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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纯化大鼠胰岛细胞方法的比较
李晓航，张佳林，李乐，康铁利，程颖，石蕊，赵宁，刘永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通外科教研室，肝胆外科暨器官移植科，沈阳 １１０００１）

摘要

目的

比较分析 OptiPrep 和 Ficoll 两种介质纯化大鼠胰岛细胞的效果。方法

将 24 只 SD 大鼠随机分成 2 组，采用明

尼苏达大学改良方法提取大鼠胰岛细胞，消化分离胰岛细胞后，分别采用不连续密度梯度 Ficoll 离心法和 OptiPrep 离心法纯化
胰岛细胞，比较纯化后胰岛细胞数量、纯度、存活率及功能，观察 OptiPrep 和 Ficoll 两种介质对大鼠胰岛细胞纯化效果的影响。
结果

与 Ficoll 组相比，OptiPrep 组胰岛细胞的产量（分别为 304±13.57 和 346±9.09）和纯度（分别为 88.25%±2.22%和 94.00%±

0.82%）均显著增加（P < 0.05）；
OptiPrep 组与 Ficoll 组胰岛细胞的存活率（分别为 93.50%±1.29%和 91.50%±1.29%）和功能（胰岛
素释放指数分别为 3.04±0.05 和 3.02±0.06）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OptiPrep 法纯化大鼠胰岛细胞比传统的

Ficoll 法更有优势，而且 OptiPrep 价格相对便宜，
可以作为纯化大鼠胰岛的常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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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between Two Methods for Purification of Rat Is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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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Ning，LIU Yong-feng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The First Hospital，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OptiPrep and Ficoll on the purification of rat islets. Methods

Islet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pancreata of 24 SD rats by means of modifie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s method. After an successful enzymatic digestion，the digested
survival and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pu－
tissue was randomly purified by Ficoll and OptiPrep. Compared the islet yield，purity，
rific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two media on the purification of rat isle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Ficoll group，yield and purity of islets

88.25% ± 2.22% vs 94.00% ± 0.82%，P < 0.05）；
there were no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OptiPrep group （304±13.57 vs 346±9.09；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survival and function of islets （93.50% ± 1.29% vs 91.50% ± 1.29%；
SI 3.04 ± 0.05 vs
3.02 ± 0.06，P > 0.05）. Conclusion

The purification method using OptiPrep has some advantages over the traditional purification method

using Ficoll. Owing to its cheap price，OptiPrep can be used as an conventional method for purification of rat islets.
Key words

islets of langerhans；purification；isolation；rat

自 2000 年埃德蒙顿方案［1］实施以来，胰岛移

纯化猪胰岛可以减少胰岛细胞丢失［2］。本研究拟对

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胰岛移植治疗 1 型糖尿病也

Ficoll 和 OptiPrep 在纯化大鼠胰岛中的效果进行比较，

得到普遍认可和广泛应用。但是在胰岛分离纯化过

以明确 OptiPrep 是否可以应用于大鼠胰岛的纯化。

程中胰岛细胞丢失较多，从 1 个胰腺中提取达到临
床应用标准的胰岛细胞的几率只有 40%左右，要达
到术后胰岛素不依赖，2~3 个供体提取的胰岛才能

1
1.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满足 1 个受体的需求。因此，改善胰岛分离纯化技

SD 雄性大鼠，6~8 周龄，体质量 200~250 g，购

术，提高胰岛产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对供体胰

自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胶原酶Ⅴ型（C-

腺数量的需求。传统的胰岛纯化方法是密度梯度

9263）、
Ficoll-400（F8363）、双 硫 腙（dithizone，DTZ）、

Ficoll 离心法，Wisconsin 大学曾报道应用 OptiPrep

吖啶橙（acridine orange，AO）和碘化丙锭（propidium
iodide，
PI），
均购于美国 Sigma 公司；
Hank′s 液、
Kre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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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k′s 液、RPMI 1640 培养液、胎牛血清、HEPES，均

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资助项目（31140059）

购于美国 Gibco 公司；ELISA 试剂盒，购自美国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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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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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明尼苏达大学改良方法，原位灌注消化、
分
离纯化大鼠胰岛

，纯化介质分别选用 Ficoll 和

［3］

OptiPrep。
胰岛分离：未禁食的 SD 大鼠 24 只，10%水合

1.2.1

公式计数［4］：用加样器在胰岛悬液中重复取 3 次，
每次 50 mL，分别计数 DTZ 染色阳性的细胞团，胰
岛细胞数=3 次样品中 DTZ 阳性细胞团数÷3×20×样
本总量（mL）。1 个直径为 150 μm 的胰岛细胞计为 1

氯醛 0.6 mL 腹腔内注射麻醉，常规消毒后经腹中线

个胰岛当量。

开腹。暴露胆管，寻找胆管穿过胰腺进入十二指肠

1.3.2

3-0 血管缝合线缝合结扎胆管末端。将胃和脾脏
处，

腺细胞总数的百分比。

向外牵拉，充分暴露胰尾，并游离胰腺周围韧带。在

1.3.3

肝门胆管分叉处逆行胆管插管，妥善固定，剪开下腔

细胞活性。AO/PI 溶液配制：用 Hank′s 液配制储存

静脉和腹主动脉，充分放血后缓慢（1 mL/min）灌注

液 AO 670 μmol/L，PI 750 μmol/L，4 ℃避光保存。临

含胶原酶（胶原酶Ⅴ型，1.5 mg/mL）的冷 Hank′s 液

用前取 0.01 mL AO 储存液与 1 mL PI 储存液混和，

10~12 mL，使胰腺完全膨胀。尽可能完整、快速摘取

用 Hank′s 液 10 倍稀释，过滤除菌，与胰岛制备物混

胰腺，尽量剔除脂肪和淋巴组织。将摘取的胰腺放

和 10 min，在荧光显微镜下用 490 nm 激发光滤光

入装有 2 mL 冷胶原酶溶液的 50 mL 离心管中，37

片、510 nm 光栅滤光片可同时见到绿色（AO）和红

℃水浴消化 12~15 min，间断振荡离心管。消化过程

色（PI）荧光，绿色标记的为存活细胞，红色标记的为

中不断观察胰腺消化情况，当胰腺消化产物呈现“小

死细胞。计算胰岛细胞存活率。每份标本重复计算 3

米粥”外观时，迅速加入 50 mL 冷 Hank′s 液终止消

次，取平均值。

化。消化的胰腺组织经振荡后低温离心（4 ℃，
800 r/min

1.3.4

离心 2 min），清洗 2 次。经 80 目不锈钢筛网过滤。

评价胰岛细胞功能。计数 20 胰岛当量胰岛细胞，用

将过滤后的细胞悬液再次离心 （4 ℃，1 000 r/min 离

含 有 2.8 mmol/L 和 16.7mmol/L 葡 萄 糖 的 Kreb′ s-

心 3 min），尽量去除上清液，沉淀物为胰岛细胞和外

Hank′s 液 （含有 10 mmol/L HEPES 和 0.5%BSA）分

分泌腺的混合物，冰浴备用。

别孵育 2 h 和 1 h，分别收集第 2 小时和第 3 小时的

胰岛纯度：为胰岛细胞占胰岛细胞和外分泌
胰岛活性：采用 AO/PI 荧光染色法判定胰岛

胰岛功能：采用葡萄糖刺激胰岛素分泌实验

胰岛纯化：将 24 只大鼠随机分为 2 组。采用

培养液上清，采用 ELISA 法测定胰岛素含量。计算

不连续密度梯度 Ficoll 离心法组：介质为 Ficoll 和

SI=第 3 小时
胰岛素释放指数 （secretion index，SI）：

Hank′s 液的混合物，浓度分别为 25.0%、23.0%、

（高糖环境）的胰岛素含量/第 2 小时（低糖环境）的

1.2.2

20.5%和 11.0%。将上述分离的胰岛沉淀物与 4 mL

胰岛素含量。

的 25.0% Ficoll 混合，
而后逐层沿管壁缓慢加入 23.0%

1.4

统计学方法

（3 mL）、20.5%（2 mL）和 11.0%（2 mL）Ficoll，形成 4

所有实验数据均为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用

层梯度离心柱。4 ℃下 2 400 r/min 离心 10 min 后，吸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各组数据的比

取 25.0%和 23.0%界面间以及 23.0%和 20.5%界 面

较采用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间的胰岛细胞，用 Hank′s 液清洗（4 ℃离心，1 000
r/min 离心 2 min）2 次。RPMI 1640 培养液稀释备用。
采用不连续密度梯度 OptiPrep 离心法组：将上述分

2 结果
2.1

纯化后 2 组胰岛细胞产量的比较

离的胰岛沉淀物加入 10 mL 密度为 1.125 g/mL 的

分离纯化后的胰岛细胞被 DTZ 染成猩红色，镜

OptiPrep-UW 液，充分混匀，随后依次缓慢加入密度

下表现为圆形或卵圆形细胞团，而外分泌腺不着色

为 1.110 g/mL（10 mL）和 1.070 g/mL（10 mL）的 Op－

（图 1）。OptiPrep 组胰岛细胞产量显著高于 Ficoll 组

tiPrep-UW 液，最后加入 UW 液 5 mL（密度为 1.035

（分别为 346±9.09 和 304±13.57，
P < 0.05）。

g/mL），形成 4 层梯度离心柱。4 ℃下 1 750 r/min 离

2.2

纯化后 2 组胰岛细胞纯度及存活率的比较
OptiPrep 组胰岛细胞的纯度显著高于 Ficoll 组

心 5 min 后，吸取 1.035~1.070 界面间及 1.070~
1.110 界面间的细胞团，用 Hank′s 液清洗（4 ℃离心，

（分别为 94.00%±0.82%和 88.25%±2.22%，
P < 0.05），

1 000 r/min 离心 2 min）2 次。RPMI 1640 培养液稀释

OptiPrep 组胰岛细胞的存活率虽高于 Ficoll 组 （分

备用。

别为 93.50%±1.29%和 91.50%±1.29%），但差异无统

1.3
1.3.1

大鼠胰岛产量、
纯度和功能的测定
胰岛计数：胰岛用双硫腙 DTZ 染色。按以下

计学意义（P > 0.05），见图 2。
2.3

纯化后 2 组胰岛细胞功能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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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oll 价格昂贵，限制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实验室开
展胰岛移植。因此，我们尝试采用 OptiPrep 来纯化
大鼠胰岛。OptiPrep 是一种含有碘克沙醇的等渗液，
具有无毒性、黏稠度低和价格相对低廉等优点。通
A

B

纯度均显著高于 Ficoll，虽然 OptiPrep 纯化的胰岛

A，purification by Ficoll；B，
purification by OptiPrep.
图１
Ｆｉｇ．１

过比较，我们发现 OptiPrep 纯化的胰岛细胞产量和
细胞存活率也高于 Ficoll，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二

纯化后的大鼠胰岛 Ｄ ＴＺ 染色 ×１００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ｉｓｌｅｔｓ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ｄｉｔｈｉｚｏｎｅ ×１００

者在高、低浓度葡萄糖刺激下胰岛素分泌量上无显
著差别。这与 Noguchi 等［10］的研究相符，只不过他
们比较的是人胰岛细胞纯化结果。Dellê 等［11］也比
较了 OptiPrep 和 Ficoll 在纯化大鼠胰岛中的作用，
其得出的结果与我们一致，但其并未比较二者在胰

A

B

A，
purification by Ficoll；B，
purification by OptiPrep.
图２
Ｆｉｇ．２

纯化后的大鼠胰岛 Ａ Ｏ ／Ｐ Ｉ染色 ×１００
Ｔｈｅ ｉｓｌｅｔｓ ｓ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Ａ Ｏ ／Ｐ Ｉ ×１００

岛存活率和功能方面上的差异。
密度梯度纯化结果是否理想主要取决于腺泡细
胞的密度，有许多因素影响腺泡细胞的密度。首先
是腺泡细胞的分泌状态，其次是胶原酶消化胰腺时
形成的腺泡聚集物的大小，最后是腺泡细胞的肿胀

葡萄糖刺激胰岛素分泌实验提示，Ficoll 组和

程度。后者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胰岛分离纯化过程

OptiPrep 组胰岛细胞在低糖刺激下胰岛素分泌量分

中，胶原酶消化、机械性损伤和长时间低温均可导致

别为 38.06±2.40 和 38.87±1.71，高糖刺激下胰岛素

腺泡细胞不同程度的肿胀。肿胀的腺泡细胞密度减

分泌量分别为 12.61±0.65 和 12.77±0.38，SI 分别为

低，在梯度离心时移动至与其密度接近的那层介质

3.02±0.06 和 3.04±0.05，
3 者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中，导致最终纯化产物中混有大量外分泌腺细胞，降
低移植率。因此在分离提取胰岛过程中，应掌握好

（P > 0.05）。
3

消化胰腺的时间，及时终止，防止过度消化；振摇胰

讨论

腺消化产物不宜用力过猛；尽量缩短操作时间。

胶原酶消化胰腺后，胰岛细胞和外分泌腺细胞

虽然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OptiPrep 纯化的胰

混杂在一起，此时通过纯化技术可以将胰岛从外分

岛细胞存活率与 Ficoll 无明显差别，但 OptiPrep 相

泌腺细胞中分离开，减少混杂外分泌腺细胞的数量，

对于 Ficoll 仍有许多优势。Ficoll 的高渗透压导致消

从而降低通过门静脉输注胰岛移植物时发生并发症

化产物中的细胞皱缩，导致胰岛和外分泌腺细胞的

如门静脉高压或门静脉栓塞的风险。胰岛纯化是胰

密度接近，从而增加纯化的难度。与 Ficoll 相比，

岛分离过程中关键的一步，纯化后移植物中胰岛的

OptiPrep 具有密度高、渗透压低等特点，通过与 UW

数量和纯度是决定移植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5］，因

液按一定体积混合可以配制成适合纯化的各种密度

此在胰岛分离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进纯

梯度的等渗溶液，避免了 Ficoll 高渗透压对胰岛细

化条件有望进一步改善胰岛分离结果。胰岛纯化有

胞的不利影响。另外，因为 OptiPrep 黏滞性低，所以

许多方法，包括组织培养［6］、通过低渗性溶解选择

纯化时所需离心力（1 750 r/min）小于 Ficoll（2 400

性破坏腺泡细胞［7］、荧光激活细胞分选［8］、包被抗

r/min），降低了对胰岛的剪切应力，从而减轻对胰岛

腺泡细胞单克隆抗体的磁珠分选

等，但上述方法

的破坏。Mita 等［12］的研究表明 OptiPrep 纯化产物中

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纯化效率低或费用昂贵等缺

促炎性反应因子的含量明显低于 Ficoll。因此，我们

陷。因为胰岛和外分泌腺细胞的密度不同，所以最

有理由相信 OptiPrep 作为纯化介质在一定程度上

常用的纯化方法是密度梯度离心。

可以改善胰岛细胞的活性。

［9］

传统的 Ficoll 离心法在人、猪和鼠类胰岛纯化

总之，通过上述实验我们发现 OptiPrep 纯化的

中应用广泛，但是 Ficoll 对胰岛细胞有一定的毒性，

胰岛细胞产量及纯度更高，胰岛细胞的存活率及功

配制好的 Ficoll 溶液密度不稳定，这些都对胰岛分

能也不低于 Ficoll。另外 OptiPrep 价格低廉，黏滞性

离结果包括数量、纯度和活性产生不利影响。而且

低，相对容易配制，溶液密度稳定，可以代替 Fic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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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用于纯化大鼠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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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囊泡破裂。并且我们发现，粘连分解时的过度牵
拉会使病灶生长受到影响，不宜用于实验研究。我

且应用改良术式优于常规手术方式。
通过上述实验，我们认为在大鼠直肠子宫陷凹、

们也在直肠子宫陷凹处采用常规造模方法建立了大

子宫膀胱间这两个部位通过自体移植均可以成功建

鼠 DIE 模型，由于病灶位于盆腔深处病灶观测时难

立 DIE 模型。从模型成功率、粘连程度及实验重复

度较大，且直肠子宫陷凹处 DIE 病灶多和周围肠管

性等方面考虑，我们认为改良的子宫膀胱间 DIE 模

及组织形成粘连，需分离粘连才可以观测病灶，部分

型操作简单、病灶成功率高、病灶粘连轻，适用于药

粘连严重致使分离困难，不便于测量大小；分离时的

物治疗及机制研究实验。

牵拉也会对病灶生长造成影响，给继续试验带来很
大的难度。
本研究中我们改良了造模方法，在常规手术方
式基础上用双极电凝器切除宫旁游离脂肪，发现改
良组子宫膀胱间 DIE 病灶粘连程度与常规手术方
式建立的子宫膀胱间 DIE 模型和直肠子宫陷凹处
DIE 模型相比明显减轻（P < 0.05）；且移植病灶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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