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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体外培养小鼠 iPS，采用 N2B27 培养基联合维甲酸（retinoic acid，RA）诱导法，诱导其向神经干细胞分化；免疫荧光法检测 iPS 来源神经干细胞
中的巢蛋白（Nestin）、β-微管蛋白Ⅲ（β-tubulinⅢ）的表达情况；将细胞分为正常组、Wnt3a 组、Dickkopf 相关蛋白-1（Dickkopf-1，DKK-1）组和
IWR-1 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al-time qPCR）、Western blot 分别检测 iPS 神经
分化过程中 Nestin、β-tubulin Ⅲ及 β-catenin 的表达情况； 采用悬浮培养法检测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对 iPS 来源神经干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
[结果]iPS 来源神经干细胞表达神经干细胞的表面特异性标志物 Nestin， 以及早期神经元特异性标志物 β-tubulin Ⅲ；iPS 向神经干细胞分化过程
中，Nestin、β-tubulin Ⅲ的表达均升高（P＜0郾05，P＜0郾05），β-catenin 表达降低（P＜0郾05）；采用 Wnt3a 处理后，iPS 来源神经干细胞增殖能力较弱；采用
DKK-1 和 IWR-1 处理后，iPS 来源神经干细胞增殖能力较强，且 Nestin 表达提高（P＜0郾01），β-catenin 表达降低（P＜0郾05）。[结论]Wnt/β-catenin 信号
通路在 iPS 向神经干细胞诱导分化过程中受到抑制； 采用 DKK-1 和 IWR-1 下调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 可促进 iPS 向神经干细胞分化， 提高
iPS 来源神经干细胞的增殖能力，提示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在 iPS 向神经干细胞分化过程中具有负调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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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in Regula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into Neural
Stem Cell in Vitro ZHOU Liping ， LIN Deju ， ZHOU Binjie ， et al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the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in regula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iPS) into neural stem cell in vitro. [Methods] Mice iPS were induced to differentiate into neural stem cell by N2B27 medium and retinoic
acid(RA) after cultivated in vitro. Immunofluorescence was utiliz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Nestin and β-tubulin Ⅲ in iPS-derived neural stem cells.
The cells were then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 Wnt3a group， Dickkopf -1(DKK-1) group and IWR-1 group. 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al-time q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employ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Nestin， β-tubulin Ⅲ and β-catenin in the neural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of iPS. The effects of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iPS-derived neural stem cells were detected by suspensio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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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The iPS-derived neural stem cells express Nestin， a surface specific marker of neural stem cells， and β-tubulin Ⅲ， an early neuron specific
marker. In the process of neural differentiation， the expression of Nestin and β-tubulin Ⅲ were increased(P＜0郾05， P＜0郾05)， and the expression of βcatenin was decreased(P＜0郾05). The proliferation of iPS-derived neural stem cells was weak after treated by Wnt3a. However， after DKK-1 and IWR-1
treatment， the proliferation of iPS-derived neural stem cells enhanc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Nestin was increased(P＜0郾01)， the expression of β-catenin
was decreased(P＜0郾05). [Conclusion]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was inhibited dur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PS into neural stem cells. The downregulation of Wnt/β -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by DKK -1 and IWR -1 can promot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PS into neural stem cells and improve the
proliferation of iPS-derived neural stem cell， which suggests that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plays a negative role in the neuronal differentiation of
iPS.
Key words: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neural differentiation; neural stem cell;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 Wnt3a; DKK-1; IW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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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一种类似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ES）
iPS）是
的多能性干细胞，具有多向分化、 自我更新等优势，
同时能够克服ES在临床应用时涉及的移植免疫排斥
与伦理道德问题， 现已成为再生医学的研究热点。
已有研究证实，iPS 经过诱导可分化为多种神经细
胞， 如神经干细胞、 神经元、 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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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是神经系统疾病细胞移植治疗的理想种

质细胞 ，
子细胞。 然而，目前其诱导分化机制仍不明确。
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
号通路可
Wnt/β-catenin 信
调控神经发生和神经元分化 ， 而β- 连环蛋白（β该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 因此，本研究以
catenin）在
号通路激活剂Wnt3a、 抑制剂Dickkopf 相关蛋
Wnt 信
白-1 （Dickkopf-1，DKK-1） 和IWR-1 为干预因素， 探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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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在体外调控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iPS）向神经干细胞分化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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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在iPS向神经干细胞分化调
控中的作用及相关机制。
料和方法
1 材
料
1郾1 材
验动物及细胞妊娠13郾5d 的清洁级CF1 小
1郾1郾1 实
鼠， 用于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mouse embryonic fi鄄
获取， 购于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
broblast，MEF） 的
究所实验动物经营部[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号：SCXK
养于浙江中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中
（沪
）2018-0006] ， 饲
心[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号：SYXK （ 浙）2018-0012]。
小鼠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建立。
iPS由
要试剂胎牛血清、N2添加剂、B27添加剂、
1郾1郾2 主
放射免疫沉淀法（radio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
解原液、神经基础培养基均购于美国Thermo
RIPA） 裂
司（批号：1704207、1731337、1736741、89900、
Fisher公
鼠Wnt3a 重组细胞因子、 人DKK-1 重组
1749050）； 小
细胞因子均购于美国PeproTech 公司（ 批号：96-315分子抑制剂IWR-1购于美
20-10、96-120-30-10）； 小
国Selleck 公司（ 批号：S7086）； 维甲酸（retinoic acid，
于美国Sigma公司（批号：R2625）；β-微管蛋白
RA） 购
体、甘
油
醛
酸
脱
氢
Ⅲ（β-tubulin Ⅲ）、β-catenin抗
-3-磷
（glyceraldehyde-3-phosphatedehydrogenase，GAPDH）
酶
抗体、山羊抗兔免疫球蛋白
G（immunoglobulin G，IgG）
体均购于
司（批号：ab68193、ab32572、
H&L抗
Abcam公
蛋白
体购于Novus
（Nestin） 抗
ab181602、ab150077）； 巢
公司（批号：NBP1-02419）；逆转录试剂盒、实时荧光定
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剂盒均购于日本
chain reaction，Real-time qPCR） 试
司
号：RR047A、RR420A）。
（批
Takara公
要仪器设备TE2000-S型倒置相差荧光显
1郾1郾3 主
微镜购于日本Nikon 公司；3111 型二氧化碳培养箱为
美国Forma 公司产品；3K-15 型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
购于美国Sigma 公司；Tpersongal PCR 仪购于德国
司；StepOne Real -time PCR 仪购于
Analytik Jena 公
美国Applied Biosystems公司；Wes全自动蛋白表达分
析系统为美国
司产品。
Protein Simple公
法
1郾2 方
外
诱
导
神
经
干
细
胞
分
化iPS的
饲
养
层
细
1郾2郾1 体
iPS向
胞来源于
作方法参照本课题组前期研究。 饲
MEF，操
养层细胞制备好后，复苏iPS， 按一定比例接种培养。
以0郾25% 的胰酶消化成单个细胞， 更换用于拟胚体

培养的培养基进行重悬，差速贴
壁去除MEF后， 将iPS接种到黏附度低的培养皿中进
液。 培养第
时，在培养皿中添
行悬浮培养，每
2d换
6天
加工作浓度为
行诱导培养。 第
1μmol·L 的
RA，进
9天
更换为N2B27诱导培养基培养3d，最后采用神经分化
诱导培养基继续培养。 见图
1。
（embryoid body ，EB）

-1

[10]

T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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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体外诱导iPS向神经干细胞分化
Fig.1

Differentiation of iPS into neural stem cells in vitro

免
疫
荧
光
法
检
测
表
达诱
Nestin和
β-tubulin Ⅲ的
导
神经干细胞分化第12天， 吸除培养基， 加入
iPS向
聚甲醛固定
酸缓冲盐溶液（phosphate
4% 多
10min。 磷
洗后加入1mL含0郾5% Triton Xbuffer saline，PBS） 漂
封闭液，室温封闭
除封闭液，加入以封
100的
40min。 吸
闭液配置的相应一抗，4℃孵育过夜。 吸除一抗，PBS
摇洗
后加入二抗，室温避光孵育
脒
3遍
1h。 4，6-联
-2苯基吲哚（4，6-diamidino-2-phenylindole，DAPI）染色
洗后， 以倒置相差荧光显微镜观察蛋白
5min，PBS 清
表达情况。
验分组诱导分化第6天，在加入RA诱导之
1郾2郾3 实
前， 将细胞随机分成正常组、Wnt3a组、DKK-1组和I鄄
共4组， 各组用相应的试剂进行处理，Wnt3a
WR-1 组
工作浓度为10μg·L ，DKK-1 为50μg·L ，IWR-1 为
常组予以等量的PBS，处理至诱导分化
10μmol·L ， 正
，进
第
行后续检测。
12天
测Nestin、β -tubulin Ⅲ 及
1郾2郾4 Real -time qPCR 检
因表达收集各组细胞， 依据Trizol操作
β-catenin 基
说明，提取总
据试剂盒说明书进行逆转录反
RNA。 根
应，合成
进行目的基因的扩增。 反应条件为：
cDNA，再
变性30s，95℃ 变性30s、60℃ 退火30s、72℃ 延伸
95℃ 预
循环。 使用StepOne Software v2郾2郾2软件分
30s，共
40个
析实验数据，各个样本中的每种基因表达水平均以内
参基因β-actin的表达量作为标准， 利用相对定量法
中的
进行归一化分析。 所有引物由生工生物工
2 法
程（上海）有限公司合成。 见表
1。
测Nestin、β -tubulin Ⅲ 及β 1郾2郾5 Western blot 检
白表达收集各组细胞，加入含有蛋白酶抑
catenin蛋
1郾2郾2

-1

-1

-ΔΔ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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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引物序列
Tab.1

目的基因

Primer sequences

上游引物（5'-3'）

下游引物（5'-3'）

Nestin

AAAGAGGAGCAGATGGCTGA

TTTTTCCAGAGACCCAAAGG

β-tubulin Ⅲ

TGGAGAACACAGACGAGACC

GCAGACACAAGGTGGTTGAG

β-catenin

TGGTGACAGGGAAGACATCA

CCACAACAGGCAGTCCATAA

β-actin

CCAACCGTGAAAAGATGACC

CCATCACAATGCCTGTGGTA

用最小显著差法（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LSD） 检
验。 以P＜0郾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果
2 结
神经干细胞分化结果 iPS 在饲养层细胞
2郾1 iPS 向
上呈岛屿状分布， 边缘清晰平滑， 表面光滑， 结构致
密。 悬浮培养后，单个细胞增殖为细胞团，逐渐形成
具有囊腔的EB；RA 诱导后，EB 迅速变大； 更换为
养基诱导培养后，边缘可见少量有突起的神
N2B27 培
经元样细胞；在神经诱导分化培养后，逐渐分化为神
疫荧光检测显示，神经干细胞
经元样细胞。 见图
2。 免
的特异性标志物Nestin表达阳性，并且早期神经元特
表达亦为阳性。 见图3。 由
异性标志物
β-tubulin Ⅲ 的
此提示，采用N2B27培养基联合RA诱导法，可诱导iPS
向神经干细胞分化，并且得到的神经干细胞趋向于神
经元分化。

注：A. iPS形态；B. 诱导分化第3天的细胞形态；C. 诱导分化第6天的细胞形态；D. 诱导分化第9天（RA处理3d） 的细胞形态；E. 诱导分化第12天
（N2B27 处
理3d）的细胞形态；F. 诱导分化第15天的细胞形态
Note: A. Morphology of iPS; B. Cell morphology on 3rd day of induction; C. Cell morphology on 6th day of induction; D. Cell morphology on
9th day of induction （RA treatment for 3 days ）; E. Cell morphology on 12th day of induction （N2B27 treatment for 3 days ）; F. Cell morphology
on 15th day of induction

图2 诱导iPS向神经干细胞分化过程中细胞形态变化（100×）
Fig.2

Cell morphology changes dur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PS into neural stem cells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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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的RIPA 裂解液裂解细胞。 采用二喹啉甲酸
（bicinchoninic acid ，BCA ） 法
检测总蛋白的浓度，每孔
上样量为4μg，上机检测。 Western blot采用Wes全自
动蛋白表达分析系统完成，操作步骤依据ProteinSim鄄
司
测试剂盒（12-230kDa）说明完成。 采用
ple公
Wes检
件分析实验结
Compass for SW （3郾3郾9-0908郾1603） 软
果， 以GAPDH 作为内参， 进行归一化分析， 以得到蛋
白相对表达定量结果。
化来源神经干细胞的增殖情况检测
1郾2郾6 iPS 分
源神经干细胞以0郾25% 胰酶消化成单个细胞，
iPS 来
心5min，以N2B27培养基重悬，进行悬浮培
800r/min离
养，倒置相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其生长情况。
计学分析应用SPSS 19郾0 统计软件进行统
1郾3 统
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
示，常规进行方差齐性检
x±s表
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比较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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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Nestin阳性表达；B.DAPI染色；C.A和B的合并图；D.β-tubulin Ⅲ阳性表达；E.DAPI染色；F.D和E的合并图
Note: A. Positive expression of Nestin; B.DAPI staining; C.Combination of A and B; D. Positive expression of β-tubulin Ⅲ; E. DAPI staining;
F. Combination of D and E

图3 iPS分化来源神经干细胞表面标志物表达情况（100×）
Fig.3

Expression of surface markers on iPS-derived neural stem cells （100× ）

神经分化过程中Nestin、β-tubulin Ⅲ 及β 达Real-time qPCR结果提示，iPS向神经干
catenin表
细胞分化第
经干细胞特异性标志物Nestin的
， 神
12天
达较第0 天和第6 天均显著升高（P＜0郾05，P＜
mRNA 表
期神经元特异性标志物β-tubulin Ⅲ的mR鄄
0郾05）； 早
（P＜0郾05 ）；Wnt/β达在第12天较第0天显著升高
NA表
号通路关键因子β-catenin 的mRNA 表达在
catenin 信
第
较第
显著降低（P＜0郾05）。 见图
12天
6天
4。 Western
果提示，Nestin 的蛋白表达在第6 天较第0 天升
blot 结
高（P＜0郾05），第12天较第0天和第6天均显著升高（P＜
蛋白表达在第12 天较
0郾01，P＜0郾01）；β-tubulin Ⅲ 的
第0 天和第6 天均显著升高（P ＜0郾01，P ＜0郾01）；β 蛋白表达在第12天较第0天和第6 天均显著
catenin 的
2郾2

iPS

降低（P＜0郾01，P＜0郾01）。 见图
此可见，在小鼠
5。 由
iPS
向神经干细胞诱导分化过程中，Wnt/β-catenin信号通
路受到抑制。
组iPS来源神经干细胞增殖能力比较 iPS 来
2郾3 各
源的神经干细胞增殖能力检测提示， 与正常组比较，
的类神经球较小，DKK-1组和IWR-1组的类
Wnt3a 组
神经球较大，其中IWR-1组最大，而DKK-1组的类神
经球较多。 见图6。 由此可见，采用Wnt3a处理，上调
号通路得到的神经干细胞增殖能力
Wnt/β-catenin 信
较弱； 而采用DKK-1 和IWR-1 处理， 下调Wnt/β号通路得到的神经干细胞增殖能力较强。
catenin 信
组iPS来源神经干细胞分化标志物表达比较
2郾4 各
测提示， 与正常组比较，Wnt3a 组
Real-time qPCR 检

注：A.Nestin的mRNA表达；B.β-tubulin Ⅲ的mRNA表达；C.β-catenin的mRNA表达。 与第0天比较， P＜0郾05；与第6天比较， P＜0郾05
*

#

Note: A. mRNA expression of Nestin; B. mRNA expression of β-tubulin Ⅲ; C. mRNA expression of β-catenin. Compared with 0 day ， *P＜0郾05;
compared with 6th day ， #P＜0郾05

图4 iPS神经分化过程中Nestin、β-tubulin Ⅲ及β-catenin的mRNA表达
Fig.4

The mRNA expression of Nestin ， β-tubulin Ⅲ and β-catenin during neural differentiation of 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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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ote: A. Protein expression of Nestin， β-tubulin Ⅲ and β-catenin detected with Western blot; B. Relative quantification of Nestin; C. Relative
quantification of β-tubulin Ⅲ; D. Relative quantification of β-catenin. Compared with day 0， *P＜0郾05， **P＜0郾01; compared with day 6， ##P＜0郾01

图5 iPS神经分化过程中Nestin、β-tubulin Ⅲ及β-catenin的蛋白表达
Fig.5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Nestin ， β-tubulin Ⅲ and β-catenin during neural differentiation of iPS

注：A. 正常组；B. Wnt3a组；C. DKK-1组；D. IWR-1组
Note: A. Normal group; B. Wnt3a group; C. DKK-1 group; D. IWR1 group

图6 iPS来源神经干细胞增殖能力（100×）
Fig.6

Proliferation ability of iPS-derived neural stem
cells （100× ）

的mRNA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达
0郾05，P＞0郾05）；DKK-1 和
IWR-1 组
Nestin 的
mRNA 表
显著升高（P＜0郾01，P＜0郾01），β-catenin的mRNA表达显
著降低（P＜0郾05，P＜0郾05）。 见图7。 Western blot结果提
示，与正常组比较，Wnt3a组Nestin的蛋白表达显著降
低（P＜0郾01），β-catenin 的蛋白表达略升高， 但差异无
Nestin、β-catenin

813

周丽萍， 等：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在体外调控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向神经干细胞分化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注：A. Western blot检测Nestin、β-tubulin Ⅲ及β-catenin的蛋白表达；B.Nestin相对表达量；C.β-tubulin Ⅲ相对表达量；D.β-catenin相对表达量。 与
第0天比较， P＜0郾05， P＜0郾01；与第6天比较， P＜0郾01

统计学意义（P＞0郾05）；DKK-1 和IWR-1 组Nestin 的蛋
白表达显著升高（P＜0郾01，P＜0郾01）、β-catenin 的蛋白
表达显著降低（P＜0郾01，P＜0郾01）。 见图
此可见，采
8。 由
用DKK-1 和IWR-1 下调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可促
进
神经干细胞分化。
iPS向
论
3 讨
用于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研究， 特
iPS 已
别是阿尔兹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等一些全世界公认的
疑难病症的研究，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
的希望。 本研究采用神经诱导培养基N2B27联合RA
进行分步程序诱导，获得的细胞表达神经干细胞标志
物Nestin，同时还表达了早期神经元的特异性标志物
示成功地将小鼠iPS定向诱导分化为
β-tubulin Ⅲ ， 提
神经干细胞。
近年来， 科学家们致力于探讨iPS 向神经干细胞
分化的机制， 寻找提高分化效率与功能的靶点与方
法。 研究显示，Wnt信号通路在干细胞的神经分化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如Slawny 等发现，Wnt/β号通路参与了调控
神经细胞分化。 Wnt/
catenin信
ES向
号通路是影响细胞生物学行为的重要信
β-catenin 信
号通路之一， 其中胞质内效应分子β-catenin是关键
[11]

[12-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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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Nestin的mRNA表达；B.β-catenin的mRNA表达。 与正常组比较， P＜0郾05，
▲

▲▲

P＜0郾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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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A. mRNA expression of Nestin; B. mRNA expression of β-catenin. Compared with normal group ， ▲P＜0郾05 ，

▲▲

P＜0郾01

图7 各组iPS来源神经干细胞Nestin及β-catenin mRNA表达比较
Fig.7 Comparison of mRNA expression of Nestin and β-catenin in each group of iPS-derived neural stem cells

注：A. Western blot检测Nestin及β-catenin的蛋白表达；B.Nestin相对表达量；C.β-catenin相对表达量。 与正常组比较， P＜0郾01
▲▲

Note: A. Protein expression of Nestin and β-catenin detected with Western blot; B. Relative quantification of Nestin; C. Relative quantification of
β-catenin. Compared with normal group ，▲▲P＜0郾01

图8 各组iPS来源神经干细胞Nestin及β-catenin蛋白表达比较
Fig.8

Comparison of protein expression of Nestin and β-catenin in each group of iPS-derived neural stem cells

因子，该通路的信号传递取决于胞质中游离
β-catenin
的水平。 本研究提示，iPS诱导分化过程中β-catenin
的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 说明在分化过程中Wnt/β号通路受到抑制。
catenin信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在
神经干细胞分化中的作用。 Wnt3a是外源的
iPS向
Wnt
重组蛋白， 可以和细胞膜表面的Wnt 受体结合， 启动
号通路。 本研究发现
理后，β-catenin表
Wnt信
Wnt3a 处
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其能同时激活经典和非
经典的Wnt 信号通路有关； 同时， 结果显示Wnt3a 处
理后，Nestin mRNA表达无明显变化， 而蛋白表达降
低， 蛋白和mRNA 表达并不完全一致， 可能是由于基
因表达的转录和翻译发生的时间和位点存在差异，而
且存在转录后加工及翻译后修饰等多方面原因，具体
机制需进一步探讨。 DKK-1是一种分泌型的Wnt配体
拮抗剂，它可以与Wnt受体之一的单跨膜受体低密
度脂蛋白相关蛋白
5/6 （low density lipoprotein-related
[8-9]

[8]

[15]

814

结合， 从而竞争性抑制Wnt/β号通路。 Ren等研究报道，DKK-1在胚胎发
catenin信
育、神经再生、突触发生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本
研究发现在iPS向神经干细胞分化过程中，DKK-1 处
理后β-catenin表达降低，Nestin表达增加。 IWR-1 可
以增强
解复合体中的Axin的稳定性，从而
β-catenin降
起到促进β-catenin 降解的作用。 与DKK-1 作用类
似， 本研究中IWR -1 处理后，β-catenin 表达降低，
达增加。 相关报道显示，激活Wnt信号通路会
Nestin表
诱导多能干细胞分化为中胚层和内胚层的细胞。 例
如Woll等研究发现，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可
以促进人的多能干细胞分化为早期的造血祖细胞；
现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激活可促
Nakashima 等发
进小鼠ES和人iPS分化为胰腺β细胞， 而降低向神经
细胞分化的概率。 Raitano 等对痴呆症患者来源的
行神经分化诱导， 发现Wnt/β-catenin信号通路
iPS 进
异常激活， 而加入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抑制剂I鄄
proteins 5/6，LRP5/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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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
表达后，神经分化有所恢复。 由
β-catenin的
此说明， 本研究中DKK-1 和IWR-1 抑制了Wnt/β号通路，从而促进了
神经干细胞分化。
iPS向
catenin信
综上所述， 本研究采用N2B27培养基联合RA诱
导法，成功诱导了小鼠iPS向神经干细胞分化，并证明
号通路在小鼠iPS向神经干细胞诱导
Wnt/β-catenin 信
分化过程中受抑制； 采用DKK-1 和IWR-1 下调Wnt/
号通路，可促进iPS向神经干细胞分化，提
β-catenin信
高iPS 来源神经干细胞的增殖能力， 提示Wnt/β 号通路在小鼠iPS神经干细胞分化过程中具
catenin 信
有负调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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