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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脐带问充质干细胞分离培养建立及其生物学特性观察 

谢扬虎 ，李玉云 

[摘要]目的：建立从人的脐带组织中分离和培养脐带问充质于细胞(uc—MSCs)的方法 ，并探讨 UC—MSCs的生物学特性。方 

法：分别采用原代贴壁培养法和酶消化法(胶原酶 Ⅱ和胰酶)分离培养 UC—MSCs，瑞氏染色观察细胞形态，流式细胞术检测第 

3代以后的 UC—MSCs表面特异标忐物表达，MqT法检测 P7细胞增殖情况。UC—MSCs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共培养后，用 MqT 

法测定细胞增殖率，Hoechst与 PT双染色，观察 UC—MSCs对健康人淋巴细胞增殖的影响。结栗：原代贴壁培养法 1周左右可见 

成纤维样细胞从组织块边缘爬出，成簇生长；酶消化法 3～5天可见成纤维样细胞均匀生长。传代培养后，UC—MSCs均呈长梭 

形、旋涡状 生长；细胞核 大，核 仁清 晰；免疫 表型：CD29阳性率 为 (95．71±2．23)％，CD31和 CD34阳性 率分别 为 

(2．47±0．54)％和(3．24±0．34)％；第 7代 UC～MSCs仍具有较强的分裂增殖能力。UC—MSCs对淋巴细胞的增殖反应具有抑 

制作用，呈细胞数量剂量依赖性，而淋巴细胞对 UC—MSCs的生长未见影响。结论：从人脐带中成功分离培养的细胞具有 UC— 

MSCs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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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isolation and culture of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UC—MSCs)from 

human umbilical cord in vitro，and explore its biological characterstics．M ethods：Human UC—MSCs were isolated and expanded in 

culture with explantation technique and enzyme digestion(collagenase lI and trypsin)，respectively；the cell morphology was observed by 

Wright—staining；after the third passage，the surface markers of UC—MSCs were detected and idntified by flow cytometry，and the seventh 

passage，the cell proliferation was analyzed by MTT assay．After UC—MSCs were co—cultured with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the 

impact on the T cells were observed by Hoechst and PI double staining．Results：About one week after explantation，the fibroblast—like 

ceils sprawled out from the edge of the tissue，growing in cluster；3-5 days after enzyme digestion，cells were watched growing fiber— 

shaped．After passaged，UC—MSCs showed the status of long，spindle—shaped and cireinate growth；they had large nucleus and clear 

nucleolus．Immunophen0typ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y had strong positive expression for CD29(95．71 4-2．23)％ ，but week expression 

for CD31，and CD34 were(2．47±0．54)％ and(3．24±0．34)％，respectively；the seventh passage UC—MSCs still had strong 

proliferation ability；UC—MSCs suppressed T cells proliferation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lymphocytes did not affect the growth of UC— 

MSCs．Conclusions：The cells isolated successfully from the umbilical cord hav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senchymal stem c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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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 

是来源于早期中胚层的具有高度自我更新能力和多 

向分化潜能的多能干细胞，广泛存在于全身多种组 

织中，可在体外培养扩增，并能向骨、软骨、肌肉、韧 

带、肌腱、脂肪及基质细胞分化” 。目前，MSCs主 

要来源为骨髓，但由于骨髓源性 MSC存在高度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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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可能，且随着年龄增长其细胞数量和扩增、分 

化能力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寻找其他来源的MSC 

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由于脐带具有取材方便， 

无伦理学争议等优点 。 ，近年成为关注的焦点。 

本研究主要观察来源于脐带的 MSCs体外的分离、 

培养及其在免疫调节方面的生物学特性，旨在为又 
一 来源MSC的临床应用提供技术方法和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主要试剂和仪器 足月剖宫产健康产妇 

脐带(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胎牛血清 

(杭州四季青生物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胶原酶 Ⅱ 

(Sigma，USA)，胰蛋白酶(Gibco，USA)，DMEM／F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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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Gibco，USA)，CD29一PE、CD3l—PE、CD34一PE 

(eBioscience，USA)，Heoehyst、PI(碧云天生物技术 

研究所)，Ficol1分离液(天津灏洋生物公司)、RPMI一 

1640培养液(Gibco，USA)和 LGR16一W型高速低温 

离心机 (北京 医用离心机厂)，流式细胞仪 (BD 

FACSCalibur FACS1 0 1)，Muhiskan Asent酶 标 仪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等。 

1．2 UC—MSCs的分离培养 在无菌条件下取出脐 

带浸入无血清的DMEM／F12培养基中，用含有青霉 

素和硫酸链霉素的 PBS缓冲溶液洗涤去除残存血， 

剔除动静脉和外包膜将脐带剪碎至 1 Illm x 1 mill X 

1 mill大小。分别采用贴壁细胞培养法和酶消化法 

(先后经 0．1％胶原酶 Ⅱ和 0．25％胰酶消化)，PBS 

洗涤，以 1．0×10。／cm 接种到 25 cm 培养瓶， 

37 oC、5％CO，、饱和湿度条件下细胞培养箱中培养， 

1周左右更换培养液。至 l0～14天单层贴壁细胞 

接近 80％汇合时，0．25％胰蛋白酶消化，1：2传代。 

以后随细胞扩增均于 80％左右汇合时按 1：2持续 

体外传代培养。 

1．3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表面标志物 待细胞培 

养至第 3代后，接近 80％汇合时，0．25％胰蛋白酶 

消化收集细胞，取约 1 X 10。个细胞悬于 100 ml PBS 

中，分别加入适量 PE标记 CD29、CD31、CD34抗体 

避光染色30 rain。最后用 l％多聚甲醛重悬，流式 

细胞仪检测分析。 

1．4 细胞生长曲线的测定 将第 7代贴壁细胞用 

0．25％胰酶消化后，按 1 X 10 接种 96孑L板，每组设 

5个复孔，同时以无细胞培养液作为空白对照，于 

490 nm处酶标仪测各组细胞的吸光度(OD值)，取 

均值绘制生长曲线。 

1．5 UC—MSCs对淋 巴细胞增殖的影响 

1．5．1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分离 取健康 

人外周血5 ml与体积相同的预温 RPMI一1640培养 

液混匀平铺 于 Ficol1分离液 上层，恒温 离心机 

1 800 r／min离心 15 min，收集中问白膜层细胞，加 

入 RPMI一1640培养液洗涤2次，置于含 10％胎牛血 

清的RPMI一1640完全培养液中，加入刺激剂，37℃、 

5％CO，孵箱中培养 2 h后，调整细胞浓度为 1 X 

10 ／ml备用。 

1．5．2 实验分组 实验分 8组 ：(1)PBMC(阴性 

组 )；(2)PBMC+IL一2(阳性对 照组 )；(3)PBMC + 

1 X 10 UC—MSCs+IL-2(实验组 1)；(4)1 X 10 

UC—MSCs(实验组 1空白对照组)；(5)PBMC +1 X 

10 UC—MSCs+ IL一2(实验组 2)；(6)1×10 UC— 

MSCs(实验组 2空白对照组)；(7)PBMC +1 X 10 

UC．MSCs+ IL一2(实验组 3)；(8)1 X 10 UC—MSCs 

(实验组 3空白对照组)。每组设 5个复孔 。 

1．5．3 UC—MSCs对淋巴细胞增殖影响测定 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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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融合度达80％的UC—MSCs，30 Gy Co照射后， 

用培养液洗 2次，0．25％胰酶消化后以分组所指示 

数量接种 于 96孔板培养。每组分别加入 IL一2 

(1 000 u／m1)，同体系含 10％胎牛血清 RPMI一1640 

完全培养基使其体积 100 l，培养 72 h后，每孑L加 

入20 l M ITr溶液(5 mg／ml，即0．5％MTF)，继续培 

养4 h后终止培养，每孔加入 150 l二甲基亚砜，充 

分溶解结晶物。在酶标仪 490 nm处测量各孔的吸 

光度。按[(各实验组 OD值 一各实验组空白对照 

OD值)／阴性组 OD值]计算淋巴细胞增殖率。 

1．6 Hoechst与 PI双染色 UC—MSCs与外周血单 

个核细胞按 1：1接种于含 10％胎牛血清的 DMEM／ 

F12培养基的6孔板中(6孔板中预先放有 0．1％明 

胶包被好玻片)，并加入 IL一2(1 000 u／m1)。对照组 

不加单个核细胞，37 oC、5％CO 孵箱中培养48 h后， 

采用 Hoechst(50 g／m1)10 染色 1 h，PBS洗涤3 

次，再加PI(50 g／m1)10 l染色5～7 rain，弃培养 

液，PBS洗涤2次，封片，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细胞核。 

1．7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检验和 检验。 

2 结果 

2．1 2种方法培养结果比较 原代贴壁培养法1周 

左右可见成纤维样细胞从组织块边缘爬出，成簇生 

长；酶消化法 3～5天可见成纤维样细胞均匀生长。 

传代培养后，UC—MSCs均呈长梭形、旋涡状生长；细 

胞核大，核仁清晰。2种方法培养的细胞第 3代后 

呈均一的成纤维样细胞形态，排列紧密，传代培养 

10代细胞形态无明显改变(见图 1A～F)。 

2．2 UC—MSCs的免疫表型分析 流式分析表明， 

2种方法培养的脐带源细胞均强表达整合素黏附分 

子 CD29(95．71±2．23)％，造血细胞的标志 CD34 

和内皮细胞标志 CD31仅为(3．24±0．34)％和 

(2．47 4-0．54)％(见图2)。以下实验所用 的细胞 

均为贴壁培养的细胞。 

2．3 UC—MSCs的增殖生长曲线 传代潜伏期约 

24～48 h，细胞增殖较快的是在对数生长期，第 1～7 

天的 OD值分别为 0．102、0．159、0．259、0．400、 

0．507、0．535、0．558，到第5天后生长减慢。 

2．4 UC—MSCs对淋巴细胞增殖影响 预刺激的淋 

巴细胞在 IL一2作用下，淋巴细胞继续克隆性增殖。 

在活化淋巴细胞反应体系中加入 UC—MSCs，淋巴细 

胞增殖受到明显的抑制(尸<0．01)(见表 1)。MTT 

法检测提示，不同浓度 UC—MSCs抑制淋巴细胞增 

殖，UC MSCs抑制能力呈剂量依赖性。 

2．5 Hoechst和 PI染色结果 加入 PBMC的 UC． 

MSCs和未加入 PBMC的 UC—MSC的细胞核并未 出 

现变化，与 UC—MSCs共同培养的单个核细胞有凋亡 

细胞 出现 (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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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抑制淋巴细胞的增殖，且随着 UC—MSCs增多，其 Haenmtologica，2006，91(8)：1017—1026． 

抑制淋巴细胞增殖的能力越强，具有剂量依赖性。 [9]张英杰，李玉云·MSCs分离培养及定向分化为血管内皮细胞 

为了观察相互接触时是否有类似现象出现，根据 PI 的研究[J]l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08,2( )： -5． 

不能通过 完整 的细胞膜，但 可以进入 死细胞， [ 。]Le B “。K，T i L， ““db。rg B， a1．M。 。”。 y 。 

Hoechst染色时正常细胞的核呈蓝色，而凋亡细胞的 。e
．

1k 

．  ? 砒 ? 。：． mp n ：nd 
核会呈致密浓染这一特性，对uc—MSCs和共培养的 ； [J]． d J Im muno1,2 003,57(1) ．1l一2o． 
外周血中PBMC进行双染，发现 UC—MSCs的细胞核 『lI]zhang w

，
Ge w ，Li C,et a1．Effects ofmesenchymal stem cells。 

未见明显变化，但可见到 PBMC死亡现象发生。UC— diffe ti 
． 

t faIi on_andfu ti。 。f human 。 vt。 deri 。d 

MSCs抑制淋巴细胞增殖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dend i。 。ll ⋯．St。 Cell Oev 2004，13(3)：263—271． 

[ 参 考 文 献 ] [12] Spaggiari GM，Capobianc。A，Becchetti S，et。1．Mesenchymal 

[1] Pittenger MF，Mackay AM，Beck SC，et a1．Muhilineage potential stem cell-natura1 killer ce11 interactions：evidence that activated 

of adult human “chy l 。 ll。[J]·Science,1999,284 NK cells are capable。f killing MSCs
，whereas MSCs can inhibit 

(5 )：143一 7’ IL
．2．induced NK．ce1l pmliferati。n[J]．B1。。d，2006，107(4)： 

[2] Jiang Y，Jahagirdar BN,R i“ RL， a1．Pl ripotency m l484
— 1490． 

2o02，4l (6893)：41-49． 

一  

[13] Corcione A,Benvenuto F,Ferretti E,et a1．Human me8e yma 

[3] Ra。MS，Mat MP．Stem ce11s and agi“g：e panding the stern ce11s modulate B-ceu functi。ns⋯ ·B1。。d，20H06，107(1)： 

p0ssibilities[J]．Mech Agi“g Dev,2001，122(6)：713—734． 367—372· 

[4] weiss ML，Troyer DL．Stem ce11s in the umbilical cord[J]．Stein [14] Rasmuss0n I,Ringden 0，Sundberg B,et al-Mesenchyn1al stem cells 

(上接第 981页) 

[5] Gesehwind N，Levitsky W．Human brains left—right asymmetries in 

temporal speech region[J]．Science，1968，161(837)：186—187 

[6] Foundas AL，Leonard CM，Gilmore RL， a1．Pars triangularis 

asymmetry and language dominance[J]．Proc Natl Acad Sci U S 

A，1996，93(2)：719—722． 

[7] Watkins KE，Paus T，Lerch JP，et a1．Structural asymmetries in the 

human brain：a voxel—base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142 MRI scans 

[J]Cereb Cortex，2001，11(9)：868—877． 

[8] Cao Y，Whalen S，Huang J，et a1．Asymmetry of subinsular 

anisotropy by in vivo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J]．Hum Brain 

[9] 

[10] 

[12] 

Mapp．2003，20(2)：82—90． 

Rodrigo S，Naggara O，Oppenheim S，et a1．Human subinsular 

asymmetry studied by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and fiber tracking 

[J_．AJNR，2007，28(8)：1526—1531． 

张剑凯，李雪鹏，李少华 ，等．端脑横切面上内囊后肢不对称 

性研究[J]．局解手术学杂志，2009，18(3)：153—154． 

汪启东，徐晓俊，张敏呜．两侧内囊非对称}生的磁共振弥散张量成 

像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2008，37(5)：472—476． 

陆成操．脑内主要核团的体积研究——不对称性及其与整脑 

的相关性[J]．解剖学杂志，1987，10(4)：299—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