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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代SD仔鼠心肌成纤维细胞分离与培养方法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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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更好的原代心肌成纤维细胞分离与培养的方法。方法 将取出的10只SD仔鼠心室组织

置入预冷的PBS中修剪、冲洗后移入无菌玻璃瓶中剪碎；应用胰酶消化液进行初步消化；应用磁力搅拌器搅拌代替

滴管吹打混匀Ⅱ型胶原酶消化液与心肌组织块促进消化顺利进行；应用差速贴壁方法分离成纤维细胞与心肌细

胞；应用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均一性、免疫荧光染色检测 Vimentin 及 CD31 表达鉴定心肌成纤维细胞纯度；

检测心肌成纤维细胞对 TGF-β1 诱导的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表达变化评估分离的心肌成纤维细胞质

量。结果 磁力搅拌器搅拌混匀胶原酶消化液与心肌组织块的方法引起的细胞损伤小，消化充分，分离细胞

纯度高(Vimentin+/CD-31-，P2代成纤维细胞纯度可达95%以上)，细胞活力好，贴壁时间短(约20 min已开始贴壁，

90 min贴壁完全)，分离所的心肌成纤维细胞激活程度低(α-SMA表达水平低)，对TGF-β1诱导刺激反应好(α-SMA

表达水平急剧升高)。结论 磁力搅拌器方法可成功分离建立高质量的心肌成纤维细胞系。

【关键词】 SD仔鼠；心肌成纤维细胞；细胞培养；磁力搅拌器；差速贴壁方法

【中图分类号】 R-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350（2021）22—2857—04

Improvement of the isolation and culture method of primary SD nonatal rat cardiac fibroblasts. ZHANG Ping 1,
TAN Yan-zhen 1, ZHANG Bing 1, ZHAO Rong 1, JIN Zhen-xiao 1, YI Ding-hua 1, SUN Yang 2, YI Wei 1, LI Xiang-min 3.
1.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Shaanxi,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riatric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Shaanxi, CHINA; 3.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8,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 better method for isolation and culture of primary cardiac fibroblasts.

Methods The removed ventricle tissues of 10 SD neonatal rats were placed into precooled PBS for pruning and rins-

ing, and then they were transferred into a sterile glass bottle for cutting up. Trypsin digestion solution was used for pre-

liminary digestion; then magnetic stirrer (instead of dropper) was used to stir and mix the typeⅡ collagenase digestion

solution and myocardial tissue mass to promote smooth digestion. Differential adhesion method was used to separate fi-

broblasts from cardiomyocytes; the inverted microscope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homogeneity of cell morphology, and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vimentin and CD31 to identify the purity of cardiac fi-

broblasts. The changes in the expression of α-smooth muscle actin (α-SMA) induced by TGF-β1 were detected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isolated cardiac fibroblasts. Results The method of mixing the collagenase digestion solution and the

myocardial tissue mass with a magnetic stirrer caused little cell damage, sufficient digestion, high purity of isolated cells

(Vimentin+/CD-31-, the purity of P2 fibroblasts reached more than 95%), good cell vitality, and short adherent time

(about 20 minutes of beginning to adhere to the wall and 90 minutes of completing the adhesion), low degree of activa-

tion of isolated cardiac fibroblasts (low expression of α-SMA), and good response to TGF-β1 induced stimulation (sharp

increase in the expression of α-SMA). Conclusion The magnetic stirrer method can successfully isolate and establish

a high-quality cardiac fibroblast cell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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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纤维化是一种发生在损伤后和衰老过程中

的病理状态。目前，有效减少或逆转纤维化的手段有

限。找到抑制细胞外基质过度沉积的方法的关键是

更好地了解负责胶原生成的心肌成纤维细胞[1]。心肌

成纤维细胞、心肌细胞、内皮细胞和血管平滑肌细胞

是心脏的主要细胞成分[2-3]。由于成纤维细胞特殊的

生物学表现[4]，迄今仍未建立成熟的细胞系，分离建立

高质量的心肌成纤维细胞细胞系成为了抗心肌纤维

化研究的关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动物 10只SD仔鼠(1~3 d龄，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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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量 5~7 g)由空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实

验条件严格按照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的《实验动

物管理条例》[5]进行。

1.1.2 实验试剂 Anti-CD31 antibody、Anti-Vi-

mentin antibody、Anti-alpha smooth muscle Actin anti-

body 购于 Abcam 公司，DMEM 低糖液体培养基购于

HyClone 公司，Fetal bovine serum、FBS 购于 Gibco 公

司，Ⅱ型胶原酶购于Solarbio公司。

1.1.3 实验仪器 Centrifuge 5424R (Eppendorf，

5404F1221612)、彩盘面磁力搅拌器(德国 IKA，S025)、

Thermo Forma 3111 CO2 培养箱 (Thermo Scientific，

312748-11212)、超净工作台(美国，Thermo Scientific)、

倒置荧光显微镜 LX51S8F-3 (Olympus Corporation，

LK49655)、微量电子天平(德国赛多利斯，CPA225D)、

FV10C-W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Olympus Corporation，

1M35212)、台式低速自动平衡离心机 (Aence 湘仪，

L420)。

1.2 方法

1.2.1 实验物品准备 眼科直剪、眼科弯剪、眼

科弯镊、大镊子、1×磷酸盐缓冲液(PBS)、10 cm 培养

皿、吸管、酒精灯、无菌青霉素瓶、磁力搅拌器和搅拌

子、口罩、帽子、无菌手套等；用 1×PBS液为母液配置

质量浓度为 0.4%的胰酶溶液及 0.1%的Ⅱ型胶原酶消

化液，过滤除菌，室温备用。

1.2.2 心脏组织取材 将SD仔鼠用 75%乙醇消

毒液Ⅰ浸泡 15 s 更换 75%乙醇消毒液Ⅱ浸泡 15 s 消

毒；左手固定SD仔鼠，弯剪斜行剪开左下胸部皮肤并

向两侧分离，更换为直剪沿第 4肋间剪开胸壁并向两

侧撑开胸壁，左手配合挤压胸腔将心脏挤出胸腔，沿

心脏中部横行将 SD仔鼠心室部分剪下，置于冰浴的

1×PBS中；更换剪刀，将SD仔鼠心脏组织周边的纤维

组织剪除并清洗血凝块，放入另一个冰浴培养皿 1×

PBS中再次清洗；将修剪清洗好的SD仔鼠心脏组织移

入无菌玻璃瓶中，换用另外一把眼科弯剪将心脏组织

剪成1 mm×1 mm×1 mm组织碎块。

1.2.3 消化 加入4~6 mL 0.4%的胰酶消化液混

匀后室温静置消化 3 min，吸弃上清液，加入约 4 mL

0.1%Ⅱ型胶原酶消化液，置入搅拌子，加盖橡皮塞后置入

37℃孵箱 100 r/min搅拌消化 10 min (图 1)，室温静置

3 min，吸出上清液至10%胎牛血清(FBS)培养液中，重复

加入4 mL 0.1%Ⅱ型胶原酶消化液搅拌消化5~6次直至

剩余少许组织块为止；800 r/min 5 min离心，弃上清。

1.2.4 差速贴壁分离细胞 加入约 10 mL 10%

FBS培养液重悬细胞，接种到一个75 cm2的培养瓶中，

放置在 37℃、5%CO2培养箱中贴壁约 90 min，吸出未

贴壁细胞 (主要为心肌细胞)作其他试验用，1×PBS

洗贴壁细胞(大部分为成纤维细胞) 3 次后，加入含

10%FBS 的 DMEM 低糖培养液，置入培养箱中，约

24 h 后即可长满。

1.2.5 纯化心肌成纤维细胞 内皮细胞成簇生

长，贴壁较成纤维细胞紧，不易从培养瓶底消化；心肌

细胞生长条件要求高，传代后不易存活，传代提高成

纤维细胞纯度。

1.2.6 心肌成纤维细胞纯度鉴定

1.2.6.1 光镜观察 倒置显微镜观察成纤维细胞

形态、均一性，进行拍照。

1.2.6.2 免疫荧光染色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将

P2心肌成纤维细胞接种激光共聚焦皿，进行Vimentin

及CD-31染色，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拍照，Vimen-

tin+/CD31-鉴定为心肌成纤维细胞。

1.2.7 心肌成纤维细胞激活实验 应用TGF-β1

诱导P2心肌成纤维细胞α-SMA (α-Smooth muscle ac-

tin，α-平滑肌肌动蛋白)表达变化，评估成纤维细胞活

化能力，检测评估分离的心肌成纤维细胞质量。

2 结果

2.1 心肌成纤维细胞贴壁时间 心肌成纤维细

胞20 min已有贴壁，90 min贴壁完全。

2.2 细胞纯度鉴定

2.2.1 光镜观察鉴定 如图 2 所示：A 图可见未

传代心肌成纤维细胞伸展成梭形，胞核清晰且较大，

呈椭圆形，分布较均匀，散在生长，不聚集成团，细胞

排列紧密，24 h即铺满整个培养瓶底 80%~90%；B图

可见第1次传代心肌成纤维细胞呈突起的扁平的纺锤

形或星形，均匀分布，有的交叉重叠生长呈融合状态，

并彼此连接成网状。光镜下观察原代培养的心肌成
纤维细胞可见混有少量成簇生长的多边形内皮细胞
及可搏动的心肌细胞，由于内皮细胞贴壁较成纤维细

图1 磁力搅拌器搅拌混匀胶原酶消化液消化SD仔鼠心肌组织

图2 光镜下心肌成纤维细胞图片(×100)
注：A，为未传代心肌成纤维细胞；B，第1次传代心肌成纤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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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紧密及心肌细胞传代不易成活，传代后可提高心肌
成纤维细胞纯度。

2.2.2 免疫荧光染色鉴定 图 3为第 2次传代心
肌成纤维细胞免疫荧光染色鉴定图片：其中A为心肌
成纤维细胞Vimentin免疫荧光染色表达图片，心肌成
纤维细胞为 Vimentin 阳性表达；B 为肌成纤维细胞
CD-31免疫荧光染色图片，心肌成纤维细胞为CD-31

阴性表达。经过鉴定P2代成纤维细胞纯度可达 95%

以上。
2.3 心肌成纤维细胞α-SMA 表达检测 图 4为

P2 代心肌成纤维细胞α-SMA 表达免疫荧光染色图
片：A表示分离所得的P2心肌成纤维细胞已开始少量
表达α-SMA，但未被组装成动力肌丝形式；B表示，应
用TGF-β1诱导心肌成纤维细胞后α-SMA大量表达，
且被组装成动力肌丝形式，心肌成纤维细胞转化成激
活状态的肌成纤维细胞。

图3 P2代心肌成纤维细胞免疫荧光染色鉴定图片

注：A为心肌成纤维细胞Vimentin免疫荧光染色图片，Vimentin为阳性表达；B为心肌成纤维细胞CD-31免疫荧光染色图片，CD-31不表达(比例尺100 µm)。

图4 心肌成纤维细胞α-SMA表达

注：A，未经TGF-β1诱导心肌成纤维细胞α-SMA表达免疫荧光染色图片；B，TGF-β1诱导心肌成纤维细胞α-SMA表达免疫荧光染色图片(TGF-β1

终浓度10 ng/mL) (比例尺30 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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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心肌成纤维细胞、心肌细胞、内皮细胞和血管平

滑肌细胞是心脏的主要细胞成分[2-3]，其中心肌成纤维

细胞是心肌纤维化主要参与细胞类型[6]，原代心肌成

纤维细胞的分离纯化建立高质量的细胞系是心脏病

理生理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基础。

虽然大多实验室都是应用酶消化联合差速贴壁

分离方法将心肌成纤维细胞分离，但具体的细节不尽

相同，具体在于酶的种类、使用方法、差速贴壁时间不

同[7-8]。本实验采用胰酶破壁消化+Ⅱ型胶原酶消化，

在消化过程中应用磁力搅拌器搅拌使Ⅱ型胶原酶与

组织块混匀促进消化，避免了在消化过程中吸管吹打

产生的机械剪切力对细胞的损伤，从而减低心肌成纤

维细激活胞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由于不同细胞贴壁

时间不同，成纤维细胞较早贴壁，将消化好的细胞混

液接种至 75 cm2培养瓶后，贴壁 90 min，轻摇培养瓶，

吸出未贴壁细胞悬液(心肌细胞)，1×PBS洗贴壁细胞3

次，去除部分非成纤维细胞成分，提高成纤维细胞纯

度。在传代时，胰酶消化后震荡培养瓶，吸管轻轻吹

打培养瓶底，吸出细胞悬液，遗留部分贴壁更紧的内

皮细胞，通过传代再次提高成纤维细胞纯度。通过光

学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的均一性及应用免疫荧光染

色检测第 2 次传代成纤维细胞 Vimentin+/CD-31-表

达，成纤维细胞达纯度可达95%以上。

在细胞模型上研究纤维化，细胞的基础状态至关

重要，在成纤维细胞的分离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可引起

细胞的激活，表达α-SMA，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如果

在细胞分离过程中不能有效控制这些因素，在下一步

的实验中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细胞的生物学特征的

差异将缩小，甚至无法得出统计学差异。首先取心脏

的操作要迅速，减少热缺血时间；其次控制好心脏剪

碎程度，组织块过大不易消化，组织块过小造成受损

伤细胞数量增加，1 mm×1 mm×1 mm 左右大小较合

适；本实验中首先应用胰酶消化心肌组织块外结缔组

织，使细胞暴露，再应用Ⅱ型胶原酶消化细胞间的连

接使细胞分散，避免了胰酶消化力强对细胞造成损

伤，同时也缩短了Ⅱ型胶原酶的消化时间，减轻了细

胞长时间暴露于Ⅱ型胶原酶造成的损伤。在细胞分

离过程中，机械力对细胞造成的损伤至关重要，本实

验在消化过程中应用磁力搅拌器代替滴管吹打，有效

地减小了组织块混合液高速通过滴管口的剪切力造

成的细胞损伤。应用免疫荧光染色检测第2次传代后

成纤维细胞α-SMA表达情况，分离的P2成纤维细胞

α-SMA表达水平很低，且对TGF-β1诱导刺激反应良

好，刺激后大量表达α-SMA，证明本方法分离的成纤

维细胞损伤小，功能好。

综上，应用胰酶初步消化，磁力搅拌器代替滴管

吹打混匀Ⅱ型胶原酶消化液与心肌组织块，促进胶原

酶消化顺利进行该的方法可成功分离并建立高质量

的心肌成纤维细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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