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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昆明小鼠胚胎干细胞( ESC) 分离后克隆形成和细胞传代的几种影响因素，对其特性作初步

鉴定。方法: 对比超排卵和自然受孕 2 种囊胚获取方法、囊胚培养液和高糖 DMEM 培养液 2 种培养液对其克隆形

成和细胞传代的影响。对贴壁后形成的原代 ESC 克隆进行评分。稳定传代的一株 ESC 进行鉴定。结果: 超排卵

组、自然受孕组的内细胞团形成率( 64． 9% vs 68． 2% ) 和原代 ECS 克隆形成率( 10． 1% vs 14． 5% ) 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χ2 = 0． 345 和 1． 385，P = 0． 557 和 0． 239) 。囊胚培养液组 24 h 囊胚孵出率明显高于 DMEM 培养液组

( 56． 8% vs 17． 1% ) ( χ2 = 33． 026，P = 0． 001) ，原代 ESC 克隆形成率明显低于 DMEM 培养液组( 35． 2% vs 15． 9% )

( χ2 = 9． 021，P = 0． 002) 。ICM 的评分与 ESC 克隆传代能力相关( r = 0． 531，P ＜ 0． 001) ，直径 70 ～ 100 μm、周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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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隆起明显的 ICM，ESC 克隆传代持久。结论: 高糖 DMEM 培养液对克隆的分离和传代有利。对 ICM 贴壁后形成

的 ESC 克隆进行评分有助于确定挑选克隆传代的时机。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ouse embryonic stem cells

KONG Huijuan，SUN Yingpu，GENG Jiaxuan
Medical Reproductive Center，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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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several kind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uming mice embryonic stem cells( ESC) isola-

tion and to perform the preliminary identification． Methods: Two blastocyst-obtaining methods，and two kinds of mediums
( HLM and DLM) were compared，respectively． And the inner cell mass( ICM) was scored． Moreover，the omnipotent i-
dentific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a ESC strain with stable passage． Results: The ICM formation rates of the super-ovulation
group and natural conception group ( 64． 9% vs 68． 2% ) as well as the colony formation rate of the primary generation ESC
( 10． 1% vs 14． 5% ) were similar，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χ2 = 0． 345 and 1． 385，P = 0． 557 and 0． 239) ． The 24-
hour hatching rate of the HLM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DLM group( 56． 8% vs 17． 1% ) ( χ2 = 33． 026，P =
0． 001) ． But the colony formation rate of the primary gene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 35． 2% vs 15． 9% ) ( χ2 = 9． 021，

P = 0． 002) ． Scoring of ICM was related to the ability of ESC clones passaged( rs = 0． 531，P ＜ 0． 001) ． The ICM with a di-
ameter of 70 ～ 100 μm，regular boundary and obvious elevation could have more passages． Conclusion: The high glucose
DMEM medium is beneficial to the isolation and passage of cell clones． Scoring of the ICM is helpful to determine the tim-
ing of selecting clones and passage．

胚胎干细胞( embryonic stem cell，ESC) 有自发

分化的倾向，稳定建系和保持未分化的相关机制研

究成为热点和难点。众多因素均可以影响 ESC 的

生长。饲养层的种类及状态、胚胎及内细胞团( in-
ner cell mass，ICM) 的质量、培养基、血清、溶液的 pH
值等任何因素的不稳定都可能导致建系的失败; 另

外技能操作的熟练程度及对 ESC 生长特性的把握

程度等技术性因素也起关键作用。作者比较自然合

笼和超排卵 2 种囊胚获取的受孕方法、高糖 DMEM
和人囊胚培养液 2 种囊胚培养方法对小鼠 ESC 克

隆形成和传代的影响，并对 ICM 贴壁后形成的原代

克隆进行评分，分析其对 ESC 集落形成的影响，为

ESC 稳定建系的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动物和主要试剂 雌、雄性昆明小鼠，6 ～
8 周龄，体质量 15 ～ 20 g，购自河南省实验动物中

心。DMEM 培养基( 美国 Hyclone 公司) ，国产胎牛

血清( 杭州四季青公司) ，进口胎牛血清( FBS，美国

Gibco 公司) ，白血病抑制因子 ( LIF，美国 CHEMI-
CON 公 司) ，2-巯 基 乙 醇 ( 2-ME ) 、非 必 需 氨 基 酸

( NEAA) 、谷氨酰胺、胰蛋白酶、EDTA、二甲基亚砜

( DMSO ) 及 明 胶 ( 美 国 Sigma 公 司) ，孕 马 血 清

( PMSG，天津)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中国丽

珠公司) ，丝裂霉素 C ( MMC，日本 HakkoKogyo 公

司) 。兔抗小鼠血清( 北京中杉金桥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SSEA-1 ( 美国 Santa Cruz 公司) ，BCIP /NBT
( 瑞士 Vector 公司) ，Oct-4 PCR 反应试剂盒、总 RNA
提取试剂盒(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
1． 2 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mouse embryonic fi-
broblast，MEF) 饲养层的制备 雌雄小鼠合笼，次

日观察，见阴栓者为孕 0． 5 d。断颈处死孕 12． 5 ～
14． 5 d 的孕鼠，剖腹，取胚，剪碎组织后，胰酶消化。
离心、分离 MEF，培养瓶底观察到大量梭形的成纤

维细胞铺满即可传代。使用 3 代以内的 MEF 制作

饲养层，处理前进行 MMC 灭活，预先铺有明胶的 4
孔板( 96 孔板) 每孔加 0． 5 mL 密度为( 2 ～ 5 ) × 108

L －1的细胞悬液。
1． 3 2 种囊胚获取方法 30 只雌鼠分 2 组受孕。
①自然合笼法: 雌雄小鼠合笼，次日观察见阴栓者记

为孕 0． 5 d。断颈处死孕 3． 5 d 的小鼠，剖开腹腔，

取出子宫，用充满培养液的注射器自两侧宫角冲出

胚胎。胚胎接种在 MEF 饲养层上，培养液为高糖

DMEM + 体积分数 20% FBS + 1 000 kU /L LIF + 0． 1
mmol /L 2-ME +0． 01 mmol /L NEAA + 青 /链霉素，在

体积分数 5%CO2、37 ℃条件下培养。②超排卵法:

雌鼠后肢肌内注射 8 U PMSG，36 h 后肌内注射 10
U hCG 并合笼，次晨观察阴栓，余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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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种囊胚培养方法 20 只雌鼠均采用自然合

笼法受孕，分 2 组，一组孕鼠共收集 105 只胚胎，使

用高糖 DMEM + LIF + MEF 饲养层( DMEM 培养液

组) 培养; 另一组孕鼠收集 88 只胚胎，采用人囊胚

培养液 + LIF + MEF 饲养层( 囊胚培养液组) 培养。
1． 5 内细胞团( inner cell mass，ICM) 的分离 细

吸管将囊胚移至 5 g /L 的链霉蛋白酶中 5 ～ 8 min，

镜下观察见囊胚周围透明带逐渐脱去，将无透明带

的囊胚转移到培养液中孵育 2 ～ 3 h，再转移至稀释

10 倍的兔抗小鼠血清中 30 min。处理后的囊胚依

次在培养液微滴中漂洗 3 次，每次 5 min。再移入新

鲜豚鼠血清中 15 ～ 30 min。及时用不同口径的巴斯

德吸管吹打去除肿胀的滋养外胚层细胞，即获纯

ICM。每个 ICM 移入一个含饲养层的培养孔培养。
1． 6 ESC 的传代和纯化 原代 ESC 克隆在 PBS 液

滴内漂洗后移入 0． 5 g /L 胰蛋白酶和 0． 04 g /L ED-
TA 微滴，分别用粗、中、细( 直径依次约为克隆直径

的 1、1 /2、1 /4) 巴斯德吸管吹打，使周边离散出 2 ～
5 个细胞的小细胞团，及时将吹下的小细胞团移入

DMEM 培养液微滴。在胰酶微滴中继续吹打剩余

的大团克隆，直至消化完全。收集消化离散的细胞，

转入铺 MEF 有饲养层的 4 孔板中培养。常规方法

传代、冻存、复苏。弃旧培养液，在 0． 5 mL PBS 中培

养 30 min，细巴斯德吸管拨动形态典型的克隆转移

至 DMEM 培养液微滴，1 mL 注射器针头切除周边

形态欠佳细胞，挑取中央良好细胞，移入胰酶液滴中

消化成小细胞团，终止消化后移入新培养板中生长。
1． 7 观测指标 ICM 形成率 = 可分离的 ICM 数 /
该组胚胎总数 × 100%。原代 ESC 克隆形成率 = 出

现原 代 ESC 的 克 隆 培 养 孔 数 /该 组 胚 胎 总 数 ×
100%。24 h 囊胚孵出率 = 24 h 孵出囊胚个数 /该
组胚胎总数 × 100%。对记录完善的自然孵出的 57
个 ICM 的原代 ESC 克隆进行评分。原代 ESC 克隆

直径 ＜ 70 μm 为 1 分，70 ～ 100 μm 为 2 分，＞ 100
μm 为 1 分; 边缘为规则的圆形计 2 分，不规则计 1
分; 明显隆起为 2 分，无明显隆起为 1 分。3 者相加

为总分。
1． 8 ESC 的鉴定 对稳定传代的一株 ESC 的鉴定

参照文献［1］的方法进行。
1． 9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1． 0 进行分析，不同

处理方法的 ICM 形成率和原代 ESC 克隆形成率比

较采用 χ2 检验，不同原代克隆评分采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检验。检验水准 α = 0． 05。

2 结果

2． 1 2 种受孕方法对 ESC 克隆形成和传代的影响

见表 1。自然合笼法共收集 110 只胚胎，超排卵法

共收集 208 只胚胎，胚胎培养方法一致。超排卵组

208 只胚胎共分离 135 只 ICM，传 0、1、2 代胚胎数分

别为 114、20、1 只。自然受孕组 110 只胚胎共分离 75
只 ICM，传 0、1、2 代胚胎数分别为 59、14、2 只。

表 1 不同受孕方式对 ESC 克隆形成的影响 例( % )

组别 胚胎数 ICM 形成 原代 ESC 克隆形成

超排卵组 208 135( 64． 9) 21( 10． 1)

自然受孕组 110 75( 68． 2) 16( 14． 5)

χ2 0． 345 1． 385
P 0． 557 0． 239

2． 2 2 种培养方法对 ESC 克隆形成和传代的影响

见表 2。DMEM 培养液组共 105 只胚胎，24 h 囊胚

孵出 18 只，78 只形成 ICM，传 0、1、2、3、4 代的胚胎

数为 41、26、6、4、1 只。囊胚培养液组共 88 只胚胎，

24 h 囊胚孵出 50 只，61 只形成 ICM，传 0、1、2 代的

胚胎数为 47、12、2 只。

表 2 不同培养方法对 24 h

囊胚孵出率及 ESC 克隆形成的影响 例( % )

组别 胚胎数
24 h 囊胚

孵出
ICM
形成

原代 ESC
克隆形成

DMEM 培养液组 105 18( 17． 1) 78( 74． 3) 37( 35． 2)

囊胚培养液组 88 50( 56． 8) 61( 69． 3) 14( 15． 9)

χ2 33． 026 0． 588 9． 201
P 0． 001 0． 444 0． 002

2． 3 不同评分的原代 ESC 克隆对 ESC 集落形成

的影 响 见 表 3。评 分 和 传 代 数 呈 正 相 关 ( r =
0． 531，P ＜ 0． 001 ) ，可看出评分越高的克隆传代增

殖能力越强。

表 3 不同评分的原代 ESC 克隆对集落形成的影响

评分 克隆数 未传代 传 1 ～ 2 代 传 3 ～ 4 代 传≥5 代

3 12 12 0 0 0
4 20 12 8 0 0
5 16 9 6 1 0
6 9 2 3 3 1

2． 4 ESC 的鉴定 ESC 形态典型。ESC 未分化标

志 SSEA-1 和 OCT-4 表达均为阳性。裸鼠皮下注射

后四周可见明显的包块，组织学观察显示有淋巴结、
腺腔和肌肉组织。拟胚体电镜可见周围分化形成绒

毛细胞及内部的富含脂滴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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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ESC 既保持了未分化特性，又保持了自发分化

的潜能。因此建立一套稳定、高效的 ESC 分离培养

体系，对于提高 ESC 建系的成功率有着重要意义。
ESC 建系的影响因素如下。
3． 1 优质的饲养层 饲养层细胞通过细胞接触机

制和非接触机制促进 ESC 增殖并阻止其分化。它

能分泌多种细胞因子，提供 ESC 生长的环境和信

号。饲养层对 ESC 的分化抑制是其分泌多种因子

共同作用的结果。优质的饲养层是建系的关键。该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小鼠 ESC 系，故采用经典的

小鼠 MEF 做饲养层，对用于建系的饲养层细胞进行

分离纯化，排除杂细胞的干扰，只用 3 代以内生长旺

盛的饲养层细胞，可得到较满意的建系效果。
3． 2 优质的胚胎 ESC 成功建系首先要有优质的

胚胎。超排卵建立在对卵巢组织的过度刺激基础

上，形成胚胎的质量较自然受孕低［2-3］。Beaumont
等［4］将超排卵和自发排卵的小鼠进行对比，超排卵

后每只鼠平均可获得 39． 5 个卵子，对照组平均12． 8
个; 然而种植前超排卵获得的卵子 44% 死亡，种植

期和孕中期胚胎丢失进一步增加，以至于评估为正

常的胚胎数还不及对照组; 认为孕中期的胚胎死亡

可能和发育阻滞有关。研究发现，在超排卵组的囊

胚孵出过程中，孵出障碍者较多，相当一部分囊胚不

发动孵出，或者在孵出过程中嵌顿死亡，孵出后的囊

胚贴壁晚，虽然 ICM 形成率差别 不 大，但 贴 壁 后

ICM 不典型，最终可传代的 ESC 克隆比例较小。该

研究显示 ICM 形成率无差异的结果与文献［2］报道

一致。和自然受孕法相比，在 ESC 克隆形成方面超

排卵法并没有优势，似乎从自然受孕法胚胎分离获

得 ESC 克隆的比例更大。
3． 3 适合 ESC 克隆生长的培养液 ESC 培养液

的组成是在基础培养基上添加血清、LIF、β-巯基乙

醇，L-谷氨酰胺等成分，并使用饲养层细胞或条件培

养基。van Winkle 等［5］发现，如果培养基中含有输

卵管液中高浓度表达的氨基酸成分，胚胎卵裂、囊胚

形成和孵化均显著增加。Loutradis 等［6］将小鼠胚胎

培养液中添加不同人输卵管液进行培养，对照组不

含输卵管液，对比胚胎的发育和囊胚的形成，证明输

卵管液的存在对胚胎的发育和囊胚形成有明显作

用。该研究试图采用富含输卵管液中高浓度表达的

氨基酸成分的人囊胚培养液培养 ESC，24 h 囊胚孵

出率明显高于 DMEM 培养液组，提示高浓度的氨基

酸成分等由助于囊胚的发动孵出。但研究显示，在

ESC 克隆传代时不如普通的 DMEM 培养液。推测

其原因，高浓度的氨基酸成分促进了囊胚滋养外胚

层细胞的发育，促进了囊胚 ICM 内非 ESC 的发育，

不适合 ESC 的生长。
3． 4 纯净的 ICM 该研究采用免疫外科法分离囊

胚 ICM，滋养外胚层细胞在免疫介导的补体细胞毒

作用下被溶解，而 ICM 不受影响。此方法一次分离

多个囊胚，并保持分离出的内细胞团细胞的生物学

活性，为高效、可靠的内细胞团分离方法［7］。免疫

外科法能基本将滋养外胚层细胞去除干净，得到较

纯的 ICM。在杂细胞多的情况下，对 ESC 的分化有

促进作用，且需要反复挑克隆，该步骤烦琐、操作困

难，且早期的 ESC 在室温暴露时间长，温度、培养液

pH 值的改变对 ESC 有伤害。有研究者［8］离散 8 细

胞胚胎的卵裂球建系，采其成功率比用囊胚要高的

多，可能由于 8 细胞胚胎处于比囊胚更早的发育阶

段，完全保持发育的全能性，而且采用的是单个卵裂

球，完全避免了滋养细胞的干扰，避免了在等待 ICM
足够大和 ICM 已分化之间进行选择的尴尬。另外

该研究对 ESC 克隆进行数次纯化，纯化前的 ESC 克

隆因掺杂有不同种类的细胞，经常有分化迹象，克隆

周边不规则，表面不平整。纯化后的 ESC 克隆生长

稳定，提示在适当的时间及时对 ESC 克隆进行纯

化。
3． 5 ICM 分离的时机 ESC 克隆离散的时机很重

要。由于 ICM 的个体差异，很难确定统一的离散时

间。Sills 等［9］对人 ESC 克隆进行分级的参数是: 集

落的数量、密度和质量。目前，文献报道的 ESC 建

系过程中 ICM 的分离时机均无统一标准，仅依赖于

操作者的经验，主观性很大。孟国良等［1］建议离散

的标准为: ICM 生长快，形态典型，呈圆形或椭圆形、
立体感强、边缘滑润、集落内部细胞均匀一致、无环

状分层带。该研究尝试建立的 ICM 评分系统，选取

克隆直径 70 ～ 100 μm，边缘规则，隆起感明显的

ICM 进行消化传代，能有效改进 ESC 克隆形成率，

增加传代次数，建议在进行 ICM 消化前将该评分系

统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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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测定黄秋葵粗多糖( RPS) 的体外抗氧化活性。方法: 采用水提醇沉淀法提取黄秋葵 RPS，并用蒽

酮-硫酸法测定 RPS 的含量，应用 1，1-二苯基苦味酰基苯肼( DPPH) 氧化法检测 0． 086、0． 171、0． 342、0． 684、1． 367
和 2． 734 g /L RPS 对 DPPH 自由基( DPPH·) 的清除率，水杨酸法检测 0． 157、0． 313、0． 625、1． 250、2． 500 和 5． 000
g /L RPS 对羟基自由基( ·OH) 的清除率，邻苯三酚自氧化法检测 0． 086、0． 171、0． 342、0． 684、1． 367 和 2． 734 g /L
RPS 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 O2

÷ ) 的清除率，以维生素 C 作阳性对 照。结 果: 黄 秋 葵 中 RPS 含 量 为 ( 11． 23 ±

0． 04) %。RPS 对 DPDH·、·OH 和 O2
÷ 的体外清除率呈现剂量依赖性。2． 734 g /L RPS 对 DPPH·和 O2

÷ 的清除

率分别达( 44． 48 ± 0． 64) %及( 35． 67 ± 0． 21) %，5． 000 g /L RPS 对·OH 的清除率达( 68． 63 ± 0． 07) %。其清除能

力较维生素 C 稍弱。结论: 黄秋葵 RPS 具有较明显的体外抗氧化能力。

Determination of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okra raw polysaccharides in vitro

ZHAO Huanhuan1) ，JIA Lu2) ，PEI Yingxin1)

1)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Food Hygiene，College of Public Health，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 2 ) Department of Natural Products Chemistry，College of Pharmacy，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Key words okra; polysaccharide; antioxidant activity
Abstract Aim: To study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okra raw polysaccharides( RPS) in vitro． Methods: RPS was ex-

tracted from fresh okra by hot water，then precipitated by alcohol，and its total sugar content was determined by the an-
throne-sulfuric acid method． 1，1-dipheny-2-picrylhy-drazyl ( DPPH) oxidation method was adopted for measuring the DP-
PH free radicals ( DPPH·) clearance of 0． 086，0． 171，0． 342，0． 684，1． 367，2． 734 g /L RPS，salicylic acid method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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