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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具有较高的分化潜能，可向多个方向进行分化，在骨、软骨、肌肉、肌腱、韧带、神经、
肝、内皮和心肌等组织工程方面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从人脐带中分离出间充质干细胞，细胞含量、增
殖能力优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免疫原性比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低，并且具有取材方便，无伦理学争议等优点。
BrdU 标记法：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标记方法，当细胞处于 DNA 合成期而同时又有 BrdU 存在时，BrdU
会掺入新合成的 DNA 中，随后通过抗 BrdU 单克隆抗体进行免疫细胞化学染色进行示踪。与同位素和荧光标
记技术相比较，BrdU 标记和检测的方法简便，准确性及标记率高，是反映细胞增殖及跟踪监测移植细胞的理
想指标，但 BrdU 标记细胞如果发生凋亡或死亡，其释放的 BrdU 则可掺入到处于细胞循环 S 期的任何细胞，
从而难以区分移植细胞和宿主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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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选择有效的手段，标记和追踪细胞在体内的分布、分化及转归，才能深入探讨细胞发挥治疗效果的具
体机制。
目的：了解 BrdU 标记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在颅脑损伤大鼠体内的迁徙和定位情况。
方法：分离培养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并进行细胞表面标志物鉴定，取第 3 代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采用 BrdU
进行标记，MTT 法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将 BrdU 标记的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经尾静脉注射到颅脑损伤模型大
鼠体内，移植后 14 d 取损伤处脑组织制备组织切片，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迁徙和定
位情况。
结果与结论：经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表达 CD29、CD44、CD105，不表达造血细胞表面特异性标志 CD34
和 CD45。通过生长曲线可以发现，细胞在接种 1-3 d 处于调整期，第 3-5 天进入对数生长期。移植后 14 d
在脑损伤部位可以观察到 BrdU 染色阳性细胞，表明移植的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在大鼠体内发生迁徙，经过大
鼠的外周血液循环迁徙达到颅脑损伤部位，实现对损伤部位的有效修复。
关键词：

干细胞；脐血干细胞；脐带间充质干细胞；颅脑损伤；干细胞标记示踪技术；细胞迁徙；细胞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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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mplanted into
brain injury model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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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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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Choosing an effective means to label and trace the distribu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migration of
cells in vivo help to further explore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cells that exert a therapeutic effe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migr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BrdU-labeled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brain injury model rats.
METHODS: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 samples were obtained, and the isolation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as carried out. The primary and passage culture were performed. The phenotype of
cell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Passage 3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ere labeled
using BrdU, and the cell proliferation was detected using MTT method. BrdU-labeled cells were injected into brain
injury rats via the tail vein. At 14 days after transplantation, brain tissues in the injury region were cut into sections
and the migration and location of the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ere observed under inve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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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scence microscope.
RESULTS AND CONCLUSION: Cell surface specific markers CD45 and CD34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but the cells could not express CD44, CD105 and CD29. Based on the cell growth curve, the cells came into a
conditioning period at 1-3 days of seeding and came into a logarithmic phase at 3-5 days. BrdU-positive cells
were visible at the injury region after 14 days, indicating that in the rats, transplanted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igrated from the peripheral blood to the site of brain injury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repair of injured parts.
Cite this article: Liu HL, Liu ZJ, Chen XB, Hu WZ, Ding BQ. Migr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mplanted into brain injury model rat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16;20(1):31-35.

维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冰冻切片机(广州市瑞品生物

0 引言 Introduction
[1]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颅脑损伤发生率不断提高 ，

技术有限公司)。
实验方法

治疗后容易产生各种后遗症，严重影响到患者的日常生

1.4

活，并给患者家庭以及全社会造成十分沉重的负担。临

1.4.1

床大多采用常规神经营养、高压氧以及康复锻炼等方式

超净工作台中利用止血钳将脐带标本夹出，置于添加青

治疗颅脑损伤，这些方法虽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善患

霉素、链霉素、DPBS的培养皿中，剪成15 cm左右长的片

者的神经功能，但往往无法获得理想的效果

[2-3]

。干细胞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分离培养与表型检测

在

段，用DPBS冲洗，加入胰酶消化。消化结束之后用移液

相关理论及技术的发展，为颅脑损伤的治疗提供了新的

枪将细胞转移至离心管中，添加15倍体积DPBS进行离心，

思路。干细胞移植后，在体内分化形成新的神经元，与

弃上清。利用DPBS平衡液进行清洗，收集细胞进行原代

宿主神经纤维之间发生紧密的联系，逐渐构成新的神经

和传代培养。流式细胞仪对第3代细胞进行表型检测。取第

环路，有效恢复缺损的神经功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4-6]

。

-

3代细胞，胰酶消化，离心，调整细胞浓度为1×107 L 1，添

目前需要选择有效的手段，标记和追踪细胞在体内的分

加20 μmol/L BrdU对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进行标记。

布、分化及转归，才能深入探讨细胞发挥治疗效果的具

1.4.2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体外生长曲线绘制

取BrdU

体机制 。BrdU是胸腺嘧啶核苷的类似物，在细胞DNA

标记第3代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与未标记细胞接种于96孔

合成期掺入到新合成的DNA中，方法简便，可以反映细

板上，每孔接种1 mL，置于37 ℃，体积分数为5%CO2培

胞在体内的增殖情况，是用于体内示踪的理想标记方法。

养箱中进行培养。每天在各培养孔中添加MTT液，置于培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表达 多 种胚 胎 干 细胞 的 特 有分子标

养箱中继续培养4 h，每孔添加100 µL二甲基亚砜，充分溶

志，且无伦理问题的限制，是具有临床应用前景的多能

解还原产物，利用全自动酶标仪检测各孔吸光度(A值)。连

干细胞。实验即用BrdU标记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了解脐

续检测5 d，绘制两组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体外生长曲

带间充质干细胞在 颅脑 损 伤大 鼠 体 内的 迁 徙 和定位情

线。

况。

1.4.3

[7]

动物模型的建立

对大鼠进行常规腹腔内注射麻

醉，待达到麻醉效果之后，利用液压颅脑损伤仪给予峰值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单一样本观察性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2015年4至7月在河南大学淮河

密连接，液压冲击管注入37 ℃生理盐水，调整打击锤的高
度，释放打击锤，利用液压冲击力形成脑损伤，建立液压
颅脑损伤模型。打击后观察大鼠生命体征，如呼吸停止、

医院实验室完成。
1.3

冲击压力处理。将大鼠头部的打击管与液压冲击管一端紧

心脏骤停，应立即给予胸廓挤压。生命体征恢复后，用庆

材料
健康雌性SD大鼠10只，7周龄，体质量

大霉素盐水冲洗伤口，骨蜡封闭骨孔，缝合切口。手术完

(250±10) g，由四川省抗生素工业研究所实验动物中心提

成之后，对动物进行流食喂养，待恢复活动之后予以普通

供，批号200232。

喂食、饮水。

1.3.1

1.3.2

实验动物

主要试剂与仪器

青霉素、链霉素(石药集团中诺

1.4.4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 胞移植

颅脑损伤模型建立

药业(石家庄)有限公司)，DPBS平衡液(上海弘顺生物科

24 h之后开始进行细胞移植，动物麻醉后固定在立体定向

技有限公司)，MTT (上海江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二甲

仪上，经尾静脉注射经BrdU标记的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基亚砜(杭州伟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BrdU (北京杰辉生

0.5 mL(2×109 L 1)。

物技术有限公司)，超净工作台(苏州博兰特实验室系统工

1.4.5

程有限公司)，全自动酶标仪(上海昨非实验室设备有限公

注固定，获得脑组织标本，于室温条件下，固定过夜后进

司)，二氧化碳培养箱(北京博宇腾辉科贸有限公司)，流

行常规脱水等处理，冰冻切片机制备组织切片，切片厚度

式细胞仪(上海众生生命科学发展有限公司)，ELISA试剂

为5 μm，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迁

盒(上海翊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倒置荧光显微镜(大悦

徙和定位情况。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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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察指标

1.5

①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形态。②人脐

www.CRTER.org

2.4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在颅脑伤大鼠体内的迁徙和定

带间充质干细胞体外生长曲线。③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在

位情况

细胞移植14 d，在大鼠脑损伤部位可以观察到

颅脑损伤大鼠体内的迁徙和定位情况。

BrdU染色阳性细胞(图4)，提示移植的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可以在脑损伤大鼠体内发生迁徙和定位，经动物外周血液

2

结果 Results

2.1

循环达到颅脑损伤部位。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形态学观察

经传代培养，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与成纤维细胞类似，细胞呈现出长梭形(图

标记组
未标记组

1)。

0.45
0.40
0.35
吸光度值

0.30
0.25
0.20
0.15
0.10
0.05
0

图 1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形态(×100)
Figure 1 Morphology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100)
图注：第 3 代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为长梭形，单层生长。

2.2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免疫分型

1d

2d

3d

4d

5d

图 3 两组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体外生长曲线
Figure 3 Growth curve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vitro

经流式细胞仪检测，

细胞不表达造血细胞表面特异性标志CD34和CD45，但可
以表达CD29、CD44、CD105(图2)。
2.3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生长曲线

MTT检测不同时间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生长吸光度(A值)，并绘制细胞生长曲
线。通过曲线可以发现，标记组与未标记组细胞在接种1-3 d
处于调整期，并于第3-5天进入对数生长期，生长曲线基本
重合，两组细胞不同时间的吸光度值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 > 0.05)，见表1，图3。
_

表 1 两组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培养不同时间点吸光度值
Table 1 Absorbance values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t different culture time

(x±s)

组别

1d

2d

3d

4d

5d

标记组

0.18±0.01

0.21±0.02

0.26±0.03

0.34±0.05

0.41±0.05

未标记组

0.17±0.01

0.23±0.03

0.25±0.03

0.35±0.05

0.42±0.06

图 4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在颅脑损伤部位的分布(BrdU 染色，×100)
Figure 4 BrdU staining results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the site of brain injury (×100)
图注：图中箭头指示部位为经 BrdU 标记和染色呈阳性的人脐带间充
质干细胞。

CD34

CD29

CD44

CD45

CD105

0.4%

93.2%

96.5%

0.1%

84.1%

图 2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表面特异性标志表达
Figure 2 Immune genotyping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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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作者贡献：实验设计为刘红林、刘志军，实验实施为刘红林、

干细胞具有强大的分化能力，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分化为

陈小兵，实验评估为刘红林、胡文忠，资料收集为刘红林、丁丙谦。

神经元细胞，代替脑内死亡的神经细胞，达到修复神经损伤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的目的[8-12]。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可以通过旁分泌机制，调

伦理问题：①实验过程中对动物的处置符合 2009 年《Ethical

[13]

控细胞的生物学活性 。而且，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还具有

issues in animal experimentation》相关动物伦理学标准的条例。

较强的黏附性，低密度培养时能够迅速贴壁，具有快速增殖

②脐带标本的采集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经产妇

[14-26]

能力

[18]

。彭余江等 用神经生长因子基因转染人脐带间充

(或家属)书面同意用于科学研究。

质干细胞，用于治疗神经系统损伤有较好效果。
干细胞移植后可以发生一定的迁移和定位

文章查重：文章出版前已经过 CNKI 反剽窃文献检测系统进

[17-22]

，因此

行 3 次查重。

需要采用一种有效、安全的标记方法来追踪其在体内的变
化，了解细胞的迁徙和定位情况

[23-24，27]

。Cheng等

[26]

用超

文章外审：本刊实行双盲外审制度，文章经国内小同行外审
专家审核，符合本刊发稿宗旨。

顺磁性氧化铁标记的干细胞移植治疗创伤性脑损伤，磁

作者声明：文章第一作者对研究和撰写的论文中出现的不端

共振加权成像(SWI)对所标记的干细胞进行追踪，在移植

行为承担责任。论文中涉及的原始图片、数据(包括计算机数据库)

后的第1，3周，可以观察到病变左半球顶叶皮质存在低

记录及样本已按照有关规定保存、分享和销毁，可接受核查。

信号强度图像，说明细胞发生了迁移。BrdU属于胸腺嘧
啶核苷的类似物，具有与胸腺嘧啶核苷相似的功能，可

文章版权：文章出版前杂志已与全体作者授权人签署了版权
相关协议。

以参与细胞合成DNA。利用BrdU对处于DNA合成期的干
细胞进行标记。将细胞置于含有BrdU的某种培养基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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