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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噬细胞来源外泌体的分离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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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离并鉴定巨噬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为当前外泌体的提取研究提供一定参考，并为后续开展

外泌体与牙周组织再生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方法 体外培养巨噬细胞RAW264.7，使用超速离心和超滤结合

法提取其外泌体，通过BCA试剂盒测定外泌体的蛋白总量，透射电镜下观察其形态特征，粒径分析仪测定其粒

径大小及浓度，免疫印迹法检测外泌体阳性标志蛋白CD9、CD81、TSG101、Calnexin的表达。结果 325 mL巨

噬细胞培养上清液中提取出 446 μg外泌体，其呈现为内部含有不均匀的低电子密度物质的囊泡状结构，平均粒

径约 81.20 nm，浓度为(2.90E+10) Particles/mL。阳性标志蛋白 CD9、TSG101在外泌体中表达，阴性标志蛋白

Calnexin无表达。结论 成功分离了巨噬细胞RAW264.7来源的外泌体，具有外泌体的一般特性，提取含量及

纯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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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solate and identify macrophage-derived exosome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ur-
rent studies on exosomes extraction,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studies on exosomes and periodontal tissue re-
generation. Methods The macrophage RAW264.7 was cultured in vitro. The exosomes were extracted by ultracentri-
fugation and ultrafiltration, and the total protein of exosomes was determined by BCA kit.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
teristics of exosomes were observ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particle size and concentration were
measured by particle analyzer. The expression of exosome positive marker proteins CD9, CD81, TSG101, and Calnex-
in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A total of 446 μg exosomes were extracted from 325 mL macrophage
culture supernatant, which presented a vesicular structure containing inhomogeneous low electron density substances,
with an average particle size of about 81.20 nm, and the concentration was (2.90E+10) particles/mL. The positive la-
beled proteins CD9 and TSG101 were expressed in exosomes, but the negative labeled protein Calnexin was not ex-
pressed. Conclusion Exosomes derived from macrophage RAW264.7 were successfully isolated in this study, which
ha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exosomes and high extraction content and p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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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牙周炎是口腔颌面部常见的疾病，其最终导

致的牙槽骨吸收和牙齿松动、脱落，是成年人失牙的

主要原因之一[1]。牙周炎的良好控制可以帮助患者恢

复咀嚼功能，促进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与其他

因肿瘤、外伤或先天性畸形导致的组织缺损再生修复

不同，牙周组织再生是在慢性感染性破坏区进行，组

织再生修复区即是炎症破坏区。研究显示，牙周组织

局部的感染环境影响牙周新附着的形成，最终导致组

织再生修复失败[2]。故而在牙周组织工程中，局部的

炎症环境调控显得尤为重要。在受到组织损伤及急

性炎症刺激后巨噬细胞是最早迁移至组织缺损区的

免疫细胞[3]，同时巨噬细胞也是体外成骨细胞分化所

必须的，在组织再生修复的不同时期都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然而巨噬细胞调控组织再生修复的具体

机制仍有待研究。外泌体(exosome)是由细胞分泌、直

径在30~140 nm的纳米级囊泡[4]，其功能主要为在细胞

间转运相关物质从而实现供受体细胞之间的物质交

换和信息交流[5]。在牙周炎的环境中巨噬细胞是否也

通过外泌体来实现与成骨细胞间的信息交互，目前仍

需要进一步探究。为明确外泌体在巨噬细胞与成骨

细胞的串扰间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通过体外培养巨

噬细胞，成功分离并提取了巨噬细胞源性外泌体，并

对其表征与标记蛋白进行鉴定，有望为牙周组织再生

修复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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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细胞 小鼠单核巨噬细胞 RAW264.7购于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库。

1.2 主要仪器和试剂 细胞培养箱(美国 Ther-
mo 公司)，高速离心机(美国 Thermo 公司)，倒置显微

镜 (日本 Nikon 公司)，超速离心机 (美国 Thermo 公

司)，透射电镜(日本Hitachi公司)，粒径分析仪(厦门

NanoFCM公司)，多功能酶标仪(美国 Thermo公司)，凝
胶成像系统(上海CLINX公司)，DMEM培养基、青霉

素－链霉素和胎牛血清 FBS (美国 Gbico公司)，PBS
缓冲液(美国 Hycone 公司)，BCA蛋白浓度测定试剂

盒(上海 Beyotime公司)，兔单克隆抗体 CD9、CD81、
TSG101、Calnexin (英国Abcam公司)。

1.3 细胞培养 在 37℃、含有 5%CO2 的潮湿环

境中，使用含有 1%青霉素-链霉素和 10%胎牛血清

的DMEM培养基将冻存的RAW264.7细胞系复苏至

150 mm直径大培养皿中，待细胞生长密度达到90%左

右时弃掉培养基，PBS缓冲液清洗细胞3次，为排除胎

牛血清中外泌体干扰，预先使用超速离心机将血清

4℃，11 000×g离心 10 h，取上清，以去除血清中外泌

体，随后以含有10%去除外泌体的胎牛血清和1%抗生

素的DMEM培养基培养细胞继续培养。24 h后收集

细胞培养上清液于离心管，4℃、1 500×g离心 20 min
去除细胞及细胞碎片，将收集到的上清液于-80℃冰

箱冻存，用于后续实验。

1.4 外泌体提取 外泌体提取 12 h前将冻存

的上清液置于 4℃冰箱自然解冻，使用 0.22 μm滤器

过滤上清液中含有的胞外囊泡，凋亡小体等粒径大

于200 nm的颗粒，然后使用高速离心机4℃、17 000×g
离心15 min去除上清液中残留细胞器，最后使用超速

离心机4℃、110 000×g离心80 mim，弃去上清，可见离

心管底部微量白色沉淀即为外泌体，取磷酸盐(PBS)缓
冲液重悬后于-80℃冰箱冻存用于后续实验。

1.5 BCA试剂盒测定外泌体的含量 首先使用

等量RIPA裂解液将外泌体样本置于冰上裂解10 min，
随后按照BCA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浓度测定，具体操作

如下，首先配制终浓度为0.5 mg/mL的蛋白标准品，根

据样品数量，按 50∶1配置适量BCA工作液，充分混

匀。接下来将标准品按 0 μL、1 μL、2 μL、4 μL、8 μL、
12 μL、16 μL、20 μL分别加到 96孔板的标准品孔中，

加标准品稀释液补足到20 μL，随后加入20 μL体积外

泌体样品到96孔板中，并设置3个复孔，加样完毕后，

各孔加入 200 μL BCA工作液，37℃放置 20~30 min，
用酶标仪测定562 nm吸光度，绘制标准曲线并计算外

泌体的蛋白浓度。

1.6 透射电镜观察外泌体的形态及大小 取

10 μL外泌体样本滴加于铜网上沉淀 1 min，滤纸吸去

浮液，随后滴加 10 μL 2%醋酸双氧铀滴于铜网上染

色 1 min，滤纸吸去浮液，于室温自然干燥后 100 kV
条件下进行电镜检测成像，拍照记录外泌体的形态

大小。

1.7 外泌体样品粒径分析 取外泌体样本10 μL，
用DEPC水稀释50倍备用，先用标准品进行仪器性能

测试合格后进行外泌体上样，注意需进行梯度稀释以

避免样本堵塞进样针，待样本完成检测即可获得外泌

体粒径及浓度信息。

1.8 Western blot实验 首先配制浓度为 10%或

15%的SDS PAGE电泳胶，同时取含40 μg外泌体样本

和 40 μg经过提纯后的外泌体标准品(对照)于 1.5 mL
EP 管中，每管加入 30 μL 5×loading buffer，95℃煮

10 min使样品中的蛋白变性；将蛋白样品及Maker
按顺序加入上样孔内，140V恒压下电泳分离，采用

湿转法将蛋白转移至 PVDF膜上，室温下于 5%脱脂

牛奶中封闭 1.5 h，与下列一级抗体孵育：anti-CD9
(1∶300)，anti-CD81 (1∶300)，anti-TSG101 (1∶300)，
anti-Calnexin (1∶300)，随后使用合适的二级抗体

IgG-HRP结合对印迹进行染色，加入 ECL显影液显

影，凝胶成像仪拍照记录蛋白条带。

2 结果

2.1 外泌体的含量 使用 200 μL PBS缓冲液将

325 mL巨噬细胞培养基中提取的外泌体重悬，根据

562 nm处不同浓度蛋白标准品的吸光度值绘制标准

曲线，见图1，通过BCA法计算可得外泌体蛋白浓度约

为 2.230 4 mg/mL，所收集RAW264.7细胞外泌体共计

约446 μg。

2.2 外泌体的形态及大小 在透射电镜观察下，

以超速离心和超滤法获取的RAW264.7细胞来源的外

泌体呈现为内部含有不均匀的低电子密度物质的囊

泡状结构，平均粒径约为81.20 nm，呈单个散在分布或

聚集分布，见图2。

图1 BCA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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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外泌体的粒径及浓度 外泌体的粒径及浓

度示意图见图 3，显示大多数的外泌体粒径集中在

70~100 nm，其平均粒径为 81.20 nm，浓度为(2.90E+
10) Particles/mL。

2.4 Western blot实验 Western blot结果见图4，
与阳性对照组相比，阳性标记蛋白CD9及TSG101均
在所提取的外泌体中表达，且表达丰度较高，阴性标

记蛋白Calnexin则无表达，进一步说明了该提取方法

成功从巨噬细胞上清液中提取出了外泌体。

3 讨论

近年来对于牙周组织再生的研究主要围绕干细

胞移植和生物材料两个领域。然而这两种治疗方法都

有一定的缺点，干细胞移植存在致畸、栓塞、伦理等问

题[6]，生物材料的毒性和免疫原性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并

发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外泌体具有组织修复潜

力，外泌体可以有效地刺激组织和器官，包括心脏[7]、

肺[8]、肾[9]等的再生，也可以在体外和体内促进骨再生，

同时可以避免直接干细胞移植带来的风险[10]。而其中

关于巨噬细胞源外泌体的研究现已广泛应用于肿瘤、

炎症及骨再生等领域，在肿瘤微环境中，巨噬细胞通过

外泌体与胰腺导管腺癌细胞和上皮性卵巢癌细胞沟通

从而诱导其产生化疗耐药性[11]，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中

外泌体也同样参与巨噬细胞和癌细胞间的通讯，为头

颈癌治疗干预提供了潜在靶点[12]。同时，M2型巨噬细

胞外泌体可以促进小鼠缺血后肢血管生成及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的成骨向分化[13-14]，且在心脏损伤期间，炎性

巨噬细胞衍生的含有 miR-155的外泌体抑制了成纤维

细胞增殖并促进成纤维细胞的炎症反应[15]。而目前在

牙周组织再生领域中，巨噬细胞外泌体是否也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目前尚未可知。因此通过对巨噬细胞外泌

体的提取与研究有望为临床上实现牙周组织再生提供

了一种新的潜在治疗方法。

由于外泌体是直径在 30~140 nm的纳米级囊泡，

其高效的提取方式一直是外泌体研究中一个亟待解

决的难题[16]，目前在各种已有的研究中使用较广泛的

三种外泌体提取方法分别是密度梯度超速离心法、超

速离心和超滤结合法、外泌体试剂盒提取法。其中超

速离心和超滤结合法经研究者证实在提取外泌体的

性价比方面最高[17]。外泌体蛋白组成主要分为两类，一

类是公共部分，在囊泡的形成和分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

蛋白，包括跨膜转运和融合相关蛋白(如Rab、GTPases)、
热休克蛋白(如HSP70、HSP90)、四肽跨膜蛋白(如CD63、
CD81、CD9)及 ESCRT复合物相关蛋白(如 TSG101、
Alix)等，其中CD63、CD81、CD9、TSG101在外泌体中高

度富集，已成为外泌体的常用标记蛋白[18]。本研究中使

用该方法提取的外泌体平均粒径为81.20 nm，Western
blot结果中阳性指标CD9及TSG101均在所提取的外泌

图3 外泌体的粒径及浓度示意图

注：A为外泌体粒径检测结果，B为外泌体浓度检测结果。

图4 Western Blot结果

图2 外泌体形态图

注：外泌体分别在透射电镜×10，0K (A、B)；×30，0K (C)；×60，0K (D)下的形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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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表达，阴性指标Calnexin无表达等基本特征符合

文献要求，成功提取出了巨噬细胞外泌体。目前最常

用的外泌体保存技术仍然是低温保存技术，即保存

于-80℃或-196℃，此种保存形式的外泌体生物活性

在提取后 20 d内最佳，但这种保存方式容易发生冻

伤，因此在保存时添加适宜浓度的双糖防冻剂是最佳

选择，其中海藻糖被列为最有效的双糖防冻剂[19]。

本研究使用超速离心和超滤结合法成功提取了

巨噬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并对其表征及标记蛋白进行

了观察与鉴定。验证了该方法用于提取巨噬细胞外

泌体的可行性，并对巨噬细胞外泌体的现有研究、提

取方案及改善措施进行了讨论。为进一步研究巨噬

细胞外泌体在牙周炎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并为当前

外泌体的提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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