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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糖剥夺-再灌注星型胶质细胞内皮素-1过表达
对神经干/祖细胞增殖的影响
程骁 杨家杰 钟金淑子

结构式摘要
2d

星型胶质细胞培养

6h

1~7 d

氧糖剥夺装置

星型胶质细胞与神经干 / 祖细胞共培养体系

缺氧装置

星型胶质细胞

星型胶质细胞

Transwell
共培养体系
DMEM/F12
高糖培养液
+10% 胎牛血清

【摘要】

目的

DMEM/F12
无糖培养液

神经干 / 祖细胞
增殖培养基

透滤器支架
（膜孔径 0.4 μm）
DMEM/F12
高糖培养液
+2%B27

神经干 / 祖细胞

探讨氧糖剥夺 - 再灌注（OGD-R）星型胶质细胞内皮素（ET）-1 过表达对神经干 / 祖细

胞（NSPCs）增殖的影响。方法

构建阴性对照星型胶质细胞（C6-Mock）和 ET-1 过表达的星形胶质细胞（C6-

ET-1）OGD-R 模型，并构建星型胶质细胞与 NSPCs Transwell 共培养体系。对星型胶质细胞及原代 NSPCs 进行形
态观察及鉴定；将细胞分为以下 4 组进行共培养：C6-Mock+NSPCs 组，OGD-R+C6-Mock+NSPCs 组，C6-ET-1+
NSPCs 组，OGD-R+C6-ET-1+NSPCs 组， 共 培 养 0、24、48、72 h， 分 析 各 组 NSPCs 神 经 球 直 径。 结 果

C6-

Mock 及 C6-ET-1 均呈现Ⅰ型星型胶质细胞的纤维状形态，神经胶质酸性纤维蛋白（GFAP）表达于这两种细胞的
胞质中。原代 NSPCs 的巢蛋白（nestin）染色阳性。共培养后的 48 h 及 72 h，OGD-R+C6-Mock+NSPCs 组神经球
的直径明显大于 C6-Mock+NSPCs 组的直径，OGD-R+C6-ET-1+NSPCs 组神经球的直径明显大于 C6-ET-1+NSPCs
组的直径，同时 OGD-R+C6-ET-1+NSPCs 组神经球的直径明显大于 OGD-R+C6-Mock+NSPCs 组的直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结论 OGD-R 星型胶质细胞促进 NSPCs 的增殖，且 ET-1 过表达进一步促进了
NSPCs 的增殖。
【关键词】 星型胶质细胞；神经干 / 祖细胞（NSPCs）；内皮素（ET）-1；氧糖剥夺 - 再灌注（OGD-R）；巢蛋白；
增殖；Transwell 共培养；神经球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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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oxygen glucose deprivation-reperfusion (OGD-R) in astrocytes
overexpressing endothelin (ET)-1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neural stem/progenitor cells (NSPCs). Methods OGD-R models
of negative control astrocytes (C6-Mock) and astrocytes over-expressing ET-1 (C6-ET-1) were constructed. Transwell coculture system of astrocytes and NSPCs was established. Morphologic observation and identiﬁcation of the astrocytes and
primary NSPCs were performed. The cell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C6-Mock+NSPCs, OGD-R+C6-Mock+NSPCs,
C6-ET-1+NSPCs and OGD-R+C6-ET-1+NSPCs groups and co-cultured for 0, 24, 48 and 72 h respectively. The diameter
of neurosphere was measured in each group. Results In the C6-Mock and C6-ET-1 cells, type Ⅰ astrocytes in ﬁbrous
morphology were observed. Glial ﬁ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 was expressed in the cytoplasm of these two types of
cells. Primary NSPCs were positive for nestin staining. After co-culture for 48 and 72 h, the neurosphere diameter in the
OGD-R+C6-Mock+NSPC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C6-Mock+NSPCs group. The neurosphere
diameter in the OGD-R+C6-ET-1+NSPCs group was considerably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C6-ET-1+NSPCs group.
The neurosphere diameter in the OGD-R+C6-ET-1+NSPC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OGD-R+C6-Mock+NSPCs group (all P<0.05). Conclusions OGD-R astrocytes can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NSPCs.
ET-1 over-expression further accelerates the proliferation of NSPCs.
【Key words】 Astrocyte; Neural stem/progenitor cells (NSPCs); Endothelin (ET)-1; Oxygen glucose deprivationreperfusion (OGD-R); Nestin; Proliferation; Transwell co-culture; Neurosphere diameter

神 经 干 / 祖 细 胞（neural stem/progenitor cells，

损伤时星型胶质细胞中 ET-1 表达增多 [10]，ET-1 作

NSPCs）的发现为神经细胞移植治疗神经系统损伤和

为血管收缩剂及有丝分裂因子 [11-12]，在我们的前期

退行性变提供了有效的移植物 [1]。NSPCs 是中枢神

研究已证实脑缺血损伤后 ET-1 过表达可以引起神经

经中具有分裂潜能和自我更新能力的一类细胞，它可

发生区 NSPCs 的增殖，因此本研究在体外细胞水平

增殖及分化成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

构 建 氧 糖 剥 夺 - 再 灌 注（oxygen glucose deprivation-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在成人的中枢系统中，例如侧脑

reperfusion，OGD-R）模型模拟在体脑 IRI 模型，进

室壁、海马齿状回、室管膜下区、嗅球和脊髓等处，

一步探讨在体外 OGD-R 环境下星型胶质细胞过表达

存在 NSPCs 并且观察到神经细胞再生

ET-1 对 NSPCs 增殖的影响。

[2]

。同时有研

究证明了 NSPCs 的生理分化具有定向性，可以分化
成神经元以维持正常的神经细胞代谢。在神经系统病

1 材料与方法

理性损伤如脑缺血、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

1.1 实验动物与试剂

性疾病情况下，会伴随内源性神经干细胞的激活，但

DI TNCI 星形胶质细胞株购自美国 ATCC 公司。

内源性干细胞修复能力不足 [3]。因此，通过外源性干

无特定病原体（SPF）级成年昆明小鼠 30 只，周龄

细胞的移植促进神经系统病理损伤后神经功能恢复的

6～8 周，由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

研究成为焦点。神经再生的微环境是脑内 NSPCs 增

供。星型胶质细胞培养采用的 DMEM/F12 高糖培养

殖和分化的重要场所，所以 NSPCs 增殖和分化的调

液及 DMEM 无糖培养液均购自美国 Gibco 公司。原

控因素已成为 NSPCs 移植研究的核心问题。

代 NSPCs 培 养 采 用 的 DMEM/F12 培 养 液 另 添 加 的

大量研究发现，脑缺血 - 再灌注损伤（IRI）后
损伤的局部会出现 NSPCs 的自发增殖

[4-5]

B27、N2、 双 抗、L- 谷 氨 酰 胺、D- 葡 萄 糖、 碱 性

，但其原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asic ﬁbroblast growth factor，

因尚未明确。研究表明脑缺血损伤的局部常常伴随星

bFGF） 及 表 皮 生 长 因 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型胶质细胞的反应性增殖，而作为神经再生环境的重

EGF）均购自美国 Gibco 公司。兔抗神经胶质酸性纤

要组成部分的星型胶质细胞，对 NSPCs 再生的调控

维蛋白（glial ﬁ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抗体及

发挥重要作用

[6-9]

。星型胶质细胞在正常生理条件下

不表达内皮素（endothelin，ET）-1，但是在脑缺血

兔抗巢蛋白（nestin）抗体均购自英国 Abcam 公司，
Transwell 共培养体系购自美国 Millipore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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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T-1 过表达及阴性对照星型胶质细胞株的构建

（PBS 配制）室温孵育 30 min。分别滴加兔抗 GFAP

及培养

的一抗（1︰5 000）及兔抗 nestin 的一抗（1︰200），

本课题组前期已成功构建阴性对照星型胶质细

4℃过夜，阴性对照组用 PBS 来代替一抗。清洗后滴

胞（C6-Mock）和 ET-1 过表达的星形胶质细胞（C6-

加抗兔四甲基异硫氰酸罗丹明（tetramethyl rhodamin

。C6-ET-1 细胞是通过共转染 ET-1 表达质

isothiocyanate，TRITC） 标 记 的 二 抗（1︰500） 或

ET-1）

[13]

粒（pGET）和含有嘌呤霉素抗性基因质粒（pPUR）

抗兔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标记的荧光二抗（1︰

构建，该种细胞 ET-1 的表达是 DI TNCI 细胞的 21 倍。

500）， 室 温 避 光 孵 育 2 h。PBS 清 洗 3 次， 每 次

星形胶质细胞的嘌呤霉素抗性克隆采用 pGET 稳定整

5 min。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并摄片。

合的基因组 DNA 通过聚合酶链反应（PCR）来筛选。

1.5 氧糖剥夺 - 再灌注星型胶质细胞培养模型的建立

两种细胞置于 DMEM 高糖完全培养液中（含 10% 胎

将 C6-Mock 细胞和 C6-ET-1 细胞的培养液更换

牛血清，100 U/mL 青霉素，100 g/L 链霉素），在 37 ℃、

为不含糖 DMEM 于 95%N2、5%CO2 混合气中预平衡

5%CO2 饱和湿度条件下的细胞培养箱中培养，每隔

1 h。置入密闭恒温缺氧培养装置 6 h 后，以常规培养

2 d 换液 1 次，待单层培养细胞生长至 80% 汇合后以

液替换不含糖培养液，置回入含 37 ℃、5%CO2 细胞

0.25% 胰蛋白酶消化传代培养。传代比例依据细胞生

培养箱中培养。

长的密度来定，一般以 1︰4～1︰2 为宜，传代期间 2～

1.6 星型胶质细胞与 NSPCs 的 Transwell 共培养体

3 d 更换培养液，用吸管小心吸出培养液，D-Hanks’

系的建立

液清洗 2～3 次，加入 0.25% 胰蛋白酶置于 37 ℃培

将 C6-Mock 细胞和 C6-ET-1 细胞培养按 1×105/mL

养箱中消化数秒，待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突起回缩，细

的密度培养在 Transwell 体系的上室 2 d，后置于缺氧

胞形态变圆，细胞间隙变大，在细胞尚未漂起时立即

装置 6 h，将原代 NSPCs 接种于共培养 Transwell 体

加入适量 DMEM 高糖完全培养液中和胰蛋白酶中止

系的下室，膜孔径为 0.4 μm 上下室的培养液能相互通

消化，用吸管轻轻吹打使细胞脱落并与消化液混匀，

融。第 3 日换液 1 次。

500×g 离心 3 min 收集细胞沉淀，按传代比例稀释

1.7 实验分组与神经球直径测量

后置于新的培养瓶中继续培养。待细胞稳定贴壁培养

将 细 胞 分 为 以 下 4 组 进 行 共 培 养：C6-Mock+

24 h 后进行星形胶质细胞标志物 GFAP 鉴定。

NSPCs 组（C6-Mock 细胞与 NSPCs 共培养），OGD-R+

1.3 原代 NSPCs 的培养

C6-Mock+NSPCs 组（C6-Mock 细胞 OGD-R 后与 NSPCs

出生 6～8 周的成年小鼠，消毒后在 D-Hanks’

共 培 养 ），C6-ET-1+NSPCs 组（C6-ET-1 细 胞 与

液的平皿中取出侧脑室下区的脑组织，反复洗涤，剪

NSPCs 共培养），OGD-R+C6-ET-1+NSPCs 组（C6-ET-1

成碎组织块后移至离心管中，用抛光的直头细滴管轻

细胞 OGD-R 后与 NSPCs 共培养）。在倒置显微镜下

轻吹打后使之成为细胞悬液，并通过尼龙网过滤，以

观察 NSPCs 的形态变化，共培养 0、24、48、72 h 拍

除去粘连的纤维组织，将收集的细胞悬液离心后，重

摄神经球图片，各组同一显微倍数下随机选取 20 个

悬于生长液中，用滴管再次吹打，经计数和活力观察，

视野，Image J 软件计算神经球直径，数据用于神经

将密度调至 1×106/mL，并以 1×105/mL 的密度接种

球直径分析。

于培养瓶中。在 37 ℃、5%CO2 的细胞培养箱中培养，
直到 7～9 d NSPCs 分裂、增殖形成较大的神经细胞
球后再作传代处理，每隔 3 d 换液 1 次，待细胞稳定

1.8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多组比较采用 ANOVA 方差

贴壁培养 24 h 后进行 NSPCs 标志物 nestin 鉴定。

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

1.4 免疫荧光组织化学鉴定星型胶质细胞及 NSPCs

学意义。

按 2×104/mL 的 细 胞 密 度 将 星 形 胶 质 细 胞 和
NSPCs 接种于 96 孔培养板中，过夜贴壁后进行免疫
荧光组织化学染色鉴定，简要步骤如下：4% 多聚甲
醛固定 15 min，然后用 0.01 mol/L 磷酸盐缓冲液（PBS）
清 洗 3 次，0.3%TritonX-100，0.1% 牛 血 清 白 蛋 白

2 结 果
2.1 星型胶质细胞的形态及鉴定
相 差 显 微 镜 下，C6-Mock 和 C6-ET-1 的 形 态 无
明显差异，均显示Ⅰ型星型胶质细胞的纤维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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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细胞有完整的胞质，突触不多呈扁平状，有

结 果 显 示，C6-Mock+NSPCs 组、OGD-R+C6-Mock+

些细胞呈现多边形结构（图 1）。免疫荧光组织化

NSPCs 组、C6-ET-1+NSPCs 组、OGD-R+C6-ET-

学 检 测 发 现 GFAP 恒 定 表 达 于 C6-Mock 和 C6-ET-1

1+NSPCs 组共培养后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NSPCs

的细胞胞质中，几乎全部的细胞胞浆都表达 GFAP

均 有 增 殖， 在 共 培 养 后 的 0、24 h 各 组 NSPCs 神

（图 2）。

经球的直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

2.2 原代 NSPCs 的形态及鉴定

但 是 在 共 培 养 后 的 48、72 h，OGD-R+C6-Mock+

相差显微镜下观察体外培养的神经球，可见神经

NSPCs 组 NSPCs 神经球的直径明显大于 C6-Mock+

球悬浮生长，呈桑葚状，细胞透光性良好，立体感强，

NSPCs 组，OGD-R+C6-ET-1+NSPCs 组 神 经 球 的

中心细胞密度较大，边缘有分裂的细胞突起于神经球

直 径 明 显 大 于 C6-ET-1+NSPCs 组，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表面（图 3），结果显示离体培养神经球显示 nestin

学 意 义（ 均 为 P<0.05）， 同 时 OGD-R+C6-ET-1+

阳性表达（绿光），结合我们取材部位为成年小鼠的

NSPCs 组 NSPCs 神经球的直径亦明显大于 OGD-R+

侧脑室下区，培养条件为 NSPCs 培养及神经球的形态，

C6-Mock+NSPCs 组，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均 为

表明我们所培养的细胞球为神经球。

P<0.05），详见图 4。

2.3 星型胶质细胞与 NSPCs 共培养不同时间神经球

结果说明星型胶质细胞在缺糖缺氧状态下能促
进 NSPCs 的增殖，而且星型胶质细胞在缺糖、缺

直径的比较
通过检测神经球的直径来观察 NSPCs 的增殖，

氧状态下对 NSPCs 增殖的影响与 ET-1 有关。
C6-Mock

图1

相差显微镜下 C6-Mock 和 C6-ET-1 细胞的

C6-ET-1

图2

荧光显微镜下 C6-Mock 和 C6-ET-1 的 GFAP

形态（×200）
Figure 1

表达（免疫荧光，×400）

Morphology of C6-Mock and C6-ET-1

Figure 2

GFAP expression of C6-Mock and C6-ET-1

under phase contrast microscope

under ﬂuorescence microscope
160

神经球直径（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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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相差显微镜和荧光显微镜下原代培养神经球的
形态及 nestin 表达

Figure 3

Nestin expression and morphology of

Mock+NSPCs 组比较，bP<0.05；与 C6-ET-1+NSPCs 组比较，
c

P<0.05

图4

各组细胞共培养不同时间神经球直径的比较
Figure 4

Comparison of the diameter of

primary culture neurosphere under phase contrast

neurospheres among each group of cells at different

microscope and ﬂuorescence microscope

time after co-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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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第９卷

卒中患者血浆、脑脊液、脑组织及星型胶质细胞内

NSPCs 的发现为神经细胞移植治疗神经系统损

ET-1 表达都升高 [22]。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星型胶质细胞内 ET-1 表

伤和退行性变提供了有效的移植物，可移植神经细胞

达升高促进了 NSPCs 的增殖，为脑 IRI 后星型胶质

株的培育，为神经细胞损伤或变性的修复提供了新的

细胞促进 NSPCs 增殖过程的机制提供了实验依据，

手段，但其修复也面临许多问题。主要是移植后的环

也为星型胶质细胞内 ET-1 过表达对脑 IRI 的影响机

境不利于修复的发生和发展，包括：（1）可移植神

制提供了体外实验依据。

经细胞株的衰老和死亡。（2）促进修复的因素，如
神经营养因子的缺乏。（3）存在抑制修复的分子。
（4）胶质瘢痕阻碍移植细胞的迁移和血管的重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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