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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將人類間葉幹細胞(hMSC)以懸滴法培養使其形成聚集球體後，取其條件培

養液與經脂多醣刺激的巨噬細胞共同培養，發現(1)促發炎性細胞因子(TNF, 

CXCL2, IL-6, IL-12p40, and IL-23)分泌量下降。(2)抗發炎性細胞因子(IL-1ra, 

IL-10)分泌量上升。(3) M2 型活化巨噬細胞的表面分子 CD206 表現量增加。因此

推測巨噬細胞由促發炎性表型(M1)轉型為抗發炎性形態(M2)。經系列實驗後發

現，此抗發炎能力的產生，源自於人類間葉幹細胞球體內細胞相互間擠壓產生的

「壓力」，使細胞凋亡酵素(Caspase)及 NFB 活化，引發少量前列腺素 E2 (PGE2)

分泌。前列腺素 E2隨後與經刺激的巨噬細胞上 EP4 受器結合，進而調控巨噬細

胞轉型為抗發炎表型，達到抗發炎目的。並且，此結果無法在人類表皮纖維母細

胞(hDF)與巨噬細胞的共同培養中重現，暗示此一反應途徑為人類間葉幹細胞專

有。 

關鍵字：MSC、COX2、LPS、macrophage、spheroid、caspase 

前言 

 本研究之重要性 

  間葉幹細胞因其容易自組織萃取、生長迅速、多能性及非致瘤性被定位為具

有高疾病治療潛力的細胞，然而其與巨噬細胞間的抗發炎效應的具體機制尚未被

解明。本文的研究團隊提出一個由自發性反應，引發球體人類間葉幹細胞的抗發

炎能力，使經脂多醣刺激的巨噬細胞表型轉換的可能性。對間葉幹細胞的抗發炎

途徑的釐清，有相當大的貢獻。 

 前人作過的研究 

對於間葉幹細胞治療潛力的原始假設在於其移植及分化能力能夠取代受損細

胞，但在此方面的研究尚待進一步探討。過去研究發現，間葉幹細胞對於受損組

織修補的能力，主要藉由調控發炎及其相關免疫反應或分泌大量細胞因子調控內



源性幹細胞的分化及移動達到目的[1]。在調控巨噬細胞的表型轉換上，也發現

間葉幹細胞分泌了許多額外的因子[2, 3]。 

 作者為何要作本研究 

  將3D培養技術使用於細胞上被證實擁有較佳的再現生體微環境的能力 [4]。

研究團隊在先前的研究中發現球體人類間葉幹細胞在基因表現上與傳統 2D單層

培養技術培養的細胞有顯著不同，且此不同點發生於一些抗癌(TRAIL, IL-24, 

CD82)、抗細胞凋亡(STC-1)、抗發炎(TSG-6)的基因表現量增加[5]。因此，決定

使用 3D培養技術與巨噬細胞進行共同培養，探討相關抗發炎機制。 

 本研究欲完成之項目 

  解明人類間葉幹細胞的抗發炎機制，並且探討 3D培養技術對於模擬生體微

環境的能力。研究的終極目標在於發掘間葉幹細胞在與巨噬細胞發炎相關疾病的

治療方法。 

材料與方法 

 細胞株 

(1)人類間葉幹細胞：冷凍細胞株由 Center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Adult Stem Cells 提供，並在解凍後以完全培養基(CCM)培養。 

(2)人類表皮纖維母細胞：細胞株由 Dr. Carl Gregory及其他三家產商提供(ATCC, 

Gibco, Lonza)，解凍後以 CCM 培養至 70-90%滿。 

(3)巨噬細胞：(a) J774A.1 小鼠巨噬細胞  

             (b) Raw264.7 小鼠單核球/巨噬細胞 

             (c) U-937 人類單核球 

 球體細胞生成 (hMSC & hDF) 

 懸滴法 25,000細胞/滴於 37 
o
C 進行三天培養，視實驗組別添加額外添加物。 

 反轉染 

目的在抑制COX-2基因，以Lipofectamine RNAiMAX reagent(Invitrogen)進行實驗，

結果以real time PCR及ELISA表示。 

 條件培養液收集及細胞裂解 

以Ds-Fi1 camera (Nikon)攝像後，培養液直接收集保存，細胞則以RLT buffer 

(RNeasy Mini Kit, Qiagen) 裂解。 

 條件培養液分餾 

以 Amicon Ultra-4 centrifugal filter 依據分子量大小進行分餾 (100kDa, 50kDa and 

3 kDa)。最後結果以 PGE2在 ELISA上分泌量偵測表示。 

 PGE2 生成量測定 

以 ELISA測定，並將樣品稀釋 5-100X，測定 450 nm吸光值後以 540 nm修正。 

 細胞濃度偵測 

以CyQUANT 細胞計數及條件培養液中數量計。 

 巨噬細胞發炎試驗 



以100 ng/ml 脂多醣或 20 g/ml 酵母聚醣刺激5-10 min.後，與hMSC或hDF條件

培養液共同培養。視實驗組別添加額外添加物。 

 CD206表面抗原偵測 

以流式細胞儀 FC500 (Beckman-Coulter)做測定。 

 微陣列 

(1)巨噬細胞：主要在於對發炎相關基因探測。 

(2) hMSC：比較傳統 2D培養及 3D球體間 PGE2合成基因。 

(3) hDF：與 hMSC 結果比較。 

 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real-time PCR) 

使用Taqman®  Gene Expression Assays (Applied Biosystems) 及Taqman®  Fast 

Master Mix (Applied Biosystems)比較人類PTGS2,、PTGES、PLA2G4A及PLA2G4C

表現，比較小鼠Tnf、Cxcl2、Csf2、IL-10、IL-1ra及Tgm2表現量。 

 資料分析 

使用GraphPad Prism 5 (GraphPad Software)，三個以上樣本使用單尾Bonferroni’s 

Multiple Comparison Test，兩個樣本則以未配對雙尾t-test檢定。 

結果與討論 

 球體 hMSC條件培養液使經脂多醣刺激巨噬細胞轉化為抗發炎表型 

比較傳統 2D及球體 hMSC 與經脂多醣刺激的 J447A 巨噬細胞(sM)共同培養

後結果，發現球體 hMSC 對於降低 TNF分泌量有更為顯著的效果(圖 1A)，且與

條件培養液共同培養的結果中，發現顯著的劑量效應(圖 1B)，此結果亦被證實與

巨噬細胞物種來源或刺激物無關(圖 1C)。sM微陣列結果中顯示，有 172種與發

炎相關的基因表現會被 hMSC 影響，其中較值得注意的為 Tnf及 Csf2表現量下

降及 IL-1ra、 IL-10基因表現量上升 (圖 1D)。此外，與條件培養液共同培養的

組別中，以 ELISA 在巨噬細胞中偵測到 TNF、 CXCL2、 IL-6、 IL-12p40及

IL-23分泌量下降、IL-1ra 及 IL-10分泌量增加 (圖 1F)和 CD206 表現(圖 1E)，

顯現出巨噬細胞的轉型。 

 將 PGE2 鑑別為球體 hMSC分泌的潛在抗發炎因子 

將條件培養液進行分餾後，發現其降低 TNF分泌量及提升 IL-10分泌量(圖

2A-B)發生在小於 3 kDa的條件培養液中，且經由抑制一氧化氮(NO)合成無法抑

制抗發炎能力的結果得出 NO並非潛在抗發炎因子(圖 2C)。檢視過先前研究中球

體 hMSC的微陣列結果後[5]，發現 PGE2合成基因有相當高的表現，並由 real-time 

PCR 追蹤 PTGS2、PTGES、PLA2G4A 及 PLA2G4C 和 ELISA 偵測 PGE2的結

果中 (圖 2D-H)得出 PGE2 為抗發炎因子結論。 

 球體 hMSC中 COX-2依賴型 PGE2 合成為主要抗發炎反應途徑 

環氧合酶-2(COX-2)為合成 PGE2的必要酵素，藉由在球體 hMSC 生成過程中

添加相關抑制物使 COX-2不表現，確認 PGE2 對於抗發炎反應的影響。實驗結

果發現，COX-2 抑制亦使抗發炎反應消失(圖 3A-C)。另外，在共同培養過程添



加 PGE2抗體亦會造成抗發炎反應喪失(圖 3D-E)。此結果亦重現於 Raw巨噬細

胞及經酵素合酶刺激的 J774 巨噬細胞(圖 3F。 

 球體 hMSC條件培養液中 PGE2 作用在經發炎刺激的巨噬細胞 EP4 受器 

  巨噬細胞上對 PGE2的 EP 受器共有四種，實驗結果發現，僅有 EP4 受器的

競爭物添加方會使巨噬細胞中TNF分泌量下降及 IL-10分泌量上升的情形消失

圖。此結果也另外以添加 EP4 受器反應下游的 cAMP 構型類似物進行相關

結果確認(圖 4C-D)，所得出結論確立 EP4 受器為抗發炎反應作用處。 

 球體 hDF並未生成 PGE2 

  以 hMSC 可分化的細胞之一 hDF進行相同的試驗，在微陣列結果中即顯示

出部分異同(圖 5A)，且 PGE2合成的相關酵素基因表現較 hMSC 亦低落許多(圖

5B)。在 ELISA 測試中，亦可以看到 hDF並未對巨噬細胞產生抗發炎作用(圖

5C-D)，因此推測抗發炎機制為球體 hMSC 獨有。 

 球體 hMSC合成 PGE2 為自發性且依賴細胞凋亡酵素及 NFB 

  在早先的研究中，研究團隊觀察到球體 hMSC 的聚集效應會引發一些特殊的

基因調控[5]，尤其對細胞凋亡相關基因變化顯著。因此，研究團隊提出球體 hMSC

會對此類細胞壓力反應，藉由細胞凋亡酵素及 NFB調控，進而引發抗發炎機制

的假說。此假說經由添加相關抑制物，得到證實(圖 6)。 

   本研究提出了一個異於過去關於 hMSC 抗發炎機制相關研究結果的假說(圖

7)，認為經由細胞本身的聚集壓力即能引發抗發炎因子分泌，並進一步調控巨噬

細胞的表型轉換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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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球體hMSC條件培養液使經脂多醣刺激巨噬細胞轉化為抗發炎表型 

 

 

 

 

 

 

 

 

(A)球體hMSC降低不同共同培養比例之經脂多醣刺激巨噬細胞的mTNF分泌量(B)並在條件培

養液共同培養的結果中顯現出劑量效應。 

(C) TNF分泌量降低亦重現

於經酵素合酶刺激的J774巨

噬細胞、Raw264.7巨噬細胞

及經脂多醣刺激的U937巨噬

細胞。 

 

 

 

(D)巨噬細胞微陣列結果中，部分與發炎相關基因受到調控。 (E)巨噬細胞表面分子CD206的表

現增加。(F) hMSC條件培養液對巨噬細胞有引發抗發炎反應的作用。Values are mean ± SD (n = 3). 

ns P ≧ 0.05, *P < 0.05, ***P < 0.001 compared to sM in A, CCM in B, E, an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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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將PGE2鑑別為球體hMSC分泌的潛在抗發炎因子 

 

 

 

 

 

 

 

 

(A-B) 分餾後條件培養液對於經脂多醣刺激巨噬細胞中mTNF (A) 及mIL10 (B)分泌量變化的

影響。 

 

 

 

 

 

 

 

(C)球體hMSC微陣列結果中，PGE2合成相關基因變

化。(D-G) 以real-time PCR測定PTGS2 (D)、 PTGES 

(E)、PLA2G4A (F)及PLA2G4C (G) 表現量變化 

Adh Low (100-150 cells/cm
2
)、Adh High (5,000 

cells/cm
2
)、Adh VH(200,000 cells/cm

2
) 

 

(H)分餾的球體hMSC條件培養液中PGE2含量變化 

 

Values are mean ± SD (n = 3). ns P ≧ 0.05, *P < 0.05, ***P < 

0.001 compared to vehicle control (CCM) in A, B, and H and 

compared to Adh Low in D, E, F, and G. 

 

 

縮寫 (圖1-2): CM, 條件培養液; CCM, 完全培養液; M, 巨噬細胞; sM, 經發炎刺激的巨噬

細胞; Sph, 球體hMSC (25,000 cells/drop); Sph DC, 球體衍生細胞; Boil, 煮沸的hMSC Sph條件培

養液; Combo, 所有分餾片段集合; D1, 供給者1; k, kDa; PBS,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圖3.球體hMSC中COX-2依賴型PGE2合成為主要抗發炎反應途徑 

(A-C) 將COX-2抑制物加入球體hMSC會降低PGE2生成量，且條件培養液無法使巨噬細胞產生抗

發炎反應。抑制物添加單位為M. 

(D-E) PGE2中和反應會降低

球體hMSC的抗發炎作用，以

mTNF (D) 和 mIL10 (E) 

分泌量作代表。劑量單位

g/ml. 

(F-G) 巨噬細胞前處理的刺

激物或細胞株不影響COX-2

依賴型抗發炎反應。 

Values are mean ± SD (n = 

3). ns P ≥ 0.05, *P < 0.05, 

***P < 0.001 compared to 

vehicle control (DMSO) in 

A, B, control (IgG) in D 

and E, and corresponding 

vehicle control (MetOH, 

Indo EtOH, or DMSO) in F 

and G.  

縮寫: Ab, 抗體; EtOH, 乙醇;DMSO, dimethyl sulfoxide; inh,抑制物。 

 

圖4. 球體hMSC條件培養液中PGE2作用在經發炎刺激的巨噬細胞EP4受器 

 

(A-B) EP受器的競爭物添加對巨噬

細胞中mTNF及mIL10 (B)分泌

量影響。競爭物添加10 M. 

 

 

 



 

(C-D) cAMP的競爭物添加對巨噬細

胞中mTNFC及mIL10 (D)分泌量

影響並觀察到劑量效應。劑量M。 

Values are mean ± SD (n = 3). ns P≧

0.05, *P < 0.05, **P < 0.01, ***P < 

0.001 compared to vehicle control 

(DMSO). 

 

圖5. 球體hDF並未生成 PGE2 

(A-B) hDF的微陣列結果與

hMSC相比較，並列出PGE2

合成相關基因的相對表

現。 

 

 

 

(C,D)球體hDF條件培養液並

未造成經脂多醣刺激的巨噬

細胞 mTNF (C)分泌量降

低或mIL10 (D)分泌量提

升。 

Values are mean ± SD (n = 3). 

ns P≧0.05, ***P < 0.001 

compared to vehicle control 

(CCM) in C and D. 

圖6.球體hDF並未生成 PGE2 

 

 

 

 

 

 

 

(A-C) 廣效性細胞凋亡酵素抑制會降低PGE2生成量 (A) 並失去調控巨噬細胞抗發炎反應能力，

以mTNFα (B) 及mIL10 (C)分泌量表示。細胞凋亡酵素抑制物劑量μM.  



(D-E) NFκB轉錄抑制會降低PGE2生成量 (D) 並失去調控巨噬細胞抗發炎反應能力，以mTNFα 

(E) 及mIL10 (F)分泌量表示。抑制物劑量1 μM. 

Values are mean ± SD (n = 3). ns P ≥ 0.05, **P < 0.01, ***P < 0.001 compared to DMSO.  

 

圖7. 球體hMSC的自發性抗發炎機制假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