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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皮生长因子和胰岛素对大熊猫体外培养皮肤 

成纤维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张 明 ，侯 蓉 ，刘玉良 ，郑鸿培 ，朱 庆 ，张志和 ，鲜 红 
(1．四川农业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2．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四川 成都 610081) 

摘要 ：用 DME：Ham's F12(1：1)培养液，添加3个水平的表皮生长因子和2个水平的胰岛素，组合成6种 

培养体系 (cs)分别培养大熊猫皮肤成纤维细胞。通过对细胞生长速度和染色体数目变异率进行测定，测得在 

添加 10／lg／mL的胰岛素和 40 ng／mI 的表皮生长因子的培养体系 (cs一5)中：以 (1．673±0．185)X lOS／mL密 

度接种细胞，经 3．5 d，密度达到 6．890 X lO5／mL，其生长速度最快；染色体数目为二倍体细胞的比率 75．77％； 

核型分析显示，培养的细胞是大熊猫体细胞。综合衡量 ，cs．5更适合大熊猫皮肤成纤维细胞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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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and Insulin on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iant Panda(Ailuropoda 

melanoleuca)Cutaneous Fibroblast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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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x culturing systems were designed by add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 

and insulin into DME／Ham’s F12 medium．Based on the speed of cell growth and variation ratio of chromosome number． 

we chose the best culture media from the six culture system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lture medium of 10 ug／mL in— 

sulin and 40 ng／mL EGF was most suitable for giant panda’S cutaneous fibroblast culture in vitro．In the best culturing 

system，the density of fibroblast increased from (1．673±0．185)X lO5／mL to 6．890 X 1os／mL for three and a half days． 

The fibroblast growing speed was the fastest in all culture system and the ratio of diploid at the 5th generation was 

75．77％ ．Karyotype analysis showed that culture cell iS from Giant Panda’S body cel1．In conclusion．CS一5 iS more suit— 

able for giant panda’S cutaneous fibroblast culture than other culturing systems vitro． 

Key words：Giant panda；Fibroblast；Culture system；Epidermal growth factor；Insulin 

大熊猫是世界珍贵的哺乳动物，但由于其繁殖 

力低、栖息地不断缩小，野生种群的数量不断减少 

(Feng et al，1991)。大熊猫具有宝贵的遗传研究价 

值，其遗传资源保护研究刻不容缓。通过细胞培养 

建立的大熊猫细胞库与其配子库及胚胎库一起，形 

成多层次、多角度的遗传资源保藏系统 (Gilmore et 

al，1998)；同时，培养的细胞可以为全世界的研 

究者提供丰富的研究材料，有利于大熊猫保护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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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性联合研究。已有研究 (Liu et al，1999；Hart et 

al，2001)显示，成年大熊猫皮肤成纤维细胞的培 

养较幼体难，并且采用普通培养体系培养又难以成 

功。我们前期预备试验初步表明，幼仔大熊猫的皮 

肤成纤维细胞体外培养比较容易，年龄在 10岁以 

上的大熊猫，皮肤成纤维细胞体外培养的增殖比较 

缓慢。 

在细胞培养中，细胞因子和激素的添加，主要 

应用在非分泌型细胞的无血清培养体系，或者有血 

清或无血清培养的分泌型细胞培养体系，以及培养 

过程中生长缓慢、难培养细胞的培养体系中 (Bot． 

tenstein& Sato，1979；Martha，1984)。本研究通 

过添加不同水平的表皮生长因子 (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和胰岛素，观测其对大熊猫皮肤成纤 

维细胞生长以及遗传稳定性方面的影响，来优化培 

养体系，以实现对老龄大熊猫皮肤成纤维细胞的培 

养，建立大熊猫个体遗传资源细胞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 0．5—8岁大 

熊猫共 18只。大熊猫麻醉后 ，股内侧剃毛、清洗 

消毒 (碘酒消毒后立即用 75％的酒精脱碘)后， 

用 9—12号针头挑起皮肤，再按与针尖垂直的方向 

切割挑起的皮层，每块皮肤约 2 3 mm ，然后迅 

速将其放人含 500 IU／mL青霉素 500 ptg／mL和链霉 

素 (长征制药二厂)的 PBS液中 (自配制)，4℃ 

下保存备用，保存时间不得超过 48 h。 

1．2 试验方法 

1．2．1 皮肤组织细胞的分离 将大熊猫皮肤组织 

在含 100 IU／mL青霉素和 100 ptg／mL链 霉素的 

Hank’s液 (HyClone，AME16O16)中洗涤 3次，每 

次浸 5 min后 120 X g离心洌干。用电子天平称重 

皮肤组织块，然后在 4℃下用 200 IU／mL的胶原蛋 

白酶 I(Gibco BRL，1021082)持续酶解 36—48 h。 

酶解过程中随时观察，待皮肤组织呈絮状时停止酶 

解。细胞悬液洗涤后用血球计数法测量细胞密度， 

计算细胞得率。并将所有熊猫个体酶解的细胞混 

合，制成细胞样品池。 

1．2．2 细胞培养 在 DME：Ham’s F12(HyC10tie， 

AME15751)培养液中添加 100 IU／mL青霉素、100 

ptg／mL链 霉素、5 ptg／mL两 性 霉 素 B (Sigma， 

17 1 35)、5~g／mL M—Plasmocin．I’ (InvivoGen，晶美 

分装，24．103．MPP)和 2 mmol／L L-Glu(Gibco 

BRL，1062503)组成基础培养液，然后在基础培 

养液中添加不同剂量的胰岛素 (Sigma，I5500)和 

EGF(InvivoGen，1120677)，组成 6种培养体系 

(表 1)。原代培养液中添加 20％ FBS(HyClone， 

AKB1 1420)，传代培养液中添加 10％ FBS。 

表 1 本研究所采用的6种培养体系 

Tab．1 The six kinds of culture system in the studies 

CS—l 1)DME／H砌 F12(1：1) 0 

cS一2 2)100 IU／mL青链霉素 0 

cS一3 3)5 g／mL两性霉素 B 0 

CS-4 4)5 g／mL M—PlasmocinTM 10 

CS一5 5)2 mmol／L L．Glu 10 

CS一6 l0 

O 

40 

8O 

0 

40 

80 

培养时，将酶解获得的细胞用培养液调整浓度 

到 2～4X lO5个／mL，每个 75 mL培养瓶 (Falcon， 

353O14)中添加 2 mL，静置 6 h后再添加相应培养 

液 3 mL。每 2天更换2／3的培养液，当细胞汇合铺 

满瓶底 80％时，用 0．25％胰蛋白酶 (Gibco Bill,) 

消化脱壁传代。 

1．2．3 细胞生长速度测定和生长曲线绘制 取传 

至第 6代的细胞，按 (1．673土0．1850)X lO5／mL， 

每孑L 0．5 mL接种细胞到 12孑L板培养板 (Falcon， 

353043)，然后每隔 12 h消化 1孑L，测定细胞个数， 

8个重复。 

1．2．4 染色体数 目变异率测定 分别取 6种培养 

液中的第 5代细胞，用秋水仙碱(Sigma，31K1534)处 

理后进行核型制片(Wang&Cheng，1989)，并将核型 

片制作成临时装片。 

分析每种培养体系中的 80 100个细胞的核 

型，根据细胞染色体数 目 (N)，将其分成亚单倍 

体 (n<21)、单倍体 (rl=21)、亚二倍体 (21<n 

<42)、二倍体 (rl=42)、超二倍体 (42<n<63) 

和多倍体 (rl≥63)6种类型，并分别计算每种类 

型细胞所 占的百分 比，通过染色体数 目变异率测 

试，衡量细胞在不同培养体系中的遗传特性。 

1．3 统计分析 

用方差分析 (F检验)和 x 检验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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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大熊猫皮肤组织酶解及细胞得率 

⋯于夫熊 {I 龄f̈目【 块人小的置 ，fiI}}州{} 

离叫川i ·股 衍· 36～48 h 喃畔 啦队 l 禁 

状怂浮物．其if·̂ J 卦̈抛怂浮物．紧接拧址 

单细胞 ．il̈层 '̂J卦̈吣川，址 l勾E帐f̈禾做消 

化的皮肤丧 f=『I=f解所{ }的圳胞怂澉雏离 L2、洗涤． 

取i11 J未悬液． 他 Il：细胞J戊纾 ；J}金人大减少 fl 

l 2) 大熊 吱胀 I [J啦 分离n 岫甲均i }率 

为 5 079×I【) 1、／g 

2．2 细胞培养 

培养iI 发脱、 代圳地的呲研j'1-l女 比他f℃ 

胞 陛 通 过 柑_ ：}̂1投镜 {()l、llll⋯ ，IX一70， 

J-dI⋯ )观察垃脱， f 莽物tII 仃J 他炎 

ff．j l眦 (1纠3】．经 2 f々代 ，通过肜态班 

察，培摔圳毗丰耍为成 r 样纳忸 l 4) 

2．3 细胞生长 速度 

卅 球汁数法删 №街l受，汁舒 雠孔细咆个 

数 ．所僻n 数槲 表 2 

坡大圳胞1、数的 {．s培挥怍系的顺序芷：cs一4 

(69 861 >CS一5 f 68．90) >L 一3 (65．731 >(：S一6 

(56 74)>《 2(55 58) >( 一I【53 I4)．j 叶 

4 一5 j cs一6 ( s一2、r ．I之f,I J盛 片 著 

lP<0()5，，‘愉验)；filliltl K最先达刮峰恤的 

【 s培养件系址 (：s一5(84 h)和c 一2 f 84 h)，然后 

侬敬址 s一【c 96 l1)、(：s一4(108 h)．城 足【：s一3 

lI2【)h)相_{： 一6 lI20 h) 

cs l培 芥体 系纽l胞逃刮半秆期经J 0II， 

(96 h1比 CS一2．(： 一3 cs 4、 一5稍l( 一6(84Ii) 

： 72～】20 Ii的 J{{!』1、敞的 变 系数 为 

33 I9％： { s一! s一3、L：s一4、(：s一5 cs一6 养1奉 

系72～12 I h的细胞个数 竖蚌系数分刖为，．20％、 

14 45％、9 1I％ 7 40％ 嗣i 10．72％，与 CS I n勺 

芹 艇并 ≠‘婴 w是这刊甲 驯 ．CS—I培养 

体系_fI蛳眦数}} 很快减少．ffif【：s．2 Ls一3、Ls一4． 

c：s一5、CS．6 半秆期维持较K l 36 Ii) 平台朗 

I J,J，(：I 2 ip 胞的数 ‘I 缓慢 降 趟持， (：S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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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染色体数目变异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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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s培养细胞进行核型制片，分析每种培养 

体系中 80～120个细胞的核型，箅出每种类型的百 

分率见表 3。 

6种 cS培养体系中的二倍体染色体百分率差 

异不显著 (P>0．05，Y 检验)，但 CS．1、CS．2、 

CS．4、CS．5中的二倍体细胞百分率比 CS．3、CS．6 

略高，CS．5中二倍体细胞百分率最高。 

2．5 核型分析 

将 CS．5培养的大熊猫皮肤成纤维细胞进行核 

型分析，确定细胞的种属特性。对 7个核型正常、 

染色体比较清晰的细胞染色体进行放大、测量、统 

计、分组 、编号，将染色体的相对长度和着丝粒指 

数与大熊猫染色体组型 (Chen et al，1991)进行 

比较，数据见表 4。 

培养细胞的染色体众数为 42，与大熊猫正常 

核型的染色体数目一致。经配对试验 t检验，染色 

体相对长度的测量值与理论值之间差异不显著 (P 

>0．05)，染色体着丝粒指数测量值和理论值之间 

差异显著 (P<0．05)。根据着丝粒指数确定的染 

色体类型中，第 9、10号染色体测量类型为中部着 

丝 (m)，理论类型为亚中部着丝 (sm)，这种差异 

可能主要由测量误差引起，但也不排除 9、10号染 

色体结构变异的可能性。 

大熊猫染色体组型见图 5。 

3 讨 论 

3．1 EGF对成纤维细胞生长的影响 

EGF是细胞广谱的促分裂剂，能促进细胞 

DNA、RNA、蛋白质以及大分子物质的合成，能够 

增加细胞内外物质的转运(Ding&Lan，2001；Song 

&Fang，2002)。在细胞培养中，EGF常作为一种 

促进细胞增殖的添加物。在鸡角膜缘上皮细胞、人 

结膜 上皮细胞、真皮成纤维细胞、牙周膜细胞 

(PDLCs)的培养研究中表明：EGF能够促进细胞 

的增殖，但促进细胞的增殖能力与细胞的种类、 

EGF的浓 度有关 (Hou et al，2002；Wang et al， 

表 2 大熊猫皮肤成纤维细胞在 6种培养体系中的细胞个数 (104个／孔) 

Tab．2 Cell numbers under different insulin and EGF culture system (104／hole) 

1表示在测试过程f}】牛长达刮的最大细胞个数 (The largest cell numbers during cell growth)。 

表 3 6种培养体系中培养 5代后大熊猫成纤维细胞染色体数目的变异率 

Tab·3 Variation percent of chromosome number of Giant Panda’S fibroblast in six kinds of culture system 

on the fifth passage 

一 ： 衷示该种类型在统计中不存在 (No such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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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熊猫染色体相对长度和着丝粒指数 

T“b．4 Relative length and rentromere index of Giant Panda chromosome 

●● 

200I； Wang PI ai，2[】【]2； lii el 』
． 2002) 存大熊 

辅皮肤成 }维 胞坫乔『水系c 漆玎̈ H： ll-能,ff$fJ 

』：细胞的增殖，对f岂龄凡熊 歧 『止纤维绑胞的 

培养有利 

水研究巾，发腿 f r仳进犬熊猫皮肤成 

魏l垂撬 鼍 I8I It秘 纂 秘赣 
— j————— — L — — — 4_ 5 6 ， 8 9 10 

瓣 秘 M i__ 下 
!! ! ! ’ ! ! l Itl l 20 ’r 

5 k熊 舶啦乜似虮 (雌 ) 

F ig 5 Giant I~nda’ k yI l n Jal~· 

r维圳胞 体外 啦 的能 力．fn l『8 c】一tg／I『l1 

(65．73)细 胞 的增 踊 数 啭 高 J 40 ng／n 1 纰 

(55．58)． j1月EGF埘细1也旧增{=}|{件fIj仔 剂量依 

懒‘P1：， 差异 普．这钟 l1丁能m于4O、8O 

ng／mL所个水平浓度差异太小，小足以 f越大熊猫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动 物 学 研 究 26卷 

皮肤成纤维细胞增殖的显著变化；也可能因为两个 

水平的浓度太低或太高，处于 EGF剂量效应的边 

缘区。在添加了 EGF的培养体系中，大熊猫皮肤 

成纤维细胞数量在平台期呈现波动变化，平台期的 

维持延长，这种变化可能与换液问隔有关；同时 

EGF的作用是通过促进细胞周期蛋 白 cyclinD1和 

CDK．4的表达，进而使细胞 G1期缩短来促进细胞 

增殖的 (Song&Fang，2002)，这种作用本身具有 

周期性。 

3．2 胰岛素对成纤维细胞生长的影响 

胰岛素可促进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在细胞培 

养中，胰 岛 素 有促 进 细 胞 增 殖 的 作 用 (Zhu， 

1997)。本研究中，通过埘 Cs．1和 CS一4比较表明： 

胰岛素能明显促进大熊猫皮肤成纤维细胞的体外增 

殖；在添加了胰岛素的培养体系中，大熊猫皮肤成 

纤维细胞生长的平台期延长。 

3．3 EGF和胰岛素对成纤维细胞生长的共同作用 

胰岛素和 EGF同时使用时：在低剂量 EGF下 ， 

胰岛素和 EGF促进细胞增殖的能力存在累加作用； 

在高剂量 EGF下，胰岛素和 EGF表现出对大熊猫 

皮肤成纤维细胞体外增殖的抑制作用。由此可以说 

明，细胞的增殖潜力除受胰岛素和 EGF浓度影响 

外，还受细胞内在因素控制，细胞的增殖潜力存在 

极限。EGF和胰岛素与受体结合后，引起各自受体 

上酪氨酸磷酸化，通过酪氨酸激酶途径引起细胞内 

的生物效应 (Ding& Lan，2001；Song& Fang， 

2002；Zhu， 1997； Deng& Zhang， 1998；Ray et al， 

1981；Gianetto& Griswold，1979)。在 胰 岛 素 和 

EGF的作用下，二者竞争酪氨酸激酶信号通路中的 

公用信号转导蛋白质，从而使大熊猫皮肤成纤维细 

胞的增殖不表现累加作用，甚至表现抑制作用。在 

胰岛素和 EGF共同作用下 ，酪氨酸激酶信号通路 

中的公用信号转导蛋白质的数量制约着细胞的增殖 

潜力。通过对 CS一1、Cs一2和 cs一4的分析表明：10 

g／m的胰岛素引起细胞的增殖能力大于 40 ng／mL 

的 EGF引起细胞的增殖能力 。 

在未添加胰岛素和 EGF的 Cs—l中，细胞的增 

殖速度，增殖峰值明显小于其他组，平台期的维持 

时间也明显短于其他组。在所有培养体系中，细胞 

生长周期可明显分为潜伏期、指数生长期、平台期 

和衰退期，其中各培养体系在潜伏期、指数生长期 

差异不明显。平台期开始出现差异，CS一1培养体系 

平台期很短，很快进入衰退期，而其他培养体系有 

相对较长的平台期。这与胰岛素和 EGF促进细胞 

增殖的潜能相关。 

3．4 培养细胞遗传稳定性评估 

作为遗传资源保存的细胞系，遗传稳定性是极 

其重要的。发生高度变异的细胞系，既失去了细胞 

原有的生物学特性，也失去了遗传资源保存的意 

义。体外培养的细胞发生突变后，极少的细胞丧失 

增殖能力，大部分细胞变异后仍能够分裂增殖，从 

而使培养细胞的可遗传变异不断积累加剧，最终造 

成细胞系的分化 (Gianetto&Griswold，1979)，由 

于培养过程中的自然分化，很多细胞系根据遗传物 

质的差 异可 以分成更多 的细胞株 (Zhang et al， 

2001)。因此细胞的体外培养过程也是一个细胞变 

异积累，产生分化的过程。Zhang et al(2001)在研 

究 7种动物的肾细胞 (F．18、CRFX、CKF、MD— 

CK、Veto、Vero一2、MA一104、BHK一21)和 Hela细 

胞系中若干细胞株的染色体变异率、克隆形成率和 

肿瘤形成的相互关系时发现：体外培养的细胞系， 

染色体数 目变异是普遍现象，其变异的程度不仅与 

细胞系 (株)自身特性有关，还与培养体系、方法 

和传代次数有关。寻找尽可能维持培养细胞遗传稳 

定性的培养体系，对于遗传资源细胞系的培养非常 

重要。 

添加 EGF和胰岛素，对大熊猫皮肤成纤维细 

胞的遗传变异是否产生影响?研究中发现：高浓度 

的EGF可引起多倍体细胞的比率上升，从而相应 

减少正常二倍体细胞的比率，但与其他组差异不显 

著。这种现象可以用机体中 EGF和EGFR过度表达 

引起的肿瘤易发性和肿瘤高移除率进行解释 (Pan— 

elIilall et al，1990)：在体条件下，EGF的过量，使 

细胞核裂加快，容易引起染色体数 目和结构的变 

异，这种变异导致细胞瘤变，但瘤变细胞激发机体 

免疫系统清除瘤变细胞、EGF和 EGFR过度表达的 

细胞，从而表现出肿瘤的高移除率；而在体外培养 

中，高浓度引起的多倍体变异细胞无法被清除，从 

而导致多倍体细胞增加。此外，还可能与形成的核 

分裂相重叠，影响观察有关。对 6种培养体系的细 

胞染色体数目变异率分析表明，胰岛素对体外培养 

的大熊猫皮肤成纤维细胞的染色体变异率没有影 

响。 

在 EGF和胰岛素这两种促进大熊猫皮肤成纤 

维细胞增殖的物质中，胰岛素是更理想的促进细胞 

增殖的添加物。在已经建立的 CS培养体系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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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细胞生长增殖速度上考虑，CS一5、CS一4、CS一3 

比较适合大熊猫皮肤成纤维细胞的生长，其中 CS·5 

最适合；从生长速度和染色体数目变异率分析综合 

考虑，CS．5比较适合大熊猫皮肤成纤维细胞的培 

养。更加优化的大熊猫皮肤成纤维细胞培养体系可 

以不添加 EGF．只添加胰岛素。 

为了深入研究 EGF和胰岛素对大熊猫皮肤成 

纤维细胞生物特性的影响，可以采用 2D．PAGE和 

DD．PCR技术，研究不同浓度 EGF和胰岛素作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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