环蛋白

的泛素化导致其在蛋白酶体中降解。

[0043] β-连环蛋白的主要效应功能在细胞核中，其中它通过与多种转录因子的相互作用

调节转录，所述转录因子包括TCF/LEF家族转录因子(例如Tcf-1、Tcf-3、Tcf-4和Lef1)。

[0044] Wnt通路受到高度调控。例如，当Rspondin与其受体(Lgr4、Lgr5和/或Lgr6)结合

时，Wnt信号转导被增强。然而，已经显示两种跨膜E3泛素连接酶Rnf43和Znrf3从细胞表面

移除Rspondin受体(例如Lgr4、Lgr5和/或Lgr6)(参见例如de  Lau等人，2016)。Rspondin是

脊椎动物特异性的Wnt增强剂。此外，可以通过Dapper家族蛋白(例如Dapper1和Dapper3)抑

制蓬乱蛋白家族蛋白与卷曲蛋白受体的结合。此外，破坏复合物的活性被认为部分受APC、

轴蛋白和GSK-3的磷酸化状态的调节。例如，磷酸酶(例如丝氨酸/苏氨酸磷酸酶，如PP1、

PP2C或PP2A)对APC或轴蛋白的去磷酸化可以抑制β-连环蛋白的降解。此外，激酶(例如

p38MAPK、PKA、PKB、PKC、p90RSK或p70S6K)对GSK-3的磷酸化可以抑制GSK-3的活性，并因此

抑制β-连环蛋白的降解。

[0045] 破坏复合物的稳定性被认为部分受到两种PARP，端锚聚合酶1和2的调节。这些端

锚聚合酶对轴蛋白的聚(ADP-核糖基)化和自身聚(ADP-核糖基)化可以促进破坏复合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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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寡聚化。

[0046] 在细胞核中，蓬乱蛋白家族蛋白质可以与组蛋白脱乙酰酶SIRT1形成复合物，所述

组蛋白脱乙酰酶SIRT1支持Wnt靶基因的转录。

[0047] 被认为对Wnt分泌关键的蛋白质是多通道膜蛋白Porcupine(Porc)，其丧失导致

Wnt在内质网中积聚。

[0048] 可以在许多水平上抑制Wnt信号转导通路，并且在Voronkov和Krauss(2013)

Current  Pharmaceutical  Design  19：634  664中详细综述了Wnt抑制剂。

[0049] Wnt抑制剂被限定为抑制细胞或细胞群中TCF/LEF介导的转录的试剂。因此，适用

于本发明的Wnt抑制剂包括：

[0050] (1)Wnt分泌抑制剂(例如Porc的抑制剂，如LGK974、IWP-1或IWP-2)，

[0051] (2)Wnt或Rspondin与它们各自受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竞争性和非竞争性抑制剂(例

如OMP-18R5、OMP54F28)，

[0052] (3)促进Wnt受体复合物的组分降解的因子如LRP(例如氯硝柳胺)，和促进

Rspondin受体降解的因子如Znrf3和/或Rnf43，或者激活Znrf3和/或Rnf43的因子，

[0053] (4)蓬乱蛋白家族蛋白抑制剂，如减少蓬乱蛋白家族蛋白与卷曲蛋白受体和/或破

坏复合物组分的结合的抑制剂(例如Dapper家族蛋白、FJ9、舒林酸、3289-8625，J01-017a、

NSC668036)或者下调蓬乱蛋白家族蛋白的表达的抑制剂(例如氯硝柳胺)，

[0054] (5)促进破坏复合物活性的因子，包括(a)使破坏复合物的组分(如轴蛋白和/或

APC)去磷酸化的磷酸酶(例如PP1、PP2A和/或PP2C)的抑制剂(例如冈田酸或变构霉素

(tautomycin))和(b)使GSK-3磷酸化的激酶(例如p38MAPK、PKA、PKB、PKC、p90RSK或p70S6K)

的抑制剂(例如SB239063、SB203580或Rp-8-Br-cAMP)，

[0055] (6)破坏复合物去寡聚化的抑制剂，如端锚聚合酶1和/或2的抑制剂(例如XAV939、

IWR1、JW74、JW55、2-[4-(4-氟苯基)哌嗪-1-基]-6-甲基嘧啶-4(3H)-酮或PJ34)，以及

[0056] (7)β-连环蛋白靶基因表达的抑制剂，包括β-连环蛋白：TCF/Lef转录复合物的抑

制剂，如破坏β-连环蛋白：TCF-4复合物的抑制剂(例如iCRT3、CGP049090、PKF118310、

PKF115-584、ZTM000990、PNU-74654、BC21、iCRT5、iCRT14或FH535)和组蛋白脱乙酰酶SIRT1

的抑制剂(例如cambinol)。

[0057] 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Wnt抑制剂。可以如以上(1)-(7)中所述使用任何合适的

Wnt抑制剂。例如，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Wnt抑制剂是Wnt分泌抑制剂，如Porc抑制剂

(例如选自IWP-2、IWP-1和LGK974)。在另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Wnt抑制剂是β-连环蛋白

靶基因表达的抑制剂，例如β-连环蛋白：TCF/Lef转录复合物的抑制剂或组蛋白脱乙酰酶

SIRT1的抑制剂(例如cambinol)。在一些实施方案中，β-连环蛋白：TCF/Lef转录复合物的抑

制剂是破坏β-连环蛋白：TCF-4复合物的抑制剂，例如选自以下的抑制剂：iCRT3、

CGP049090、PKF118310、PKF115-584、ZTM000990、PNU-74654、BC21、iCRT5、iCRT14和FH535。

[005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Wnt抑制剂选自：IWP-2、OMP-18R5、OMP54F28、LGK974、3289-

8625、FJ9、NSC  668036、IWR1和XAV939。

[005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Wnt抑制剂选自：iCRT3、PFK115-584、CGP049090、iCRT5、

iCRT14和FH535。

[006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Wnt抑制剂是以下表1中列出的化合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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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表1-Wnt抑制剂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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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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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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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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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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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表1中列出的任何Wnt抑制剂中的一

种或多种。

[0069] 优选向培养基中添加一定量的Wnt抑制剂，如在相同细胞类型中所评估的，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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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分子不存在的情况下所述Wnt活性的水平，所述量有效抑制细胞中至少10％，更优选至

少20％，更优选至少30％，更优选至少50％，更优选至少70％，更优选至少90％，更优选

100％的Wnt活性。如技术人员已知的，可以通过测量Wnt的转录活性来确定Wnt活性，例如通

过pTOPFLASH和pFOPFLASH  Tcf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构建体(Korinek等人，1997 .Science 

275：1784-1787)。因此，技术人员可以使用本领域已知的测定容易地鉴定新的Wnt抑制剂。

[007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以下浓度的Wnt抑制剂：0.01-150μ

M、0.1-150μM、0.5-100μM、0.1-100μM、0.5-50μM、1-100μM或10-80μM、1-20μM或者1-5μM。

[007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以下浓度的IWP-2：0.01-150μM、

0.1-100μM、0.5-50μM、1-20μM或者1-5μM。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

含浓度为约1.5μM的IWP-2。

[007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不包含结合并激活Wnt受体复合物的Wnt激动剂，

包括任何和所有Wnt家族蛋白和Rspondin。

[0073] 在其他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还包含Wnt激动剂，如R-spondin  1-4或其生物活

性片段或变体。如上所述，R-spondin增强了细胞表面受体处的Wnt信号传导。本发明人已经

表明，从EEC分化培养基中去除R-spondin降低了EEC分化的效率(参见实施例5)。假设可能

需要一些Wnt信号传导将细胞导向分泌(而不是吸收)谱系。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

培养基包含Wnt激动剂(特别是R-spondin)和Wnt抑制剂。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

养基包含R-spondin和Porc抑制剂，如IWP-2。在一些实施方案中，R-spondin的使用终浓度

为1至1000ng/ml、50至1000ng/ml或100至1000ng/ml。在一些实施方案中，R-spondin的使用

终浓度为0.1至100μg/ml、0.1至50μg/ml、0.1至20μg/ml、0.1至10μg/ml、0.1至5μg/ml、0.5

至100μg/ml、0.5至50μg/ml、0.5至20μg/ml、0.5至10μg/ml、0.5至5μg/ml、1至10μg/ml或1至

5μg/ml。在一些实施方案中，R-spondin的使用终浓度为至少1ng/ml、至少50ng/ml、至少

100ng/ml、至少500ng/ml或至少1μg/ml。在一些实施方案中，R-spondin的使用终浓度为约

100ng/ml。在一些实施方案中，R-spondin的使用终浓度为约1μg/ml。

[0074] EGFR通路抑制剂

[0075] 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EGFR通路抑制剂。可以使用如本文定义的任何合适的抑

制剂。

[0076]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也称为ErbB1或HER1，是细胞外蛋白配体的表皮生长因

子(EGF)家族成员的细胞表面受体。EGFR属于HER受体家族，其包括四种相关蛋白(EGFR

(HER1/ErbB1)、ErbB2(HER2)、ErbB3(HER3)和ErbB4(HER4))。已知HER受体通过与不同配体

结合而被激活，所述配体包括EGF、TGFA，结合肝素的EGF样生长因子、双调蛋白、β细胞素和

表皮调节素。在配体结合至受体的细胞外结构域后，受体形成功能活性二聚体(EGFR-EGFR

(同二聚体)或EGFR-HER2、EGFR-HER3、EGFR-HER4(异二聚体))。二聚化诱导酪氨酸激酶结构

域的激活，这导致受体在多个酪氨酸残基上的自身磷酸化。这导致募集一系列衔接子蛋白

(如SHC，GRB2)并激活一系列细胞内信号传导级联以影响基因转录。

[0077] 已经很好地研究了介导EGFR下游效应的通路，并且已经确定了三种主要的信号传

导通路。第一通路涉及RAS-RAF-MAPK通路，其中磷酸化的EGFR通过GRB2和Shc衔接子蛋白募

集鸟嘌呤-核苷酸交换因子，从而激活RAS并随后刺激RAF和MAP激酶通路以影响细胞增殖、

肿瘤侵袭和转移。活化的RAS激活RAF激酶的蛋白激酶活性。RAF激酶磷酸化并激活MEK(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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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MAP2K或MAPKK)，所述MEK磷酸化并激活MAP激酶(也称为ERK，一种细胞外信号调控激酶)。

第二通路涉及PI3K/AKT通路，其通过激活核转录因子如NFKB来激活主要的细胞存活和抗凋

亡信号。第三通路涉及JAK/STAT通路，所述JAK/STAT通路也参与激活与细胞存活相关的基

因的转录。EGFR激活还可能导致PLCG磷酸化，随后磷脂酰肌醇4,5二磷酸(PIP2)水解成肌醇

1,4,5-三磷酸(IP3)和二酰基甘油(DAG)，导致蛋白激酶C(PRKC)和CAMK激活。

[0078] 可以使用EGFR抑制剂，如抗EGFR单克隆抗体和小分子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一

些抗EGFR抗体，如西妥昔单抗和帕尼单抗，结合至EGFR单体的细胞外结构域，并通过内源配

体竞争受体结合；以这种方式它们阻断配体诱导的受体激活。一些小分子EGFR抑制剂，如厄

洛替尼、吉非替尼和拉帕替尼，与ATP竞争结合EGFR的激酶结构域，这继而抑制EGFR自身磷

酸化和下游信号传导。

[0079] 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例如2种、3种、4种或更多种。

[0080] EGFR通路抑制剂优选以如在相同细胞类型中评估，相对于在不存在所述分子的情

况下所述EGFR通路活性的水平，将细胞中EGFR通路活性有效抑制至少10％、更优选至少

20％、更优选至少30％、更优选至少50％、更优选至少70％、更优选至少90％、更优选100％

的量加入培养基中。如技术人员所知，可以以多种方式测量EGFR通路活性。例如，Ghosh等人

(2013)Assay  and  Drug  Development  Technologies  11(1):44-51描述了用于监测EGFR活

性和抑制剂敏感性的测定。该特定测定涉及共价固定在磁珠上的肽底物。在激酶反应后，洗

涤珠粒并使用针对磷酸化酪氨酸的HRP-缀合的一抗通过化学荧光检测肽的磷酸化。测量的

荧光强度与底物磷酸化成正比，而底物磷酸化又与EGFR激酶活性成比例。该测定还可用于

筛选EGFR通路中其他激酶(例如RAS、RAF、MEK或ERK)的抑制剂。用于测定激酶活性的可替代

方法包括检测来自P32-标记的ATP的末端磷酸根的掺入。因此，技术人员可以使用本领域已

知的测定容易地鉴定新的EGFR通路抑制剂。

[008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GFR通路抑制剂是EGFR抑制剂，其抑制EGFR激酶活性至少

10％、更优选至少20％、更优选至少30％、更优选至少50％、更优选至少70％、更优选至少

90％、更优选100％。

[008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GFR通路抑制剂是RAS抑制剂，其抑制RAS激酶活性至少10％、

更优选至少20％、更优选至少30％、更优选至少50％、更优选至少70％、更优选至少90％、更

优选100％。

[008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GFR通路抑制剂是RAF抑制剂，其抑制RAF激酶活性至少10％、

更优选至少20％、更优选至少30％、更优选至少50％、更优选至少70％、更优选至少90％、更

优选100％。

[008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GFR通路抑制剂是MEK抑制剂，其抑制MEK激酶活性至少10％、

更优选至少20％、更优选至少30％、更优选至少50％、更优选至少70％、更优选至少90％、更

优选100％。

[008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GFR通路抑制剂是ERK抑制剂，其抑制ERK激酶活性至少10％、

更优选至少20％、更优选至少30％、更优选至少50％、更优选至少70％、更优选至少90％、更

优选100％。

[008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GF以小于1mM的浓度存在于分化培养基中。在优选的实施方

案中，EGF不存在于分化培养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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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GFR通路抑制剂是EGFR抑制剂，如吉非替尼(Santa  Cruz 

Biotechnology)、AG-18、AG-490(酪氨酸磷酸化抑制剂B42)、AG-1478(酪氨酸磷酸化抑制剂

AG-1478)、AZ5104、AZD3759、布加替尼、厄洛替尼、西妥昔单抗、CL-387785(EKI-785)、CNX-

2006、埃克替尼、耐妥珠单抗、奥希替尼(AZD9291)、OSI-420、PD153035HCl、PD168393、培利

替尼(EKB-569)、罗西替尼(CO-1686、AVL-301)、TAK-285、酪氨酸磷酸化抑制剂9、凡德他尼、

WHI-P154、WZ3146、WZ4002、WZ8040、帕尼单抗、札鲁目单抗、尼妥珠单抗或马妥珠单抗。在一

些实施方案中，EGFR抑制剂结合至EGFR单体的细胞外结构域并竞争EGF的受体结合。在一些

实施方案中，EGFR抑制剂与ATP竞争结合EGFR的激酶结构域。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EGFR抑制

剂，例如2种、3种、4种或更多种。

[008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GFR通路抑制剂是EGFR和ErbB-2抑制剂，如阿法替尼

(Selleckchem)、二马来酸阿法替尼、AC480(BMS-599626)、AEE788(NVP-AEE788)、AST-1306、

卡奈替尼、CUDC-101、达克替尼、拉帕替尼、来那替尼、波齐替尼(HM781-36B)、沙普替尼

(AZD8931)或瓦尼替尼。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EGFR和ErbB-2抑制剂，例如2种、3种、4种或更

多种。

[008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GFR通路抑制剂是RAS-RAF-MAPK通路抑制剂。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EGFR通路抑制剂是PI3K/AKT通路抑制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GFR通路抑制剂是JAK/

STAT通路抑制剂。

[009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GFR通路抑制剂是RAF抑制剂，如GW5074、ZM  336372、NVP-

BHG712、TAK-632、达拉非尼(GSK2118436)、索拉非尼、甲苯磺酸索拉非尼、PLX-4720、AZ 

628、CEP-32496或维罗非尼(PLX4032,RG7204)。

[009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GFR通路抑制剂是MEK抑制剂，如PD0325901 (Sigma 

Aldrich)。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GFR通路抑制剂是ERK抑制剂，如SCH772984(Selleckchem)。

[009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GFR通路抑制剂的使用浓度是0.01-200μM、0.01-100μM、0.1-

50μM、0.1-20μM、1-100μM、1-50μM、1-30μM、5-100μM、5-50μM或5-20μM。例如，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分化培养基包含：(i)浓度为约5μM的吉非替尼，(ii)浓度为约10μM的阿法替尼，(iii)

浓度为约5μM的PD0325901或(iv)浓度为约10μM的SCH772984。

[0093] Notch抑制剂

[0094] 分化培养基包含Notch抑制剂。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Notch抑制剂。

[0095] Notch是跨膜表面受体，其可以通过多种蛋白水解切割而被激活，其中一种蛋白水

解切割是通过被称为γ-分泌酶的具有蛋白酶活性的蛋白复合物进行的切割。γ-分泌酶是

在膜内发挥其切割活性的蛋白酶。γ-分泌酶是多组分酶，并且由至少四种不同的蛋白(即

早老素(早老素1或2)、呆蛋白(nicastrin)、PEN-2和APH-1)组成。早老素是γ-分泌酶的催

化中心。在配体结合时，Notch受体经历允许胞外域通过是金属蛋白酶的ADAM蛋白酶的作用

脱落的构象变化。紧接着是γ-分泌酶复合物的作用，其导致Notch细胞内结构域(NICD)的

释放。NICD易位至细胞核，在那它与CSL(C启动子结合因子/重组信号序列结合蛋白Jκ/无毛

抑制因子/Lagl(C-promoter-binding  factor/recombinant  signal-sequence  binding 

protein  Jκ/Supressor-of-Hairless/Lagl))相互作用。NICD的结合将CSL从转录抑制因子

转变为激活因子，这导致Notch靶基因的表达。

[009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Notch抑制剂是能够减少配体介导的Notch激活的抑制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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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经由Notch的显性阴性配体或者经由显性阴性Notch或者经由能够至少部分阻断Notch配

体与Notch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抗体)或ADAM蛋白酶的抑制剂。

[009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Notch抑制剂是γ分泌酶抑制剂，例如DAPT、二苯并氮杂

(DBZ)、苯并二氮杂 (BZ)或LY-411575。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Notch抑制剂，例如2、3、4种或

更多种。

[009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以以下浓度使用Notch抑制剂(例如DAPT)：0 .001-200mM、

0.01-100mM、0.1-50mM、0.1-20mM、0.5-10mM或0.5-5mM。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

基包含浓度为约1mM的DAPT。

[0099] 基础培养基

[0100] 用于本发明的方法的分化培养基包含基础培养基。基础培养基是用于动物或人细

胞的任何合适的基础培养基，其受本文提供的限制。

[0101] 用于动物或人细胞培养的基础培养基通常含有大量成分，这些成分是支持培养细

胞的维持所必需的。考虑以下公开内容，技术人员可以容易地配制合适的成分组合。如文献

中以及以上更加详细描述的，用于本发明的基础培养基将通常包含营养液，所述营养液包

含标准细胞培养成分，如氨基酸、维生素、脂质补充剂、无机盐、碳能源和缓冲剂。在一些实

施方案中，还将培养基补充有一种或多种标准细胞培养成分，例如选自氨基酸、维生素、脂

质补充剂、无机盐、碳能源和缓冲剂的细胞培养成分。

[0102] 技术人员将从公知常识中理解培养基的类型，其可以在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被

用作基础培养基。潜在合适的细胞培养基可商购获得，包括但不限于杜尔贝科改良伊格尔

培养基(Dulbecco 's  Modified  Eagle  Media ,DMEM)、最小必需培养基(MEM)、敲除-DMEM

(KO-DMEM)、格拉斯哥最小必需培养基(Glasgow  Minimal  Essential  Medium,G-MEM)、伊格

尔基础培养基(Basal  Medium  Eagle ,BME)、DMEM/Ham 's  F12、改良型DMEM/Ham 's  F12、

Iscove改良杜尔贝科培养基和和最小必需培养基(MEM)、Ham's  F-10、Ham's  F-12、培养基

199以及RPMI  1640培养基。

[0103] 例如，基础培养基可以选自补充有谷氨酰胺、胰岛素、青霉素/链霉素和转铁蛋白

的DMEM/F12和RPMI  1640。在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案中，使用改良型DMEM/F12或改良型

RPMI，其针对无血清培养进行了优化，并且已经包含了胰岛素。在这种情况下，所述改良型

DMEM/F12或改良型RPMI培养基优选补充有谷氨酰胺和青霉素/链霉素。补充有N2和B27的

AdDMEM/F12(Invitrogen)也是优选的。优选地，基础培养基是改良型DMEM/F12。更优选地，

基础培养基包含改良型DMEM/F12、谷氨酰胺和B27。

[010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基础培养基包含改良型DMEM/F12、HEPES、青霉素/链霉素、谷

氨酰胺、N-乙酰半胱氨酸和B27。

[010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基础培养基包含补充有青霉素/链霉素、10mM  HEPES、

Glutamax、B27(全部来自Life  Technologies ,Carlsbad ,CA)和约1mM  N-乙酰半胱氨酸

(Sigma)的改良型DMEM/F12或者由其组成。

[0106] 另外优选地，所述基础培养基补充有纯化的、天然的、半合成的和/或合成的生长

因子，并且不包含不确定的组分(如胎牛血清或小牛血清)。多种不同的血清替代物制剂可

商购获得并且是技术人员已知的。当使用血清替代物时，根据常规技术，它可以以培养基体

积的约1％至约30％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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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如本文其它地方所述，本发明中使用的分化培养基可以包含血清，或者可以是无

血清和/或无血清替代物的。培养基和细胞制备优选是符合FDA对生物制剂产品所要求的标

准并确保产品一致性的GMP过程。

[0108] 通常将在去离子蒸馏水中配制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在使用前，通常将本发明的

分化培养基进行灭菌以防止污染，例如通过紫外线、加热、辐射或过滤。可以冷冻分化培养

基(例如在-20℃或-80℃下)以存储或运输。培养基可以含有一种或多种抗生素以防止污

染。培养基可以具有低于0.1个内毒素单位/ml的内毒素含量，或者可以具有低于0.05个内

毒素单位/ml的内毒素含量。用于确定培养基的内毒素含量的方法在本领域是已知的。

[0109] 优选的基础培养基是确定的合成培养基，其用基于碳酸盐的缓冲剂将pH缓冲为

7.4(优选pH为7.2-7.6或者至少7.2且不高于7.6)，同时在包含5％至10％CO2或者至少5％

且不超过10％CO2，优选5％CO2的环境中培养细胞。

[011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提供的分化培养基具有准备用于分化方法的基础培养基。在

其它实施方案中，提供的分化培养基不含基础培养基，例如作为培养基补充剂，并且可以在

用于分化方法之前添加基础培养基(或其它组分)。因此，提供了本文所述的任何分化培养

基，其中不存在基础培养基或者其中基础培养基仅是任选组分。

[0111] 另外的因子

[0112] 先前已经显示许多因子在某些情况下增强祖细胞的分化。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这

些因子中的一种或多种包含在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这些因子包括但不限于p38抑制剂、

TGF-β抑制剂、胃泌素、糖皮质激素、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BMP通路激活剂、Hedgehog激活

剂、Hedgehog抑制剂、mTOR信号传导调节剂、GSK-3抑制剂、CHIR99021激动剂、AP-1刺激剂、

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卡巴胆碱激动剂和cAMP通路激活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这些

因子选自p38抑制剂、TGF-β抑制剂、胃泌素、糖皮质激素、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BMP通路激

活剂、BMP通路抑制剂、Hedgehog激活剂、Hedgehog抑制剂、mTOR信号传导调节剂、GSK-3抑制

剂、CHIR99021激动剂、AP-1刺激剂、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卡巴胆碱激动剂和cAMP通

路激活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这些因子选自胃泌素、糖皮质激素、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

BMP通路激活剂、BMP通路抑制剂、Hedgehog激活剂、Hedgehog抑制剂、mTOR信号传导调节剂、

GSK-3抑制剂、CHIR99021激动剂、AP-1刺激剂、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卡巴胆碱激动

剂和cAMP通路激活剂。

[0113] p38抑制剂

[0114]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还包含p38抑制剂，意指任何直接或间接

负调控p38信号传导的抑制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根据本发明的抑制剂结合至并降低p38

(GI编号1432)的活性。p38蛋白激酶是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家族的一部分。MAPK是丝

氨酸/苏氨酸特异性蛋白激酶，其响应于细胞外刺激如环境应激和炎性细胞因子，并调控各

种细胞活性，如基因表达、有丝分裂、分化、增殖和细胞存活/凋亡。p38MAPK以α、β、β2、γ和δ

同种型存在。p38抑制剂是结合至并降低至少一种p38同种型活性的试剂。用于确定物质是

否是p38抑制剂的各种方法是已知的，并且可以与本发明结合使用。实例包括：磷酸-特异性

抗体检测Thr180/Tyr182处的磷酸化，其提供了公认的细胞p38激活或抑制的量度；生化重

组激酶测定；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分泌测定；和p38抑制剂的DiscoverRx高通量筛选平台

(参见http://www.discoverx.com/kinases/literature/biochemical/collaterals/DRx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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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r_p38％20KBA .pdf)。还存在几种p38活性测定试剂盒(例如Millipore，Sigma-

Aldrich)。

[0115] 各种p38抑制剂在本领域中是已知的。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直接或间接负调控p38

信号传导的抑制剂选自由以下组成的组：SB-202190、SB-203580、VX-702、VX-745、PD-

169316、RO-4402257和BIRB-796。

[0116]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根据本发明的p38抑制剂结合至其靶标并如通过细胞测试评

估与对照相比降低其靶标的活性大于10％；大于30％；大于60％；大于80％；大于90％；大于

95％；或大于99％。用于测量靶抑制的细胞测定的实例是本领域熟知的，如上所述。

[0117] SB-203580可以以50nM至100μM、或100nM至50μM、或1μM至50μM的浓度添加至分化

培养基。例如，SB-203580可以以约30μM添加至培养基。

[0118] TGF-β抑制剂

[011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还包含TGF-β抑制剂。

[0120] TGF-β信号转导涉及许多细胞功能，包括细胞生长、细胞命运和细胞凋亡。信号转

导通常始于TGF-β超家族配体与II型受体的结合，所述II型受体招募并磷酸化I型受体。然

后，I型受体磷酸化SMAD，SMAD作为细胞核中的转录因子发挥作用并调节靶基因的表达。

[0121] 先前在促进祖细胞分化中已经涉及了TGF-β抑制剂信号转导通路。例如，向肝脏外

植体中添加TGF-β促进了体外胆分化(Clotman等人(2005)Genes  Dev.19(16)：1849-54)。此

外，先前已经表明，在分化培养基中包含TGF-β抑制剂可以抑制胆管细胞命运并引发细胞向

更多肝细胞表型分化(参见WO2012/168930)。具体地，发现在分化培养基中包含TGF-β抑制

剂(如A83-01)增强成熟肝细胞标志物的表达并增加肝细胞样细胞的数量。

[0122] TGF-β超家族配体包含骨形态发生蛋白(BMP)、生长和分化因子(GDF)、抗缪勒氏管

激素(AMH)、激活素、nodal和TGF-β。通常，Smad2和Smad3被TGF-β/激活素通路中的ALK4、5和

7受体磷酸化。相比之下，Smad1、Smad5和Smad8被磷酸化作为骨形态发生蛋白(BMP)通路的

一部分。尽管通路之间存在一些交叉，但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TGF-β抑制剂”或“TGF-β信

号转导的抑制剂”优选是TGF-β通路抑制剂，其经由Smad2和Smad3和/或经由ALK4、ALK5或

ALK7起作用。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TGF-β抑制剂不是BMP抑制剂，即TGF-β抑制剂不是头

蛋白。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除TGF-β抑制剂之外，还向培养基中添加BMP抑制剂。因此，TGF-β

抑制剂可以是任何试剂，其降低TGF-β信号转导通路，优选经由Smad2和/或Smad3起作用的

信号转导通路，更优选经由ALK4、ALK5或ALK7起作用的信号转导通路的活性。

[0123] 存在多种破坏TGF-β信号转导通路的方法，这些方法是本领域已知的并且可以与

本发明联合使用。例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破坏TGF-β信号转导：通过小干扰RNA策略抑制

TGF-β的表达；抑制弗林蛋白酶(TGF-β激活蛋白酶)；通过生理抑制剂抑制通路；用单克隆抗

体中和TGF-β；用TGF-β受体激酶1(也被称为激活素受体样激酶ALK5)、ALK4、ALK6、ALK7或其

它TGF-β相关受体激酶的小分子抑制剂进行抑制；例如通过过表达它们的生理抑制剂Smad 

7或者通过使用硫氧还蛋白作为Smad锚使Smad无法激活来抑制Smad  2和Smad  3信号转导

(Fuchs,O.Inhibition  of  TGF-Signalling  for  the  Treatment  of  Tumor  Metastasis 

and  Fibrotic  Diseases.Current  Signal  Transduction  Therapy,第6卷,第1期,2011年1

月,第29-43(15)页)。

[0124] 用于确定物质是否是TGF-β抑制剂的多种方法是已知的，并且可以与本发明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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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例如，可以使用细胞分析，其中用包含人PAI-1启动子或Smad结合位点的报告基因构

建体稳定转染细胞，驱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可以将相对于对照组的荧光素酶活性的抑制

用作化合物活性的程度(De  Gouville等人，(2005)Br  J  Pharmacol.145(2)：166-177)。因

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容易地鉴定新的TGF-β抑制剂。

[0125] 根据本发明的TGF-β抑制剂可以是蛋白质、肽、小分子、小干扰RNA、反义寡核苷酸、

适配子或抗体。抑制剂可以是天然存在的或合成的。在一个实施方案中，TGF-β抑制剂是

ALK4、ALK5和/或ALK7的抑制剂。例如，TGF-β抑制剂可以结合并直接抑制ALK4、ALK5和/或

ALK7。可以被用于本发明的上下文的优选的小分子TGF-β抑制剂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表2中列出的小分子抑制剂。

[0126] 表2：靶向受体激酶的小分子TGF-β抑制剂

[0127]

[012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TGF-β抑制剂是小分子抑制剂，其任选地选自：A83-01、SB-

431542、SB-505124、SB-525334、LY  364947、SD-208和SJN2511。

[012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分化培养基中存在不多于一种TGF-β抑制剂。在其它实施方

案中，在分化培养基中存在多于一种的TGF-β抑制剂(例如，2、3、4种或更多种)。在一些实施

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表2中列出的任何抑制剂中的一种或多种。分化培养基可

以包含一种抑制剂与列出的另一种抑制剂的任何组合。例如，培养基可以包含SB-525334或

SD-208或A83-01；或者SD-208和A83-01。技术人员将会理解存在许多其它小分子抑制剂，将

其主要设计为靶向其它激酶，但是在高浓度下也可以抑制TGF-β受体激酶。例如，SB-203580

是p38MAP激酶抑制剂，其在高浓度(例如大约10μM或更高)下被认为抑制ALK5。也可以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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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上下文中使用抑制TGF-β信号转导通路的任何此类抑制剂。

[013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TGF-β抑制剂(例如A83-01)以以下浓度存在于分化培养基中：

至少1nM，例如至少5nM、至少50nM、至少100nM、至少300nM、至少450nM或至少475nM。例如，

TGF-β抑制剂(例如A83-01)以以下浓度存在于分化培养基中：1nM-200μM、10nM-200μM、

100nM-200μM、1μM-200μM、10nM-100μM、50nM-100μM、50nM-10μM、100nM-1μM、200nM-800nM、

350-650nM或约500nM。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包含浓度为约500nM的A83-01。

[013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不包含TGF-β抑制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

养基不包含A83-01。

[0132] 胃泌素

[013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还包含胃泌素。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

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浓度为0.01-500nM、0.1-100nM、1-100nM、1-20nM或5-15nM的胃泌素。

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浓度为约10nM的胃泌素。

[0134] 糖皮质激素

[013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还包含糖皮质激素。

[0136] 糖皮质激素是一类皮质类固醇，其是一类类固醇激素。糖皮质激素是与糖皮质激

素受体结合的皮质类固醇。皮质醇是最重要的人糖皮质激素。氢化可的松是皮质醇的合成

形式。存在许多具有相关结构的其它合成的糖皮质激素(例如泼尼松、泼尼松龙、甲基泼尼

松龙、地塞米松、倍他米松、曲安西龙、倍氯米松和醋酸氟氢可的松)。糖皮质激素具有不同

的激活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效力。这被称为糖皮质激素效力，并且通常与皮质醇比较测量。多

种糖皮质激素的生物化学、药理学和作用机理在例如Cecil  Textbook  of  Medicine

(1988)，第128-130页，和The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Pharmacy第20版(2000)，第1363-

1370页中进行了综述。

[013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包含糖皮质激素。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糖皮质激

素。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糖皮质激素选自以下中的一种或多种：皮质醇、可的松、醋酸氢化可

的松、盐酸氢化可的松、戊酸氢化可的松、泼尼松、泼尼松龙、甲基泼尼松龙、地塞米松、倍他

米松、二丙酸倍他米松、戊酸倍他米松、曲安西龙、曲安奈德、倍氯米松、二丙酸倍氯米松、氟

氢可的松、醋酸氟氢可的松、氟替卡松、氟替卡松缩丙酮、丙酸氟替卡松、氟尼缩松、布地奈

德、氯倍他索、丙酸氯倍他索、双氟拉松、二醋酸双氟拉松、卤倍他索、丙酸卤倍他索、安西奈

德、去羟米松、氟轻松醋酸酯(fluocinonide)、氟轻松醋酸酯缩丙酮(fluocinonide 

acetonide)、哈西奈德、莫米松、糠酸莫米松、氟氢缩松、泼尼卡酯、阿氯米松、二丙酸阿氯米

松、地奈德、氟新诺龙(flucinolone)、氟新诺龙缩丙酮(flucinolone  acetonide)、丙吗卡

因以及盐酸丙吗卡因。

[0138] 地塞米松是最有效的糖皮质激素之一，并且是用于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的优选的

糖皮质激素。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糖皮质激素是具有与地塞米松相同或更高的糖皮质激素

效力的任何糖皮质激素。

[0139] 倍他米松和醋酸氟氢可的松也是高效的糖皮质激素。因此，倍他米松是用于本发

明分化培养基的优选的糖皮质激素。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糖皮质激素是具有与倍他米松相

同或更高的糖皮质激素效力的任何糖皮质激素。因此，醋酸氟氢可的松是用于本发明分化

培养基的优选的糖皮质激素。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糖皮质激素是具有与醋酸氟氢可的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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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更高的糖皮质激素效力的任何糖皮质激素。

[014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糖皮质激素是具有与皮质醇相同或更高的糖皮质激素效力的

任何糖皮质激素。

[0141] 下面提供了用于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的示例性糖皮质激素的列表。所呈现的效力

是指口服给药。

[0142]

糖皮质激素 糖皮质激素效力

皮质醇(氢化可的松) 1

可的松 0.8

泼尼松 3.5-5

泼尼松龙 4

甲基泼尼松龙 5-7.5

地塞米松 25-80

倍他米松 25-30

曲安西龙 5

醋酸氟氢可的松 15

[014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以以下浓度使用糖皮质激素(例如地塞米松)：0.01-150μM、

0.1-15μM、0.5-10μM或1-5μM。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糖皮质激素是地塞米松。例如，在一些

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包含浓度为约3μM的地塞米松。

[014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不包含糖皮质激素。

[0145] 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

[014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还包含一种或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配

体。

[0147] 受体酪氨酸激酶(RTK)是多肽生长因子、细胞因子和激素的高亲和力细胞表面受

体。RTK是细胞维持、生长和发育的关键调节剂，并且在许多类型的癌症的发展和进展中发

挥关键作用。在本发明的上下文中，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是激活RTK的任何配体。许多受体

酪氨酸激酶配体是促有丝分裂生长因子。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中的一种或

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包含一种或多种促有丝分裂生长因子。

[0148] 大约存在20种不同的已知类型的RTK、包括RTK  I类(EGF受体家族)(ErbB家族)、

RTK  II类(胰岛素受体家族)、RTK  III类(PDGF受体家族)、RTK  IV类(FGF受体家族)、RTK  V

类(VEGF受体家族)、RTK  VI类(HGF受体家族)、RTK  VII类(Trk受体家族)、RTK  VIII类(Eph

受体家族)、RTK  IX类(AXL受体家族)、RTK  X类(LTK受体家族)、RTK  XI类(TIE受体家族)、

RTK  XII类(ROR受体家族)、RTK  XIII类(DDR受体家族)、RTK  XIV类(RET受体家族)、RTK  XV

类(KLG受体家族)、RTK  XVI类(RYK受体家族)、RTK  XVII类(MuSK受体家族)。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一种或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包含针对这20类RTK中的一种或多种或者全部的配

体。

[014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一种或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包含针对RTK  IV类(FGF受体

家族)的配体。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一种或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包含针对RTK  VI类(HGF

受体家族)的配体。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一种或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包含针对RTK  IV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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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F受体家族)的配体和针对RTK  VI类(HGF受体家族)的配体。

[0150]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分化培养基中的一种或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选

自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和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一种或多种受

体酪氨酸激酶配体包含FGF和HGF。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仅一种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被包含

在分化培养基中，例如，其中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选自FGF和HGF。

[0151] FGF优选的是能够结合至FGFR2或FGFR4的FGF，并且优选是FGF19。

[0152] 可在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使用三种或更多种，例如3、4、5或更多种受体酪氨酸

激酶配体。

[0153] 如上所述，本发明人发现抑制EGFR通路有助于肠内分泌细胞分化。因此，优选地，

一种或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不包含激活EGFR的配体(例如EGF)。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

化培养基包含小于1mM的EGF。

[0154] BMP通路激活剂

[0155] 本发明人惊奇地发现，在EEC分化培养基中包含BMP通路激活剂增加了分化的EEC

群中分泌分泌素的细胞的存在(参见图13和14)。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还包

含BMP通路激活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不包含BMP通路抑制剂(例如头蛋白)。在

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还包含BMP通路激活剂，并且不包含BMP通路抑制剂(例如头蛋

白)。

[0156] 用于鉴定合适的BMP激活剂的方法是本领域已知的。Zilberberg等人,BMC  Cell 

Biology  2007  8:41中描述了用于测量BMP活性的合适测定。

[015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包含BMP通路激活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BMP通路

激活剂选自BMP7、BMP4和BMP2。BMP7是优选的。BMP7诱导SMAD1和SMAD5的磷酸化。因此，在一

些实施方案中，BMP通路激活剂是能够诱导SMAD1和SMAD5的磷酸化的任何化合物。此外，当

提及BMP7时，可以使用任何诱导SMAD1或SMAD5的磷酸化的化合物来代替BMP7。

[015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BMP通路激活剂(如BMP4或BMP7)以以下浓度存在于分化培养

基中：至少0.01ng.ml、至少0.1ng/ml、至少1ng/ml、至少10ng/ml、至少20ng/ml、至少25ng/

ml、至少100ng/ml、至少500ng/ml、至少1μg/ml、至少10μg/ml或至少50μg/ml。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BMP通路激活剂(如BMP4或BMP7)以以下浓度存在于分化培养基中：约0.01ng/ml至约

500ng/ml、约1ng/ml至约500ng/ml、约10ng/ml至约500ng/ml、约20ng/ml至约500ng/ml。在

一些实施方案中，BMP通路激活剂(如BMP4或BMP7)以以下浓度存在于分化培养基中：约

0.01ng/ml至约200ng/ml、约0.1ng/ml至约100ng/ml、约1ng/ml至约100ng/ml、约10ng/ml至

约100ng/ml、约10ng/ml至约50ng/ml、约15ng/ml至约30ng/ml。在一些实施方案中，BMP通路

激活剂(如BMP4或BMP7)以约25ng/ml存在于分化培养基中。在一些实施方案中，BMP4以约

0.1μg/ml至约50μg/ml、约1至约50μg/ml、约5μg/ml至约25μg/ml或约5μg/ml至约15μg/ml存

在于分化培养基中。在一些实施方案中，BMP4以约10μg/ml存在于分化培养基中。

[015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不包含BMP通路激活剂。

[0160] 还提供了用于增加包含EEC的细胞群中分泌素分泌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使

细胞群与BMP激活剂接触。

[0161] 还提供了用于降低包含EEC的细胞群中GLP-1分泌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使细

胞群与BMP激活剂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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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2] 还提供了用于增加包含EEC的细胞群中Pyy和/或Nts表达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

括使细胞群与BMP激活剂接触。

[0163] BMP抑制剂

[0164] 本发明人还惊奇地发现，在EEC分化培养基中包含BMP信号传导抑制剂促进分化的

EEC群体中的隐窝激素特征(hormone  signature)(参见实施例5)。隐窝激素特征的特征在

于GLP-1的高表达和缺乏分泌素表达。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还包

含BMP抑制剂。在这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优选不包含BMP激活剂。

[0165] BMP是与两类细胞表面骨形态发生蛋白受体(BMPR-I和BMPRII)结合的小信号传导

分子。BMPR-1受体类别由三种受体类型组成：激活素受体样激酶-2(ALK-2或ActR-IA)、ALK-

3(BMPR-IA)和ALK-6(BMPR-IB)。BMPR-II受体类别由三种受体类型组成：BMPR-II、ActR-IIA

和ActR-IIB。BMP的结合导致形成含有两种I型和两种II型受体的异四聚体复合物。除细胞

外结合结构域外，每种BMP受体还含有细胞内丝氨酸/苏氨酸激酶结构域。结合BMP后，组成

型活性II型受体激酶磷酸化I型受体激酶结构域，进而磷酸化BMP-响应性SMAD  1、5和8，其

可进入细胞核并起转录因子的作用。这些特异性SMAD的磷酸化导致各种细胞效应，包括生

长调控和分化。BMP抑制剂是任何通过这些通路导致信号传导显著减少的抑制剂。例如，BMP

抑制剂可能能够破坏BMP与BMP受体的相互作用；结合至BMP受体并抑制下游信号传导的激

活；抑制Smad  1、Smad  5或Smad  8的磷酸化；抑制Smad  1、Smad  5或Smad  8向细胞核的易位；

抑制SMAD  1、SMAD  5或SMAD  8介导的靶基因转录；或抑制BMP的表达、折叠或分泌。在一些实

施方案中，BMP抑制剂通过BMPR-1受体类别减少信号传导。在一些实施方案中，BMP抑制剂通

过BMPR-II受体类别减少信号传导。在一些实施方案中，BMP抑制剂通过SMAD  1/5/8减少信

号传导。抑制可以是直接的或间接的。

[0166] 许多BMP抑制剂在本领域中是已知的，例如，如Cuny ,等人,(2008)Structure-

activity  relationship  study  of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signaling 

inhibitors.Bioorg  Med  Chem  Lett  18:4388-4392中所公开的。这些BMP抑制剂中的任一

种都适用于本发明的方法。用于鉴定合适的BMP抑制剂的方法是本领域已知的。Zilberberg

等人,BMC  Cell  Biology  20078:41中描述了合适的测定。适用于BMP抑制剂的另一种测定

(特别是抑制通过ALK2和ALK3磷酸化Smad  1、5或8的BMP抑制剂)可以由本领域技术人员使

用Cuny,等人,(2008)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study  of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signaling  inhibitors .Bioorg  Med  Chem  Lett  18:4388-4392中描述的

cytobot细胞ELISA测定鉴定。

[016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BMP抑制剂选自头蛋白、脊索发生素、卵泡抑素、gremlin、tsg

(扭曲的原肠胚形成)、sog(短原肠胚形成)、dorsomorphin和LDN193189。在一些实施方案

中，BMP抑制剂选自：

[0168] a.dorsomorphin或LDN193189或其类似物或变体；和/或

[0169] b.头蛋白、硬化蛋白、脊索发生素、CTGF、卵泡抑素、gremlin、tsg、sog或其类似物

或变体。

[0170] 在一些优选的实施方案中，BMP抑制剂是头蛋白。头蛋白特别适用于体外培养方

法。在其他优选的实施方案中，BMP抑制剂是LDN193189。LDN193189特别适用于体内治疗方

法，因为它可口服并因此适用于口服施用(参见后面的治疗方法的进一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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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头蛋白以以下终浓度包含在分化培养基中：1至1000ng/ml、10

至1000ng/ml、100至1000ng/ml、1至500ng/ml、1至200ng/ml、1至100ng/ml、10至500ng/ml、

20至500ng/ml、10至200ng/ml、20至200ng/ml、50至500ng/ml或between  50至200ng/ml。在

一些实施方案中，头蛋白以约100ng/ml的终浓度包含在分化培养基中。

[017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LDN193189以以下终浓度包含在分化培养基中：1nM至10μM、

5nM至10μM、10nM至10μM、100nM至10μM、1μM至10μM或1μM至5μM。在一些实施方案中，

LDN193189以至少1nM、至少5nM、至少10nM、至少100nM、至少1μM或约10μM的终浓度包含在分

化培养基中。

[0173] 还提供了用于增加包含EEC的细胞群中GLP-1分泌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使细

胞群与BMP抑制剂接触。还提供了用于降低包含EEC的细胞群中分泌素分泌的方法，其中所

述方法包括使细胞群与BMP抑制剂接触。

[0174] 还提供了用于增加包含EEC的细胞群中Tac1表达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使细

胞群与BMP抑制剂接触。

[0175] 还提供了用于增加包含EEC的细胞群中Gcg表达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使细胞

群与BMP抑制剂接触。

[0176] Hedgehog激活剂和抑制剂

[0177] 本发明人惊奇地发现，在EEC分化培养基中包含Hedgehog信号传导的抑制剂可以

在一些情况下增加分化的EEC群中分泌GLP1和分泌CCK的细胞的存在(参见图14)。因此，在

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还包含一种或多种Hedgehog抑制剂。一种或多种

Hedgehog抑制剂可以是降低细胞中Hedgehog信号传导的任何合适的抑制剂。这种培养基适

于获得富含分泌GLP1和分泌CCK的细胞的EEC群。或者，使用还包含Hedgehog激活剂的本发

明的分化培养基可获得其中分泌GLP1和分泌CCK的细胞数已耗尽的EEC群体。因此，在一些

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还包含一种或多种Hedgehog激活剂。一种或多种

Hedgehog激活剂可以是增加细胞中Hedgehog信号传导的任何合适的激活剂。

[0178] 哺乳动物hedgehog(Hh)配体包括Sonic  hedgehog(Shh)、Indian  hedgehog(Ihh)

和Desert  hedgehog(Dhh)。Hh配体通常作为前体蛋白合成，其在羧基末端进行自催化裂解

和伴随的胆固醇修饰并且在氨基末端进行棕榈酰化，产生分泌的双重脂化蛋白。Hh配体通

过Dispatched和Scube2的联合作用从细胞表面释放，并随后通过与细胞表面蛋白LRP2和硫

酸乙酰肝素蛋白聚糖的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家族(GPC1-6)的相互作用在多个细胞上运输。

[0179] Hh蛋白通过与经典受体Patched(PTCH1)和共受体GAS1、CDON和BOC结合而启动信

号传导。Hh与PTCH1的结合导致GPCR-氧蛋白Smoothened(SMO)的去阻遏，从而导致SMO在纤

毛中积累和其细胞质尾磷酸化。SMO介导下游信号转导，包括GLI蛋白(Hh通路的转录效应

子)与驱动蛋白家族蛋白Kif7和关键细胞内Hh通路调节子SUFU的解离。

[018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一种或多种Hedgehog抑制剂包括SMO抑制剂。在一些实施方案

中，SMO抑制剂是环巴胺或环巴胺竞争性抑制剂(例如，vismogenib、saridegib或环巴胺)。

在其他实施方案中，SMO抑制剂不是环巴胺竞争性抑制剂(例如伊曲康唑)。

[018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一种或多种Hedgehog抑制剂包括抑制Hh与PTCH1结合的抗

PTCH1抗体(参见，例如，Nakamura等人(2007)Anticancer  Research  27:3743-3748)。

[018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一种或多种Hedgehog激活剂包括SMO激活剂。在一些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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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SMO激活剂是SAG(Hh-Ag1.3)或嘌吗啡胺。

[0183] 可以使用本领域已知的方法鉴定Hedgehog抑制剂和Hedgehog激活剂，例如使用

RT-PCR方法测定Gli1和Ptch1的mRNA水平(参见，例如，Nakamura等人(2007)Anticancer 

Research  27:3743-3748)。Gli1和Ptch1是Gli1反式激活的靶基因，并因此可以用作Hh信号

传导通路活性的标志物。例如，Gli1和Ptch1的抑制表达指示Hh信号传导通路活性降低。

[0184]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如通过RT-PCR测定评估，根据本发明的Hedgehog抑制剂将

Hedgehog信号传导通路的活性与对照相比降低大于10％；大于30％；大于60％；大于80％；

大于90％；大于95％；或大于99％。用于测量抑制的RT-PCR测定的实例是如上所述的本领域

熟知的。

[0185]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如通过RT-PCR测定评估，根据本发明的Hedgehog激活剂将

Hedgehog信号传导通路的活性与对照相比增加大于10％；大于30％；大于60％；大于80％；

大于90％；大于95％；或大于99％。用于测量激活的RT-PCR测定的实例是如上所述的本领域

熟知的。

[018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Hedgehog抑制剂以0.01-200μM、0.01-100μM、0.05-100μM、

0.1-50μM、0.1-20μM、1-100μM、1-50μM、1-30μM、1-10μM、5-100μM、5-50μM或5-20μM的浓度使

用。在一些实施方案中，Hedgehog抑制剂(例如vismogenib)以约5μM的浓度存在。

[018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Hedgehog激活剂以0.01-200μM、0.01-100μM、0.05-100μM、

0.1-50μM、0.1-20μM、1-100μM、1-50μM、1-30μM、1-10μM、5-100μM、5-50μM或5-20μM的浓度使

用。在一些实施方案中，Hedgehog激活剂(例如SAG(Hh-Ag1.3)或嘌吗啡胺)以约5μM的浓度

存在。

[018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两种、三种、四种或更多种Hedgehog

抑制剂。

[018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两种、三种、四种或更多种Hedgehog

激活剂。

[019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不包含Hedgehog抑制剂。

[0191] mTOR信号传导的调节剂

[0192] 本发明人惊奇地发现，包含mTOR信号传导的调节剂可以影响EEC亚型的相对比例

(例如mTOR激活剂可以促进向表达GLU的EEC分化)。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

基还包含mTOR信号传导的一种或多种调节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mTOR信号传导的一种或

多种调节剂包括mTOR信号传导的抑制剂。一种或多种mTOR抑制剂可以是降低细胞中mTOR信

号传导的任何合适的抑制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mTOR信号传导的一种或多种调节剂包括

mTOR信号传导的激活剂(例如MHY1485)。一种或多种mTOR激活剂可以是增加细胞中mTOR信

号传导的任何合适的激活剂。

[0193] 雷帕霉素(mTOR)的机制靶标是非典型的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其存在于两种不同

的复合物中。第一种mTOR复合物1(mTORC1)由mTOR、Raptor、GβL和DEPTOR组成，并被雷帕霉

素抑制。它是一种主要的生长调节剂，其感知和整合多种营养和环境因素，包括生长因子、

能量水平、细胞应激和氨基酸。它通过磷酸化增强合成代谢过程(如mRNA翻译和脂质合成)

或限制分解代谢过程(如自噬)的底物，将这些信号与促进细胞生长偶联。小GTP酶Rheb在其

GTP结合状态下是mTORC1激酶活性的必需且有效的刺激物，其受其GAP(结节性硬化异二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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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TSC1/2)的负调控。大多数上游输入通过Akt和TSC1/2汇集，以调控Rheb的核苷酸负载状

态。相反，氨基酸独立于PI3K/Akt轴向mTORC1发信号以促进mTORC1易位至溶酶体表面，其中

它可在与Rheb接触后被激活。该过程由多种复合物的协同作用介导，特别是v-ATP酶、

Ragulator、Rag  GTP酶和GATOR1/2。第二种复合物mTOR复合物2(mTORC2)由mTOR、Rictor、Gβ

L、Sin1、PRR5/Protor-1和DEPTOR组成。mTORC2通过激活Akt促进细胞存活，通过激活PKCα调

控细胞骨架动力学，并通过SGK1磷酸化控制离子转运和生长。

[019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mTOR信号传导的激活剂是MHY1485。

[019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mTOR信号传导的抑制剂是雷帕霉素或雷帕霉素类似物(例如

雷帕霉素、地磷莫司(AP23573)、依维莫司(RAD001)和替西罗莫司(CCI-779))。在一些实施

方案中，mTOR信号传导的抑制剂是ATP竞争性mTOR激酶抑制剂(例如MLN0128、pp242或

AZD8055)。

[0196] 可以使用本领域已知的方法鉴定mTOR抑制剂和mTOR激活剂，例如使用基于ELISA

的mTOR激酶测定(例如使用K-LISATM  mTOR活性试剂盒，其是用于检测在ATP存在下磷酸化

p70S6K-GST融合蛋白(一种特异性mTOR底物)的基于ELISA的活性测定)。

[0197]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如通过通过基于ELISA的测定评估，根据本发明的mTOR抑制剂

与对照相比将mTOR信号传导通路的活性降低大于10％；大于30％；大于60％；大于80％；大

于90％；大于95％；或大于99％。用于测量抑制的基于ELISA的测定的实例是如上所述的本

领域熟知的。

[0198]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如通过通过基于ELISA的测定评估，根据本发明的mTOR激活剂

与对照相比将mTOR信号传导通路的活性增加大于10％；大于30％；大于60％；大于80％；大

于90％；大于95％；或大于99％。用于测量激活的基于ELISA的测定的实例是如上所述的本

领域熟知的。

[019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mTOR抑制剂以0.01-200μM、0.01-100μM、0.05-100μM、0.1-50μ

M、0.1-20μM、1-100μM、1-50μM、1-30μM、1-10μM、5-100μM、5-50μM或5-20μM的浓度使用。在一

些实施方案中，mTOR抑制剂(例如雷帕霉素、地磷莫司(AP23573)、依维莫司(RAD001)或替西

罗莫司(CCI-779))以约5μM的浓度存在。

[020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mTOR激活剂以0.01-200μM、0.01-100μM、0.05-100μM、0.1-50μ

M、0.1-20μM、1-100μM、1-50μM、1-30μM、1-10μM、5-100μM、5-50μM或5-20μM的浓度使用。在一

些实施方案中，mTOR激活剂(例如MHY1485)以约5μM的浓度存在。

[020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两种、三种、四种或更多种mTOR抑制

剂。

[020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两种、三种、四种或更多种mTOR激活

剂。

[0203] GSK-3抑制剂

[0204] 之前发现包含GSK-3抑制剂(例如，CHIR99021)也改善了上皮干细胞的分化(参见

GB  1603569.3)。如上所述，GSK-3是β-连环蛋白破坏复合物的组分。抑制GSK-3活性导致β-

连环蛋白的破坏减少，并因此GSK-3抑制剂是Wnt激动剂。通过添加抑制破坏复合物下游

TCF/LEF介导的转录的Wnt抑制剂(iCRT3)，极大地增加了通过分化培养基中包含GSK-3抑制

剂所引起的增强的分化。例如，当用于肝脏祖细胞的分化培养基中包括Wnt激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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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99021)和Wnt抑制剂(iCRT3)两者时，肝细胞标志物(白蛋白和Cyp3A4)的表达显著提

高。在不希望受任何理论束缚的情况下，发明人认为GSK-3抑制剂可刺激并抑制上皮干细胞

的分化(其中刺激比抑制强)。通过GSK-3抑制剂抑制分化被认为经由促进β-连环蛋白的破

坏而发生。相反，通过GSK-3抑制剂促进分化被认为是通过不同的效应机制发生的。因此，当

GSK-3抑制剂被包含在分化培养基中时，Wnt抑制剂应该是在包含GSK-3抑制剂的分化培养

基中抑制TCF/LEF介导的转录下游破坏复合物的Wnt抑制剂，中和了GSK-3抑制剂的分化抑

制作用。作用于破坏复合物下游的Wnt抑制剂包括上述第(7)类中的Wnt抑制剂，即β-连环蛋

白靶基因表达的抑制剂，包括β-连环蛋白：TCF/Lef转录复合物的抑制剂，如破坏β-连环蛋

白：TCF-4复合物的抑制剂(例如iCRT3、CGP049090、PKF118310、PKF115-584、ZTM000990、

PNU-74654、BC21、iCRT5、iCRT14或FH535)和组蛋白脱乙酰酶SIRT1的抑制剂(例如

cambinol)。

[0205] 因此，GSK-3抑制剂的分化促进作用保持不受影响，并且通过Wnt抑制剂的分化促

进作用而增加。

[0206]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GSK-3抑制剂。可以使用任何

合适的GSK-3抑制剂。GSK-3抑制剂被限定为降低GSK-3激酶活性的试剂。

[0207] 在人类中发现了两种不同的GSK-3同种型(GSK-3α和GSK-3β)。已知抑制剂抑制这

些同种型中的一种或两种。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GSK-3抑制剂抑制GSK-3α和GSK-3β。在

一些实施方案中，GSK-3抑制剂抑制GSK-3α但不抑制GSK-3β。在一些实施方案中，GSK-3抑制

剂抑制GSK-3β但不抑制GSK-3α。

[020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包含多于一种的GSK-3抑制剂(例如两种、三种、四

种、五种或更多种GSK-3抑制剂)。

[020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GSK-3抑制剂是CHIR99021。

[021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向培养基中添加一定量的GSK-3抑制剂，如在相同细胞类型中

所评估的，相对于所述分子不存在的情况下所述GSK-3活性的水平，所述量有效抑制细胞中

至少10％，更优选至少20％，更优选至少30％，更优选至少50％，更优选至少70％，更优选至

少90％，更优选100％的GSK-3活性。如技术人员已知的，可以通过监测特定GSK-3底物(例如

β-连环蛋白)的磷酸化来测量GSK-3活性(参见例如，Cole等人(2008)Methods  Mol 

Biol.468：45-65)。因此，技术人员可以使用本领域已知的分析容易地鉴定新的GSK-3抑制

剂。

[021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GSK-3抑制剂选自以下中的一种或多种：CHIR99201、6-BIO、

Dibromocantharelline、海门地塞(Hymenialdesine)、靛玉红(Indirubins)、Meridianins、

CT98014、CT98023、CT99021、TWS119、SB-216763、SB-41528、AR-A014418、AZD-1080、阿特波

龙(Alsterpaullone)、Cazpaullone、肯帕罗酮(Kenpaullone)、Aloisines、Manzamine  A、

Palinurine、Tricantine、TDZD-8、NP00111、NP031115、Tideglusib、HMK-32和L803-mts。

[021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以下浓度的GSK-3抑制剂：0.001-

500μM、0.01-150μM、0.1-100μM、1-100μM、0.5-50μM、1-50μM、1-20μM或者1-5μM。

[021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以下浓度的CHIR99021：0.01-150μ

L、0.1-100μM、1-100μM、0.5-50μM、1-50μM、1-20μM或者1-5μM。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

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浓度为约3μM的CHIR9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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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GSK-3抑制剂和作用于破坏复合物

下游的Wnt抑制剂(如如前所述的β-连环蛋白靶基因表达的抑制剂)。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

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GSK-3抑制剂和β-连环蛋白靶基因表达的抑制剂。β-连环蛋白

靶基因表达的抑制剂包括β-连环蛋白：TCF/Lef转录复合物的抑制剂，如破坏β-连环蛋白：

TCF-4复合物的抑制剂(例如iCRT3、CGP049090、PKF118310、PKF115-584、ZTM000990、PNU-

74654或BC21)和组蛋白脱乙酰酶SIRT1的抑制剂(例如cambinol)。

[0215]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GSK-3抑制剂(例如浓度为

0.001-500μM、0.01-150μM、0.1-100μM、0.5-50μM、1-20μM或者1-5μM)和β-连环蛋白靶基因

表达的抑制剂(例如浓度为0.001-500μM、0.01-150μM、0.1-100μM、0.5-50μM、1-500μM、1-

150μM、1-100μM、1-50μM、1  20μM或者1-5μM)。在一些实施方案中，β-连环蛋白靶基因表达的

抑制剂是β-连环蛋白：TCF/Lef转录复合物的抑制剂。

[0216]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CHIR99021(例如浓度为0.01-

150μM、0.1-100μM、0.5-50μM、1-20μM或者1-5μM)和iCRT3(例如浓度为0.05-150μM、0.1-150

μM、1-150μM、0.5-100μM、1-100μM或者10-80μM)。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

养基包含浓度为约3μM的CHIR99021和浓度为约50μM的iCRT3。

[021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不包含GSK-3抑制剂。

[0218] CHIR99021激动剂

[0219] 如上所述，之前发现在分化培养基中包含Wnt激动剂CHIR99021促进了分化。因此，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CHIR99021或CHIR99021激动剂。CHIR99021激

动剂在本文中被限定为与CHIR99021共享一种或多种生物活性的试剂。

[0220] AP-1刺激剂

[0221] 激活蛋白1(AP-1)复合物是转录因子，其是由属于Fos蛋白家族、Jun、ATF和JDP家

族的蛋白组成的异二聚体。该转录因子响应多种刺激调节基因表达，所述刺激包括细胞因

子、生长因子、胁迫以及细菌和病毒感染。

[0222] 之前观察到，与原代肝细胞相比，人肝脏类器官具有降低的AP-1复合物组分的表

达。基于这一观察，他们假设刺激AP-1复合物的形成将促进肝脏类器官中的上皮干细胞分

化成肝细胞的命运。发明人发现，在分化培养基中包括AP-1刺激剂卡巴胆碱(氯化2-[(氨基

羰基)氧基]-N,N,N-三甲基乙铵)增加了肝细胞标志物(包括Cyp3A4和白蛋白)的表达。

[0223] 之前测试的AP-1刺激剂是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存在五种毒蕈碱乙酰胆碱

受体亚型(M1-M5)。这些是存在于多种细胞类型(例如神经元)的细胞膜中的G蛋白偶联受体。

[0224] 设想AP-1刺激剂或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还可以增强上皮干细胞从肝脏以

外的组织(例如肠、胃、胰腺或肺)分化。

[0225]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AP-1刺激剂。在一些实施方案

中，AP-1刺激剂是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

激动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是M3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

(例如乙酰胆碱、氨甲酰甲胆碱、卡巴胆碱、氧代震颤素或毛果芸香碱)。

[022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选自以下中的一种或多种：乙酰

胆碱、氨甲酰甲胆碱、卡巴胆碱、氧代震颤素、L-689,660(1-氮杂双环[2.2.2]辛烷、3-(6-氯

吡嗪基)马来酸盐)、毛果芸香碱、毒蕈碱、McN-A  343(4-[[[(3-氯苯基)氨基]羰基]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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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N-三甲基-2-丁炔-1-氯化铵)、77-LH-218-1(1-[3-(4-丁基-1-哌啶基)丙基]-3,4-二

氢-2(1H)-喹啉酮)和乙酰甲胆碱。

[022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是卡巴胆碱。

[022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AP-1刺激剂(例如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以以下浓度存

在于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0.001-500μM、0.01-500μM、0.01-250μM、0.01-150μM、0.1-500

μM、0.1-100μM、0.5-500μM、0.5-100μM、0.5-50μM、1-500μM、1-300μM、1-200μM、1-20μM、1-5μ

M、10-300μM、50-300μM、50-200μM或50-150μM。

[022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以下浓度的卡巴胆碱：0.001-500μ

M、0.001-300μM、0.01-500μM、0.01-300μM、0.1-500μM、0.1-300μM、1-500μM、10-500μM、100-

500μM、1-300μM、10-300μM、50-300μM、50-200μM或50-150μM。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

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浓度为100μM的卡巴胆碱。

[0230] 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

[0231] 如上所述，之前发现在分化培养基中包含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卡巴胆碱促

进分化。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还包含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

剂。

[0232] 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毒蕈碱乙

酰胆碱受体激动剂是M3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例如乙酰胆碱、氨甲酰甲胆碱、卡巴胆

碱、氧代震颤素或毛果芸香碱)。

[023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选自以下中的一种或多种：乙酰

胆碱、氨甲酰甲胆碱、卡巴胆碱、氧代震颤素、L-689,660(1-氮杂双环[2.2.2]辛烷、3-(6-氯

吡嗪基)马来酸盐)、毛果芸香碱、毒蕈碱、McN-A  343(4-[[[(3-氯苯基)氨基]羰基]氧基]-

N,N,N-三甲基-2-丁炔-1-氯化铵)、77-LH-218-1(1-[3-(4-丁基-1-哌啶基)丙基]-3,4-二

氢-2(1H)-喹啉酮)和乙酰甲胆碱。

[023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是卡巴胆碱。

[023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AP-1刺激剂(例如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以以下浓度存

在于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0.001-500μM、0.01-500μM、0.01-250μM、0.01-150μM、0.1-500

μM、0.1-100μM、0.5-500μM、0.5-100μM、0.5-50μM、1-500μM、1-300μM、1-200μM、1-20μM、1-5μ

M、10-300μM、50-300μM、50-200μM或50-150μM。

[023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以下浓度的卡巴胆碱：0.001-500μ

M、0.001-300μM、0.01-500μM、0.01-300μM、0.1-500μM、0.1-300μM、1-500μM、10-500μM、100-

500μM、1-300μM、10-300μM、50-300μM、50-200μM或50-150μM。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

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浓度为100μM的卡巴胆碱。

[0237] 卡巴胆碱激动剂

[0238] 如上所述，之前发现在分化培养基中包含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卡巴胆碱促

进分化。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还卡巴胆碱或卡巴胆碱激动

剂。卡巴胆碱激动剂在本文中被限定为与卡巴胆碱共享一种或多种生物活性的试剂。

[0239] cAMP通路激活剂

[024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还包含cAMP通路激活剂。cAMP通路激活

剂可以是提高细胞中cAMP的水平的任何合适的激活剂。cAMP通路涉及激活许多类型的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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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神经递质G蛋白偶联受体。激素或神经递质与其膜结合受体的结合诱导受体的构象变化，

这导致G蛋白的α-亚基的激活。激活的G亚基刺激，而未激活的G亚基抑制腺苷酸环化酶。腺

苷酸环化酶的刺激催化细胞质ATP向cAMP的转化，从而提高细胞中cAMP的水平。因此，cAMP

通路激活剂可以是，例如，腺苷酸环化酶激活剂。合适的腺苷酸环化酶激活剂的实例包括毛

喉素、毛喉素类似物和霍乱毒素。在一些实施方案中，cAMP通路激活剂是毛喉素。在一些实

施方案中，cAMP通路激活剂不是霍乱毒素。在一些实施方案中，cAMP通路激活剂可以是cAMP

类似物，例如8-溴-cAMP。8-溴-cAMP是一种细胞可渗透cAMP类似物，其对磷酸二酯酶水解比

对cAMP水解具有更强的抗性。在一些实施方案中，cAMP通路激活剂是NKH477(例如目录号

Tocris  1603)。

[0241] cAMP通路激活剂可以使用本领域已知的方法、例如使用测量cAMP水平的竞争性免

疫测定鉴定。 Cyclic-AMP荧光测定试剂盒(Molecular  Devices  LLC)是用于

进行这种免疫测定的可商购获得的试剂盒的实例。样品或标准品中的cAMP与辣根过氧化物

酶(HRP)-标记的cAMP缀合物竞争抗cAMP抗体上的结合位点。在不存在cAMP的情况下，大多

数HRP-cAMP缀合物与抗体结合。增加浓度的cAMP竞争性地降低结合的缀合物的量，从而降

低测量的HRP活性。与对照相比，cAMP通路激活剂将导致cAMP水平升高和测量的HRP活性降

低。

[024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cAMP通路激活剂的使用浓度为约10nM至约500μM、约10nM至约

100μM、约1μM至约50μM、约1μM至约25μM、约5μM至约1000μM、约5μM至约500μM、约5μM至约100

μM、约5μM至约50μM、约5μM至约25μM、约10μM至约1000μM、约10μM至约500μM、约10μM至约100

μM、约10μM至约50μM、约10μM至约25μM或约20μM。在一些实施方案中，cAMP通路激活剂的使

用浓度为至少10nM、20nM、50nM、100nM、200nM、500nM、1μM、至少2μM、至少5μM、至少10μM、至

少20μM、至少30μM、至少50μM或至少100μM。

[0243] 选择的浓度可取决于所用的cAMP通路激活剂，并且可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cAMP

通路激活剂的效力确定。例如，NKH477通常比8-BR-cAMP和毛喉素更有效。更有效的cAMP通

路激活剂可以在较低浓度下使用以达到相同的效应。

[0244] 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NKH477可以以约100nM至约10μM的浓度使用，或以约

100nM、约1μM或约10μM的浓度使用。在一些实施方案中，8-BR-cAMP或毛喉素可以以约1μM至

约100μM的浓度使用，或以约1μM、约10μM或约100μM的浓度使用。

[024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霍乱毒素可以以以下浓度使用：约1ng/ml至约500ng/ml、约

10ng/ml至约100ng/ml、约50ng/ml至约100ng/ml、或约10ng/ml、约20ng/ml、约30ng/ml、约

40ng/ml、约50ng/ml、约60ng/ml、约70ng/ml、约80ng/ml、约90ng/ml、约100ng/ml、约200ng/

ml、约300ng/ml、约400ng/ml或约500ng/ml。

[0246] 补充剂

[0247] 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优选被补充有选自B27、N-乙酰半胱氨酸和N2的化合物中的

一种或多种(例如1、2、3种或全部)。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还包含选自B27、

N2和N-乙酰半胱氨酸的一种或多种组分。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还包含B27、

N-乙酰半胱氨酸和N2。

[0248] 据信B27(Invitrogen)、N-乙酰半胱氨酸(Sigma)和N2(Invitrogen)以及烟酰胺

(Sigma)控制细胞的增殖并有助于DNA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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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N-乙酰半胱氨酸以以下浓度存在于分化培养基中：0 .1-

200mM、0.1-100mM、0.1-50mM、0.1-10mM、0.1-5mM、0.5-200mM、0.5-100mM、0.5-50mM、0.5-

10mM、0.5-5mM、1-100mM、1-50mM、1-10mM、1-5mM。在一些实施方案中，N-乙酰半胱氨酸以约

1.25mM的浓度存在于分化培养基中。

[025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B27补充剂是‘B27补充剂减去维生素A’(本文中也被称为“不

含维生素A的 B 2 7”或“B 2 7 w o  V i t A”；可获自I n v i t r o g e n ，C a r l s b a d ，C A ；

www.invitrogen.com；当前目录号12587010；以及获自PAA  Laboratories  GmbH，Pasching，

奥地利；www.paa .com；目录号F01-002；Brewer等人(1993)J  Neurosci  Res .35(5)：567-

76)。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用包含选自以下列出的一种或多种组分的通用制剂代替B27

补充剂：生物素、胆固醇、亚油酸、亚麻酸、黄体酮、腐胺、视黄醇乙酸酯、亚硒酸钠、三碘甲腺

原氨酸(T3)、DL-α生育酚(维生素E)、白蛋白、胰岛素和转铁蛋白。

[0251] 由PAA  Laboratories  GmbH提供的B27补充剂是液体的50x浓缩液，其中含有生物

素、胆固醇、亚油酸、亚麻酸、黄体酮、腐胺、视黄醇、视黄醇乙酸酯、亚硒酸钠、三碘甲腺原氨

酸(T3)、DL-α生育酚(维生素E)、白蛋白、胰岛素和转铁蛋白等其它成分。在这些成分中，至

少亚麻酸、视黄醇、视黄醇乙酸酯和三碘甲腺原氨酸(T3)是核激素受体激动剂。可以将B27

补充剂作为浓缩物添加到分化培养基中，或者在添加到分化培养基之前对其进行稀释。它

可以以1x最终浓度或其它最终浓度(例如0.1x至4x的浓度、0.1x至2x的浓度、0.5x至2x的浓

度、1x至4x的浓度或1x至2x的浓度)被使用。使用B27补充剂是向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掺

入生物素、胆固醇、亚油酸、亚麻酸、黄体酮、腐胺、视黄醇、视黄醇乙酸酯、亚硒酸钠、三碘甲

腺原氨酸(T3)、DL-α生育酚(维生素E)、白蛋白、胰岛素和转铁蛋白的便捷方式。还设想可以

向分化培养基中分别添加这些组分中的一些或全部，而非使用B27补充剂。因此，分化培养

基可以包含这些组分中的一些或全部。

[025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中使用的B27补充剂中不存在视黄酸和/或分化培

养基中不存在视黄酸。

[0253] ‘N2补充剂’(在本文中也被称为“N2”)可获自Invitrogen，Carlsbad，CA；

www.invitrogen.com；目录号17502-048；以及获自PAA  Laboratories  GmbH,Pasching,奥

地利；www.paa .com；目录号F005-004；Bottenstein&Sato，PNAS，76(1)：514-517,1979。由

PAA  Laboratories  GmbH提供的N2补充剂是100x液体浓缩，其含有500μg/ml人转铁蛋白、

500μg/ml牛胰岛素、0.63μg/ml黄体酮、1611μg/ml腐胺和0.52μg/ml亚硒酸钠。可以将N2补

充剂作为浓缩物添加到分化培养基中，或者在添加到分化培养基之前对其进行稀释。它可

以以1x最终浓度或其它最终浓度(例如0.1x至4x的浓度、0.1x至2x的浓度、0.5x至2x的浓

度、1x至4x的浓度或1x至2x的浓度)使用。使用N2补充剂是向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掺入转

铁蛋白、胰岛素、黄体酮、腐胺和亚硒酸钠的便捷方式。当然还设想可以向分化培养基中分

别添加这些组分中的一些或全部，而非使用N2补充剂。因此，分化培养基可以包含这些组分

中的一些或全部。

[0254] 在其中培养基包含B27的一些实施方案中，它也不包含N2。因此，如果需要，本发明

的实施方案可以适于当存在B27时排除N2。

[025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N2不存在于分化培养基中。

[0256] 在其中培养基包含N2的一些实施方案中，它也不包含B27。因此，如果需要，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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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方案可以适于当存在N2时排除B27。

[025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B27不存在于分化培养基中。

[025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将分化培养基补充有B27和/或N2。

[025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将基础培养基补充有150ng/ml至250ng/ml的N-乙酰半胱氨

酸；优选地，将基础培养基补充有约200ng/ml的N-乙酰半胱氨酸。

[0260] 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pH。例如，培养基的pH可以在约7.0至7.8的范围内，在约7.2

至7.6的范围内或者为约7.4。可以使用缓冲剂维持pH。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容易地选择合

适的缓冲剂。可以使用的缓冲剂包括碳酸盐缓冲剂(例如NaHCO3)和磷酸盐(例如NaH2PO4)。

通常以约50至约500mg/l使用这些缓冲剂。也可以使用其它缓冲剂如N-[2-羟乙基]-哌嗪-

N’-[2-乙烷磺酸](HEPES)和3-[N-吗啉代]丙磺酸(MOPS)，通常为约1000至约10,000mg/l。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缓冲剂选自以下列出的一种或多种：磷酸盐缓冲剂(例如KH2PO4、

K2HPO4、Na2HPO4、NaCl、NaH2PO4)醋酸盐缓冲剂(例如HOAc或NaOAc)、柠檬酸盐缓冲剂(例如柠

檬酸或柠檬酸钠)或TRIS缓冲剂(例如TRIS、TRIS-HCl)或有机缓冲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

有机缓冲剂是两性离子缓冲剂，如Good’s缓冲剂，例如选自HEPES、MOPS、MES、ADA、PIPES、

ACES、MOPSO、氯化胆胺、BES、TES、DIPSO、乙酰氨基甘氨酸(acetamindoglycine)、TAPSO、

POPSO、HEPPSO、HEPPS、N-三(羟甲基)甲基甘氨酸(Tricine)、甘氨酰胺、N-二羟乙基甘氨酸

(Bicine)、TAPS、AMPSO、CABS、CHES、CAPS和CAPSO。优选的缓冲剂是HEPES，例如浓度为0.1-

100mM、0.1-50mM、0.5-50mM、1-50mM、1-20mM或5-15mM的HEPES。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以约

10mM向培养基中添加HEPES。分化培养基还可以包含pH指示剂(如酚红)以使得能够容易地

监测培养基的pH状态(例如，以约5至约50mg/升)。

[0261] 用于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可以包含一种或多种氨基酸。技术人员理解用于分化培

养基的氨基酸的适当类型和量。可以存在的氨基酸包括L-丙氨酸、L-精氨酸、L-天冬酰胺、

L-天冬氨酸、L-半胱氨酸、L-胱氨酸、L-谷氨酸、L-谷氨酰胺、L-甘氨酸、L-组氨酸、L-异亮氨

酸、L-亮氨酸、L-赖氨酸、L-甲硫氨酸、L-苯丙氨酸、L-脯氨酸、L-丝氨酸、L-苏氨酸、L-色氨

酸、L-酪氨酸、L-缬氨酸及其组合。一些分化培养基将含有所有这些氨基酸。通常，当存在

时，除了以约0.05至约1g/L(通常约0.1至约0.75g/L)存在的L-谷氨酰胺之外，每种氨基酸

以约0.001至约1g/L培养基(通常为约0.01至约0.15g/L)存在。氨基酸可以是合成来源的。

[0262] 用于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可以包含一种或多种维生素。技术人员理解用于分化培

养基的维生素的适当类型和量。可以存在的维生素包括硫胺素(维生素B1)、核黄素(维生素

B2)、烟酸(维生素B3)、D-泛酸钙(维生素B5)、吡哆醛/吡哆胺/吡哆醇(维生素B6)、叶酸(维

生素B9)、氰钴维生素(维生素B12)、抗坏血酸(维生素C)、钙化醇(维生素D2)、DL-α生育酚

(维生素E)、生物素(维生素H)以及甲萘醌(维生素K)。

[0263] 用于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可以包含一种或多种无机盐。技术人员理解用于分化培

养基的无机盐的适当类型和量。分化培养基中通常包括无机盐以帮助维持细胞的渗透平衡

并帮助调节膜电势。可以存在的无机盐包括钙、铜、铁、镁、钾、钠、锌的盐。通常以氯化物、磷

酸盐、硫酸盐、硝酸盐和碳酸氢盐的形式使用盐。可以使用的具体盐包括CaCl2、CuSO4-5H2O、

Fe(NO3)-9H2O、FeSO4-7H2O、MgCl、MgSO4、KCl、NaHCO3、NaCl、Na2HPO4、Na2HPO4-H2O和ZnSO4-

7H2O。

[0264] 培养基的同渗容摩可以在约200至约400mOsm/kg的范围内，在约290至约350mO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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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的范围内或者在约280至约310mOsm/kg的范围内。培养基的同渗容摩可以小于约

300mOsm/kg(例如约280mOsm/kg)。

[0265] 用于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可以包含一种或多种糖形式的碳能源。技术人员理解用

于分化培养基的糖的适当类型和量。可以存在的糖包括葡萄糖、半乳糖、麦芽糖和果糖。糖

优选是葡萄糖，特别是D-葡萄糖(右旋糖)。碳能源通常将以约1至约10g/L存在。

[0266] 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可以包含血清。可以使用获自任何适当来源的血清，包括胎

牛血清(FBS)、山羊血清或人血清。优选地，使用人血清。根据常规技术，可以以培养基体积

的约1％至约30％使用血清。

[0267] 在其它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可以包含血清替代物。多种不同的血清

替代物制剂可商购获得并且是技术人员已知的。当使用血清替代物时，根据常规技术，其可

以以培养基体积的约1％至约30％被使用。

[0268] 在其它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可以是无血清和/或无血清替代物的。无

血清培养基是不含任何类型动物血清的培养基。无血清培养基可能是优选的，以避免干细

胞可能的异种污染。无血清替代物培养基是尚未补充任何商业血清替代物制剂的培养基。

[0269] 在优选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补充有纯化的、天然的、半合成的和/或合成的生

长因子，并且不包含不确定的组分，如胎牛血清或小牛血清。例如，诸如B27(Invitrogen)、

N-乙酰半胱氨酸(Sigma)和N2(Invitrogen)的补充剂刺激一些细胞的增殖。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分化培养基补充有这些补充剂中的一种或多种，例如这些补充剂中的一种、任意两种

或全部三种。

[0270] 用于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可以包含一种或多种微量元素，如下述的离子：钡、溴、

钴、碘、锰、铬、铜、镍、硒、钒、钛、锗、钼、硅、铁、氟、银、铷、锡、锆、镉、锌和/或铝。

[0271] 培养基可以包含还原剂，如浓度为约0.1mM的β-巯基乙醇。

[0272] 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可以包含一种或多种另外的试剂，如先前报道用于改善干细

胞培养的营养物或生长因子，如胆固醇/转铁蛋白/白蛋白/胰岛素/黄体酮、腐胺、亚硒酸

盐/其它因子。

[0273] 组合物和容器

[0274] 本发明还提供了组合物或细胞培养容器，其包含根据上述本发明任一方面所述的

细胞和/或类器官以及根据上述本发明任一方面所述的分化培养基。例如，此类组合物或细

胞培养容器可以包含在如上所述的分化培养基中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培养的任何数量的细

胞或类器官。

[0275] 根据本发明的另外的方面，提供了含有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的气密密封容器。气

密密封容器可以优选用于运输或储存分化培养基，以防止污染。容器可以是任何合适的容

器，如细颈瓶、平板、瓶子、罐子、小瓶或袋子。

[0276] 本发明的示例性分化培养基

[027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Wnt抑制剂、Notch抑制剂和EGFR抑

制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还包含基础培养基。

[0278]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Wnt抑制剂、Notch抑制剂和

EGFR抑制剂(例如吉非替尼)。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IWP-2(例

如，浓度为约1.5μM)、DAPT(例如，浓度为约1mM)和吉非替尼(例如，浓度为约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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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9] 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Wnt抑制剂、Notch抑制剂和

EGFR和ErbB2抑制剂(例如阿法替尼)。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

IWP-2(例如，浓度为约1.5μM)、DAPT(例如，浓度为约1mM)和阿法替尼(例如，浓度为约10μ

M)。

[028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Wnt抑制剂、Notch抑制剂和RAS-

RAF-MAPK通路抑制剂(例如MEK抑制剂)。

[0281] 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IWP-2(例如，浓度为约1.5μ

M)、DAPT(例如浓度为约1mM)和MEK抑制剂，如PD0325901(例如，浓度为约1.5μM)。

[0282] 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IWP-2(例如，浓度为约1.5μ

M)、DAPT(例如浓度为约1mM)和ERK抑制剂，如SCH772984(例如，浓度约为10μM)。

[028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还包含BMP通路激活剂(例如BMP4)。如上

所讨论，本发明人惊奇地发现，包含BMP通路激活剂可促进分泌素-产生细胞分化并抑制肠

嗜铬细胞分化。在其他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还包含BMP抑制剂(例如头蛋白)。

如上所讨论，本发明人惊奇地发现，包含BMP抑制剂可促进GLP-1-产生细胞分化并抑制分泌

素-产生细胞分化。

[0284]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Wnt抑制剂(例如IWP2)、

Notch抑制剂(例如DAPT)、EGFR抑制剂(例如吉非替尼)和BMP通路激活剂(例如BMP4)。例如，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IWP-2(例如，浓度为约1.5μM)、DAPT(例如，浓

度为约1mM)、吉非替尼(例如，浓度为约5μM)和BMP4(例如浓度为约10μg/ml)。例如，在一些

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Wnt抑制剂、Notch抑制剂、EGFR和ErbB2抑制剂(例

如阿法替尼)和BMP通路激活剂(例如BMP4)。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

包含IWP-2(例如，浓度为约1.5μM)、DAPT(例如浓度为约1mM)、阿法替尼(例如浓度为约10μ

M)和BMP4(例如浓度为约10μg/ml)。

[028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Wnt抑制剂、Notch抑制剂、RAS-

RAF-MAPK通路抑制剂(例如MEK抑制剂)和BMP通路激活剂如BMP4(例如浓度约10μg/ml)。例

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IWP-2(例如浓度为约1.5μM)、DAPT(例如

浓度为约1mM)、MEK抑制剂如PD0325901(例如浓度为约1.5μM)和BMP通路激活剂如BMP4(例

如浓度为约10μg/ml)。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IWP-2(例如浓度

为约1.5μM)、DAPT(例如浓度为约1mM)、ERK抑制剂如SCH772984(例如浓度为约10μM)和BMP

通路激活剂如BMP4(例如浓度为约10μg/ml)。

[028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Wnt抑制剂(例如IWP2)、Notch抑制

剂(例如DAPT)、EGFR抑制剂(例如吉非替尼)和BMP抑制剂(例如头蛋白)。例如，在一些实施

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IWP-2(例如浓度为约1.5μM)、DAPT(例如浓度为约1mM)、

吉非替尼(例如浓度为约5μM)和头蛋白(例如浓度为约100ng/ml)。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

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Wnt抑制剂、Notch抑制剂、EGFR和ErbB2抑制剂(例如阿法替

尼)和BMP抑制剂(例如头蛋白)。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IWP-2

(例如浓度为约1.5μM)、DAPT(例如浓度为约1mM)、阿法替尼(例如浓度为约10μM)和头蛋白

(例如浓度为约100ng/ml)。

[028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Wnt抑制剂、Notch抑制剂、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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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F-MAPK通路抑制剂(例如MEK抑制剂)和BMP抑制剂如头蛋白(例如浓度为约100ng/ml)。例

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IWP-2(例如浓度为约1.5μM)、DAPT(例如

浓度为约1mM)、MEK抑制剂如PD0325901(例如浓度为约1.5μM)和BMP抑制剂如头蛋白(例如

浓度为约100ng/ml)。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包含IWP-2(例如，浓度

为约1.5μM)、DAPT(例如浓度为约1mM)、ERK抑制剂如SCH772984(例如浓度为约10μM)和BMP

抑制剂如头蛋白(例如浓度为约100ng/ml)。

[028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还包含mTOR激活剂，如MHY1485(例如，浓

度为约5μM)。

[028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还包含Hedgehog抑制剂，如SMO抑制剂

(例如，浓度为约5μM)。在一些实施方案中，SMO抑制剂是vismogenib。

[0290] 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还包含R-spondin(例如浓度为约1μg/ml)。

[0291] 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培养基中EGF的浓度小于1mM。

[0292] 细胞外基质

[029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用于分化细胞的方法包括培养与细胞外基质(ECM)接触的细

胞。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ECM。优选在微环境中培养细胞，所述微环境至少部分模拟所述细

胞天然存在的细胞小生境。由细胞和所述小生境中的细胞分泌的ECM部分确定细胞小生境。

可以通过在提供与细胞膜蛋白(如整合蛋白)的相互作用的生物材料或合成材料的存在下

培养所述细胞来模拟细胞小生境。因此，如本文所述的ECM是例如通过与细胞膜蛋白(如整

合蛋白)相互作用，模拟体内细胞小生境的任何生物材料或合成材料或其组合。

[0294] 在本发明优选的方法中，将细胞与ECM接触培养。“接触”意为物理或机械或化学接

触，这意味着为了将所述得到的类器官或上皮细胞群与所述细胞外基质分离，需要使用力。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CM是三维基质。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将细胞嵌入ECM中。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细胞附着于ECM。可以将本发明的培养基扩散进三维ECM中。

[0295] 在另一实施方案中，ECM处于悬浮状态，即细胞在悬浮系统中与ECM接触。在一些实

施方案中，ECM以至少1％、至少2％或至少3％的浓度存在于悬浮液中。在一些实施方案中，

ECM以1％至约10％或1％至约5％的浓度存在于悬浮液中。对于规模扩大的方法，悬浮方法

可能具有优势。

[0296] 一种类型的ECM由上皮细胞、内皮细胞、腔壁内胚层样细胞(例如Hayashi等人

(2004)Matrix  Biology  23:47-62中描述的Englebreth-Holm-Swarm腔壁内胚层样细胞)和

结缔组织细胞分泌。该ECM包含多种多糖、水、弹性蛋白和糖蛋白，其中糖蛋白包含胶原蛋

白、内联蛋白(entactin)(巢蛋白(nidogen))、纤连蛋白和层粘连蛋白。因此，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用于本发明的方法的ECM包含选自以下列出的一种或多种组分：多糖、弹性蛋白和糖

蛋白(例如其中所述糖蛋白包含胶原蛋白、内联蛋白(entactin)(巢蛋白(nidogen))、纤连

蛋白和/或层粘连蛋白)。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将胶原蛋白用作ECM。不同类型的ECM是

已知的，其包含不同的组成，包括不同类型的糖蛋白和/或糖蛋白的不同组合。

[0297] 可以在移除这些细胞和添加分离的组织碎片或分离的上皮细胞之前通过在容器

中培养产生ECM的细胞(如例如上皮细胞、内皮细胞、腔壁内胚层样细胞或成纤维细胞)来提

供ECM。产生细胞外基质的细胞的实例是软骨细胞(主要产生胶原蛋白和蛋白聚糖)、成纤维

细胞(主要产生IV型胶原、层粘连蛋白、间质前胶原和纤连蛋白)和结肠肌成纤维细胞(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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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胶原蛋白(I型、III型和V型)、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透明质酸、纤连蛋白和肌腱蛋白-

C。这些是“天然产生的ECM”。可以商业提供天然产生的ECM。可商购获得的细胞外基质的实

例包括：细胞外基质蛋白(Invitrogen)和来自Engelbreth-Holm-Swarm(EHS)小鼠肉瘤细胞

的基底膜制剂(例如 基底膜提取物(Trevigen ,Inc .)或Matrigel T M (BD 

Biosciences))。

[0298]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是天然产生的ECM。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CM是含有层粘

连蛋白的ECM，如MatrigelTM(BD  Biosciences)。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CM是MatrigelTM(BD 

Biosciences)，其包含层粘连蛋白、内联蛋白和胶原蛋白IV。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CM包含层

粘连蛋白、内联蛋白、胶原蛋白IV和硫酸肝素蛋白聚糖(例如 2型基底膜提取物

(Trevigen,Inc.))。在一些实施方案中，ECM包含至少一种糖蛋白(如胶原蛋白和/或层粘连

蛋白)。用于本发明方法的优选的ECM包含胶原蛋白和层粘连蛋白。进一步优选的ECM包含层

粘连蛋白、内联蛋白和胶原蛋白IV。如果需要，可以使用天然产生的或合成的ECM材料的混

合物。

[0299] 在另一实施方案中，ECM可以是合成的ECM。例如，可以使用合成的ECM，如

ProNectin(Sigma  Z378666)。在另一实例中，ECM可以是塑料(例如聚酯)或水凝胶。在一些

实施方案中，可以用生物材料(例如一种或多种糖蛋白，如胶原蛋白或层粘连蛋白)包被合

成基质

[0300] 三维ECM支持培养三维上皮类器官。细胞外基质材料通常将是平皿底部的液滴，其

中细胞悬浮在其中。通常，当基质在37℃凝固时，添加培养基并扩散进ECM中。培养基中的细

胞通过与其表面结构的相互作用(例如与整合蛋白的相互作用)而粘附于ECM。

[0301] 可以将培养基和/或细胞可以置于ECM上，嵌入ECM中或与ECM混合。

[0302] 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将单个细胞、细胞群或组织碎片嵌入MatrigelTM(其是任

选地生长因子减少和/或不含酚红)中。

[030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将培养基置于ECM的顶部。然后可以在需要时移除和补充培养

基。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每1、2、3、4、5、6或7天补充培养基。如果向培养基“添加”或从培养基

“移除”组分，则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这可以意味着从ECM移除培养基本身，和然后将含有“添

加的”组分或具有排除的“移除的”组分的新培养基置于ECM上。

[0304] 用于培养的祖细胞和干细胞和获得所述细胞

[0305] 分化方法可用于祖细胞。祖细胞在本文被限定为具有分化潜能的任何细胞。因此，

术语“祖细胞”涵盖干细胞，其包括但不限于成体干细胞、胚胎干细胞和iPS细胞。祖细胞可

以是例如原代干细胞或扩增的干细胞或部分分化的干细胞。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祖细胞是

原代细胞，意为直接从活组织获得。在其它实施方案中，祖细胞是次级细胞，即已经培养和/

或传代的细胞。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祖细胞是扩增的细胞。术语“扩增的”意为在分化之前细

胞已在促进细胞扩增(例如增殖)的培养基中体外培养细胞。

[0306] 在优选实施方案中，祖细胞是成体祖细胞，即来源于成体组织。在一些实施方案

中，成体祖细胞是成体干细胞(例如成体上皮干细胞)。在该情境下，“成体”包括新生儿或儿

童，但排除胚胎或胎儿。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祖细胞不来源于胚胎干细胞或胚胎干细胞系

(例如人胚胎干细胞或人胚胎干细胞系)。

[0307] 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祖细胞是上皮祖细胞。例如，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祖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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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上皮组织，更优选成体上皮组织。上皮组织包括肝脏、胰腺、肠、胃、前列腺、肺、乳腺、

卵巢、唾液腺、毛囊、皮肤、食道、耳、膀胱或甲状腺。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祖细胞获自肝

脏、胰腺、肠、胃、前列腺、肺、乳腺、卵巢、唾液腺、毛囊、皮肤、食道、耳、膀胱或甲状腺。在一

些实施方案中，祖细胞获自胰腺、胃、肺或肠。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祖细胞获自肠。

[0308] 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祖细胞是哺乳动物细胞。例如，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细胞

来源于哺乳动物组织。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祖细胞是人细胞。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祖细

胞来自实验动物(例如小鼠、兔、大鼠、豚鼠)、伴侣动物(例如狗、猫、马)或农场动物(例如

牛、猪、绵羊、山羊)。

[0309] 原代细胞代表了体内情况的最佳实验模型。在本发明的优选的实施方案中，祖细

胞是(或在细胞培养物中来源于)原代祖细胞(例如原代上皮干细胞)。可以将原代细胞培养

物传代以形成次级细胞培养物。除癌细胞外，传统的次级上皮细胞培养物具有有限的寿命。

在一定数量的群体倍增(例如50-100代)后，细胞经历衰老过程并停止分裂。可以将来自次

级培养物的细胞变成永生化以成为连续细胞系。永生化可以自发发生，或者可以是病毒或

化学诱导的。永生化细胞系也被称为转化的细胞。在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案中，细胞获自扩

增的上皮干细胞培养物，优选扩增的类器官，其已经被扩增和/或传代而没有永生化或转

化。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这些扩增的上皮培养物或类器官可以是遗传异质性的(与传统细胞

系不同)。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祖细胞不是永生化的细胞或转化的细胞或者不来源于

永生化的细胞系或转化的细胞系。

[0310] 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法获得祖细胞，例如如WO2010/090513、WO2012/014076、

WO2012/168930或WO2015/173425中所述。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例如Dorell等人，2008

(Hepatology .2008Oct；48(4):1282-91 .Surface  markers  for  the  murine  oval  cell 

response .Dorrell  C ,Erker  L ,Lanxon-Cookson  KM ,Abraham  SL ,Victoroff  T ,Ro  S,

Canaday  PS,Streeter  PR,Grompe  M)中所述，通过胶原酶消化来分离细胞。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在组织活检切片上进行胶原酶消化。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使用胶原酶和细胞消化液

(accutase)消化来获得用于本发明的祖细胞。

[031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祖细胞是表达Lgr5的上皮干细胞。优选使用来自成体组织的

细胞，优选来自成体组织的上皮干细胞，更优选表达Lgr5的上皮干细胞获得类器官。

[0312] 在最优选的实施方案中，祖细胞是或包含表达Lgr5的成体上皮干细胞。

[031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祖细胞是正常细胞，意为细胞具有正常核型、基因型和/或表

型。在可替代的实施方案中，祖细胞是疾病细胞，意为它们具有疾病核型、基因型和/或表

型。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祖细胞是癌细胞。因此，设想例如上皮干细胞可以是Lgr5阳性

癌症干细胞。因此，如果需要可以从肿瘤获得细胞。在可替代的实施方案中，祖细胞是患病

祖细胞，例如用细胞内病原体(例如细菌、病毒或寄生虫)感染的祖细胞。

[0314] 示例性方法

[0315] 本发明提供了用于分化祖细胞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在本文所述的分化培养

基中培养细胞。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如本文所述将细胞与ECM接触培养。

[0316] 本发明还提供了用于培养祖细胞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在扩增培养基中培养

细胞，并随后在本文所述的分化培养基中培养细胞。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扩增和/或分化

步骤期间，如本文所述将细胞与ECM接触培养。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分化培养基中培养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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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之前，移除扩增培养基，例如通过反复洗涤或分离细胞培养物。

[0317] 本发明提供了用于培养单个上皮干细胞、上皮干细胞群或分离的组织碎片的方

法，优选以获得类器官，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0318] 在扩增培养基中培养上皮干细胞、上皮干细胞群或分离的组织碎片以提供扩增的

细胞群；

[0319] 任选地诱导扩增的细胞群的静止(例如通过用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处理)；

和

[0320] 在分化培养基中培养扩增的细胞群。

[0321] 本发明还提供了用于分化单个祖细胞或祖细胞群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0322] 在分化培养基中培养祖细胞或祖细胞群。

[0323] 分化培养基可以是本文描述的任何分化培养基。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

养基包含Wnt抑制剂(例如IWP-2)、Notch抑制剂(例如DAPT)和EGFR通路抑制剂(例如，吉非

替尼、阿法替尼、PD0325901和SCH772984中的一种或多种)。该分化培养基特别适用于获得

富含EEC的细胞群的方法。EEC特征性标志物包括Chga、Chgb、Tac1、Tph1、Gip、Fabp5、Ghrl、

Pyy、Nts、Neurod1、Sst、Sct、胆囊收缩素、胰高血糖素和/或胰高血糖素原。Grun等人(2015)

Nature  525:251-255描述了另外的EEC细胞类型及其特征。稍后参见表2。因此，在一些实施

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方法产生表达一种或多种选自以下的标志物的细胞群：Chga、Chgb、

Tac1、Tph1、Gip、Fabp5、Ghrl、Pyy、Nts、Neurod1、Sst、Sct、胆囊收缩素、胰高血糖素和/或胰

高血糖素原。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通过本发明的方法获得的EEC表达血清素。

[032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包含：Wnt抑制剂(例如IWP-2)、Notch抑制剂(例如

DAPT)和EGFR通路抑制剂(例如吉非替尼、阿法替尼、PD0325901和SCH772984中的一种或多

种)以及BMP抑制剂(例如头蛋白或LDN193189)。该分化培养基特别适用于获得富含分泌

GLP1的EEC的细胞群的方法。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该方法产生对于选自Tac1、GLP1和Chg的一

种或多种标志物呈阳性的细胞群；对于选自分泌素、pyy和nts的一种或多种标记物呈阴性。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细胞群表达血清素。

[032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培养基包含：Wnt抑制剂(例如IWP-2)、Notch抑制剂(例如

DAPT)和EGFR通路抑制剂(例如吉非替尼、阿法替尼、PD0325901和SCH772984中的一种或多

种)以及BMP激活剂(例如BMP4)。该分化培养基特别适用于获得富含分泌分泌素的EEC的细

胞群的方法。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该方法产生对于选自Tac1、GLP1和Chg的一种或多种标记

物呈阴性的细胞群；对于选自分泌素、pyy和nts的一种或多种标记物呈阳性。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细胞群表达血清素。

[0326] 扩增培养基可以是用于上皮干细胞或祖细胞的任何合适的扩增培养基，优选用于

上皮干细胞的合适的扩增培养基(例如WO2010/090513、WO2012/014076、WO2012/168930或

WO2015/173425中所述)。

[032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扩增培养基包含一种或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例如EGF、

HGF和/或FGF10)、烟酰胺和一种或多种Wnt激动剂(例如Rspondin条件化培养基和/或Wnt条

件化培养基)。

[032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扩增培养基包含一种或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例如EGF、

HGF和/或FGF10)、一种或多种Wnt激动剂(例如Rspondin条件化培养基和/或Wnt条件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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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和一种或多种TGF-β抑制剂(例如A83-01)。

[032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扩增培养基包含一种或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配体(例如EGF、

HGF和/或FGF10)、烟酰胺、一种或多种Wnt激动剂(例如Rspondin条件化培养基和/或Wnt条

件化培养基)和一种或多种TGF-β抑制剂(例如A83-01)。

[0330] 在这些实施方案的任何实施方案中，扩增培养基还可以包含cAMP通路激活剂(例

如毛喉素)、胃泌素和/或BMP抑制剂(例如头蛋白)。

[0331] 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例如在用于肠的优选的实施方案中)，扩增培养基包含

(i)EGF(例如约10至50ng/ml)；(ii)头蛋白条件培养基(例如约50至100ng/ml或约5％终体

积)；(iii)Rspondin条件培养基(例如约1μg/ml或约5％终体积)。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扩增

培养基还包含n-乙酰半胱氨酸(例如约1mM)和1x  B27。

[033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扩增培养基还包含丙戊酸(例如约1mM)和GSK-3抑制剂(例如

约3μM，如约3μM的CHIR99021)。有利地，发现包含丙戊酸和GSK-3抑制剂产生富含干细胞的

细胞群。

[0333] 人类器官的优选扩增培养基包含(i)EGF(例如约10至50ng/ml)；(ii)头蛋白条件

培养基(例如约50至100ng/ml或约5％终体积)；(iii)Rspondin条件培养基(例如约1μg/ml

或约5％终体积)；(iv)p38抑制剂(例如浓度约30μM的SB-203580)；(v)TGF-β抑制剂(例如浓

度约500nM的A83-01)；(vi)烟酰胺(例如浓度约为10mM)。

[0334] 优选地，在分化之前扩增细胞以产生一种或多种(例如至少2、3、4、5、6、10、15、20

或多于20种)类器官。

[033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最初在本文所述的扩增培养基中培养细胞，一旦建立成功的

类器官，则用本文所述的分化培养基替换扩增培养基。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一次或

多次(例如在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十次或更多次之后)传代之后，

用分化培养基替换扩增培养基。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传代每周进行。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

2、3、4、5、6、7、8、9、10或更多天后，用分化培养基替换扩增培养基。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在

五天或更多天后用分化培养基替换扩增培养基。

[033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分化之前诱导细胞静止。

[033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分化之前，洗涤上皮干细胞、上皮干细胞群或分离的组织片

段并涂铺在细胞外基质(例如Matrigel)中。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用基础培养基或PBS进行洗

涤。不希望受任何理论束缚，本发明人认为该洗涤步骤有利于分化，因为其从上皮干细胞、

上皮干细胞群或分离的组织片段中去除干细胞因子。

[033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上皮干细胞群或上皮干细胞或分离的组织片段在包含BMP抑

制剂(例如头蛋白)和Rspondin并且不包含EGF、烟酰胺、TGFβ抑制剂或Wnt条件培养基的分

化培养基中，之后在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分化。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第一分化培养基中

培养约一天。

[0339]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本发明优选的培养方法是有利的，因为不需

要饲养细胞。通常使用饲养细胞层以支持干细胞的培养，并抑制它们的分化。饲养细胞层通

常是与目标细胞共培养的单层细胞，其提供适于目标细胞生长的表面。饲养细胞层提供了

其中目标细胞可以生长的环境。饲养细胞通常是有丝分裂失活的(例如通过辐射或用丝裂

霉素C处理)以防止它们的增殖。饲养细胞的使用是非期望的，因为它使细胞的传代变得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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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在每次传代时，必须将细胞与饲养细胞分离，并且在每次传代时需要新的饲养细胞)。饲

养细胞的使用还可导致饲养细胞污染所需细胞。这对于任何医学应用显然是有问题的，并

且甚至在研究情境下，这使对细胞进行的任何实验的结果分析复杂化。如本文其它地方所

指明的，本发明的培养基是特别有利的，因为可以将它们用于在没有饲养细胞接触的情况

下培养细胞，即本发明的方法不需要饲养细胞层来支持其生长受到帮助的细胞。

[0340] 因此，本发明的组合物可以是不含饲养细胞的组合物。如果组合物中的细胞在不

存在饲养细胞层的情况下已经培养了至少一代，则通常认为组合物不含饲养细胞。本发明

的不含饲养细胞的组合物将通常含有小于约5％，小于约4％，小于约3％，小于约2％，小于

约1％的饲养细胞(表示为组合物中的细胞总数的％)或者优选根本不含饲养细胞。

[0341] 在另一方面，提供了获得分化细胞群或类器官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在本发

明的分化培养基中培养祖细胞。优选地，该方法包括使用如本文所述的分化方法在本发明

的分化培养基中培养祖细胞。

[034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该方法包括从单个上皮干细胞获得类器官/分化细胞群。在另

一实施方案中，该方法包括从上皮干细胞群或从上皮组织碎片获得类器官/分化细胞群。

[0343] 在具体的实施方案中，提供了获得分化的类器官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在本

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培养上皮祖细胞(例如上皮干细胞，任选地表达Lgr5的上皮干细胞)，

优选地其中上皮祖细胞与ECM(优选三维ECM)接触。

[034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该方法包括在扩增培养基中培养祖细胞一段时间，例如3天至

10周，1至10周，1至4周或10天至3周，然后将细胞传代(例如将细胞分离成单细胞密度，以每

个容器(例如每个孔)1个细胞的比例接种一个或多个细胞)，使用扩增培养基继续扩增细胞

一段时间，例如3天至10周，1至10周，1至4周或10天至3周，并在分化细胞之前重复传代和扩

增步骤至少一次、至少两次、至少三次、至少四次、至少五次、至少六次、至少七次、至少八

次、至少九次、至少十次、至少十一次、至少十二次、至少十三次或至少十四次。

[034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该方法包括在分化培养基中培养祖细胞至少1天、至少2天、至

少3天、至少4天、至少5天、至少6天、至少7天、至少8天、至少9天、至少10天、至少11天、至少

12天、至少13天、至少14天。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该方法包括在分化培养基中培养祖细胞约1

至约20天、约1至约10天或约1至约5天。

[0346] 分化之后，该方法还可以包括获得和/或分离一种或多种分化的细胞或分化的类

器官。例如，在培养祖细胞后，从培养基中移出培养基中培养的一种或多种细胞和/或一种

或多种类器官用于后续应用可能有用。可以使用本领域已知的许多物理分离方法中的任何

一种来选择本发明的细胞并将它们与其它细胞类型区分开。此类物理方法可以包括基于由

本发明的细胞特异性表达的标志物的FACS和多种免疫亲和方法。

[0347]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可以利用抗体(例如针对这些标志物之一的抗体)通过FACS分

离细胞，。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这可以通过荧光标记的抗体或者通过对一级抗

体具有结合特异性的荧光标记的二级抗体来实现。合适的荧光标记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

FITC、Alexa 488、GFP、CFSE、CFDA-SE、DyLight  488、PE、PerCP、PE-Alexa

700、PE-Cy5(TRI- ))、PE-Cy5.5、PI、PE- 750和PE-Cy7。该列表仅作

为示例提供，并非旨在进行限制。

[0348] 可替代地，可以通过免疫亲和纯化分离细胞，免疫亲和纯化是本领域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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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方法。该方法依赖于抗体在纯化柱上的固定。然后将细胞样品加载到柱上，允许适当的

细胞与抗体结合，并因此与柱结合。洗涤步骤之后，使用优先与固定化抗体结合的竞争剂从

柱上洗脱细胞，并允许细胞从柱中被释放出来。

[0349] 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使用固定化抗体的免疫亲和纯化将提供纯化的

细胞群。然而，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优选通过使用一种或多种其它可鉴定的标志物进行

又一轮的免疫亲和纯化来进一步纯化细胞群，并使用等分试样的分离的克隆来确定其它相

关的细胞内标志物的表达。

[0350] 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不一定需要顺序纯化步骤涉及相同的物理分离

方法。

[0351] 分化的细胞和类器官

[0352] 本发明还提供了分化的类器官或一种或多种分化细胞群。

[0353] 分化的类器官是包含分化的上皮细胞类型的三维结构。分化的类器官通常是自组

织的，这意味着当细胞分化时，类器官中细胞的三维排列自发地发生。在一些实施方案中，

分化的类器官来源于上皮干细胞，任选地表达Lgr5的上皮干细胞。

[0354]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本发明提供了通过本发明的方法可获得的或获得的分化的类

器官或一种或多种分化细胞群，例如所述本发明的方法包括在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培养

祖细胞，优选地其中祖细胞是与三维ECM接触的。

[0355] 细胞“群”是大于1的任何数目的细胞，但优选至少10个细胞、至少50个细胞、至少

100个细胞、至少500个细胞、至少1x103个细胞、至少1x104个细胞、至少1x105个细胞、至少

1x106个细胞、至少1x107个细胞、至少1x108个细胞或者至少1x109个细胞。

[0356] 根据本发明的分化的类器官可以包含具有以下细胞数的细胞群：至少10个细胞，

至少50个细胞，至少100个细胞，至少500个细胞，至少1x103个细胞，至少1x104个细胞，至少

1x105细胞，至少1×106个细胞，至少1×107个细胞或者更多。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每个类器

官包含大约1×103个细胞至5×103个细胞；通常，一个孔(例如24孔板的一个孔)中可以一起

生长10-20个类器官。

[0357] 技术人员清楚的是，本发明的类器官不是天然存在的组织碎片和/或不包含血管。

[0358] 例如，本发明的类器官与天然存在的组织不同，因为它们仅包含上皮细胞类型(并

且不包含间充质细胞或其它结构细胞类型)。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的类

器官仅包含上皮细胞。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的类器官不包含非上皮细胞。例如，在具体

的实施方案中，分化的类器官不包含间充质细胞。

[0359] 本文所述的分化培养基优选在培养至少五天期间诱导或促进细胞的特异性分化。

如本文所限定的，可以通过检测与特定组织谱系(例如肠内分泌谱系)相关的特定标志物的

存在来判断分化。如本文所限定的，可以通过检测与组织谱系(例如肠内分泌谱系)相关的

特定标志物的存在来判断分化。根据标志物的特性，可以在如本文所限定的分化培养基中

培养至少5、7、8、9、10、11、12、13、14、15、16或更多天之后通过RTPCR或免疫组织化学来评估

所述标志物的表达。

[0360] 术语“表达”被用于描述细胞内标志物的存在。为了被认为是表达，标志物必须以

可检测的水平存在。“可检测的水平”意为可以使用标准实验室方法之一(如PCR、印迹或

FACS分析)来检测标志物。如果在30个PCR循环(这对应于每个细胞至少约100个拷贝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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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表达水平)后可以合理地检测到表达，则认为基因由本发明群体的细胞表达。术语“表

达(express)”和“表达(expression)”具有一致的含义。在低于该阈值的表达水平，认为标

志物不被表达。可以优选通过比较已经从相同物种中分离出来的两种细胞类型来进行本发

明的细胞中的标志物的表达水平与另一细胞(如例如胚胎干细胞)中相同标志物的表达水

平之间的比较。优选地，该物种是哺乳动物，并且更优选地该物种是人。可以使用逆转录酶

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实验方便地进行此类比较。

[0361] 本发明的分化的类器官或本发明的分化的细胞群优选包含至少50％的活细胞，更

优选至少60％的活细胞，更优选至少70％的活细胞，更优选至少80％的活细胞，更优选至少

90％的活细胞。可以在FACS中使用Hoechst染色或中的碘化丙啶染色来评估细胞的活力。活

细胞优选具有相应的体内功能或特性。例如，活的肠内分泌细胞优选具有肠内分泌功能或

肠内分泌细胞的特征。

[0362] 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类器官是肠类器官。这意味着类器官源自肠细胞。

[0363] 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细胞群源自肠细胞。

[0364] 发明人已经表明，通过本发明的方法获得的肠类器官得到了改善，因为相较于先

前在Grün等人(2015)Nature  525(7568):251-5中所述的分化的肠类器官中，这些类器官中

更大比例的细胞是肠内分泌细胞。

[0365] 在哺乳动物胃肠道中发现的一些肠内分泌细胞类型总结在下表2中。

[0366] 表2：哺乳动物胃肠道的肠内分泌细胞

[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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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8]

[0369] EEC特征性标志物包括Chga、Chgb、Tac1、Tph1、Gip、Fabp5、Ghrl、Pyy、Nts、

Neurod1、Sst、Sct、胆囊收缩素、胰高血糖素和/或胰高血糖素原。

[0370] Grun等人(2015)Nature  525:251-255描述了其他EEC细胞类型及其特征。

[037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的类器官是分化的肠类器官，其中至少10％、至

少20％、至少30％、至少40％、至少50％、至少60％、至少70％、至少80％、至少90％或至少

99％的细胞表达肠内分泌细胞标志物(例如Chga、Chgb、Tac1、Tph1、Gip、Fabp5、Ghrl、Pyy、

Nts、Neurod1、Sst、Sct、胆囊收缩素、胰高血糖素和/或胰高血糖素原)。在一些实施方案中，

通过单细胞RNA测序分析测量mRNA表达。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的类器官是分化

的肠类器官，其中至少10％、至少20％、至少30％、至少40％、至少50％、至少60％、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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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至少80％、至少90％或至少99％的细胞表达特定肠内分泌细胞类型、特别是表2中所

述的细胞类型的特征性肠内分泌细胞标记物。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特定肠内分泌细胞

类型的特征性肠内分泌细胞标记物是Gcg和/或GLP-1。Gcg是表达GLP-1来源的前胰高血糖

素原的基因。在其他实施方案中，特定肠内分泌细胞类型特征性肠内分泌细胞标记物是

Sct。

[037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的类器官是分化的肠类器官，其中至少10％、至

少20％、至少30％、至少40％、至少50％、至少60％、至少70％、至少80％、至少90％或至少

99％的细胞表达表2中列出的一种或多种(例如2、3、4或更多种)产物。

[037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的类器官是分化的肠类器官，其中小于50％、小

于40％、小于30％、小于20％、小于10％或小于1％的细胞表达Goblet或帕内特细胞标志物

(例如Lyz1、Defa6、Agr2、Gob5、Muc2、Ttf3和/或Defa24)。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通过单细胞

RNA测序分析测量mRNA表达。

[037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的类器官是分化的肠类器官，其中小于50％、小

于40％、小于30％、小于20％、小于10％或小于1％的细胞表达肠上皮细胞标志物(例如

Aldob、Apoa1和/或Alpi)。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通过单细胞RNA测序分析测量mRNA表达。

[037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的类器官是分化的肠类器官，其中小于50％、小

于40％、小于30％、小于20％、小于10％或小于1％的细胞表达Tuft细胞标志物(例如Dclk1

和/或Trpm5)。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通过单细胞RNA测序分析测量mRNA表达。

[037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的类器官具有带有中央腔的囊性结构。在一些实施方案

中，中央腔被上皮单层包围。

[0377] 还提供了在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中的本发明的分化的类器官或分化的肠内分泌

细胞群。

[0378]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提供了在分化培养基中的类器官(例如，如本文所述)。

[0379] 在实施方案中，分化的类器官是仍然使用本发明的方法培养并因此与细胞外基质

接触的类器官。优选地，将分化的类器官嵌入非间充质细胞外基质中。

[0380] 类器官或祖细胞群可以来自任何哺乳动物组织，但优选来自人。在一些实施方案

中，它来自小鼠、兔、大鼠、豚鼠或其它非人哺乳动物。

[0381] 表3-分化的肠类器官与原代肠组织之间的差异

[0382]

  分化的类器官 原代组织

细胞组成 约30-80％EEC 约1％EEC

[0383] 分化的类器官的用途

[0384] 同样提供了本文所述的类器官和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胞的用途。当在本部分提

及类器官时，这些是根据本发明的分化的类器官。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理解，其用途也可适

用于通过本发明的方法获得的和/或可获得的分化细胞群。还提供了通过本发明的方法获

得的和/或可获得的分化的细胞群的此类用途。

[0385] 例如，本发明提供了分化的类器官或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胞在下述中的用途：

药物发现筛选；毒性测定；组织胚胎学、细胞谱系和分化途径的研究；鉴别导致各自激素释

放的化学和/或神经元信号的研究；包括重组基因表达的基因表达研究；组织损伤和修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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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机制研究；炎性和传染性疾病研究；发病机制研究；或者细胞转化和癌症病因机制的

研究。

[0386] 本发明还提供了本发明的类器官或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胞，其用于医学中的用

途。

[0387] 本发明还提供了本发明的类器官或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胞，其用于治疗病症、

病况或疾病中的用途。

[0388] 本发明还提供了本发明的类器官或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胞，其用于再生医学中

的用途，例如其中所述用途涉及将类器官或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

[0389] 本发明提供了本发明的类器官或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胞在药物筛选、(药物)靶

标验证、(药物)靶标发现、毒理学和毒理学筛选、个性化医学、再生医学和/或作为离体细

胞/器官模型(如疾病模型)中的用途。

[0390] 认为根据本发明的培养基和方法培养的细胞和类器官忠实地代表了体内情况。这

对于生长自正常组织的分化的细胞群和类器官以及对于生长自患病组织的分化的细胞群

和类器官都是如此。因此，除了提供正常的离体细胞/器官模型外，可以将本发明的类器官

用作离体疾病模型。

[0391] 本发明的类器官也可以被用于培养病原体，并因此可以被用作离体感染模型。可

以使用本发明的类器官进行培养的病原体的实例包括在其动物宿主中引起疾病的病毒、细

菌、朊病毒或真菌。因此，本发明的类器官可以被用作代表感染状态的疾病模型。在本发明

的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将类器官用于疫苗开发和/或生产。

[0392] 因此，可以通过本发明的类器官研究的疾病包括遗传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病原性

疾病、炎性疾病等，例如包括但不限于：糖尿病(如I型或II型)、囊性纤维化、癌、腺癌、腺瘤、

胃肠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炎症性肠病(如克罗恩氏病(Crohn’s  disease))。

[0393] 传统上，细胞系和最近的iPS细胞已被用作离体细胞/器官和/或疾病模型(例如参

见Robinton等人，Nature  481,295,2012)。然而，这些方法存在许多挑战和缺点。例如，不能

从所有患者获得细胞系(仅某些活组织检查产生成功的细胞系)，并因此细胞系不能用于个

性化诊断和医学。iPS细胞通常要求一定水平的遗传操作以将细胞重编程进特定的细胞命

运。可替代地，使它们经受影响核型完整性的培养条件，并且因此培养时间必须保持最短

(人胚胎干细胞也是如此)。这意味着iPS细胞不能准确地代表体内情况，而是试图模拟体内

细胞的行为。细胞系和iPS细胞也经受遗传不稳定性。

[0394] 相比之下，本发明的类器官提供了忠实地代表体内情况的遗传稳定的平台。在一

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类器官包含存在于相应体内环境中的所有分化细胞类型。在其它

实施方案中，可以进一步分化本发明的类器官以提供体内存在的所有分化的细胞类型。因

此，可以将本发明的类器官用于获得对多种疾病和治疗的机理洞察，以进行体外药物筛选，

评估潜在的治疗，鉴定用于未来新型(药物)疗法开发的可能靶标(例如蛋白质)和/或探索

与细胞替代疗法相结合的基因修复。

[0395] 可以冷冻和解冻本发明的类器官并投入培养而不丧失其遗传完整性或表型特性

并且不丧失增殖能力。因此，可以容易地储存和运输类器官。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

明提供冷冻的类器官。

[0396] 由于这些原因，本发明的类器官或分化的细胞群可以是用于药物筛选、靶标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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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标发现、毒理学和毒理学筛选以及个性化医学的工具。

[0397] 因此，在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根据本发明的类器官或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

胞在药物发现筛选、毒性测定或在医学(如再生医学)中的用途。例如，可将肠类器官中的任

何一种用于药物发现筛选、毒性测定或用于医学(如再生医学)中。

[0398] 粘膜疫苗

[0399] 类器官的另一个重要用途是开发粘膜接种疫苗。粘膜疫苗是经粘膜施用的疫苗。

这可以是任何粘膜表面，如经鼻、口或直肠。它们可以经吸入器、喷雾器或其它外部辅助施

用。与注射相比，这具有几个明显的益处，如不需要医务人员来施用疫苗，例如在发展中国

家，这可能是重要的。

[0400] 在肠中，M细胞(或“微皱褶细胞”)是在回肠聚集的淋巴结的滤泡相关上皮中发现

的细胞。它们将来自肠腔的生物体和颗粒穿过上皮屏障运输到免疫细胞，并因此在刺激粘

膜免疫中是重要的。它们具有经由内吞作用或吞噬作用从小肠腔摄取抗原的独特能力，然

后经由转胞吞作用将其递送到位于它们基底侧的独特口袋样结构的树突状细胞(抗原递呈

细胞)和淋巴细胞(即T细胞)。M细胞是一类肠内分泌细胞。如上所述，本发明人发现了一种

用于将祖细胞分化为肠内分泌细胞命运的改进方法。因此，本发明的分化的类器官富含肠

内分泌细胞，例如M细胞。

[0401] 在一些情况下，当用RANK配体刺激时，类器官可以发育成M细胞(例如参见WO2012/

169830的图49)。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分化的培养基还包含RANK配体。

[0402] 当粘膜疫苗靶向M细胞时，它们的效率可以被显著提高。因此，可以将本发明的分

化的细胞群或类器官用于测试M细胞摄取病原体或抗原并将其呈递给免疫系统的能力。因

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提供了本发明的类器官在药物筛选(例如在疫苗开发和/或

疫苗生产)中的用途。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将类器官用于开发或生产针对病毒、细

菌、真菌或其它寄生虫感染(例如(但不限于)霍乱、呼吸道合胞体病毒(RSV)、轮状病毒和

HIV)的疫苗。在具体的实施方案中，本发明提供了在本发明的培养基中已经分化的类器官

在粘膜疫苗开发中的用途。

[0403] 药物筛选

[0404] 为了优选地高通量目的，将本发明所述类器官在多孔板(例如96孔板或384孔板)

中培养。将分子文库用于鉴定影响所述类器官的分子。优选的文库包括抗体片段文库、肽噬

菌体展示文库、肽文库(例如LOPAPTM，Sigma  Aldrich)、脂质文库(BioMol)、合成化合物文库

(例如LOP  ACTM，Sigma  Aldrich)或天然化合物文库(Specs，TimTec)。此外，可以使用遗传文

库来诱导或抑制干细胞子代中一种或多种基因的表达。这些遗传文库包含cDNA文库、反义

文库和siRNA或其它非编码RNA文库。优选将细胞暴露于多种浓度的测试试剂一段时间。在

暴露期结束时，评估培养物。术语“影响”用于覆盖细胞的任何变化，包括但不限于增殖的减

少或丧失、形态变化和细胞死亡。还可以将本发明的所述类器官用于鉴定特异性靶向上皮

癌细胞而非本发明所述的类器官的药物。

[0405] 在短时间(天)内获得本发明的可用类器官的能力表明，类器官对于测试个体患者

对特定药物的响应并根据响应性定制治疗非常有用。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其中类器官获自

患者的活组织检查，将所述类器官培养小于21天、例如小于14天、小于13天、小于12天、小于

11天、小于10天、小于9天、小于8天、小于7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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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6] 类器官也可用于更广泛的药物发现目的(例如参见WO2013/093812，其描述了筛选

用于囊性纤维化或霍乱的药物)。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将本发明的类器官用于筛

选囊性纤维化药物。然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理解，本发明的类器官将广泛适用于下述的

药物筛选工具：人胃肠道的感染性、炎症性和肿瘤病理学和胃肠道的其它疾病以及本文所

述的其它组织(如胰腺、胃或肺)的感染性、炎症性和肿瘤病理学以及其它疾病。在一些实施

方案中，可以将本发明的类器官用于筛选癌症药物。

[040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将本发明的类器官用于测试化学品、抗体、天然产物(植

物提取物)等的文库用作药物、化妆品和/或预防性药物的适用性。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

中，可以使用本发明的培养基和方法培养来自目标患者的细胞活组织检查(如来自癌症患

者的肿瘤细胞)，然后用化学化合物或化学文库对其进行处理。然后可以确定哪些化合物有

效地修饰、杀死和/或处理患者的细胞。这允许测试具体患者对特定药物的响应性，从而允

许针对具体患者定制治疗。因此，这允许个性化医学方法。

[0408] 以这种方式使用类器官鉴定药物的附加优点是它还可以筛选正常的类器官(来源

于健康组织的类器官)以检查哪些药物和化合物对健康组织的影响最小。这允许筛选具有

最小脱靶活性或非期望的副作用的药物。

[0409] 可以以这种方式筛选用于许多疾病的药物。例如，可以将本发明的类器官用于筛

选用于糖尿病、囊性纤维化、癌、腺癌、腺瘤、胃肠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炎症性肠病(如克罗

恩氏病)等的药物。测试参数取决于目标疾病。例如，当筛选用于癌症的药物时，癌细胞死亡

通常是最终目标。对于囊性纤维化，测量在针对药物和CFTR的刺激的响应中类器官的扩增

是目的。在其它实施方案中，可以评估代谢物或基因表达以研究筛选的化合物和药物对目

标细胞或类器官的影响。

[0410] 因此，本发明提供了筛选治疗性或预防性药物或化妆品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

括：

[0411] 使分化的细胞群或类器官与候选分子(或候选分子库)接触，

[0412] 评估所述分化的细胞群或类器官的任何影响(例如细胞的任何变化，如增殖的减

少或丧失、形态变化和/或细胞死亡)或类器官的变化(例如类器官大小或运动性)；

[0413] 将导致所述影响的候选分子鉴定为潜在的药物或化妆品；以及任选地

[0414] 将所述候选分子制备为药物或化妆品。

[041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提供了制备药物或化妆品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0416] 使分化的细胞群或类器官与候选分子(或候选分子库)接触，

[0417] 评估所述分化的细胞群或类器官的任何影响(例如细胞的任何变化，如增殖的减

少或丧失、形态变化和/或细胞死亡)或类器官的变化(例如类器官大小或运动性)；

[0418] 将导致所述影响的候选分子鉴定为潜在的药物或化妆品；以及任选地

[0419] 将所述候选分子制备为药物或化妆品。

[042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采用计算机或机器人辅助的培养和数据收集方法来增加筛选

通量。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类器官来源于患者活组织检查。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向所述患者

施用引起对培养的分化细胞群(例如类器官)的期望影响的候选分子。

[0421] 因此，在一个方面，提供了治疗患者的方法，其包括：

[0422] (a)从患者的目标患病组织获得活组织检查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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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 (b)培养活组织检查切片以获得类器官；

[0424] (c)使用本发明的筛选方法筛选合适的药物；以及

[0425] (d)用步骤(c)中获得的药物治疗所述患者。

[042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将药物或化妆品用于治疗、预防或改善遗传性疾病、代谢性疾

病、病原性疾病、炎性疾病等的症状，例如包括但不限于：囊性纤维化、炎症性肠病(如克罗

恩氏病)、癌、腺瘤、腺癌、结肠癌、糖尿病(如I型或II型)、胃肠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等。

[042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提供了用于筛选用于再生医学的药物的方法。

[0428] 靶标发现

[042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将本发明的类器官用于靶标发现。可以将来源于健康或

患病组织的类器官细胞用于靶标识别。可以将本发明的类器官用于发现以下疾病的药物靶

标：囊性纤维化、炎症性肠病(如克罗恩氏病)、癌、腺瘤、腺癌、结肠癌、糖尿病(如I型或II

型)、胃肠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等。根据本发明的培养基和方法培养的类器官被认为忠实地

代表了体内情况。因此，它们可以成为发现特定疾病的新的(分子)靶标的工具。

[0430] 为了寻找新的药物靶标，可以将化合物文库(如siRNA)用于转导细胞并使特定基

因失活。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用siRNA转导细胞以抑制(大)基因组的功能。可以使用基因组

的任何功能性读出或特定细胞功能来确定靶标是否与研究相关。可以使用本领域众所周知

的分析确定疾病特异性读出。例如，分析细胞增殖以测试癌症中涉及的基因。例如，可以将

如本文所述的Topflash分析用于检测由siRNA抑制引起的Wnt活性变化。当生长减少或细胞

死亡发生时，可以通过本领域已知的方法鉴定相应的siRNA相关基因。这些基因是抑制这些

细胞生长的可能靶标。在鉴定时，将需要通过本领域众所周知的方法确定所鉴定靶标对研

究的细胞过程的特异性。使用这些方法，可以将新分子鉴定为疗法的可能药物靶标。

[0431] 靶标和药物验证筛选

[0432] 可以将从患病和/或正常组织获得的患者特异性类器官用于高通量筛选中鉴定的

分子的靶标验证。对于在高通量筛选中被鉴定为可能的治疗药物的化合物的验证也是如

此。在类器官培养系统中分化的原代患者材料的使用可用于测试来自高通量药物发现细胞

系研究的假阳性等。

[043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将本发明的类器官用于验证在高通量筛选中已被鉴定为

可能的药物或化妆品的化合物。

[0434] 培养病原体

[0435] 此外，可以将本发明的类器官用于培养病原体，如目前缺乏合适的组织培养物或

动物模型的诺如病毒。

[0436] 再生医学和移植

[0437] 本发明提供了类器官在再生医学和/或移植中的用途。本发明还提供了治疗方法，

其中该方法包括将类器官移植到动物或人体内。

[0438] 本发明的类器官(如胃类器官、肠类器官或胰腺类器官)可用于再生医学，例如用

于肠上皮的放射后和/或手术后修复、罹患炎症性肠病(如克罗恩氏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的

患者中肠上皮的修复，以及罹患短肠综合征的患者中肠上皮的修复。另外的用途存在于在

患有小肠/结肠遗传性疾病患者的肠上皮修复中。包含胰腺类器官的培养物也可用于再生

医学，例如作为胰腺或其部分切除之后的移植物，以及用于治疗糖尿病(如I型糖尿病和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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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

[0439] 在可替代的实施方案中，将类器官或从类器官中分离的细胞重编程为相关的组织

命运，例如包括胰腺β-细胞在内的胰腺细胞。本发明的培养方法将使得能够分析将密切相

关的祖细胞转分化为胰腺细胞(包括胰腺β-细胞或肝细胞)的因子。

[0440] 技术人员清楚的是，可以将基因疗法另外用于旨在修复受损或疾病组织的方法

中。例如，可以使用腺病毒或逆转录病毒基因递送载体来向干细胞递送遗传信息(如DNA和/

或RNA)。技术人员可以替换或修复基因疗法中靶向的特定基因。例如，可以将正常基因插入

基因组内的非特异性位置以替换非功能基因。在另一实例中，可以通过同源重组将异常基

因序列替换为正常基因序列。可替代地，选择性回复突变可使基因恢复其正常功能。另一实

例是改变具体基因的调控(基因打开或关闭的程度)。优选地，通过基因治疗方法离体处理

类器官细胞或来源于类器官的细胞，并随后转移至哺乳动物，优选需要治疗的人。

[0441] 由于可以在没有任何明显限制或遗传损害的情况下扩增从成年捐赠者获取的小

活组织检查切片，因此该技术可用于产生用于再生目的的可移植上皮。可以将类器官冷冻

和解冻并投入培养而不丧失它们的3D结构和完整性并且没有显著的细胞死亡的事实进一

步增加了类器官用于移植目的的适用性。此外，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将嵌入ECM中或与ECM

接触的类器官移植进哺乳动物中，优选移植进人体内。在另一实施方案中，可以将类器官和

ECM同时移植进哺乳动物中，优选移植进人体内。

[0442] 技术人员将会理解，可以将ECM用作3D支架以获得包含根据本发明的扩增的细胞

群或类器官的组织样结构。然后可以通过本领域众所周知的方法将此类结构移植进患者体

内。可以使用ECM蛋白(如胶原蛋白和/或层粘连蛋白)合成制备ECM支架，或者可替代地可以

通过“脱细胞化(decellularising)”分离的器官或组织碎片以留下由ECM组成的支架而获

得ECM支架(例如参见Macchiarini等人，The  Lancet，372卷，9655期，第2023-2030页，

2008)。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以通过使器官或组织碎片脱细胞化来获得ECM支架，其中任选

地所述器官或组织碎片来自肠、胰腺、肝脏或胃。

[0443] 本发明提供了本发明的类器官或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胞在移植进哺乳动物，优

选移植进人体内的用途。还提供了治疗需要移植的患者的方法，其包括将本发明的类器官

或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胞移植进所述患者体内，其中所述患者是哺乳动物，优选人。在一

些实施方案中，在移植进所述患者之前，进一步分化类器官。

[0444] 例如，从成年捐赠者获取小活组织检查切片并通过扩增方法扩增，并随后根据本

发明进行分化。因此，可以将本文提供的技术用于产生用于再生目的的可移植上皮。

[0445] 本发明提供了治疗患者的胰岛素缺乏病症(如糖尿病)或者治疗患有胰腺功能障

碍的患者的方法，其包括将本发明的胰腺类器官或来自本发明的胰腺类器官的细胞移植进

患者体内。

[044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细胞或类器官在移植进患者中时不表达或分泌胰岛素，但在

患者体内分化以使它们分泌胰岛素。例如，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可能在移植之后不能立即检

测到，但可能在移植之后约一个月存在，例如移植之后6周、2个月或3个月。

[0447] 患者优选是人，但也可以是非人哺乳动物(如猫、狗、马、牛、猪、绵羊、兔或小鼠)。

[0448] 因此，在本发明的范围包括通过细胞疗法治疗人或非人动物患者的方法。此类细

胞疗法涵盖通过任何适当的方法将本发明的干细胞或类器官应用于患者。具体地，此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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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法涉及受损组织的再生。根据本发明，可以用同种异体或自体干细胞或类器官治疗患

者。“自体”细胞是来源于相同生物体的细胞，它们被重新引入其中用于细胞疗法，例如为了

允许组织再生。然而，细胞不一定分离自与它们被引入的组织相同的组织。自体细胞不需要

与患者匹配以克服排斥问题。“同种异体”细胞是来源于不同于细胞被引入以用于细胞疗法

(例如为了允许组织再生)的个体的个体的细胞，尽管是相同的物种。仍可能需要某种程度

的患者匹配以防止排斥问题。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移植涉及自体细胞。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移植涉及同种异体细胞。

[0449] 通常，通过注射或植入将本发明的细胞或类器官引入患者体内。通常将细胞直接

注射进其中它们要作用的组织中。可替代地，将通过门静脉注射细胞。含有本发明的细胞和

药学上可接受的载体的注射器被包括在本发明的范围内。与含有本发明的细胞和药学上可

接受的载体的注射器相连的导管被包括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0450] 技术人员将能够根据待移植的材料(即细胞群、细胞悬液中的单个细胞、类器官或

类器官碎片)以及待治疗的器官来选择合适的施用方法和通路。

[0451] 如上所讨论的，可以将本发明的类器官或细胞用于组织再生。为了实现该功能，可

以根据细胞在体内的位置将细胞直接注射或植入它们可以繁殖并最终分化成所需的细胞

类型处的受损组织中。可替代地，可以将类器官直接注射或植入受损组织中。易于治疗的组

织包括所有受损组织，特别包括那些可能因疾病、损伤、创伤、自身免疫反应或者通过病毒

或细菌感染而受损的那些组织。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细胞或类器官被用

于再生结肠、小肠、肺、胰腺或胃系统。

[0452] 例如，在一个实施方案中，使用汉密尔顿注射器将本发明的细胞或类器官注射进

患者体内。

[0453] 技术人员将会意识到对于待治疗的具体病况本发明的细胞或类器官的适当剂量

是多少。

[0454]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类器官或细胞，无论是在溶液中，微球中还是多种组

合物的微粒中，都将被施用进动脉灌注需要再生的组织或受损器官部分。通常，将使用导管

进行此类施用。导管可以是用于血管成形术和/或细胞递送的多种球状导管之一，或者是被

设计用于向身体特定部位递送细胞的特定目的的导管。对于某些用途，可以将细胞或类器

官包封到由许多不同的可生物降解的化合物制成的并且直径为约15μM的微球中。该方法可

以允许血管内施用的细胞或类器官以保留在损伤部位，而不是通过毛细血管网络并进入第

一阶段的体循环。毛细血管网络的动脉侧的保留也可以促进它们易位到血管外的空间。

[0455] 在另一实施方案中，可以将类器官或细胞逆行注射到血管树中，或者通过静脉将

它们递送到整个身体，或者局部注射到流入细胞或类器官所针对的组织或身体部位的特定

静脉中。对于该实施方案，可以使用许多上述制剂。

[0456] 在另一实施方案中，可以将本发明的细胞或类器官植入粘附于生物相容性植入物

的受损组织中。在该实施方案中，细胞可以在植入患者体内之前体外粘附于生物相容性植

入物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清楚，在植入之前，可以使用多种粘附物中的任何一种将细胞

粘附到植入物上。仅举例而言，此类粘附物可以包括纤维蛋白、整合蛋白家族的一个或多个

成员、钙粘蛋白家族的一个或多个成员、选择蛋白家族的一个或多个成员、一种或多种细胞

粘附分子(CAM)、免疫球蛋白家族中的一种或多种以及一种或多种人工粘附物。该列表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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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的方式提供，并且不旨在具有限制性。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清楚，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

粘附物的任何组合。

[0457] 在另一实施方案中，在将基质植入患者体内之前，可以将本发明的类器官或细胞

嵌入基质中。通常，将基质植入患者的受损组织中。基质的实例包括基于胶原蛋白的基质、

基于纤维蛋白的基质、基于层粘连蛋白的基质、基于纤连蛋白的基质和人造基质。该列表仅

以说明的方式提供，并且不旨在具有限制性。

[0458] 在又一实施方案中，可以将本发明的类器官或细胞与基质形成组分一起植入或注

射到患者体内。这可以允许细胞在注射或植入之后形成基质，确保细胞或类器官保留在患

者体内的适当位置。基质形成组分的实例包括纤维蛋白胶液体烷基、氰基丙烯酸酯单体、增

塑剂、多糖(如葡聚糖)、含环氧乙烷的寡聚物、嵌段共聚物(如泊洛沙姆和普朗尼克类)、非

离子表面活性剂(如吐温和Triton'8')，以及人造基质形成组分。该列表仅以说明的方式提

供，并且旨在具有限制性。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清楚，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基质形成组分的

任何组合。

[0459] 在又一实施方案中，可以将本发明的类器官或细胞包含在微球内。在该实施方案

中，可以将细胞包封在微球的中心内。同样在该实施方案中，可以将细胞嵌入微球的基质材

料中。基质材料可包括任何合适的生物可降解聚合物，包括但不限于藻酸盐、聚乙二醇

(PLGA)和聚氨酯。该列表仅作为示例提供，并且不旨在具有限制性。

[0460] 在又一实施方案中，可以将本发明的细胞或类器官粘附于用于植入的医疗装置

上。此类医疗装置的实例包括支架、针、缝线、分离器(splits)、起搏器、假关节、人造皮肤和

杆。该列表仅以说明的方式提供，并且不旨在具有限制性。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清楚，可以

通过多种方法使细胞粘附到医疗装置上。例如，可以使用纤维蛋白、整合蛋白家族的一个或

多个成员、钙粘蛋白家族的一个或多个成员、选择蛋白家族的一个或多个成员、一种或多种

细胞粘附分子(CAM)、一种或多种免疫球蛋白家族以及一种或多种人工粘附物使细胞或类

器官粘附到医疗装置上。该列表仅以说明的方式提供，并且不旨在具有限制性。本领域技术

人员将会清楚，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粘附物的任何组合。

[0461] 使用本发明的方法获得的类器官或分化的细胞群具有多种用途。例如，本发明提

供了如本文所述的类器官或分化的细胞群在下述中的用途：药物发现筛选；毒性测定；胚胎

学、细胞谱系和分化途径的研究；鉴别导致各自激素释放的化学和/或神经元信号的研究；

包括重组基因表达的基因表达研究；损伤和修复中涉及的机制研究；炎性和传染性疾病研

究；发病机制研究；或者细胞转化和癌症病因机制的研究。

[0462] 在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了如本文所述的类器官或分化的细胞群在药物发现筛

选、毒性测定或再生医学中的用途。类似地，本发明提供了本发明的类器官子代在这些用途

中的用途。

[0463] 毒性测定可以是使用类器官或其部分或来源于类器官的细胞的体外分析。这些子

代和类器官易于培养并且比例如当前用于毒性测定的上皮细胞系(如Caco-2(ATCC  HTB-

37)、I-407(ATCC  CCL6)和XBF(ATCC  CRL  8808))更类似于原代上皮细胞。预期用类器官获

得的毒性结果更类似患者中获得的结果。使用基于细胞的毒性测试来确定器官特异性细胞

毒性。在所述测试中测试的化合物包含癌症化学预防剂、环境化学品、食品补充剂和潜在毒

物。将细胞暴露于多种浓度的测试试剂一段时间。在初步分析中使用5天的暴露和来自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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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浓度的对数稀释来确定分析中测试试剂的浓度范围。在暴露期结束时，评估培养物

对生长的抑制。分析数据以确定抑制50％终点的浓度(TC50)。

[0464] 例如，根据本发明的该方面，可以使候选化合物与如本文所述的细胞或类器官接

触，并且可以监测细胞或细胞活性的任何变化。

[0465] 出于高通量的目的，在多孔板(如例如96孔板或384孔板)中培养所述类器官。将分

子文库用于鉴定影响所述类器官的分子。优选的文库包含抗体片段文库、肽噬菌体展示文

库、肽文库(例如LOPAPTM，Sigma  Aldrich)、脂质文库(BioMol)、合成化合物文库(例如LOP 

ACTM，Sigma  Aldrich)或天然化合物文库(Specs，TimTec)。此外，可以使用遗传文库来诱导

或抑制腺瘤细胞后代中一种或多种基因的表达。这些遗传文库包括cDNA文库、反义文库和

siRNA或其它非编码RNA文库。优选将细胞暴露于多种浓度的测试剂一段时间。在暴露期结

束时，评估培养物。术语“影响”用于覆盖细胞的任何变化，包括但不限于增殖的减少或丧

失、形态变化和细胞死亡。还可以将所述类器官用于鉴定特异性靶向上皮癌细胞而非所述

类器官的药物。

[0466] 根据本发明的类器官还可以在药物发现筛选和潜在新药或已知药物或者已知或

新型食品补充剂的毒性测定中替代细胞系(如Caco-2细胞)的使用。

[0467] 此外，可以将此类类器官用于培养病原体。

[0468] 本发明还提供了本发明的分化的类器官或本发明的分化的细胞群在治疗中的用

途。还提供了本发明的分化类器官或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胞在治疗如本文所述的疾病或

病况中的用途。

[0469] 类似地，提供了治疗如本文所述的疾病或病况的方法，其包括施用一种或多种本

发明的类器官或来源于所述类器官的细胞。

[0470] 发明人还证明了将类器官成功移植进免疫缺陷小鼠中(参见WO2012/014076的实

施例7)，其中移植的肝脏类器官源性细胞在体内产生胆管上皮细胞和肝细胞。因此，在一个

实施方案中，本发明提供了用于移植进人或动物的本发明的类器官或类器官源性细胞。

[0471] 本发明的类器官的优点是它们可以被冷冻并随后解冻而不丧失功能。这使得能够

进行细胞存储、易于存储和急性用途的快速可用性。例如，这可用于制备“现成的”产品，例

如，在肝脏的情况下，可以被用于治疗急性肝脏毒性的“现成的”产品。类器官也可以生长自

作为取自活体捐赠者的小活组织检查切片的细胞或组织碎片，从而使对治疗的任何伦理反

对最小化。捐赠者甚至可以来自待治疗的患者，这可以减少与外来细胞和器官移植相关的

任何负面副作用，并减少对免疫抑制药物的需求。

[0472] 药物制剂

[047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还提供了药物制剂，其包含本文所述的分化培养基的

组分和药学上可接受的稀释剂和/或赋形剂。例如，提供了包含一种或多种Wnt抑制剂(例如

IWP-2)、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例如，吉非替尼、阿法替尼、PD0325901和SCH772984中

的一种或多种)、一种或多种Notch抑制剂(例如DAPT)和药学上可接受的稀释剂和/或赋形

剂的药物制剂。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药物制剂不包含基础培养基。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药

物制剂不包含细胞外基质。设想这样的制剂可以适合于促进体内干细胞的分化，例如用于

再生疗法。此类制剂可原位施用(例如在组织损伤部位处)或全身施用。或者，可以配制制

剂，使其适于通过本领域已知的任何施用途径施用，例如静脉内、皮下、肌内施用、粘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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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内、皮内、口服和经眼。因此，药物制剂可以是适于这种施用的任何形式，例如片剂、输液、

胶囊剂、糖浆剂等。

[047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提供了药物制剂，其包含一种或多种Wnt抑制剂(例如IWP-2)、

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例如，吉非替尼、阿法替尼、PD0325901和SCH772984中的一种

或多种)、一种或多种Notch抑制剂(例如DAPT)、一种或多种BMP抑制剂(例如dorsomorphin

或LDN193189)和药学上可接受的稀释剂和/或赋形剂。

[0475]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提供了药物制剂，其包含一种或多种Wnt抑制剂(例如IWP-2)、

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例如，吉非替尼、阿法替尼、PD0325901和SCH772984中的一种

或多种)、一种或多种Notch抑制剂(例如DAPT)、一种或多种BMP激活剂(例如BMP4、BMP7或

BMP2)和药学上可接受的稀释剂和/或赋形剂。

[0476] 治疗方法

[0477] 调节体内激素水平

[0478] 还提供了涉及分化培养基的一种或多种组分和/或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的治疗方

法。特别地，设想体内EEC可以针对表达特定激素的特定EEC表型，并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

中，本发明的方法可以用于调节体内激素水平。

[0479] 例如，本发明人已经表明BMP激活剂促进EEC中的分泌素分泌(和抑制GLP-1分泌)

(参见实施例5)。因此设想BMP激活剂或包含BMP激活剂的药物组合物(具有或不具有本文所

述的分化培养基的其他组分)可用于与升高的分泌素水平或受抑制的GLP-1水平相关的医

学用途的背景下。分泌素与通过抑制胃酸分泌来中和胃pH(Afroze等人，Ann  Transl 

Med .2013年10月；1(3)：29)和食欲抑制(Cheng等人，Neuropsychopharmacology.2011年1

月；36(2):459-471)有关。因此，体内分泌素水平的提高可能是用于治疗胃酸过多(过量胃

酸)或肥胖的有用机制。

[0480] 因此，提供了治疗胃酸过多或肥胖的方法，其中该方法包括向有此需要的受试者

施用BMP激活剂。还提供了用于治疗胃酸过多或肥胖的方法中的BMP激活剂，其中该方法包

括向有需要的受试者施用治疗有效量的BMP激活剂。还提供了BMP激活剂在制造用于治疗胃

酸过多或肥胖的药物中的用途，其中该方法包括向有需要的受试者施用治疗有效量的BMP

激活剂。合适的BMP激活剂的实例是本领域已知的并且早期在本申请中公开。

[0481] 本发明人还表明，BMP抑制剂促进EEC中GLP-1分泌(并抑制分泌素分泌)(参见实施

例5)。因此设想BMP抑制剂或包含BMP抑制剂的药物组合物(具有或不具有本文所述的分化

培养基的其他组分)可用于涉及升高的GLP-1水平或抑制的分泌素水平的医学用途的背景

下。

[0482] 例如，GLP-1(胰高血糖素样肽-1)是内源性肠降血糖素并且在葡萄糖稳态中起重

要作用(Manandhar&Ahn  J  Med  Chem.2015年2月12日；58(3):1020-1037)。它结合至并激活

属于G蛋白偶联受体(GPCR)B类家族的GLP-1受体(GLP-1R)，以发挥其调控功能。β-细胞上受

体的激活导致cAMP和细胞内钙水平的快速升高，然后以葡萄糖依赖性方式进行胰岛素胞吐

作用。尽管α-细胞中的GLP-1R是β-细胞中的GLP-1R的<0.2％，但GLP-1通过调节钙通道活性

抑制50％的胰高血糖素分泌。已经表明，GLP-1疗法增强了健康和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

泌。与其他糖尿病药物不同，GLP-1的促胰岛素作用是自限性的，因为一旦血浆葡萄糖水平

降低到正常范围，它就会消退，从而降低低血糖的风险。此外，GLP-1通过几种其他机制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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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后血糖升高，包括促进胰岛素基因转录、刺激胰腺β-细胞增殖和新生、抑制β-细胞凋亡和

阻断胰高血糖素释放。它还可以防止胃排空并引起饱腹感，导致体重下降。GLP-1疗法似乎

也提供心脏保护作用。然而，内源性GLP-1具有非常短的半衰期，这是由于蛋白酶如二肽基

肽酶IV(DPP-IV)和中性内肽酶24.11(NEP  24.11)的快速代谢降解导致的。这限制了其作为

治疗剂的用途。存在GLP激动剂(例如DPP-IV抑制剂)，其被认为稳定GLP-1。DPP-IV抑制剂的

一个可疑缺点是GLP1刚刚稳定，并且不受内源性食物摄入的控制。因此，需要用于治疗糖尿

病或与其相关的疾病和病症的替代和改进疗法的替代方法。

[0483] 本发明人假设BMP抑制剂的体内施用可以增加EEC中的GLP-1分泌，并因此用作用

于治疗糖尿病和相关疾病和病症的疗法。本发明人显示向小鼠施用BMP抑制剂增加了GLP-1

的分泌(参见实施例6)。增加GLP1细胞的数量对于疗法是有利的，因为这些细胞仍然需要食

物摄入以释放其GLP1。因此，当受试者需要增加胰岛素水平时，GLP1峰值将更高。对于具有

低数量GLP1细胞的患者也是特别有利的。

[0484] 因此，提供了用于治疗糖尿病或与其相关的疾病或病症的方法，其中该方法包括

向有需要的受试者施用治疗有效量的BMP抑制剂。还提供了BMP抑制剂，其用于治疗糖尿病

或与其相关的疾病或病症的方法，其中该方法包括向有需要的受试者施用治疗有效量的

BMP抑制剂。还提供了BMP抑制剂在制造用于治疗糖尿病或与其相关的疾病或病症的药物中

的用途，其中该方法包括向有需要的受试者施用治疗有效量的BMP抑制剂。合适的BMP抑制

剂的实例是本领域已知的并且早期在本申请中公开。

[0485] “受试者”可以指人或任何非人动物(例如任何小鼠、大鼠、兔、狗、猫、牛、猪、绵羊、

马或灵长类动物)。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受试者是哺乳动物，更优选是人。受试者可以是患

者，其是指呈现给医疗提供者以诊断或治疗疾病的人。受试者可能患有或易患疾病或病症，

但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表现出疾病或病症的症状。

[0486] “治疗有效量”是指当施用于患有或易患疾病、病症和/或病状的受试者时，足以治

疗、诊断、预防所述疾病、病症和/或病状的症状和/或延迟所述疾病、病症和/或病状的症状

发作的治疗剂的量。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解，治疗有效量通常通过包含至少一个单位剂量

的给药方案施用。

[0487] 贯穿本公开使用的“治疗(Treating)”、“治疗(treat)”、“治疗(treatment)”是指

用于部分或完全缓解、改善、缓解、抑制、预防特定疾病、病症和/或病状的一种或多种更多

症状或特征、延迟其发作、降低其严重性和/或降低其发病率的任何方法。治疗可以施用于

没有表现出疾病表征和/或仅表现出疾病早期表征的受试者，目的是降低发生与疾病相关

的病理的风险。

[0488] “糖尿病”可以是I型糖尿病和II型糖尿病。或者它可以是妊娠糖尿病。“糖尿病”还

包括对胰岛素不敏感但仍可能是糖尿病前期的患者。“相关疾病和病症”包括但不限于高血

糖症、肥胖、乳糜泻、甲状腺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尿崩症、糖尿病脂性渐进性坏死、乳腺

病、肌肉病和牙齿问题。

[0489] 例如，本发明提供以下编号的实施方案。

[0490] 1 .用于治疗或预防糖尿病或相关疾病或病症的方法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方法

包括将治疗有效量的BMP抑制剂施用给有需要的受试者。

[0491] 2.BMP抑制剂，其用于通过增加肠内分泌细胞的GLP-1分泌(以提高胰岛素水平并

说　明　书 52/73 页

56

CN 109844098 A

56



从而降低血浆葡萄糖水平)来治疗或预防糖尿病或相关疾病或病症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

包括施用治疗有效量的BMP抑制剂给有需要的受试者。

[0492] 3.用于如实施方案1或实施方案2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BMP抑制剂能

够

[0493] a.破坏BMP与BMP受体的相互作用；

[0494] b.结合至BMP受体并抑制下游信号传导的激活；

[0495] c.抑制Smad  1、Smad  5或Smad  8的磷酸化；

[0496] d.抑制Smad  1、Smad  5或Smad  8向细胞核的易位；

[0497] e.抑制SMAD  1、SMAD  5或SMAD  8介导的靶基因转录；或

[0498] f.抑制BMP的表达、折叠或分泌。

[0499] 4.用于如前述实施方案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BMP抑制剂抑

制Smad  1、Smad  5或Smad  8的磷酸化，并且其是经取代的吡唑并[1,5-a]嘧啶衍生物，例如，

根据式I：

[0500]

[0501] 其中

[0502] X和Y独立地选自CR15和N；

[0503] Z选自CR3和N；

[0504] Ar选自经取代或未取代的芳基和杂芳基；

[0505] L1不存在或选自经取代或未取代的烷基和杂烷基；

[0506] A和B在每次出现时都独立地选自CR16和N；

[0507] E和F均是CR5并且两次出现的R5与E和F一起形成经取代或未取代的5-或6-元环烷

基环、杂环烷基环、芳基环或杂芳基环；

[0508] R3选自H和经取代或未取代的烷基、环烷基、卤素、酰氨基、氨基甲酸酯、氰基、磺酰

基、亚磺酰基(sulfoxido)、氨磺酰基或磺酰氨基；

[0509] R4选自H和经取代或未取代的烯基、炔基、环烷基、杂环基、芳基、杂芳基、酰基、羧

基、酯、羟基、烷氧基、烷基硫基、酰氧基、氨基、酰氨基、氨基甲酸酯、酰氨基、脒基、磺酰基、

亚磺酰基、氨磺酰基或磺酰氨基；

[0510] R15在每次出现时独立地选自H和经取代或未取代的烷基、环烷基、杂环基、环烷基

烷基、杂环基烷基、卤素、酰氨基、氨基甲酸酯、氰基、磺酰基、亚磺酰基、氨磺酰基或磺酰氨

基；

[0511] R16在每次出现时独立地不存在或选自H和经取代或未取代的烷基、烯基、炔基、芳

烷基、环烷基、杂环基、芳基、杂芳基、杂芳烷基、环烷基烷基、杂环基烷基、卤素、酰基、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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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羟基、烷氧基、烷基硫基、酰氧基、氨基、酰氨基、氨基甲酸酯、酰氨基、脒基、氰基、磺酰

基、亚磺酰基、氨磺酰基或磺酰氨基，

[0512] 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或酯。

[0513] 5.用于如实施方案4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

[0514] a.A和B各自为CH；

[0515] b.E和F各自为CR5，并且与R5的两个实例所附接的原子一起形成6元环；

[0516] c.E和F一起表示以下基团：

[0517]

[0518] 其中R40不存在或代表选自以下的1-4个取代基：经取代或未取代的烷基、环烷基、

卤素、酰氨基、氨基甲酸酯、氰基、磺酰基、亚磺酰基、氨磺酰基或磺酰氨基；

[0519] d.L1具有结构

[0520]

[0521] 其中

[0522] Q选自CR10R11、NR12、O、S、S(O)和SO2；和

[0523] R10和R11在每次出现时独立地选自H和经取代或未取代的烷基、环烷基、杂环基、环

烷基烷基、杂环基烷基、氨基、酰氨基、氨基甲酸酯、酰氨基、脒基、氰基、磺酰基、亚磺酰基、

氨磺酰基或磺酰氨基；

[0524] R12选自H和经取代或未取代的烷基、环烷基、杂环基、杂环基烷基、氨基、酰氨基、氨

基甲酸酯、酰氨基、脒基、磺酰基、氨磺酰基或磺酰氨基；和

[0525] n是0-4的整数；

[0526] e.R4选自：

[0527]

[0528] 其中

[0529] W不存在或是C(R21)2、O或NR21；

[0530] R20不存在或选自经取代或未取代的烷基、芳烷基、环烷基、杂环基、芳基、杂芳基、

杂芳烷基、环烷基烷基、杂环基烷基、酰基、磺酰基、亚磺酰基、氨磺酰基和磺酰氨基；和

[0531] R21在每次出现时独立地选自H和经取代或未取代的烷基、芳烷基、环烷基、杂环基、

芳基、杂芳基、杂芳烷基、环烷基烷基、杂环基烷基、酰基、磺酰基、氨磺酰基或磺酰氨基；和/

或

[0532] f.Ar是6元芳基环或杂芳基环，任选地，其中L1相对于双环核位于Ar的对位上。

[0533] 6.用于如实施方案4或5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治疗有效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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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4] a.至少0.1mg/kg、至少0.2mg/kg、至少0.5mg/kg、至少1.0mg/kg、至少2mg/kg、至少

5mg/kg、至少10mg/kg、至少20mg/kg、至少30mg/kg或约35mg/kg；

[0535] b.0 .1mg/kg至50mg/kg、0.1mg/kg至30mg/kg、0.1mg/kg至10mg/kg、0.1mg/kg至

1mg/kg、1mg/kg至50mg/kg、1mg/kg至30mg/kg、1mg/kg至10mg/kg；和/或

[0536] c.其中所述治疗有效量每日施用一次、两次或三次。

[0537] 7.用于如实施方案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BMP抑制剂选

自：

[0538] a.dorsomorphin或LDN193189或其类似物或变体；和/或

[0539] b.头蛋白、硬化蛋白、脊索发生素、CTGF、卵泡抑素、gremlin、tsg、sog或其类似物

或变体。

[0540] 8.用于如前述实施方案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BMP抑制剂呈药学

上可接受的盐的形式。

[0541] 9.用于如前述实施方案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受试者是哺

乳动物，优选人、猫或狗。

[0542] 10 .用于如前述实施方案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受试者是

人。

[0543] 11 .用于如前述实施方案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BMP抑制剂

以如下方式施用

[0544] a.口服、局部或通过注射，优选口服，和/或

[0545] b.全身或局部。

[0546] 12.用于如前述实施方案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BMP抑制剂

与一种或多种另外的糖尿病治疗剂组合施用，例如磺酰脲、双胍、二甲双胍、α-葡糖苷酶抑

制剂、噻唑烷二酮、美各里替尼、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或其他肠降血糖素模拟物、胰淀素类

似物或糖尿剂。

[0547] 13.用于如前述实施方案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BMP抑制剂

与例如选自以下的GLP-1受体激动剂组合施用：艾塞那肽、利拉鲁肽、他司鲁泰、利西拉肽。

[0548] 14.用于如前述实施方案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BMP抑制剂

与胰岛素或其生物活性类似物组合施用。

[0549] 15.用于如实施方案12至14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组合作为

单一组合物或作为两种单独的组合物施用。

[0550] 16.用于如实施方案12至15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组合同时

或依序施用。

[0551] 17.用于如前述实施方案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糖尿病是1型糖

尿病、2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或胰岛素不敏感，优选2型糖尿病。

[0552] 18.用于如前述实施方案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受试者具有

异常低水平的GLP-1。

[0553] 19.用于如前述实施方案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方法通过增

加表达隐窝特征性激素的肠内分泌细胞的数量来治疗糖尿病，其中所述隐窝特征性激素包

括GLP-1、神经激肽A和P物质以及胰高血糖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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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4] 20.用于如前述实施方案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方法导致循

环/肠/胰腺GLP-1激素水平相对于在同一患者中施用BMP抑制剂之前增加至少10％、20％、

30％、40％、50％、60％、70％、80％、90％或100％。

[0555] 21.用于如前述实施方案中任一项所述的用途的BMP抑制剂，其中所述方法导致所

述受试者的空腹血浆葡萄糖水平小于10.0mmol/l、小于9.0mmol/l、小于8.0mmol/l、小于

7 .0mmol/l、小于6 .9mmol/l、小于6 .8mmol/l、小于6 .7mmol/l、小于6 .5mmol/l、小于

6.4mmol/l、小于6.3mmol/l、小于6.2mmol/l、小于6.1mmol/l或小于6.0mmol/l。

[0556] 细胞疗法

[0557] 本发明范围内还包括通过细胞疗法治疗人或非人动物患者的方法。这里的术语"

动物"表示所有哺乳动物。患者可能处于任何发育阶段，包括胚胎和胎儿阶段。例如，患者可

以是成年人，或者疗法可以用于儿科用途(例如，新生儿、儿童或青少年)。这种细胞疗法包

括通过任何适当的方式将根据本发明产生的细胞或类器官施用给患者。具体地，这种治疗

方法涉及受损组织的再生。如本文所用的术语"施用"是指公认的施用形式，例如静脉内或

注射，以及通过移植施用，例如通过手术移植、接枝或移植源自根据本发明的细胞或类器官

的组织工程化细胞群。在细胞的情况下，可以对个体进行全身施用，例如，通过经由胸导管

输注到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动脉、锁骨下静脉，经由上腔静脉输注到心脏，或输注到腹膜腔、

随后经由膈下淋巴管迁移细胞，或经由输注到肠动脉血液供应(例如进入上肠系膜动脉或

下肠系膜动脉)直接进入肠道位点。

[055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每次输注施用104至1013个细胞/100kg人。优选地，可以每

100kg人静脉内输注约1-5x104至1-5x107个细胞。更优选地，可以每100kg人静脉内输注约

1x104至10x106个细胞。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提供了单次施用细胞或类器官。在其他实施方案

中，使用多次施用。可以在初始治疗方案中提供多次施用，例如连续3-7天，然后在其他时间

重复施用。

[0559] 如本文所解释的，还可以从表达Lgr5的单个细胞中获得类器官。可通过引入如本

文所定义的核酸构建体来修饰该单细胞，例如以校正遗传缺陷或突变。还可以根据需要特

异性地消除表达，例如使用siRNA。待表达的潜在多肽可以是代谢疾病中所缺乏的那些多肽

种的任一种，包括例如代谢性肝病中的多肽缺乏，例如AAT(α抗胰蛋白酶)。为了阐明生理

学，我们还可以表达或灭活Wnt、EGF、FGF、BMP或notch通路中涉及的的基因。

[0560] 本领域技术人员清楚的是，基因疗法可另外用于旨在修复受损或患病组织的方法

中。例如，可以使用腺病毒或逆转录病毒基因递送媒介物来向干细胞递送遗传信息，如DNA

和/或RNA。技术人员可以替换或修复基因疗法中靶向的特定基因。例如，可以将正常基因插

入基因组内的非特异性位置以替换非功能性基因。在另一个实例中，异常基因序列可以通

过同源重组替换为正常基因序列。或者，选择性反向突变可使基因恢复其正常功能。另一个

例子是改变特定基因的调控(基因打开或关闭的程度)。优选地，干细胞通过基因疗法方法

离体治疗，随后转移至哺乳动物，优选需要治疗的人。例如，在移植入患者之前，类器官-来

源的细胞可以在培养基中进行遗传修饰。

[0561]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上皮干细胞的类器官或群用于医学，例如，用于治疗病

症、病状或疾病和/或用于再生医学。

[0562]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例如，如果将类器官用于再生医学，该方法可以从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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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或从其中细胞或组织片段是自体的或同种异体的组织片段开始。仍可能需要某种程度

的患者匹配来防止排斥问题。用于使组织排斥最小化的技术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已

知的。

[0563] 在将类器官和/或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的实施方案中，将细胞施用于支架中可能

是有利的。因此，提供了一种支架，其包含一种或多种本发明的类器官或源自所述类器官的

细胞。支架提供二维或三维网络。用于这种支架的合适的合成材料包括选自多孔固体、纳米

纤维和水凝胶的聚合物，例如如包括自组装肽的肽，由聚乙二醇磷酸酯、聚乙二醇富马酸

酯、聚丙烯酰胺、聚羟乙基甲基丙烯酸酯、聚醋酸纤维素组成的水凝胶，和/或其共聚物(参

见，例如，Saha等人.(2007)Curr  Opin  Chem  Biol .11(4):381-387；Saha等人(2008)

Biophysical  Journal  95:4426-4438；Little等人(2008)Chem.Rev  108:1787-1796)。如本

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机械性质，例如如支架的弹性影响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和迁移。优选

的支架包含可生物降解的(共)聚合物，其在受试者中移植后被天然存在的组分替代，例如

以促进组织再生和/或伤口愈合。进一步优选所述支架在受试者中移植后基本上不诱导免

疫原性响应。所述支架补充有天然、半合成或合成配体，其提供干细胞增殖和/或分化和/或

迁移所需的信号。在优选的实施方案中，所述配体包含确定的氨基酸片段。所述合成聚合物

的实例包括 F127嵌段共聚物表面活性剂(BASF)和 (Johnson和

Johnson)。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细胞在支架中培养。在其他实施方案中，将它们培养，然后加

入到支架中。

[0564] 本发明的用途可以使用单一的类器官，或者它们可以使用一种以上的类器官，例

如，2、3、4、5、10、15、20、30、50、100、200或更多种类器官。有利地，本发明的方法允许在短时

间内产生大量的类器官和上皮干细胞，因为它们导致指数生长，从而确保足够的细胞可用

于目标应用。在本文中提及“治疗方法”或“用于治疗的方法”的任何地方，例如涉及类器官

或从本发明的类器官获得的细胞，这同样也指“用于治疗用途”的类器官或细胞”和“用于制

造药物用途”的类器官或细胞。

[0565] 人造器官

[056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提供了分化的类器官或来源于分化的类器官的细胞在人造器

官中的用途。可以通过其它地方解释的方法体内移植人造器官。可替代地，人造器官可以是

离体的。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离体人造器官可以例如经由血液供应与患者相连。例如，可以

将包含分化的类器官的人造器官用作血液透析机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将分化的类器官用

于支持具有患病的或损伤的上皮组织的患者。

[0567] 肠类器官和细胞群的用途

[0568] 如本实施例所示，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和方法增强了从胃获得的祖细胞向肠内分

泌细胞命运的分化。

[0569]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提供了肠类器官或从肠类器官获得的细胞，用于

医学例如用于治疗胃病症、病状或疾病，或用于再生医学。

[0570] 本发明还提供了用于治疗糖尿病(如I型或II型)、囊性纤维化和炎性肠病(如克罗

恩病)的肠类器官或从肠类器官获得的细胞，其中所述治疗任选地包括将类器官或从胃类

器官获得的细胞移植到有需要的患者体内。

[0571] 胃类器官和细胞群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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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2] 用于培养胃细胞的方法描述于WO  2010/090513中。设想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和方

法将增强从胃获得的祖细胞向肠内分泌细胞命运的分化。

[0573]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提供了胃类器官或从胃类器官获得的细胞，用于

医学例如用于治疗胃病症、病状或疾病，或用于再生医学。

[0574] 本发明还提供了胃类器官或从胃类器官获得的细胞，用于治疗胃炎、萎缩性胃炎、

幽门狭窄、胃癌或消化性溃疡，其中所述治疗任选地包括将类器官或从胃类器官获得的细

胞移植到有需要的患者体内。

[0575] 胰腺类器官和细胞群的用途

[0576] 培养胰腺细胞的方法描述于WO2010/090513中。设想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和方法

将增强获自胰腺的上皮干细胞的分化。

[0577]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提供了胰腺类器官或获自胰腺类器官的细胞在

医学中的用途，例如在治疗胰腺病症、病况或疾病中的用途或者在再生医学中的用途。

[0578] 本发明还提供了胰腺类器官或获自胰腺类器官的细胞在治疗糖尿病(例如I型或

II型糖尿病)、胰腺炎、胰腺癌或囊性纤维化中的用途，其中治疗任选地包括将类器官或获

自胰腺类器官的细胞移植进有需要的患者中。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移植的细胞是胰岛素分

泌细胞。在其它实施方案中，细胞是在移植进胰岛素分泌细胞后进一步成熟的祖细胞。

[0579] 肺类器官和细胞群的用途

[0580] 用于培养肺细胞的方法描述于WO  2016/083613中。设想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和方

法将增强从肺获得的上皮干细胞向肠内分泌细胞命运的分化。

[0581]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提供了肺类器官或从肺类器官获得的细胞，用于

医学例如用于治疗肺病症、病状或疾病，或用于再生医学。

[0582] 本发明还提供了肺类器官或从肺类器官获得的细胞，用于治疗小细胞肺癌或非小

细胞肺癌(例如腺癌、鳞状细胞癌或大细胞癌)、间质性肺病、肺炎(例如组织性肺炎)、肺结

核、囊性纤维化、支气管炎、肺纤维化、结节病、II型增生、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哮喘、肺

水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喘息、支气管扩张、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或尘肺病。本发明还提供了肺类器官或从肺类器

官获得的细胞用于治疗由病原体如腺病毒、冠状病毒(例如SARS-CoV或MERS-CoV)、人偏肺

病毒、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汉坦病毒、肠道病毒(例如肠道病毒

D68(EV-D68))、百日咳博德特氏菌(Bordetella  pertussis)、肺炎衣原体(Chlamydophila 

pneumoniae)、白喉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um  diphtheria)、伯氏考克斯体(Coxiella 

burnetii)、流感嗜血杆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卡他莫拉菌(Moraxella  catarrhalis)、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 ureus)、链球菌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或化脓性链球菌

(Streptococcus  pyogenes)引起的病原性疾病。

[0583] 静止Lgr5+干细胞

[0584] 静止Lgr5+干细胞存在于体内，但之前未在体外产生。本发明人惊奇地发现EGFR通

路的抑制可以在体外诱导Lgr5+干细胞的静止。

[0585] 因此，本发明提供了用于诱导Lgr5+干细胞中的静止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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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6] 用一种或多种EGFR通路抑制剂处理细胞。

[058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该方法是体外方法。

[0588] 本发明还提供了通过诱导本发明的Lgr5+祖干细胞静止的方法获得的静止干细胞

群，其中所述细胞表达Lgr5和Lef1并且不表达KI67和M期标志物磷酸化组蛋白H4。

[0589] 本发明还提供了包含本发明的静止干细胞群的体外培养物。

[059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静止状态维持至少5天、至少6天、至少7天、至少8天、至少9天

或至少10天。因此，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静止状态维持至少7-10天。

[0591] 本发明的静止干细胞群具有多种优点和应用。例如，静止干细胞群可以存储(例如

在冰箱中)并且它将比非静止干细胞群更有效地再生。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静止干

细胞群用于研究干细胞的细胞周期或鉴定诱导干细胞进入细胞周期的分子。

[0592] 缩写词

[0593] β-TrCP：含有β-转导蛋白重复的蛋白

[0594] BME：基底膜提取物

[0595] Cck：胆囊收缩素

[0596] CHGA：嗜铬粒蛋白A

[0597] DAPI：4',6-二脒基-2-苯基吲哚

[0598] EdU：5-乙炔基-2’-脱氧尿苷

[0599] EEC：肠内分泌细胞

[0600] GIP：胃抑制蛋白

[0601] GLP-1：胰高血糖素-样蛋白1

[0602] GSK-3：糖原合成酶激酶3

[0603] IDMI：IWP2、DAPT和MEK抑制剂

[0604] LGR：含有富亮氨酸重复的G蛋白偶联受体

[0605] LRP：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

[0606] Nts：神经降压素

[0607] PP1：蛋白磷酸酶1

[0608] PP2A：蛋白磷酸酶2A

[0609] PP2C：蛋白磷酸酶2C

[0610] Sct：分泌素

[0611] Sst：生长激素抑制素

[0612] 定义

[0613] 如本文所用的动词“包含”及其变形以其非限制性含义使用，意为包括该单词之后

的项目，但不排除未具体提及的项目。此外，如果需要，动词“由……组成”可以由“基本上

由......组成”代替，意为本文限定的产品可以包含除具体标识组份之外的其它组分，所述

其它组分不改变本发明的独特性。此外，如本文所限定的方法可以包含除具体标识的步骤

之外的其它步骤，所述其它步骤不改变本发明的独特特性。此外，不定冠词“一个/一种(a/

an)”对元素的引用不排除存在多于一个/多于一种元素的可能性，除非上下文明确要求存

在一个/一种且仅一个/一种元素。因此，不定冠词“一个/一种(a/an)”通常意为“至少一个/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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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4] 如本文所用的术语“约”或“大约”意为所呈现的值可以变化+/-10％。该值也可以

作为精确值被读取，因此可以省略术语“约”。例如，术语“约100”涵盖90-110，并且也涵盖

100。

[0615] 在此将本说明书中引用的所有专利和参考文献均通过引用整体并入。

[0616] 提供以下实施例仅用于说明目的，并不旨在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617] 术语“肠”涵盖结肠和小肠。

[0618] 附图描述

[0619] 图1.EGFR抑制诱导肠类器官中的细胞周期退出。(A)实验设置。在BME中涂铺后一

周，将类器官用EGFR(或MEK/ERK抑制剂)或DMSO处理。处理后1(d1)、2(d2)、4(d4)或7(d7)收

集样品。从处理步骤开始重复该程序以进行重新涂铺实验。(B)对照(ENR)或EGFR抑制

(EGFRi)4天后的肠类器官。EGFRi处理后Lgr5GFPiresCreER荧光增加。RFP通道用于显示本底。下

面图是明场图像。(C)肠类器官的细胞周期的分析。在处死前1小时施用EdU。对照(ENR)类器

官连续掺入EdU(上图)并表达KI67(下图)，而EGFRi处理的类器官随时间退出细胞周期。(D)

C的定量。(E)对照或EGFRi处理的类器官的DNA含量的HOECHST分析。左手峰是EGFRi处理的

类器官，并且右手峰是ENR培养基中的对照类器官。右边的条显示3个独立实验的定量。条形

的顶部条带代表G2/M期的细胞，条形的中间条带代表S期的细胞，并且条形的底部条带代表

G 0/G 1期的细胞。(F)在培养基中重新引入EGF后肠类器官的细胞周期的分析。(G)

Lgr5GFPiresCreER+细胞在EGFRi处理4天后退出细胞周期。磷酸化-组蛋白H3(pH3)染色用于可

视化M期。底部的图表显示了定量。DAPI用于可视化细胞核。比例尺＝50μm。

[0620] 图2.EGFR信号传导诱导的细胞周期退出是由MAPK信号传导通路介导的。(A)EGFR

抑制后ERK磷酸化的组织学分析。pERK的快速损失逐渐超过24小时，但在48小时内保持低水

平(上图)。该时期与类器官的细胞周期退出一致(KI67染色，下图)。(B)使用阿法替尼对Mek

或Erk的单一抑制以及同时抑制EGFR和ErbB-2产生与吉非替尼诱导的EGFR抑制相似的结

果。在处死前1小时将EdU加入培养基中。中图显示来自Lgr5GFPiresCreER等位基因的内源

性GFP表达。下图是明场图像。DAPI用于可视化细胞核。比例尺＝50μm。

[0621] 图3.谱系追踪表明qLgr5+细胞是干细胞。(A)实验设置。在解离后7天，将类器官重

新涂铺在ENR(对照)或EGFRi培养基中的BME内。处理后4天，用4’OH他莫昔芬(T)诱导重组16

小时，并恢复EGF信号传导。将类器官在他莫昔芬诱导后4或12天收集，或在ENR中重新涂铺2

轮。(B)重组(YFP+)细胞产生CHGA+EEC、LYZ+帕内特细胞(左图)或Tuft细胞(通过其顶端肌

动蛋白和乙酰化微管蛋白致密束鉴定)(右图)。追踪活性(上图)和静止(下图)Lgr5+细胞。

(C)B的定量。每个条中的底部带是CBC，紧接在底部带上方的带是EEC，上面的下一个带是

Paneth，上面的下一个带是Tuft并且每个条中的顶部带是Rest。(D)重组的(通过X-Gal染色

鉴定)活性(左上图)和静止(左下图)Lgr5+细胞产生显示多能性的整个类器官。重组的

Dclk1+细胞(右图)在任一条件下均未扩增。比例尺＝50μm。

[0622] 图4.RNA测序鉴定了qLgr5+和aLgr5+干细胞之间的关键分子差异。(A)使用来自对

照(ENR)或EGFR抑制(EGFRi)条件的Dclk1GFPiresCreER(Dclk1)等位基因，使用Lgr5GFPDTR

(Lgr5DTR)、Lgr5GFPiresCreER(Lgr5GFP)和Tuft细胞对分选的Lgr5+细胞的整个转录物进行分层

聚类。加入对照类器官作为参考。(B)主组分分析(PCA)。(C)显示活性和静止Lgr5细胞的比

较的火山图。X轴显示调整的p值(q值，以-log10计)，并且y轴显示倍数变化(以log2计)。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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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表示错误发现率(FDR)小于0.01的基因，黑点表示没有显著变化的基因。(D)显示在Lgr5+

细胞中通过EGFR抑制差异调控的基因的热图。颜色表示每行(基因)的z值。(E)显示标志基

因的标准化表达值的箱形图。(F)显示单个活性和静止Lgr5+细胞的整个转录组的Pearson

相关性的k均值聚类的热图。

[0623] 图5.高纯度EEC培养的推导。(A)EEC(CHGA)和帕内特细胞(LYZ)的标志物分析。将

类器官用Notch抑制剂DAPT(D)、Wnt分泌抑制剂IWP-2(I)、吉非替尼(EGFRi)或这些处理的

组合处理4天。DMSO用作对照。(B)抑制Mek信号传导(Meki)连同Wnt和Notch信号传导通路同

样地增加EEC细胞数。深灰色和浅灰色V形箭头分别指向图的左半部分中高SCT和高GIP表达

的区域。深灰色和浅灰色V形箭头分别指向图的左半部分中高CCK和高SST表达的区域。胃抑

制蛋白(GIP)、分泌素(SCT)、生长激素抑制素(SST)和胆囊收缩素(CCK)阳性细胞数量急剧

增加。(C)在类器官中EEC相关标志基因表达的qPCR分析。EI:EGFRi和MI:Meki。比例尺＝50μ

m。误差棒表示标准偏差。

[0624] 图6.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诱导的EEC之间的异质性。(A)热图，其显示来自Meki

和EGFRi实验的个体活类器官细胞的整个转录组的Pearson相关性的k均值聚类。数字表示

聚类。颜色代码为整个细胞转录组的Pearson相关性。(B)描绘由细胞群表达的个体细胞和

标志基因的t-SNE图。(C)显示各基因的log2转化的颜色编码转录物计数的t-SNE图。(D)显

示聚类2、5、6和7中各基因的彩色编码转录物计数的热图。

[0625] 图7.生态位信号传导通路在Lgr5+细胞增殖中的作用。(A)FACS图，其显示内源性

Lgr5GFPDTR荧光(上图，x轴)和KI67efluor660免疫染色(下图，x轴)。使用PL3通道(y轴)来区分本

底。门显示出就野生型对照而言的阳性细胞。(B)使用Lgr5GFPiresCreER和Rosa-TOPCFP等位基因

的对照(ENR)和EGFR抑制的(EGFRi)类器官的明场(上图)和荧光(下图)图像。RFP通道用于

区分本底。(C)EGFRi处理后4天Lgr5GFPiresCreER+细胞的标志基因分析。浅灰色和深灰色V形箭

头分别指向左手图像中的高CHGA和LYZ表达的区域。在中间和右手图像中，浅灰色V形箭头

指向高鬼笔环肽表达的区域。(D)4天EGFRi处理的类器官中标志基因表达的qPCR分析。(E)

与各对照(DMSO处理的，培养相同天数)相比，重新引入EGF信号传导1(d1)、3(d3)或5(d5)天

后标志蛋白阳性细胞的相对数量。(F)EGF撤除(NR)或EGFRi处理(2xNR+EGFRi)的重复循环

后EGF引入后的类器官的细胞周期进入。(G)F的定量。比例尺＝50μm。误差棒表示标准偏差。

要点：ENR＝EGF、头蛋白和R-spondin1；-R＝R-spondin1撤除；-N＝头蛋白撤除；EGFRi＝

EGFR信号传导的抑制(使用吉非替尼，同时从培养基中撤除EGF)。

[0626] 图8.EGFRi处理后类器官的细胞组成。(A)对照(ENR)或EGFRi处理的类器官的石蜡

切片上的阿尔新蓝、PAS和粘蛋白2(MUC2)染色。(B)对帕内特细胞(LYZ)和EEC(CHGA)标志物

进行的整个类器官染色的3D重建。与对照相比，两种细胞类型在EGFRi处理的类器官中更集

中(下图)。右边的图表提供了定量。(C)与对照(左图)相比，使用Dclk1GFPiresCreER等位基因的

内源荧光可视化的Tuft细胞数在EGFRi处理后增加(右图)。GFP荧光不与EEC(CHGA)或帕内

特细胞标志物(LYZ)重叠。比例尺＝50μm。

[0627] 图9.Lgr5+细胞特征的基因本体(GO)注释和单细胞分析。(A)在Lgr5细胞中EGFRi

处理后下调的基因的GO注释分析(使用Revigo)。与静止Lgr5+细胞相比，细胞周期和分裂相

关注释以及小分子生物合成(均与细胞周期进程相关)的活性显著更高。x轴表示p值(-

log10)，y轴表示GO注释集的大小。(B)t-SNE图显示测序的Lgr5+细胞的分布。(C)t-SNE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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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显示分别用于鉴定Paneth和Tuft细胞的Lyz和Dclk1mRNA的log2转化的彩色编码转录物

水平。

[0628] 图10.诱导的EEC类器官的单细胞测序的初步分析。(A)t-SNE图，其显示由RaceID

鉴定的聚类的分布。(B)t-SNE图，其比较源自IDEGFRi和IDMeki实验的细胞分布。(C)t-SNE

图，其显示用于鉴定肠上皮细胞的Apoa1mRNA的log2转化的彩色编码转录物水平。

[0629] 肠祖细胞命运概述。肠祖细胞可以分化成许多细胞类型，如肠上皮细胞、杯状细

胞、帕内特细胞或肠内分泌细胞。先前已知Notch激活与Wnt抑制相结合促进肠上皮细胞分

化。还已知Notch抑制与Wnt激活相结合可促进帕内特细胞分化。此外，已知Wnt和Notch抑制

可以促进杯状细胞分化。然而，之前对如何增强肠内分泌细胞分化缺乏了解。

[0630] 图11.EEC培养物的组成。用IDMI分化培养基处理导致分化主要偏向肠嗜铬细胞分

化。每个类器官的EEC绝对增加主要是肠嗜铬细胞。产生GLP1、CCK、NTS、STT和GIP的细胞存

在的程度较小。

[0631] 图12.qPCR结果，显示不同EEC分化方案中的信使RNA水平。条形图显示相对于对照

的各种EEC标志物的倍数mRNA表达。BMP通路的激活以TAC1(肠嗜铬细胞的标志物)为代价选

择性地增强分泌素信使RNA。BMP4用于激活BMP通路，并且以10μg/ml的浓度存在。基本条件：

IDMI(IWP2、DAPT和MEK抑制剂)。MHY1485是mTOR激活剂，其在5μM的浓度下进行测试。

Vismogenib是一种Hedgehog抑制剂(特别是Smoothened抑制剂)，其在5μM的浓度下进行测

试。

[0632] 图13.不同肠内分泌分化方案中分泌素和GIP的染色。BMP通路的激活大大增加了S

细胞的数量。

[0633] 图14.不同肠内分泌分化方案中血清素的染色。BMP通路的激活减少了肠嗜铬细胞

的数量。

[0634] 图15.qPCR结果显示与标准分化培养基相比，EEC分化方案中不同EEC标志物的信

使水平的log2-变化。EEC分化培养基大大增加了人类器官中EEC的数量，但不会增加帕内特

细胞中EEC的数量。

[0635] 图16.在不同肠内分泌分化方案中的CHGA表达。

[0636] 图17.Notch、Wnt和MEK的三重抑制产生富含EEC的培养物。观察到每个类器官30-

80％CHGA+细胞。

[0637] 图18.EEC培养物中的激素表达。EEC的所有不同亚型都存在于IDMI培养物中并表

达单一激素。有些细胞是CHGA-但对激素是阳性的。

[0638] 图19.EEC在培养中分泌激素。收集2天培养基用于-毛喉素结果。然后用毛喉素诱

导培养物1小时，并收集培养基用于+毛喉素结果。

[0639] 图20.Tac1、GLP1和分泌素免疫反应细胞在肠隐窝和绒毛中的差异定位。A-C)PYY-

GLP1双阳性细胞位于隐窝中，而绒毛中的L细胞则失去了GLP1的表达。D-E)表达血清素的隐

窝中的肠嗜铬细胞共表达Tac1。绒毛中的Tac1表达缺失，其中肠嗜铬细胞开始共表达分泌

素。

[0640] 图21.BMP信号传导是绒毛激素特征的驱动因子。A)肠内分泌细胞分化(Wnt、Notch

和MAPK的抑制)培养基，其中Bog信号传导被头蛋白的存在所抑制，产生一种令人联想到隐

窝的激素特征：分泌素不存在，并且血清素+EEC总是共表达Tac1。排除头蛋白和将BMP4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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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分化混合物(定义为EEC  BMP高)，大大降低了GLP1数量以及Tac1。单一血清素+肠内分泌

细胞，以及分泌素+细胞，出现在该培养基中。B)A)的定量C)BMP低或高EEC分化培养基中小

肠类器官的明场图像。GCG-Venus报告子用于跟踪GLP1阳性细胞。尽管不同的分化方案产生

形态学上难以区分的类器官，但是在BMP激活的背景中GLP1表达大大降低。

[0641] 图22.体内BMP信号传导的抑制导致GLP1+区室的扩增，并抑制分泌素表达。A)通过

用LDN193189口服管饲小鼠进行的60小时治疗导致GLP1数量增加。GLP1由绒毛中的L-细胞

广泛表达，其不总是共表达PYY。B)与对照处理相比，BMPR抑制的小鼠的绒毛中的分泌素大

大减少。

实施例

[0642] 材料和方法

[0643] 类组织培养

[0644] 基础培养基(先进的杜尔贝科改良伊格尔培养基/F12，补充有青霉素/链霉素、

10mM  HEPES、Glutamax、B27[Life  Technologies ,Carlsbad ,CA]和1mM  N-乙酰半胱氨酸

[Sigma])补充有50ng/ml鼠重组表皮生长因子(EGF；Peprotech ,Hamburg ,Germany)、R-

spondin1(条件培养基，5％终体积)和头蛋白(条件培养基，5％终体积)，称为‘’ENR”培养

基。使用用HA小鼠Rspo1-Fc(来自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Calvin  Kuo的馈

赠)稳定转染的HEK293T细胞或用小鼠头蛋白-Fc表达载体瞬时转染后产生条件培养基。先

进的杜尔贝科改良伊格尔培养基/F12(补充有青霉素/链霉素和Glutamax)适应1周。将细胞

涂铺于BME(Trevigen)中。为了抑制EGF信号传导，用吉非替尼(5μM；Santa  Cruz 

Biotechnology)处理细胞，并从培养基中取出EGF。用IWP-2(1 .5μM；Sigma  Aldrich)抑制

Wnt分泌并用DAPT(1mM,Sigma  Aldrich)抑制Notch。所有处理均在传代类器官后5天进行。

对于EGFR再激活实验，将类器官重新涂铺于新鲜BME和ENR培养基中以确保洗去EGFR抑制

剂。为了诱导Cre-ERT活性，用4-羟基它莫西芬(1uM)处理类器官过夜。用相似浓度的化合物

溶剂二甲基亚砜(DMSO)处理所有对照类器官。在处理期间，使用EVOS显微镜(Electron 

Microscopy  Sciences)对细胞成像。

[0645] 为了诱导肠内分泌分化，将细胞培养在ENR或ENR加丙戊酸和CHIR99021中(Yin等

人(2014)Nature  methods  11:106-112)。培养5天后，除去培养基，并用PBS洗涤类器官。用

于EEC分化的混合物包括：IWP2(1.5μM；Sigma  Aldrich)、DAPT(1mM,Sigma  Aldrich)和MEK

抑制剂PD0325901(5μM；Sigma  Aldrich)。

[0646] 免疫染色

[0647] 通过将基质胶轻轻溶解在冰冷的PBS中收集整个类器官，随后在4℃下在4％多聚

甲醛中固定过夜。接下来，将类器官透化并在含有0,5％Triton  X-100和2％正常驴血清

(Jackson  ImunoResearch)的PBS中在室温下封闭30分钟。将类器官在室温下在含有一抗的

封闭缓冲液中孵育2小时。使用的一抗是兔抗溶菌酶(1:500；DAKO)、山羊抗嗜铬粒蛋白A(1:

500；Santa  Cruz)、小鼠抗Ki67(1:250；BD  Pharmingen)、兔抗磷酸化-组蛋白3(pH3Ser10,

1:1000；Millipore)、小鼠抗细胞角蛋白20(1:1000；Dako)、山羊抗胆囊收缩素(sc-21617,

1:100；Santa  Cruz)、兔抗神经降压素(sc-20806,1:100；Santa  Cruz)、山羊抗分泌素(sc-

26630,1:100；Santa  Cruz)、山羊抗生长激素抑制素(sc-7819,1:100；Santa  Cruz)、兔抗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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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蛋白(ab22624-50,1:500,Abcam)、兔抗胰高血糖素如肽1(ab22625,1；500,Abcam)和小

鼠抗乙酰化微管蛋白(1:100；Santa  Cruz)。将类器官与相应的二抗Alexa488、568和647缀

合的抗兔、抗山羊和抗小鼠(1:1000；Molecular  Probes)一起在含有DAPI(1；1000 ,

Invitrogen)封闭缓冲液中孵育，或与鬼笔环肽德克萨斯红(Phalloidin  Texas  Red，1:

1000；Life  technologies)一起孵育。在与EdU(10uM)预孵育1小时后，使用Click-iT测定试

剂盒(Thermo  Fisher)可视化EdU掺入。如前所述进行LacZ染色(Barker等人.(2007)Nature 

449(7165):1003-7)。将切片包埋在Vectashield(Vector  Labs)中，并使用Sp5和Sp8共聚焦

显微镜(Leica)成像。使用ImageJ软件进行图像分析。

[0648] FACS分选

[0649] 对于LGR5和KI67表达的FACS分析，在37℃下胰蛋白酶处理15分钟后(TrypLE 

Express；Life  Technologies,Carlsbad,CA)，Lgr5GFPDTR类器官首先通过机械破碎解离成单

细胞。使用4％多聚甲醛将单细胞固定在冰上30分钟，并在PBS中洗涤3次。将细胞在含有0,

5％Triton  X-100的PBS中透化30分钟，并用eFluor-660缀合的大鼠抗KI67(1:1000；

eBioscience)抗体在冰上染色30分钟。对于细胞周期分析，将细胞在1ug/ml  Hoechst 

33342(ThermoFisher)中染色。随后，在BD  FACS  Calibur(BD  Biosciences)上分析染色的

细胞。

[0650] 为了进行表达分析，将类器官解离并立即在BD  FACS  Aria(BD  Biosciences)上分

选。将细胞在96孔板中的Trizol内分选为单细胞，或在eppendorf管中的Trizol内批量分

选。

[0651] RNA分离

[0652] 对于RNA测序，将细胞分选到Trizol(Life  Technologies)中，并根据具有以下改

变的制造商的说明分离总RNA。将RNA在-20℃下用2ug糖原(Life  Technologies)沉淀过夜。

没有额外的RNA分离步骤用于分选到384孔中的细胞。对于定量PCR分析，使用RNAeasy试剂

盒(QIAGEN)按照制造商的方案中指导从类器官中分离RNA。

[0653] 定量PCR

[0654] 使用如所述的SYBR-Green和Bio-Rad系统进行PCR分析(Munoz等人(2012)The 

EMBO  Journal  31:3079-3091)。PCR反应一式三份进行，每个引物具有标准曲线。使用CFX管

理器软件(Bio-Rad)计算表达的变化。使用NCBI引物设计工具设计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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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5]

[0656] 单细胞和批量测序

[0657] 如前所述，使用修改形式的CEL-seq方案制备RNA样品(Grun等人(2015)Nature 

525:251-255；Hashimshony等人(2012)Cell  reports2:666-673)。将ERCC加标物加入

Trizol溶液中。将RNA沉淀溶解在引物混合物中并在70℃下孵育2分钟。将分选到384孔中的

细胞在65℃下直接裂解5分钟。使用75-bp配对末端测序在Illumina  NextSeq500上对cDNA

文库进行测序。

[0658] RNA测序数据的分析.如前所述(Grun等人(2015)Nature  525:251-255)除了以下

例外定量配对末端读段。与多个位置没有对齐或对齐的读段被丢弃。对于批量测序的分析，

忽略了UMI；相反，每个转录物的读段计数由唯一作图至该转录物的读段确定。这个计数除

以作图至所有转录物的读段总数，再乘以100万，以生成每百万读段(RPM)计数。使用RPM优

先于RPKM，因为CEL-seq仅允许3'末端测序。使用R平台中的DESeq包评估差异基因表达

(Anders和Huber(2010)Genome  biology  11:R106)。使用的截止值是调整的p值<0,1和FDR<

0,1并且与比较的群体的差异至少为2倍。为了防止没有读段的样品禁用比率分析，在比率

计算和log2转换之前将所有0读段转换为0,1读段。使用Revigo(Supek等人(2011)PloS  one 

6:e21800)和Gorilla(Eden等人(2009)BMCbioinformatics  10:48)软件进行基因本体分

析。如前所述分析单细胞测序数据(Grun等人(2015)Nature  525:251-255)。

[0659] 实施例1

[0660] 为了理解Lgr5+干细胞是如何保持循环的，我们操纵关键信号传导通路在腺窝生

态位中活跃。用抗KI67抗体(在所有细胞周期阶段中循环细胞的标志物)对Lgr5GFPDTR类器官

进行的流式细胞术分析证实大多数Lgr5+细胞循环(图7)。我们使用两种独立的方法抑制

Wnt信号传导；i)IWP-2处理抑制帕内特细胞分泌Wnt3，和ii)从培养基中撤除R-spondin1导

致卷曲受体从细胞表面丧失。R-spondin1撤除立即导致Lgr5GFP表达缺失(图7A)。IWP处理引

起较温和的Wnt抑制，其依赖于通过增殖稀释配体。Lgr5GFP表达逐渐下调，而干细胞分化。然

而，剩余的Lgr5GFP细胞维持KI67表达(63.5±2.8％对比对照中的94.4±2.1％)。撤除BMP抑

制剂头蛋白或加入Notch抑制剂DAPT均诱导GFP+细胞数量迅速减少，但不影响剩余Lgr5细

胞的增殖(头蛋白撤除中为82.3±1.4％，DAPT中为45.1±10％)(图7)。接下来，我们使用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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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替尼抑制EGFR信号传导，同时从培养基中撤除EGF(EGFRi处理，图7)。虽然Lgr5GFP表达持

续存在，但Lgr5细胞最终丧失KI67表达(13.1±1.0％)，表明从细胞周期退出。

[0661]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与EGFR抑制相关的早期事件(图1A)。尽管类器官的‘绒毛’区室

广泛凋亡，但类似于含有Lgr5+(Lgr5GFPiresCreER)细胞的隐窝结构的芽持续长达一周(图1B)。

我们使用Lgr5GFPDTR等位基因(Tian等人(2011)Nature  478:255-259)证实了这些结果，证实

了CBC在没有EGF信号传导的情况下存活(图7)。在EGFRi处理4天后，Lgr5+细胞组成44.4±

0.8％(对照中13.6±6.5％)的类器官(图7)。TCFCFP(RosaTCF-CFP)Wnt报告子等位基因(Serup

等人(2012)Disease  models&mechanisms5:956-966)证实Wnt信号在非增殖性Lgr5细胞中

保持较高(图7)。KI67蛋白在最初的24小时内持续存在，但从48小时开始丢失(图1C和图

1D)。使用EdU的短脉冲作为复制其DNA的细胞的量度，我们发现EGFRi早在24小时就导致DNA

复制快速停止，持续至少一周(图1C和图1D)。与退出S期并最终退出细胞周期一致，使用

Hoechst  DNA染色标记EGFRi处理的类器官的DNA含量证实所有细胞处于G0/G1期(图1E)。在

EGFRi处理后4天，EGF信号传导的重建在24小时内诱导快速细胞周期进入(KI67+)并在48小

时内进展至S期(EdU+)(图1F和图7)。即使在第二轮EGFRi处理后，静止的Lgr5细胞也进入细

胞周期(图7)。

[0662] 然后，我们进一步细化了非分裂的EGFRi诱导的Lgr5+细胞的分析。它们缺乏细胞

周期标志物KI67和M期标志物pH3并且不掺入EdU，排除在EGFRi处理期间持续存在的罕见分

裂细胞(图1G)。缺乏溶菌酶(LYZ)和嗜铬粒蛋白A(CHGA)意味着Lgr5+细胞分别地不是分化

的帕内特细胞或肠内分泌细胞(EEC)(图7)。Tuft细胞(肠M细胞)是罕见的机械感觉细胞，也

参与对寄生虫侵袭的响应(Howitt等人(2016)Science351:1329-1333)。它们可以通过其典

型的顶端肌动蛋白束来区分，其标记为乙酰化微管蛋白和鬼笔环肽(Hofer和Drenckhahn

(1996)Hist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105:405-412)。绝大多数Lgr5+细胞不显示

Tuft细胞形态，并且-类似地-Tuft细胞主要是Lgr5-(图7)。定量PCR分析证实Lgr5细胞不分

化成肠上皮细胞、Paneth、EEC、杯状或Tuft细胞(图7)。

[0663] Muc2(粘蛋白2)以及PAS和阿尔新蓝(Alcian  blue)染色以可视化粘液结构显示

EGFRi处理后杯状细胞的数量显著减少(图S2)。大多数分裂TA祖细胞产生成熟的肠上皮细

胞。虽然我们发现EGFRi处理后4天每芽的LYZ+帕内特细胞数和CHGA+肠内分泌细胞数增加，

但任一细胞类型的总数(每个类器官)没有显著改变(图8)。在EGFRi处理后，Tuft细胞的总

数增加(图S2)。我们使用Dclk1GFPiresCreER等位基因证实了这些结果(Nakanishi等人

(2013))，证实EGFRi处理使Dclk1+Tuft细胞的绝对数量增加3.2倍(ENR中为11.3±6 .6，

EGFRi中为35.8±8.8)(图9)。简言之，虽然EGFR抑制影响类器官中的细胞类型组成，但它驱

使Lgr5+细胞进入静止而不诱导分化成肠谱系之一。

[0664] MAPK信号传导是EGFR信号通路的主要下游靶标并调控细胞周期进程。MAPK激酶

(Mek)磷酸化MAPK(Erk)以诱导其核定位和激活。EGFRi处理早在1小时就减少了ERK磷酸化

(图2A)。然而，尽管持续静止，我们观察到48小时内磷酸-ERK(pERK)水平逐渐恢复(图2A)。

我们使用Mek(PD0325901；Meki)或Erk(SCH772984；Erki)的小型抑制剂探询Mek/Erk信号传

导是否对肠干细胞的细胞周期进展至关重要。两种抑制剂都诱导Lgr5+细胞的静止，这意味

着EGFR下游的ERK通路调控Lgr5+细胞的增殖(图2B)。使用抑制EGFR和ErbB2的阿法替尼产

生了类似的结果(图2B)。我们得出结论，通过MAPK信号传导的EGFR抑制足以在肠类器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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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诱导可逆的静止状态。

[0665] 为了测试静止的Lgr5细胞是否保留干细胞潜能，我们使用了Lgr5GFPiresCreER 

Rosa26YFP/LacZ和Lgr5GFPiresCreER  Rosa26tdTomato类器官以跟踪Lgr5+细胞的命运(图3A)。使用

4-OH他莫昔芬(Tmx)的CreER诱导导致快速重组，其可通过YFP(或tdTomato)荧光或LacZ表

达可视化(图3B和图3C)。标记的、分裂的Lgr5细胞在EGFRi处理后产生静止的Lgr5细胞，表

明后者确实来源于活性Lgr5细胞(图3B)。此外，标记的帕内特细胞和EEC的比例在EGFRi处

理后增加(图3B和图3C)。在非EGFRi处理的对照中，重组细胞在传代后产生完整的类器官，

表明干细胞的有效标记(图3D)。在传代和EGF信号传导的再激活后，重组静息Lgr5细胞的后

代持续数代传代并产生类器官(图3D)。这些结果表明，在EGFRi处理后诱导的静止Lgr5细胞

表现为真正的干细胞。

[0666] Tuft细胞是非分裂的，并且可能通过在损伤和肿瘤生长后促进组织再生而显示干

细胞样特性(Nakanishi等人(2013)Nature  Genetics45:98-103)。我们使用源自

Dclk1GFPiresCreER  RosaYFP/LacZ小鼠模型的类器官跟踪Tuft细胞的命运。在正常和EGFRi处理的

类器官中，标记的细胞随时间保持为单细胞(图3C)。当在EGF存在下传代时，标记的细胞丢

失并且对类器官生成没有贡献(图3C)，反驳了在器官样环境中Dclk1+Tuft细胞具有干细胞

潜能。

[0667] 为了更好地理解静止Lgr5细胞的分子特征，我们对FACS-分离的活性(DMSO对照)

和静止(EGFRi处理，d4)Lgr5+干细胞进行了RNA测序。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包括

Lgr5GFPiresCreER(n＝2)和Lgr5GFPDTR(n＝2)等位基因。我们还包括分选的Dclk1GFP  Tuft细胞和

大量的类器官用于比较。分层聚类和主组分分析(PCA)显示Lgr5+细胞彼此更相似，而不是

整个类器官或Tuft细胞(图4A和图4B)。与其细胞周期的差异一致，活性和静止的Lgr5+干细

胞分别聚类(图4A和图4B)。活性和静止Lgr5细胞之间的差异基因表达分析揭示了533个差

异调控的基因，其中290个富含静息Lgr5细胞(FDR<0 .01，图5C)。ERK通路的转录效应子

(Etv4[7.7x,p-adj<0.001]和Etv5[7.7x,p-adj<0.001])在静止的Lgr5+干细胞中被下调，

证实了有效的Erk抑制(图4C和4D)。类似地，数种细胞周期相关基因，如Ccnb1(2.1x,p-adj<

0.005)和Ccnb2(1.9x,p-adj<0.05)减少，与G0停滞一致(图4C和S9)。对EGFRi处理后下调的

基因的GO分析证实了细胞周期相关基因的明显缺失(图S9)。静止Lgr5细胞中定义的转录物

之一是Lef1(未在活跃的Lgr5中检测到，p-adj<0,001)，一种Wnt信号传导通路的组分。与我

们的报告子表达一致，我们观察到一些众所周知的Wnt靶基因的显著增加，包括Rnf43

(2.3x,p-adj<0.005)和Lgr5(2x,padj<0.05)(图4D)。独立实验中的定量PCR分析证实了这

些结果(图9)。我们还注意到静息Lgr5细胞中AP-1转录因子家族(Junb、Fos、Fosb)成员的强

烈增加(图4D)。与组织学分析一致，帕内特细胞、肠上皮细胞和杯状细胞特异性基因表达保

持不变。与活性Lgr5+干细胞相比，由EEC及其前体表达的Chga在静止时高7.3倍，尽管低表

达水平的高变异阻碍了进一步的结论(p-val＝0.019和padj＝0.28)。类似地，虽然Dclk1

(6x,p-adj<0.05)和一些其他Tuft细胞标志物在EGFRi处理后增加，但它们在静止Lgr5细胞

中的水平显著低于在Tuft细胞中的水平(图4D)。基因表达的全局变化可能由所有静止的

Lgr5干细胞共享，或者是特定亚群变化的结果。我们最近表明，单个活性Lgr5细胞是相当同

源的(Grun等人(2015)Nature525:251-255)。我们对来自对照或EGFRi处理的类器官的总共

192个FACS纯化的单活性或静止Lgr5细胞进行单细胞测序分析。使用RaceID(Grun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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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Nature  525:251-255)，我们鉴定了含有来自对照和含有活性和静止的Lgr5+细胞

(图9)的EGFRi处理的细胞(图4F)的细胞的单个显著群体(簇1)。次要簇2(四个细胞)和4(一

个细胞)表达Paneth(Lyz1)和Tuft(Dclk1)细胞相关基因，而簇3(一个细胞)类似于簇1(图

9)。因此，静止Lgr5群体是同源的，并且尽管基因表达有一些显著变化，但非常类似于静止

Lgr5细胞。

[0668] 实施例2

[0669] 与增加的Chga和Lgr5表达相结合的静止(如实施例1中所述)使人想起Winton及其

同事描述的保留标记的分泌前体(Buczacki等人(2013)Nature  495:65-69)。这些细胞有效

地分化成EEC，表明Lgr5细胞的细胞周期退出可促进EEC的产生。EEC表达的激素调控多种生

理响应，如胃排空、胰酶释放、情绪和葡萄糖耐受。它们还用于定义亚型(参见介绍)。G蛋白

偶联的味觉受体已被鉴定为激素分泌的调控剂(Janssen和Depoortere(2013)TEM  24:92-

100)。EEC可以直接接触管腔并用微绒毛感知内容物。其他EEC，即所谓的封闭型细胞，没有

管腔内衬并需要刺激其他来源(Janssen和Depoortere(2013)TEM  24:92-100)。它们的基础

过程的长度也变化，并且可以与肠神经元形成突触接触以连接到神经系统。

[0670] 为了建立EEC分化的方案，我们使用静止的Lgr5细胞作为起始点并调节参与分泌

分化的Notch和Wnt信号传导通路。通过DAPT处理(D)抑制Notch信号传导增强了分泌分化，

导致LYZ+帕内特细胞数量的大量增加(图5A)。使用IWP-2(I)与DAPT组合抑制Wnt分泌消除

了帕内特细胞分化并诱导了EEC和杯状细胞(图5A)。EGFRi处理抑制了杯状细胞分化，但帕

内特细胞和EEC免于此(图5A)。EGFR/WNT/Notch通路(IDEGFRi)的联合抑制导致EEC的大量

增加，同时抑制肠上皮细胞、杯状细胞和帕内特细胞分化(图5A)。类似地，抑制Mek与Wnt和

Notch信号通路(IDMeki)一起增加CHGA+细胞数量。不同的EEC亚型在正常肠类器官培养物

中很少见(图5B)。IDMeki处理导致这些EEC细胞类型数量稳健增加。我们使用qPCR来证实这

些结果。泛-EEC(pan-EEC)标志物Chga的表达在IDEGFRi中高25倍，并且在IDMeki处理的类

器官中高超过100倍(图5C)。巧合的是，在IDEGFRi处理后，Sst(55x)、Gip(14x)、Sct(5x)、胆

囊收缩素(15x)和胰高血糖素(Gcg/胰高血糖素原,4x)mRNA的表达上调，与IDMeki趋势类似

(图5C)。Nts是分析的唯一激素，以对照水平表达。因此，我们的方案成功地产生了大量的

EE C和表达一组调控哺乳动物生理学的激素的各种亚型(Eg e r o d等人 (2 0 1 2)

Endocrinology153:5782-5795)。

[0671] 为了阐明EEC诱导的类器官的细胞组成和各个ECC的激素表达的异质性程度，我们

进行了单细胞RNA测序分析。我们从IDEGFRi和IDMeki处理的类器官中分选了活的单细胞

(没有额外的标志物)。在通过我们过滤的289个细胞中，我们鉴定了94个细胞的簇为富含

Aldob(4.9x,p-adj<0.001)、Apoa1(12.6x,p-adj<0.001)和Alpi(5.6x,p-adj<0.001,图10)

的肠上皮细胞。这些被排除在进一步分析之外，以更好地表征剩余群。源自IDEGFRi或

IDMeki处理的类器官的细胞在t-SNE空间中类似地分布并一起分析(图S4)。

[0672] 使用RaceID，我们鉴定了12个不同的细胞簇(图6A)。细胞转录组的Pearson相关性

的k均值聚类揭示了簇之间的明显分离以及簇内可能的异质性(例如，7和8，图6A)。差异基

因表达分析揭示了每个簇的特征基因，我们用它们对细胞类型进行分类(表S1)。

[0673] 最突出的簇是3(53个细胞)和4(35个细胞)，其表达泛-EEC标志物Chga和Chgb(图

6C)。Chga和Reg4表达形成梯度，在簇4中均更高。这些Chgb高簇中的激素产生最好由Tac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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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h1表达定义，这两者都是肠嗜铬细胞的标志物。Tac1编码激素物质P，而Tph1编码血清素

合成中的限速酶(Egerod等人(2012)Endocrinology  153:5782-5795；Grun等人(2015)

Nature  525:251-255)。两者都可以充当激发连接的肠神经元的神经递质(Latorre等人

(2016)Neurogastroenterology  and  motility: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Society  28(5):620-630)。

[0674] 其他簇具有相对低水平的Chga和Chgb转录物，但包括表达激素的细胞(图6C)。通

过由K细胞表达的Gip表达(74x)标记簇2(21个细胞)。Fabp5也在该簇中高度富集(12,6x)，

与其在Gip分泌中的作用一致(Shibue等人(2015)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308:E583-591)。簇5(9个细胞)成员表达非常高水平的Sst

(182x)，从而将它们鉴定为D-细胞(图6C)。Ghrelin(Ghrl)表达分布于多于一个簇，但在簇6

中最高(19x，3个细胞)。我们还注意到Islet1(Isl-1 ,9,7x)在这些细胞中与Ghr1共表达。

Islet1在细胞命运决定中起重要作用，并且其损失导致葡萄糖稳态受损(Terry等人(2014)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gastrointestinal  and  liver  physiology  307:

G979-991)。簇7中的细胞(18个细胞)均高度表达Cck(55.7x)，并且该簇中的亚群也富含其

他激素，如Gcg(28,2x)、Ghrl(5,3x)和Pyy(11,4x)。一致地，据报道I细胞共表达Cck与不同

水平的其他激素(Egerod等人(2012)Endocrinology  153:5782-5795)。

[0675] EEC分化的早期诱导物之一是神经原素-3(Neurog3)，其后是Neurod1。Neurog3(5,

2x)表达在簇9(6个细胞)和簇3的与簇9最相似的一些细胞中最高。几乎所有EEC簇都表达

Neurod1。鉴于这些转录因子的时间表达，我们建议簇9代表EEC祖细胞，然后通过Neurod1产

生一组EEC。簇1(18个细胞)富含杯细胞和帕内特细胞相关基因，如Agr2(33x)、Muc2(26x)、

Ttf3(23x)和Defa24(28x)。即使在过滤后，仍然可见一些表达Aldob和Mt1/2的剩余肠上皮

细胞样细胞(簇8，7个细胞)。这些簇可以是在EEC诱导之前产生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EGFR

或Mek抑制后其数量增加。Dclk1和Trpm5表达将簇10(15个细胞)鉴定为Tuft细胞(图6B和

6C)。总之，分析的145/289个细胞(所有细胞的50％)是EEC或它们的祖细胞，证实了我们的

诱导方案的高效率。

[0676] 由于多种激素可以在同一细胞中共表达，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单细胞水平的激素表

达的异质性(图6D)。我们专注于表达多种激素的簇2、5、6和7。基于Gip、Sst、Cck和Ghrelin

表达的4个主要组是可见的。Cck+细胞进一步分裂成Gcg+Ghrl+、Gcg+Ghrl-、Gcg-Ghrl+和

Gcg-Ghrl-簇，其中一些还共表达低水平的Sst和/或Gip。Sst+细胞的转录组更均一，共表达

低水平的Gip和Cck，而一个细胞仅共表达Ghr1。我们先前已经报道了Cck+和Tac1+细胞之间

的部分重叠。一致地，簇3和簇4中的一些Tac1+细胞表达低水平的Cck(图6B和图6C)。

[0677] 总之，我们的单细胞分析表明我们的方案基于标记基因表达将EEC富集至培养物

的约50％。此外，我们生成了一组EEC亚型，包括一些具有复杂激素表达谱的稀有细胞。

[0678] 实施例3

[0679] 使用含有Wnt、Notch和MAPK信号传导的抑制剂的鼠EEC分化培养基来产生类器官。

这些类器官含有所有EEC亚型的混合物。产生血清素的肠嗜铬细胞是这些培养物中最丰富

的细胞类型。研究了产生不同EEC亚型的机制。这是为了扩大培养物的用途并了解这些细胞

的发展。在可能控制EEC亚型决定的信号传导通路的第一次筛选中，发现BMP、Hedgehog和

mTOR通路的调节影响EEC亚型的相对比率。分泌素-产生S细胞在Wnt、Notch和MAPK抑制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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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特别罕见。S细胞通常位于近端十二指肠，与本研究中的类器官从中分离出来的相同的

位置。通过从EEC分化培养基中撤除头蛋白并向培养基中加入BMP4(10μg/ml)来激活BMP通

路，改变了EEC亚型的相对丰度。在BMP通路激活后，观察到S细胞数量(在信使上，相对于对

照是400倍)以及每个细胞的分泌素水平(基于IHC)急剧增加。S细胞的这种增加似乎以肠嗜

铬细胞的数量为代价，这表明潜在的重叠发育通路。参见实施例5中BMP信号传导的作用的

进一步讨论。

[0680] 实施例4

[0681] 首先在扩增培养基中培养人小肠 (S I ) 类器官 (如 S a t o等人 (2 0 1 1 )

Gastroenterology  141(5):1762-72中所述)以增加干细胞数，然后在分化培养基(缺乏Wnt

条件培养基、TGFβ-抑制剂、p38抑制剂和烟酰胺的扩增培养基)中重新涂铺以指导分化。重

新涂铺涉及在冷培养基中破坏基质胶(不解离类器官)，用基础培养基洗涤类器官(也可以

使用PBS)，然后在新鲜的基质胶中涂铺(不解离类器官)。然后将类器官在分化培养基中培

养1天。第二天，EEC特异性肠内分泌分化方案。这涉及加入EEC分化培养基5天，其与标准分

化培养基(缺乏Wnt条件培养基、TGFβ-抑制剂、p38抑制剂和烟酰胺的扩增培养基)相同，加

入1.5μM的IWP2、10mM的DAPT、100nM的MEKi  PD0325901。在该实验中，将这些人细胞分化为

EEC命运所需的MAPK抑制剂水平要远低于实施例3中将鼠细胞分化为EEC命运所需的水平

(在小鼠系统中，100-500nM对比1-5μM)，可能是由于缺乏在人体系统中产生EGF的帕内特细

胞。

[0682] 讨论

[0683] 在这里，我们鉴定了EGF信号传导是在类器官中LUG5干细胞增殖的必不可少的驱

动因素。在Wnt信号传导未受影响但EGF信号传导被阻断的条件下，活跃分裂的Lgr5干细胞

转化为静止的Lgr5细胞，其保留各种Wnt靶基因的表达。这种细胞状态可以维持长达一周。

然而，EGF信号传导的简单恢复将静止细胞转变回其正常的活性干细胞状态。差异表达分析

揭示了众所周知的增殖诱导转录因子如Ets样因子Etv4和-5的丢失，表明它们在干细胞分

裂中起关键作用。

[0684] 因此，EGFR信号传导的化学抑制阻止Lgr5+干细胞而不影响其干细胞潜能。我们相

信高水平的Wnt信号传导在诱导静止期间维持这种干细胞潜能。在类器官以及隐窝中，Lgr5

+细胞始终是分泌Wnt3的帕内特细胞的紧邻邻居(Sato等人(2011)Nature  469:415-418)。

在这种设置中，Wnt3不会在距离上扩散，而是直接负载到Lgr5干细胞上(Farin等人(2016)

Nature  530:340-343)。静止的Lgr5干细胞与EGFRi处理的类器官中的帕内特细胞保持并

置，并因此暴露于高的局部Wnt信号。

[0685] 实际上，3个独立的Wnt靶基因等位基因以及基因表达分析证实了EGFR抑制后Wnt

信号传导增加。总之，我们的结果表明维持干细胞命运需要Wnt而不是EGF，而干细胞增殖依

赖于Wnt和EGF的组合。

[0686] 先前的研究已经鉴定出静止细胞接近具有干细胞潜能的‘+4’位置处的分化区

(Sangiorgi和Capecchi(2008)Nature  Genetics  40:915-920；Takeda  et  al .(2011)

Science  334:1420-1424；Yan等人(2012)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466-471)。我们已经报道了在该位置

专门产生分泌细胞的Dll1+前体的存在(van  Es等人(2012)Nature  cell  biology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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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1104)。使用组蛋白标记保留测定法，Doug  Winton小组鉴定了具有分泌分化潜能的类

似群体。这些标记保留细胞与CBC共享特征(包括Lgr5表达)，但表达一些分泌谱系基因如

Chga的良好水平(Buczacki等人(2013)Nature  495:65-69)。总之，这些分泌前体代表瞬时

状态，但在需要时可以去分化为干细胞，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兼性干细胞(Buczacki等人

(2013)Nature  495：65  69；van  Es等人(2012)Nature  cell  biology  14:1099-1104)。对于

隐窝中丰富的肠上皮细胞前体存在类似的情况(Tetteh等人(2016)Cell  stem  cell  18:

203-213)。

[0687] 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注意到静止Lgr5细胞略微偏向于EEC标志物如Chga的表达，

这使得它们让人想起Doug  Winton鉴定的Lgr5+标记-保留细胞。EEC占肠上皮细胞的不到

1％，但在细胞数量方面共同形成人体内最大内分泌器官(La torre等人(2016)

Neurogastroenterology  and  motility: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Society28(5):620-630)。已经提出EEC用作如营养物和微生

物的管腔内容物的传感器，并通过激素的分泌调控生理响应如葡萄糖敏感性、胃排空、情绪

和食欲(Janssen和Depoortere(2013)TEM  24:92-100)。EEC的功能研究受到缺乏大量产生

这些细胞的稳健体外系统的阻碍。我们先前已经报道了通过Notch抑制将干细胞定向分化

成分泌细胞(van  Es等人(2005)Nature435:959-963)。帕内特细胞形成需要活跃的Wnt信号

传导结合Notch抑制(van  Es等人(2012)Nature  cell  biology  14:1099-1104；van  Es等人

(2005)Nature  435:959-963)，并且联合抑制Wnt和Notch信号传导主要产生杯状细胞(van 

Es等人(2005)Nature  435:959-963；Yin等人(2014)Nature  Methods  11:106-112)。通过将

EGFR通路的抑制与Wnt和Notch阻断相结合，在原代细胞培养物中有效地形成多种类型的

EEC。已显示EGFR信号传导对于杯状细胞的产生是重要的(Heuberger等人(2014)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11:3472-3477)。我们认为，分别通过抑制Notch、Wnt和EGFR信号传导同时抑制肠

上皮细胞、Paneth和杯状细胞的命运是EEC产生的关键。

[0688] 基于特定肽的产生，可以区分多达20种EEC亚型。这些细胞在近端至远端胃肠道中

以不同频率存在。已经发现某些EEC在转录物和蛋白质水平上表达数种功能相关的激素

(Egerod等人(2012)Endocrinology153:5782-5795；Grun等人(2015)Nature  525:251-

255)，尽管其中一些可能成熟的中间阶段。我们通过单细胞转录组谱分析证明了同时产生

EEC的几种主要亚型。确认我们以前的工作(Grun等人(2015)Nature  525:251-255)，我们检

测到Chga-高和低-EEC群。前者富含表达Tac1/Tph1的EEC，其中一些细胞低表达Cck。后者在

激素表达方面非常多样化。具有总体相似的转录组谱的细胞聚类在一起，即使它们可以基

于激素表达细分为数个类别。激素表达水平的广泛分布表明EEC亚型之间的分离并不明确。

很有可能推测它们的表达至少部分是随机的并且甚至可能是暂时动态的。

[0689] 实施例5

[0690] 肠内分泌细胞改变隐窝向绒毛迁移过程中的激素表达

[0691] 多种肠内分泌细胞激素在肠隐窝和绒毛中差异富集。L细胞在隐窝中共表达GLP1

和PYY，但在绒毛中大多缺乏GLP1表达(图20A-图20C)。肠嗜铬细胞沿整个隐窝-绒毛轴产生

血清素，但选择性地共表达隐窝中的Tac1和绒毛中的分泌素(图20D-图20E)。这表明EEC可

以在从隐窝迁移到绒毛期间转换激素表达，并且隐窝和绒毛EEC之间存在潜在的谱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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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该观察结果的另一种解释是，对绒毛中的分泌素或PYY具有免疫反应性的细胞来源

于隐窝中的无关祖细胞，对血清素和Tac1或GLP1呈阴性。为了证明这种转分化事件可以在

EEC的生命周期中发生，我们分析了来自Tac1-Cre/Rosa26tdTomato小鼠的肠。这种报告子

忠实地标记了共表达Tac1和血清素的隐窝中的细胞。此外，追踪绒毛中的血清素+细胞和大

部分分泌素+细胞，而对Tac1呈阴性。其他激素，包括CCK，不是来源于Tac1/血清素+祖细胞。

这些数据表明，个体EEC可以在隐窝和绒毛中表达不同的激素组。大多数产生分泌素的细胞

是肠嗜铬细胞谱系的一部分。EEC转换激素表达的能力意味着EEC的无关分化途径可能比先

前预期的少，但是由有限数量的细胞产生的激素类型的相当改变产生了过多的EEC状态。

[0692] BMP信号传导在肠内分泌细胞中诱导绒毛激素特征

[0693] 我们接下来探询从隐窝到绒毛迁移发生的激素转换是否是EEC中默认成熟过程的

一部分，或者这仅仅反映了EEC暴露的不同生态位信号。已知从隐窝离开到绒毛的多种形态

发生素，包括上升水平的BMP和Hedgehog，以及下降水平的Wnt信号。早期实施例中描述的鼠

肠类器官系统中肠内分泌细胞的分化方案主要基于Wnt、MAPK和Notch信号传导通路的三重

抑制。我们使用这种分化培养基并将干细胞因子头蛋白添加到分化混合物中，从而产生BMP

低环境。令人惊讶地，我们观察到该培养物中的所有肠嗜铬细胞总是共同表达血清素和

Tac1，而缺乏分泌素表达。因此，这种培养物反映了EEC激素特征，让人想起隐窝状态，暗示

生态位信号在时间驱动的EEC成熟中占主导地位。

[0694] 为了解决生态位信号是否确实可以协调EEC激素特征，我们使用我们先前定义的

EEC分化系统作为起点，并在该混合物的背景下调节信号传导通路。加入Vismogenib以抑制

Hedgehog信号传导，撤掉头蛋白以激活BMPR1a/BMPR2信号传导，并加入ALK5/4/7抑制剂A83

或TGF-β1以调节不同的TGF-β家族受体通路。虽然Wnt已被Porcupine抑制剂IWP2限制在EEC

分化混合物中，但我们在顶部除去R-spondin以获得更明显和快速的Wnt抑制。我们分别使

用Sct和Gcg转录物水平作为绒毛和隐窝激素特征的代理，而ChgA作为具有从隐窝到绒毛的

恒定表达的转录物被包括。抑制Hedghehog信号传导不会调节任何评估的激素，这与其在肠

间充质中的主要作用一致。A83和TGF-β1均抑制所有EEC激素的表达。R-spondin去除同样损

害所评估的所有激素的EEC分化。当Wnt信号被抑制而不是在失去Notch信号时选择分泌命

运时，由于干细胞快速分化成吸收谱系，这可能是相关的。最后，在EEC分化期间撤除头蛋白

诱导Sct的表达同时抑制Gcg转录，这与从隐窝到绒毛表达谱的转换一致。我们将外源性

BMP4添加到该EEC分化混合物中以进一步放大BMP信号传导，并与我们之前定义的“EEC  BMP

低”培养基相比，将该组合称为“EEC  BMP高”。用这种“EEC  BMP高”分化培养基刺激类器官诱

导产生对分泌素具有免疫反应性的细胞，以及表达没有Tac1的血清素的嗜铬细胞。在该方

案中GLP1+细胞数量大大减少(图21A-图21C)，在类器官中没有明显的形态变化。从不同肠

区域建立的类器官在激素特征方面保持其区域性质，其中在近端SI中富集GIP并且在远端

SI中富集Pyy、Nts和Gcg。显示从隐窝到绒毛的均匀分布的其他激素或EEC标志物包括ChgA、

Tph1、CCK和十二指肠GIP，仅受到不同BMP水平的轻微影响。我们确实观察到Pyy和Nts的上

调，其在绒毛中表达最高。BMP的作用总结在下表中。总的来说，这些数据指出了BMP信号在

诱导与绒毛中EEC相关的激素中的作用。

[0695]

EEC  BMP高(BMP激活剂) EEC  BMP低(BMP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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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毛样EEC特性 隐窝样EEC特性

高分泌素表达 低分泌素表达

低Tac1和Gcg表达 高Tac1和Gcg表达

低GLP1+细胞数目 高GLP1+细胞数目

[0696] 实施例6

[0697] 在60小时的处理中，通过口服管饲将35mg/kg的LDN193189(Selleckchem目录号

S2618)施用给小鼠。将LDN193189溶于pH  3.1的柠檬酸中，并每天两次给予口服管饲。与对

照小鼠相比，这导致在肠绒毛中表达GLP1的细胞扩增。与对照小鼠相比，肠绒毛中的细胞内

分泌素表达显著降低(参见图22)。使用的剂量较高，并且预计更低剂量也是有效的。假设这

些结果可以外推到人类身上。LDN193189是一种选择性BMP信号转导抑制剂，其抑制BMP  I型

受体ALK2和ALK3的转录活性(在C2C12细胞中IC50分别为5nM和30nM)，对BMP展现出相对于

TGF-β的选择性的200倍。BMP信号传导的其他抑制剂，如本文所述的那些，也被设想在体内

具有类似的效果。可以得出结论，BMP抑制剂(和相反的BMP激活剂)具有用于其中需要体内

调节GLP1和/或分泌素的疗法的潜力。实例包括但不限于治疗糖尿病、肥胖、胃酸过少或胃

酸过多。

[0698] LDN193189的结构：

[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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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荷兰皇家科学院  (KONINKLIJKE  NEDERLANDS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

<120> 改进的分化方法

<130>  P068547WO

<141>  2017-06-20

<150>  GB  1610748.4

<151>  2016-06-20

<160>  28

<170>  SeqWin2010,  version  1.0

<210>  1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1

ccagctgcct  gtagtgtcaa  20

<210>  2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2

tcttgaggct  cgccttgatg  20

<210>  3

<211>  2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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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caagagcc  atgtgactat  c  21

<210>  4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4

cagagctggt  actttggtgt  tc  22

<210>  5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5

acccgccagt  ctcctacatc  20

<210>  6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6

gcatctaggc  gcagggattg  20

<210>  7

<211>  18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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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7

gctgtgcaag  ctgaaggg  18

<210>  8

<211>  18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8

gctgtgcaag  ctgaaggg  18

<210>  9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9

cagctcgtcc  actctttccg  20

<210>  10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10

cctctcgtct  ccttggaggg  20

<210>  11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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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引物

<400>  11

ggaatggatg  gctaccgtgg  20

<210>  12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12

catgccaccc  atgctcgaat  20

<210>  13

<211>  2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13

actaaggtgg  cctacctcca  a  21

<210>  14

<211>  2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14

ggaggtgaca  gtcaaggtga  ga  22

<210>  15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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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23>  引物

<400>  15

aggatccatc  tgtcctttgg  20

<210>  16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16

acgttgtatg  tcttggacag  20

<210>  17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17

gaccccaaga  cactcagacg  20

<210>  18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18

ttttctgtgt  cctgctcgct  20

<210>  19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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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222>

<223>  引物

<400>  19

cttcccagaa  gaagtcgcca  20

<210>  20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20

gtgactggca  cgagatgttg  20

<210>  21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21

gaagagcggc  gtatgtctgt  20

<210>  22

<211>  1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22

ccagaaggag  ctttgcgga  19

<210>  23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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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23

gacctgcgac  tagactgacc  20

<210>  24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24

ccagttcctg  tttcccggtg  20

<210>  25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25

aactgttggc  taggggacac  20

<210>  26

<211>  20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26

tgatgaaagt  cccctctgcg  20

<210>  27

<211>  20

<212>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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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人工序列  (Artificial  Sequence)

<220>

<221>

<222>

<223>  引物

<400>  27

tgctgaccat  cttccagctc  20

<210>  28

<211>  20

<212>  DNA

<213>  引物  (primer)

<400>  28

gaatgtaggg  ccttctggg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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