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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共培养模型及其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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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深入研究离不开神经组织细胞的体外培养。神经组织细胞的单独培养难以反映
在体细胞间的相互影响, 而其共培养模型可以最大程度地模拟体内环境, 观察细胞与细胞、细胞与胞外环境之间
的相互作用, 被越来越广泛地用于诸如脑卒中、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和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等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的体外研究。“神经血管单元”是由大脑神经元、脑微血管内皮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为主组成的体现大脑
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其体外模型的建立对研究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细胞间接触和非
接触的培养方式, 从二维和三维培养的技术角度出发, 概述中枢神经组织细胞的共培养模型及其在相关疾病研
究中的应用, 并展望其在未来研究中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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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ell co-culture techniques i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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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sease is dependent on in vitro culture of neuronal cells.
However, it is hard to determin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ells in culture of single type of neuronal cells. The
co-culture system is able to mimic the cell-cell interaction in the brain and to facilitat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cells, as well as cell-environment interaction. The co-culture of
neurocytes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disease study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vitro, such as stroke,
Parkinson’s disease, Alzheimer’s disease,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etc. Neurovascular unit (NVU), which
is composed of neurons, bra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and astrocytes, can reflect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brain in state of the art. Establishment of NVU in vitro is important in the study of the brain
diseases. In this paper, several co-culture model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re reviewed in techniques
for two-dimens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culturing. Cell contact and non-contact methods are compared.
Moreover,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relevant research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are explored.
Key words: stroke; Parkinson’s disease; Alzheimer’s disease;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co-culture of
cells; neurovascula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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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层机制时, 采用体外细胞模型更为方便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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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某些实验需要在体外培养的细胞模型上才能进

其防治药物筛选中, 虽有较相似于人体疾病临床症
状和病理特征的动物模型可供选择。但在研究细胞与
细胞、细胞与胞外基质以及细胞与药物之间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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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观察。动物细胞的体外培养, 因能精确控制其理化

杂疾病的机制研究及其防治药物研发中的效果观察。

环境, 模拟其在体病理状态, 具有样品均一性、重复

在模拟的病理损伤条件下, 研究共培养模型中细胞

性高和经济等优点, 并可实现规范化和规模化。因此,

的应激反应以及细胞与细胞之间、细胞与胞外环境之

原代或细胞系来源的神经元、胶质细胞和血管内皮细

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在体相似性, 并进一步用于深

[1]

胞等脑组织细胞 , 已被广泛用于多种中枢神经系统

入的疾病机制研究, 以及观察药物作用于细胞的效

疾病研究及其治疗药物筛选。

果, 进行治疗药物的初步筛选[8]。

然而, 对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所进行的体外研究,
大多局限于单细胞培养。比如: 用血管内皮细胞构建
[2]

2

细胞共培养的方式

2.1

[3]

二维共培养

血脑屏障 , 用神经元损伤模拟脑卒中损伤 。该类

二维共培养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细胞种植在同

研究方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其脱离了

一界面上直接接触共培养; 或在不同界面上单独培

细胞在体内与其他细胞之间相互作用和依存的环境,

养, 然后通过培养液发生相互作用。

其结果并不可靠或对所研究疾病的治疗并未具有实

2.1.1

质性指导意义。正如过去 50 年大量的脑卒中研究采

定条件下, 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细胞按一定比例混合

用单神经元保护实验, 其结果至今没有研究出临床

后直接培养在同一界面上。如采用出生 24 h 内的大

上有效的神经保护剂

[4, 5]

。

直接接触式培养

① 直接混合共培养。在一

鼠大脑皮层神经元和胶质细胞进行混合培养。纯化两

在生理和病理条件下, 体细胞之间以及细胞与

者比例接近 1 ∶ 1, 模拟体内神经元与胶质细胞共生

胞外环境之间均具有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使研究者逐

状态, 探讨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和相关药物研

渐意识到, 对疾病及其治疗药物的体外研究, 不能仅

究中细胞之间相互作用[9]。也有研究运用小鼠皮层原

仅关注单细胞在体外的增殖和反应, 更重要的是要

代神经元与胶质细胞 1∶1 的比例混合培养, 比较给予

关注它们是否具有与在体相似的表型, 是否如在体

白细胞介素 33 (IL-33) 对混合共培养和单独培养的

一样具有与其他细胞或胞外环境共同参与对刺激的

神经元分别作用, 发现共培养体中神经元死亡率显

应答反应。后者对后续临床研究更有提示作用。为满

著高于单独培养, 其机制为 IL-33 刺激神经胶质细胞

足这一需求细胞共培养技术应运而生。细胞共培养体

释放炎症介质所致, 而 IL-33 对于单独培养神经元没

系较之单细胞培养物能更好地模拟体内环境, 更接

有影响 [10] 。上述培养方式可反映两种细胞之间的动

近细胞在体性状, 便于观察细胞与细胞以及细胞与

态交互作用和影响, 可用于研究相互作用密切的两

胞外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疾病的分子机制研究

种细胞。但在研究一种细胞使另外一种细胞发生细胞

和新药研发提供更好的体外实验技术平台。

器功能变化或分泌型物质表达变化时, 由于无法将

1

两种细胞分开, 存在不能准确定位的问题。② 滋养

细胞共培养
细胞共培养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细胞 (来自

层共培养。将一种细胞培养在生长介质上, 当其生长

同一组织或不同的组织) 同时或先后培养在同一环

到一定密度时, 再将另一种细胞接种到该细胞层上

境中, 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相似于在体的形态结构与

面共培养。Shi 等[11]用原代培养的大鼠海马神经元种

功能, 用于观察细胞之间的作用或者共同的作用。目

植在预先培养好的皮层星形胶质细胞层上, 观察到

前, 共培养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 研究

共培养的神经元状态较佳, 存活时间长, 突触前结构

共培养体系中细胞间相互作用, 如观察星形胶质细

发育良好。还有研究将大鼠原代皮层神经元接种于培

[6]

胞的分泌物 (营养因子) 促进神经干细胞分化 。②

养瓶中, 再将纯化后的小胶质细胞接种于神经元上,

研究共培养体系中细胞与胞外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二者共培养 24 h 后, 给予炎症损伤, 观察到小胶质细

共培养细胞之间相互作用可促使胞膜分泌胞外基质,

胞可以防止神经元细胞死亡 [12] 。该培养方式可以很

其成分包括间质胶原、纤连蛋白、蛋白多糖或层黏连

好地模拟细胞分布层次比较明确的在体组织, 但也

蛋白等, 这与细胞的体内微环境相似, 利于维持细胞

存在由于无法将两种细胞分开而导致的不能准确定

的立体构型和促进细胞的功能表达, 便于观察细胞

位及定量问题。

与胞外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如将神经胶质瘤细胞与

2.1.2

非接触式二维共培养

即在相同或不同培养

神经元共培养, 细胞相互作用后, 观察神经元对胶质

环境下孵育两种或以上的细胞, 使细胞与细胞之间

瘤细胞纤维连接蛋白表达的影响 [7]。③ 将共培养体

通过培养液发生相互作用。该共培养体系的建立主要

作为一个模拟在体组织或器官的整体模型, 用于复

有 3 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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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将一种细胞的培养上清液 (含有该细胞表达

养 1 天即可观察到 ADSCs 向神经元样细胞形态改

的多种生长因子或刺激因子) 用于培养另外一种细

变, 胞体变小且有多个神经细胞样突起; 同时 SCs 也

胞。如将原代神经元进行缺氧并复氧处理后, 收集不

发生形态变化, 细胞体积增大、周围突起增多且变粗

同时间的神经元培养液, 再与小胶质细胞共培养, 探

大[19]。此方法诱导效率高, 能刺激干细胞向神经元样

讨不同的神经元损伤度对小胶质细胞表型的影响[13]。

细胞分化, 可为神经构建提供种子细胞来源。该培养

另将星形胶质细胞与凋亡诱导的 PC12 细胞共培养

方式与上述②描述的培养方式本质类似, 细胞间同

后, 收集共培养的上清液, 观察对骨髓基质细胞

样无法实现直接接触; 但若选用合适孔径的 transwell

(BMSCs) 向神经元分化的影响

[14]

。有研究者在运用

小池, 该方式亦可用于观察一些趋化因子对细胞迁

脂多糖 (LPS) 作用鼠性神经小胶质细胞株 BV-2 后,

移的诱导作用。

取不同时间点的上清液与大鼠嗜铬细胞瘤 PC12 细胞

2.2

三维细胞培养是指将不同谱系的细胞, 种植在

共培养, 探讨小胶质细胞在炎症刺激下分泌的细胞
[15]

三维共培养

。这种培养方式属于

具有三维结构的不同材料载体上共同培养, 细胞之

单向作用的非接触式共培养, 可反映细胞在特定条

间可以直接接触, 能够在三维立体空间结构中形成

件下的定向反应, 可以进行定位和定量分析。但是只

迁移、生长, 构成三维的细胞−载体复合物 [20]。所培

适用于观察某种状态下细胞的旁分泌作用, 不能反

养的细胞具有更多在体的整体功能或反应。目前, 三

映细胞相互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

维共培养系统的构建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因子对神经细胞凋亡的影响

② 将培养有一种细胞的玻片放入培养有另一种

2.2.1

组织型共培养
[21]

该培养方式是将细胞培养在
(如明胶蛋白、凝胶、琼脂和

细胞的培养皿中共培养。将贴有胶质细胞的盖玻片放

三维结构的生物载体

入生长有海马神经元的培养皿中, 并通过硫铵素缺

塑料毛细纤维管) 上并保持较高密度, 使其形成组织

乏条件培养基培养, 比较单独培养和与胶质细胞共

类聚集物。目前, 该类共培养涉及的技术较多, 包括

培养的海马神经元存活情况。结果发现, 单独培养的

凝胶和海绵技术、中空纤维、球体、转动室系统、藻

神经元细胞在硫铵素缺乏第 7 天死亡率为 50%, 而与

酸盐活细胞固定术、滤膜培养皿以及神经聚集物培养

胶质细胞共培养的神经元完全无死亡且轴突生长锥

技术等。Cucullo 等[22]将成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系和

形态完整[16]。Rathinam 等[17]将星形胶质细胞培养玻

星形胶质细胞系先后种植在改变了孔隙的中空纤维

片置于含有神经元的孔中共培养, 研究鱼藤酮和百

(包被了基质的一种三维纤维管) 中, 建立血脑屏障

草枯对神经元细胞损伤时星型胶质介导的神经保护

炎症模型, 验证了免疫细胞在炎症状态下可透过血脑

作用。结果表明, 与星形胶质细胞共培养时神经元的

屏障。将 PC12 和 SH-SY5Y 细胞 (人神经母细胞瘤

凋亡可被阻止, 并发现星形胶质细胞介导的神经保

系) 共培养在转动室系统 (包被了基质的一种液流

护作用是依赖于谷氨酸循环。这种培养方式的两个细

控制系统) 中, 并模拟微重力环境, 观察到神经细胞

胞之间存在着分泌因子的动态交互作用, 也可以将

株突触的伸长率小于静态培养, 表明微重力条件培

细胞准确分开, 利于定位和定量研究。但是, 由于细

养利于维持细胞的低分化特性[23]。Nishitsuji 等[24]将

胞间没有直接接触, 对于一些需要细胞之间接触才

原代培养的周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接种在 transwell

能表达的功能则无法进行, 如观察星形胶质细胞和

小池微孔膜 (两侧包被了基质的一种通透性薄膜)

神经元突触之间的连接功能则无法采用这样的方式

的两侧共培养, 用以模拟血脑屏障并观察载脂蛋白 E

进行研究。

对其屏障功能的影响, 发现载脂蛋白 E 以一种独立

③ 细胞 transwell 小池插入式共培养。这种共培

的方式调节屏障的紧密连接形成。该类培养方式既可

养研究是现代体外模型研究中运用比较广泛的。在

以同时观察细胞通过旁分泌和直接接触的两种方式

比较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的 3 种共培养方式对神

形成的交互作用和动态变化, 也可以将生长在不同

经元纯度影响时发现, 将神经元接种在培养板孔底,

界面的细胞分开, 满足定位和定量研究需要。

同时将星形胶质细胞培养在 transwell 小池微孔膜上

2.2.2

所培养的神经元纯度高, 且操作简单

[18]

器官型共培养

器官型共培养是按照细胞在

。另有研究表

体分布特点, 将不同种类细胞培养在适宜的三维载

明, 将大鼠原代雪旺细胞 (SCs) 与脂肪来源干细胞

体上, 用以构建与在体组织相似的组织等同培养物。

(ADSCs) 按 2∶1 比例于 transwell 共培养小池中共培

该类共培养利于形成与在体相似的结构性微环境,

养, 与单纯培养的脂肪来源干细胞相比较, 发现共培

保持细胞的极性和生长分化特性, 便于观察可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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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旁分泌及信号转导等细胞间的相互作用, 正广泛

时, 梗死中心区组织细胞在短时间内坏死, 而半暗带

应用于软骨、骨骼肌、韧带、血管、肝和膀胱等不同

区的大量细胞则在较长时间内持续性凋亡 [33], 因此,

部位组织的代用品构建[25, 26]。目前, 用于器官型共培

抑制半暗带细胞凋亡成为缺血性脑卒中治疗策略之

养的三维载体主要有组织工程性构建物和微孔滤池

一。将 PC12 细胞给予氯化钴 (CoCl2) 损伤后, 与骨

两大类。以组织工程性构建物作为载体的三维共培养,

髓 间 充 质 干 细 胞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是将可相互作用的细胞按一定比例和顺序种植在经

cells, BMMSCs) 以不同的比例直接混合培养, 观察

过基质处理过的可降解生物支架内, 形成具有相似

PC12 细胞的凋亡率。结果表明, BMMSCs 能抑制

于在体结构和功能的组织。在研究施万 (Schwann)

CoCl2 损伤诱导的 PC12 细胞凋亡, 且其保护机制可

细胞对神经轴突的体外修复作用中发现, Schwann 细

能与上调促红细胞生成素表达有关 [34] 。此共培养模

胞在经过纤连蛋白处理的海藻酸盐凝胶支架中, 能

型为将 BMMSCs 应用于脑卒中后期的半暗带损伤修

促进损伤坐骨神经的神经再生

[27]

。滤池技术是依据

复治疗提供了实验依据。但该培养模型使用 PC12 细

细胞在体分布结构, 将相互作用的不同类型细胞按

胞为肾上腺嗜咯细胞瘤株, BMMSCs 细胞也非脑组

一定比例和顺序, 种植在与培养板配套的 transwell

织细胞, 而且采用 CoCl2 损伤; 这与脑卒中缺血时损

小池微孔膜上下界面和培养板孔底, 构建与在体结

伤的机制及其细胞受损的实际状态有较大差异。

构和功能相似的组织或器官。有人采用被广泛用于构

3.1.2

建血脑屏障模型的 transwell 小池, 将原代培养的大

血性脑卒中发生时, 会导致兴奋性氨基酸在细胞外

鼠大脑皮层 3 种细胞种植在不同界面 (将神经元、星

蓄积, 从而对神经元产生毒性导致其凋亡[35]。分别将

形胶质细胞和微血管内皮细胞分别种植在培养板孔

原代星形胶质细胞、神经元单独培养以及用 transwell

底、微孔膜下侧和微孔膜上侧), 构建了模拟脑神经

小池将其共培养, 并结合使用谷氨酸盐抑制剂, 研究

[8]

原代神经元与原代星形胶质细胞共培养

缺

血管单元的体外模型 。并发现, 所建立的三细胞共

培养液中谷氨酸/谷氨酸盐的量。结果表明, 只有将星

培养体系细胞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互促进生长的整体

形胶质细胞与神经元共培养时, 星形胶质细胞才显

协同效应, 具有与在体“脑神经血管单元”相似的

现出谷氨酸盐清除作用, 神经元对谷氨酸毒性的敏

部分生理功能; 在缺氧复氧损伤条件下, 该共培养体

感性才会增加; 这部分解释了神经元与星形胶质细

系具有类似于在体脑组织细胞之间相互保护、抵御损

胞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过程中谷氨酸代谢和兴奋性

伤的功能。

毒性机制 [36] 。该细胞模型为研究脑卒中急性期兴奋

3

性氨基酸中毒机制提供了较好的体外模型。

细胞共培养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研究中应用
中枢神经系统是人体最重要、最复杂的系统, 主

3.1.3

原代脑微血管内皮细胞株与原代星形胶质细

导并协调其他系统的功能发挥及配合。该系统的功能

胞共培养 血−脑屏障将脑内、外的血液循环选择性

紊乱或障碍往往导致严重的疾病, 甚至致残或死亡,

隔离, 并限制屏障外有害物质及大分子药物随血液

而且其病因和病理机制是复杂多样的。越来越多的研

进入大脑[37]。脑缺血再灌注时, 氧化剂、蛋白水解酶、

究者致力于从多角度研究该系统的多种疾病, 组织

炎症因子释放, 影响内皮细胞紧密连接, 改变血脑屏

细胞的体外共培养技术因而在中枢神经系统生理、病

障的通透性, 加重脑损伤[38]。Kuhlmann 等[39, 40]分别

理研究及其疾病防治药物研发中的作用日显突出。

用牛脑微血管内皮细胞或猪脑微血管内皮细胞与大

3.1

缺血性脑卒中

鼠脑皮层星形胶质细胞共培养在 transwell 小池微孔

缺血性脑卒中是指因脑部血液循环障碍, 缺血、

膜不同界面模拟血脑屏障, 并用缺氧后再复氧处理

缺氧所致的局部脑组织坏死或软化, 其在脑卒中疾

模拟缺血再灌注损伤, 研究缺血再灌注损伤下血脑

[28]

病中所占比例为 87% 左右

。除极少数在发病 3 h 内

屏障通透性改变机制及药物作用靶点。该研究结果为

给予重组组织纤溶酶原激活剂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急性脑卒中后溶栓治疗中保护血脑屏障的完整性提

有效外, 至今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导致该困境的主

供了思路。但该培养方式中如能使用同种属动物的原

要原因是脑卒中的病理机制涉及能量障碍、兴奋中毒、

代脑微血管内皮细胞和原代星形胶质细胞共培养,

炎症反应、氧化损伤、离子失衡、梗死周围去极化及

其建立的模型更加适合有关血脑屏障功能方面的体

程序性细胞死亡等多个方面

[29, 30]

, 而且这些影响因

外研究。

素交互作用, 共同损害大脑的多种细胞成分[31, 32]。

3.1.4

3.1.1

的病理过程涉及多种机制导致的多细胞损伤, 体外模

神经细胞株与非神经细胞共培养

缺血发生

原代脑皮层神经细胞器官型共培养

脑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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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也要求从多靶点、多途径研究发病机制。“脑神经

3.2.2

原代海马星形胶质细胞和多巴胺神经元系共
帕金森病理状态下, 炎症因子和其他毒性细

血管单元”是在脑卒中防治过程中提出的、反映大脑

培养

结构和功能动态整体性的基本单位, 包括脑微血管

胞因子释放, 可促进小胶质细胞活化和少部分星形

(内皮细胞、周细胞、基底膜)、胶质细胞、神经元以

胶质释放活性氧, 引起兴奋性毒性和氧化应激反应,

及胞外基质等组分

[41]

[8]

。本课题组 将原代培养的大鼠

导致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丧失; 同时, 胶质细胞又可

皮层星形胶质细胞接种于 transwell 小池 (具有物质

以释放神 经营养 因子 而对 神经元起 保护作 用 [48] 。

通透性, 用于模拟替代微血管基底膜) 膜下侧、原代

Terashvili 等[49]将多巴胺神经元细胞系种植在原代海

培养的大鼠皮层脑微血管内皮细胞接种于 transwell

马星形胶质细胞层上面共培养时, 星形胶质细胞产

小池膜上侧, 再与原代培养的皮层神经元共培养模

生的花生四烯酸代谢物细胞色素 P450 表氧化酶和

拟“脑神经血管单元”, 并用氧糖剥夺再灌注损伤模

14,15-环氧二十碳三烯酸 (14,15-EET), 可保护由过

拟在体的缺血再灌注损伤。结果发现, 3 种细胞共培

氧化氢诱导的多巴胺神经元氧化应激损伤, 14,15-EET

养后, 在正常培养和损伤处理过程中, 较之单细胞培

还可以增强细胞活力。这表明 14,15-EET 对多巴胺神

养或者双细胞培养模型, 更具有类似于在体“脑神

经元具有保护作用, 提示可将其研发为帕金森病的

经血管单元”的主要细胞成分、基本生理功能及基本

新治疗药物。与上一种培养方式不同的是, 采用的原

病理变化。该模型是目前涵盖大脑原代细胞种类最多

代细胞, 更能贴合体内研究来解释细胞间相互作用

的共培养模型, 除可用于研究脑卒中急性期病理变

关系。

化之外, 在适当改变损伤条件基础上, 还可作为慢性

3.2.3

缺血性脑卒中机制研究及其治疗药物筛选的体外工

神经祖细胞能自我更新, 在外界因素的引导下分化

具。

为具有特定功能的神经细胞。有研究表明[50], 多巴胺

原代纹状体细胞与原代胎脑祖细胞共培养

帕金森病

神经元定位在纹状体和中脑中形成。Liu 等[51]将纹状

帕金森病 (PD) 是较常见的与年龄相关的神经

体细胞的条件培养液与人胎脑祖细胞在低氧下共培

退行性疾病, 其已知病因还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因

养, 发现人胎脑祖细胞分化为多巴胺神经元的阳性

素、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以及泛素—蛋白酶体

率增高。结果表明, 降低氧气浓度可以促进多巴胺神

3.2

[42, 43]

。该病发病机制主要是: 黑质多巴胺

经元的生成。此模型应用原代人脑神经细胞, 与在体

能神经元丢失导致传入纹状体的多巴胺递质大量减

环境的研究最接近。从神经元的保护作用到神经元的

少, 使乙酰胆碱作用相对增强而出现的一系列运动

再生, 也给中枢神经疾病研究带来新思路。

功能异常等

减少和肌张力增高症状

[44]

3.3

。

阿尔茨海默病

多巴胺神经毒素

阿尔茨海默病 (AD) 是老年人常见的神经系统

1-甲基-4-苯基吡啶 (MPTP), 多用于体内外多巴胺能

退行性疾病, 其病理特征为老年斑、神经元纤维缠

3.2.1

多巴胺神经细胞株共培养
[45, 46]

, 其在单胺氧化酶 B 的作用下

结、神经元缺失、海马锥体细胞颗粒空泡变性及血管

代谢成 MPP , 后者被多巴胺能神经细胞摄取后形成

淀粉样变等。AD 病因至今未明, 目前发现其发病与

神经元损伤模型
+

自由基, 从而引起氧化应激增强和线粒体功能损伤,

脑内 β 淀粉样蛋白 (β-amyloid, Aβ) 的过量沉积有关。

造成神经细胞的死亡。采用神经胶质瘤细胞 (U87)

Aβ 可导致钙稳态失调、自由基形成过多、活性氧产

替代神经胶质细胞, 用 SH-SY5Y 细胞替代多巴胺能

生、神经细胞对各种伤害性刺激的反应增强或放大以

神经元, 将二者以 1∶1 的比例混合共培养后, 用神经

及神经细胞的凋亡[52]。

毒素 MPTP 处理 24 h, 收集共培养细胞的条件培养

3.3.1

基用于培养免疫 T 细胞。结果表明, 在共培养条件下,

白 (APP) 裂解产物的沉积是 AD 中神经元丢失的原

损伤的多巴胺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可导致外周血

因之一。Qin 等[53]将过表达野生型 APP 或三倍突变

T 细胞的数目减少或抑制增殖的活性[47]。该模型混合

APP 的 SH-SY5Y 细胞与小胶质或巨噬细胞系分别混

运用两种二维培养方式, 探讨帕金森疾病中病理状

合共培养时发现, 小胶质细胞可产生活性氧而导致

态下的神经元对外周免疫系统的影响。此模型可供研

神经元死亡, 尤以表达三倍突变 APP 的 SH-SY5Y 细

神经细胞系共培养

活性氧与淀粉样前体蛋

究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 及其旁分泌对微环

胞死亡更加明显; 而巨噬细胞系虽与小胶质细胞有

境中其他细胞的影响, 可以用于多个机制的同时研

类似的作用, 但由于缺乏小胶质细胞的 NADPH 氧化

究。

酶亚型, 而未引起 SH-SY5Y 细胞的死亡。这提示, 在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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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的细胞模型中, APP 的产生依赖小胶质细胞的活

用活化后 BV-2 上清液共培养的神经细胞, 其 TNFR1

化和 NADPH 氧化酶的表达。

无 论 在 转 录 水平 还 是 蛋 白表 达 水 平 都 有上 调 。 而

3.3.2

Aβ 积累生成

TNFR2 受体并没有参与这一诱导过程。该研究有助

老年斑, 刺激胶质细胞活化, 引起慢性炎症反应, 对

于进一步解释由小胶质细胞活化诱导的运动神经元

原代神经元与胶质细胞共培养

神经元造成损伤

[54]

将正常小胶质细胞

变性机制。此模型采用的非接触式共培养模型, 可以

种植在原代脑皮层神经元生长层上混合共培养, 用

直接研究细胞分泌因子对细胞的影响, 而此疾病主

LPS 和干扰素刺激小胶质细胞, 观察小胶质细胞的

要针对的是运动神经元, 细胞株不能完全反映神经

炎症反应以及对神经元的毒性; 并同时将由 MAPK

元的损伤机制。

激酶 2 (MK2) 缺乏的转基因小鼠获得的小胶质细胞

3.4.2

与神经元细胞共培养, 两组作对比。结果表明, 正常

病例中 5%～10% 是家族遗传性的, 其中 20% 病患中

的小胶质细胞受炎症刺激后可促使共培养神经元死

发现有铜/锌超氧歧化物 (SOD1) 基因发生突变[59]。

亡, 而 MK2 缺乏的小胶质细胞对 LPS 和干扰素刺激

Kunze 等 [60] 将小鼠胎鼠皮层的原代神经元与经人野

引发炎症以及对共培养神经元的损伤均较小。该研究

生型或突变型 SOD1 基因转染的星形胶质细胞, 分别

表明, MK2 是小胶质细胞炎症反应通路的关键调节

种植在一种微流体控制装置的两侧, 建立神经元和

信号。此模型采用原代细胞混合培养, 更能体现神经

星形胶质细胞间代谢物相互影响的共培养体系, 经

元与胶质细胞之间旁分泌的相互作用, 可运用于炎

过谷氨酸处理后, 观察神经元密度和突触蛋白的变

症相关的 AD 体外机制研究。

化以及氧化应激反应。结果发现, SOD1 基因突变的

3.3.3

。Culbert 等

[55]

原代脑皮层神经元与胶质细胞共培养

ALS

原代脑微血管内皮细胞与脑皮层组织块共培

星形胶质细胞可致神经元密度降低约 45%、神经元突

[56]

触蛋白丢失; SOD1 基因野生型星形胶质细胞则不会

将原代脑微血管内皮细胞和皮层组织块分别培养在

影响神经元密度和其突触蛋白的表达, 而且还可减

transwell 小池微孔膜的上、下侧, 建立了一个可多靶点

少其氧化应激反应。该模型选用小鼠脑皮层神经元细

养

AD 疾病过程中, 血管发生淀粉样病变。Liu 等

研究 AD 脑神经血管损伤机制的模型。在模型中加入

胞, 而非运动神经元, 对 ALS 主要累及运动神经元

Aβ25-33 损伤后, 发现共培养体系跨内皮电阻降低, 特

的病变机制不相吻合; 如能使用该微流体控制装置

征性酶活性降低, F-肌动蛋白纤维减少, 线粒体损伤

将原代运动神经元与 SOD1 基因突变的星形胶质细

增多; 给予胆碱酯酶抑制药卡巴拉汀后, 这些变化可

胞共培养, 其研究结果将更加符合 ALS 疾病中细胞

以逆转。研究证明, 在 AD 病程中, 神经与血管可以

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相互作用, 其机制涉及胆碱酯酶活性异常。此模型可

3.4.3

运用于血管病变导致神经元损伤引起血管性老年痴

过密度梯度离心分离大鼠胚胎腹侧脊髓富含运动神

呆的机制研究。

经元的细胞并接种在单层高度富集的新生大鼠

3.4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Schwann 细 胞 非 融 合 的 玻 璃 板 上 共 培 养 , 观 察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ALS) 是累及上运动神经元

Schwann 细胞对运动神经元生长影响。发现共培养运

原代运动神经元与周围神经细胞共培养

通

(大脑、脑干和脊髓), 又影响到下运动神经元 (颅神

动神经元可以存活至少 3 周或更长时间。此运动神经

经核和脊髓前角细胞) 及其支配的躯干、四肢和头面

元与 Schwann 细胞共培养体系中, 神经元突触连接

部肌肉的一种慢性进行性变性疾病, 与 AD、PD 同为

形成一个自发活动的神经网络, 可测量到膜电位与

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3.4.1

[57]

钙的瞬时表达 [61] 。该培养方法为研究兴奋性毒性提

。

运动神经细胞株共培养

当小胶质细胞被激

活后, 会释放许多潜在的神经毒性物质, 进而损伤运
动神经元。Wen 等

[58]

运用小胶质细胞系 (BV-2) 的上

供了一种细胞共培养模型, 也可用于进一步研究肌
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可能机制。
3.4.4

器官型脊髓片培养

运动神经元的修复与再

清液 (未经 LPS 活化的 BV-2 上清液、LPS 活化的

生, 是脊髓损伤研究的热点。常用策略是减少炎症,

BV-2 上清液、添加 NOS 抑制剂并经 LPS 活化的 BV-2

抑制胶质瘢痕形成[62]。有研究采用 4 日龄新生大鼠

上清液) 与运动神经细胞杂交瘤细胞株 (NSC-34)

取其脊髓, 切成 350 μm 厚度, 放入 transwell 小池中,

共培养, 分析共培养中 BV-2 培养液对 NSC-34 死亡

在加入外周神经移植物共培养, 给予不同浓度的米

相关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TNFR1 和 TNFR2) 表达的

诺环素, 观察米诺环素对运动神经元的存活率的影

诱导作用。结果发现, 在使用和不使用抑制剂情况下,

响。结果表明, 高剂量米诺环素通过抑制共培养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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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质活化引起的炎症反应, 而提高运动神经元细胞
的存活率

[63]

似的细胞外微环境控制、细胞的去分化和选择、培养

。此模型中运用三维培养研究, 更贴近在

载体的生物相容性等, 这些问题有可能在今后的研

体的研究, 能对多个机制进行阐述, 可为药物治疗后

究中逐步得到完善。随着细胞培养技术的发展, 中枢

脊髓损伤中运动神经元的修复提供参考模式。

神经系统细胞共培养将会为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机

4

制研究及其治疗药物的临床前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4.1

思考与展望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研究中原代细胞的使用
由于缺乏在体的多种诱导分化因素, 随着培养

代数的增加, 细胞去分化现象明显, 其特定的表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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