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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磁性体装置在调节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
应激水平、活力及增殖、迁移和浸润能力中的应
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磁性体装置在调节高糖环境中
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活力及增殖、迁移和浸润
能力中的应用，
涉及磁场技术领域，
磁性体装置
包括磁性体和细胞培养单元，
所述细胞培养单元
位于磁性体顶壁 ，所述细胞位于细胞培养单元
内，
所述磁性体的S极或N极向上，
调节细胞受到
的磁场强度为0 .5T，
所述细胞加磁处理时间为24
小时。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采用本发明中的
磁性体装置，
0 .5T的N极或S极处理后均可以降低
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 ，增强细胞活
力，
减少细胞死亡，
同时能够促进细胞增殖、
迁移
和浸润能力，
且S极的调节效果优于N极。

说明书7页

附图8页

CN 114107279 A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磁性体装置在调节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活力及增殖、迁移和浸润能力
中的应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磁性体装置包括磁性体和细胞培养单元，
所述细胞培养单元位
于磁性体顶壁，
所述细胞位于细胞培养单元内，
所述磁性体的S极或N极向上，
调节细胞受到
的磁场强度为0 .5T，
所述细胞加磁处理时间为24小时。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磁性体装置在调节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活力及
增殖、
迁移和浸润能力中的应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细胞培养单元为细胞培养皿。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磁性体装置在调节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活力及
增殖、
迁移和浸润能力中的应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细胞为离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磁性体装置在调节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活力及
增殖、
迁移和浸润能力中的应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糖环境中的细胞为葡萄糖诱导的离体
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所述诱导包括以下步骤：
将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接种于培养板中，
加
入浓度为25mmol/L的D‑(+)‑葡萄糖溶液，
调整培养板的培养基中葡萄糖终浓度为50mmol/
L。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磁性体装置在调节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活力及
增殖、迁移和浸润能力中的应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应用包括以下步骤：
将葡萄糖诱导的离
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接种到细胞培养单元中，
然后置于磁性体顶壁，
将磁性体装置置于
细胞培养箱中培养24小时。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磁性体装置在调节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活力及
增殖、
迁移和浸润能力中的应用，
其特征在于：
磁性体的S极向上。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磁性体装置在调节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活力及
增殖、
迁移和浸润能力中的应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磁性体装置位于培养箱中。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磁性体装置在调节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活力及
增殖、
迁移和浸润能力中的应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培养箱为二氧化碳培养箱。
9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磁性体装置在调节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活力及
增殖、
迁移和浸润能力中的应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培养箱的培养温度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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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体装置在调节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
活力及
增殖、迁移和浸润能力中的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磁场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磁性体装置在调节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
激水平、
活力及增殖、
迁移和浸润能力中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约有1 .2亿糖尿病患者，
伴随着糖尿病发病率的激增，
糖尿病并发症也在
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糖尿病患者体内因其高糖的环境可以造成其机体内高水平
的氧化应激，
进而引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0003] 氧化应激是指机体在遭受各种有害刺激时，
机体内自由基的产生和抗氧化防御之
间严重失衡，
从而导致组织损伤。因而氧化应激与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发展密切相关。为
了研究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病理和发病机制，
科研人员需要在体外模拟出糖尿病患者体内
高血糖的实验环境，
然后再通过细胞实验，
研究高糖环境对不同细胞的影响和病变。
[0004] 近些年，
伴随着磁生物学领域的迅猛发展，
通过磁装置调节离体细胞的葡萄糖水
平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如公开号为CN111408051A的专利公开一种调节血液葡萄糖水
平的磁场发生装置及其应用，
通过磁场发生装置对离体肝癌细胞进行处理，
该磁场发生装
置能够调节离体肝癌细胞葡萄糖的水平，
改善铁代谢。
[0005] 然 而 ，不 同 的 磁 场 条 件 处 理 细 胞 后 ，对 细 胞 的 影 响 并 不 相同 ，如 公 开 号 为
CN111411041A的专利中的旋磁细胞培养装置，
在一定条件下培养乳腺癌细胞，
可抑制乳腺
癌细胞的粘附、
迁移和侵袭。如有研究发现，
0 .26T和0 .50T的SMFs对细胞ATP没有影响，
但1T
和9T SMFs对细胞ATP水平有着不同的影响，
且呈时间依赖性(Wang ,D .et al .Cellular ATP
levels are affected by moderate and strong static magnetic
fields .Bioelectromagnetics 39 ,352‑360 ,doi:10 .1002/bem .22122(2018) .)。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以非治疗为目的基于磁性体装置在同
时降低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
提高细胞活力，
减少细胞死亡，
促进细胞增殖、迁
移和浸润能力中的应用。
[0007]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手段实现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8] 磁性体装置在调节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
活力及增殖、迁移和浸润能
力中的应用，
所述磁性体装置包括磁性体和细胞培养单元，
所述细胞培养单元位于磁性体
顶壁，
所述细胞位于细胞培养单元内，
所述磁性体的S极或N极向上，
调节细胞受到的磁场强
度为0 .5T，
所述细胞加磁处理时间为24h。
[0009] 有益效果：
采用本发明中的磁性体装置，
0 .5T的N极或S极处理后均可以降低高糖
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
增强细胞活力，
减少细胞死亡，
同时能够促进细胞增殖、迁移
和浸润能力，
且S极调节效果优于N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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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采用磁疗贴改善血液循环、增强细胞活力等作用相比 ，
细胞活
力增强为细胞代谢ATP水平增加，
各项综合生命活动加速，
但是细胞增殖和凋亡是影响了细
胞周期的变化，
细胞活力增强并不一定能够促进细胞增殖，
减少细胞凋亡。
[0011] 优选地，
所述细胞培养单元为细胞培养皿。
[0012] 优选地，
所述细胞为离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0013] 优选地，
所述高糖环境中的细胞为葡萄糖诱导的离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所述
诱导包括以下步骤：
将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接种于培养板中 ，加入浓度为25mmol/L的D‑
(+)‑葡萄糖溶液，
调整培养板的培养基中葡萄糖终浓度为50mmol/L。
[0014] 有益效果：
葡萄糖诱导的离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在细胞体内外形成类似高血
糖的环境，
形成高氧化应激水平，
通过本发明中的磁性体装置处理后，
氧化应激水平显著降
低。
[0015] 优选地，
所述应用包括以下步骤：
将葡萄糖诱导的离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接种
到细胞培养单元中，
然后置于磁性体顶壁，
将磁性体装置置于细胞培养箱中培养24h。
[0016] 优选地，
所述磁性体装置位于培养箱中。
[0017] 优选地，
所述培养箱为二氧化碳培养箱。
[0018] 优选地，
所述细胞为离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0019] 磁性体装置在构建高糖低氧化应激水平细胞模型中的应用，
所述磁性体装置包括
磁性体和细胞培养单元，
所述细胞培养单元位于磁性体顶壁，
所述细胞位于细胞培养单元
内，
所述磁性体的S极或N极向上，
调节细胞受到的磁场强度为0 .5T，
所述细胞加磁处理时间
为24h。
[0020] 有益效果：
采用本发明中的磁性体装置，
0 .5T的N极或S极处理后均可以降低高糖
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
从而构建高糖低氧化应激水平细胞模型。
[0021] 优选地，
所述高糖环境的细胞为葡萄糖诱导的离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所述诱
导包括以下步骤：
将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接种于培养板中，
加入浓度为25mmol/L的D‑(+)‑
葡萄糖溶液，
调整培养板的培养基中葡萄糖终浓度为50mmol/L。
[0022] 有益效果：
葡萄糖诱导的离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在细胞内外形成高糖环境，
形
成高氧化应激水平，
通过本发明中的磁性体装置处理后，
氧化应激水平显著降低，
从而构建
高糖低氧化应激水平细胞模型。
[0023]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采用本发明中的磁性体装置，
0 .5T的N极或S极处理后均可以
降低高糖环境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水平，
增强细胞活力，
减少细胞死亡，
同时能够促进细胞增
殖、
迁移和浸润能力，
且S极调节效果优于N极。
[002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采用磁疗贴改善血液循环、
增强细胞活力等作用相比 ，
细胞活
力增强为细胞代谢ATP水平增加，
各项综合生命活动加速，
但是细胞增殖和凋亡是影响了细
胞周期的变化，
细胞活力的增强并不一定代表着细胞增殖的促进和细胞凋亡的减少。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磁性体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1磁性体；
11磁性体顶壁；
2
细胞培养皿；
3细胞；
图中箭头表示图中右侧附图为从上往下的俯视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不同葡萄糖浓度处理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NIH3T3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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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存活率统计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葡萄糖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NIH3T3的NRF2蛋白免疫荧光结果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葡萄糖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NIH3T3的NRF2蛋白免疫印迹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葡萄糖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NIH3T3的NRF2蛋白免疫印迹图定量统计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葡萄糖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NIH3T3的ROS相对含量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葡萄糖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NIH3T3的细胞相对活力检测图；
[0032]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葡萄糖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NIH3T3的活细胞和死细胞免疫荧光图；
[0033]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葡萄糖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NIH3T3的活细胞百分比统计图；
[0034]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葡萄糖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
胞NIH3T3的死细胞百分比统计图；
[0035]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葡萄糖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
胞NIH3T3的细胞划痕试验随时间变化划痕闭合图；
[0036] 图12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葡萄糖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
胞NIH3T3的细胞浸润随时间变化图；
[0037] 图13为本发明对比例1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葡萄糖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
胞NIH3T3的ROS相对含量图；
图中control表示正常对照组；
[0038] 图14为本发明对比例1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葡萄糖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
胞NIH3T3的细胞相对数量图；
图中control表示正常对照组；
[0039] 图15为本发明对比例1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葡萄糖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
图中control表示正常对照组；
胞NIH3T3的细胞周期分布图；
[0040] 图16为本发明对比例1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葡萄糖诱导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
胞NIH3T3的存活、
死亡、凋亡百分比图；
图中control表示正常对照组；
[0041] 图17为本发明对比例2中N/S极磁性体装置处理不同葡萄糖浓度诱导的小鼠胚胎
成纤维细胞NIH3T3的总细胞数目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
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
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
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3] 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试验材料和试剂等，
如无特殊说明，
均可从商业途径获得。
[0044] 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技术或条件者，
均可以按照本领域内的文献所描述的技术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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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或者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
[0045] 实施例1
[0046] 如图1所示，
本发明所用的磁性体装置包括磁性体、
细胞培养单元。
[0047] 磁性体的磁场方向为竖直方向。
细胞培养单元为细胞培养皿，
细胞培养皿位于磁
性体顶壁11。
[0048] 将磁性体装置放置在培养箱腔体的内底面，
保证磁性体的S极向上，
磁性体的N极
向下与细胞培养箱腔体的内底面相对。
[0049] 或者磁性体的N极向上，
磁性体的S极向下与细胞培养箱的腔体的内底面相对。
[0050] 本实施例中细胞培养皿的磁感应强度为～0 .5T。
本实施例中磁性体为钕铁硼永磁
体，
S极或N极磁场向上，
表面最大强度达到0 .5T。在钕铁硼永磁体的上端或下端，
极性均匀，
磁场梯度维持在相对较小的范围。
[0051] 实施例2
[0052] 采用实施例1中的磁性体装置在调节葡萄糖诱导的离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氧化
应激水平中的应用，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53]
(1)葡萄糖诱导的离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在细胞内外形成高糖环境，
形成高氧
化应激水平，
具体步骤如下：
[0054] 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NIH3T3)按照每孔5000个细胞/100μl接种于96孔培养板中。
并设置对照组和模型组。模型组另需加入不同浓度的D‑(+)‑葡萄糖溶液(购于生工，
货号
A600219，
溶剂为磷酸盐缓冲液) ，
加入葡萄糖溶液后，
各细胞培养体系中葡萄糖浓度依次为
25，
30，
50，
70mmol/L，
对照组和模型组细胞分别放置在37℃的二氧化碳培养箱(CO 2气体体
积与气体总体积比v/v为5％)中培养24h，
然后每孔加入10μl的CCK‑8溶液(CCK‑8溶液购于
MCE，
货号：
SQ19844) ，
在37℃的二氧化碳培养箱中继续培养1h，
在酶标仪上选择450nm的波
长，
检测各个孔的吸光度，
计算细胞存活率。细胞存活率(％)＝模型组吸光度均值/对照组
×100％，
并筛选得到最佳葡萄糖诱导浓度。
[0055]
(2)将对照组和模型组4×10 5 个/毫升的细胞接种到直径为3 .5cm的细胞培养皿
中，
对照组细胞的培养环境为基础培养基(购于康宁，
货号10‑014‑CV) ；
模型组细胞的培养
环境为经步骤(1)筛选得到的葡萄糖终浓度为50mmol/L的培养基，
然后将模型组细胞分别
置于实施例1中0 .5T磁场强度的N极、
S极以及不充磁的磁性体的顶壁，
培养24h。
[0056]
测定指标及测定方法：
[0057]
(1)免疫荧光检测NRF2蛋白在细胞内的分布情况：
在检测前往细胞培养皿中放入
盖玻片，
进行细胞爬片。磁场处理24h后，
取出盖玻片，用磷酸盐缓冲液(购于碧云天，
货号
C0221A)洗涤两次，
然后在室温下用4％多聚甲醛(购于赛维尔，
货号G1101，
多聚甲醛在多聚
甲醛溶液中的质量体积百分比m/v为4％)固定细胞15分钟，
再用PBS洗涤三次后，
在室温下
用含有2％牛血清白蛋白 (购于生工 ，货号A600332) 、0 .2％叠氮化钠(购于索莱宝，货号
货号A600198)的TBST溶液(购于赛维尔，
货
P0200)和含有0 .1％的Triton X‑100(购于生工，
号G0004)制成的封闭液处理细胞1小时。按照1：
1000的稀释比例，
用上述封闭液稀释NRF2抗
体(抗体购于武汉三鹰，
货号66504‑1‑Ig) ，
盖玻片上加入200μl稀释后的NRF2抗体在4℃下
孵育过夜。然后用TBST溶液(购于赛维尔，
货号G0004)洗涤三次，
盖玻片上加入150μl的二抗
溶液孵育30分钟。再用PBS洗涤三次后，
盖玻片上加入DAPI溶液(购于西格玛，
货号D9542)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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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8分钟对细胞核进行染色。最后，
将载玻片上滴上封片剂(购于赛默飞，
货号P36984)并放
上盖玻片，
待其凝固后在高分辨率激光转盘共焦显微镜上进行拍照检测NRF2蛋白在细胞内
的分布情况。
[0058]
(2)使用细胞核细胞质蛋白提取试剂盒(购于碧云天，
货号P0028)提取培养后细胞
的细胞核和细胞质蛋白。使用10％SDS‑PAGE凝胶快速制备试剂盒(购于雅酶，
货号PG112)配
置10％SDS‑PAGE凝胶，
然后将提取的细胞核和细胞质蛋白质注入凝胶中跑电泳。待蛋白跑
至凝胶底部时将其转移到聚偏二氟乙烯膜(购于雅酶，
货号WJ002)上，
与5％脱脂奶粉(购于
生工，
货号A600669‑0250)孵育1小时，
然后在4℃下与NRF2(NRF2抗体购于GeneTex，
货号
GTX103322)、
β‑tubulin(抗体购于全式金，
货号HC101‑01)和Lamin A/C(抗体购于武汉三
鹰，
货号10298‑1‑AP)一抗孵育过夜。然后将膜在室温下与HRP标记的二抗(抗体购于赛默
飞，
货号31430)孵育2小时。使用化学发光试剂(购于赛默飞，
货号P90720)进行显影，
并使用
Image J量化细胞核和细胞质NRF2的蛋白质含量。
[0059]
货
(3)收集培养后的细胞，
并向收集得到的细胞中加入DCFH‑DA探针(购于西格玛，
号D6883) ，
细胞内的ROS可将其氧化生成荧光DCF，
可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荧光DCF的含量，
反映细胞内ROS的含量。
[0060] 实验结果：
[0061]
(1)如图2所示，
随着葡萄糖浓度的增加，
在细胞培养体系中培养24小时后，
CCK‑8
检测到细胞的存活率逐渐降低，
在葡萄糖浓度为50mmol/L的细胞培养体系中培养24小时，
此时与糖尿病患者体内高糖环境中细胞的存活率最为相似。
[0062]
(2)如图3所示，
在葡萄糖刺激下，
N和S极钕铁硼永磁体处理组细胞阻止NRF2蛋白
核移位效果显著增强。
说明，
钕铁硼永磁体的N和S极可参与调节NRF2蛋白转运过程。
[0063]
(3)如图4和5所示，
在葡萄糖刺激下，
N和S极钕铁硼永磁体处理组减少了细胞核内
NRF2蛋白的表达。
说明，
钕铁硼永磁体的N和S极可参与调节NRF2蛋白表达过程。
[0064]
(4)如图6所示，
在葡萄糖刺激下，
N和S极钕铁硼永磁体处理组减少了细胞内ROS水
平。
说明，
钕铁硼永磁体的N和S极可参与调节细胞氧化应激水平，
且S极调节效果优于N极。
[0065] 实施例3
[0066] 采用实施例1中的磁性体装置在调节葡萄糖诱导的离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活
力、增殖、
迁移和浸润能力中的应用，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67] 将实施例2中的对照组和模型组的细胞接种到不透明的96孔板或3 .5cm的细胞培
养皿中，
具体培养步骤如下：
[0068] 对照组细胞的培养环境为基础培养基(购于康宁，
货号10‑014‑CV) ；
模型组细胞的
培养环境为基础培养基并添加由(1)筛选得到的葡萄糖浓度为25mmol/L的溶液，
使其培养
基中葡萄糖终浓度为50mmol/L，
然后将模型组细胞分别置于实施例1中0 .5T磁场强度的N
极、
S极以及不充磁的磁性体的顶壁，
培养24小时。
[0069]
测定指标及测定方法：
[0070]
(1)Cell‑Titer Glo检测细胞活力：
在细胞培养物中加入18μl的CellTiter‑Glo检
测液(购于碧云天，
货号C0068S) ，
轻混30s，
然后孵育10分钟后在酶标仪上检测各孔的荧光
强度。
[0071]
(2)钙黄绿素和PI共染试剂盒检测活细胞和死细胞：
96孔板中每孔加入Calc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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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染色试剂(购于碧云天，
货号C2015M)100μl，
37℃避光孵育30‑45分钟，
孵育结束后更换新
鲜的培养基，
再避光孵育30分钟，
吸出培养基，
磷酸盐缓冲液(购于碧云天，
货号C0221A)洗
2‑3遍，
然后每孔再加入50μl的PI(购于西格玛，
货号P4864)，
室温孵育8分钟，
然后加入磷酸
盐缓冲液(购于碧云天，
货号C0221A)洗涤5‑6遍，
加入无血清培养基置于荧光显微镜下拍
照，
因为钙黄绿素‑AM染色的活细胞发出绿色荧光，
PI染色的死细胞发出红色荧光，
置于荧
光显微镜下拍照可以观察活细胞和死细胞数目，
并计算活细胞和死细胞的比例。
[0072]
(3)EdU细胞增殖检测：
每皿细胞的培养基吸弃1ml后再加入1ml混有浓度为20μ
mol/L的2×EdU(购于碧云天，
货号C0081L)的培养基，
使EdU终浓度为10μmol/L，
继续孵育细
胞2小时。EdU标记细胞完成后，
去除培养液，
胰酶消化后用培养液重悬放入1 .5ml的离心管
中，
再加入1ml4％的多聚甲醛，
室温固定15分钟，
去除固定液，
每孔用含3％牛血清白蛋白
(购于生工，
货号A60033)的磷酸盐缓冲液(购于碧云天，
货号C0221A)配置成的洗涤液1ml洗
涤细胞3次，
每次3‑5分钟。去除洗涤液，
每孔用1ml通透液(购于碧云天，
货号P0097)室温孵
每次3‑5分钟。取EdU细胞增殖
育10‑15分钟。去除通透液，
每孔用1ml洗涤液洗涤细胞1‑2次，
检测试剂盒(购于碧云天，
货号C0081L)中的1 .72ml的Click Reaction Buffer、80μl的
CuSO4、
4μl的Azide 647和200μl的Click Additive Solution配制成混合液。去除上一步骤
中的洗涤液。每个1 .5ml的离心管中加入0 .5ml的Click反应液，
轻轻混匀，
室温避光孵育30
最大激发
分钟，
吸除Click反应液，用洗涤液洗涤3次，
然后对细胞悬液样品进行流式检测，
波长为650nm，
最大发射波长为670nm。
[0073]
(4)细胞划痕检测细胞增殖能力：
将对照组和模型组的细胞接种到直径为3 .5cm的
细胞培养皿中，
对照组和模型组细胞的培养环境均为基础培养基(购于康宁，
货号10‑014‑
吸弃对照组和模型组细胞的培养基，
然后对照组
CV) ，
培养24h后细胞汇合度为95％以上时，
细胞在直径为3 .5cm的细胞培养皿中加入基础培养基2ml；
模型组细胞在直径为3 .5cm的细
胞培养皿加入基础培养基2ml并补充25mmol/L葡萄糖浓度的溶液50μl，
使其培养基中葡萄
糖终浓度为50mmol/L，
并用10μl的塑料枪头进行划痕，
并于磁场处理的第0h、
12h、
24h和36h
时间点使用光学显微镜观察细胞划痕的闭合情况。
[0074]
(5)细胞迁移检测细胞迁移能力：
将对照组和模型组的细胞接种到3 .5cm皿中，
对
照组和模型组细胞的培养环境均为基础培养基(购于康宁公司，
货号10‑014‑CV) ，
培养24h
4
后细胞汇合度为95％以上时用胰酶消化下细胞，
将大约5×10 的细胞悬浮在100μl的无血
清培养基中，
并将其接种到Transwell小室(购于康宁，
货号3422)的上腔。然后将含20％胎
牛血清的细胞培养基(购于Clark Bioscience，
货号FB25015)添加到Transwell小室的下腔
中，
并将小室置于24孔板中，
磁场处理48h，
然后取出小室，
使用棉签擦去小室上腔的细胞，
并使用4％的多聚甲醛溶液进行固定，
1％结晶紫染色，
使用光学显微镜进行拍照。
[0075] 实验结果：
[0076]
(1)如图7所示，
在葡萄糖刺激下，
N和S极钕铁硼永磁体处理组显著增加了细胞活
力。
[0077]
(2)如图8和9所示，
在葡萄糖刺激下，
N和S极钕铁硼永磁体处理组显著增加了活细
胞百分比。
[0078]
(3)如图10所示，
在葡萄糖刺激下，
N和S极钕铁硼永磁体处理组显著减少了死细胞
百分比。
8

CN 114107279 A

说

明

书

7/7 页

(4)如图11和12所示，
在葡萄糖刺激下，
N和S极钕铁硼永磁体处理组显著增加了细
胞增殖和迁移能力。
[0080] 本发明中的磁性体细胞处理装置在调节葡萄糖诱导的离体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
氧化应激水平后，
进一步促进细胞增殖和迁移，
能扩展应用在调节细胞增殖、
迁移药物研制
的领域，
为临床研究以及相关药物研制提供帮助。
[0081] 对比例1
[0082]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2的区别之处在于：
更换磁性体的磁场强度，
调整细胞受到的磁
场强度为1T，
将不同细胞密度的细胞接种到直径为3 .5cm的细胞培养皿中，
调整细胞培养环
境中葡萄糖浓度均为25mM(正常糖培养环境)。
[0083] 如图13所示，
该磁场强度下的磁性体装置对细胞ROS水平无显著影响。
[0084] 如图14‑图16所示，
该磁场强度下的磁性体装置对不同细胞密度细胞的增殖、
死亡
和细胞周期均没有影响，
其中相同处理条件下N极和S极效果相同。
[0085] 对比例2
[0086]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2的区别之处在于：
更换磁性体的磁场强度，
调整细胞受到的磁
场强度为1T，
调整细胞培养环境中葡萄糖浓度分别为5、
10、
25、
50mM。
[0087] 如图17所示，
可以看出，
磁场强度不同不能调节细胞增殖，
在25mM正常糖浓度的培
养环境下，
1T磁场对细胞增殖没有影响，
甚至在1T磁场强度下会抑制高糖环境(50mM)中细
胞的增殖，
其中相同处理条件下N极和S极效果相同。
[0088]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而非对其限制；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
替换，
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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