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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免疫磁珠细胞分选技术：免疫磁珠细胞分选方法可以在几分钟内从复杂的细胞混合物中分离出很高纯度的目
的细胞。免疫磁珠的体积很小，不会对细胞造成机械性压力，且孵育时间短、操作过程快，阳性分选出的细
胞可立即用于分析和随后的实验。
肿瘤干细胞的分选：肿瘤干细胞在肿瘤组织中只占 0.02%-0.1%，但其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并能产生异质性肿
瘤细胞，分选高纯度的肿瘤干细胞在肿瘤组织的生长、转移和复发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
背景：有效分离干细胞是前列腺癌发生发展研究的基础，目前的主流方法是免疫磁珠分选。
目的：应用自制的免疫磁珠分选前列腺肿瘤组织中的 CD133+/CD44+细胞，并进一步培养和传代进行免疫学
鉴定，以确定免疫磁珠分选效果。
方法：应用独创的磁珠制备免疫磁珠，分选肿瘤组织中细胞膜表达 CD133 和 CD44 的细胞。观察分选细胞无
血清培养成球情况，及传代后其在形态学、增殖能力方面与标准肿瘤细胞株的差异，并用免疫荧光法检测其
特异性抗体的表达。
结果与结论：制备的免疫磁珠粒径小、分选效果佳。分选的细胞成球效果好，培养传代后的细胞依旧明显表
达 CD133 和 CD44 抗原。分选的细胞非诱导培养后可见多种形态，生长旺盛。转化生长因子 β 诱导培养后细
胞形态较单一且生长缓慢。两组细胞与标准肿瘤细胞株培养后的增殖情况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 < 0.05)。结
果表明应用自制免疫磁珠从肿瘤细胞中分选的 CD133+/CD44+细胞经过初步形态及功能鉴定具有干细胞的特
性，可为前列腺癌干细胞的提取及进一步培养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
干细胞；肿瘤干细胞；免疫磁珠细胞分选；CD133；CD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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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of prostate cancer stem cells using self-designed magnetic beads
Abstract
BACKGROUND: Effective sorting of prostate cancer stem cells is the basis of experimental studies in
prostate cancer developing. The most common sorting method is magnetic-activated cell sorting.
OBJECTIVE: To separate CD133+/CD44+ cells in prostate cancer tissues using self-designed magnetic beads
followed by culture, passage and immunological identification.
METHODS: Self-designed magnetic microspheres were applied to establish immunomagnetic beads to sort
CD133+/CD44+ cells in prostate cancer tissues. The sorted cells were cultured in serum-free medium. The sphere
formation, cell morphology, and proliferation ability after cell passage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 between the
sorted cells and the normal tumor cell lines. Immunofluorescence detection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specific antibodie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Self-designed immunomagnetic beads had small diameter and a high-sorting
effect. The sorted cells possessed a high capacity of microsphere formation. After cell culture and passage, the
cells highly expressed CD133 and CD44 antigens. The sorted cells with no induction had varying shapes and
grew vigorously. After induction with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he cultured cells were noted to have a single
shape and grow slowly. The cell proliferation ability of sorted cells in these two group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from
that of the normal cancer cell lines (both P < 0.05). In conclusion, the CD133+/CD44+ cells sorted from prostate
tumor cells possessed cell morphology and fun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em cells which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extraction and culture of prostate cancer stem cells.
Cite this article: Gong R, Li SY, Huo ZX, Ding H, Sun EL. Extraction of prostate cancer stem cells using
self-designed magnetic bead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16;20(1):36-41.

0 引言 Introduction

1.3

前列腺癌干细胞是前列腺癌的起始细胞，不仅可以分

1.3.1

材料
肿瘤组织

临床手术获得Gleason 7-8级患者的前

化成前列腺癌细胞，还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前列腺癌干细

列腺癌组织，取材部位为基底细胞富集区域(苏木精-伊红

胞来源于正常干细胞，而正常的干细胞分化为基底上皮细胞

染色切片定位)。

与管腔上皮细胞。少量管腔上皮(Luminal)型干细胞即可对小

1.3.2

[1]

实验试剂和仪器

人前列腺癌PC-3细胞株(天津市

鼠致癌 。管腔上皮特异性(Luminal-specific)启动子目前受

泌 尿 研 究 所 传 代 培 养 细 胞 库 ) ； DMEM/F12( 美 国

瞩目的有probasin及PSA(prostate-specific antigen)[2]。基底

Invitrogen公司)；胎牛血清(Gibco公司)；0.25%胰蛋白酶、

上皮干细胞Trop2和CD49f高表达也已经证实与前列腺致

PBS、β-巯基乙醇(天津盛鑫源伟业)；人表皮生长因子、

癌性相关

[3-4]

。体外实验证明只有表达正常前列腺干细胞标

人碱性成纤维生长因子、人白血病抑制因子(美国

志(α2β1/CD133/CD44)的癌细胞在体外具有自我更新能力，

PeproTech公司)；CD133/CD44磁珠分选试剂盒(自主研

约占0.1%的前列腺癌细胞表现出这种表型，且与前列腺癌分

发)，磁珠分选架(天津大学Baseline)；单克隆抗体、PE

级没有相关性。同时前列腺癌干细胞也表达CKs 5/14，p63，

标记CD133荧光抗体和FITC标记的CD44荧光抗体(德国

AMACR或TMPRSS2-ERG fusion gene等多个标志物[5]。

美 天 旎 公 司 ) ； FITC 标 记 的 兔 抗 鼠 荧 光 二 抗 ( 美 国

有效分离前列腺癌干细胞是研究的基础，目前的主流

PeproTech公司)；全自动荧光酶标仪(奥地利TECAN公

方 法 是 以 免 疫磁 珠 分 选 (magnetic bead cell sorting ，

司 ) ； SIGMA 500/VP 高 分 辨 率 场 发 射 扫 描 电 镜 ( 德 国

MACS)和流式分选(FACS)为主。免疫磁珠分选技术已用于

ZEISS公司)；IX73倒置荧光显微镜(日本Olympus公司)；

胶质母细胞瘤、胰腺癌、直结肠癌等肿瘤干细胞的分选

[6-8]

。

实验拟采用自主研发的纳米级磁珠结合公认的前列腺
癌干细胞标记物CD133及CD44双阳性分选前列腺肿瘤组
织中的目的细胞

[9-10]

，观察MACS分选干细胞的可靠性和有

凝胶成像仪(美国Bio-RAD公司)。
1.4
1.4.1

方法
脲醛树脂基质免疫磁珠的制备

取脲醛树脂复合磁

性微球进行表面修饰，得到表面含有羧酸钠的磁球，用

效性，并为进一步探索干细胞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奠定基础，

0.5 mol/L盐酸与上述反应产物在室温下机械搅拌1 h，即得

为干细胞靶向治疗研究提供来源。

到羧基脲醛树脂磁性微球。向磁性微球悬液中加入丙烯醛，
经电子加速器照射使微球表面形成一层活性膜后，分别与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细胞学体外观察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2014年6月至2015年4月在天津

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天津市泌尿研究所实验室完成。

ISSN 2095-4344 CN 21-1581/R

CODEN: ZLKHAH

CD44 antibodies ， human (clone ： DB105) 及 CD133/1
(AC133) antibodies，human (clone：AC133)共同孵育15 h
再以MPC磁力架回收磁珠，即为免疫磁珠。经过优化实验，
最终制备的免疫磁珠质量浓度为1 g/L，结合的单抗为20 μ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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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荧光验证：将包被了CD44/CD133单抗的免疫磁

为标准PC3细胞系(天津医科大学泌尿研究所提供)，用含

珠用0.01 mol/L PBS(pH=7.4)洗涤直至上清中的蛋白浓度

体积分数为1%胎牛血清的DMEM/F12培养。细胞接种于

为0，取2份样品分别加入含5%BSA的PBS和5%脱脂奶粉

96孔板，每组各接种21孔，空白培养基调零，置于孵箱

的PBS，其体积为原磁珠体积的2倍，37 ℃温箱孵育1 h，

内培养7 d。每天3组内随机各取3孔添加5 g/L的MTT

在 外 加 磁 场 作 用 下 进 行 磁 性 分 离 后 ， 用 0.01 mol/L

(20 μL/孔)，继续培养4 h，加二甲基亚砜200 μL振荡混

PBS(pH=7.4)洗涤3-5次进行封闭。分别加入相同量的二抗

匀后使用酶标仪在570 nm波长处检测吸光度值，取平均

(PE标记的兔抗鼠IgG)，在37 ℃温箱内避光湿孵30 min，

值，描绘生长曲线，据Patterson公式TD=T×lg2/lg(Nt/No)

用PBS洗涤3-5次后，共聚焦显微镜成像。

计算倍增时间(TD：倍增时间，T：培养天数，No：初始

1.4.2

肿瘤组织处理

取Gleason 7-8级患者的前列腺癌

组织，取材部位为基底细胞富集区域(苏木精-伊红染色切片
[11]

细胞数，N：T天后细胞数)。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各组在不同时间点细胞的数量(以

定位)，按Olumi等 方法处理肿瘤组织，培养板预孵小牛血

吸光度值衡量)，细胞的生长状态及成球状态。②目的细胞

清，孵箱内烘干备用。手术切除的癌组织于含500 U/mL青

培养前后荧光染色情况。

霉 素 ， 500 U/mL 链 霉 素 的 D-Hank’s 中 浸 泡 10 min ，

1.6

2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

D-Hank’s漂洗后用眼科剪剪至2 mm 大小，0.125%胰蛋白

处理。CD133 /CD44+诱导前后组与前列腺癌标准细胞系

酶消化15 min，过200 μm不锈钢筛网，离心，洗涤。在含

组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 检验。检验水准α=0.05(双侧)，P ≤

有青霉素、链霉素的RPMI1640培养液中加入0.5 g/L两性

0.05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霉素B，0.1 g/L庆大霉素，25 mmol/L HEPES，体积分数

结果 Results

为10%胎牛血清，225 U/mL胶原酶和125 U/mL透明质酸

2

酶，37 ℃培养16-18 h。培养过程中始终轻柔振摇，视培

2.1

养情况半量换液。将上述方法获得的单细胞悬液放入含体

球粒径小，平均直径大约200 nm，因而悬浮稳定性好。比

积分数为5%胎牛血清及1 nmol/L睾酮的RPMI1640培养液

表面积大，偶联配基容量相对较高，因而容量相对较少，

中即可持续传代培养。

表面光滑。高倍数电镜下可见微球表面具有丰富的可利用

1.4.3

双阳性抗体免疫磁珠分选

调整细胞浓度为1×10

显微镜下确定细胞数，

-1

11

L 。300×g离心10 min，重悬于

免疫磁珠的表征

经电镜观察，所制备的免疫磁珠微

官能团(图1)，可结合大量单抗抗体，增强分选效果。免疫
荧光电镜下可见结合的单抗密度高，分布均匀(图2)。

500 μL PBS中，加入FcR 100 μL，然后添加CD133免疫磁

2.2

珠100 μL，4 ℃避光孵育30 min，300×g离心10 min，重

疫磁珠初次分选，可见大量的细胞中只有0.5%左右的细胞

悬于500 μL缓冲液。安置磁力架和分离柱(自制，注册商标：

表面表达CD133，因此可被磁珠吸附，而不表达CD133的

中国天津大学baseline)，冲洗3遍，将细胞于分离柱中缓慢

细胞则不能结合免疫磁珠(图3)。经CD133与CD44免疫磁

下流，冲洗3遍，移开磁力架，快速用缓冲液冲洗得到

珠双分选后非目的细胞已基本筛除。目的细胞占0.1%左

+

+

免疫磁珠细胞分选

处理后的肿瘤组织经CD133免

CD133 细胞。将CD133 细胞用含体积分数为10%胎牛血

右，其表面被免疫磁珠包裹，细胞形态完整(图4)。

清及0.1 mmol/L β-巯基乙醇的DMEM/F12培养16-20 h。

2.3

+

SFM培养类干细胞球

分选的CD133+/CD44+ 细胞

用上述方法继续进行CD44免疫磁珠分选，得到CD133 /

数量较少，增殖周期28-30 h，一般需要1周左右才可以形

CD44+细胞。

成小的干细胞球。将免疫磁珠分选的CD133+/CD44+细胞
将分选

经连续9 d的SFM培养，可形成细胞球。球体较为紧密，周

后得到的CD133 /CD44 细胞用添加了20 μg/L表皮细胞生

围未见明显的细胞碎片或者死细胞(图5)，表明CD133+/

长因子(EGF)、20 μg/L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20 μg/L

CD44+细胞在SFM加生长因子的条件下具有类干细胞的成

白细胞抑制因子(LIF)的DMEM/F12培养基培养，每三四天

球能力，而且细胞成球效果更好。

换液1次，培养八九天后重悬，置于共聚焦培养皿过夜。室

2.4

温下40 g/L多聚甲醛固定20 min，PBS清洗3次，BSA封闭

对照组(组3)培养第7天时细胞数分别是4.1×103、3.5×105、

30 min ， 分 别 加 CD133/1 (AC133)-PE 及 CD44-FITC,

4×104个，倍增时间分别为185.28、28.58、38.06 h，诱导

human各染色20 min，DAPI染色10 min，甘油封固后荧光

分化组为转化生长因子β抑制的CD133+/CD44+细胞组，7 d

显微镜下观察。

培养未能发生倍增。非诱导组为非抑制细胞在2 d内发生了

1.4.4

serum-free culture(SFM)培养及荧光检测
+

+

诱 导 分 化 后 细 胞 增 殖 能 力 检 测

细胞倍增时间

诱导分化组(组1)、非诱导组(组2)、

取

倍增，经7 d培养，细胞活率维持在95%以上。非诱导组较

CD133 /CD44 细胞以200 μL的PBS重悬至2×10 ，诱导

对照组即PC3对照细胞倍增时间缩短了1 d左右(图6)。诱导

分化组(组1)用含有体积分数为1%胎牛血清、5 μg/L转化

分化组与对照组经t 检验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t=39.8，

生长因子β的DMEM/F12培养，非诱导组(组2)则用含有体

P=0.001)；非诱导组与对照组经t 检验比较，差异有显著

积分数为1%胎牛血清的DMEM/F12培养，对照组(组3)

性意义(t=11.4，P=0.008)。

1.4.5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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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降低原有检测手段的检测限，在大量细胞中筛选出微
A

B

量的目的细胞。实验所用的免疫磁珠的体积极小，不会对
细胞造成机械性压力，而且孵育时间短，操作过程快。磁
珠分散性好，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胶体液，它们在磁场中
既不沉淀又不凝聚。磁珠的组成成分可被生物降解，且不
会激活细胞或影响细胞的功能和活力，细胞的生理功能也
不变，因此磁珠即使去除不完全分选出的细胞也可立即用

图 1 免疫荧光磁珠电镜成像图
Figure 1 Photomicrography of magnetic beads by electron
microscopy
图注：图中 A 为低倍电镜下(10 000 倍)的磁珠，可见粒径较均匀，表
面光滑；B 为高倍电镜下(100 000 倍)的磁珠，可见表面有丰富的结
合位点，可结合较多的目的抗体。

于分析和随后的培养。课题组的前期研究利用自制的磁珠
有效的进行了生物分离[23]，此次研究将磁珠与特异性单克
隆 抗 体 结 合 ， 尝 试 从 前 列腺 肿 瘤 组 织 中 分 选 高 纯度的
CD133+/CD44+细胞，进而检验分选后前列腺癌细胞的生
物学特性。
Patrawala等 [24] 证实前列腺癌CD44+ 细胞具有类干细

非诱导组CD133+/CD44+细胞在培养

胞特性如致瘤性、潜在转移性、克隆形成能力。Vander

初呈悬浮状态，圆形体积较小，4 d后出现少量贴壁。在7 d

Griend等 [25]证实CD133+ 细胞群在培养过程中依旧表现出

后部分贴壁，共聚焦培养皿培养，荧光染色可见多种形态，

干细胞的某些特性如自我更新能力和多向分化能力。此次

2.5

细胞增殖情况

+

+

生长旺盛(图7)。诱导组CD133 /CD44 细胞几乎很少贴壁，

研究用自制的免疫磁珠成功从前列腺组织细胞匀浆中分选

共聚焦培养皿培养，荧光染色形态较单一，主要是梭形，

出CD133+/CD44+ 细胞，在其后的细胞培养中，细胞成球

生长缓慢(图8)。对CD133+/CD44+细胞进行双重免疫荧光

良好，细胞增殖能力强，有极好的回收率和存活率。

检测，可见CD133/1(AC133)-PE孵育的细胞发红色荧光

研究发现，在肿瘤组织细胞中CD133+/CD44+细胞计

(图7A，图8A)，CD44-FITC抗体孵育的细胞发绿色荧光(图

数比例基本保持在0.5%左右，而这符合干细胞比例。免疫

7B，图8B)，证实了SFM培养后的CD133+/CD44+细胞依

荧光检测结果也足以说明实验获得了高纯度的

旧明显表达CD133和CD44。

CD133+/CD44+细胞。CD133+/CD44+细胞在随后的连续性
传代培养后依旧保持有干细胞的一些特性。如实验中采用

讨论 Discussion

转化生长因子β诱导分化CD133+/CD44+细胞，通过诱导和

2005年底Cancer Research杂志正式报告了Collins从

非诱导细胞组对比可知，两组不但在倍增时间上存在显著

人前列腺癌组织中成功分离出前列腺癌干细胞[12]，确认了

差异，且在形态学上也有明显的差异，表明诱导后细胞已

3

+

其独特的细胞表面抗原表型为CD44 /α2β1

high

+

/CD133 ，从

而前列腺癌干细胞学说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关于前列腺

经部分或者全部成为了其他成熟亚型的细胞，而形态学上
的多样性证明CD133+/CD44+细胞具有多向分化潜能。

癌干细胞的分化模型目前仍存在争议，主流观点认为前列

在增殖实验中，分选的CD133+/CD44+细胞比PC3肿瘤

腺癌干细胞位于基底细胞层中[13-15]，有干细胞特性的基底

细胞增殖能力显著增强，经过转化生长因子β诱导分化后处

细胞产生中间型前驱细胞，这种细胞再产生大量终末分化

于某一分化成熟的CD133+/CD44+ 细胞则增殖能力明显减

的分泌细胞[16]。根据干细胞假说，传统治疗对干细胞无效，

弱，表明CD133+/CD44+大部分细胞处于分化成熟状态，故

只有分化了的肿瘤细胞才有可能被消除。干细胞有可能介

具有较强的增殖能力，这也进一步说明了CD133+/ CD44+细

导肿瘤的复发、转移及无限增殖，只有针对干细胞才是有

胞极有可能是癌症的种子干细胞，可使肿瘤分化扩增。实验

效的治疗

[17]

结果显示：①MACS分选的CD133+/CD44+ 细胞比例约为

。

磁珠分选技术是利用干细胞表面的标记物特异性分选

0.5%，代表了极小群细胞。②CD133+/CD44+细胞具有较强

细胞的技术，纳米免疫磁珠利用干细胞表面标记进行高特

的成球能力且具有多向分化潜能。③CD133+/CD44+细胞具

异性的细胞分选使得捕获前列腺组织中的微量肿瘤干细胞

有较强的增殖潜能，转化生长因子β和低血清能诱导肿瘤干

成为可能。CD133和CD44被认为是前列腺癌干细胞的表

细胞分化，从而抑制其致瘤力[26]。有理由推断通过MACS分

面标记物[18]，受到了广泛研究。已有一些报道通过它们来

选的CD133+/CD44+细胞是前列腺癌干细胞。

分离鉴定前列腺癌干细胞。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在该领

自Mickey等[27]建立第一株前列腺癌细胞系以来，目前

域现有一些新的标志物被发现，比如α2，α6，β1整合素，

已建立有十多株细胞系。2003年日本的Okada等[28]新建立

C-met，乙醛脱氢酶1，ABCG2，CD166，SOX2和EZH2

了一个前列腺小细胞癌细胞系SO-MI。用MACS从肿瘤组

等[19-22]。

织中分选出CD133+/CD44+细胞，可以获得足量的前列腺

随着抗体技术的发展．免疫磁珠富集技术已成为细胞

癌干细胞，为前列腺癌干细胞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细胞资源。

分选和蛋白质组学研究的重要技术支持。免疫磁珠富集法

前列腺癌干细胞增殖速度快、致瘤性强，具有多向分化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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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图 2 免疫荧光磁珠在荧光电镜下成像(×8 000)
Figure 2 Photomicrograph of immunomagnetic beads by
fluorescent electron microscope (×8 000)
图注：图中 A 为普通光源；B 为荧光光源。

图 3 经 CD133 免疫磁珠分选的肿瘤组织细胞与 FITC 二抗结合后荧
光图(×400)
Figure 3 Fluorescent photomicrography of tumor tissue cells
binding to FITC second antibody after CD133 magnetic bead cell
sorting (×400)
图注：在较多的肿瘤细胞(图 B)中，CD133 免疫磁珠分选时可以特异
性结合表面具有 CD133 抗原的目的细胞(图 A 中绿色荧光为免疫磁珠
结合的目的细胞)，从而可以精确的分选出目的细胞。

A

图 5 细胞成球实验(×400)
Figure 5 Sphere-forming assay (×400)
图注：分选的目的细胞培养后具有良好的成球形，具有干细胞特性。

1.0
诱导组
0.8
吸光度值

对照组

未诱导组

细胞活率

B

B

C

图 7 非诱导组 CD133+/CD44+双重免疫荧光图(×400)
Figure 7 CD133+/CD44+ dual immunofluorescent
photomicrograph in the non-induction group (×400)
图注：图 A 为 CD133 染色荧光；B 为 CD44 染色荧光；C 为普通光
源。

0.6
A

B

C

0.4

0.2

0
1d

2d

3d

4d

5d

6d

7d

图 6 细胞倍增时间曲线
Figure 6 Curve of cell proliferation
图注：诱导组为诱导后的 CD133+/CD44+细胞；未诱导组为未诱导的
CD133+/CD44+ 细胞；对照组即 PC-3 细胞。细胞活率为未诱导的
CD133+/CD44+细胞活率。

A

B

C

图 8 诱导组 CD133+/CD44+双重免疫荧光图(×400)
Figure 8 CD133+/CD44+ dual immunofluorescent
photomicrograph in the induction group (×400)
图注：图中 A 为 CD133 染色荧光；B 为 CD44 染色荧光；C 为普通光
源。

D

E

F

图 4 目的细胞被免疫磁珠捕获荧光图(×400)
Figure 4 Fluorescent photomicrography revealing the capture of target cells by immunomagnetic beads (×400)
图注：图中 A 为 CD133 磁珠与 FITC 二抗结合；B 为普通光源细胞；C 为 A 与 B 融合图；D 为 CD44 磁珠与 PE 二抗结合；E 为普通光源细胞；F
为 D 与 E 融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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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肿瘤组织细胞更具有建立细胞系的优势，可在一个地区的
细胞株建立中进行尝试。肿瘤干细胞在肿瘤的生成、发展、
复发、转移、耐药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分化了的肿
瘤细胞才有可能被消除，因而针对干细胞才是有效的治疗，
溯其根源，彻底消除处于静止期的干细胞才是治疗的根本。
目前前列腺癌干细胞的研究处于初级阶段，如果能详尽阐明
前列腺癌干细胞的具体作用机制，对于未来肿瘤的治疗及预
后等策略的建立和改进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者贡献：实验设计为龚锐，实验实施为龚锐、李胜英、霍
志霞、丁浩，实验评估为孙二琳，资料收集为龚锐、李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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