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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淮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的分离培养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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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分离得到安淮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成功构建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系，为相关研究提供实验材料。
以安淮山羊背最长肌肌肉组织为材料，采取胶原酶和胰蛋白酶结合的二步消化法，结合差速贴壁法纯化原代骨骼肌
卫星细胞。对骨骼肌卫星细胞中特异性基因 Pax7 用免疫荧光染色法及 PCR 扩增加以鉴定。通过分离、纯化，得到
纯度较高的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其形态为圆形，折光性强。培养一段时间后密度增大，细胞呈梭型。所得骨骼肌
卫星细胞生长状态良好，具有较为一致的生长方式和形态特点。经免疫荧光染色法以及 PCR 鉴定发现细胞系中有
Pax7 基因的表达。通过上述材料和方法，可获得较纯的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并稳定传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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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Anhuai goat skeletal muscle satellite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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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keletal muscle satellite cells of Anhuai goat were isolated and used for construction of a series of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he skeletal muscle satellite cells from longissimus muscle tissue of goats were
isolated by collagenase and trypsinase digestion method. The satellite cells were purified by differential adhesion
and cultured by passage, cryopreservation and other experimental methods. The marker gene of paired protein box
(Pax7) of the cells was detected by PCR and immunocytochemistry technology. After purified by differential adhesion method, the high purity skeletal muscle satellite cells were grown from sphere with a strong refraction to
long-shuttle in shape after culturing for a certain tim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solated muscle satellite cells
were healthy and had a similar growth style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expression of Pax7 in the cells
was detected through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and PCR amplication. The analysis result showed that high purity skeletal muscle satellite cells were obtained and these cells were genetic stable.
Key words: goat; skeletal muscle satellite cells; cell isolation; cell culture; immunocytochemistry technology
骨骼肌卫星细胞是存在于肌细胞膜和基膜之间
具有增殖和分化潜力的组织干细胞，被认为有一定
的自我更新能力 [1] 。骨骼肌卫星细胞在正常情况
下，位于肌纤维的肌膜与基底膜之间，一般处于相
对静止状态，但在特定的应激条件比如肌肉损伤、
萎缩等情况下可被激活，进入分裂、增殖产生肌前
体细胞，并分化形成新的肌纤维或与原来的肌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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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完成肌肉组织的生长与发育，对肌组织的发育
和修复有着重大意义[2-5]。骨骼肌是动物躯体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占到产肉动物躯体的 40%，因此骨骼
肌的生长发育与动物的产肉性能有着紧密联系[6]。
骨骼肌卫星细胞具有免疫原性低、移植后存活时间
长，具有较强增殖和分化能力等，且在适当条件下
培养，可向成肌细胞、成脂肪细胞等多个方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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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7]。骨骼肌卫星细胞可作为动物产肉性能、肌肉
方面的疾病等组织工程研究的实验材料。
骨骼卫星细胞的体外分离、培养与鉴定，国内
外已经有过不少报道。Mauro 在 1961 年采用电镜技
术初次分离获得蛙的骨骼肌卫星细胞[8]。目前，小
鼠、大鼠、山羊、绵羊、鸡、猪、牛和人等动物的
骨骼肌卫星细胞均取得了一定进展[9]。本实验研究
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的培养及鉴定方法，为构建一
种理想的体外培养骨骼肌细胞的方法提供思路，并
为山羊繁殖育种研究提供良好的细胞材料来源。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实验用安淮山羊样本来源于合肥博大牧业科技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羊场。
1.2 主要试剂
含双抗（青霉素与链霉素）的 PBS，I 型胶原
酶 ， 胰 蛋 白 酶 ， 体 积 增 殖 培 养 液 （ 80%DMEM/
F12+10 %胎牛血清（FBS）+10 %马血清），分化培
养基（80 % DMEM / F12 +20 %新生小牛血清)，4 %
多聚甲醛，0.1 %Triton X-100，BSA 溶液。
1.3 骨骼肌卫星细胞的分离
取安淮山羊背最长肌肌肉组织置于消毒灭菌的
托盘上，连同托盘送至照过紫外的超净台中，用含
有双抗的 PBS 冲洗。取 1 cm × 1 cm 的肌肉组织块
于加入了双抗的 PBS 的 6 cm 培养基中，去除筋膜、
结缔组织以及脂肪组织等。然后转移至灭菌过的培
养基中剪至肉糜状。加入 0.25%的 I 型胶原酶进行
消化，37 ℃恒温消化 1 h，每隔 10 min 摇匀 1 次。
加入 3 mL 0.25%胰酶，37 ℃消化 30 min，每隔
10 min 摇匀 1 次。
1.4 骨骼肌卫星细胞的培养
对体积增殖培养液进行 37℃恒温处理。肉糜转
入 15 mL 离心管 1 000 r·min-1 离心 9 min 后去除上
清液转，移至培养基中，再加入 2.5 倍体积增殖培
养液终止消化。将获得的细胞悬液依次通过 200 目、
400 目的滤网，收集滤液，1 000 r·min-1 离心 10 min，
弃上清液。加入体积增殖培养液重新悬浮细胞，接
种至细胞培养皿上培养，12～24 h 后可见细胞开始
贴壁生长。4 d 后换液，之后每天换液，倒置显微镜
下观察细胞的生长情况。
1.5 骨骼肌卫星细胞纯化
培养基中细胞密度达到 70%时，弃培养皿中培
养基[10]。PBS 洗涤后，用 0.25 %胰酶进行消化 10～
30 s，加入体积增殖培养液终止消化。用枪头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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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打细胞悬液后，1 000 r.min-1 离心 10 min 弃上清
液。细胞重悬后以 1:1 的比例传代，换液每天 1 次，
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的生长情况。
1.6 骨骼肌卫星细胞的诱导分化
取培养至第 2 代的细胞，将体积增殖培养液更
换为分化培养基进行诱导分化培养。倒置显微镜下
观察骨骼肌卫星细胞及肌管生长及分化情况。
1.7 骨骼肌卫星细胞的免疫荧光染色鉴定
将细胞中培养基吸除，每孔加入 250 μL 的
DPBS 清洗 2 次。用 4 %的多聚甲醛固定细胞，常
温下孵育后，用 DPBS 清洗细胞 3 次。每孔加入
250 μL 0.1%TritonX-100，37℃条件下孵育，用 DPBS
清洗 4 次。1 % BSA 在室温条件下孵育 1 h，加入一
抗，4℃条件下孵育过夜。用 DPBS 清洗 6 次，加入
二抗，在 37℃条件下孵育，然后用 DPBS 清洗。制
备适量的 Hoechst3342 溶液，避光保存。每孔加入
250 µL，避光、室温条件下在脱色摇床上孵育 30
min，然后弃反应液，每孔加入 250 µL 的 DPBS 清
洗 3 次，最后利用荧光显微镜拍照。
骨骼肌卫星细胞的 PCR 鉴定：采用 OMEGA
总 RNA 提 取 试 剂 盒 提 取 肌 肉 组 织 和 细 胞 的 总
RNA。反转录实验采用全式金的 EasyScript one-step
gDNA Removal and cDNA Synthesis Super Mix 反转
录 试 剂 盒 进行 ， 反 转 录体 系 包 括 AnchAnchored
Oligo(dT)18 Primer (0.5 μg·μL-1)/miR-27b、U6 茎环引
物 1 µL、2×ES Reaction Mix 10 µL、gDNA Remover
1 µL、RNase-free Water to 20 µL 和 EasyScript RT/RI
Enzyme Mix 1 µL，完成了 cDNA 的合成。

引物
Primer
Pax7

表 1 引物设计
Table 1 Primer design
序列 Sequence
（5＇→ 3＇）
Forward: AGCCGCACCACCTTCACA
Reverse: TCTGGGCCAGTTCCTCCC

采用 TaKaRa 试剂盒，进行 PCR 的扩增。反应
体系包括 Premix Taq 25 µL、cDNA 2 µL、引物
1 µL、ddH2O 22 µL。PCR 扩增条件：94℃预变性
3 min；94℃变性 30 s；60℃退火 30 s；72℃延伸
1 min；共 30 个循环；72℃延伸 10 min；4℃保存。
PCR 扩增产物的检测：首先制作 1 %琼脂糖凝
胶，待凝胶冷却凝固后放入电泳槽中，每孔加入
5 µL 的 PCR 产物，同时加入 5 µL 的 DNA Marker
DL2000 作为参照，在电泳槽中电泳检测，200 V
25 min，于凝胶成像系统中观察结果并拍照。通过
与 DNA Marker 的比对确认目的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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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1 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的分离培养
刚分离出的原代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形态呈圆
形，且折光性强。24 h 后开始贴壁生长，骨骼肌卫
星细胞形态仍呈圆形。培养至 48 h，细胞缓慢增殖，
骨骼肌卫星细胞未完全展开，但开始出现纺锤形或
梭形。72 h 后大部分细胞为贴壁生长，细胞饱满，
呈梭形或纺锤形，且折光性强，但此时贴壁细胞中
含一定量的成纤维细胞，故需纯化。第 4 天换液，
经过差速贴壁纯化，细胞纯度增加。第 2 代骨骼肌
卫星生长状态良好，具有较为均一的生长方式和形
态特点。
纯化至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贴壁生长到 70%
汇合后，体积增殖培养液更换为分化培养基，诱导
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的形成。72 h 后，于光镜下能
观察到肌管。在第 5 天后，开始出现大量肌管。肌
管排列成束，且大部分肌管出现收缩跳动现象，说
明分离出的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体外分化能力较
好。
2.2 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的免疫荧光鉴定
对经体外培养的骨骼肌卫星细胞进行间接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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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鉴定。本次实验所选的骨骼肌特异性基因为
Pax7，并且进行 DAPI 染核。经免疫荧光染色的 Pax7
基因的免疫阳性产物分布于细胞质中，呈明显的亮
绿色（图 2-A）。而 DAPI 染核的结果应为阴性，可
以使细胞核核仁呈现蓝紫色（图 2-B）。因此，当免
疫荧光染色和 DAPI 染核同时进行时，细胞应表现
为细胞质成亮绿色，细胞核成蓝紫色，与图 2-C 一
致。结合实验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形态学特点，说明
所培养的细胞为安淮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并且具
有较高的细胞纯度，达到 90 %以上。

图 1 成肌诱导第 1 天的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图
Figure 1 The myoblast induced of goat muscle satellite cells
on day 1

A.表达 Pax7 基因结果；B. DAPI 染核结果；C.同时表达 Pax7 和 DAPI 染核结果
A. The results of expressing Pax7 genes; B. The results of DAPI nuclei staining; C. The results of expressing Pax7 genes and
DAPI nuclei staining
亮绿色的细胞质由图中的 代表。蓝紫色的细胞核由图中的
代表 Bright green cytoplasm from the figure are represented by
. Blue-purple nucleus from the figure re represented
图 2 安淮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培养结果
Figure 2 The cultured Anhuai goat skeletal muscle satellite cells

Figure 3

图 3 提取的 RNA 凝胶电泳
Electrophorsis of PCR product extraction of RNA

2.3 普通 PCR 技术对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的鉴定
通过对培养的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系提取总

RNA，经凝胶电泳发现，提取的总 RNA 出现 3 条
带，说明所提取的总 RNA 完整性较好。并通过分
光光度计检测，其 A260 / A280 在 1.9～2.1 之间，说明
RNA 质量较好，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实验。将提取的
RNA 用反转录试剂盒反转成 cDNA 后，根据设计的
引物进行 PCR 扩增，然后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分
析。实验结果发现，经凝胶电泳后，凝胶上出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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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的目的条带，说明细胞中有 Pax7 的表达，可以
鉴定此细胞系为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系。

M:Marker DL2000,1、2、3 和 4 为 Pax7 基因条带
The band in lane 1,2,3 and 4 is Pax7 gene
图 4 Pax7 基因 PCR 结果的凝胶电泳
Figure 4 Electrophorsis of PCR product of Pax7 genes

3

讨论

3.1 骨骼肌卫星细胞分离及培养
骨骼肌卫星细胞在动物体幼龄时含量较高，骨
骼肌卫星细胞的数量和比例随着动物年龄增加而不
断减少，出生时最多[11]。分离获得哺乳动物骨骼肌
卫星细胞时，实验动物日龄的长短及分离细胞的时
机是分离出高质量骨骼肌卫星细胞的关键。骨骼肌
卫星细胞的分离方法，主要有组织块法和酶消化法，
其中酶消化分离法主要有胶原酶法和胰蛋白酶法
等[12]。分离纯化的手段除了差速贴壁法以外，还有
流式分选法和密度梯度离心法。流式分选法主要应
用于人和小鼠的研究，这种方法使用流式细胞仪来
分离细胞，细胞纯度可达 99%，但实验仪器比较昂
贵且容易受到污染[13]。而密度梯度离心法虽然能够
获得纯度高的细胞，但由于多次离心可造成细胞的
大量流失且对细胞活性有一定的影响，使其应用值
得商榷[14]。本研究采用幼龄的安淮山羊分离骨骼肌
卫星细胞，利用胶原酶和胰酶联用的二步消化法，
并且结合差速贴壁法来分离细胞。两步消化法可以
使细胞充分释放出来，而差速贴壁法则可以去掉培
养的细胞中夹杂的成纤维细胞，起到纯化的作用，
获得的骨骼肌卫星细胞的纯度和存活率均比较适
中，且能正常增殖。
实际上，骨骼肌卫星细胞培养难度较大。在培
养过程中，原代骨骼肌卫星细胞的贴壁能力比较差，
采用一般的塑料瓶或者玻璃瓶，细胞往往不能贴壁
生长而死亡。目前的培养方法主要是通过多聚赖氨
酸等处理培养瓶来促进细胞贴壁[15]。骨骼肌卫星细
胞的培养对条件要求较高，须要在培养基中加入胎
牛血清来促进细胞生长，否则增值速度慢且易老化。
所 以 在 本 实 验 中 经 摸 索 ， 采 用 含 80%D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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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2+10 %胎牛血清（FBS）+10%马血清的体积增殖
培养液效果较好。另外，在成肌诱导分化过程中，
要注意采用适当的细胞培养密度和简单可行的培养
方法。
3.2 骨骼肌卫星细胞鉴定方法
Pax 基因家族为一组编码含成对结构域转录因
子的发育调控基因，其中 Pax7 与中枢神经系统和
骨骼肌的发育有关，能使多能干细胞转变为生肌性
细胞，对骨骼肌的发育和再生有着重要作用[16]。免
疫荧光染色的本质是抗原抗体反应，是一种将抗原
抗体相结合并且与形态学相联系的方法。该方法具
有特异性强、灵敏度高和检测速度较快的特点，是
近代免疫学中较为常见的使用方法，但其操作步骤
比较复杂[17]。本次实验采用免疫荧光鉴定的方法来
检测所培养细胞中 Pax7 的表达情况，实验结果表
明所培养的细胞为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事实上，
骨骼肌卫星细胞中除了 Pax7 以外，还含有 Desmin、
MyoD 等特异性基因，这些特异性基因均可以对骨
骼肌卫星细胞进行鉴定[18]。
除此之外，还可以采用 PCR（聚合酶链式反应）
的方法来进行骨骼肌卫星细胞的鉴定。PCR 是一种
体外酶促合成，用来扩增特定 DNA 片段的方法，
其原理是根据待扩增的已知 DNA 片段序列，通过
人工合成与该 DNA 2 条链互补的 2 段引物，在体外
将待检的 DNA 模板在酶促作用下进行扩增[19]。因
其准确性好及检测速度快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许
多领域，比如法医学和遗传病等方面。同时在许多
疾病的诊断研究方面，特别在肿瘤的早期诊断以及
癌基因与肿瘤的关系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20]。PCR
技术有很多种类型，本次实验则采用普通 PCR 的方
法，利用从所培养的细胞中提取 Pax7 基因，根据
PCR 技术原理，在体外进行总 RNA 的提取，cRNA
的合成、PCR 的扩增以及 PCR 产物的检测与测序
等实验方法进行骨骼肌卫星细胞的鉴定。在实验操
作过程中，应该注意掌握具体的操作细节，如温度
的设定、循环的次数等，避免误差，减少实验次数。

4

结论

本实验成功分离出山羊的骨骼肌卫星细胞并对
其进行了鉴定。建立了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分离、
培养和鉴定的方法，通过免疫荧光染色以及 PCR 的
鉴定成功建立山羊骨骼肌卫星细胞系，可为肌肉疾
病等方面的组织工程及基因治疗的研究及提供良好
的细胞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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