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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及改良纱布包裹冻存法对人血管内皮细胞保护的比较*★
李 柳1，侯光辉2，吴 静3

Protectiv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versus reforming cryopreserving methods on huma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Li Liu1, Hou Guang-hui2, Wu Jing3
Abstract
BACKGROUND: As for traditional cryopreserving method, cells are cooling by steps at 4 ℃ and -20 ℃, which is complicated
and a waste of time.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and reforming cryopreserving methods on huma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METHODS: The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were incubated with a freezing medium consisting of 10% dimethyl sulfoxide, 60%
fetal bovine serum and 30% DMEM serum-free medium after digested with trypsin, and then the cell suspension were put into
preserving tubes. Each group was interven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tubes were packaged with gauze and then thawed
into -80 ℃ refrigerator straightly.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ubes were pre-cooling at 4 ℃ and -20 ℃ for 30 minutes and 1 hour,
then thaw into -80 ℃ refrigerator. One month later, the endothelial cells were resuscitat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urvival rates and growth curves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in adherence rates,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proliferation. The reforming cryopreserving method is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cryopreserving method
which is more convenient and easier to operate.
Li L, Hou GH, Wu J. Protectiv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versus reforming cryopreserving methods on huma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12;16(5): 867-870.
[http://www.crter.cn http://en.zglckf.com]

摘要
背景：传统的细胞冻存多采用 4，-20 ℃放置的阶梯式降温方法，程序复杂且浪费时间。
目的：比较传统法与改良冻存法对血管内皮细胞的保护效果。
方法：将常规培养的人血管内皮细胞用胰酶消化后，用配置好的冻存液(10%二甲基亚砜、体积分数 60%胎牛血清、
30%DMEM 无血清培养基)调整浓度，将细胞悬液吸入冻存管，分组干预：实验组以纱布包裹，并直接投入-80 ℃冰箱；对
照组按常规冻存法，4 ℃冰箱和-20 ℃冰箱分别预冷 30 min 和 1 h 后放入-80 ℃冰箱。1 个月后快速复苏冻存细胞。
结果与结论：复苏后实验组细胞存活率及生长曲线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复苏后实验组细胞贴壁率、形态学变
化及增殖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改良的纱布包裹法优于传统的细胞冻存法，且更加方便快捷。
关键词：冻存；纱布；血管内皮细胞；MTT；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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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 材料和方法

细胞培养的传代及日常维持过程中，在培
养器具、培养液及各种准备工作方面都需大量
的耗费，而且细胞一旦离开活体开始原代培养，

设计：对照实验。
时间及地点：于2011-07/10在暨南大学医
学院眼科实验室进行。

它的各种生物特性都将逐渐发生变化，并随着

材料：人血管内皮细胞由暨南大学医学院

传代次数的增加和体外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

血液内科实验室馈赠，细胞生长良好。胎牛血

有新的变化，Qian等[1]证明细胞冻存前后的生

清(Hyclone公司)；二甲基亚砜(北京普博欣)、

物学特性不变，因此及时进行细胞冻存十分必

锥虫蓝粉剂购于Sigma公司；高糖DMEM粉剂

要。传统细胞冻存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细

来自Gibco公司；MTT(四甲偶氮唑盐比色法)试

胞生物学特性不变，且应用广泛，效果可靠，

剂盒购自广州凯基。

但传统细胞冻存方法采取阶梯式降温法，复杂

方法：

且费时长。作者在长期的学习操作中，新创了

人血管内皮细胞的冻存： 将DMEM常规培养

文中所提到的纱布包裹法，进一步改善了传统

的人血管内皮细胞用胰酶消化，用全培养基中

的细胞冻存技术。

止胰酶，1 000 r/min离心5 min，弃上清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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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血管内皮细胞用配置好的冻存液(10%二甲基

瓶2 mL种植于T25培养瓶，2 h后实验组有50%

亚砜、体积分数60%胎牛血清、30%DMEM无

左右贴壁，对照组只有部分贴壁，见图1。1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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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培养基)调至浓度为(1.0~2.0)×10 L ，分装

后实验组有90%左右贴壁，2 d后达到80%融

入冻存管各1.5 mL备用。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

合，血管内皮细胞生长旺盛，呈典型的六边形

照组，实验组以纱布包裹20层左右并直接放入

或多边形，如铺路石状，细胞膜完整，胞浆内

-80 ℃冰箱，对照组采用传统的逐级降温方法：

有丰富颗粒，核仁清楚，与未冻存细胞形态相

先将冻存管在4 ℃放置30 min，然后放入-20 ℃

似；对照组只有50%左右贴壁，2 d后才能达到

放置1 h，最后放入-80 ℃冰箱长期保存。

60%贴壁，4 d后达到80%融合，显微镜下可见

[2]

人血管内皮细胞的复苏 ：1个月后取出冻存

细胞形态不均一，且有触角伸出，见图2。

管快速置于37℃水浴1.0~2.0 min，振荡直至细
胞悬液完全融化，然后用10倍体积的DMEM液
稀释，900 r/min离心5 min，弃上清液。
锥虫蓝拒染法计细胞存活率：混悬好的细胞悬

液注入细胞计数板后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
100倍倒置显微镜下计数未蓝染细胞数与总细
胞数的比值，计5个不重叠视野并取其平均数，

a: Experimental group

所得值为存活率。
细胞形态学观察：人血管内皮细胞接种后分别

于2 h、12 h、2 d后在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人
血管内皮细胞的贴壁率(100倍倒置显微镜下计
数已贴壁细胞数与总细胞数的比值，计5个不重
叠视野并取其平均数)、生长情况及形态变化。
细胞生长曲线的绘制： 取两种方法冻存的复

苏后细胞及未冻存细胞，用含血清培养基调整
浓度为6×106 L-1，接种至7块96孔培养板上，每
孔100 µL，设6个复孔，培养板于37 ℃、体积

b: Control group

Figure 1
图1

分数5%CO2培养箱中培养。按下述方法于第2，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i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t 2 h after resuscitate (×50)
实验组与对照组血管内皮细胞复苏 2 h 后的
形态学变化(×50)

4，6，9，11，13，15天各取出1块板同时测定
实验组、对照组和未冻存组A值：5×MTT溶液
用试剂盒中的稀释液调整浓度为1×MTT，96孔
板换液后每孔中加入50 µL 1×MTT，37 ℃、体
积分数5%CO2孵育4 h后，弃上清，加入150 µL
DMSO，90 r/min 摇床常温下摇5 min，用酶联
免疫检测仪测定每孔的A值，测定波长为
570 nm，以日期为横坐标，当日孔板上6个复

a: Experimental group

孔A值的平均值为纵坐标绘制生长曲线。
细胞凋亡率：两组细胞的凋亡率。

主要观察指标：血管内皮细胞复苏后的存
活率、生长曲线及形态学变化。
2 结果
2.1

血管内皮细胞的存活率

组均未观察到蓝染，蓝染率均为0，存活率均为
100%。
2.2

b: Control group

实验组和对照

血管内皮细胞的形态学变化

复苏后的

Figure 2
图2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i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t 12 h after resuscitate (×50)
实验组与对照组血管内皮细胞复苏 12 h 后的
形态学变化(×50)

人血管内皮细胞以2×108 L-1的浓度，每个培养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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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后血管内皮细胞生长曲线

2.3

www.CRTER.org

实验组和对照组

均呈典型的S型，几乎完美契合，与未冻存组比较在第2，

3 讨论

4天不明显，从第6天起可见区别(略低于未冻存组)，见
锥虫蓝染色方法显示改良的纱布包裹法和传统方

图3。

法均对锥虫蓝拒染，说明两组细胞都是正常的活细胞，
Experimental group
Control group
No frozen group

胞膜结构完整，都能排斥锥虫蓝，使之不能够进入胞内，
而流式细胞检测结果显示其中已有部分细胞发生早期
凋亡或晚期凋亡，甚至是坏死。传统检测细胞活力的方
法多采用锥虫蓝染色，其只适用于检测坏死细胞，但如

A

细胞发生凋亡，仍有排除染料的能力，如本实验所显示
复苏的实验组和对照组锥虫蓝染色均拒染，但是对比流
式细胞仪检测结果，很显然其中已有部分细胞已经发生
了凋亡，此与贾光等[3]的研究结果一致；而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存活的细胞亦会发生锥虫蓝染色，因此产生
的计数差异非常大，故锥虫蓝不能作为鉴定细胞精确死
Time (d)

Figure 3
图3

亡的标准[4]。因此作者在实验中同时对复苏细胞的形态

Growth curves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in each
group by MTT
MTT 法绘制两组血管内皮细胞生长曲线

学变化进行了观察，并进行了流式细胞仪的凋亡检测和
以MTT法绘制了生长曲线。
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改良的纱布包裹冻存法

实验组细

所得的人血管内皮细胞存活率与传统冻存法没有明显

胞 坏 死 占 0.20% ， 早 期 凋 亡 占 3.45% ， 晚 期 凋 亡 占

差异，说明在保存细胞这点上，改良的纱布包裹冻存法

1.78%，细胞存活占94.57%；对照组细胞坏死占0.43%，

不逊于传统冻存方法。而改良冻存法的细胞贴壁能力、

早期凋亡占2.25%，晚期凋亡占2.01%，细胞存活占

增殖能力明显优于传统冻存法，但MTT法显示在接种相

95.32%，见图4。

同数量基础上两种方法获得的细胞总活力相同，考虑有

2.4

复苏后血管内皮细胞凋亡率检测结果

两种可能：对照组虽然贴壁能力不如实验组，但经过长
时间(2 d)的贴壁后，贴壁的细胞数与实验组没有明显差
异；Kuczynski等[5]在研究中发现，冷冻精液是一种有效
的筛检过程，可淘汰掉衰老或畸形的精子，所以作者大
胆设想细胞的冻存过程可以视为一种自然选择，淘汰掉
了细胞活性差的细胞，只有那些活力较好、膜功能稳定、
代谢旺盛、染色体正常的细胞才能经受住低温而得以保
全，因此两组细胞的MTT实验结果无明显差异。就MTT
绘制的生长曲线而言，实验组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别，与
a: Experimental group

未冻存组的生长曲线弧度相似，但整体略低于未冻存
组，这表明内皮细胞进行冷冻保存是可行的，改良的冷
冻保存法效果不逊于现有的冷冻保存方法，细胞冻存对
细胞的活力仍有一定的损伤。
随着细胞低温保存技术的发展，目前已经可以在体
外长期保存多种细胞[6]。体外培养细胞冻存复苏后的生
长状态，直接影响各种生物学实验的效果，而冻存复苏
后的状态主要与冻存早期细胞内温度降低的程度与幅
度有关。细胞冻存时，经历冰结晶形成、脱水、可溶性

b: Control group

Figure 4
图4

Apoptosis rates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i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flow
cytometry
流式细胞仪检测两组血管内皮细胞凋亡情况

物质浓缩的3种过程。标准的冻存程序为缓慢冻存[7]。如
果温度下降缓慢，每分钟下降1 ℃，则细胞内并不出现
冰结晶，冰结晶主要形成于细胞外，细胞本身只发生逐
渐的脱水，并不遭受损伤[8]，如果降温速度过快，细胞
内外同时形成冰晶，引起细胞器损伤、细胞内蛋白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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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细胞核内染色体空间构型改变等，最后也同样导致
“缓慢冰冻”是保护细胞使之不发生
细胞死亡[9]。因此，

[3]
[4]

严重损伤的关键因素。细胞内冰结晶的形成和电解质的
浓缩主要发生在-10~-5℃之间，传统细胞冻存方法，细

[5]

胞停留在-20~4 ℃，时间长，温度下降较剧烈。作者采
取的改良的纱布包裹冻存法，给细胞冻存管包裹上纱
布，相当于给细胞冻存管穿上了一件“衣服”，可明显

[6]

降低温度下降的速度，冻存管内细胞的温度平缓下降，
实现前文中所述的“缓慢冰冻”，因此可以有效减轻细

[7]

胞在低温冰冻中的损伤程度，方法简便有效。在低温冻

[8]

存环境下，细胞生化反应与活力代谢基本是静止的，因

[9]

此保存时间的长短对细胞无明显影响或影响较小，张延
辉等[10]证明了这个推论的正确性，Rigol等[11]在对血管

[10]

冻存的研究中也表明，存储时间对血管功能无明显影
响，取得良好冻存效果的关键是冻存细胞所用的保存液
及降温速率。因此作者在此只对细胞进行了1个月的冻

[11]

Jia G,Liu SJ,Zhongguo Zhiye Yixue.2000;27(3):49.
贾光,刘世杰.应用台盼兰拒染法与MTT法判断Cr(VI)细胞毒性的比
较[J].中国职业医学,2000,2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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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6: 2109-2113.
Spurr EE,Wiggins NE,Marsden KA,et al.Cryopreserved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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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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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多个结果均说明，改良的纱布包裹法与传统的方法
无显著差异，在诸如贴壁率、细胞形态学等方面改良的
纱布包裹法甚至更优于传统的方法，且操作步骤更加简
洁，所选用的纱布容易获得且价格低廉，适于推广。本
实验仅在-80 ℃冰箱中进行细胞冻存，能否在液氮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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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 词表主题词扩展：热缺血- Warm Ischemia
In medicine, ischemia (from Greek, ischaimía;

官离体后)，虽然血流中断，但是器官组织仍继

害出现较快、程度较重，又因氧消耗完后，仍

isch- root denoting a restriction or thinning or

续进行代谢，此时，因氧和各种代谢底物供应

可进行无氧代谢，但代谢产物无法清除，可引

to make or grow thin/lean,haema blood) is a

缺乏而器官的代谢水平仍高，所以器官缺血损

起酸中毒,代谢必需的养料和酶系统亦有消耗。

restriction in blood supply, generally due to
factors in the blood vessels, with resultant
damage or dysfunction of tissue. It may also
be spelled ischaemia or ischæmia. It also
meanslocal anemia in a given part of a body
sometimes resulting from congestion (such as
vasoconstriction, thrombosis or embolism).
器官从供体供血停止到冷灌注（冷保存）开始
的这段时间。这一期间对器官的损害最为严重，
一般不应超过 10 分钟，这是因为，热缺血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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