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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培养手册：细胞培养维持原则 

 

什么是传代？  

 

传代即去除原培养基并将细胞从原培养体系转移到新

鲜的生长培养基中，该过程可使细胞系或细胞株进一

步增殖。 

 

培养细胞增长模式的特征 

 

接种后培养细胞的生长将从延滞期进入对数期，即细

胞呈指数增殖。 当贴壁培养的细胞已占据所有可用基

质、没有扩增空间，或者悬浮培养的细胞已超过培养

基所能支撑的能力，无法进一步生长时，细胞增殖速

度将大大降低甚至完全停止 (参见下方的图 1)。 为

了将细胞密度维持在最佳水平，以便细胞继续生长，

并且刺激其进一步增殖，必须将培养物分成若干部分

，并添加新鲜培养基。 

 

 
 

图 1： 培养细胞增长模式的特征。 半对数图形显示了细胞

培养密度对培养时间的关系。 培养基中的细胞通常以标准

生长模式增殖。 细胞接种后第一个生长阶段是延滞期，此

阶段细胞生长缓慢，处于适应培养环境、为快速生长做准备

的状态。 延滞期之后是对数期，此阶段细胞呈指数增殖，

消耗生长培养基中的营养素。 当所有生长培养基均被耗尽 

(即：一种或多种营养素耗竭) 或者细胞已占据所有可用基

质时，细胞即进入静止期 (即：平台期)，其增殖速度大大

降低甚至完全停止。 

 

何时时行继代培养？ 

 

对于贴壁培养和悬浮培养而言，判断是否需要传代的

标准大致相同；但是，哺乳动物和昆虫细胞系之间存

在一些差异。 

 

1. 细胞密度 

 

哺乳动物细胞： 贴壁培养的细胞应该处于到达汇合点

之前的对数传代阶段。 正常细胞达到汇合状态时会停

止生长 (接触抑制)，重新接种后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

复。 转化细胞即使达到汇合状态也能继续增殖，但是

在经过大约两个倍增时间后通常会变质。 类似地，悬

浮培养的细胞进入对数生长期、未达到汇合状态时也

应进行传代。 达到汇合状态时，悬浮培养的细胞会聚

集成团块，转动培养瓶时培养基会变得浑浊。 

 

昆虫细胞： 昆虫细胞在处在到达汇合点前的对数期亚

传代阶段。 牢固贴壁的昆虫细胞达到汇合状态时也可

传代，虽然此时细胞更容易从培养容器上解离下来，

但是如果反复将昆虫细胞在密度超过汇合的状态下传

代，细胞的倍增次数会减少，活力会降低，贴壁能力

也会下降。 另一方面，将贴壁培养的昆虫细胞在达到

汇合状态前传代需要较大的机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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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使细胞从单细胞层中脱离。 反复在达到汇合状态

前传代，会导致细胞倍增次数减少，活力降低，健康

度较差。 

 

2. 培养基耗尽 

 

哺乳动物细胞： 生长培养基pH值降低通常表示乳酸蓄

积，乳酸是细胞代谢的副产物。 乳酸对细胞有毒性，

低pH值对细胞培养并不是值得推荐的办法。 pH值改变

的速度通常取决于培养体系中的细胞浓度，细胞浓度

越高，培养基耗竭的速度越快。 如果发现pH值迅速降

低 (>0.1 – 0.2 pH单位)，同时细胞浓度增大，则应

对细胞进行传代。 

 

昆虫细胞： 用于昆虫细胞培养的生长培养基通常比哺

乳动物细胞培养基酸度大。 例如，用于Sf9细胞培养

的TNM-FH和Grace培养基的pH值为6.2。与哺乳动物细

胞培养过程不同，昆虫细胞生长时培养基的pH值会逐

渐升高，但一般不会超过6.4。但是，与哺乳动物细胞

一样，昆虫细胞达到较高密度后生长培养基的pH值也

会开始降低。 

 

 

继代培养时间表 

 

严格按照预定时间进行细胞传代可确保细胞的生物学

行为稳定，便于监测其健康状态。 从某一接种密度开

始逐渐调整细胞接种密度，直到达到适合该细胞的稳

定生长速度和产量。 细胞偏离如此确定的生长模式通

常表示细胞健康状况不佳 (例如：变质、污染) 或者

培养体系的某一组分功能异常 (例如：未达到最佳温

度，培养基过于陈旧)。 我们强烈建议您保留详细的

细胞培养记录，记录加料和传代时间、所用培养基种

类、解离方法、分种率、形态学观察结果、接种浓度

、产量和抗生素用法。  

 

最好按照传代时间安排开展实验和其它非常规操作 (

如更换培养基种类)。 如果您的实验安排与常规传代

时间安排不吻合，则应确保当细胞仍处于延滞期或者

已经达到汇合状态、停止生长时，不进行传代。 

推荐用于普通细胞株的培养基 

 

许多哺乳动物连续细胞系均可采用相对简单的培养基 

(如添加了血清的MEM培养基) 进行培养，而采用MEM培

养基培养的细胞同样也可采用DMEM或培养基199进行培

养。 但是，当表达特异功能时就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培

养基。 有关为某种细胞选择合适培养基的信息通常可

通过发表的文献以及提供细胞的机构或者细胞库获得

。  

 

如果无法找到关于您的细胞该选择何种培养基的信息

，您可根据经验选择生长培养基和血清，或者测试几

种不同的培养基，以获得最佳结果。 通常，贴壁细胞

培养最好从MEM培养基开始，悬浮细胞培养最好从

RPMI-1640培养基开始  

 

用于昆虫细胞培养的生长培养基 (例如：TNM-FH和

Grace培养基) 通常比哺乳动物细胞培养基酸度大。

 

 

下面列出的条件，可作为建立新的哺乳动物细胞培养的指导： 

 推荐用于普通细胞培养的培养基 

 

哺乳动物细胞系 

CellLine CellType Species Tissue  Medium*  

293 fibroblast human embryonic kidney  MEM and 10% FBS  

3T6 fibroblast mouse embryo  DMEM and 10% FBS  

A549 epithelial human lung carcinoma  F-12K and 10% FBS  

A9 fibroblast mouse connective tissue  DMEM and 10% FBS  

AtT-20 epithelial mouse pituitary tumor  F-10, 15% horse serum and 2.5% FBS  

BALB/3T3 fibroblast mouse embryo  DMEM and 10% FBS 

BHK-21 fibroblast hamster kidney  GMEM and 10% FBS or MEM and 10% 
FBS plus NEAA  

BHL-100 epithelial human breast  McCoy's 5A and 10% F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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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fibroblast bovine turbinate cells  MEM and 10% FBS plus NEAA  

Caco-2 epithelial human colon adeno carcinoma  MEM and 20% FBS plus NEAA  

Chang epithelial human liver  BME and 10% calf serum  

CHO-K1 epithelial hamster ovary  F-12 and 10% FBS  

Clone9 epithelial rat liver  F-12K and 10% FBS  

CloneM-3 epithelial mouse melanoma  F-10, 15% horse serum and 2.5% FBS  
COS-1,COS-
3,COS-7 fibroblast monkey kidney  DMEM and 10% FBS 

CRFK epithelial cat kidney  MEM and 10% FBS plus NEAA  

CV-1 fibroblast monkey kidney  MEM and 10% FBS  

D-17 epithelial dog osteosarcoma  MEM and 10% FBS and NEAA  

Daudi lymphoblast human blood from a lymphoma 
patient  RPMI-1640 and 10% FBS  

GH1,GH3 epithelial rat pituitary tumor  F-10, 15% horse serum and 2.5% FBS  

H9 lymphoblast human T-cell lymphoma  RPMI-1640 and 20% FBS  

HaK epithelial hamster kidney  BME and 10% calf serum  

HCT-15 epithelial human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RPMI-1640 and 10% FBS  

HeLa epithelial human cervix carcinoma  MEM and 10% FBS plus NEAA (in 
suspension, S-MEM)  

HEp-2 epithelial human larynx carcinoma  MEM and 10% FBS  

HL-60 lymphoblast human promyeolocytic leukemia  RPMI-1640 and 20% FBS  

HT-1080 epithelial human fibrosarcoma  MEM and 10% HI FBS plus NEAA  

HT-29 epithelial human colon adenocarcinoma  McCoy's 5A and 10% FBS  

HUVEC endothelial human umbilical cord  F-12K and 10% FBS plus 100 µg/ml 
heparin  

I-10 epithelial mouse testicular tumor  F-10, 15% horse serum and 2.5% FBS  

IM-9 lymphoblast human marrow from myeloma patient  RPMI-1640 and 10% FBS  

JEG-2 epithelial human choriocarcinoma  MEM and 10% FBS  

Jensen fibroblast rat sarcoma  McCoy's 5A and 5% FBS  

Jurkat lymphoblast human lymphoma  RPMI-1640 and 10% FBS  

K-562 lymphoblast human myelogenous leukemia  RPMI-1640 and 10% FBS 

KB epithelial human oral carcinoma  MEM and 10% FBS plus NEAA  

KG-1 myeloblast human marrow from erythroleukemia 
patient  IMDM and 20% FBS  

L2 epithelial rat lung  F-12K and 10% FBS  

LLC-WRC256 epithelial rat carcinoma  Medium 199 and 5% horse serum  

McCoy fibroblast mouse unknown  MEM and 10% FBS  

MCF7 epithelial human breast adenocarcinoma  MEM and 10% FBS plus NEAA and 10 
µg/ml insulin  

WI-38 epithelial human embryonic lung  BME and 10% FBS  

WISH epithelial human amnion  BME and 10% FBS  

XC epithelial rat sarcoma  MEM and 10% FBS plus NEAA 

Y-1 epithelial mouse tumor of adrenal  F-10, 15% horse serum and 2.5% FBS  
 
*BME: Basal Medium Eagle; DMEM: Dulbecco’s Modified Eagle Medium; FBS: Fetal Bovine Serum; GMEM: Glasgow 
Minimum Essential Medium; IMDM: Iscove’s Modified Dulbecco’s Medium; MEM: Minimum Essential Medium; NEAA: 
Non-Essential Amino Acids Solution; TNM-FH: Trichoplusia ni Medium-Formulation Hink (i.e., Grace’s Insect Medium, 
Supplemented). 
 

游离贴壁细胞 

 

贴壁细胞传代的第一步是通过酶或机械方法将细胞从培养容器表面解离下来。下表列出了各种细胞解离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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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解离剂 应用 

摆脱 
轻轻震动或者摇动培养皿，

或者用移液器充分搅拌。 
松散贴壁的细胞, 有丝分裂的细胞 

刮 细胞刮器 对蛋白酶敏感的细胞株；可能损伤部分细胞 

酶解 Trypsin 超强贴壁细胞 

酶分解 胰蛋白酶+胶原酶  高密度培养时，培养层形成多层的结构，尤其
是成纤维细胞 

酶分解 Dispase 
使形成完整、汇合片层的表皮细胞从培养皿表

面脱离下来，而不将细胞解离 

酶分解 TrypLE分解酶 
强贴壁性细胞；直接替代胰蛋白酶；需要使用

非动物源性试剂的领域 

 

更多相关产品信息请点击：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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