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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倍体细胞原代培养技术

也称初代培养，即从体内取出组织接种培养到第一次传代阶段，一般持
 续1一4周。此期细胞呈活跃的移动，可见细胞分裂，但不旺盛。初代培
 养细胞与体内原组织在形态结构和功能活动上相似性大。细胞群是异质
 的（Heterogeneous），也即各细胞的遗传性状互不相同，细胞相互依
 存性强。如把这种细胞群稀释分散成单细胞，在软琼脂培养基中进行培
 养时，细胞克隆形成率（Cloning Efficiency）很低，即细胞独立生存
 性差。克隆形成率即细胞群被稀释分散成单个细胞进行培养时，形成细
 胞小群（克隆）的百分数。初代培养细胞多呈二倍体核型；由于原代培
 养细胞和体内细胞性状相似性大，是检测药物很好的实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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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倍体细胞：

细胞群染色体数目具有与原供体二倍细胞染色体数相同或基本相同
 （2n细胞占75％或80％以上）的细胞群，称二倍体细胞培养。如仅

 数目相同，而核型不同的即染色体形态有改变者为假二倍体。二倍体
 细胞在正常情况下具有限生命期，故属有限细胞系。但随供体年龄和
 组织细胞的不同，二倍体细胞的寿命长短各异。人胚肺成纤维细胞可
 传50代±10代，人胚肾只有8～10代，人胚神经胶质细胞15～30代。

 由不同年龄供体取材建立的二倍体细胞系可供研究衰老之用。为保持
 二倍体细胞能长期被利用，一般在初代或2～5代即大量冻存作为原种
 （Stook

 
Cells），用时再进行繁殖，用后再继续冻存，可供长期使

 用或延缓细胞的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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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法原代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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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块原代培养



7

新生SD大鼠肺成纤维细胞（原代）：
 1.细胞种类：鼠肺成纤维细胞；

 2.培养的天数：48h；
 3.放大倍速：倒置显微镜

 
X40；

 4.培养基种类：RPMI1640+10%小牛血清；
 5.细胞状态与特征简述：细胞呈梭形，有伪足，边缘清晰整齐，贴壁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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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兔骨髓基质干细胞（原代）：
 1.细胞种类：幼兔骨髓基质干细胞；

 2.培养的天数：五天后；
 3.放大倍速：倒置显微镜
 

X40；
 4.培养基种类：DMEM+20%胎牛血清；

 5.细胞状态与特征简述：细胞呈梭形，有伪足，边缘清晰整齐，贴壁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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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兔骨髓基质干细胞（第一代）：
 1.细胞种类：幼兔骨髓基质干细胞；

 2.培养的天数：传代后十天；
 3.放大倍速：倒置显微镜

 
X40；

 4.培养基种类：DMEM+10%胎牛血清；
5.细胞状态与特征简述：细胞呈梭形，有伪足，边缘清晰整齐，贴壁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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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oat
 

Insert系列

Biocoat
 

细胞培养小室是经过细胞外基质（胶原Ⅰ型、胶原Ⅳ型、
 纤维胶原、纤维粘连蛋白、层粘连蛋白）包被的培养小室。细胞接种到
 小室底部PET膜上后，嵌入孔板浸培养，由于膜上分布一定大小的孔

 径，所以膜上细胞分泌的分子会穿过PET膜孔到达下面。PET的透明度
 高，可以直接取下染色、固定，在显微镜下观察或细胞的极性、形态结
 构、分裂增殖的动态变化。

 应用领域：于促进上皮细胞极性；不同类型细胞的分化；运输和渗透
 性研究；内皮细胞的迁移；肿瘤细胞侵袭检测；趋化研究；体外毒理研

 究；两种细胞共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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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oat
 

Cell Inserts培养系统集中了BioCoat和Cell Inserts的
 优点，特别适合进行细胞趋化、细胞迁移和肿瘤转移的研究。BD 

BioCoat
 

Matrigel
 

Invasion Chamer就是一个很好的体外研究
 肿瘤细胞的模型，如示例,在扫描电镜观察下，两个肿瘤细胞已经

 消化掉Matrigel, 正在通过Inserts上面的膜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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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肿瘤细胞原代培养技术

肿瘤细胞在组织培养中占有
 核心的位置，首先癌细胞是
 比较容易培养的细胞。当前
 建立的细胞系中癌细胞系是
 最多的。另外肿瘤对人类是
 威胁最大的疾病。肿瘤细胞
 培养是研究癌变机理、抗癌
 药检测、癌分子生物学极其
 重要的手段。肿瘤细胞培养
 对阐明和解决癌症将起着不
 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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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培养肿瘤细胞生物学特性

肿瘤细胞与体内正常细胞相比，不论在体内或在体外，在形态、

 生长增值、遗传性状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生长在体内的肿瘤细

 胞和在体外培养的肿瘤细胞，其差异较小，但也并非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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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形态和性状
 培养中癌细胞无光学显微镜下特异形态，大多数肿瘤细胞镜下观察比

 二倍体细胞清晰，核膜、核仁轮廓明显，核糖体颗粒丰富。电镜观察癌
 细胞表面的微绒毛多而细密，微丝走行不如正常细胞规则，可能与肿瘤
 细胞具有不定向运动和锚着不依赖性有关。

正常上皮 极 向 消 失 排列紊乱
层次增多

核∶浆=1∶4～6 核∶浆=1∶

 

1.1～1.2 恶性肿瘤细胞的病理性核分裂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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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生长增殖特点

1、在低血清中（2％～5％）仍能生长，

 成为检测细胞恶变的一个指标。

2、有自分泌或内分泌性产生促增殖因子

 能力。

3、形成集落（克隆）的能力比正常细胞

 强。

4、接触抑制消除，细胞能相互重叠向三

 维空间发展，形成堆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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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永生性
 

永生性也称不死性。在体外培养中表现为细胞可无限传代而不凋亡

 （Apoptosis）。体外培养中的肿瘤细胞系或细胞株都表现有这种性状，

体内肿瘤细胞是否如此尚无直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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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浸润性
 

浸润性是肿瘤细胞扩张性增殖行为，培养癌细胞仍持有这种性

 
状。在与正常组织混合培养时，能浸润入其它组织细胞中，并有穿

 透人工隔膜生长的能力。

原发瘤

血液转移
淋巴转移

种植性转移

直接蔓延

浸润性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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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异质性
 所有肿瘤都是由有增殖能力、遗传性、起源、周期状态等性状不同

 的细胞组成。异质性构成同一肿瘤内细胞的活力有差别的瘤组织；处于

 瘤体周边区的细胞获得血液供应多，增殖旺盛，中心区有的细胞衰老退

 化，有的处于周期阻滞状态，那些呈活跃增殖潜力的细胞称肿瘤干细胞

 （Stem Cells）、只有这些干细胞才是支持肿瘤生长的成分。肿瘤干细

 胞培养时易于生长增殖；把干细胞分离出来的培养方法称干细胞培养。

正常肠粘膜 结肠癌（与正常组织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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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细胞遗传
 大多数肿瘤细胞有遗传学改变，如失去二倍体核型、呈异

 倍体或多倍体等。肿瘤细胞群常由多个细胞群组成，有干细胞

 系和数个亚系，并不断进行着适应性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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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方法

肿瘤细胞培养成功关键在于：

①取材；

②成纤维细胞的排除；

③选用适宜的培养液和培养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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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取材：
 人肿瘤细胞来自外科手术或活检瘤组织。取材部位非常重要，体

 积较大的肿瘤组织中有退变或坏死区，取材时尽量避免用退变组织，

 要挑选活力较好的部位。癌性转移淋巴结或胸腹水是好的培养材料。

 取材后宜尽快进行培养，如因故不能立即培养，可贮存于4℃中，但不

 宜超过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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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培养基：
 肿瘤细胞对培养基的要求不如正常细胞严格，一般常用的

 RPMIl640、

 
DMEM、Mc-Coy5A等培养基等皆可用于肿瘤细胞培养。肿

 瘤细胞对血清的需求比正常细胞低，正常细胞培养不加血清不能生

 长，肿瘤细胞在低血清培养基中也能生长。肿瘤细胞对培养环境适

 应性较大，是因肿瘤细胞有自分泌（Autocrine）性产生促生长物质

 之故。但这并不说明肿瘤细胞完全不需要这些成分。按不同细胞需

 要不同的生长因子；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之间、肿瘤细胞与肿瘤细

 胞之间对生长因子的需求都存在着差异。但大多数肿瘤细胞培养中

 仍需要生长因子。有的还需特异性生长因子〔如乳腺癌细胞等）。

 总之培养肿瘤细胞仍需加血清和相关生长因子培养更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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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成纤维细胞的排除：
 成纤维细胞常与肿瘤细胞同时混杂生长，致难以纯化

 肿瘤细胞。而且成纤维细胞常比肿瘤细胞生长快，最终能

 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因此排除成纤维细胞成为肿瘤细胞

 培养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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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纤维细胞排除法

 1．机械刮除法：是用不锈钢丝末端插有橡胶刮头（用胶塞剪成三角形

 插以不锈钢丝）、或裹少许脱脂棉制成，装入试管中高压灭菌后备用（也

 
可用特制电热烧灼器刮除）。标记→刮除→冲洗→培养

2．反复贴壁法：根据肿瘤细胞比成纤维细胞贴壁速度慢的特点，并结

 合使用不加血清的营养液，把含有两类细胞的细胞悬液反复贴壁，使两类

 细胞相互分离，操作方法与传代相同。

３．胶原酶消化法：本法是利用成纤维细胞对胶原酶较为敏感的特

 点，通过消化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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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采用一些特殊的措施:

1．适宜底物：

 把经过纯化的细胞接种在不同的底物上，如鼠尾胶原底层、饲细胞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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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采用一些特殊的措施:
 

2．生长因子：

 应用促细胞生长因子，向培养液中增加一种或几种促细胞生长因子。根据细胞

 种类不同选用不同的促生长物，常用有胰岛素、氢化可的松、雌激素以及其它生长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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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采用一些特殊的措施:

3 动物体媒介培养方法：

为提高肿瘤细胞对体外培养环境的适应力和增加有活力癌细胞（干细胞）的数

 量，可采用动物体转嫁接种成瘤后，再从动物体内取出进行培养，能提高体外培养

 的成功率。受体动物以裸鼠最好。

 （1）瘤块接种：取新鲜瘤组织，用Hanks液洗净血污，切成1～3毫米小块，用

 穿刺针头吸一小瘤块，用酒精棉球擦拭动物腹部后，直接刺入皮下，注入瘤块；

 （2）饲养观察，待肿瘤生长达较大体积后，剥取出瘤组织；

 （3）进行体外培养；

 （4）为防止失败，仍取部分瘤组织继续在裸鼠体内传代。通过裸鼠媒介接种，

 有活力的肿瘤细胞数量增多，细胞培养易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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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鼠移植瘤单细胞分离培养

无菌条件下取出小鼠移植瘤组织，剪成1mm3小块，用0.5%胶原

 酶室温消化30分钟到1小时，再加等体积0.2%胰酶消化5～8分钟，

 在消化过程中用吸管吹打组织块或用自制装置（分别作为加样和

 收集器的两个注射器中间加一小滤器连接而成，滤器中间垫两层

 丝质材料以隔断组织块与单细胞）来回推动注射器吹打组织以分

 离单细胞，终止酶消化方法同上。常规方法接种培养收获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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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观察】主要观察细胞的一般形态，如大体形态、核浆比例、
 染色质和核仁大小、多少等以及细胞骨架微丝微管的排列状态等。
 【细胞生长增殖】检测细胞生长曲线、细胞分裂指数、倍增时间、
 细胞周期时间。

 【细胞核型分析】检测核型特点，染色体数量、标记染色体的有无、
 带型等。

 【凝集试验】检测凝集力。
 【软琼脂培养】检测集落形成能力。

 【异体动物接种】向异体动物体内（皮下）接种细胞悬液，观察成
 瘤能力。

 【其它】除上述项目外，根据需要还可做同位素标记、组织化学成
 分分析，荧光显微镜观察等。

最主要的为：异体动物（以用裸鼠为上）接种成瘤、软琼脂培
 养、核型分析、细胞骨架和电镜观察

体外培养肿瘤细胞生物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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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G的建系过程：
1．标本收集与培养：
获取了50例来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非何杰金氏淋巴瘤、鼻

 咽部淋巴瘤等肿瘤患者的骨髓或外周血标本，其中CD56+
 

70%
 的标本1例，CD56+60%的标本1例，CD56+40%的标本2例，

 CD56+30%的标本4例，CD56+10%的标本8例。
样本经过Ficoll-Hypaque淋巴分离液分离单个核细胞，用含

 有IL-2、IL-15、SCF、CD3

 

AK上清、PHA刺激PBMC培养上清的
 16种组合的RPMI1640和-MEN培养基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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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建了用于对NK细胞系进行基因修饰的IL-15、SCF真核
 表达载体，并对已有的NK细胞系进行了基因修饰，获得了表达IL-
 15、SCF的NK细胞株。

3．对成功筛选和建系的野生型NK细胞瘤系和基因修饰的NK
 细胞瘤系进行大规模连续培养工艺的冻存，其中包括转瓶培养和生
 物反应器培养（哺乳细胞发酵罐），保证达到临床中试规模，同时
 对该细胞的最佳活化因素、杀伤力最佳时点和运输、冻存、输注等
 技术环节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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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定目的基因修饰的NK细胞瘤系进行人鼠嵌合模型的抗癌
 试验，选择胸腹水、卵巢癌、黑色素瘤瘤、肾癌、肝癌、肺癌等顺
 序由易至难进行系统的药效学观察。

5.申报该野生型国人NK细胞瘤系和基因修饰NK细胞瘤系的
 发明专利(专利号:ZL03152968.2)，细胞系已送交中国微生物菌种

 保藏管理委员会。

6.将该野生型国人NK细胞瘤系和基因修饰NK细胞瘤系作为
 一类新药向国家医管局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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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培养物开始第一次传代培养后的细胞，即称之为细胞
 系。如细胞系的生存期有限，则称之为有限细胞系（Finite 

Cell Line）；已获无限繁殖能力能持续生存的细胞系，称连
 续细胞系或无限细胞系（Infinite Cell Line）。无限细胞系大
 

多已发生异倍化，具异倍体核型，有的可能已成为恶性细
 胞，因此本质上已是发生转化的细胞系。无限细胞系有的只

 有永生性（或不死性），但仍保留接触抑制和无异体接种致
 癌性；有的不仅有永生性，异体接种也有致瘤性，说明已恶
 性化。

三、细胞系/细胞株培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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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V-304（脐静脉内皮细胞系）
 1.细胞种类：ECV-304（脐静脉内皮细胞系）；

 2.培养的天数：3d；
 3.放大倍速：倒置显微镜

 
X100；

 4.培养基种类：1640+10%胎牛血清；
 5.细胞状态与特征简述：细胞呈梭形，贴壁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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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贴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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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经过生物学鉴定的细胞系用单细胞分离培养
 

或通过筛选的方法，由单细胞增殖形成的细胞群，称
 细胞株。再由原细胞株进一步分离培养出与原株性状
 不同的细胞群，亦可称之为亚株（Substrain）。

细胞株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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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

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large-scale culture technology）是指在人工条件下（设

 定pH、温度、溶氧等），在细胞生物反应器（bioreactor）中高密度大量培养动

 物细胞用于生产生物制品的技术。目前可大规模培养的动物细胞有鸡胚、猪肾、

 猴肾、地鼠肾等多种原代细胞及人二倍体细胞、CHO（中华仓鼠卵巢）细胞、

 BHK-21(仓鼠肾细胞)、Vero细胞(非洲绿猴肾传代细胞，是贴壁依赖的成纤维细

 胞)等，并已成功生产了包括狂犬病疫苗、口蹄疫疫苗、甲型肝炎疫苗、乙型肝

 炎疫苗、红细胞生成素、单克隆抗体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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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式

1、分批式培养

2、流加式培养（分批补料式培养）

3、半连续式培养

4、连续式培养

四、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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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细胞分批式培养过程的特征

μ：细胞的比生长速率：

 S：
 

底物浓度

 QS：基质比消耗速率；

 P：
 

产物浓度；

 QP：产物比生产速率。

分批式培养是指先将细胞和培养液一次性装入反应器内进行培养，细
 胞不断生长，同时产物也不断形成，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后，终止培养。

1、分批式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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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培养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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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加式培养（分批补料式培养）

流加式培养是指先将一定量的培养液装入反应器，在适宜的条件下接种细
 胞，进行培养，使细胞不断生长，产物不断形成，而在此过程中随着营养物质的
 不断消耗，不断地向系统中补充新的营养成分，使细胞进一步生长代谢，直到整
 个培养结束后取出产物。

根据流加控制方式不同，有两种流加式培养方式：无反馈控制流加和有反
 馈控制流加。无反馈控制流加包括定流量加和间断流加等；有反馈控制流加一般是
 连续或间断地测定系统中限制性营养物质的浓度，并以此为控制指标来调节流加速
 率或流加液中营养物质的浓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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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半连续式培养

半连续式培养又可称为反复分批式培养，是指在分批式培养的基
 础上，将分批培养的培养液部分取出，并重新补充加入等量的新鲜培
 养基，从而使反应器内培养液的总体积保持不变的培养方式。

4、连续式培养

连续式培养是指将细胞种子和培养液一起加入反应器内进行培
 养，一方面新鲜的培养液不断加入反应器内，另一方面又将反应器液
 连续不断地取出，使反应条件处于一种恒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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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灌注培养系统实例

液位控制

细
胞
悬
液

细
胞

新鲜培养基 收液
过滤器

细胞培养系统

动物细胞的连续培养一般是采用灌注培养。灌注培养是把细胞接种后
 进行培养，一方面连续向反应器中注入新鲜的培养基，同时又连续不断地
 取出等量的培养液，但是过程中不取出细胞，细胞仍留在反应器内，使细
 胞处于一种营养不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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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注式培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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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注式培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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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

支持条件

1、细胞培养瓶

2、细胞培养罐

3、微载体

4、无血清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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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培养瓶

1、细胞培养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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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瓶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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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工厂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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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升式生物反应器

气升式反应器的基本原理如图所示。气体混合物

 从底部的喷射管进入反应器的中央导流管使得中

 央导流管侧的液体密度低于外部区域从而形成循

 环。气升式生物反应器主要采用内循环式，但也

 有采用外循环式。

2、细胞培养罐



52

细胞培养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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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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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酯纤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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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血清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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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流程

7天4天 7天

培养条件 细胞瓶 Wheaton Mini Wheaton 9 Deck NBS BioFlo 4500 

接种浓度 1×105/ml 1×105/ml 1×105/ml 5×105/ml

总接种量 40ml/瓶,  5瓶 200ml/瓶,  5瓶, 500ml/瓶, 20瓶 1×1010, 20L

总收获 1×108 1×109 1×1010 40L/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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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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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干细胞培养技术

1、胚胎干细胞培养
2、诱导多能性干细胞培养
3、造血干细胞培养
4、组织工程细胞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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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囊胚的内细胞群 
                        与成纤维细胞共培养，ES 细胞非分化增殖 
分离胚胎生殖腺脊细胞 
 
 
------胚胎干细胞的鉴定------定向诱导分化-------成体干细胞-----功

能细胞 
 

1、胚胎干细胞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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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培养条件：

(1)
 

特殊的培养液：用DMEM培养液，其中胎牛血清的浓度和质量很重
 要，还要加非必须氨基酸；β-巯基乙醇。

(2)
 

以人或胚鼠的成纤维细胞为饲养细胞。

(3) 必须加入LIF，抑制细胞分化。

诱导分化方法：
（1）加入诱导细胞分化的因子或化学物质，如VGEF、bFGF

 
、

DMSO和RA等

（2）将ES细胞与特定的细胞共培养

（3）将某种分化诱导因子的基因转入ES细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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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干细胞的诱导分化：
胎牛血清，骨髓基质细胞共培养

胚胎干细胞－－－－－－－－－－－－－－－造血细胞
RA

胚胎干细胞－－－－－－－－－－－－－－－神经细胞
DMSO

胚胎干细胞－－－－－－－－－－－－－－－肌肉细胞

TGF-B1, VEGF, bFGF
胚胎干细胞－－－－－－－－－－－－－－－血管和内皮细胞

RA+胰岛素+T3
胚胎干细胞－－－－－－－－－－－－－－－脂肪细胞

BMP-2, BMP-4
胚胎干细胞－－－－－－－－－－－－－－－软骨细胞

地塞米松，磷酸甘油

胚胎干细胞－－－－－－－－－－－－－－－骨细胞
基因转染

胚胎干细胞－－－－－－－－－－－－－－－胰岛素分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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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诱导多能性干细胞
（induced pluripotent

 
cells，简称iPCs）

日本京都大学Yamanaka研究组在一位36岁妇女的表皮和一位69岁男性的结缔组织细胞

 中插入一个四基因联合体(Oct3/4，Sox2，c-Myc和

 

Klf4)，成功得到了类胚胎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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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131, 861–872, November 3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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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131, 861–872, November 3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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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131, 861–872, November 3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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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131, 861–872, November 3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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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131, 861–872, November 30, 2007



70Cell 131, 861–872, November 30, 2007



71

Cell 131, 861–872, November 3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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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几种新的方法可以诱导产生诱导多潜能干细胞（iPS），通

 过这些方法产生的iPS细胞可以降低产生插入突变的风险。

诱导产生iPS细胞的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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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的研究突飞猛进，但是iPS细胞是否真正拥有与胚胎干细胞一样的全能性？是否能够真正与胚胎干细

 
胞媲美呢？四倍体囊胚注射方法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细胞是否具有全能性的“黄金标准”。这一方法是将胚胎

 
干细胞注射进四倍体的小鼠早期胚胎，这种胚胎没有进一步发育能力，仅提供营养环境的胚胎，然后再移植

 
入代孕母鼠体内，胚胎干细胞可以发育成正常的小鼠。但此前的研究发现，iPS细胞不能像胚胎干细胞一样通

 
过四倍体囊胚注射发育成活体小鼠，iPS细胞注射后形成的小鼠胎儿在怀孕早期至晚期全部死亡，这些结果表

 
明iPS细胞尚不具有全能性。

周琪等制备了37株iPS细胞，利用其中6株iPS细胞系注射了1500多个四倍体胚胎，最终3株iPS细胞系获

 
得了共计27个活体小鼠，经多种分子生物学技术鉴定，证实该小鼠确实从iPS细胞发育而成，有些小鼠现已

 
发育成熟并繁殖了后代。这是世界上第一次获得完全由iPS细胞制备的活体小鼠，有力地证明了iPS细胞具有

 
真正的全能性。

我国科学家首次证明iPS细胞全能性
由中科院动物所和上海交大医学院科学家共同完成

Zhao XY,…., Zhou Q. Nature. 2009 Sep 3;461(7260):86-90.
iPS cells produce viable mice through tetraploid co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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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XY,…., Zhou Q. Nature. 2009 Sep 3;461(7260):86-90.
iPS cells produce viable mice through tetraploid co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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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vo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of 
iPS cell lines generated by tetraploid 
complementation.

Zhao XY,…., Zhou Q. Nature. 2009 Sep 
3;461(7260):86-90.
iPS cells produce viable mice through 
tetraploid co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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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to fifteen iPS cells (B6D2F1, black coat colour) were injected into each CD-1 (white coat colour) tetraploid 
blastocyst electrofused at the two-cell stage, and then transferred into pseudopregnant female recipients. Embryos 
derived from tetraploid blastocyst injection were dissected on E9.5, E13.5 and on the day of birth (E19.5). 

a, A live E9.5 IP36D-3-derived embryo (left) with 18 somites (middle left). Primordial germ cells migrate along 
hind-gut mesentery (middle right). Oct4–GFP-positive migrating primordial germ cells are shown (right). 

b, A live E13.5 embryo (left) with placenta derived from IP20D-3. Male gonad and mesonephros of fetus (middle 
left) are shown.Oct4–GFP is positive (right) in male gonadal germ cells in fetal testes (middle right). 

c, SSLP analysis for lineage identification covers markers from different chromosomes, and the 4N mice showed a 
polymorphic pattern similar to that from the parental MEF cells originating from B6D2F1 or C573129S2 chimaeras, 
and different from the CD-1 tetraploid blastocyst donor. M denotes molecular mass marker. 

d, Microsatellite markers detect differences between CD-1 and parental patterns of the inbred C57 and DBA or a 
hybrid C573129S2 strain, differentiating DNA from the iPS cell lin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4N-comp mouse, from a 
2N chimaeric mouse or the 4N-comp3CD-1 F1 offspring. 

e, Oct4–GFP positive morula (top) and blastocyst (bottom) flushed from CD-1 mated with an IP14D-1 4N mouse. 
Phase (left), fluorescence (middle) and merged (right) images are shown. Original magnification, 3200. 

f, A fifteen-week-old iPS-tetraploid male mouse derived from IP14D-1, with a uniformly black coat of the B6D2F1 
strain from which Oct4–GFP MEF cells originate. The pups lying next to it are its F1 progeny from its mating to a 
CD-1 dam.

g, The F1 pups shown in f developed a uniform brown coat, typical of a mating between B6D2F1 (that is, iPS 4N- 
comp) and CD-1 mice. 

h, A chimaeric mouse (2N) produced from blastocyst injection with IP14D-1 cells. When the mouse is mated to a 
CD-1 mouse, the progeny are a combination of brown and white coat colours.

In vivo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of iPS cell lines generated by tetraploid co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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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造血干细胞培养

 骨髓；1/400
 外周血；1/100000
 脐带血；1/10000
 胎儿造血系统；

 胚胎干细胞和胚胎生殖细胞。



81

中华骨髓库最新数据

截至 2010年8月31日
 ●中华骨髓库库容：

 总计
 

1149189人
 ●捐献造血干细胞人数：

 总计
 

1807人
 ●患者申请查询人数：

 总计
 

17639 人
第一百万志愿者安婧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北京分公司的空中乘务员

第70万入库志愿者 第50万入库志愿者

http://www.bjmd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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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库名称 地 址 邮编 负责人 联系人 电话

北京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37号血液中心内 100088 金辉 康青、李涛 010-62381118（fax：82025954）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陕西路16号 300020 张红梅 梁潇 022-27306904（fax：27300121）

河北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299号血液中心内 050071 宋振江 王燕京 0311-87819995（fax：7046792）

山西 太原市东华门23号 030013 左彤 孙建伟 0351-3580435（fax：3580815）

内蒙古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桥靠西街15号 010010 于爱和 李文荣 0471-4939691（fax：4967401）

辽宁 沈阳市和平区砂阳路 278号 110005 冷福林 冷福林 024-23395980（fax：23448155）

吉林 长春市人民大街54号 130051 于立敏 李磊 0431-8906590（fax：8919277）

黑龙江 哈尔滨市南岗区十字街33号 150008 栾淑琴 王晓琳 0451-82766523（fax：82713508）

上海 上海市北京西路1400弄19号 200040 孙红英 张瑾 021-62478117（fax：62896105）

江苏 南京市中山北路49号机械大厦12B16 210008 徐强 朱燕君 025-57714527（fax：83351712）

浙江 杭州市秋涛北路324号 310020 朱春美 朱春美 0571-86461999（fax：86466692）

安徽 合肥长江中路221号 230001 张林瑞 杨皖莉 0551-2611661（fax：2601935）

福建 福州市湖东路151号2层 350003 洪月榕 洪月榕 0591-7841850（fax：7835854）

江西 江西南昌省政府大院西二路10号2楼 330046 皮瑛 施小琴 0791-6251783（fax：6256616）

山东 济南市历下区朝山街21号 250011 王书华 潘利昕、卢朝霞 0531-2957999（fax：2957315）

河南 郑州市政七街32号 450008 张书环 文美英 0371-65942847（fax：65935375）

湖北 武汉市武昌水果湖洪山侧路63号 430071 高民主 李政权、 杨钢 027-87327540（fax：87325268）

湖南 长沙市金星大道卫技人员新村内湖南分库 410008 何一平 张赞 、梁柯 0731-8629595（fax：4471082）

广东 广州市先烈南路17号 510060 陈泽池 陈泽池 020-83710874（fax：83710874）

广西 广西南宁市新竹路20号6楼 530022 龙军胜 杨梅梅 0771-5891561（fax：5860326）

海南 海口市流芳路8号 571100 文键夫 文键夫 0898-65331817（fax：65304627）

四川 成都市文庙西街80号 610041 丁地禄 李廷辉 028-86116139（fax：86157799）

重庆 重庆市学田湾正街69号 400015 赵幼渝 陈榜霞 023-63624507（fax：63859905）

贵州 贵阳市省政府大院8号楼 550004 张林 杨梅 0851-6892009（fax：6857817）

云南 昆明市高新区科泰路36号 650021 周翔 太昶 、段蓉 0871-8351111（fax：8327825)

陕西 西安市未央路123号 710016 刘耀堂 陈志超、崔岚 029--86527782（fax：86527782）

甘肃 甘肃省兰州市畅家巷77号 730046 阎曦晓 贾伍亮 0931-8735130（fax：8735130）

新疆 乌鲁木齐市延安路123号 830001 刘芳 茹克亚 0991-2572811（fax：2565243)

青海 青海省西宁市西大街12号 810000 李玉宁 高金龙、王锦国 0971-8252264（fax：8252292)

宁夏 银川市解放西街101号 750001 魏华 郭秋沙 0951-5046999（fax：5065992）

各地分库

http://www.bjmdp.cn/
http://www.tjbmb.com.cn/
http://www.jsmarrow.org.cn/
http://www.zjredcross.org.cn/
http://www.jxredcross.com/
http://www.henanredcross.org/
http://www.hschn.org/
http://www.sichuangredcross.com.cn/
http://www.cqrc.org/
http://www.wndnb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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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植前处理

超大剂量的放疗、化疗尽量消灭肿瘤细胞，同时抑制患

者的免疫系统，使供体者的造血干细胞可以顺利植入。

2.采集供体者的造血干细胞（骨髓、外周血、脐带血），

并与受体进行HLA配型；

3.将造血干细胞输入到受体者体内，造血干细胞会自动定

居到脊髓。

造血干细胞的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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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骨髓采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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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PCR技术进行骨髓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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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前全身钴60照射

无菌层流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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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ing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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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工程细胞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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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培养的条件:

1.取材:体积大小与耗氧;材料的完整性与新鲜性;无菌操作

2.培养基:天然培养基与合成培养基;生长因子

3.培养环境:氧气与二氧化碳

4.支持物:琼脂;网格支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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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培养的方法:

1.表玻璃器官培养法:鸡胚提取汁与鸡血浆

2.琼脂凝胶器官培养法:琼脂、鸡胚提取汁及小牛血清

3.擦镜纸器官培养法:

4.金属格删器官培养法:

5.Transwell器官培养法:

6.灌流式器官培养法:

7.旋转管器官培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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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科学家近日成功利用患者本身的干细胞，完成全球首例量身定做的移植手术。这项医学技术

 上的重大突破意味着细胞移植首次可在不发生排斥的状态下进行，患者出院后的生活可以完全恢复正常。

 专业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公布的这项研究报告说，患者已出院5个月，目前身体状况非常好。

来自欧洲的医学专家据此认为，今后，接受量身定做的器官移植手术将不再是难事。30岁的克劳迪

 娅·卡斯蒂略曾经患肺结核，左胸气管严重损坏，不但呼吸困难，而且容易发生感染，无法照顾两个小

 孩。在找到适当的气管捐赠人选后，手术团队用强力化学剂和酶清洗捐赠者的气管，将他的细胞完全清

 除，只剩下一个由纤维蛋白胶原组成的细胞骨络。手术团队从克劳迪娅体内取出骨髓干细胞，并培养成

 软骨细胞，并通过特殊的培育器具，将克劳迪娅的细胞植入捐赠者的气管中，避免排斥。

西班牙巴塞罗那医院外科医生马基亚罗尼教授在6月份对患者施行了手术。他说，“我一直很担心。

 以前，我们只在猪身上做过试验。”他表示，这个量身定做的气管看起来与正常的人的气管一样，患者

 现在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来源：中国新闻网）
《柳叶刀》(Lancet)，doi:10.1016/S0140-6736(08)61598-6，Paolo Macchiarini，Martin A 

Birchall

首例量身定做移植手术取得成功

时代周刊2008十大医学



98

Lancet 
2008; 372: 2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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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子细胞与培养液
成纤维细胞：DMEM培养基、10%胎牛血清、青霉素、链霉素等
表皮角质形成细胞：DMEM+Ham F-12培养基、表皮生长因子等

（二）载体：聚羟基乙酸（PGA）
（三）构建成纤维细胞-PGA复合物：酶法消化收集真皮成纤维细胞，接种

 在PGA上，加入培养液培养。

（四）接种表皮角质形成细胞在前面的复合物上，更换表皮角质形成细胞

 培养基培养5天左右。
（五）双层皮肤成熟：将复合物放在可渗透膜上，进行气-液界面培养，促

 进表皮角质形成细胞的进一步分化。再培养1周，形成含真皮和表皮两层结

 构的组织工程化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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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胚胎细胞的培养----试管婴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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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 
IVF-ET）：运用促排卵药物使妇女一个周期生长多个卵子，将卵子

 取出体外，和精子共培养，形成受精卵，继续培养，受精卵卵裂，

 形成早期胚胎后移植入宫腔的过程。解决不孕症夫妇的生育问题。

1.超排卵

2.卵子采集

3.体外受精

4. 受精卵培养

6. 胚胎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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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方：性激素检查、卵巢储备功能、子宫内膜情况、输卵管造影

超排卵

主导卵泡达18mm时注射HCG10000U             男方精液常规及巴氏染色

36h后，阴道B超引导下采卵

 
男方取精

卵子取出后体外培养4-6h                          洗涤精子

2-3万条精子/1枚卵子 共培养

 
上游获能

受精后16-20h观察受精情况

培养48h后，形成早期胚胎

选择优质胚胎移植

 
剩余胚胎冷冻

 
种植前遗传学诊断

 
选择正常胚胎移植

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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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流程图

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技

 术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
 ICSI )俗称“第二代试

 管婴儿”，利用显微操

 
作设备将单个精子直

 接注射入成熟的卵细

 胞浆中完成受精的过

 程。然后进行体外培

 养，待受精分裂成4-8 

细胞时移植入宫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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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1--显微操作



109

参照人类输卵管液成分如：蛋白成分、含量、离子物质、
 PH值、渗透压

 
等配制的培养液用于胚胎的培养。

核心技术2--胚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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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3--胚胎冷冻

中 国:  小于35岁的妇女每次只允许移植2 个胚胎，

多余的胚胎要进行冷冻保存。

目
 

的：如果本周期妊娠失败，则可以等到下一个

合适的周期将冷冻的胚胎复苏

——解冻后再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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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浓度的细胞内保护
 剂，以23000℃/S的速

 度下降，使得细胞内胞质
 和细胞器瞬间形成玻璃化
 样的固态，保持了细胞内
 离子原来的空间位置，由
 于没有冰晶的形成，所以
 最大程度的保护了细胞的
 生命活性。

玻璃化冷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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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化是个物理概念，即水或溶液的温度快速下降到-
 100℃~-110℃时温度范围时，形成一种高粘度介与液态和固态

 之间的非晶体、透明的玻璃化状态，其特点是：
1.分子不按晶格结构排列，为无定性结构。
2.分子不重新排列，不发生剧烈运动。
3.没有冰晶的形成
当水溶液中含有电解质或其他可溶性成分转变成玻璃态时，

 其均一的分散系统没有遭到破坏，溶液的浓度不发生改变或改
 变很小。又由于没有冰晶的形成可以避免或减轻冷冻组织和细
 胞的损伤。

玻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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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化冷冻程序

平衡液（5 min) 玻璃化液(1 min) Plunge into
LN2 (-196ºC)

15% EG 30%EG+
1.0M 蔗糖

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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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子在平衡液和玻璃化冷冻液中的形态

冷冻前 在平衡液内1 min 

在玻璃化液中10 sec

在平衡液内2min 

在平衡液内3 min 
在平衡液内4 min 在平衡液内5 min 

在玻璃化液中30 sec 在玻璃化液中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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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子解冻程序

2.5分钟

1.0M 蔗糖 0.5M 蔗糖 0.25M蔗糖 0.125M蔗糖

2.5分钟 2.5分钟 2.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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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子在解冻液中的形态

在1M蔗糖解冻液 在0.5M蔗糖解冻液

在0.25M蔗糖解冻液 在0.125M蔗糖解冻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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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婴儿”发展史

1978年 英国 “第一代试管婴儿”
1988年 北京 “第一代试管婴儿”

1992年
 
比利时

 
“第二代试管婴儿”

1996年 广 州 “第二代试管婴儿”



118



119

The glittering pr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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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诺
 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英国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获
 得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21

细胞生物学技术的临床应用

类别
医疗技术名称

技术审核机构 审定部门

第三类 自体免疫细胞(T细胞、NK细胞)治疗技术 卫生部第三类医疗技术审核机构 卫生部

第三类 细胞移植治疗技术（干细胞除外） 卫生部第三类医疗技术审核机构 卫生部

第三类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治疗技术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机构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第三类 造血干细胞(脐带血干细胞除外)治疗技术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机构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第三类 组织工程化组织移植治疗技术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机构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第三类 基因芯片诊断技术 卫生部第三类医疗技术审核机构 卫生部

第二类
临床基因扩增检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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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些重要的细胞系

NIH／3T3
COS-7
CHO
Vero cell
EL4
HL-60
Hep G2
Hela
YAC-1
P815
K-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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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IH/3T3, a continuous cell line of highly contact-inhibited cells was 
established from NIH Swiss mouse embryo culture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original random bred 3T3 and the inbred BALB/c 3T3. 
The established NIH/3T3 line was subjected to more than 5 serial cycles 
of subcloning in order to develop a subclone with morphologic 
characteristics best suited for transformation assays. 
These cells are useful for DNA transf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tudies. 
Tested and found negative for ectromelia virus (mousepox). 

NIH／3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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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line was derived from the CV-1 cell line (ATCC CCL-70) 
by transformation with an origin defective mutant of SV40 
which codes for wild-type T antigen. 

CO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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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氢叶酸还原酶缺陷型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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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ero cell line was initiated from the kidney of a normal adult 
African green monkey on March 27, 1962, by Y. Yasumura and Y. 
Kawakita at the Chiba University in Chiba, Japan. 
The cell line was brought to the Laboratory of Tropical Virology,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in the 93rd passage from Chiba University by B. 
Simizu on June 15, 1964. 

Vero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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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4 was established from a lymphoma induced in a C57BL mouse by 9,10- 
dimethyl-1,2-benzanthracene. 
The cells are resistant to 0.1 mM cortisol and sensitive to 20 mcg/ml PHA. 
A subline (EL4.IL-2) that produces high levels of interleukin-2 (IL-2, interleukin 2) 
is available. 
Tested and found negative for ectromelia virus (mousepox). 

EL4淋巴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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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60 is a promyelocytic cell line derived by S.J. Collins, et al. Peripheral blood 
leukocytes were obtained by leukopheresis from a 36-year-old Caucasian 
female with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HL-60 cells spontaneously differentiate and differentiation can be stimulated by 
butyrate, hypoxanthine, phorbol myristic acid (PMA, TPA), dimethylsulfoxide 
(DMSO, 1% to 1.5%), actinomycin D, and retinoic acid. 
The cells exhibit phagocytic activity and responsiveness to chemotactic stimuli. 
The line is positive for myc oncogene expression. 

HL-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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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lls express 3-hydroxy-3-methylglutaryl-CoA reductase 
and hepatic triglyceride lipase activities. 
The cells demonstrate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apoA-I mRNA 
and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catalase mRNA in response to 
gramoxone (oxidative stress).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 
Hepatitis B virus genome in this cell line. 

Hep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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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HIV have transformed a fatal 
disease into a manageable illness, but many 
key questions remain. The cover shows 
numerous HIV-1 particles infecting a cultured 
HeLa cell, captured using a Hitachi SU6600 
environmental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Image courtesy of T. Deerinck, K. Fitzpatrick, 
J. Guatelli and M. Ellisman, NMCIR, UC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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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C-1淋巴瘤细胞(Strain:A/Sn) is a lymphoma which was 
induced by inoculation of the Moloney leukemia virus (MLV) into a 
newborn A/Sn mouse. 
The cells are sensitive to the action of natural killer (NK) cells and 
are useful in assays of NK cell activity. Tested and found negative 
for ectromelia virus (mousepox). 

P815肥大细胞瘤细胞(Strain: DBA/2 )：P815 cells 
phagocytose latex beads but not zymosan or BCG. 
They do not function in antibody dependent cell mediated 
cytotoxicity.Growth of the cells is not inhibited by dextran sulfate, 
LPS or PPD. Tested and found negative for ectromelia virus 
(mousep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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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inuous cell line K-562 was established by Lozzio and Lozzio from the pleural 
effusion of a 53-year-old female with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in terminal blast 
crises. 
The cell population has been characterized as highly undifferentiated and of the 
granulocytic series. by Anderson, et al., on the surface membrane properties l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K-562 was a human erythroleukemia line. 
The K-562 cell line has attained widespread use as a highly sensitive in vitro target 
for the natural killer assay. 
See Pross, et al.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in vitro assay of NK cells including the 
mathematics of quantitation of NK cell activity. 
K-562 blasts are multipotential, hematopoietic malignant cells that spontaneously 
differentiate into recognizable progenitors of the erythrocytic, granulocytic and 
monocytic series. 
The effect of inducers on sublines derived from the original K-562 cell line have been 
reviewed by Koeffler and Golde. 
Cultures from the ATCC stock have been shown to exhibit this sensitivity for 
assessing human natural killer activity. 
Karyological studies on various K-562 sublines have been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A,B,C) by Dimery, et al. 
The strain obtained by the ATCC most closely resembles the B population. 
Occurrence of the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however, was of much lower frequency; 
none detected in 15 metaphases examined. 
The line is EBNA negative. 

K-562 cell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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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细胞:小鼠类

EL4 淋巴瘤 Pcc4 胚癌细胞

EL4IL-2 淋巴瘤 P815 肥大细胞瘤

YAC-1 淋巴瘤 MFC 前胃癌

L1210 淋巴白血病 AtT20 垂体瘤

P388D1 淋巴样瘤 NS-1 骨髓瘤

SRS-82 腹水瘤 SP2/0 骨髓瘤

SAC-IIB2 腹水瘤 P3-NS-1/1-Ag4.1 骨髓瘤

SAC-IIC3 腹水瘤 45.6.TG1.7 骨髓瘤

S180 腹水瘤 P3-X63-Ag8 骨髓瘤

B16 黑色素瘤 J774A.1 单核细胞－巨噬细胞

C127 乳腺肿瘤 RAW264.7 单核细胞－巨噬细胞

F9 胚胎瘤 NG108-15 小鼠神经细胞瘤×大鼠神

 经胶质细胞杂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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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胶质瘤

SHZ－88 乳腺癌

PC-12 肾上腺嗜铬细胞瘤

RH－35 肝癌

CBRH－7919 肝癌

肿瘤细胞:大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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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L-100 乳腺细胞 BT-325 神经胶质瘤

SMC-1 恶性胸膜间皮瘤 SK-N-SH 神经母细胞瘤

A549 肺癌 U251 星形胶质瘤

A2 肺癌 SHG-44 胶质瘤

95-D 高转移肺癌 A375 恶性黑色素瘤

Calu-3 肺腺癌 （胸膜渗出

 液）

Bowes Melanoma 黑色素瘤

LTEP-a-2 肺腺癌 MM96L 黑色素瘤

NCI-H460 大细胞肺癌 6T-CEM T细胞白血病

SH-77 小细胞肺癌 J-111 单核细胞白血病

NCI-H446 小细胞肺癌 Dami 巨核细胞

SPC-A-1 肺腺癌 CHMas 肥大细胞白血病

SGC-7901 胃腺癌 HEL 红细胞白血病

 (Erythroleukemia)
BGC-823 低分化胃腺癌 HL-60 原髓细胞白血病

（Promyelocytic 
lenukemia）

肿瘤细胞: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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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N-45 低分化胃癌 K562 慢性髓原白血病

LoVo 结肠腺癌 Hut-78 皮肤T细胞淋巴瘤

Ls-174-T 结肠腺癌 Hut-102 皮肤T细胞淋巴瘤

HCT-8 回盲肠腺癌 Namalwa Burkitt`s淋巴瘤

HCe-8693 盲肠未分化腺癌 Jurkat. Clone E6-1 白血病细胞

HR-8348 直肠腺癌 THP-1 单核细胞

BEL-7402 肝癌 U937 组织细胞淋巴瘤

BEL-7404 肝癌 Raji Burkitt's淋巴瘤

BEL-7405 肝癌 MEG-01 成巨核细胞白血病

HepG2 肝细胞癌

肿瘤细胞: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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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liates of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have won more Nobel Prizes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institution

88 affiliate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have won the Nobel Prize since 
1904. 

Affiliates have won in every category, with 29 Nobel prizes in Physics, 25 
in Medicine, 21 in Chemistry, nine in Economics, two in Literature and two in 
Peace. 

Trinity College has 32 Nobel Prize winners, the most of any college at 
Cambridge. 

Frederick Sanger, from St John's and fellow of King's, is one of only four 
individuals to win a Nobel Prize twice. He won the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in 
1958 and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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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il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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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all aspects of the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rough performances, film screenings, hands on activities, talks 
and workshops - for free! 

The Festival of Ideas 2010 takes place from the 20 - 31 October. 



150

单
细
胞

 
多
基
因

 
一
本
图
谱

 
苒
苒
光
阴

二
倍
体

 
双
中
心

 
只
待
少
年

 
解
析
生
命

http://bbs.ustc.edu.cn/cgi/sf?s=694af4e4&bn=Picture&fn=M4AB58B25&an=4.jpg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幻灯片编号 3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幻灯片编号 6
	幻灯片编号 7
	幻灯片编号 8
	幻灯片编号 9
	幻灯片编号 10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幻灯片编号 16
	幻灯片编号 17
	幻灯片编号 18
	幻灯片编号 19
	幻灯片编号 20
	幻灯片编号 21
	幻灯片编号 22
	幻灯片编号 23
	幻灯片编号 24
	幻灯片编号 25
	幻灯片编号 26
	幻灯片编号 27
	幻灯片编号 28
	幻灯片编号 29
	幻灯片编号 30
	幻灯片编号 31
	幻灯片编号 32
	幻灯片编号 33
	幻灯片编号 34
	幻灯片编号 35
	幻灯片编号 36
	幻灯片编号 37
	幻灯片编号 38
	幻灯片编号 39
	幻灯片编号 40
	幻灯片编号 41
	幻灯片编号 42
	幻灯片编号 43
	 细胞灌注培养系统实例
	幻灯片编号 45
	幻灯片编号 46
	幻灯片编号 47
	幻灯片编号 48
	幻灯片编号 49
	幻灯片编号 50
	幻灯片编号 51
	幻灯片编号 52
	幻灯片编号 53
	幻灯片编号 54
	幻灯片编号 55
	幻灯片编号 56
	大规模动物细胞培养工艺流程图
	幻灯片编号 58
	幻灯片编号 59
	幻灯片编号 60
	幻灯片编号 61
	幻灯片编号 62
	幻灯片编号 63
	幻灯片编号 64
	幻灯片编号 65
	幻灯片编号 66
	幻灯片编号 67
	幻灯片编号 68
	幻灯片编号 69
	幻灯片编号 70
	幻灯片编号 71
	幻灯片编号 72
	幻灯片编号 73
	幻灯片编号 74
	幻灯片编号 75
	幻灯片编号 76
	幻灯片编号 77
	幻灯片编号 78
	幻灯片编号 79
	幻灯片编号 80
	幻灯片编号 81
	幻灯片编号 82
	幻灯片编号 83
	幻灯片编号 84
	幻灯片编号 85
	幻灯片编号 86
	幻灯片编号 87
	幻灯片编号 88
	幻灯片编号 89
	幻灯片编号 90
	幻灯片编号 91
	幻灯片编号 92
	幻灯片编号 93
	幻灯片编号 94
	幻灯片编号 95
	幻灯片编号 96
	幻灯片编号 97
	幻灯片编号 98
	幻灯片编号 99
	幻灯片编号 100
	幻灯片编号 101
	幻灯片编号 102
	幻灯片编号 103
	幻灯片编号 104
	幻灯片编号 105
	幻灯片编号 106
	幻灯片编号 107
	幻灯片编号 108
	幻灯片编号 109
	幻灯片编号 110
	幻灯片编号 111
	幻灯片编号 112
	玻璃化冷冻程序
	幻灯片编号 114
	幻灯片编号 115
	幻灯片编号 116
	“试管婴儿”发展史
	幻灯片编号 118
	幻灯片编号 119
	幻灯片编号 120
	幻灯片编号 121
	幻灯片编号 122
	幻灯片编号 123
	幻灯片编号 124
	幻灯片编号 125
	幻灯片编号 126
	幻灯片编号 127
	幻灯片编号 128
	幻灯片编号 129
	幻灯片编号 130
	幻灯片编号 131
	幻灯片编号 132
	幻灯片编号 133
	幻灯片编号 134
	幻灯片编号 135
	幻灯片编号 136
	幻灯片编号 137
	幻灯片编号 138
	幻灯片编号 139
	幻灯片编号 140
	幻灯片编号 141
	幻灯片编号 142
	幻灯片编号 143
	幻灯片编号 144
	幻灯片编号 145
	幻灯片编号 146
	幻灯片编号 147
	幻灯片编号 148
	幻灯片编号 149
	幻灯片编号 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