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第 19 卷 第 45 期  2015–11–05 出版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  November 5, 2015  Vol.19, No.45 
 

P.O. Box 10002, Shenyang   110180   www.CRTER.org          7286 

www.CRTER.org 

张东兴，1975年生，山东

省人，汉族，2010年贵阳

医学院(现已更名为贵州

医科大学)毕业，硕士，主

治医师，主要从事结直肠

外科及肛门盆底疾病研

究。  

 

中图分类号:R3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44 

(2015)45-07286-06 

稿件接受：2015-09-28 

http://WWW.crter.org 

 

 

 

 

 

 

 

 
 
 
 
 
 
 
 
 
 
 
 
 
 
 
 
 
 
 
 
 
 
 
 
 
 
 
 
 
 
 
 
 
 
 
 
 
 
 
 
 

 

Zhang Dong-xing, Master, 

Attending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Guizhou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Guiyang 550002, 

Guizhou Province, China 

 

Accepted: 2015-09-28 

 

结肠癌干细胞蛋白表达及生物学特性：培养与筛选分析 

 

张东兴
1
，颜登国

2(1贵州省人民医院普外科，贵州省贵阳市  550002；2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肛肠外科，贵州省贵阳市  550001) 

 

文章亮点： 

1 对结肠癌干细胞相关生物学特性进行分析，以更好的指导临床治疗，提供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是结肠癌

研究的热点。文章即围绕结肠癌干细胞蛋白表达及生物学特性进行分析。且以往关于 EpCAMhighCD44+
结肠

癌干细胞的研究大多为针对大肠癌细胞系中肿瘤干细胞的分离相关研究，关于结肠癌干细胞功能的报道相对

较少。 

2 文章分离 EpCAMhighCD44+
细胞，证明结肠癌组织中存在 EpCAMhighCD44+

结肠癌干细胞；并通过对生物学

性能的研究发现其具有一定的增殖、更新、分化以及致瘤能力，从而可以为临床结肠癌治疗新靶点的选择提

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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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相继分离出 EpCAMhighCD44+
结肠癌干细胞，但大多为有关大肠癌细胞系中肿瘤干

细胞的分离研究，关于结肠癌干细胞功能的报道相对较少。 

目的：从结肠癌组织对结肠癌干细胞进行筛选和分离培养，探讨结肠癌干细胞蛋白表达情况以及生物学特性。 

方法：获得结肠癌组织标本，进行原代细胞分离。分离 EpCAMhighCD44+
细胞，利用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

分选，并利用无血清培养基对细胞进行培养和传代，观察细胞球形成情况。对小鼠进行细胞皮下回植，观察

其日常表现以及肿瘤生长情况。待肿瘤生长到直径 1 cm 以上之后，获得肿瘤组织进行免疫组化检验，观察

EpCAMhighCD44+
肿瘤细胞流式细胞仪分选情况和不同时间 EpCAMhighCD44+

肿瘤细胞在无血清培养基中的

生长情况，以及小鼠成瘤情况和移植瘤免疫组化检查中性上皮黏蛋白和结肠特异性分化标志物 CK-20表达情

况。 

结果与结论：经检测在获得的结肠癌组织中存在 EpCAMhighCD44+
结肠癌干细胞，在结肠癌原代细胞中

EpCAMhighCD44+
细胞的比例为 1.7%-38%。在无血清培养基中对 EpCAMhighCD44+

肿瘤细胞进行 24 h的培

养之后进行观察，可以发现产生一定体积较小松散的悬浮细胞球，但数量较少；培养 21 d之后进行观察，可

以发现形成形态一致的细胞球，且形态致密。经裸鼠皮下回植和观察，可以发现形成移植瘤。对移植瘤进行

苏木精-伊红染色和观察，可以发现呈现出典型的结肠癌细胞形态特征。对移植瘤进行免疫祖化检查，所有移

植瘤均能表选中性上皮黏蛋白和结肠特异性分化标志物 CK-20。经检测发现，经 10PPC、1PPC、0.1PPC 5-

氟尿嘧啶干预，EpCAMhighCD44+Colo205细胞的增殖均得到促进，且随着药物作用时间的延长促进作用逐渐

增强。提示结肠癌组织中存在 EpCAMhighCD44+
结肠癌干细胞，其具有一定的增殖、更新、分化以及致瘤能

力和耐化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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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 expression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on cancer stem cells: culture 

and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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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yang 550002, Guizhou Province, China; 2Department of Anorectal Surger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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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EpCAM
high

CD44
+
 colon cancer stem cells have been isolated in recent years, and most of them 

are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isolating tumor stem cells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s. There are less reports on the 

function of colon cancer stem cells.  

OBJECTIVE: To isolate, screen and culture colon cancer stem cells from colorectal carcinoma tissues and to 

explore the protein expression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on cancer stem cells.  

METHODS: The primary cell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colon cancer tissues. EpCAM
high

CD44
+
 cells were detected 

and sorted by flow cytometry. Then, these cells were cultured in serum-free medium. After the cell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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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anted subcutaneously into the mice, we observed the daily performance and tumor growth in the mice. When the 

tumor diameter was above 1 cm, tumor tissues were taken for immunohistochemical testing. The growth of 

EpCAM
high

CD44
+
 cells cultured in the serum-free medium was observed; expressions of neutral epithelial mucin and 

CK-20 in EpCAM
high

CD44
+
 cells were detect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EpCAM
high

CD44
+
 colon cancer stem cells were detected in the colon cancer tissu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EpCAM
high

CD44
+
 cells in primary colon cancer cells was 1.7%-38%. After 24 hours of serum-free 

culture, there were a few of small suspended cell spheres which were incompact. After 21 days, dense cell spheres with 

uniform size were found. The formation of transplanted tumor was found in the nude mice.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showed the transplanted tumor had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on cancer cells. The expression of neutral epithelial 

mucin and CK-20 was observed in all the transplanted tumors. Additionally, the proliferation of EpCAM
high

CD44
+
 cells 

could be promoted by 5-fluorouracil (10, 1, and 0.1 PPC) with time.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pCAM
high

CD44
+
 colon 

cancer stem cells in the colon cancer have a certain ability of proliferation, regeneration, differentiation, tumor formation 

and chemotherapy resistance. 

 

Subject headings: Stem Cells; Tumor Stem Cells; Neoplastic Stem Cells; Colonic Neoplasms; Cell Culture Techniques; 

Tissu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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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现代医学认为，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而大肠癌特

别显著，治疗手段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分子靶向治疗

等。故而多学科综合治疗的概念目前尤为重要
[1]
。现如今，

结肠癌已经一种严重的疾病，以及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

一个首要原因。肿瘤这一世界级的医学难题，长期困扰

着人类。据了解，目前治疗肿瘤的一些常规方法只能“砍

掉”大量非肿瘤干细胞，但肿瘤干细胞却像种子一样可

以再发芽生长
[2]
。肿瘤干细胞是肿瘤中含量稀少但对常规

治疗不敏感的特殊肿瘤细胞亚群，常规抗肿瘤治疗方法

可以砍掉如树的枝叶一样的非肿瘤干细胞，而肿瘤干细

胞却犹如树根和种子，少量残存的肿瘤干细胞即可导致

肿瘤的复发
[3-4]
。为此，积极的对结肠癌干细胞生物学特

性等进行深入研究，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即从结肠癌组织对结肠癌干

细胞进行筛选和分离培养，探讨结肠癌干细胞蛋白表达情

况以及生物学特性。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体外观察性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2015年6月至2015年7月在贵州

省人民医院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结肠癌标本均由贵州省人民医院肿瘤外科标

本室提供，均为腺癌，均经术后病理切片检测证实。 

Balb小鼠20只，体质量20-25 g，雌雄各半，一般情

况良好，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实验动物科学部提供，许可证

号：SYXK(京)2013-0032。本次研究相关内容和方法均经

本院伦理部门审核并批准，实验设计方案、使用动物品种

品系规格、处死动物的方法、项目进行中设计动物福利和

伦理问题等均符合要求。 

1.4  实验方法 

原代细胞分离：将获得的结肠癌组织标本置于DMEM/ 

 

 

 

 

 

 

 

 

 

 

 

 

 

 

 

 

 

 

 

 

 

 

 

 

 

F12培养基中，添加胎牛血清，利用HSSS进行洗涤，机械

分离，于室温条件下在添加DTT的PBS中进行培养。之后

去除DTT，利用HSSS进行洗涤，重悬于无血清培养基，

并添加谷胺酰胺、青霉素、链霉素、头孢嚷甲羧肟、两性

霉素、胶原蛋白酶Ⅲ。培养2 h之后终止消化，常规离心之

后添加氯化铵。利用HSSS进行洗涤、离心，重悬于无血

清培养基中进行培养。 

结肠癌干细胞培养实验用主要试剂及仪器： 

试剂及仪器  来源 

DMEM/F12培养基 上海恪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SSS 上海远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TT 上海乔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BS 上海弘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胺酰胺 北京乾兆信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霉素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链霉素 北京大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头孢嚷甲羧肟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两性霉素 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胶原蛋白酶Ⅲ 浙江夸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胎牛血清 潍坊瑞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氯化铵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胰蛋白酶 上海博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性上皮黏蛋白试剂盒 上海江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K-20试剂盒 北京欣兴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流式细胞仪 天津钧星瑞科技有限公司 

多聚甲醛 北京东胜创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切片机 广州市锐迩威机械有限公司 

光学显微镜 深圳市海量光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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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EpCAM
high

CD44
+
细胞：收集细胞进行活细胞计数

和重悬，对细胞进行离心，收集细胞，与人免疫球蛋白进

行共同孵育。之后洗涤细胞并调整细胞浓度，添加HBSS

液和入FITC-Antihumn-ESA、APC-Antihuman-CD44抗

体，离心后弃掉上清液，再次进行细胞重悬，并利用流式

细胞仪进行检测、分选。  

无血清培养及传代：利用无血清培养基对细胞进行培

养和传代，收待增殖形成细胞球三至四天后，收集细胞，

自然沉降后弃去上清，利用胰蛋白酶进行化，并进行吹打

获得单细胞悬液。利用 DMEM/F12培养基进行终止消化，

常规离心洗涤，重复操作2次，观察细胞球形成情况。 

动物成瘤实验和免疫组化观察：对小鼠进行细胞皮下

图 1  动物成瘤实验图片 

Figure 1  Animal tumorigenicity experiment 

图注：图 A为 EpCAM
high

CD44
+
细胞皮下注射；B为断颈处理实验动

物。 

 

 A B 

图 3  EpCAM
high

CD44
+
肿瘤细胞在无血清培养基

中的生长情况 

Figure 3  Growth of EpCAM
high

CD44
+

tumor cells

in serum-free medium 

图注：图 A为在无血清培养基中对 pCAM
high

CD44
+

肿瘤细胞进行 24 h的培养；B为在无血清培养基中

对 EpCAM
high

CD44
+
肿瘤细胞进行 21 d的培养。

 

图 2  结肠癌组织中 EpCAM/CD44的表达情况 

Figure 2  The expression of EpCAM/CD44 in colon cancer tissues

图 4  小鼠皮下回植成瘤情况 

Figure 4  Tumor formation in nude mice after subcutaneous 

implantation 

图注：图 A为小鼠皮下回植移植瘤大体外观；B为移植瘤(箭头处)。

A B 

A B 

图 5  移植瘤经苏木精-伊红染色呈现出典型的结肠癌细胞形态特征

(×200) 

Figure 5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showed typic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on cancer cells (×200) 

图 6  移植瘤免疫组化检查结果

(×200) 

Figure 6  Immunohistochemical 

examination of transplanted 

tumor (×200) 

图注：图 A为中性上皮黏蛋白；B

为结肠特异性分化标志物 CK-20。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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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植(图1A)，每只接种10 000个细胞。接种结束后对小鼠

进行常规饲养，观察其日常表现以及肿瘤生长情况。待肿

瘤生长到直径1 cm以上之后，将动物断颈处死(图1B)。获

得肿瘤组织之后，进行免疫组化检验，了解中性上皮黏蛋

白和结肠特异性分化标志物CK-20的表达情况。 

化疗敏感性检测：将EpCAM
high

CD44
+
肿瘤细胞接种在

96孔板上，接种浓度为10
4
个/孔。接种24 h后添加浓度分

别为10PPC、1PPC、0.1PPC的5-氟尿嘧啶，分别在加药

后的24，48 h，利用MTT比色法检测细胞的增殖情况，计

算药物的细胞增殖抑制率。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EpCAM
high

CD44
+
肿瘤细胞流式细

胞仪分选情况。②不同时间EpCAM
high

CD44
+
肿瘤细胞在无

血清培养基中的生长情况。③小鼠成瘤情况。④移植瘤免

疫组化检查中性上皮黏蛋白和结肠特异性分化标志物

CK-20表达情况。⑤EpCAM
high

CD44
+
肿瘤细胞的化疗敏感

性。 

 

2  结果  Results  

2.1  EpCAM
high

CD44
+肿瘤细胞分选  经检测，在获得的

结肠癌组织中存在EpCAM
high

CD44
+
结肠癌干细胞，在结肠

癌原代细胞中EpCAM
high

CD44
+
细胞的比例为1.7%-38%，

见图2。 

2.2  EpCAM
high

CD44
+肿瘤细胞在无血清培养基中的生长

情况  在无血清培养基中对EpCAM
high

CD44
+
肿瘤细胞进

行24 h的培养之后进行观察，可以发现产生一定体积较小

松散的悬浮细胞球，但数量较少(图3A)；培养21 d之后进

行观察，可以发现形成形态一致的细胞球，且形态致密(图

3B)。 

2.3  小鼠成瘤情况  经小鼠皮下回植和观察，可以发现形

成移植瘤(见图4)。对移植瘤进行苏木精-伊红染色和观察，

可以发现呈现出典型的结肠癌细胞形态特征(见图5)。 

2.4  移植瘤免疫组化检查  对移植瘤进行免疫组化检查，

所有移植瘤均能表达中性上皮黏蛋白(图6A)和结肠特异性

分化标志物CK-20(图6B)。 

2.5  化疗药物敏感性分析  经检测发现，几个10PPC、

1PPC、 0.1PPC 5-氟尿嘧啶干预，EpCAM
high

CD44
+
 

Colo205细胞的增殖均得到促进，且随着药物作用时间的

延长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3  讨论  Discussion 

当前，恶性肿瘤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诊

治恶性肿瘤的难点在于初性肿瘤早期发现极为困难，早期

症状往往十分轻微或者不典型，甚至毫无病态
[5]
。患者一

般不会主动到医院就诊检查，而一旦状态明显，常常为时

已晚。同时，恶性肿瘤复发率与转移率高，患者一旦得病，

死亡率非常大
[6]
。因此，探讨恶性肿瘤发生、发展情况，

进而研发新的治疗策略成为肿瘤诊治的关键所在。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人们的日常饮食逐渐向着

高脂肪、高蛋白结构方向发展，导致结肠发病率的不但上

升
[7]
。除了家族史，其他危险因素则包括高脂肪、高蛋白

的饮食，缺乏运动等，因此，结肠又被称为“富癌”之一，

发病率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而上升。近些年，国内结

肠发病率迅速上升，上升速度约为每年4.2%，远超2%的

国际水平
[8-10]
。结肠癌早期常常无明显症状，目前临床发现

的患者大多为中晚期，治疗效果差，生存率低。为此，临

床积极寻找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至关重要
[11]
。关于结肠癌

的治疗，一直是临床研究的焦点。目前，临床治疗结肠癌

可以采取腹腔镜手术以及化疗等方式
[12]
。朱其勇等

[13]
即通

过研究发现，对于T3期大肠癌患者，受到疾病的影响，患

者的细胞免疫功能显著下降。而通过积极的予以新辅助化

疗并进行手术治疗，术后2周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得到了显

著的改善，基本恢复至治疗前的水平。但是，需要注意到

的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采用常规方法对结肠癌患者

进行治疗，往往无法获得理想的效果，容易出现耐药和术

后复发等，且容易导致各种术后并发症的出现
[14-15]
。沈雄

飞
[16]
即通过研究报道，腹腔镜辅助治疗结直肠癌的过程中，

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一定术后并发症的出现，

其中，独立危险因素包括手术时间以及患者的肺部疾病情

况等。为此，临床需要积极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以提高

治疗效果。 

肿瘤干细胞学说是一门新近发展起来的全新理论，该

学说认为癌症是一种干细胞异常所导致的疾病
[17]
。大多数

的肿瘤由不同性质的细胞亚群组成，它们的增殖潜力和移

植后重建肿瘤的功能大不相同
[18]
。在肿瘤细胞中，存在一

类十分特殊的细胞。这些细胞具有自我更新能力以及较强

的分化能力，被称为肿瘤干细胞。肿瘤细胞与干细胞具有

类似之处，如它们都能自我更新，具有不定分化的潜能，其

细胞表面标志也相似等
[19-20]
。尽管这两种细胞均能够进行增

殖，但不同之处在于：肿瘤细胞的增殖不受控制，而干细胞

的增殖则受到严格的调控；肿瘤细胞增殖后异常分化，而干

细胞则可以分化成正常的成熟细胞
[21-23]
。肿瘤干细胞的存在

被认为是肿瘤发生、发展和治疗失败的根本原因，临床治疗

过程中，肿瘤细胞被药物杀死后，癌干细胞能够再次产生出

癌细胞，而且药物难以对其发挥作用，所以肿瘤干细胞被认

为是癌转移、复发和产生抗药性的元凶
[24]
。总体来看，肿瘤

干细胞可以发挥出多重种功能。首先，肿瘤干细胞可以通

过自我更新和增殖来对肿瘤细胞群的生长和壮大提供强大

的活力来源，帮助其维持旺盛的生命力
[25-28]
。其次，肿瘤

干细胞还具有较强的迁徙和运动能力，极大的促进了肿瘤

细胞的转移，导致各种肿瘤的浸润和转移等。另外，在正

常状态下，肿瘤干细胞还可以长期维持相对稳定的休眠状

态，并具备较强的耐药性
[29-32]
。因此，临床对各种肿瘤患

者进行常规放疗或者化疗治疗的过程中，因为肿瘤干细胞

对治疗的敏感性不强，因此无法对其造成杀灭
[33]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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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结束一段时间之后，肿瘤干细胞便会继续发挥作用，

导致肿瘤的复发，并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的出现
[34-35]
。 

结肠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在其肿瘤组织中，即

存在肿瘤干细胞。在本次实验中，选择以EpCAM和CD44 

为表型特征，对细胞进行流式分选，以获得实验所需的结

肠癌干细胞。通过本次实验，经检测，在结肠癌原代细胞

中EpCAM
high

CD44
+
细胞的比例为1.7%-38%。即表明，在

获得的结肠癌组织中存在EpCAM
high

CD44
+
结肠癌干细胞。

在对肿瘤干细胞相关生物学特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其自

我更新能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在对干细胞的自

我更新能力进行研究的时候，细胞球形成实验是一种常用

的方法。对于肿瘤干细胞而言，经无血清培养基培养，可

以正常生长并形成一定的细胞球体，即表明其存在一定的

自我更新能力。本次实验过程中，在无血清培养基中对

EpCAM
high

CD44
+
肿瘤细胞进行24 h的培养之后进行观察，

可以发现产生一定体积较小松散的悬浮细胞球，但数量较

少；培养21 d之后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形成形态一致的细

胞球，且形态致密。上述结果提示，在一定的体外培养条

件下，肿瘤干细胞可以正常生长，具备一定的自我更新能

力。干细胞的生物学特性中，表达干细胞相关标志、启动

肿瘤发生以及肿瘤形成的能力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在对肿

瘤干细胞的成瘤能力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皮下回植建立动

物模型是常用的方法
[36]
。将分选的细胞接种到存在免疫缺

陷的动物体内，通过观察一定时间内动物体内移植瘤的形

成数量和大小等，可以较好的了解到相应肿瘤干细胞的呈

瘤能力。通过皮下回植方式，操作简单，不影响动物的正

常活动和饮食等，且可以保证最终的成瘤效果
[37-38]
。本次

实验过程中，经小鼠皮下回植和观察，可以发现形成移植

瘤。通过对移植瘤进行苏木精-伊红染色和观察，可以发现

呈现出典型的结肠癌细胞形态特征。即表明，经肿瘤干细

胞皮下回植，细胞在动物体内发生作用，导致肿瘤的出现。

上述结果也表明，实验中所使用的EpCAM
high

CD44
+
细胞具

有很强的致瘤能力，具有肿瘤干细胞特性。另外，实验中

还对移植瘤进行免疫组化检查。经检查发现，所有移植瘤

均能表选中性上皮黏蛋白和结肠特异性分化标志物

CK-20
[39]
。黏蛋白是上皮细胞产生的主要成分，对细胞起

着保护和润滑的作用。CK-20是一种角蛋白，在正常组织，

在人结肠隐窝的上半部分表达
[40]
。结肠干细胞位于结肠隐

窝基底部最底端，随着分化和自我更新，逐渐向隐窝上端

和顶部迁移，最终产生分化的结肠细胞。即表明，

EpCAM
high

CD44
+
细胞细胞具有一定的分化能力。另外，肿

瘤干细胞还会导致化疗耐药性的出现。5-氟尿嘧啶是一类

抗代谢药物，是常用的化疗药物。本次实验通过化疗敏感

性实验发现，，经10PPC、1PPC、0.1PPC 5-氟尿嘧啶干

预，EpCAM
high

CD44
+
Colo205 细胞的增殖均得到促进，

且随着药物作用时间的延长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即提示，

所获得EpCAM
high

CD44
+
细胞具有耐药性。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实验发现，结肠癌组织中存在

EpCAM
high

CD44
+
结肠癌干细胞，具有一定的增殖、更新、

分化以及致瘤能力。EpCAM
high

CD44
+
细胞保持了自身母代

细胞的一定特性，同时也表明，肿瘤干细胞具有一定的分

化能力。因此，通过本次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到结肠癌干

细胞的相关特性，为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 

 

致谢：对本次研究过程的相关参与人员以及为本次研究提供

帮助的机构和人员表示感谢。 

作者贡献：第一作者负责设计和实施，第二作者负责实施及

文章的修改。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伦理问题：研究相关内容和方法均经本院伦理部门审核并批

准。实验过程中对动物的处置符合 2009 年《Ethical issues in 

animal experimentation》相关动物伦理学标准的条例。 

文章查重：文章出版前已经过 CNKI 反剽窃文献检测系统进

行 3次查重。 

文章外审：本刊实行双盲外审制度，文章经国内小同行外审

专家审核，符合本刊发稿宗旨。 

学术术语：肿瘤干细胞的定义？其是一类特殊的肿瘤细胞，

肿瘤干细胞是存在于肿瘤组织中的一部分具有干细胞性质的细胞

群体，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和多向分化潜能，是肿瘤发生、发展、

治疗后易复发和转移的根源。 

作者声明：第一作者对研究和撰写的论文中出现的不端行为

承担责任。论文中涉及的原始图片、数据(包括计算机数据库)记

录及样本已按照有关规定保存、分享和销毁，可接受核查。 

文章版权：文章出版前杂志已与全体作者授权人签署了版权

相关协议。 

 

4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翟荣林,张小明,王继亮,等.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在结

肠癌干细胞中的表达及其与结肠癌5-氟尿嘧啶获得性耐药的关

系[J].中华实验外科杂志,2014,31(2):248-250. 

[2] Liu Y,Han ZP,Zhang SS, et al.Effect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o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their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tumor angiogenesis in colon cancer. J Biol Chem. 2011;286 

(28): 25007-25015. 

[3] 邓艳红.塞来昔布下调干性标记物CD133表达靶向治疗结直肠

癌干细胞的研究;EGFR在结直肠癌原发灶和淋巴结转移灶表达

的对比研究[D].中山大学,2008. 

[4] 饶军,杨景,吴峰,等.神经轴突导向分子Semaphorin 3F调节结肠

癌细胞干细胞干性的研究[C].//第十届全国肿瘤转移学术大会论

文集, 2013. 

[5] Amsterdam A, Shezen E, Raanan C, et al. Two initiation sites of 

early detection of colon cancer revealed by localization of 

pERK1/2 in the nuclei or in aggregates at the perinuclear region 

of the tumor cells. Acta Histochem. 2013;115(6):569-576. 

[6] Bourguignon LY,Peyrollier K,Xia WL, et al.Hyaluronan-CD44 

interaction activates stem cell marker Nanog, Stat-3-mediated 

MDR1 gene expression, and ankyrin-regulated multidrug 

efflux in breast and ovarian tumor cells. J Biol Chem. 2008; 

283(25):17635-17651. 



 

张东兴，等. 结肠癌干细胞蛋白表达及生物学特性：培养与筛选分析 

ISSN 2095-4344  CN 21-1581/R   CODEN: ZLKHAH 7291

www.CRTER.org 

[7] Lin L, Fuchs J, Li,C, et al. STAT3 signaling pathway is 

necessary for cell survival and tumorsphere forming capacity 

in ALDH +/CD133 + stem cell-like human colon cancer cells.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2011;416(3/4):246-251. 

[8] Amsterdam A, Raanan C, Schreiber L, et al. Use of multiple 

biomarkers for the localiz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olon 

cancer stem cells by indirect immunocytochemistry. Int J 

Oncol. 2012;41(1):285-291. 

[9] Kobayashi S, Yamada-Okabe H, Suzuki M, et 

al.LGR5-positive colon cancer stem cells interconvert with 

drug-resistant LGR5-negative cells and are capable of tumor 

reconstitution.Stem Cells. 2012;30(12):2631-2644. 

[10] Lin JT, Wang JY, Chen MK, et al. Colon cancer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odulate the tumorigenicity of colon cancer 

through interleukin 6. Exp Cell Res. 2013;319(14):2216-2229. 

[11] Santos IS, Ponte BM, Boonme P, et al. Nanoencapsulation of 

polyphenols for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colon-rectal cancer. 

(Special Issue: Pearl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anotechnology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Biotechnol Adv. 

2013;31(5):514-523. 

[12] 陈克力,梁后杰,江恒,等.人HCT116结肠癌细胞系中CD133+结

肠癌干细胞分离及鉴定[J].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09,31(4): 

330-333. 

[13] 朱其勇,吴可,黄海宁,等.T3期大肠癌患者新辅助化疗与手术前

后外周血T细胞亚群变化的研究[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3, 

(12): 2261-2264. 

[14] 王居峰,刘莺,刘文静,等.RNA干扰Nucleostemin基因对人结肠

癌细胞株HT-29细胞增殖及细胞周期的影响[J].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2010,44(3):463-467. 

[15] Thirabunyanon M, Hongwittayakorn P. Potential probiotic 

lactic acid bacteria of human origin induce antiproliferation of 

colon cancer cells via synergic actions in adhesion to cancer 

cells and short-chain fatty acid bioproduction. Appl Biochem 

Biotechnol. 2013;169(2):511-525.  

[16] 沈雄飞. 腹腔镜辅助结直肠癌手术并发症相关风险因素分析[D].

重庆医科大学,2011. 

[17] 张金龙,王海娟,刘健,等.结肠癌组织中MTA1的表达水平及定位

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研究[J].癌症进展,2012,10(3):216-220. 

[18] 孙昭,薛春玲,高鹤丽,等.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分泌的Exosome促进结

肠癌细胞系上皮间质转化[J].癌症进展,2015,13(3):312-316. 

[19] 王瑞海.肿瘤干细胞的分离培养及生物学特性[J].中国组织工程

研究与临床康复,2011,15(27):5087-5090. 

[20] 时伟红,刘京津,王我惟,等.信号通路β-连环蛋白在人结肠癌

cc1227细胞及其肿瘤球细胞中的表达[C].//2011年第9届中国北

方实验动物科技年会论文集,2011:69-71. 

[21] 夏维,田锐,秦仁义,等.干细胞相关基因Oct-4在人肿瘤细胞系中

的表达及其意义[J].胰腺病学,2007,7(6):360-362. 

[22] 李宁,张力,陈小兵,等.干细胞标志物Oct-4Sox-2表达与结肠癌术

后复发转移的关系[J].中国肿瘤临床,2012,39(9):574-577. 

[23] 陈方军,刘玉兰,张育军,等.结肠癌干细胞生物学特性研究进展[J].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14,35(11):1262-1266. 

[24] 方仕,龙健婷,张冰,等.结肠癌干细胞样细胞的体外培养、鉴定及

n-3多不饱和脂肪酸对结肠癌干细胞样细胞的抗增殖作用[J].中

国病理生理杂志,2014,30(12):2135-2141. 

[25] Apostolou P, Toloudi M, Ioannou E, et al.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Notch pathway receptors, correlation with 

stemness, as well as their interaction with CD44, dipeptidyl 

peptidase-IV,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receptor and the 

SETMAR transferase, in colon cancer stem cells. J Recept 

Signal Transduct Res. 2013;33(6):353-358.  

[26] Benoit YD, Witherspoon MS, Laursen KB, et al. 

Pharmacological inhibition of polycomb repressive complex-2 

activity induces apoptosis in human colon cancer stem cells. 

Exp Cell Res. 2013;319(10):1463-1470. 

[27] 邓艳红,黄美近,汪建平,等.5氟尿嘧啶上调干细胞标记物CD133

在结肠癌细胞中的表达[J].中国病理生理杂志,2009,25(11): 

2187-2191. 

[28] 韩军平,刘斌,林艳丽,等.结直肠癌及人结肠癌细胞系SW620中

CD44
+

/Ki
-

67
-

癌细胞的表达及意义[J].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 

2012,28(6):608-612. 

[29] 艾亮,刘美,陈宓,等.结肠腺癌中结肠癌干细胞的分离、鉴定[J].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11,33(1):141-147,96. 

[30] 陈全莉,程慧敏,李琳琳,等.三氧化二砷对人结肠癌SW620细胞

OCT4和FOXO3a因子表达影响的研究[J].医学研究生学报, 

2013,26(7):695-699. 

[31] Massey AR, Reddivari L,Vanamala J, et al. The Dermal Layer 

of Sweet Sorghum {Sorghum bicolor) Stalk, a Byproduct of 

Biofuel Production and Source of Unique 

3-Deoxyanthocyanidins, Has More Antiproliferative and 

Proapoptotic Activity than the Pith in p53 Variants of HCT116 

and Colon Cancer Stem Cells. J Agric Food Chem. 2014. 

[Epub ahead of print] 

[32] 李逸仙,孙保存,刘志勇,等.血管内皮诱导培养基促进结肠癌细胞

向血管内皮细胞方向分化的研究[J].中国肿瘤临床,2014,41(10): 

620-623. 

[33] Amsterdam A, Shezen E, Raanan C, et al. Two initiation sites 

of early detection of colon cancer, revealed by localization of 

pERK1/2 in the nuclei or in aggregates at the perinuclear 

region of tumor cells. Int J Oncol. 2012;40(3):782-788. 

[34] De Boeck A, Hendrix A, Maynard D, et al. Differential 

secretome analysis of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and bone 

marrow-derived precursors to identify microenvironmental 

regulators of colon cancer progression. Proteomics. 2013; 

13(2):379-388. 

[35] D'Anselmi F, Cucina A, Biava PM, et al. Zebrafish Stem Cell 

Differentiation Stage Factors Suppress Bcl-xL Release and 

Enhance 5-Fu-Mediated Apoptosis in Colon Cancer Cells. 

Curr Pharm Biotechnol. 2011;12(2):261-267. 

[36] Shinagawa K, Kitadai Y, Tanaka M, et al. Stroma-directed 

imatinib therapy impairs the tumor-promoting effect of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an orthotopic 

transplantation model of colon cancer. Int J Cancer. 2013; 

132(4):813-823. 

[37] 张庆玲,汪志勋,丁彦青,等.CD133/1及Klf4蛋白免疫荧光共定位

分析鉴定结直肠癌肿瘤干细胞[J].广东医学,2012,33(15): 

2262-2264. 

[38] 冯燕君,夏璐,李晓露,等.HT29和HCT116结肠癌细胞无血清培养

形成肿瘤干细胞球特性的差异性研究[J].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

志, 2011,20(10):892-896. 

[39] 杜敏,葛海燕,徐彬,等.外源性Muc1、Survivin和Nanog基因启动

子在结肠癌干细胞中的表达活性[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12, 

33(10):1082-1085. 

[40] 陈克力,江恒,陈建芳,等.人结肠癌HCT116细胞系肿瘤干细胞特

性研究[J].解放军医学杂志,2009,34(11):1292-1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