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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共培养模型下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对T24膀胱
癌细胞侵袭、迁移及增殖能力的影响*

高 超1,王 琪2,刘翰楠1,吴健勇1,李宇虹1,庞 波1,梁 霞3,唐 勇1△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泌尿外科;2.实验研究部;3.放疗科,南宁 530021)

摘要 目的:研究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对T24膀胱癌细胞侵袭、迁移及增殖能力的影响。方法:构建 HUVEC和T24
膀胱癌细胞的Trans-well共培养模型(共培养组),与T24膀胱癌细胞非共培养组进行比较,分别应用Trans-well小室、Matri-
gel胶及CCK-8法比较两组细胞的侵袭、迁移及增殖能力。结果:侵袭实验24h后,共培养组与非共培养组的侵袭细胞数目分

别为(93.22±27.35)个、(52.04±22.54)个,共培养组侵袭细胞数显著高于非共培养组(P<0.01)。迁移实验24h后,共培养

组与非共培养组的迁移细胞数目分别为(183.62±62.07)个、(66.80±23.36)个,共培养组迁移细胞数显著高于非共培养组

(P<0.01)。在增殖实验中,共培养组和非共培养组的吸光度(OD)值在第3、第4、第5天分别为(1.128±0.125)、(0.866±

0.068)、(1.536±0.098)和(1.103±0.153)、(1.910±0.139)、(1.550±0.177)。共培养组的细胞增殖率显著高于非共培养组

(P<0.01)。结论:在三维共培养条件下,HUVEC对T24膀胱癌细胞的侵袭、迁移及增殖能力均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 三维共培养模型;T24膀胱癌细胞;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侵袭;迁移;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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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co-culturinghumanumbilicalveinendothelialcellswithT24bladdercancercellson
theinvasion,migrationandproliferationofT24cells
GaoChao1,WangQi2,LiuHannan1,WuJianyong1,LiYuhong1,PangBo1,LiangXia3,TangYong1.
(1.DepartmentofUrology;2.DepartmentofExperimentalResearch;3.DepartmentofRadiotherapy,

TheAffiliatedTumorHospitalofGuangxiMedicalUniversity,Nanning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assesstheeffectsofco-culturinghumanumbilicalveinendothelialcells(HUVEC)

with T24bladdercancercellsontheinvasion,

migrationandproliferationofT24cells.Methods:

Wedividedthestudyintotwogroups:aT24blad-
dercancercellgroup (T24group)andtheHU-
VEC-T24bladdercancercellstrans-wellco-culture
group(co-culturegroup).Thecellinvasion,mi-
grationability,andproliferationwerecomparedu-
singtrans-wellcellinvasionMatrigelassay,trans-
wellmigrationassayandCCK-8proliferatio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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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Results:After24hours,thenumberofinvasiveandmigratedcellsintheco-culturegroupwerere-
spectively93.22±27.35and183.62±62.07,which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intheT24group
(52.04±22.54and66.80±23.36)(P<0.01).TheCCK-8assayshowedthattheODvaluesonday3,4
and5wererespectively(1.128±0.125),(0.866±0.068)and(1.536±0.098)intheco-culturegroup,

andwere(1.103±0.153),(1.910±0.139)and(1.550±0.177)intheT24group.Thecellproliferation
ratewasmarkedlyhigherintheco-culturegroupthantheT24group(P<0.01).Conclusion:Co-culture
ofHUVECwithT24bladdercancercellspromotestheinvasion,migrationandproliferationofT24cells.
Keywords co-culturemodel;T24bladdercancercells;humanumbilicalveinendothelialcells;invasion;

migration;proliferation

  膀胱癌细胞是我国常见的泌尿系统恶性肿瘤之

一,肌层浸润转移是患者预后不佳的主要原因,肿瘤

微环境与膀胱癌复发及迁移密切相关。肿瘤复发迁

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需要经历早期原发肿瘤生长、
肿瘤血管生成、肿瘤细胞脱落并侵入基质、肿瘤细胞

进入脉管系统、癌栓形成、继发组织器官定位生长、
迁移灶继续扩散7个步骤。肿瘤微环境刺激肿瘤血

管的形成,而膀胱癌血管生成又是十分关键的环节。
膀胱癌的侵袭、迁移与肿瘤组织新生血管的形成密

切相关,恶性肿瘤微血管化是内皮细胞参与的过

程[1-3]。但血管内皮细胞作为肿瘤微环境成员,与膀

胱癌细胞的相互作用尚不清楚。因此,本实验利用

三维共培养模型模拟体内膀胱癌的微环境,将人脐

静脉 内 皮 细 胞(humanumbilicalveinendothelial
cells,HUVEC)和 T24膀胱癌细胞共培养,探讨

HUVEC对T24膀胱癌细胞的侵袭、迁移及增殖的

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人膀胱癌细胞株T24系及 HUVEC均购自中

科院上海细胞库。Matrigel基质胶、RPMI-1640、胎
牛血清(FBS)、胰蛋白酶(EDTA)、Trans-well小室

(3μm和8μm)、24孔培养板、96孔培养板均购自

美国Corning公司;PBS缓冲液(北京索莱宝科技有

限公司);CCK-8试剂(日本同仁化学研究所);吉姆

萨染剂、4%多聚甲醛(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细胞培养箱、酶标仪(美国THERMO公司)。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及传代 人膀胱肿瘤细胞株T24
及HUVEC的培养:T24细胞及 HUVEC常规培养

于含10% FBS的 RPMI-1640液中,于5% CO2、
37.5℃饱和湿度的培养箱中培养,每2d换1次液

(PBS冲洗后放入新培养液),2d后置于倒置显微镜

下观 察,当 细 胞 铺 满 整 个 瓶 壁 底 部 约75%时 用

0.25%EDTA消化,待细胞变圆吹打混匀并传代。

1.2.2 细胞侵袭及迁移预实验 为明确侵袭及迁

移实验的最佳时间点,本研究将 T24细胞与 HU-
VEC共培养。(1)侵袭实验:首先配置 Matrigel:
RPMI-1640培养液按1∶6的比例配置,然后每个小

室内每孔铺体积为60μL的基质胶,37℃过夜成胶

备用。在24孔板的下室放入含 HUVEC(2×104

个)的完全培养液500μL,24h后,Trans-well小室

(孔径为8μm)内加入1×106个 T24膀胱癌细胞

(体积200μL),然后放入37.5℃、5% CO2的细胞

培养箱中培养,设置时间梯度为24h、36h、48h。
迁移实验:在24孔板的下室放入含 HUVEC(2×
104个)的完全培养液500μL,24h后,Trans-well小

室(孔径为8μm)内加入1×105个T24膀胱癌细胞

(体积200μL),然后放入37.5℃、5% CO2的细胞

培养箱中培养,设置时间梯度为24h、36h、48h。
1.2.3 细胞侵袭实验 方法同1.2.2项下的侵袭

实验设置入加T24膀胱癌细胞后的培养时间为24
h。独立实验重复3次。
1.2.4 细胞迁移实验 方法同1.2.2项下的迁移

实验设置加入T24膀胱癌细胞后的培养时间为24
h。独立实验重复3次。
1.2.5 细胞增殖实验 应用CCK-8法检测两组细

胞连续5d的生长能力的差异。在共培养组的下室

内每孔种含有5×103个 HUVEC的培养液(体积

900μL)。在非共培养组的下室放入体积为900μL
的10%FBS的培养液作为对照组。24h后,分别在

共培养组和非共培养组的小室内(孔径为3μm)每
孔放 入 2×103 个 的 T24 膀 胱 癌 细 胞 (体 积 为

200μL)。将这两组细胞放入37.5℃、5% CO2的温

箱中过夜。最后,将CCK-8试剂与 RPMI-1640培

养液按照1∶10配制液体,每孔加入100μL,置于

37℃、5%CO2细胞培养箱中,孵育2h,用酶标仪在

450nm波长处测定两组吸光度(OD)值,分别检测

培养第1~5天的OD值。独立实验重复3次。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分析处理数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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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2.1 细胞侵袭、迁移实验培养最佳时间点

  在侵袭及迁移的预实验中,24h的细胞结构清

晰,没有细胞自我复制,是最佳时间点。而36h、

48h的细胞自我复制并且数目较多,占满整个显微

镜视野,不利于实验的观察比较,因此本研究选择

24h作为最佳培养时间用于后续实验,见图1。

2.2 两组细胞侵袭能力比较

  在侵袭实验中,HUVEC与 T24细胞共培养

24h后,可见通过Trans-well的细胞数为(93.22±
27.35)个,显著高于非共培养组的(52.04±22.54)
个 ,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
图2。

2.3 两组细胞迁移能力比较

  在细胞迁移实验中,HUVEC与T24细胞共培

养24h后,共培养组T24细胞迁移数为(183.62±
62.07)个,非共培养组为(66.80±23.36)个,两组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图3。

2.4 两组细胞增殖能力比较

  HUVEC与T24细胞共培养3d以后,共培养

组T24细胞的增殖率显著高于非共培养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4。

a:侵袭实验预实验24h;b:迁移实验预实验24h;c:侵袭实验预实验36h;d:迁移实验预实验36h;e:侵袭实验预实验48h;f:

迁移实验预实验48h。

图1 显微镜下侵袭、迁移实验预实验24h、36h、48h的T24膀胱癌细胞(×100)

a:侵袭实验24h共培养组;b:侵袭实验24h非共培养组。

图2 显微镜下侵袭实验的共培养组和非共培养组的T24膀胱癌细胞(×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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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迁移实验24h共培养组;b:迁移实验24h非共培养组。

图3 显微镜下迁移实验中共培养组和非共培养组的T24膀胱癌细胞(×100)

与非共培养组同一时间点比较,*P<0.05。

图4 共培养组和非共培养组细胞的生长曲线

3 讨 论

  本研究将 HUVEC与T24膀胱癌细胞进行三

维共培养,进而观察内皮细胞对膀胱癌细胞的侵袭、
迁移及增殖能力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HUVEC对

T24膀胱细胞的侵袭、迁移及增殖能力均有促进作

用。体外三维培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膀胱癌

的血管模型,对理解和揭示机体膀胱癌新生血管的

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利用体外三维共培养的模型来研究肿

瘤微环境的方法已经备受关注[4]。Transwell的三

维共培养是利用聚碳酸酯膜相隔上、下室,由于聚碳

酸酯膜有通透性,下室培养液中的成分可以影响到

上室内的细胞,从而可以研究下室的细胞或者其分

泌的培养液中的成分对上室细胞生长、运动等的影

响。共培养体系中一种细胞对另一种细胞的影响是

通过旁分泌的细胞因子相互作用,但两者不接触。
这种方式广泛应用于细胞分泌性生长因子对细胞分

化或维持细胞自身分化状态的研究中。Trans-well
共培养模型的优势主要是研究两种细胞之间的相互

调节作用。Wang等[5]的实验证明了三维共培养是

很好的研究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体外模型,通过

建立HUVEC和成骨细胞共培养,发现了与 HU-
VEC共培养的成骨细胞的骨形态发生蛋白BMP-2
分泌显著增强。三维共培养较常规的培养系统具有

明显的优点,其在建立立体结构的同时,可以在细胞

外基质中施加干预因素来研究细胞间的相互作

用[6]。
  膀胱癌血管的形成贯穿着膀胱癌的侵袭、迁移

及增殖的整个过程,持续的血管形成是膀胱癌生长

的标志性事件[4]。膀胱癌细胞通过自分泌生长因

子、自我复制等机制促进自身无序生长,并通过新生

血管的生成不断供给营养。由此可以认为,抑制膀

胱癌的血管生长,既可以切断营养供给,还可以抑制

远处迁移[7]。此外,作为肿瘤播散的土壤即癌旁组

织,亦在肿瘤的复发迁移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为了

研究周围邻近的健康组织如何受到异源化肿瘤细胞

增生行为的影响,常将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和各种

上皮细胞加入肿瘤组织中,观察肿瘤细胞的侵入和

正常细胞生长行为的改变。Darland等[8]研究表明,
肿瘤细胞可以通过分泌可溶性因子来刺激内皮细

胞,使其出现相应肿瘤血管内皮细胞的特征。在肿

瘤尤其是实体瘤的发生过程中,血管新生是肿瘤得

以存活的重要因素,而血管新生的最主要过程为内

皮细胞的生长。另外,肿瘤的侵袭、迁移等过程也有

赖于内皮细胞的参与。因此,利用三维共培养模型,
可以更好地研究膀胱癌血管形成的机制。本研究利

用三维共培养体系,将泌尿系肿瘤中的T24膀胱癌

细胞与 HUVEC共培养,以观察 HUVEC对膀胱癌

细胞侵袭、迁移及增殖能力的影响,更好地研究膀胱

癌细胞的复发机制。

  肿瘤血管生成能力是肿瘤侵袭周围组织,发生

肿瘤远处迁移的条件之一。肿瘤血管的诱导生成、

·043·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7Mar;34(3)



肿瘤的自身生长及肿瘤的侵袭的关键步骤都是肿瘤

的迁移,并且主要是依赖于肿瘤细胞和肿瘤微环境

之间的交流[9]。而肿瘤细胞与宿主的内皮细胞的相

互作用对于研究肿瘤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此外,
肿瘤的可塑性,即血管内皮细胞相关标志物的表达

的研究也很重要。研究人膀胱癌细胞和HUVEC作

用的意义在于研究促进膀胱癌微环境及迁移的机

制,阻断血管内皮细胞这个膀胱癌复发迁移的“帮
凶”,进而研究出新的抗膀胱癌的疗法。Fujimoto
等[10]对人膀胱癌细胞 ECV304与 HUVEC的相互

作用进行研究,结果发现ECV304膀胱癌细胞可以

模仿血管内皮细胞,并且和血管内皮细胞共同协作,
进而促进肿瘤微环境的形成。

  在本实验中,T24膀胱癌细胞可能是通过分泌

刺激因子来刺激 HUVEC,使其出现T24膀胱癌血

管内皮细胞的相应特征,HUVEC为T24膀胱癌的

迁移提供必要的刺激因子及营养成分,来促进T24
膀胱癌细胞的迁移,成为了膀胱癌细胞的“帮凶”。
而最 主 要 的 “帮 凶”可 能 是 血 管 内 皮 生 长 因 子

(VEGF)和 碱 性 成 纤 维 细 胞 生 长 因 子(bFGF),

VEGF和bFGF在微血管重建的刺激作用是比较重

要的。VEGF和bFGF对HUVEC的增殖有促进作

用,从而提高细胞间的相互介导和微血管的发展[11]。
且HUVEC自身在膀胱癌细胞的诱导下,自身也分

泌了VEGF和bFGF,相当于 HUVEC“克隆”出了

更多的VEGF和bFGF,反过来促进了T24膀胱癌

细胞的侵袭、迁移和增殖,这是一种类似协同作用的

相互机制,使HUVEC和膀胱癌细胞的侵袭、迁移及

增殖达到了“双赢”的发展。尤其VEGF不仅可以促

进人血管内皮细胞形成毛细管腔样结构,还可以诱

导内皮祖细胞参与形成新生血管[12]。内皮细胞分泌

的VEGF和bFGF刺激了基质金属蛋白酶(MMP)-
2和 MMP-9的分泌[13]。HUVEC可能分泌了某些

刺激因子,比如VEGF和bFGF,刺激T24膀胱癌细

胞增强了 MMPs的分泌。显然,这些猜想需要进一

步的实验研究证实。内皮细胞是膀胱癌的“帮凶”,
可以增强癌细胞自发地侵入周围组织[14],因此抑制

膀胱癌血管生成可以作为预防或减缓癌细胞生长扩

散的一个关键目标,以更好地遏止膀胱癌的复发,提
高膀胱癌患者的预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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