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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细胞系的构建在生物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与其他动物(如昆虫)不同,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海
洋无脊椎动物细胞研究仍停留在原代培养水平, 没有建立起克隆化的永生细胞系。本文主要介绍了近
年来海洋无脊椎动物细胞培养的研究进展, 还介绍了一个基本原理, 即海洋无脊椎动物永生细胞系的
建立, 可以通过捕获细胞的干性而实现。捕获细胞干性的第一条途径是利用转录因子等直接由体细胞
制备海洋动物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PS 细胞)。第二条途径是获取海洋动物的成体干细胞(ASC)。这些细
胞在维持机体活性、再生、无性克隆、体内增殖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当培养条件正确时, 海洋无脊椎
动物 iPS 细胞和 ASC 将会保持其原始状态, 利用干细胞自我复制的固有能力、不分化地进行增殖而形
成永生细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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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无脊椎动物门类繁多, 150 多年来为研究再

径: 第一种是针对静止状态的体细胞, 利用在哺乳

生、应激反应、环境适应等生物过程的调节机制提

动物细胞中成功诱导的 iPS 细胞的方法; 第二种是

供了大量生物材料, 被用作模式生物解释各种生物

以生物体内的成体干细胞作为建系靶细胞。 

学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原代培养一般通过酶分解
含有特定细胞的组织, 或剪碎组织后使细胞从组织

1

细胞静止

碎片迁移出来而获得培养物。尽管绝大多数原代培

海洋无脊椎动物细胞通常在离体培养 24~72 小

养产生的细胞群增殖能力有限, 但在极少数情况下,

时后进入静止状态。细胞静止是指细胞的不分裂状

原代细胞会连续复制而形成细胞系 。节肢动物可能

态, 例如细胞分化后退出细胞周期的状态(如神经元

最好地说明了细胞系对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性。目前

和心肌细胞), 它类似于孢子的休眠状态 [5]。这种静止

已建立了 940 多种昆虫细胞系 [2], 大多数拥有完善的

状态存在不同类型和深度, 例如在肌肉干细胞中存

模型系统, 在众多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 已远超出昆

在着不同深度的细胞静止状态, 细胞可以响应某些

虫学范畴。细胞系在阐明复杂生理过程, 推进分子生

环境信号而进入一种特殊的“静止”, 并且这些细胞

物学以及功能基因组学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3]。目前

对触发退出静止状态的信号更为敏感。这种中间状

已经建立了淡水和陆生无脊椎动物(水螅 Hydra、线

态例如干细胞中的“G-alert”和 T 淋巴细胞中的

[1]

虫 Caenorhabditis)的细胞系, 并报道海葵(Anemonia

“G0(A)”[6-7]。静止细胞在新陈代谢上仍然是活跃的,

viridis)和对虾(Penaeus)细胞的长期(>1 个月)原代培

并且在适当的环境或信号下能够回到细胞周期。

养 [4], 但仍没有得到海洋无脊椎动物的永生细胞系。
本文对近年来海洋无脊椎动物细胞培养的研究
进展进行了综述, 整理了哺乳动物领域几种代表性
的干细胞, 包括成体干细胞、肿瘤干细胞和诱导多能
干细胞(iPS),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具备无限
增殖能力和分化能力, 即具备细胞干性; 介绍了通
过获得细胞干性建立海洋无脊椎动物细胞系的两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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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r 等 [8] 使用转录谱分析了人二倍体成纤维细胞

Yamanaka 首次培养出小鼠 iPS 细胞 [13] 以来, 这项

在三种独立信号(无丝裂原、接触抑制和失去粘附)

技术已被证明能诱导多种哺乳动物产生 iPS 细胞,

作用下退出细胞周期的特征, 发现静止是由初始信

推进了再生医学、基础发育生物学等许多领域的研

号决定的一组状态, 每一种状态都处于动态平衡中,

究。目前哺乳动物 iPS 细胞是通过引入重编码基因

具有可逆性, 并存在一个与静止有关的遗传程序,

或将重组蛋白导入细胞。在小鼠和人体细胞中, 可以

不同于其他细胞周期停滞, 如衰老、凋亡和终末分

通过几个关键的转录因子(如 OCT4、KLF4、SOX2 和

化。这为通过获取成体干细胞和诱导多能干细胞的

c-MYC)使体细胞去分化成为 iPS 细胞。iPS 细胞能

方法建立海洋无脊椎动物永生细胞系提供了可能。

够产生可育的嵌合体小鼠, 甚至仅由 iPS 细胞派生

2

出完整胚胎 [14]。

成体干细胞

对于非哺乳动物, 科研人员也通过人类的 OCT4/

干细胞是科学界最有争议的术语之一。一般定

POU5F1、NANOG、SOX2 转录因子将鹌鹑(Coturnix)

义干细胞是一个细胞谱系的起源, 具有自我更新和

胚胎成纤维细胞去分化为 iPS 细胞 [15]。而 Rosselló

多能性, 能产生特定组织甚至生物体的所有细胞类

等 [16] 发现用于在小鼠和人类中生成 iPS 细胞的一

型 [9]。根据个体发育过程中干细胞出现的次序和发育

组四个哺乳动物转录因子可以在其他非哺乳类脊椎

潜 能 的 不 同 , 可 分 为 胚 胎 干 细 胞 (embryonic stem

动物(鸟类、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果蝇)中诱导部分重

cells, ES 细胞)和成体干细胞(adult stem cells)。成体

编码的多能干细胞。这些发现证明了跨系干细胞诱

干细胞是指已分化的特定组织中的未分化细胞, 可

导的可能性, 也表明在广泛的系统内干细胞基因库

来源于胎儿或成体组织, 如造血干细胞、神经干细

可能高度保守(图 1)。关于干细胞基因库的保守性研

胞、精原干细胞等。有些哺乳动物成体干细胞和海

究从十多年前开始, 陆续发现一些基因(Vasa、Nanos

洋无脊椎动物一样, 具有多能性甚至是全能性

[10-11]

。

和 Piwi)重编码的多能干细胞可以在一些高度再生的

但海洋无脊椎动物成体干细胞数量普遍较少, 能够

动物(水螅、扁虫等)中产生生殖细胞 [17]。这些基因在

在体内跟踪成体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和行为的无脊椎

不同物种的多能干细胞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保守

生物模型也不多, 因此对这些成体干细胞的研究一

基因的存在意味着在这类细胞中存在一个潜在通用

直没有取得进展。对哺乳动物的研究表明可以从已

的控制分裂分化增殖的系统 [18]。

分化的体细胞中培养出干细胞, 这一自我更新机制
为其在细胞培养方法中的应用提供了基础。

虽然关于哺乳类(如猪、马、兔等)和非哺乳类脊
椎动物(鸟类等)的 iPS 细胞研究日趋成熟 [19], 但尚

与成体干细胞概念相关的是肿瘤干细胞(cancer

无关于海洋无脊椎生物的相关研究。由普通的体细

stem cell, CSC)。肿瘤干细胞等同于正常的成体干细

胞产生 iPS 细胞是一个人为可重复操作的过程, 这

胞, 可以看作是成体干细胞特性的一种极端表现。具

种方法克服了细胞分离出来后会进入静止状态这一

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可以分裂产生其他的肿瘤干细

阻碍, 为海洋无脊椎动物细胞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

胞, 同时也可以分化成为其他细胞。例如犬传染性性
病肿瘤(canine transm-issible venereal tumor, CTVT)是

4

一种发生在狗身上的传染性疾病, 通过性交传播。这
个细胞系从犬类第一次被驯化到现在已经超过了
6000 年[12], 但其干性依旧存在并且没有衰弱的迹象。

3

干细胞在海洋无脊椎动物细胞培养
中的应用
海 洋 无 脊 椎动 物 中 成 体干 细 胞 数 量普 遍 较 少 ,

但存在较多的多能干细胞(pluripotent stem cells), 这
些细胞在维持机体活性、再生和无性克隆中起重要

诱导多能干细胞
诱导多能干细胞(iPS 细胞)具有自我更新能力,

具有通过分裂产生与母细胞完全相同的子代细胞的
“无限”增殖能力; 该细胞还具有多向分化潜能, 能
够分化出多种细胞类型和组织。类似于胚胎干细胞

作用。虽然在部分无脊椎动物如扁形动物中多能干
细胞相对较少, 只有 4%~6.5%, 但是较脊椎动物还
是具有非常高的比例 [20]。

4.1

海绵动物

(ES 细胞), 哺乳动物多能干细胞在体外和体内环境

海绵动物属低等、原始的多细胞动物类群, 被认

中均表现出高度可塑性。自 2006 年 Takahashi 和

为是理解动物进化和发展的关键生物。其体内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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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图 1 实验物种间干细胞基因的同源性系统发育
Phylogeny of species used and stem cell gene homologies

注: a: 实验物种与小鼠的系统发育关系: 鸟类(鸡和鸣禽)、鱼类(斑马鱼)和昆虫(果蝇); b-e: 四种干细胞诱导转录因子假定同源物的一般
结构和序列比较 [16]

多种抗性物质, 近几十年来, 在海绵中发现了大量

少。刺胞动物的研究中发现珊瑚的再生能力会随其

具有抗肿瘤、抗真菌、抗 HIV 的活性物质。海绵动

受伤-再生次数的增加逐渐减弱, 原因可能是再生过

物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 切掉的小块海绵可以重新

程中干细胞数量不断消耗。柳珊瑚的变形细胞除具有

长成完整个体, 捣碎的海绵细胞还可以聚合重新形

吞噬细胞类似功能外, 还具有多能干细胞的特性, 可

成新个体

[21]

以分裂分化出各种细胞类型 [25] 。对水母(Podocoryne

。

早在 1993 年 Klautau 等就建立了海绵细胞的悬

carnea)的研究 [26] 发现, 分离的单核横纹肌细胞不仅

浮培养方法, 但是现今海绵细胞培养仍停留在原代

可以多能转分化, 还能完成完整的体外再生过程。进

培养水平。主要是因为海绵动物多为合胞体, 体外培

一步研究表明当出芽时, 一种 Piwi 的同源物 Cniwi

养的海绵细胞结构与体内有很大的不同并且海绵动

的表达上调, 由于横纹肌细胞向平滑肌细胞的转分

物体内有多种内共生微生物, 很难实现无菌培养

[22]

。

化也激活了 Cniwi 表达, 因此 Cniwi 似乎在该物种的

海绵动物的多能干细胞数目非常多, 每个芽体(通常

细胞干性相关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但尚未见进一

约为直径 0.5 mm)内都有数以千计的原始生殖细胞。

步尝试干细胞的体外培养实验。

孙黎明

[23]

研究了繁茂膜海绵(Hymeniacidon perleve)

的干细胞鉴定分离纯化和体外增殖等问题并验证了
海绵干细胞的增殖分裂潜力, 但缺少后续实验论证。
而 Conkling 等 [24]研究配制了一种氨基酸优化的培养
基可以刺激 9 种海绵的细胞快速分裂, 首次实现了
海绵细胞分裂速度和数量的实质性提高。实验中分
裂最快的细胞数量在不到 1 小时内翻倍, 将其中四
种海绵的培养物进行 3 到 5 次传代, 传代后细胞数量
平均达到 5.99 倍, 寿命为 21~35 天。

4.2

4.3

扁形动物
扁形动物拥有强大的再生能力, 即使原始个体

的 1/279 大小的碎片也能再生成完整个体。其中再生
能力的关键是被称为 Neoblasts [27]的成体干细胞。这
种成体干细胞可以分化产生体细胞和生殖细胞, 用
于出芽、缺失部位的再生和体细胞的更新等生理过
程。例如受到损伤后扁形动物可以利用成体干细胞
分化再生修补损伤的组织, 而这一过程主要受到翻
译后修饰、磷酸化、泛素化以及染色质修饰等的调

刺胞动物

控 [28]。对其他扁形动物的研究表明, 寄生吸虫的幼虫

刺胞动物是真正的二胚层多细胞动物, 有了组

可由游离的间充质细胞产生 [29]; 绦虫中完整的蚴虫

织的分化, 但结构简单, 体壁仅由内、外胚层两层细

可由单个细胞再生形成; 淡水涡虫能够通过干细胞

胞以及中间无细胞结构的中胶层构成, 细胞类型较

介导全身再生。这些特性使得扁形动物成为研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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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存活超过 150 天, 但由于端粒损耗, 细胞增殖

细胞的优秀模式生物。
形态学上, Neoblasts 成体干细胞与其他生物体

停滞。Claydon 等 [37]利用聚乙二醇(PEG)介导两种细

的干细胞有许多共同特征, 如高核/质比、较大的细

胞 系 , 鲤 鱼上 皮 细 胞 系 (EPC)和 草 地 贪 夜 蛾 细 胞系

胞核、高嗜碱性的细胞质、胞质边缘有游离核糖体

(Sf9)融合后与斑节对虾(Penaeus monodon)的血细胞

和少量线粒体、没有或很少有内质网。Gehrke 等 [27]

融合, 首次得到了对虾杂交细胞, 但在融合细胞中

的研究表明虽然再生过程中外部刺激不同导致种间

未能观察到对虾基因以及虾类病毒敏感性。Puthu-

的同源性判断有些困难, 但总体上这一成体干细胞

mana 采用猿猴病毒 40-T 抗原和腺病毒 12S-E1A 基

在 5.5 亿年进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保守性。目前仍缺

因两种癌基因分别转染斑节对虾淋巴细胞, 增殖细

乏成体干细胞体外长期培养的相关研究。

胞存活 90 天以上, 但未实现永生化 [38]。韩倩等 [39]整

4.4

理研究了对虾永生性转化的相关技术, 并就虾的类

环节动物
环节动物多毛类具有优秀的再生损伤身体部位

的能力。因此可利用多毛类作为模型, 揭示再生过程
的基本特征和未知特性。细胞干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干
细胞的形成以及组织再生。Rebscher 等[30]研究发现沙
蚕原始生殖细胞(primordial germ cell, PGCs)和中胚层
后生长带(mesodermal posterior growth zone, MPGZ)细

淋巴细胞(Oka)的原代和传代培养进行了部分优化,
同时发现在虾细胞中, 慢病毒载体介导的基因转移
比脂质体和逆转录病毒介导的方法具有更高的转染
效率。目前传代培养和建立稳定或连续的虾细胞系
相关问题仍有待解决 [40]。培养基方面 Sivakumar

[41]

以南美白对虾血淋巴的氨基酸组成为基础, 采用 5

胞虽然在形态上难以区分, 并且均表达 Vasa、Nanos

种不同的培养基, 建立了南美白对虾不同组织和血

和 Piwi, 但经 5-乙炔基-2′-脱氧尿苷(EdU)标记后,

细胞的体外细胞培养体系。

MPGZ 前方可检测到一簇特殊的 PGCs, 推测多毛类

4.6

动物早期 PGC 是预先形成的。Fischer 和 Arendt 的
研究进一步发现杜氏阔沙蚕(Platynereis dumerilii)四
个原始生殖细胞在胚胎发生早期由“初级中胚层”
第一次分裂产生, 这也是整个躯干中胚层的起源 [31]。
在多毛类再生的分子基础方面, Giani 等 [32]研究了海
蠕虫(Capitella teleta)头部再生过程中 Piwi 基因的表
达, 证实了 Piwi 的保守性以及在多毛类未分化细胞
中的作用。Kozin 等 [33]研究了 Vasa、PL10 和 Piwi
基因在沙蚕尾部再生过程中的差异表达, 这些基因
在维持无脊椎动物原始生殖细胞和多能干细胞的未
分化状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4.5

软体动物
软体动物身体柔软, 真体腔不分节, 由头、足、

内脏团、外套膜和贝壳等五部分组成 [42] 。软体动物
的体外细胞培养有助于人们了解组织特异性细胞内
或细胞间发生的复杂生理过程, 目前为止只建立了
一 个 细 胞 系 ( 图 2), 即 光 滑 双 脐 螺 Biomphalaria
glabrata 胚胎细胞系(Bge)[43]。而且几乎没有海洋软
体动物干细胞的相关研究, 事实上软体动物身体结
构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导致它们在细胞培养以及细
胞系的建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首先由于共生体和
体内微生物的存在, 软体动物乃至整个海洋无脊椎
动物细胞培养过程中都很难做到无菌培养, 实验中

甲壳动物

不得不使用大量抗生素或采取其他更为严苛的杀菌

目前海洋节肢动物成体干细胞的研究较少, 对

措施, 但这些操作也会同时对软体动物细胞造成损

根头目的干细胞研究最为深入, 部分幼虫组织和器

伤。其次软体动物培养所需的等渗条件和 pH 值更为

[29]

。而甲壳纲作为

苛刻, 在实验中可能需要额外的渗透剂、无机离子或

节肢动物门中的第 3 大纲, 物种数仅次于昆虫纲和

其他螯合剂 [44]。还有外植体培养的条件, 水解酶对细

蛛形纲, 幼虫体内有部分干细胞, 选择性表达碱性

胞培养过程造成的损害, 使用胎牛血清对细胞的隐

官中的成体细胞可恢复为干细胞

磷酸酶

[34]

, 在无性出芽生殖中起重要作用。以对虾为

形损伤等问题 [1]。

例, 从 Chen 等 1986 年首次尝试使用 L-15 培养基培

虽然目前还没能培育出无限传代成功的细胞系,

养对虾的初级淋巴细胞和卵巢细胞至今已有三十多

但海洋贝类细胞培养的研究也取得了部分进展 [45] 。

年的历史 [35] 。Claydon 和 Owens 将人乳头瘤病毒

陈颉等 [46] 研究了文蛤(Meretrix meretrix)外套膜细胞

(HPV)E6 和 E7 基因转染到红螯螯虾(Cherax quadri-

在不同温度和盐浓度条件下细胞的生长情况, 培养

carinatus)细胞中

[36]

。虽然癌基因转染成功且转染后

的细胞可存活 30~35 天。You 等 [47]利用向 L-15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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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添加酵母提取物的方法成功培养文蛤消化腺细胞,

研究较多。但是成熟血细胞的寿命较短且体外培养

并在此基础上成功开展了 RNA 干扰实验。永生性研

很难保持其活性, 上皮细胞的原代培养也只能在体

究方面, 虽然软体动物体某些部位的快速增殖细胞

外存活较短时间。
尾索动物目前已经获得了至少两个独立的干细

可以转化为成体干细胞, 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支持性
实验论证

[48]

。

胞系统, 即上皮细胞和血细胞的干细胞系统。在菊海
鞘中, 从生长的芽中获得的细胞有多向分化潜能,
可以分化出大部分组织和器官。Voskoboynik 等 [53]
研究海鞘(Botryllus schlosseri)时发现它在整个生命
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干细胞介导的再生能力。尾索
动物的幼虫通过有性繁殖发育而成, 可通过干细胞
出芽形成新的个体。个体存活时间很短, 通过大量的
细胞凋亡死亡, 可连续出芽复制出全新的个体。因此,
他们的干细胞是组织中唯一能自我更新的细胞。但
这都是在体内表现出的细胞干性, 目前仍没有体外
条件下成体干细胞的相关研究。

图2

光滑双脐螺(Biomphalaria glabrata)胚胎细胞(Bge)

贴壁生长形态 [1]
Fig. 2 Morphology of adherent cells of the Biomphalaria
glabrata embryonic (Bge)

4.9

其他海洋无脊椎动物
苔藓动物是一类群体营固着生活的海洋无脊椎

动物, 约 5 000 种。几乎所有的苔藓动物都通过干细
胞来形成模块集落, 从越冬的囊孢(休眠芽)发芽或

4.7

通过“自裂”(自发地分裂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碎片)

棘皮动物
棘皮动物体内有与消化道分离的真体腔, 体壁

有来源于中胚层的内骨骼, 属后口动物, 是无脊椎
动物中最高等的类群。棘皮动物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
例如海星只要体盘连着一条腕, 就能长成新个体。有
些种类的海参在受攻击发生吐肠现象后仅需 7 天就
能完成肠道再生, 而研究认为干细胞是棘皮动物高
再生潜能的基础 [1, 49]。Reinardy 等 [50]检测到两个与海
胆棘突和管足相关的干细胞标志物(Vasa 和 Piwi)的表
达, 后续研究也验证了干细胞参与棘皮动物体壁的
再生过程这一观点 [1, 49]。在细胞培养方面, Wang 等 [51]
整理出一套简便易行的海参肠细胞培养方案, 并且
成功完成了海参肠细胞原代培养以及细胞凋亡诱导
与检测。此方案也广泛适用于包括棘皮动物、软体
动物和甲壳动物在内的其他海洋无脊椎动物。Benedetto 等 [52]首次完成了海百合(Antedon mediterranea)
体内与再生过程相关细胞的体外培养, 优化了细胞
培养条件, 细胞可以至少存活 7 周。

4.8

繁殖 [54]。新的组织是由芽发育而来, 可能含有全能干
细胞。Shunatova 等 [55]研究了苔藓虫(Bryozoan)再生
过程中细胞的增殖情况, 测试了苔藓虫触手的再生能
力, 在虫体的纤毛窝和口检测到干细胞, 而在成虫的
触手中未检测到干细胞。有些栉水母在切成两半或四
分 之 一时 能够 再 生出 完整 的 个体 , 例 如 Bolinopsis
infundibulum, Mnemiopsis leidyi [56]。许多栉水母通过
断裂和发芽的方式进行无性生殖。这些过程是否涉
及全能成体干细胞(totipotent adult stem cells)目前尚
未研究。其他无脊椎动物如毛颚动物, 腕足动物和纽
形动物等主要研究方向尚未涉及干细胞, 细胞学细
节和遗传学基础至今尚无研究。

5

讨论及展望
通过对近年来海洋无脊椎动物细胞培养研究的

整理发现, 细胞不能长期培养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海洋无脊椎动物细胞生长需求以及分裂所需
要的促进因子了解甚少; 二是缺乏海洋无脊椎动物

尾索动物

细胞生理方面的细致研究, 不同细胞需要的培养条

尾索动物也称被囊动物, 是脊索动物门的一个

件如渗透压、pH、无机离子和有机物配比、缓冲液

亚门。大多数实验以海鞘作为模式动物来进行研究,

等均有不同, 直接套用或参照脊椎动物或昆虫的培

为了揭示海鞘的免疫机制, 对于海鞘血细胞的培养

养基不能取得最佳的培养效果 [44]; 三是细胞分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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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的信息还不完备, 很难把握原代和传代培养过

入和维持静止状态。Gulaia 等[59]探讨了不同分子机制

程中的最佳细胞密度; 四是防菌问题, 海洋无脊椎

和邻近细胞如何影响胶质瘤干细胞的静止状态, 包括

动物细胞培养由于共生微生物的存在, 很难做到无

各种转录因子、检查点调节因子、蛋白激酶/磷酸酶,

菌培养。在细胞培养中如何处理共生菌与细胞的关

以及外源调节因子, 如细胞间相互作用、细胞外基质成

系是关键, 例如海绵的培养过程中如果加入抗生素

分等。研究表明 BTG1 和 BTG2(BTG1/2)是调节 T 细

进行抑菌处理, 同时会抑制海绵细胞的活性, 如果

胞活化的关键分子, 促进 mRNA 的降解, 使 T 细胞

不使用抗生素, 培养又只能维持 1~3 天 [57]; 五是接

处于静止状态, 缺少 BTG1/2 的 T 细胞因信使 RNA

种方法, 利用外植体直接培养时获取的分散细胞数量

丰度增加而激活和增殖[60]。Roche 等[61]发现在裂殖酵

过少, 同时能从组织块迁移的细胞种类有限, 极大的

母(Schizosaccharomyces pombe)中, RNAi(RNA inter-

限制了接种细胞的数量和质量, 而通过酶(胰蛋白酶、

ference)是维持细胞静止状态的重要调节机制。端粒

[58]

。尽管培

酶活性是限制细胞增殖的因素之一, pRb 和 p53 通

养基的组成是决定细胞系建立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路失活以及端粒维持机制的激活被认为是体细胞永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能设计出专门用于海洋无脊椎动

生化的必要条件 [62]。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端粒酶被激

物细胞体外生长的培养基, 这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海洋

活, 端粒长度就能维持稳定, 从而细胞的寿命得以

无脊椎动物细胞生长所需的生理生化条件。

维持 [63] 。通过细胞融合构建杂交细胞的研究也取得

胶原蛋白酶等)水解分散对细胞损伤较大

了部分成功, 例如将鲤鱼上皮细胞系(EPC)和草地贪
夜蛾细胞系(Sf9)融合后与斑节对虾(Penaeus monodon)
的血细胞融合, 首次得到了对虾杂交细胞 [37], 有望
实现对虾细胞连续培养。虽然采用传统方法培养细
胞成效甚微, 但是通过转基因和细胞杂交等技术,
捕捉细胞干性, 构建活跃增殖的海洋无脊椎动物细
胞系无疑是今后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细胞培养研究
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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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cell lines from marine invertebrates by inducing cellular stem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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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ment of cell lin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field of biology. Contrary to the field of insect
research, in which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ell lines has become routine, the marine invertebrate cell culture research has remained at the primary culture stage. Not a single marine invertebrate immortal cell line has been established yet even after decades of researc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marine invertebrate cell culture in the recent years. It also discusses the basic principle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immortal cell
lines from marine invertebrates through induction of cellular stemness. At first,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iPS) cells
of marine animals must be prepared. The technology used for developing iPS cells of mammals and other vertebrates is quite developed and involves dedifferentiation of somatic cells into iPS cells using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other method that can be used for developing iPS cells involves the use of adult stem cells (ASCs) from marine
animals.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ASCs in marine invertebrates; the ASC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processes, such as organism development and reproduction. Under certain culture conditions, iPS cells and ASCs of
marine invertebrates can form immortal cell lines using characteristics of self-generated stem cells.
(本文编辑: 赵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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