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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0—2200(2010)06-0558-04 -基础 医学 · 

乳鼠心肌细胞和心脏成纤维细胞的原代培养 

张乃菊 ，陈天平 。祝晓光 

[摘要]目的：探讨一种简便、可靠的乳鼠心肌细胞和心肌成纤维细胞培养方法。方法：以组织块酶消化法分离细胞 ，通过差速 

贴壁分离法收集、培养乳鼠心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普通光学显微镜观察心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基本特征及生长特性的 

变化。结果：心肌细胞 12 h基本贴壁、1—3天形成细胞簇并出现同步搏动 ，心肌细胞纯度为93％；心肌成纤维细胞第 3～6代 

细胞生长良好，纯度达98％以上。结论：建立的乳鼠心肌细胞和心肌成纤维细胞体外培养方法是成熟、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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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细胞和心脏成纤维细胞作为一种体外实验 

研究模型，已应用于许多研究，如缺血缺氧再灌注模 

型、细胞移植、细胞凋亡等，但心肌细胞和心脏成纤 

维细胞培养常存在污染、消化不全和纯度不够等现 

象。为此，我们参照 Simpson等 的培养方法并作 

了改进，摸索出一种简便、可靠，且同时能培养出心 

肌细胞和心脏成纤维细胞的方法，为心肌细胞和心 

脏成纤维细胞的体外研究提供了更有效的技术手 

段，现作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及配制 高糖 DMEM(Dubecco改进的 

Eagle培养基)、I型胶原酶、0．1％胰蛋白酶(Sigma 

公司)，胎牛血清、新生牛血清(杭州四季青公司)， 

O／．一横纹肌肌动蛋白单克隆抗体(仅一sarcomeric actin， 

仅一SA)(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苏木精 一 

伊红染色液：由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配 

制。基础培养液：DMEM 培养基 (GIBCO)10．4 g， 

Hepes 2．38 g，加膜去离子水 1 000 ml溶解，调整 

pH 7．2～7．4，搅拌，0．22 m孔径的微孔滤膜过滤 

除菌后4℃保存。2周内使用。临用前，加入 10％ 

胎牛血清为接种培养液，加入 10％新生牛血清为交 

换培养液。酶消化液：将胰蛋白酶溶于 PBS缓冲液 

(pH 7．2～7．4)中，配成 0．1％胰蛋白酶消化液；将 

I型胶原酶溶于 PBS缓冲液(pH 7．2～7．4)中，配 

成 0．08％ 的胶原酶消化液。0．1％胰蛋 白酶及 

0．08％ I型胶原酶以2：1混合，现配现用。 

1．2 实验动物 1～3 Ft龄 SD大鼠10～25只，由 

本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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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验仪器 超净工作台(上海浦东物理光学 

仪器厂)、CO 培养箱(美国 SHELL LAB公司)、普 

通光学显微镜(日本 Olympus)、离心机(意大利 ALC 

公司)等。 

1．4 方 法 

1．4．1 组织消化和分离细胞 将乳鼠于 75％乙醇 

缸中浸泡5 S，转移至超净台。用大头针将其固定在 

无菌的泡沫板上，用聚维酮碘消毒胸、腹部皮肤。取 

2把弯镊子撕开皮肤，充分撕拉开，再用乙醇棉签消 

毒。用眼科虹膜剪在剑突处正中线稍偏左向上开胸 

后用剪子压住胸骨右缘，使心脏 自然跳出，用弯镊子 

勾住心脏根部，取出心脏，置于盛预冷 PBS液的培 

养皿中。将鼠心脏全部取出后，剪去心房、剔除心脏 

上结缔组织、脂肪及血管，预冷 PBS液清洗 3次，去 

除血污。将心脏剪成约 1 mm×1 mm×1 mm的组 

织块，刮入加有搅拌子的锥形瓶中，酶消化液冲洗剪 

刀及培养皿，转移至锥形瓶中。加入孵育过的酶消 

化液为心肌组织的5倍，37 cI=水浴，打开磁力搅拌 

器，60 r／min搅拌 10 rain，吸管轻轻吹打组织块 

1 rain分散细胞，自然沉降2 min后遗弃上清液。再 

次加入消化酶液 8～15 ml消化 8 min。 

1．4．2 培养细胞 (1)吸取上清液入离心管，加入 

预冷培养液 2 ml，吹打均匀后，1 200 r／min离心 

4 min，弃上清，细胞沉淀加预冷的培养液吹打后用 

封口膜封口放于冰中备用。(2)剩余组织块重复上 

述过程若干次，直到组织块消失，分次收获细胞。 

(3)将分次收获的细胞悬液集中离心 1次，将所有 

细胞沉淀集中于一个离心管加适量培养液再离心 

1次。(4)弃上清液加 10 ml接种培养液吹打几次 

以散开所有的细胞团接种于培养瓶中，在 5％CO 、 

95％空气、37℃培养箱中放置 1．5 h。(5)用预温至 

37 clC的接种培养液轻轻洗刷培养瓶后收集培养液 

(内含心肌细胞)于有刻度的试管中(差速贴壁分离 

法)，量取总体积(m1)数。吹打均匀用台盼蓝染色 

细胞记数调整细胞浓度，根据不同实验 目的用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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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液调整细胞浓度为(1～5)×10 ／ml，接种于相 

应的培养器皿 中，37 cIC、95％空气、5％体积分数 

CO，孵箱培养。第 2天部分心肌细胞能跳动，用预 

温至37 qC的 PBS洗刷以冲洗死细胞及悬浮物后换 

为交换培养液培养并加入有丝分裂抑制剂 5一溴脱 

氧尿苷(BrdU)0．1 mmol／L，继续温育。每 2～3天 

换液 1次。前 3天加入 0．1 mmol／L BrdU抑制成纤 

维细胞生长。取培养 72 h的单层细胞进行实验。 

(6)留下的贴壁细胞(主要含心肌成纤维细胞)加人 

含胎牛血清的培养液 l0 ml继续培养 ，每 2天换液 

1次。培养的心肌成纤维细胞 2～3天约 80％ ～ 

90％细胞融合 ，用 0．25％胰蛋白酶消化液按 1 X 

10 ／ml细胞密度接种传代培养(约 1：3)。 

1．5 细胞质量评价 

1．5．1 台盼蓝染色检测心肌细胞成活率 接种前 

取吹打均匀的心肌细胞悬液 0．9 ml加入 0．1 ml 

0．4％台盼蓝液，吹打混匀，在室温下放置3～5 rain， 

滴少量混合液入计数板。于倒置相差显微镜下鉴定 

心肌细胞存活率。正常心肌细胞为透明、折光性强 

的圆形细胞，死亡细胞被染成蓝色。细胞成活率 

(％)=[(总细胞数 一着色细胞数)／总细胞数 × 

100％]。 

1．5．2 形态学观察 (1)光学显微镜观察：在普通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培养液色泽变化；观察心肌细胞 

和心肌成纤维细胞生长状态、形态变化；观察心肌细 

胞搏动的频率、节律、强度及范围，以判断心肌细胞 

培养是否成功和细胞生长是否良好。并在高倍视野 

下计数有 自发搏动的细胞个数，进行摄像并记录搏 

动频率。(2)苏木精 一伊红染色观察：95％乙醇固 

定细胞爬片20 min，流水洗 2 min，蒸馏水洗 1 min； 

哈里斯苏木紫染5—7 rain，水洗2 min；0．5％盐酸分 

化至细胞核染色清晰，水洗，并浸于水中至核变蓝； 

伊红液染色3 rain，水洗 30 S～1 rain；80％乙醇浸洗 

7 S、90％乙醇、无水乙醇 I、无水乙醇 Ⅱ浸洗 1 min； 

二甲苯浸洗 5 min。中性树胶封片。(3)心肌细胞 

和心肌成纤维细胞纯度鉴定：根据心肌细胞中所含 

有的各种蛋白特性，将其特有的 仪一SA作为检测鉴 

定指标。同时，心脏成纤维细胞的鉴定缺乏一种比 

较理想的特异性抗原，而是多用排除法，即排除心肌 

成纤维细胞中混杂有心肌细胞，采用心肌细胞中所 

特有的 一SA作为检测鉴定指标，即心肌细胞和心 

肌成纤维细胞以 1．0×10 ／cm 密度培养在带有载 

玻片的6孔培养板上，即用 一SA单克隆抗体作为 
一 抗，S-P法 DAB显色免疫细胞化学染色，于无菌 

条件下，取培养第 3天已爬片的心肌细胞和心肌成 

纤维细胞用磷酸盐缓冲液(PBS)(pH=7．15)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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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 3次，冷甲醇固定 30 min；PBS洗 3次后用 仅一 

SA作免疫细胞化学法进行纯度鉴定。 

2 结果 

2．1 心肌细胞成活率检查 心肌细胞存活率约为 

93％ 。 

2．2 细胞形态学观察 

2．2．1 普通光学显微镜观察 (1)心肌细胞：培养 

液呈桃红色。由于生物酶及机械作用的破坏，刚分 

离的心肌细胞呈圆形 ，培养 2～4 h细胞开始贴壁生 

长，呈圆形，后变为梭形，细胞逐渐展开，伸出伪足， 

变为三角形、星形、多边形等形态，培养 12 h细胞基 

本贴壁，少数贴壁的单个细胞出现 自发性搏动，搏动 

的频率和节律不同；培养 72 h后细胞伸出的伪足相 

互接触交织成网，逐渐形成细胞簇，呈放射状排列的 

同心圆状，搏动呈同步性，收缩明显而有力，形成功 

能性合胞体细胞(见图 1A)，但各个细胞簇搏动的 

频率仍不相同，以40～90次／分多见。第 7～10天 

搏动频率达高峰，可达 200次／分，细胞密集相互接 

触，交织成网，形成细胞单层或细胞簇，其搏动趋向 

同步化；以后搏动的比例稳定在 85％左右，频率为 

20—150次／分，大多数集中在 50～70次／分。单个 

细胞搏动没有成团生长的细胞搏动明显，且节律不 

太规则 ，同一瓶细胞搏动频率可以不同，同一簇细胞 

也可有多个搏动中心。第 11天细胞搏动频率随培 

养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慢。第 21天时部分细胞停 

止搏动，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心肌细胞的胞质出现空 

泡和粗大颗粒样物质，细胞皱缩、脱落。(2)心脏成 

纤维细胞：心肌成纤维细胞刚分离时呈圆形，折光性 

良好，悬浮于培养基中。30 min后大多数已贴壁，其 

中部分开始伸出伪足，表现为小的突起。90 min后 

基本贴壁完全，细胞伸展成梭形，胞核清晰，分布较 

均匀，散在生长，不聚集成团。心肌成纤维细胞生长 

迅速，2～3天即呈融合状态，细胞排列紧密，有的交 

叉重叠生长，平坦、胞体较大，细胞质透明，显得很 

薄，细胞核较大，呈椭圆形，颜色淡，通常含 2～3个 

核，无白发性搏动(见图 1B)。 

2．2．2 苏木精 一伊红染色观察 功能性合胞体心 

肌细胞呈放射状排列的同心圆状。细胞核染成蓝 

色；细胞质染成淡红色，核膜较为清晰。中央细胞核 

质比例大，核染色质丰富，生长活跃，分裂能力强；中 

间部分细胞体积增大，核染色质较大，胞质丰富，形 

状为梭型、球形、星形、菱形等多角形；最外层细胞体 

积明显增大，形状以梭形、长方形为主，核质比例减 

小 ，胞质丰富(见图 1C)。而心肌成纤维细胞细胞核 

染成蓝色；胞质染成淡红色、核膜较为清晰，平坦、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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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较大，胞质透明，显得很薄，细胞核较大，呈椭圆 形，颜色淡(见图1D)。 

一 一 一 一  
图 1 A 成熟的心肌细胞(光镜)图 1 B 心脏成纤维细胞(光镜)图 1 C 功能性合 

胞体心肌细胞(苏木精一伊红染色)图 1D 心脏成纤维细胞(苏木精一伊红染色) 

2．3 纯度鉴定 培养的心肌细胞中 一SA抗原表 

达阳性，呈棕黄色，位于胞质(见图 2A)，阳性细胞 

率为92％；心肌成纤维细胞中 ．SA抗原表达阴性 

(见图2B)，阴性细胞率为98％。 

图2 A d—SA在心肌细胞中的阳性表达(S-P法) 

图2 B d—SA在心脏成纤维细胞中的阴性表达(S—P法) 

3 讨论 

乳鼠心肌细胞和心脏成纤维细胞培养过程纷繁 

复杂，我们认为影响乳鼠心肌细胞和心肌成纤维细 

胞培养成功的关键因素首先是无菌操作。手术器械 

均高压灭菌；玻璃器皿用强酸浸泡过夜，流水冲洗 

20次，去离子水冲洗3次，双蒸水冲洗 3次，烤干后 

高压灭菌备用。相关液体灭菌后分装并用牛皮纸扎 

口保存在4 o【=冰箱中；紫外线灯管和超净工作台均 

用 75％乙醇消毒，地面1：100的84消毒液擦洗，空 

气用臭氧消毒 30 min。操作前开鼓风机，用紫外线 

照射超净工作台30 rain，然后吹至实验结束。手术 

者术前严格洗手，戴无菌帽、口罩，穿无菌手术衣。 

手术操作过程严格无菌操作，动作迅速，尽量缩短心 

肌缺血缺氧时间。开胸前乳鼠用乙醇浸泡再用聚维 

酮碘消毒，因聚维酮碘是高效消毒剂，对有害细菌及 

繁殖体等具有较强的杀灭作用，不会像碘酒造成污 

染，可自行吸收不用脱碘，也比乙醇消毒更彻底。开 

胸时从剑突下偏左入 口，向上剪开胸廓，不打开腹 

腔，因此不会造成腹腔污染现象。培养过程中每一 

步操作都应严格遵循实验原则和无菌要求。另外， 

心肌细胞的观察、照相时间不可过长，次数不可太 

多，以每天不超过 2次，每次不超过 5 min为宜，否 

则可增加污染几率。 

其次是消化酶的联合应用。胰酶主要用于分解 

组织问质的蛋白质，作用强，对细胞膜有较强的破坏 

作用，因此单纯应用胰蛋白酶消化液对细胞的存活 

率有负面影响。心肌组织中存在大量的胶原，应用 

胶原酶可以消化细胞问质中的胶原纤维，此作用缓 

和，对细胞损伤小。在新生大鼠心肌组织中以胶原 

I为主，故我们在实验中采用0．1％胰蛋白酶(低浓 

度)及 0．08％ I型胶原酶(即所谓的双酶消化)以 

2：1混合，从而降低对细胞的损伤作用，提高消化的 

效率和细胞的活力。 

最后是细胞的纯化。我们在实验中采用差速贴 

壁分离、化学试剂抑制和更换不同血清相结合进行 

纯化的方法。成纤维细胞培养 1～1．5 h后基本贴 

壁完全，而心肌细胞贴壁较慢，因此利用这种贴壁时 

间的差异性进行分离，就可同步获得心肌细胞和成 

纤维细胞。本实验采用差速贴壁 90 min分离纯化 

的心肌细胞，纯度达到 90％以上；而该法收集到的 

成纤维细胞需要进行传代，因为其传代后基本保留 

了原代培养的特点，且贴壁和伸展速率更快，并能进 
一 步提高其纯度及获得大量细胞_2 J。但心肌成纤 

维细胞传到第 6代后 ，生长开始变慢，形状也发生变 

化，因此实验大多采用第 3—6代。化学试剂抑制 

法，其原理是根据一些化学物质对一种细胞无明显 

影响，而对另一种细胞有抑制作用，从而可以分离出 
一 种细胞，例如溴脱氧尿苷、阿糖胞苷、丝裂霉素 C 

等可以抑制成纤维细胞的 DNA或蛋白质的合成，从 

而抑制成纤维细胞的生长  ̈ 。因此，本研究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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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细胞培养中选用0．1 mmol／L BrdU于培养前 3天 

在培养基中加入能满足实验需要。本实验在心肌细 

胞培养中还采取不同时期在培养液中添加不同血清 

以降低成纤维细胞的繁殖速度也能提高心肌细胞的 

收缩性能，效果显著 。 

本研究用比较简单的试剂和器材，花费较少的 

人力、物力，成功地进行了新生大鼠心肌细胞和心肌 

成纤维细胞的分离培养，且心肌细胞存活率高，细胞 

贴壁快，搏动早，心肌细胞和心肌成纤维细胞的纯度 

高，且操作简便，重复性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心肌 

细胞和心肌成纤维细胞原代培养方法，可以满足心 

血管疾病发生、发展机制及心血管药物和心脏组织 

工程学的研究及多种生理生化实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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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57页)解 GRP78，导致协调抗肿瘤作用 。 

体外研究⋯ 显示，GRP78与肿瘤关系密切，肿 

瘤细胞赖恶性程度性地合成 GRP78维持内环境的 

稳定，构筑自身防御机制，保护肿瘤细胞逃避化疗药 

物的杀伤作用。可见，ADR上调 GRP78的表达是 

人乳腺癌 SK—BR一3细胞对 ADR诱导细胞凋亡敏感 

性下降的原 因之一。利用 siRNA干扰技术抑制 

GRP78的表达，可以明显增高 ADR诱导 SK．BR．3 

细胞的凋亡率，从而达到化疗增敏的目的。 

综上所述，GRP78的高表达是乳腺癌化疗耐药 

的重要原因之一，抑制 GRP78的合成可明显提高乳 

腺癌细胞的凋亡敏感性，在其他方法不能地解决肿 

瘤抗药性及其转移问题的情况下，GRP78的研究可 

为肿瘤化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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