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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小鼠Sca-1+心脏干细胞的分离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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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离、纯化新生小鼠干细胞抗原-1(Sca-1)阳性心脏干细胞,观察其特异性标记物。方法:将新生小鼠的心脏剪碎

后用Ⅱ型胶原酶及胰酶反复消化。组织法培养10~14d后结合免疫磁珠进行阳性分选出Sca-1+心脏干细胞。分选纯化后的

细胞通过流式细胞术和免疫荧光的方法进行Sca-1的鉴定,并通过免疫荧光的方法鉴定心源性转录因子GATA-4和Nkx-2.5
的相关蛋白。结果:组织培养和磁珠分选法结合成功分离并纯化了小鼠Sca-1+ 心脏干细胞。分选后流式结果显示Sca-1+ 心

脏干细胞可达(62.8±1.3)%。免疫荧光显示Sca-1、GATA-4及 Nkx-2.5均为阳性表达。结论:组织培养结合磁珠分选能成

功分离纯化新生小鼠Sca-1+心脏干细胞,且能稳定培养。细胞表达心源性转录因子相关蛋白GATA-4及Nkx-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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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andidentificationofSca-1positivecardiacstemcellsinnewbornmice
WeiJing,WuChengqiang,GuiChun.(DepartmentofCardiology,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Guangxi
MedicalUniversity,Nanning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solateandpurifythestemcellantigen1(Sca-1)positivecardiacstemcellsfrom
mouse,andtoobserveitsspecificmarkers.Methods:Micecardiacstemcellsweregeneratedwithtissue
blockculturemethod.After10-14days,Sca-1positivecardiacstemcellswereisolatedbymagneticcellsor-
ting(MACS),andidentifiedbyflowcytometryandimmunofluorescence,respectively.Cardiac-specifictran-
scriptionfactorsGATA-4andNkx-2.5weredetectedbyimmunofluorescence.Results:Sca-1positivecardiac
stemcellsweresuccessfullyseparatedandpurified.Flowcytometrydemonstratedthattheproportionof
Sca-1positivecardiacstemcellswas(62.8±1.3)%.ImmunofluorescenceshowedpositiveexpressionsofSca-
1,GATA-4andNkx-2.5.Conclusion:Sca-1positivecardiacstemcellsinnewbornmicecouldbeisolatedby
MACSandstablycultured.Thecardiac-specifictranscriptionfactorsGATA-4andNkx-2.5couldbedetec-
ted.
Keywords newbornmice;Sca-1positivecardiacstemcell;stemcellantigen-1;magneticcellsorting;flow
cytometry;identification

  缺血性心脏病和由其导致的心力衰竭是目前世

界范围内的主要死亡原因。由于成人的心脏几乎没

有能力制造新的心肌细胞,心肌梗死后,心脏中大量

细胞死亡引起的纤维化和瘢痕,对心脏功能有负面

影响,可导致心力衰竭和心脏猝死。干细胞的心脏

再生是近年来治疗缺血性心肌病的主要热点。人们

希望可以通过干细胞移植以修复急性心肌梗死、慢

性缺血或特发性心肌病引起的心力衰竭。干细胞抗

原-1(Sca-1)最早发现于造血干细胞表面,后来研究

者发现心脏中也有部分细胞表达Sca-1抗原,并且

在维持心脏完整性方面起关键作用[1]。Sca-1+心脏

干细胞体外诱导可分化为心肌细胞、内皮祖细胞及

平滑肌细胞[2]。将其注射到缺血再灌注动物模型心

脏中,同样观察到其的“三系”分化能力,并能减少梗

死面积和改善心功能[3-5]。c-kit+心脏干细胞是最早

发现的一类心脏干细胞,但有研究表明,在目前发现

的多种干细胞类型中,Sca-1+心脏干细胞数量较多,
是心脏中的主要干细胞类型[6]。本研究将新生小鼠

作为研究对象,体外分离Sca-1+ 心脏干细胞,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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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特性进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使用3d以内新生昆明小鼠,雌雄不限,购
于广西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Ⅱ型胶原酶、胰蛋

白酶、青链霉素双抗、山羊血清、4%多聚甲醛(索莱

宝公司);IMDM、DMEM/F12(Hyclone公司),胎牛

血清(FBS,依科赛公司);B27Serum-FreeSupple-
ment(赛默飞公司);L-谷氨酰胺(Amresco公司);
小鼠白血病抑制因子LIF、小鼠碱性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bFGF)、小鼠表皮生长因子(EGF,Pepro-
Tech公司);Sca-1磁珠分选试剂盒、磁力架、磁珠分

选Buffer、MS分选柱(美天旎公司);PE标记的兔抗

鼠Sca-1抗体及同型对照(eBioscience公司);兔抗

鼠Sca-1一抗、FITC标记的山羊抗兔二抗、FITC标

记的GATA-4抗体、PE标记的Nkx-2.5抗体(博奥

森公司);无钙镁PBS(雷根公司)。

1.2 Sca-1+心脏干细胞的分离和培养

  无菌条件下取出新生昆明小鼠的心脏,剪碎后

用预冷的PBS洗净血液。加入消化液(0.25%胰酶

和0.1%胶原酶Ⅱ1∶1混合),37℃下消化10min,
共3次。使用含10%FBS的培养液终止消化,剩下

的组织碎片放入T25培养瓶中,加入1mLCEM培

养 液 (IMDM、10% FBS、100 U/mL 青 霉 素、

100mg/L链 霉 素、2 mmol/L L-谷 氨 酰 胺),在

37℃,5%CO2 培养箱中进行组织块培养。

  约10~14d后,可看到有小、圆且亮的细胞附

着在成纤维细胞层上。用PBS洗两遍,使用0.25%
胰酶37℃消化3~5min,含10%FBS的培养液终

止消化并吹打细胞制成单细胞悬液。细胞悬液通过

40μm滤过器滤过,1000r/min离心10min后弃

去多余液体并用磁珠分选 Buffer重悬细胞。每

107个细胞加入10μLSca-1-FITC抗体,4℃孵育

10min。加入磁珠分选Buffer500μL洗涤并离心。
每107个细胞加入20μL抗FITC磁珠,4℃孵育

15min。加入磁珠分选Buffer500μL洗涤并离心。
用磁珠分选Buffer重悬细胞,将制备好的细胞样品

加入分选柱内,Sca-1+ 心脏干细胞因结合了磁珠会

吸附在分选柱上。待样品流尽后,向分选柱中加入

磁珠分选Buffer洗涤3次。加入1mLCGM 培养

液(35%IMDM、65%DMEM-F12+2%B27、3.5%
FBS、10μg/LEGF、20μg/LbFGF、10μg/LLIF、

2mmol/L L-谷 氨 酰 胺、100 U/mL 青 霉 素、

100mg/L链霉素),将柱子离开分选架,快速将柱子

内的Sca-1标记的阳性细胞冲出,培养于24孔板

中。置于37℃、5%CO2培养箱中培养,隔天换液并

观察生长情况。

1.3 Sca-1+心脏干细胞流式分析

  取生长良好第3代心脏干细胞,按上述方法制

成单细胞悬液,离心后用PBS重悬洗涤。调整细胞

数量 为 106 个/mL,加 入 PE 标 记 的 Sca-1 抗 体

2μL,对照组加入2μLPE标记的小鼠IgG抗体,

4℃避光孵育30min。PBS洗涤离心,用300μL
PBS重悬细胞,加100μL4%多聚甲醛固定,上流式

细胞仪检测。

1.4 Sca-1+心脏干细胞免疫荧光染色

1.4.1 Sca-1表面抗原免疫荧光染色 取生长良好

第2代心脏干细胞,将细胞接种到细胞爬片专用24
孔板盖玻片上,培养于孔板中。细胞贴壁后,弃去培

养液,PBS洗2次。4%多聚甲醛室温固定20min,

PBS洗3次。5%山羊血清室温封闭30min,PBS洗

3次。滴加1∶200比例稀释的兔抗鼠Sca-1一抗,
湿盒里4℃过夜。37℃复温40min,PBS洗3次,
滴加1∶400比例稀释的山羊抗兔FITC标记二抗,
室温避光孵育40min,PBS洗3次。DAPI染核

5min,PBS洗3次。甘油封片后使用IX71倒置荧

光显微镜观察。

1.4.2 GATA-4及Nkx-2.5免疫荧光染色 按上

诉方法制备细胞爬片。弃去培养液,PBS洗2次。

4%多聚甲醛室温固定20min,PBS洗3次。3%
Triton-X100透膜20min,PBS洗3次。5%山羊血

清室温封闭30min,PBS洗3次。滴加1∶400比例

稀释的FITC标记的 GATA-4抗体及PE标记的

Nkx-2.5抗体,湿盒里4℃避光孵育40min,PBS洗

3次。DAPI染核5min,PBS洗3次。甘油封片后

使用IX71倒置荧光显微镜观察。

2 结 果

2.1 Sca-1+心脏干细胞形态

  组织块培养的第3天可看到成纤维细胞从组织

块中爬出,并向四周生长。约10~14d后,有小、圆
而且亮的细胞附着在成纤维细胞层上(见图1A)。
使用Sca-1抗体免疫磁珠的方法进行阳性分离Sca-
1+细胞,分选后的细胞培养于24孔板中。3d后可

见细胞贴壁生长,形态不规则(见图1B)。经分选纯

化后的细胞生长较慢,约10d可长满。细胞形态以

梭形及三角形为主,聚集生长(见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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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细胞流式分析

  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表面标记物的方法测定磁

珠分选后Sca-1+干细胞所占比例,Sca-1+细胞占总

细胞数的百分比例为(62.8±1.3)%。

2.3 免疫荧光染色分析

  通过免疫荧光的方法对分选后细胞的表面标记

物Sca-1及心源性转录因子相关蛋白 GATA-4、

Nkx-2.5进行鉴定,结果显示上述3种标记物均为

阳性表达。计数10个视野下Sca-1+ 干细胞所占比

例,免疫荧光法检测结果为(87.5±3.6)%。Sca-1
荧光染色结果见图2A~C,GATA-4及Nkx-2.5荧

光双染色结果见图2D~G。

A:心脏组织块培养第10天;B:细胞分选后第3天;C:细胞分选后第10天。
图1 心脏组织及分选Sca-1细胞体外培养形态观察(×100)

A:FITC-Sca-1;B:Sca-1染核;C:Sca-1merge;D:FITC-GATA-4;E:PE-Nkx-2.5;F:双染染核;G:双染 merge。
图2 免疫荧光鉴定Sca-1、GATA-4及Nkx-2.5在分选细胞中的表达(×100)

3 讨 论

  2003年心脏原位干细胞的发现,不仅打破了心

脏是终末分化器官的传统观点,更为干细胞移植治

疗带来新的研究方向[7]。用于研究的干细胞主要包

括心脏干细胞、骨骼肌成肌细胞、骨髓单核细胞、间
充质干细胞、胚胎样干细胞以及诱导的多能干细胞

等。但以往的研究表明,骨骼肌成肌细胞在移植后

可造成难治性室性心动过速。由于伦理问题、异体

反应等,胚胎干细胞的临床应用仍然存在争议。诱

导的多能干细胞则表现出较大的致瘤可能性。并

且,心脏干细胞在急性心梗后的移植治疗中,在移植

数量和治疗效果上均更具优势[8-9]。因此,心脏干细

胞是心脏修复细胞最有前途的来源。作为心脏干细

胞中最占数量优势的Sca-1+ 心脏干细胞,如何有效

地获取及了解其相关特性十分重要。
  目前分离获得心脏干细胞的方法主要是组织培

养法和酶消化法。有研究者对两种方法进行了比

较,结果 显 示 前 者 能 获 得 数 量 更 多 的 心 脏 干 细

胞[10]。在对大鼠心肌梗死模型的研究中发现,心脏

干细胞在心肌梗死发生时会大量聚集在梗死区

域[11-13]。组织块培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心脏

干细胞生长的原始微环境,且对于心脏损伤有一定

的模拟,有利于促进心脏干细胞的增殖。结合流式

分选或免疫磁珠分选,获得的干细胞纯度更高[14]。
同时,通过在培养液中加入各种细胞因子(bFGF、
EGF及LIF),提高体外培养的心脏干细胞数量。本

实验通过流式细胞术及免疫荧光两种方法对提取的

Sca-1+心脏干细胞进行鉴定。结果显示,流式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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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Sca-1+ 干细胞比例为(62.8±1.3)%,明显

低于免疫荧光法的(87.5±3.6)%。考虑与做流式

前使用胰酶消化细胞,对细胞表面标记物造成一定

影响而使其表达降低有关。
  GATA-4、Nkx-2.5为心肌分化早期的标志性

基因,两者的相互作用是心脏发育和干细胞向心肌

细胞转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15-16]。本课题

组对这两个基因相关的蛋白进行了免疫荧光鉴定,
结果显示,Sca-1+ 心脏干细胞内 GATA-4和 Nkx-
2.5基因的相关蛋白呈阳性表达,表明Sca-1+ 心脏

干细胞具有分化成为心肌细胞的潜能,与 Wang
等[17]实验结果相一致。
  有研究表明,虽然从高龄小鼠中可获得数量较

可观的心脏干细胞,但干细胞的分化能力与低龄小

鼠相比明显降低[18]。因此,从较年轻人体内获取用

于治疗的干细胞供体,更利于缺血性心脏病的治疗。
因此,本实验选取出生3d内的小鼠作为研究对象。
但因缺血性心脏病患者年龄多在40岁以上,若考虑

自体心脏干细胞的移植治疗,在将来的实验中,还须

研究出一种提高较年长供体的心脏干细胞分化能力

的方法。
  综上所述,通过组织培养结合磁珠分选的方法

能获得数量可观的Sca-1+ 心脏干细胞。细胞不仅

表达Sca-1,还表达心源性转录因子 GATA-4及

Nkx-2.5的相关蛋白。有效获取Sca-1+心脏干细胞

并了解其相关特性能为将来的细胞移植治疗奠定理

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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