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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水支架细胞培养状态检测的染色方法
皮彦斌，孟庆阳，敖英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北京

100191）

摘要：目的：提出一种检测亲水支架上细胞培养状态的方法。方法：将待检测细胞接种到亲水支架上进行培养，
至待检测细胞在亲水支架上的生长融合率为 90%～95%时，获得支架-细胞复合体系。采用吖啶橙染色液对支
架-细胞复合体系进行荧光染色，并采用 PBS 对染色后的支架-细胞复合体系进行洗涤。将洗涤后的支架-细胞
复合体系置于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下，利用绿色荧光通道和橙色荧光通道进行观察，从而检测得到亲水支
架上细胞的培养状态。结果：通过这种方法，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下的细胞分布情况显示十分清晰，不存
在亲水支架对荧光染色液的吸附所造成的干扰，使细胞分布及生长状态的分析更加直观、准确。结论：本研
究提供的方法能够清晰、准确地检测亲水支架上细胞的分布情况及生长状态，可以对亲水支架上的细胞进行
无损、实时、动态检测，且操作简便，便于规模化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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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aining method to detect cellular culture state on
hydrophilic scaffold
PI Yanbin, MENG Qingyang, AO Yingfang
(Institute of Sports Medicine,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In present study, a method was introduced to detect the state of cells cultured on the
hydrophilic scaffold. Methods: Stem cells were cultured on a hydrophilic scaffold to build a cell-scaffold
complex with a confluence of 90%-95%. The fluorescence staining of cell-scaffold complex was produced
by acridine orange staining, and rinsed by PBS to erase the overdoes acridine orange dyes. After
fluorescent staining, the cell-scaffold complex was observed under green and orange channels of 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e. Results: By this method, the state and distribution of cultured cells could
be displayed clearly and precisely under 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e, without the interference of
unintended staining on hydrophilic scaffold.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s a harmless and
simple method to detect the distributions and growth states of cells cultured on the hydrophilic scaffold,
and it is suitable for dynamic monitoring of the states of cultured cells, and useful for wild-spread.
Key words: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cridine orange dyes; 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e; hydrophilic
scaf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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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组织工程支架是一种用于修复、维护、促进人体各种组织或器官损伤后的功能和形态的生物替代物，

可以为细胞的生长输送营养及排泄代谢产物，并为细胞的增殖和分化提供结构支撑和空间。为获知组织
工程支架的作用效果，在利用组织工程支架进行细胞培养时，需对组织工程支架上所培养细胞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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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和增殖等状态进行检测。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简单易行、清晰准确的检测组织工程支架上细胞培
养状态的方法。现有技术通常采用荧光染料对细胞中的某些特定成分（如 DNA、RNA 等）进行标记，
通过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对细胞中荧光标记的特定成分发出的荧光进行观测，从而了解细胞在组织工
程支架上的分布、生长和增殖情况。然而，现有技术至少存在以下问题：当组织工程支架为亲水性时，
其非特异性吸附荧光染料，造成亲水性组织工程支架（以下简称亲水支架）也会发出荧光，这与细胞自
身发出的荧光产生重叠，从而对亲水支架上细胞培养状态的检测造成干扰，使检测结果不准确。为解决
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检测亲水支架上细胞培养状态的方法，利用吖啶橙染色液特异性结合 DNA 时
可发出绿色荧光、特异性结合 RNA 时可发出橙色荧光的特点，可对亲水支架上的细胞培养状态进行无
损、实时、动态检测。由于吖啶橙染色液与不含 DNA 和 RNA 的亲水支架无法进行特异性结合，且本文
提供的方法通过 PBS 对染色后的支架-细胞复合体系进行洗涤，可除去物理性吸附在亲水支架上的吖啶
橙染色液，从而利用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并在绿色荧光通道和橙色荧光通道下对支架-细胞复合体
系进行观察时，只能观察到亲水支架上细胞的分布与生长状态，从而使检测结果更加准确可靠，能够清
晰、准确地检测亲水支架上细胞的分布情况及生长状态，且操作简便，便于规模化推广应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
α-DMEM 培养基购自美国 Gibco 公司，小牛血清购自美国 Hyclone 公司，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购

自 中 国 科 学 院 过 程 研 究 所 ， Hoechst 染 料 购 自 中 国 北 京 方 博 有 限 公 司 ， 罗 丹 明 标 记 鬼 笔 环 肽 染 料
（rhodamine phalloidin）购自美国 Denver 公司，其余实验试剂均购自美国 Sigma-Aldrich 公司。
1.2

魔芋葡甘聚糖微球干细胞培养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培养：雄性 SD 大鼠（体重 100 g）（购自北京大学医学部动物实验室），20%

（质量/体积）乌拉坦过量麻醉致死。在无菌操作台上分离大鼠长骨干，去除其周围肌肉组织及双侧关节
干骺端，用 10 mL 的注射器抽取 PBS 冲洗 SD 大鼠长骨干的骨髓腔，将骨髓冲入 10 cm 的培养皿中，得
到大鼠骨髓细胞溶液。根据文献[1]的报道，对干细胞进行贴壁培养。用吸管对大鼠骨髓细胞溶液进行轻
柔吹打，得到骨髓单细胞悬液，1 000 r/min 离心 5 min，去除上层清液，PBS 重悬骨髓细胞溶液，上述步
骤重复 3 次。然后，用含有 10%小牛血清和 1%双抗（青霉素+链霉素）的 α-DMEM 培养基重悬大鼠骨
髓细胞溶液，并稀释至 5×106 个细胞/mL. 接种于 6 cm 无菌培养皿上，在 37℃、5%CO2 细胞培养箱中
进行培养。培养 3 h 后，更换培养基，去除非贴壁细胞。以后每 2 d 更换一次培养基，在 12～14 d 时，
细胞生长融合率达到 90%以上，得到原代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进行传代培养，弃去培养皿上层清液，用
PBS 洗涤细胞，重复 3 次，加入 0.25%胰蛋白酶 1 mL [胰蛋白酶用 1 mmol/L 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EDTA-2Na）配制]，消化 5 min. 消化时轻柔拍打培养皿底部，并置于显微镜下观察，当 SD 大鼠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开始皱缩时（即细胞开始变圆），加入含 10%小牛血清的 α-DMEM 培养基终止胰蛋白酶的
作用。最后，用吸管反复吹打干细胞，并将干细胞收集于 15 mL 的离心管中，1 500 r/min 离心 5 min，
弃去上层清液，用 α-DMEM 培养基重悬，制成 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重悬液，储存备用。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上进行培养：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2~3]用去离子水反复
清洗，再抽滤至 5 min 内没有水滴落下结束。在室温下，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与 PBS 按 1:2 的体积比
混悬浸泡过夜。测定并用盐酸或氢氧化钠溶液调整微球溶液 pH 值至中性（6.8～7.1 之间），备用。接种
前 1 d，在超净台中弃去微球溶液上清，用含 10%小牛血清和 1%双抗的 α-DMEM 培养基悬浮微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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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比为 2:1）
，
37℃下孵育 4 h[3~4]. 在 6 孔板中，每孔分别加入 2.0×105 个/mL 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悬液 1 mL、
微球载体悬液 2 mL，进行悬浮培养。每 2 d 更换一次培养液，孵育 10～12 d，显微镜下观察干细胞在微
球载体上的生长状态。当干细胞在微球载体上的融合率达到 90%～95%时，得到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
1.3

微球支架-干细胞复合体系荧光染色
配制吖啶橙染色液：用 95%（质量/体积）的无水乙醇配制成 1 mg/mL 的吖啶橙乙醇溶液，经 0.22 μm

滤网过滤后，得到吖啶橙染色液，储存备用。
用 1 mL 微量移液器将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移入激光扫描共
聚焦显微镜专用培养皿内，弃去上层清液，PBS 反复清洗 3 次，然后用 1 mL PBS 重新悬浮魔芋葡甘聚
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每 1 mL 上述悬浮液中加入 1 μL 配制好的吖啶橙染色
液，孵育 10 min，弃去上层清液，PBS 反复清洗 3 次后，用 1 mL 无血清 α-DMEM 培养基重新悬浮魔芋
葡甘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
罗丹明标记鬼笔环肽配制：使用前简短离心使样品至管底，加入 500 µL 无水甲醇配制成 14 μmol/L
的溶液。推荐将其溶液分装成 10×50 µL，于-20℃避光保存。100 nmol/L 工作液的准备，即吸取 3.5 µL
14 µmol/L 的储存液于 500 µL PBS 中，室温避光存储备用。Hoechst 33258 染色液配制：称取 Hoechst 33258
（或 Hoechst 33342）1 mg，用 20 mL 蒸馏水溶解，过滤，4℃避光存储备用。
用 1 mL 微量移液器将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移入激光扫描共
聚焦显微镜专用培养皿内，弃去上层清液，PBS 反复清洗 3 次。染色方法按既往文献所述[4~6]，用 1 mL 4%
的多聚甲醛固定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 5 min，再次用 PBS 反复清
洗 3 次。加入 1 mL 1%（体积分数）的 Triton X-100 溶液破膜打孔 5 min，再次用 PBS 反复冲洗 3 次后，
每 1 mL 上述悬浮液中加入罗丹明标记鬼笔环肽和 Hoechst 33258 染色液各 200 μL，孵育 10 min，弃去上
层清液。再次用 PBS 反复清洗 3 次后，用 1 mL 无血清 α-DMEM 培养基重新悬浮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得到用罗丹明标记鬼笔环肽和 Hoechst 33258 染色的魔芋葡甘聚糖
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
1.4

激光扫描共聚集显微镜观察干细胞染色效果
将染色后的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置于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下，利用绿色荧光通道和橙色荧光通道观察吖啶橙染色效果，红色荧光通道和蓝色荧光通道观察罗丹明
标记鬼笔环肽细胞骨架染色和 Hoechst 胞核复染。
将吖啶橙染色后的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置于激光扫描共聚焦
显微镜下，进行绿色和橙色双荧光通道观察。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参数设置：绿色荧光通道激发光波
长为 515～545 nm，橙色荧光通道激发光波长为 590～620 nm. 将罗丹明标记鬼笔环肽细胞骨架染色和
Hoechst 胞核复染的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置于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下，进行红色和蓝色双荧光通道观察。显微镜参数设置：红色荧光通道激发光波长为 507～529 nm，蓝
色荧光通道激发光波长为 350～460 nm. 根据 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和微球的大小，设定在 z 轴方向
上每隔 1 μm 进行一次断层扫描，断层扫描完成后，在 z 轴方向上按顺序复合叠加各个断层扫描的图像，
以获得 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复合图像，并建立三维坐标系，得到三维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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吖啶橙染色组中，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如图 1a 所示）、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 DNA（如
图 1b 所示）和 RNA（如图 1c 所示），以及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
（如图 1d 所示）在特定层面上的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扫描图像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通过 1.3 节的
染色操作后，在特定层面上能够清晰地获得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以及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上细胞
的 DNA 和 RNA 的分布状态。由图 1 可知，复合后的图像清晰，没有出现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所发荧
光与 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 DNA 或 RNA 所发荧光重叠不清的现象。各断层扫描图像按顺序复合
叠加后，所得复合图像的二维平面图像清晰准确，便于对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上的细胞分布和生长状
态进行检测和分析（如图 2 所示）。根据所获得的各个断层扫描图像，建立三维坐标系，得到如图 3 所示
的三维成像，图 3a～图 3d 分别为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 DNA 和 RNA，
以及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的三维成像图。

图1
Fig. 1

吖啶橙荧光染色后，在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微球支架-干细胞复合体系在特定层面的染色效果

Staining effects of the stem cell-microsphere scaffold complex in topography observed under 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e after fluorescent stained by acridine orange

a—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b—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 DNA；c—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 RNA；d—魔芋葡甘
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
a-Konjac glucomannan microsphere scaffold; b-DNA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f SD rat;
c-RNA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f SD rat; d-Complex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of rat-konjac
glucomannan microsphere scaf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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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吖啶橙荧光染色后，在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微球支架-干细胞复合体系二维平面图的染色效果
Staining effects of the stem cell-microsphere scaffold complex in two-dimension observed under 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e after fluorescent stained by acridine orange
a—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b—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 DNA；c—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 RNA；d—魔芋葡甘
Fig. 2

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
a-Konjac glucomannan microsphere scaffold; b-DNA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f SD rat;
c-RNA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f SD rat; d-Complex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of SD rat-konjac
glucomannan microsphere scaffold

图 3 吖啶橙荧光染色后，在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微球支架-干细胞复合体系三维重建图的染色效果
Fig. 3 Staining effects of the stem cell-microsphere scaffold complex in three-dimension observed under 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e after fluorescent stained by acridine orange
a—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b—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 DNA；c—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 RNA；d—魔芋葡甘
聚糖微球支架-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体系
a-Konjac glucomannan microsphere scaffold; b-DNA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f SD rat; c-RNA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f SD rat; d-Complex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of SD rat-konjac glucomannan microsphere scaf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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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明标记鬼笔环肽细胞骨架染色与 Hoechst 胞核复染效果
研究发现，罗丹明标记鬼笔环肽细胞骨架染色和 Hoechst 胞核复染组中（如图 4 所示），不论罗丹明

标记鬼笔环肽染料还是 Hoechst 染料，均对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有一定的亲和性，在反复洗脱后，在
激光扫描共聚集显微镜中均能观察到罗丹明标记鬼笔环肽染料和 Hoechst 染料对微球支架的非特异性染
色，导致显影图像不清晰，无法有效分辨干细胞的形态及其在支架上的分布情况，也无法对干细胞的活
性和生长状态做出有效评估。

图4

罗丹明标记鬼笔环肽细胞骨架和 Hoechst 胞核荧光染色后，在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微球支架-干细胞

体系的染色效果
Staining effects of the stem cell-microsphere scaffold complex observed under 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e after
fluorescent stained by rhodamine labled phalloidin and Hoechst
a—微球支架；b—Hoechst 胞核复染；c—罗丹明标记鬼笔环肽荧光染色；d—微球支架-干细胞体系
a-Microsphere scaffold; b-Hoechst nuclei staining; c-Rhodamine labled phalloidin fluorescent staining; d-Complex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microsphere scaffold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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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吖啶橙荧光染色可以清晰地显示 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微球支架上的分布情况，不存在魔芋

葡甘聚糖微球支架对荧光染色液的吸附所造成的干扰，使得对 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分布及生长
状态的分析更加直观、准确，并能直观形象地显示出干细胞的活性状态。通过本研究提供的方法，可以
对魔芋葡甘聚糖微球支架上的 SD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进行无损、实时、动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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