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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抑制髓母细胞瘤 Daoy 细胞增殖并促其凋亡

衣志爽 1 ，王植海 2，李  明 3，周清安 1 ，杨保胜 1 

文题释义：

外泌体：是指含有复杂RNA和蛋白质，直径在40-100 nm的盘状囊泡。1983年，外泌体首次于绵羊网织红细胞中被发现，多种细胞在正常

及病理状态下均可分泌外泌体，其主要来源于细胞内溶酶体微粒内陷形成的多囊泡体，经多囊泡体外膜与细胞膜融合后释放到胞外基质中。

CFSE：是一种可对活细胞进行荧光标记的细胞染色剂，CFSE进入细胞后可以不可逆地与细胞内的氨基结合偶联到细胞蛋白质上。在细胞分

裂增殖过程中，CFSE标记荧光可平均分配至2个子代细胞中，因此其荧光强度是亲代细胞的一半，用流式细胞仪在490 nm激发光处可对其

进行分析。

摘要

背景：间充质干细胞能够产生大量的与其生物学功能相似的外泌体，但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髓母细胞瘤Daoy细胞的影响仍不清楚。

目的：探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髓母细胞瘤Daoy细胞增殖、凋亡的影响以及可能机制。

方法：分离、培养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提取第4代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Western blot检测外泌体标志蛋白CD9和CD81的表

达。将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与Daoy细胞共培养96 h，采用流式细胞术、克隆形成实验检测Daoy细胞的增殖情况；流式细胞术检

测Daoy细胞的凋亡情况；Western blot检测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与结论：Western blot检测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CD9和CD81呈阳性表达。与对照组比较，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

体抑制Daoy细胞增殖和克隆形成(P < 0.05，P < 0.01)；促进Daoy细胞凋亡(P < 0.01)；凋亡相关蛋白Cyclin D1和Bcl-2表达下调(P < 0.05)，
Caspase-3表达上调(P < 0.01)。结果表明，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可能通过调节细胞周期以及凋亡相关蛋白表达来抑制髓母细胞瘤

Daoy细胞的增殖，并促进其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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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在应用上较间充

质干细胞具有生物安全性较高与免疫原性
较低的特点，更适合临床应用；

△观察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于
髓母细胞瘤细胞体外增殖以及凋亡的影
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机制，为髓母细胞瘤
寻找新的诊疗靶点提供实验数据。

结论：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可能
通过调节细胞周期以及凋亡相关蛋白
表达来抑制髓母细胞瘤细胞的增殖，
并促进其凋亡。

分离培养、鉴
定人脐带间充
质干细胞

提取并鉴定人
脐带间充质干
细胞来源外泌
体

(1) 流式细胞术、克隆形
成实验检测细胞增殖、凋
亡情况；
(2)Western blot 检测凋亡
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

外泌体与髓母
细胞瘤细胞共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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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间充质干细胞是一群来源于中胚层的成体干细胞，因其

具有多向分化潜能、低免疫原性、免疫调节以及分泌能力而

被广泛用于研究免疫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和癌症
[1-2]

。

外泌体是直径为 30-100 nm 的双层膜结构囊泡，是由细胞内

多囊泡体与胞膜通过“内吞 - 融合 - 外排”等过程向胞外分

泌的生物活性物质，能够介导细胞之间的信息交流，进而调

节周围细胞的功能
[3-4]

。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具有与亲

代细胞类似的生物学活性，如有低免疫原性、免疫调节能力

以及能够归巢至炎症或肿瘤部位的能力，且外泌体较间充质

干细胞具有低毒性、便于提取和储存等特点，发生体内免疫

排斥的可能性较低，因而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5-6]

。

髓母细胞瘤是儿童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约占儿童

脑肿瘤的 25%，常起源于小脑蚓部，是一种小脑神经上皮肿

瘤，具有生长迅速、高侵袭性等特点
[7-8]

。目前髓母细胞瘤

的治疗方法主要以手术切除为主、化疗为辅。然而，由于发

病部位位于脑内，患者年龄小，使得手术难度大，且不易完

全清除肿瘤，导致肿瘤易复发，5 年生存率较低，探索新的

生物治疗靶点，不断优化治疗方案，有望提高治疗效果、延

长患儿生存率。间充质干细胞对于髓母细胞瘤的影响报道较

少，该实验选择取材便利的脐带作为间充质干细胞的来源，

观察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髓母细胞瘤细胞体外

增殖以及凋亡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机制，为髓母细胞瘤

寻找新的诊疗靶点提供实验数据。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体外细胞学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在新乡医学院

干细胞与组织工程重点实验室进行。

1.3   材料   髓母细胞瘤 Daoy 细胞购于美国模式菌种收集中

心 (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ATCC)。RPMI-1640、
DMEM/F12、胎牛血清 (Gibco 公司 )；表皮生长因子、成

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Thermo Fisher 公司 )；小鼠抗人抗体

CD44-PE、CD34-FITC、CD45-APC、CD90-BV421、CD105-PE、
CD73-FITC(Biolegend 公 司 )；CD14-PE 抗 体、HLA-DR-APC 抗

体 ( 碧迪公司 )；结晶紫染料 ( 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抗人 CD9 和 CD81 抗体 (Abcam 公司 )；β-actin 单抗 (Bioworld

公 司 )；Cyclin D1，Bcl-2 以 及 Caspase-3 抗 体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公 司 )；CFSE(Sigma 公 司 )；Annexin V-FITC/PI 试
剂盒 (Sigma-Aldrich 公司 )。CO2 培养箱 (SHELLAB 公司 )；
Image Quant LAS 4000 化学发光成像仪 ( 瑞士 Mettler 公司 )；
Labwork 凝胶图像分析系统 ( 日本奥林巴斯光学有限公司 )；
Verse 流式细胞仪 ( 碧迪公司 )。
1.4   方法   
1.4.1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分离、培养和鉴定   经产妇及

家属知情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在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妇

产科收集 4 份脐带标本，均为正常足月妊娠剖宫产，以确保

无菌、无微生物污染。

首先在无菌操净台中将脐带用含 100 U/L 青霉素 - 链霉

素的生理盐水反复冲洗，以去除残余血液，然后用无菌眼科

剪去除外膜层和和脐带内动静脉，保留华尔通胶，将华尔通

胶剪碎至 1 mm×1 mm×1 mm 大小，收集组织块，手动振荡与

剪切相结合，至无肉眼可见的组织块，用含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的 DMEM/F12 完全培养液重悬，分别加入 10 μg/L 

表皮生长因子、2 μg/L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 100 U/mL 青

霉素 - 链霉素，三四天换液 1 次，待细胞长至 80% 融合，

可传代。取传至第 4 代生长状态良好的细胞，倒置显微镜下

观察细胞形态，然后消化、离心，用 PBS 调整细胞浓度为

5×105/ 管，分别加入 CD44，CD73，CD90，CD105，CD14，
CD34，CD45，HLA-DR 抗体和各自的同型对照抗体进行荧光

标记，室温避光 30 min，离心，洗去残余抗体，上流式细胞

仪检测。

1.4.2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的提取和鉴定   收集

第 4 代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培养上清，4 ℃ 300×g/min 离心 

10 min，去除细胞碎片，转移至新的离心管，4 ℃ 2 000×g/min 

离心 20 min，0.22 μm 滤器过滤，再将上清转移至新的 5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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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管，4 ℃ 10 000×g/min 离心 30 min，最后上清移至高速

离心管，4 ℃ 100 000×g/min 离心 2 h，弃除上清，用 PBS 重

悬沉淀，BCA 蛋白质定量试剂盒对外泌体中的蛋白质进行定

量，-80 ℃冰箱保存备用。

在外泌体中加入 50 μL RIPA 蛋白裂解液，而人脐带间充

质干细胞对照样品 (1.0×106
个细胞 ) 加入 100 μL RIPA 蛋白裂

解液，均在冰上裂解并测定蛋白浓度，将蛋白煮沸变性后，

使用 10%SDS-PAGE 蛋白分离胶进行电泳，蛋白分离后将其转

至 PVDF 膜上，1%PBS/BSA 溶液封闭 1 h，4 ℃孵育一抗 CD9

和 CD81(1 ∶ 1 000 稀释 ) 过夜，TBST 洗膜，加入 HRP 标记

的山羊抗小鼠二抗 (1∶ 2 000稀释 )室温孵育 1 h，TBST洗膜，

加入 ECL 发光液，使用数码成像仪曝光。

1.4.3   Daoy 细胞培养以及实验分组   取液氮冻存的 Daoy

细胞，置于 38 ℃温水中迅速摇动至细胞溶解，加入 

RPMI-1640培养液洗涤离心，接种于 25 cm2
培养瓶静置培养，

内含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的 RPMI-1640 培养液，当细

胞生长状态较好时，取出一部分细胞进行 CFSE 标记，然后

将 Daoy 细胞以 1×105
个 / 孔接种于 24 孔板中，实验组加入

10 mg/L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照组加入等量

的 PBS。
1.4.4   Daoy 细胞增殖检测   培养 96 h 后，取实验组和对照组

Daoy 细胞，离心，洗去残余培养液，将细胞置于流式管中，

1×105
个 / 管，流式细胞术检测 CFSE 荧光递减情况。

1.4.5   Daoy细胞克隆形成检测   培养96 h后，实验组和对照组

Daoy 细胞以每皿 1 000 个接种于含 RPMI-1640 培养液的 6 cm 
培养皿中，使细胞分散均匀，约 10 d 待克隆形成后，弃去培

养液并用 PBS 洗去残留培养液，多聚甲醛固定 15 min，结晶

紫染色 15 min，PBS 洗去多余的染料，在倒置显微镜下计数

大于 10 个细胞的克隆数，最后计算克隆形成率。克隆形成

率 =( 克隆数 / 接种细胞数 )×100%。

1.4.6   Daoy 细胞凋亡检测   培养 96 h 后，实验组和对照

组 Daoy 细胞以 1×105
个置于流式管中，PBS 洗涤 2 次，加

入 500 µL Binding Buffer 重悬细胞，分别加入 5 µL Annexin  
V-FITC 和 5 µL PI，室温避光染色 10 min，上流式细胞仪检测，

分析细胞凋亡率。

1.4.7   Western blot 检测 Daoy 细胞凋亡相关分子的表达   培
养 96 h 后，用 RIPA 裂解液提取实验组和对照组 Daoy 细胞总

蛋白，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蛋白浓度，取 25 µg 蛋白样品进

行 SDS-PAGE 电泳转移至 PVDF 膜，封闭液封闭 1 h，加入一

抗 Cyclin D1、Bcl-2、Caspase-3 和 β-actin，4 ℃孵育过夜，

TBST 洗膜，加入二抗，室温孵育 1 h，TBST 洗膜 3 次，加入

ECL 发光液进行显影，经 Image J 软件分析。

1.5   主要观察指标   Daoy 细胞增殖与凋亡变化以及凋亡相关

蛋白的表达。

1.6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为 4 次独立重复实验所得，使

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连续变量数据以 x-±s 表
示，采用 t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流式结果用 Flowjo 7.6 分析，统计结果均采用 GraphPad 
Prism 8 作图。

2   结果   Results 
2.1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及其外泌体鉴定结果   接种 10 d 左

右可长出贴壁的梭形细胞，传至第 4 代呈平行排列或漩涡状

生长，见图 1A，B；流式细胞仪检测人间充质干细胞表面标

志物 CD73，CD44，CD90 和 CD105 呈阳性表达，HLA-DR，
CD14，CD34 和 CD45 呈阴性表达，见图 1C，提示所分离培

养细胞为人间充质干细胞。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上清液超速

离心得到的物质，经 Western blot 检测 CD9，CD81 蛋白均呈

阳性表达，证明所提取物质为外泌体，见图 1D。

2.2   Daoy 细胞增殖情况   CFSE 是一种可对活细胞进行荧光标

记的细胞染色剂，在细胞分裂增殖过程中，CFSE 标记荧光可

平均分配至 2 个子代细胞中，因此其荧光强度是亲代细胞的

一半。培养 96 h 后，流式细胞术分析 Daoy 细胞 CFSE 荧光发

生递减即增殖的细胞比率，这一部分细胞包含了 G2/M 期和

S 期细胞；CFSE 荧光未发生递减即未增殖的细胞比率，这部

分细胞为 G0/G1 期细胞。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组

G2/M 期和 S 期细胞比率为 (44.60±7.28)%，明显低于对照组

(79.30±8.92)%，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人脐带间充质

干细胞来源外泌体组 G0/G1 期细胞比率为 (53.10±5.74)%，明

显高于对照组 (20.30±4.42)%，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
见图 2。
2.3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 Daoy 细胞克隆形成

的影响    通过克隆形成实验检测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

外泌体对 Daoy 细胞增殖活力和群体依赖性的影响。人脐

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组 Daoy 细胞的克隆形成率为

(42.6±8.6)%，较对照组 (86.3±11.4)% 明显下降 (P < 0.01)，表

明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 Daoy 细胞增殖活力具

有抑制作用，见图 3。
2.4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 Daoy 细胞凋亡以及

凋亡相关蛋白的影响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组细

胞凋亡率为 (32.8±7.8)%，较对照组 (11.9±9.4)% 显著增加 (P <  
0.01)，见图 4A 和 B；抗凋亡因子 Bcl-2 和 Cyclin D1 蛋白表达

水平相对下调 (P < 0.05)，而促凋亡因子 Caspase-3 蛋白表达

显著上调 (P < 0.01)，见图 4C 和 D。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培养及鉴定

细胞来源： 人脐带华尔通胶

原代培养方法： 机械消化法 ( 剪切和振荡相结合 )

基础培养基： DMEM/F12 培养基

添加材料： 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青霉素、链霉素、表皮生长因子、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原代培养时间： 原代细胞培养五六天换液，之后三四天换液 1 次，培养至 14-
16 d 开始传代

细胞传代： 细胞融合至80%加入胰酶消化，以1∶2比例传代，3-5 d传1代，

传至第 4 代

细胞鉴定： 细胞形态学和流式细胞术进行鉴定

伦理学批准： 该实验经过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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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间充质干细胞以其具有多潜能性、免疫调节和转分化功

能而被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工程种子细胞。间充质干细胞在

体内的作用机制复杂，旁分泌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外

泌体是旁分泌的主要物质，由于其具有较低的体内毒性、免

疫排斥性和不良反应等特点，有望将外泌体作为一种无细胞

药物制剂应用于临床治疗中
[9]
。而对于肿瘤患者而言，间充

质干细胞及其外泌体的使用仍具有争议性，目前对于间充质

干细胞及其外泌体与肿瘤细胞的关系报道较多
[10-14]

，但是观

点并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被靶细

胞或组织内化后，可通过诱导肿瘤细胞耐药相关蛋白的表达，

而使其产生耐药性
[15-16]

，还可通过促进肿瘤组织血管生成等

促进肿瘤的增殖和发展
[17-18]

；还有研究认为间充质干细胞来

源外泌体被内化后，可调节细胞周期进程以及癌症相关信号

通路，通过阻断细胞周期使细胞凋亡增加，继而发挥抗肿瘤

作用
[19-20]

。出现不同实验结果的可能原因有：间充质干细胞

来源不同、作用的肿瘤细胞类型不同、间充质干细胞与肿瘤

细胞及其外泌体数量比例不同、实验模型不同等因素。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及其外泌体对于髓母细胞瘤的影响，目前报道

较少见。该研究以人髓母细胞瘤 Daoy 细胞为体外研究对象，

发现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可以抑制 Daoy 细胞增

殖和克隆形成，此外还可以通过调节细胞周期蛋白以及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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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及其来源外泌体的鉴定

Figure 1 ｜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derived exosomes

图注：A 为流式代表图，其中 G0/G1 是未发生增殖的细胞，G2/M+S 为增

殖的细胞；B 为数据分析图，
aP < 0.05(x-±s，n=4)

图 2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 Daoy 细胞增殖的影响

Figure 2 ｜ Effect of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derived exosomes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Daoy cells

图注：A，B 为结晶紫染色大体观察，其中 A 为对照组，B 为人脐带间

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组；C，D 为倒置显微镜观察，其中 C 为对照组，

D 为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组；E 为克隆形成率数据分析，
aP < 

0.01(x-±s，n=4) 
图 3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于 Daoy 细胞克隆形成能力的

影响

Figure 3 ｜ Effect of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derived exosomes on the colony formation of Daoy cells

图注：A 为 Daoy 细胞凋亡的代表流式图；B 为凋亡率数据分析，
bP < 0.01(x-±s，n=4)；C 为 Western blot 检测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D 为相关蛋白表

达数据分析，
aP < 0.05，bP < 0.01(x-±s，n=4)

图 4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 Daoy 细胞凋亡的影响

Figure 4 ｜ Effects of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derived exosomes on apoptosis in Daoy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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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中 A 为原代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B 为第 4 代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C 为第 4 代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表面标志物的表达；D
为 Western blot 检测外泌体标志性蛋白 CD81
和 CD9 的表达呈阳性。1：人脐带间充质干

细胞；2：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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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因子来促进 Daoy 细胞的凋亡。

肿瘤细胞的增殖能力和克隆形成能力通常反映肿瘤细胞

的活力和群体依赖性，异常增殖和侵袭是肿瘤恶化的标志。

为了观察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于 Daoy 细胞增

殖的影响，采用 CFSE 标记 Daoy 细胞，根据荧光变化来判断

细胞的增殖情况，实验组 Daoy 细胞发生增殖的细胞比率较

对照组降低，提示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使更多的

Daoy 细胞停留在 G0/G1 期，改变了细胞周期，抑制了细胞增

殖。通过克隆形成实验观察到实验组 Daoy 细胞克隆形成数

目较对照组明显减少。以上结果共同表明人脐带间充质干细

胞来源外泌体可以抑制 Daoy 细胞的增殖活力，这与一些认

为间充质干细胞及其来源外泌体能够抑制肿瘤生长的报道相

一致。例如 miR-302A 负载的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

体能够通过抑制细胞周期蛋白 D1 的表达和 AKT 信号通路而

抑制子宫内膜癌细胞的增殖与迁移
[2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

源外泌体还能够抑制胶质瘤细胞、胰腺癌细胞增殖
[22-23]

。

肿瘤具有快速增殖的特点，细胞周期调控是癌细胞生长

的重要生理机制。为了进一步观察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

外泌体对 Daoy 细胞生长抑制的机制，检测了细胞周期蛋白

Cyclin D1、促凋亡因子 Caspase-3 和抗凋亡因子 Bcl-2 的表达。 

Cyclin D1 是细胞周期蛋白，在许多发生癌变的组织中 cyclin D1

表达上调，它是评价肿瘤发生发展及转移的常用指标。目前

认为，cyclin D1 是调控 G 期至 S 期最关键的细胞周期蛋白，其

表达下调将会使细胞阻滞于 G1/G0 期
[24-25]

。该实验观察到人脐

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使更多的 Daoy 细胞停留在 G0/G1 

期，提示可能与 cyclin D1 表达下调有关。Caspase-3 是细胞凋

亡的关键因子之一，是凋亡的标志性蛋白，能够反映细胞的

凋亡水平。研究表明，Caspase-3 可以被 cyclin D1、GLI1 等上

游因子激活，Caspase-3 被激活后可以诱导凋亡小体形成，从

而促进细胞凋亡
[26-27]

；另外还可以通过经典的 Caspase 依赖

的凋亡途径促进凋亡过程。Bcl-2 是抑制细胞凋亡的重要分子

又被称为抗凋亡蛋白，其抗凋亡的机制主要有：Bcl-2 可以减

少氧自由基的产生和脂质过氧化物的形成；Bcl-2 可通过调节

胞内钙离子浓度来调节凋亡等
[28-29]

。该实验观察到与人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共培养后的 Daoy 细胞凋亡比率上

升，进而在蛋白水平观察到 Cyclin D1 和 Bcl-2 表达下调，而

Caspase-3 表达上调，推测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抑

制 Daoy 细胞增殖并促进凋亡可能主要是通过抑制 Cyclin D1、
Bcl-2 蛋白表达、上调 Caspase-3 蛋白表达来实现的。

综上所述，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可能通过调

节细胞周期以及凋亡相关蛋白表达来抑制髓母细胞瘤 Daoy

细胞的增殖，并促进其凋亡，但是，该实验仅为体外研究结果，

下一步将对其机制进行临床标本和动物体内实验探索，以期

为髓母细胞瘤的临床治疗提供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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