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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课题在于，提供一种对大量且迅速

地制造细胞制剂有用的增殖性高的间充质系干

细胞(MSC)、包含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

根据本发明，可以提供上述细胞群，其包含来自

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在所述细胞群

中，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

50％以上，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

比率低于10％，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6+所述

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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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细胞群，其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

在所述细胞群中，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以上，呈现CD200+的

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呈现CD106+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细胞群，其至少包含呈现CD14+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细胞群，其中，呈现CD14+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

以上。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细胞群，其中，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可以在生物

体外的培养开始后不停止增殖地培养至40天以后。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细胞群，其中，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可以在生物

体外的培养开始后培养至倍增次数达到10次以上。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细胞群，其中，在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中，倍增时

间为2天以下。

7.一种医药组合物，其包含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细胞群、和药学上可接受的

介质。

8.一种细胞群的制造方法，所述细胞群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该方

法包括：

将包含从胎儿附属物采集的细胞的细胞群在下述条件下进行培养的工序，所述条件

为：保持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以上、所述细胞

群中的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6+的

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细胞群的制造方法，其中，所述包含从胎儿附属物采集的细胞

的细胞群是至少用胶原酶对包含从胎儿附属物采集的上皮细胞层和间充质系干细胞层的

试样进行处理而得到的细胞群。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细胞群的制造方法，该方法包括：重复多次以400～5,000

细胞/cm2的密度接种所述包含从胎儿附属物采集的细胞的细胞群并进行培养的工序。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细胞群的制造方法，其中，所述培养期间为4～10天。

12.一种监控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对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中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

胞的比率、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及呈现CD106+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

的比率进行测定，将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以

上、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所述细胞群中的

呈现CD106+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作为指标，监控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

性。

13.一种供体和/或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评价方法，该方法包括：

从供体采集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对呈现CD105+的所述间

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及呈现CD106+的所述间充

质系干细胞的比率进行测定，将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

为50％以上、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所述细

胞群中的呈现CD106+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作为指标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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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种对试样的最佳酶处理条件进行判断和/或预测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对于将从供体采集的试样进行酶处理而得到的细胞群，对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质系

干细胞的比率、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及呈现CD106+的所述间充质系干

细胞的比率进行测定，将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

以上、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所述细胞群中

的呈现CD106+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作为指标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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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其制备方

法、以及医药组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本发明涉及上述细

胞群的制备方法、以及包含上述细胞群的医药组合物。另外，本发明还涉及将细胞群中表达

特定标记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用作指标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的监控方法、供

体和/或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评价方法、以及酶处理条件的确认和/或预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也被称为间充质系基质细胞(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的间充质系干细胞是

报道存在于骨髓等的成体干细胞，具有分化为骨、软骨及脂肪等的能力。间充质系干细胞作

为细胞治疗中有希望的细胞源而受到关注，最近已知其还存在于胎盘、脐带、胎膜等胎儿附

属物。

[0003] 间充质系干细胞因除了分化能力以外还具有免疫抑制能力而备受瞩目，正在进行

对使用了骨髓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急性移植物抗宿主反应(GVHD)、以及炎性肠病的克罗恩

(Crohn)病的实用化。作为间充质系干细胞，已知有各种细胞，其中，羊膜间充质系干细胞的

免疫抑制效果好，而且作为细胞源的羊膜能够非侵入地进行采集，因此期待其在以各种免

疫相关疾病为对象的细胞治疗中的应用(专利文献1)。

[0004] 专利文献1中记载了羊膜间充质系细胞组合物的制造方法及冷冻保存方法、以及

治疗剂。特别是记载了可以通过对在含有二甲基亚砜5～10质量％、且含有羟乙基淀粉5～

10质量％或葡聚糖1～5质量％的溶液中包含羊膜间充质系细胞的混合物进行冷冻保存，从

而将冷冻保存的羊膜间充质系细胞制造成最适于移植的细胞制剂。另外，专利文献2中记载

了一种制备羊膜间充质系干细胞群的方法，该方法包括：(D)从哺乳动物的羊膜采集间充质

系细胞的细胞群的步骤；(E)将上述采集的细胞群以400～35000/cm2的细胞浓度进行播种，

进行2～3天的初期培养的步骤；(F)重复进行3～4次传代培养的步骤，所述传代培养是以上

述初期培养的1/5000以上且低于1/10的细胞浓度进行播种、并在1周进行2次培养基更换；

(G)在上述传代培养中形成了具有纺锤状形态的细胞集落时，用相同的培养皿保持培养至

细胞达到汇合的步骤。

[0005] 现有技术文献

[0006] 专利文献

[0007]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15-61520号公报

[0008] 专利文献2：国际公开WO2013/077428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9] 发明要解决的课题

[0010] 在本发明人等的初步研究中确认了羊膜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低，而且如果重

复传代3次，则此后基本上不会增殖，传代数、倍增次数不增加。因此可知，大量且迅速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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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制造细胞制剂化所需要的细胞未必是容易的。专利文献1中记载了，通过用特定的冷冻

保存液对包含羊膜间充质系细胞的混合物进行冷冻保存，可以抑制解冻后的羊膜间充质系

细胞的生存率降低，将冷冻保存的羊膜间充质系细胞制成最适于移植的细胞制剂。然而，完

全没有记载从间充质系干细胞中选择性地制备具有特定的优异特长的间充质系干细胞，具

体而言，完全没有记载将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特性作为指标来选择性地制备大量包含对大量

且迅速地制造细胞制剂有用的增殖性高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另外，专利文献2中虽

然记载了通过以低密度播种细胞来制备具有高增殖能力和分化能力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群，

但是，对于将间充质系干细胞群中含有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特性作为指标、保持高增殖性

进行培养的方法、以及大量包含上述具有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特性且增殖性高的间充质系干

细胞的细胞群，没有任何记载，也没有给出教导。

[0011] 本发明的课题在于，提供一种对大量且迅速地制造细胞制剂有用的增殖性高的间

充质系干细胞(MSC)、包含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其制造方法、以及包含上述细胞

群的医药组合物。另外，本发明的课题在于，提供一种利用与包含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

相关的指标的间充质系干细胞增殖性的监控方法、供体和/或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评价方

法、以及最佳酶处理条件的判断和/或预测方法。

[0012] 解决课题的方法

[0013] 本发明人等为了解决上述课题而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在以下条件下进行

培养时，可以获得包含总是显示出高增殖性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所述条件为：包含

从胎儿附属物采集的细胞的细胞群中呈现CD105+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给定值以上、

且呈现CD200+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与呈现CD106+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分别保持为

低于给定值。另外，本发明人等发现，通过将包含从胎儿附属物采集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

胞群中呈现CD105+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给定值以上、且呈现CD200+的间充质系干细

胞的比率与呈现CD106+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分别低于给定值用作指标，可以监控间充

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从高效地获得增殖性高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观点考虑，可以评价供

体和/或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品质，进而可以判断和/或预测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最佳酶处

理条件。本发明是基于这些见解而完成的。

[0014] 即，根据本说明书，可提供以下的发明。

[0015] (1)一种细胞群，其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

[0016] 在所述细胞群中，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以上，呈现

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呈现CD106+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

低于5％。

[0017] (2)根据(1)中记载的细胞群，其至少包含呈现CD14+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

[0018] (3)根据(2)中记载的细胞群，其中，呈现CD14+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

5％以上。

[0019] (4)根据(1)～(3)中任一项记载的细胞群，其中，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可以在生物

体外的培养开始后不停止增殖地培养至40天以后。

[0020] (4-1)根据(1)～(4)中任一项记载的细胞群，其中，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可以在生

物体外的培养开始后不停止增殖地培养至70天以后。

[0021] (5)根据(1)～(4)及(4-1)中任一项记载的细胞群，其中，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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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生物体外的培养开始后培养至倍增次数达到10次以上。

[0022] (5-1)根据(1)～(4)、(4-1)及(5)中任一项记载的细胞群，其中，所述间充质系干

细胞可以在生物体外的培养开始后培养至倍增次数达到30次以上。

[0023] (6)根据(1)～(4)、(4-1)、(5)及(5-1)中任一项记载的细胞群，其中，所述间充质

系干细胞的倍增时间为2天以下。

[0024] (7)一种医药组合物，其包含(1)～(4)、(4-1)、(5)、(5-1)及(6)中任一项记载的细

胞群、和药学上可接受的介质。

[0025] (8)一种细胞群的制造方法，所述细胞群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

该方法包括：

[0026] 将包含从胎儿附属物采集的细胞的细胞群在下述条件下进行培养的工序，所述条

件为：保持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以上、所述细

胞群中的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6+

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

[0027] (9)根据(8)中记载的细胞群的制造方法，其中，所述包含从胎儿附属物采集的细

胞的细胞群是至少用胶原酶对包含从胎儿附属物采集的上皮细胞层和间充质系干细胞层

的试样进行处理而得到的细胞群。

[0028] (10)根据(8)或(9)中记载的细胞群的制造方法，该方法包括：重复多次以400～5,

000细胞/cm2的密度接种所述包含从胎儿附属物采集的细胞的细胞群并进行培养的工序。

[0029] (11)根据(10)中记载的细胞群的制造方法，其中，所述培养期间为4～10天。

[0030] (12)一种监控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0031] 对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中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质

系干细胞的比率、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及呈现CD106+的所述间充质系

干细胞的比率进行测定，将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

50％以上、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所述细胞

群中的呈现CD106+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作为指标，监控间充质系干细胞

的增殖性。

[0032] (12-1)根据(12)中记载的方法，其中，在所述细胞群中，进一步对呈现CD14+的所

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进行测定，将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4+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

的比率为5％以上作为指标，监控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

[0033] (13)一种供体和/或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评价方法，该方法包括：

[0034] 从供体采集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对呈现CD105+的所

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及呈现CD106+的所述

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进行测定，将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

比率为50％以上、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所

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6+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作为指标进行评价。

[0035] (13-1)根据(13)中记载的供体和/或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评价方法，其中，

[0036] 在所述细胞群中，进一步对CD14+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进行测定，将所述

细胞群中的CD14+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以上作为指标进行评价。

[0037] (14)一种对试样的最佳酶处理条件进行判断和/或预测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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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对于将从供体采集的试样进行酶处理而得到的细胞群，对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

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及呈现CD106+的所述间充质

系干细胞的比率进行测定，将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5+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

50％以上、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200+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所述细胞

群中的呈现CD106+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作为指标进行评价。

[0039] (14-1)根据(14)中记载的对试样的最佳酶处理条件进行判断和/或预测的方法，

其中，

[0040] 在所述细胞群中，进一步对呈现CD14+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进行测定，将

所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4+的所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以上作为指标进行评价。

[0041] 发明的效果

[0042] 根据本发明，可以得到包含增殖性高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另外，根据本发

明，作为包含增殖性高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形成的指标，可以使用各种表面抗原的

阳性率。由此，可以大量且迅速地制造细胞制剂(医药组合物)。根据本发明，通过将细胞群

中的呈现CD105+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以上、细胞群中的呈现CD200+的间充质系

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6+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作为指

标，可以监控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特别是通过经时地测定上述指标，可以迅速地掌

握、预测间充质系干细胞增殖性的变化。另外，根据本发明，通过利用上述的指标，可以对供

体自身和/或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品质进行评价。此外，根据本发明，通过利用上述指标，可

以判断和/或预测对从供体采集的试样进行酶处理时的酶处理方法是否为最佳。

附图说明

[0043] 图1示出了对羊膜MSC进行传代培养(通常培养)时的细胞的照片。

[0044] 图2关于通过传代培养(通常培养)得到的各代的羊膜MSC，示出了使用流式细胞仪

对各种表面抗原(CD73、CD90、CD105)的阳性率进行分析而得到的结果。

[0045] 图3关于本发明的培养中第7次传代的羊膜MSC，示出了使用流式细胞仪对各种表

面抗原(CD73、CD90、CD105、CD45、CD106、CD200、CD14)的阳性率进行分析而得到的结果。

[0046] 图4关于本发明的培养中第9次传代的羊膜MSC，示出了使用流式细胞仪对各种表

面抗原(CD73、CD90、CD105、CD45、CD106、CD200、CD14)的阳性率进行分析而得到的结果。

[0047] 图5关于本发明的培养中第11次传代的羊膜MSC，示出了使用流式细胞仪对各种表

面抗原(CD73、CD90、CD105、CD45、CD106、CD200、CD14)的阳性率进行分析而得到的结果。

[0048] 图6示出了通过通常培养和本发明的培养分别对羊膜MSC进行培养时的羊膜MSC的

增殖曲线。

[0049] 图7示出了通过本发明的培养对羊膜MSC进行传代培养时的细胞的照片。

[0050] 图8关于在本发明的培养中第2、4、6、8及10次传代的羊膜MSC，示出了使用流式细

胞仪对各种表面抗原(CD73、CD90、CD105、CD45、CD106、CD200)的阳性率进行分析而得到的

结果。

[0051] 图9示出了图8中得到的羊膜MSC的增殖曲线。

[0052] 图10示出了对本发明的培养中得到的羊膜MSC的免疫调节作用进行研究的结果。

[0053] 图11示出了用本发明的方法对羊膜MSC进行酶处理时的增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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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图12关于在本发明的酶处理后、国际公开WO2013/077428号公报的权利要求7中记

载的方法的培养中的第9次传代的羊膜MSC，示出了使用流式细胞仪对各种表面抗原(CD73、

CD90、CD105、CD44、CD166、CD45、CD326、CD14、SSEA-4)的阳性率进行分析而得到的结果。

[0055] 图13示出了通过本发明的培养对从不同的供体得到的羊膜MSC(#4及#5)进行传代

培养时，关于第6次传代的羊膜MSC，使用流式细胞术对各种表面抗原(CD73、CD90、CD105、

CD45、CD106、CD200)的阳性率进行分析而得到的结果。

[0056] 图14示出了通过本发明的培养对供体不同的羊膜MSC#4及#5分别进行培养时的羊

膜MSC的增殖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57] 以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具体进行说明，以下的说明是为了易于理解本发明，但

本发明的范围并不限定于下述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适当变更下述实施方式的构成而

得到的其它实施方式也包含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0058] [1]用语说明

[0059] 本说明书中的“胎儿附属物”是指胎膜、胎盘、脐带及羊水。另外，“胎膜”是指容纳

胎儿的羊水的胎囊，其自内侧起由羊膜、绒毛膜以及蜕膜构成。其中，羊膜和绒毛膜是因胎

儿产生的。“羊膜”是位于胎膜最内层的血管很少的透明薄膜。羊膜的内层(也称为上皮细胞

层)被具有分泌功能的一层上皮细胞包覆，分泌羊水，羊膜的外层(也称为细胞外基质层，相

当于间质)包含间充质系干细胞。

[0060] 本说明书中的“间充质系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是指满足下述

定义的干细胞，可以与“间充质系基质细胞(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无差别地使用。

在本说明书中，“间充质系干细胞”有时记载为“MSC”。

[0061] 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定义

[0062] i)在标准培养基的培养条件下，显示出对塑料的附着性。

[0063] ii)表面抗原CD105、CD73、CD90为阳性，CD45、CD34、CD11b、CD79alpha、CD19、HLA-

DR为阴性。

[0064] 本说明书中的“羊膜间充质系干细胞”是指来自羊膜的间充质系干细胞，可以与

“羊膜间充质系基质细胞”无差别地使用。在本说明书中，“羊膜间充质系干细胞”有时记载

为“羊膜MSC”。

[0065] 本说明书中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群”是指包含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其形态没

有特别限定，可以列举例如：细胞团、细胞团块、细胞漂浮液或细胞悬浮液等。

[0066] 本说明书中的“增殖能力”是指细胞通过进行细胞分裂而增加细胞数量的能力。在

本发明中，“增殖能力高”可以与“增殖性高”无差别地使用。羊膜间充质系干细胞群中的羊

膜间充质系干细胞(羊膜MSC)的增殖能力可以使用平均每1批次培养的获得细胞数、增殖速

度、倍增次数、倍增时间和/或传代次数进行评价。

[0067] 本说明书中的“细胞群中的呈现选自CD105+、CD200+、CD106+、CD14+、CD73+、CD90+及

CD45+中的表面抗原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如后面记载的实施例所述，是指对于通过流

式细胞术进行了分析的上述表面抗原为阳性的细胞的比率。在本说明书中，“对于表面抗原

为阳性的细胞的比率”有时记载为“阳性率”。

说　明　书 5/23 页

8

CN 109952371 A

8



[0068] [2]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

[0069] 由本发明提供的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的特征在于，在

上述细胞群中，呈现CD105+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以上，呈现CD200+的上述间

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呈现CD106+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

[0070] 另外，由本发明提供的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在满足以

下条件时，形成包含增殖性高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所述条件为：呈现CD105+的上述

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以上、呈现CD200+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

呈现CD106+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因此，在本发明中，可以将上述条件作

为包含增殖性高或具有高增殖能力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形成的指标。另外，通过经

时地对上述指标进行测定，可以迅速地掌握、预测间充质系干细胞增殖性的变化。另外，根

据本发明，可以通过利用上述指标对供体自身和/或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品质进行评价。另

外，根据本发明，可以通过使用上述指标来判断和/或预测对从供体采集的试样进行酶处理

时的酶处理方法是否为最佳。

[0071] 在上述细胞群中，呈现CD105+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优选为55％以上，进

一步优选为60％以上，进一步优选为65％以上，进一步优选为70％以上，进一步优选为75％

以上，进一步优选为80％以上，进一步优选为85％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0％以上，进一步优

选为95％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6％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7％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8％以上。

[0072] 在上述细胞群中，呈现CD200+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优选为9％以下，进一

步优选为8％以下，进一步优选为7％以下，进一步优选为6％以下，进一步优选为5％以下，

进一步优选为4％以下。

[0073] 在上述细胞群中，呈现CD106+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优选为4％以下，进一步优

选为3％以下，进一步优选为2％以下，进一步优选为1％以下，进一步优选为0％。

[0074] 本发明的细胞群优选可以至少包含呈现CD14+的间充质系干细胞。在本发明的细

胞群包含呈现CD14+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情况下，在上述细胞群中，呈现CD14+的上述间充质

系干细胞的比率优选为5％以上，进一步优选为6％以上，进一步优选为7％以上，进一步优

选为8％以上。

[0075] 在上述细胞群中，呈现CD73+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优选为55％以上，进一步优

选为60％以上，进一步优选为65％以上，进一步优选为70％以上，进一步优选为75％以上，

进一步优选为80％以上，进一步优选为85％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0％以上，进一步优选为

95％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6％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7％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8％以上，进一

步优选为99％以上。

[0076] 在上述细胞群中，呈现CD90+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优选为55％以上，进一步优

选为60％以上，进一步优选为65％以上，进一步优选为70％以上，进一步优选为75％以上，

进一步优选为80％以上，进一步优选为85％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0％以上，进一步优选为

95％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6％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7％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8％以上，进一

步优选为99％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00％。

[0077] 在上述细胞群中，呈现CD45+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优选为10％以下，进一步优

选为9％以下，进一步优选为8％以下，进一步优选为7％以下，进一步优选为6％以下，进一

步优选为5％以下，进一步优选为4％以下，进一步优选为3％以下，进一步优选为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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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优选为1％以下，进一步优选为0％。

[0078] 在本发明中，CD105+、CD200+、CD106+、CD14+、CD73+、CD90+及CD45+是指，CD105、

CD200、CD106、CD14、CD73、CD90及CD45的表达分别为阳性，呈现CD105+、CD200+、CD106+、CD14
+、CD73+、CD90+或CD45+是指，上述各表达标记物的表达为阳性。

[0079] 表达标记物(CD105、CD200、CD106、CD14、CD73、CD90及CD45)可以通过该技术领域

中公知的任意检测方法进行检测。作为检测表达标记物的方法，可以列举例如流式细胞术

或细胞染色，但并不限定于此。在使用荧光标记抗体的流式细胞术中，与阴性对照(同型对

照)相比，检测出发更强荧光的细胞的情况下，判定该细胞对该标记物为“阳性”。荧光标记

抗体可以使用该技术领域中公知的任意抗体，可以列举例如：用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藻

红蛋白(PE)、别藻蓝蛋白(APC)等标记的抗体，但并不限定于此。在细胞染色中，在显微镜下

观察到着色或发荧光的细胞的情况下，判定该细胞对该标记物为“阳性”。细胞染色可以为

使用抗体的免疫细胞染色，也可以为不使用抗体的非免疫细胞染色。

[0080] 在本发明的细胞群中，间充质系干细胞在生物体外的培养开始后，可以不停止增

殖地培养至优选40天以后，进一步优选为45天以后、50天以后、55天以后、60天以后、65天以

后、70天以后、75天以后、80天以后、85天以后、90天以后、95天以后、100天以后、105天以后、

或110天以后。

[0081] 在本发明的细胞群中，间充质系干细胞在生物体外的培养开始后，可以培养至倍

增次数优选为10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5次以上、20次以上、25次以上、30次以上、35次以

上、40次以上、45次以上、或50次以上。

[0082] 倍增次数是指在某一培养期间内细胞分裂的次数，可以通过[log10(培养结束时的

细胞数)－log10(培养开始时的细胞数)]/log10(2)的计算式进行计算。在进行了传代的情

况下，可以通过在用上述式计算各传代数的倍增次数后进行累计，计算出总倍增次数。

[0083] 本发明的细胞群中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可传代次数为1次以上，优选为2次以上，

更优选为3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4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5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6次以上，

进一步优选为7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8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0次

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1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2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3次以上，进一步优

选为14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5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6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7次以上，

进一步优选为18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9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20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25

次以上。另外，可传代次数的上限没有特别限定，例如为50次以下、45次以下、40次以下、35

次以下或30次以下。

[0084] 本发明的细胞群的倍增时间是细胞倍增所需要的天数或时间，可以通过用培养天

数或时间除以倍增次数来计算。例如，第6次传代的倍增时间可以通过用从接种第6次传代

的细胞至回收的天数除以从接种第6次传代的细胞至回收的倍增次数来计算。通过在每次

传代计算平均每1次传代的倍增时间，可以评价细胞增殖速度的经时变化。在本说明书中，

作为倍增时间，为2天以下，优选为1.9天以下，更优选为1.8天以下，进一步优选为1.7天以

下，进一步优选为1.6天以下，进一步优选为1.5天以下，进一步优选为1.4天以下，进一步优

选为1.3天以下，进一步优选为1.2天以下，进一步优选为1.1天以下，进一步优选为1天以

下。

[0085] 本发明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群可以在冷冻状态下保存至即将使用前。上述的间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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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干细胞群除了间充质系干细胞以外，还可以含有任意成分。作为所述成分，可以列举例

如：盐类、多糖类(例如，HES、葡聚糖等)、蛋白质(例如，白蛋白等)、DMSO、培养基成分(例如，

RPMI1640培养基中含有的成分等)等，但并不限定于此。

[0086] [3]包含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的制造方法

[0087] 本发明的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的制造方法包括在以

下条件下培养包含从胎儿附属物采集的细胞的细胞群的工序，所述条件为：保持上述细胞

群中的呈现CD105+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以上、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200+

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6+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

胞的比率低于5％。

[0088] 上述条件是包含增殖性高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形成的指标，本发明的培养

方法只要满足上述指标即可，没有特别限制。

[0089] 本发明的制造方法可以包括：细胞群获得工序，通过对羊膜等胎儿附属物进行酶

处理，获得包含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

[0090] 羊膜由上皮细胞层和细胞外基质层构成，后者中含有羊膜MSC。羊膜上皮细胞与其

它上皮细胞同样，具有表达上皮钙粘蛋白(E-cadherin：CD324)及上皮细胞粘附因子

(EpCAM：CD326)的特征，与此相对，羊膜MSC不表达这些上皮特异性表面抗原标记物，可以用

流式细胞术容易地进行区分。上述的细胞群获得工序可以包括通过剖腹产获得羊膜的工

序。

[0091] 本发明中的包含从胎儿附属物采集的细胞的细胞群优选为至少用胶原酶对包含

从胎儿附属物采集的上皮细胞层和间充质系干细胞层的试样进行处理而得到的细胞群。

[0092] 从胎儿附属物的采集的试样(优选为包含上皮细胞层和间充质系干细胞层的试

样)的酶处理优选为利用能够使胎儿附属物的细胞外基质层中含有的间充质系干细胞游

离、且不分解上皮细胞层的酶(或其组合)来进行的处理。作为所述酶，没有特别限定，可以

列举例如胶原酶和/或金属蛋白酶。作为金属蛋白酶，可以举出作为切断非极性氨基酸N末

端侧的金属蛋白酶的嗜热菌蛋白酶和/或中性蛋白酶，但没有特别限定。

[0093] 胶原酶的活性浓度优选为50PU/ml以上，更优选为100PU/ml以上，进一步优选为

200PU/ml以上，进一步优选为300PU/ml以上，进一步优选为400PU/ml以上。另外，胶原酶的

活性浓度没有特别限定，例如可以为1000PU/ml以下、900PU/ml以下、800PU/ml以下、700PU/

ml以下、600PU/ml以下、500PU/ml以下。这里，PU(Protease  Unit)定义为在pH7.5、30℃下，1

分钟分解1ug的FITC-collagen的酶量。

[0094] 金属蛋白酶(例如，嗜热菌蛋白酶和/或中性蛋白酶)的活性浓度优选为50PU/ml以

上，更优选为100PU/ml以上，进一步优选为200PU/ml以上，进一步优选为300PU/ml以上，进

一步优选为400PU/ml以上。另外，金属蛋白酶的活性浓度优选为1000PU/ml以下，更优选为

900PU/ml以下，进一步优选为800PU/ml以下，进一步优选为700PU/ml以下，进一步优选为

600PU/ml以下，进一步优选为500PU/ml以下。这里，在使用中性蛋白酶作为金属蛋白酶的方

式中，PU(Protease  Unit)定义为在pH7.5、30℃下，1分钟从乳酸酪蛋白游离出相当于1ug酪

氨酸的氨基酸的酶量。在上述的酶浓度的范围内，可以防止混入胎儿附属物的上皮细胞层

中含有的上皮细胞、并使细胞外基质层中含有的间充质系干细胞高效率地游离。胶原酶和/

或金属蛋白酶的优选的浓度组合可以根据用显微镜观察酶处理后的胎儿附属物、用流式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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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术测定获得的细胞来确定。

[0095] 从高效地回收活细胞的观点考虑，优选组合胶原酶及金属蛋白酶来处理胎儿附属

物。进一步优选通过上述组合对胎儿附属物同时一起进行处理。作为该情况下的金属蛋白

酶，可以使用嗜热菌蛋白酶和/或中性蛋白酶，但并不限定于此。可以通过使用含有胶原酶

及金属蛋白酶的酶液仅对胎儿附属物进行一次处理就简便地获得间充质系干细胞。另外，

通过同时一起进行处理，可以降低细菌、病毒等的污染风险。

[0096] 胎儿附属物的酶处理优选将用生理盐水、Hank’s平衡盐溶液等清洗液进行了清洗

的羊膜浸渍于酶液中，利用搅拌装置一边搅拌一边进行处理。作为所述搅拌装置，从使胎儿

附属物的细胞外基质层中含有的间充质系干细胞高效率地游离的观点考虑，可以使用例如

搅拌器或振荡器，但并不限定于此。搅拌速度没有特别限定，在使用了搅拌器或振荡器的情

况下，例如为5rpm以上、10rpm以上、20rpm以上、30rpm以上、40rpm以上或50rpm以上。另外，

搅拌速度没有特别限定，在使用了搅拌器或振荡器的情况下，例如为100rpm以下、90rpm以

下、80rpm以下、70rpm以下或60rpm以下。酶处理时间没有特别限定，例如为10分钟以上、20

分钟以上、30分钟以上、40分钟以上、50分钟以上、60分钟以上、70分钟以上、80分钟以上或

90分钟以上。另外，酶处理时间没有特别限定，例如为6小时以下、5小时以下、4小时以下、3

小时以下、2小时以下、110分钟以下、100分钟以下。酶处理温度没有特别限定，例如为15℃

以上、16℃以上、17℃以上、18℃以上、19℃以上、20℃以上、21℃以上、22℃以上、23℃以上、

24℃以上、25℃以上、26℃以上、27℃以上、28℃以上、29℃以上、30℃以上、31℃以上、32℃

以上、33℃以上、34℃以上、35℃以上或36℃以上。另外，酶处理温度没有特别限定，例如为

40℃以下、39℃以下、38℃以下或37℃以下。

[0097] 在本发明的制造方法中，可以根据希望通过过滤器、离心分离、中空纤维分离膜、

细胞分选仪等公知的方法从包含游离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酶溶液分离和/或回收游离的间

充质系干细胞。优选通过过滤器对包含游离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酶溶液进行过滤。在通过

过滤器对上述酶溶液进行过滤的方式中，仅使游离的细胞通过过滤器，未被分解的上皮细

胞层无法通过过滤器而残留在过滤器上，因此，不仅可以容易地分离和/或回收游离的间充

质系干细胞，而且可以降低细菌、病毒等的污染风险。作为过滤器，没有特别限定，可以列举

例如筛网过滤器。筛网过滤器的孔径(网眼的大小)没有特别限定，例如为40μm以上、50μm以

上、60μm以上、70μm以上、80μm以上或90μm以上。另外，筛网过滤器的孔径没有特别限定，例

如为200μm以下、190μm以下、180μm以下、170μm以下、160μm以下、150μm以下、140μm以下、130

μm以下、120μm以下、110μm以下或100μm以下。对于过滤速度没有特别限定，通过将筛网过滤

器的孔径设为上述范围，可以通过自然滴落来过滤包含间充质系干细胞的酶溶液，由此可

以防止细胞生存率降低。

[0098] 作为筛网过滤器的材质，可以优选使用尼龙。可以使用作为研究用途广泛使用的

Falcon细胞筛网等含有40μm、70μm、95μm或100μm的尼龙筛网过滤器的管。另外，可以使用血

液透析等所使用的医疗用网布(尼龙以及聚酯)。另外，也可使用体外循环时使用的动脉过

滤器(聚酯筛网过滤器、孔径：40μm以上且120μm以下)。也可使用其它材质，例如，不锈钢筛

网过滤器等。

[0099] 在使间充质系干细胞通过过滤器时，优选自然滴落(自由滴落)。也可采用利用泵

等进行抽吸等的强制过筛，但为了避免损伤细胞，希望采用尽量小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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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通过了过滤器的间充质系干细胞可以在用2倍或2倍以上量的培养基或平衡盐缓

冲液将滤液稀释后，通过离心分离进行回收。作为平衡盐缓冲液，可以使用杜氏磷酸盐缓冲

液(DPBS)、厄尔平衡盐缓冲液(EBSS)、Hank’s平衡盐溶液(HBSS)、磷酸缓冲液(PBS)等，但并

不限定于此。

[0101] 上述的细胞群获得工序中得到的细胞群在以下条件下培养，所述条件下为：保持

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5+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以上、上述细胞群中的呈

现CD200+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6+的上述间充

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上述条件作为获得包含增殖性高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

时的指标是有用的。作为培养方法，只要满足上述指标即可，没有特别限定。作为这样的方

法，可以列举例如，重复多次以400～5,000细胞/cm2的密度接种包含从胎儿附属物采集的

细胞的细胞群并进行培养的工序。接种细胞群时的密度进一步优选为500细胞/cm2以上，进

一步优选为600细胞/cm2以上，进一步优选为700细胞/cm2以上，进一步优选为800细胞/cm2

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00细胞/cm2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000细胞/cm2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100

细胞/cm2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200细胞/cm2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300细胞/cm2以上，进一步

优选为1400细胞/cm2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500细胞/cm2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600细胞/cm2以

上，进一步优选为1700细胞/cm2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800细胞/cm2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900

细胞/cm2以上，进一步优选为2000细胞/cm2以上。接种细胞群时的密度进一步优选为4800细

胞/cm2以下，进一步优选为4600细胞/cm2以下，进一步优选为4400细胞/cm2以下，进一步优

选为4200细胞/cm2以下，进一步优选为4000细胞/cm2以下，进一步优选为3800细胞/cm2以

下，进一步优选为3600细胞/cm2以下，进一步优选为3400细胞/cm2以下，进一步优选为3200

细胞/cm2以下，进一步优选为3000细胞/cm2以下，进一步优选为2800细胞/cm2以下，进一步

优选为2600细胞/cm2以下，进一步优选为2400细胞/cm2以下，进一步优选为2200细胞/cm2以

下。

[0102] 作为上述的1次培养的培养期间，可以举出例如4～10天，更具体可以列举：4天、5

天、6天、7天、8天、9天或10天。

[0103] 上述培养所用的培养基可以通过以任意的动物细胞培养用液体培养基作为基础

培养基、并根据需要适当添加其它成分(血清、血清替代试剂、生长因子等)来制备。需要说

明的是，在上述基础培养基中添加生长因子的方式中，除了生长因子以外，还可以进一步添

加用于使生长因子在培养基中稳定化的试剂(肝素等)，从而进行制备；也可以预先用凝胶、

多糖类等使生长因子稳定化，然后对上述基础培养基添加稳定化的生长因子，从而进行制

备。

[0104] 作为基础培养基，可以使用BME培养基、BGJb培养基、CMRL1066培养基、Glasgow 

MEM培养基、Improved  MEM  Zinc  Option培养基、IMDM培养基(Iscove’s  Modified 

Dulbecco’s  Medium)、Medium  199培养基、Eagle  MEM培养基、αMEM(Alpha  Modification 

of  Minimum  Essential  Medium  Eagle)培养基、DMEM培养基(Dulbecco’s  Modified 

Eagle’s  Medium)、Ham’s  F10培养基、Ham’s  F12培养基、RPMI  1640培养基、Fischer’s培养

基、以及它们的混合培养基(例如，DMEM/F12培养基(Dulbecco’s  Modified  Eagle’s 

Medium/Nutrient  Mixture  F-12Ham))等培养基，没有特别限定。

[0105] 作为其它成分，可以列举例如：白蛋白、血清、血清替代试剂或生长因子等。在白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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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情况下，优选为大于0.05％且5％以下的浓度。在血清的情况下，优选为5％以上的浓

度。

[0106] 另外，上述培养所用的培养基可以使用通常市售的无血清培养基。可以列举例如：

STK1、STK2(DS  Pharma  Biomedical公司)、EXPREP  MSC  Medium(Biomimetics  Simpeas公

司)、Corning  stemgro人间充质系干细胞培养基(Corning公司)等，没有特别限定。

[0107] 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培养例如可以通过以下的工序来进行。首先，对细胞悬浮液进

行离心分离，去除上清，通过培养基使得到的细胞团悬浮。接着，将细胞接种于塑料制培养

容器，在3％以上且5％以下的CO2浓度、37℃环境下，使用培养基培养至汇合率达到95％以

下。作为上述培养基，可以列举例如：αMEM、M199、或者以它们为基础的培养基，但并不限定

于此。通过上述这样的培养得到的细胞是进行了1次培养的细胞。

[0108] 上述的进行了1次培养的细胞例如可以如下所述进一步进行传代、培养。首先，在

用乙二胺四乙酸(EDTA)对进行了1次培养的细胞进行处理之后，用胰蛋白酶进行处理，使其

从塑料制培养容器上剥离。接着，将得到的细胞悬浮液离心分离，除去上清，通过培养基使

得到的细胞团悬浮。最后，将细胞接种于塑料制培养容器，在3％以上且5％以下的CO2浓度、

37℃环境下，使用培养基培养至汇合率达到95％以下。作为上述的培养基，可以列举例如：α

MEM、M199、或者以它们为基础的培养基，但并不限定于此。通过上述这样的传代及培养获得

的细胞是进行了1次传代的细胞。通过进行同样的传代及培养，可以获得进行了N次传代的

细胞(N表示1以上的整数)。从大量制造细胞的观点考虑，传代次数N的下限例如为1次以上，

优选为2次以上，更优选为3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4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5次以上，进一步

优选为6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7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8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9次以上，进

一步优选为10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1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2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3次

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4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5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6次以上，进一步优

选为17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8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9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20次以上，

进一步优选为25次以上。另外，从抑制细胞的衰老的观点考虑，传代次数N的上限例如优选

为50次以下、45次以下、40次以下、35次以下、30次以下。

[0109] 根据本发明的制造方法，可以得到增殖能力高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由此，可以大量

且迅速地制造细胞制剂(医药组合物)。平均每1批次培养的获得细胞数(单位表面积、单位

培养天数所得到的细胞数)的下限根据接种细胞数、接种密度等而不同，例如为1.0×105

(个/cm2/天)以上、2.0×105(个/cm2/天)以上、3.0×105(个/cm2/天)以上、4.0×105(个/

cm2/天)以上、5.0×105(个/cm2/天)以上、6.0×105(个/cm2/天)以上、7.0×105(个/cm2/天)

以上、8.0×105(个/cm2/天)以上、9.0×105(个/cm2/天)以上或10.0×105(个/cm2/天)以上。

另外，平均每1批次培养的获得细胞数的上限没有特别限定，例如为10.0×108(个/cm2/天)

以下、9.0×108(个/cm2/天)以下、8.0×108(个/cm2/天)以下、7.0×108(个/cm2/天)以下、

6.0×108(个/cm2/天)以下、5.0×108(个/cm2/天)以下、4.0×108(个/cm2/天)以下、3.0×

108(个/cm2/天)以下、2.0×108(个/cm2/天)以下或1.0×108(个/cm2/天)以下。

[0110] 根据本发明的制造方法，可以得到增殖能力高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由此，通过本发

明的制造方法得到的间充质系干细胞可以在生物体外的培养开始后，不停止增殖地培养至

优选40天以后，进一步优选45天以后、50天以后、55天以后、60天以后、65天以后、70天以后、

75天以后、80天以后、85天以后、90天以后、95天以后、100天以后、105天以后、或110天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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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 另外，通过本发明的制造方法得到的间充质系干细胞可以在生物体外的培养开始

后培养至倍增次数达到优选为10次以上，进一步优选为15次以上、20次以上、25次以上、30

次以上、35次以上、40次以上、45次以上、或50次以上。

[0112] 本发明的制造方法可以包括识别工序，在所述识别工序中，将包含间充质系干细

胞的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5+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以上、上述细胞群中的呈

现CD200+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10％、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6+的上述间充

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作为指标，识别包含增殖性高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集群。

[0113] 另外，本发明的制造方法可以包括对包含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进行冷冻

保存的工序。在包括对上述细胞群进行冷冻保存的工序的方式中，可以在将上述细胞群解

冻后，根据需要分离、回收和/或培养上述细胞群。另外，可以在将上述细胞群解冻后直接使

用。

[0114] 用于对包含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进行冷冻保存的方式没有特别限定，可

以列举例如：程序冷冻、浸渍冷冻、浸渍于液氮中等。冷冻时的温度优选为-30℃以下、-40℃

以下、-50℃以下、-60℃以下、-70℃以下、-80℃以下、-90℃以下、-100℃以下、-110℃以

下、-120℃以下、-130℃以下、-140℃以下、-150℃以下、-160℃以下、-170℃以下、-180℃以

下、-190℃以下、或-196℃(液氮温度)以下。冷冻时的优选冷冻速度例如为-1℃/分、-2℃/

分、-3℃/分、-4℃/分、-5℃/分、-6℃/分、-7℃/分、-8℃/分、-9℃/分、-10℃/分、-11℃/

分、-12℃/分、-13℃/分、-14℃/分或-15℃/分。在使用程序冷冻作为所述冷冻方式的情况

下，例如，可以以-2℃/分以上且-1℃/分以下的冷冻速度将温度降至-50℃以上且-30℃以

下之间的温度(例如，-40℃)，再以-11℃/分以上且-9℃/分以下(例如，-10℃/分)的冷冻速

度将温度降至-100℃以上且-80℃以下的温度(例如，-90℃)。

[0115] 在通过上述的冷冻方式进行冷冻时，上述的细胞群可以在装入任意保存容器的状

态下被冷冻。作为所述保存容器，可以列举例如：冻存管、冷冻小瓶、冷冻用袋、输液袋等，但

并不限定于此。

[0116] 从提高增殖能力相对高的MSC的生存率的观点考虑，冷冻用保存液优选含有大于0

质量％的给定浓度的白蛋白。白蛋白的优选浓度例如为0.5质量％以上、1质量％以上、2质

量％以上、3质量％以上、4质量％以上、5质量％以上、6质量％以上、7质量％以上或8质量％

以上。另外，白蛋白的优选浓度例如为40质量％以下、35质量％以下、30质量％以下、25质

量％以下、20质量％以下、15质量％以下、10质量％以下或9质量％以下。作为白蛋白，可以

列举例如：牛血清白蛋白、小鼠白蛋白、人白蛋白等，但并不限定于此。

[0117] [4]监控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的方法、供体和/或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评价方

法、以及确认和/或预测酶处理条件的方法

[0118] 在本发明中，通过将包含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5+的上述间充质

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以上、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200+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

于10％、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6+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作为指标进行

测定(优选通过经时地测定)，可以监控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作为需要上述监控的工

序，例如为进行培养的工序、进行冷冻保存的工序和/或进行制剂化的工序。

[0119] 在进行培养的工序中，通过经时地测定指标，可以迅速地掌握并预测间充质系干

细胞增殖性的变化。可知，在包含满足上述指标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中，间充质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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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增殖性高。另一方面可以预测，在值超出上述指标的培养状态持续时，间充质系干细

胞的增殖性不断降低。例如，在包含满足上述指标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中，倍增时间

保持为一定数值以下。另一方面，在值超出上述指标的培养状态持续时，可以得到倍增时间

超过一定数值的数据。在根据指标读取到增殖性不断降低的情况时，可以根据需要通过适

当变更培养条件(播种密度、培养基、添加生长因子、变更血清等)来提高间充质系干细胞的

增殖性。另外，在不满足上述指标的情况下，例如可以通过利用细胞分选技术来分选包含满

足上述指标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通过将上述细胞群中的间充质系干细胞再次接种

进行传代培养，可以提高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在培养初期阶段设计培养条件(播种密

度、培养基、添加生长因子、变更血清等)，以便在该工序的最终阶段满足上述指标，至少在

最终阶段满足上述指标即可。

[0120] 在本发明中，从供体获得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对呈

现CD105+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呈现CD200+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及呈现

CD106+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进行测定，将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5+的上述间充

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以上、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200+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

低于10％、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6+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作为指标进

行评价，由此可以对供体自身和/或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品质进行评价。在得到包含满足上

述指标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的情况下(优选为容易得到的情况下)，可以确认供体

和/或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品质为良好。另一方面，在包含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中

的上述比率超出上述指标的情况下，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品质不良，因此，可以通过适当变

更培养条件(播种密度、培养基、添加生长因子、变更血清等)来提高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

性。另外，在包含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中的上述比率超出上述指标的情况下，例如

可以通过利用细胞分选技术分选包含满足上述指标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可以通过

播种上述细胞群中的间充质系干细胞并进行培养，提高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在培养

初期阶段设计培养条件(播种密度、培养基、添加生长因子、变更血清等)，以便在该工序的

最终阶段满足上述指标，至少在最终阶段满足上述指标即可。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确认从供

体采集的试样的品质的情况而言，对于试样的制备及处理方法、细胞群的培养方法没有特

别限定，可以采用任意的方法。

[0121] 在本发明中，对于将从供体采集的试样进行酶处理而得到的细胞群，测定呈现

CD105+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呈现CD200+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及呈现

CD106+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将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5+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

胞的比率为50％以上、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200+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

10％、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6+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作为指标进行评

价，由此可以判断和/或预测上述试样的最佳酶处理条件。在得到包含满足上述指标的间充

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的情况下(优选为容易得到的情况下)，可以判断和/或预测从供体采

集的试样的酶处理方法是适当的。另一方面，在值超出上述指标的培养状态持续时，可以判

断和/或预测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酶处理方法是不适合的。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判断和/或

预测最佳酶处理方法的情况而言，对于试样的制备及处理方法、细胞群的培养方法没有特

别限定，可以采用任意的方法。

[0122] 上述的指标可以在需要的时机进行测定，没有特别限定，可以列举：将细胞刚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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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试样分离后、培养工序的过程中、培养工序中的纯化后、刚刚进行了N次传代后(N表

示1以上的整数)、保持培养的过程中、冷冻保存前、解冻后、或者在制剂成为医药品组合物

之前等。

[0123] [5]医药组合物

[0124] 本发明的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可以用作医药组合物。

即，根据本发明，可以提供一种医药组合物，其包含本发明的含有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

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和药学上可接受的介质。

[0125] 本发明的医药组合物可以用作细胞治疗剂，例如难治性疾病治疗剂。

[0126] 本发明的医药组合物可以作为选自免疫性疾病、缺血性疾病(下肢缺血、缺血性心

脏病(心肌梗塞等)、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缺血性脑血管病、缺血性肾病、肺缺血等)、神经性

疾病、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包括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的炎性肠病、包括系统性红斑

狼疮的胶原病、脑梗塞、脑内血肿、脑血管麻痹、放射性肠炎、肝硬化、脑卒中、特应性皮炎、

播散性硬化症、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红斑狼疮、糖尿病、蕈样肉芽肿(Alibert-Bazin综

合征)、硬皮病、软骨等因结缔组织的变性和/或炎症所导致的疾病、眼部疾病、血管发生相

关疾病、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肌病、伤口、上皮损伤、纤维化病、肺部疾病、癌等的疾病的治疗

剂而使用。通过以对治疗部位的效果能够测定的量给药本发明的医药组合物，可以治疗上

述疾病。

[0127] 根据本发明，可以提供用于医药组合物的本发明的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

系干细胞的细胞群。

[0128] 根据本发明，可以提供用于细胞治疗剂的本发明的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

系干细胞的细胞群。

[0129] 另外，根据本发明，可以提供用于治疗以下疾病的本发明的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

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所述疾病选自免疫性疾病、缺血性疾病(下肢缺血、缺血性心

脏病(心肌梗塞等)、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缺血性脑血管病、缺血性肾病、肺缺血等)、神经性

疾病、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包括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的炎性肠病、包括系统性红斑

狼疮的胶原病、脑梗塞、脑内血肿、脑血管麻痹、放射性肠炎、肝硬化、脑卒中、特应性皮炎、

播散性硬化症、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红斑狼疮、糖尿病、蕈样肉芽肿(Alibert-Bazin综

合征)、硬皮病、软骨等因结缔组织的变性和/或炎症导致的疾病、眼部疾病、血管发生相关

疾病、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肌病、伤口、上皮损伤、纤维化病、肺部疾病、癌等。

[0130] 根据本发明，可以提供本发明的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

群，将其对患者或受试者给药，用于心肌的再生、心肌细胞的生成、血管发生、血管的修复、

或抑制免疫应答。

[0131] 根据本发明，可以提供一种对患者或受试者移植细胞的方法、以及患者或受试者

的疾病的治疗方法，该方法包括：对患者或受试者给药治疗有效量的本发明的包含来自胎

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的工序。

[0132] 根据本发明，可以提供一种本发明的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

胞群的用途，其用于医药组合物的制造。

[0133] 根据本发明，可以提供一种本发明的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

胞群的用途，其用于细胞治疗剂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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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4] 根据本发明，可以提供本发明的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

的用途，其用于以下疾病的治疗剂的制造，所述疾病选自免疫性疾病、缺血性疾病(下肢缺

血、缺血性心脏病(心肌梗塞等)、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缺血性脑血管病、缺血性肾病、肺缺血

等)、神经性疾病、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包括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的炎性肠病、包括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胶原病、脑梗塞、脑内血肿、脑血管麻痹、放射性肠炎、肝硬化、脑卒中、特

应性皮炎、播散性硬化症、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红斑狼疮、糖尿病、蕈样肉芽肿

(Alibert-Bazin综合征)、硬皮病、软骨等因结缔组织的变性和/或炎症导致的疾病、眼部疾

病、血管发生相关疾病、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肌病、伤口、上皮损伤、纤维化病、肺部疾病、癌

等。

[0135] 根据本发明，可以提供本发明的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

的用途，将其对患者或受试者给药，用于心肌的再生、心肌细胞的生成、血管发生、血管的修

复、或抑制免疫应答所需要的治疗剂的制造。

[0136] 作为本发明的医药组合物的给药量，是在对患者或受试者给药的情况下，与未给

药的患者或受试者相比，能够获得对疾病的治疗效果的细胞的量。具体的给药量可以根据

给药方式、给药方法、使用目的、以及患者或受试者的年龄、体重及症状等适当确定。给药量

没有特别限定，例如为104个/kg体重以上、105个/kg体重以上或106个/kg体重以上。另外，给

药量没有特别限定，例如为109个/kg体重以下、108个/kg体重以下或107个/kg体重以下。

[0137] 本发明的医药组合物的给药方法没有特别限定，可以列举例如：皮下注射、淋巴结

内注射、静脉内注射、腹腔内注射、胸腔内注射或对局部的直接注射、或对局部的直接移植

等。

[0138] 本发明的医药组合物可以用作以治疗其它疾病为目的的注射用制剂、或细胞块或

片状结构的移植用制剂、或者与任意凝胶混合而成的凝胶制剂。

[0139] 本发明的患者或受试者通常是人，也可以是其它动物。作为其它动物，可以列举例

如：狗、猫、牛、马、猪、绵羊、猴、雪貂等哺乳动物、鸡等鸟类。

[0140] 本发明的医药组合物可以在冷冻状态下保存至即将使用前。本发明的医药组合物

可以包括在人的治疗时使用的任意成分。作为所述成分，可以列举例如：盐类、多糖类(例

如，HES、葡聚糖等)、蛋白质(例如，白蛋白等)、DMSO、培养基成分(例如，RPMI1640培养基中

含有的成分等)等，但并不限定于此。

[0141] 另外，本发明的医药组合物可以是用作为药学上可接受的介质而使用的输液制剂

将羊膜间充质系干细胞群稀释而成的医药组合物。作为本说明书中的“输液制剂(药学上可

接受的介质)”，只要是在人的治疗时使用的溶液即可，没有特别限定，可以列举例如：生理

盐水、5％葡萄糖液、林格氏液、乳酸林格氏液、醋酸林格氏液、起始液(1号液)、脱水补充液

(2号液)、保持输液(3号液)、术后恢复液(4号液)等。

[0142] 对于患者或受试者而言，可以使用包含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进行治疗的疾病

等的其它例子、上述疾病等的更具体的例子、以及治疗的具体步骤可以参照Hare  et  al.,

J.Am.Coll.Cardiol.,2009December  8；54(24):2277-2286、Honmou  et  al.,Brain  2011:

134；1790-1807、Makhoul  et  al .,Ann .Thorac .Surg .2013；95:1827-1833、日本专利第

590577号公报、日本特开2010-518096号公报、日本特表2012-509087号公报、日本特表

2014-501249号公报、日本特开2013-256515号公报、日本特开2014-185173号公报、日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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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10-535715号公报、日本特开2015-038059号公报、日本特开2015-110659号公报、日本

特表2006-521121号公报、日本特表2009-542727号公报、日本特开2014-224117号公报、日

本特开2015-061862号公报、日本特表2002-511094号公报、日本特表2004-507454号公报、

日本特表2010-505764号公报、日本特表2011-514901号公报、日本特开2013-064003号公

报、日本特开2015-131795号公报等记载的事项。

[0143] 在以下的实施例中，对本发明具体地进行说明，但本发明并不限定于这些实施例。

[0144] 实施例

[0145] ＜比较例1＞

[0146] (工序1-1：羊膜的采集)

[0147] 从获得知情同意的择期剖腹产病例的孕妇无菌采集作为胎儿附属物的胎膜及胎

盘。将得到的胎膜及胎盘置于装有生理盐水的无菌桶中，用手从胎膜的断端剥离羊膜。用

Hank’s平衡盐溶液(不含有Ca、Mg)进行清洗，除去了附着的血液及血块。

[0148] (工序1-2：羊膜的酶处理及羊膜MSC的回收)

[0149] 将包含上皮细胞层和间充质系干细胞层的羊膜浸渍于含有480PU/mL胶原酶及

400PU/mL中性蛋白酶I的Hank’s平衡盐溶液(含有Ca、Mg)，在37℃、90分钟、50rpm的条件下

进行振荡搅拌，由此对羊膜进行了酶处理。通过用95μm网眼的尼龙筛网对酶处理后的溶液

进行过滤，去除羊膜的未消化物，回收了包含羊膜MSC的细胞悬浮液。关于得到的细胞悬浮

液，使用流式细胞仪对于已知作为MSC的代表性阳性标记物的表面抗原之一的CD90的表达

为阳性的细胞的比率进行了分析，结果是CD90表达为阳性的细胞的比率为89％，确认了以

高纯度从羊膜中分离了羊膜MSC。

[0150] 表面抗原分析使用Becton ,Dickinson  and  Company(BD)公司的BD  AccuriTM 

C6Flow  Cytometer，测定条件设为分析细胞数：10,000cells，流速设定：Slow(14μL/min)。

作为同型对照用的抗体，使用了FITC  Mouse  IgG1 ,κIsotype  Control(BD公司/型号：

550616)，作为对CD90抗原的抗体，使用了FITC  Mouse  Anti-Human  CD90(BD公司/型号：

555595)。按照以下步骤计算出对CD90抗原为阳性的细胞的比率。

[0151] (1)用纵轴为细胞数、横轴为被抗体标记的色素的荧光强度的直方图表示测定结

果。

[0152] (2)确定用同型对照用抗体测定的全部细胞中荧光强度更强的细胞群为0.1～

1.0％时的荧光强度。

[0153] (3)计算出用对CD90的抗体测定的全部细胞中比上述(2)确定的荧光强度更强的

细胞的比例。

[0154] (工序1-3：羊膜MSC的培养；通常培养)

[0155] 将上述的“羊膜的酶处理及羊膜MSC的回收”中得到的包含羊膜MSC的细胞群以4,

000cells/cm2的密度接种于塑料制培养容器，在含有10％胎牛血清(FBS)的αMEM(Alpha 

Modification  of  Minimum  Essential  Medium  Eagle)中培养至分汇合(subconfluent)。

然后，使用TrypLE  Select剥离细胞，通过将1/4量的细胞接种至与先前培养相同规模的塑

料制培养容器，进行了传代培养。以每周2次的频率实施了培养基更换。由此继续进行传代

培养，结果是能够传代至第4次，在第4次传代结束后，羊膜MSC的增殖停止。对细胞形态进行

了观察，结果是到第2次传代为止为纺锤形，但第3次传代以后为扁平状(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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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6] 根据细胞形态可以推测，该培养中的羊膜MSC从第3次传代的阶段起陷入了培养状

态不良的情况。关于通过该传代培养得到的每次传代的羊膜MSC，使用流式细胞仪对各种表

面抗原(CD73、CD90、CD105)的阳性率进行了分析(图2)。P0、P1、P2、P3及P4分别表示传代数

0、传代数1、传代数2、传代数3及传代数4的细胞。在该测定中，作为同型对照用抗体，使用了

PE  Mouse  IgG1 ,κIsotype  Control(BD公司/型号：555749)、FITC  Mouse  IgG1 ,κIsotype 

Control(BD公司/型号：550616)，作为对CD73抗原的抗体，使用了PE  Mouse  Anti-Human 

CD73(BD公司/型号：550257)，作为对CD90抗原的抗体，使用了FITC  Mouse  Anti-Human 

CD90(BD公司/型号：555595)，作为对CD105抗原的抗体，使用了Anti-Human  Antibodies 

FITC  Conjugate(AnCell公司/型号：326-040)。细胞的测定及呈阳性的细胞的比率的计算

按照与上述的“羊膜的酶处理及羊膜MSC的回收”相同的步骤进行。其结果是，在第2次传代

中，对这些表面抗原为阳性的细胞的比率高，与此相对，在第3次传代以后，阳性的细胞的比

率降低。由此可知，CD73、CD90、CD105的阳性率降低时，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急剧降低，

培养状态变得不良。因此，在对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进行评价时，可以将对CD73、CD90、

CD105等表面抗原的阳性率作为指标。另外，对每次传代的倍增次数进行计算，绘制了增殖

曲线(图6的通常培养)。

[0157] ＜实施例1：羊膜MSC的培养(本发明的培养)＞

[0158] 将上述的“工序1-2：羊膜的酶处理及羊膜MSC的回收”中得到的包含羊膜MSC的细

胞群以2,000cells/cm2的密度接种于塑料制培养容器，在含有10％胎牛血清(FBS)的αMEM

(Alpha  Modification  of  Minimum  Essential  Medium  Eagle)中培养了1周。以每周2次的

频率实施了培养基更换。然后，同样地重复了以2,000cells/cm2的密度进行接种的传代培

养。其结果是，每次重复传代，纺锤形且尺寸小的细胞的比例增加，在第4次传代的阶段，大

多数为纺锤形且尺寸小的细胞(图7)。

[0159] 重复了传代培养，在所述传代培养中，将该阶段中得到的细胞在包含10％胎牛血

清(FBS)的αMEM(Alpha  Modificationof  MinimumEssential  Medium  Eagle)中以与上述相

同的密度进行传代。

[0160] 关于通过上述培养方法培养的第7、9、11次传代的羊膜MSC，使用流式细胞仪分析

了对各种表面抗原(已知作为羊膜MSC标记物的CD73、CD90、CD105、CD14、CD45、CD106、

CD200)呈阳性的细胞的比率(第7次传代：图3的bFGF(-)、第9次传代：图4的bFGF(-)、第11次

传代：图5的bFGF(-))。其结果是，CD105的阳性率为50％以上(具体而言，第7次传代：98％、

第9次传代：88％、第11次传代：73％)，CD200的阳性率低于10％(具体而言，第7次传代：4％、

第9次传代：6％、第11次传代：5％)，CD14的阳性率为5％以上(具体而言，第7次传代：8％、第

9次传代：16％、第11次传代：18％)，CD106的阳性率低于5％(具体而言，第7次传代：0％、第9

次传代：4％、第11次传代：4％)。即，可知在通过本发明的方法得到的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

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中，存在作为单核细胞标记物的CD14呈现阳性的间充质系干细

胞，而且仅极微量地存在作为胎儿特异性标记物的CD200呈现阳性的间充质系干细胞。

[0161] 需要说明的是，在该测定中，作为同型对照用抗体，使用了PE  Mouse  IgG1 ,κ

Isotype  Control(BD公司/型号：555749)、FITC  Mouse  IgG1,κIsotype  Control(BD公司/

型号：550616)、FITC  Mouse  IgG2a,κIsotype  Control、REA  Control(S)-PE同型对照抗体

(Miltenyi  Biotec公司/130-104-612)，作为对CD73抗原的抗体，使用了PE  Mouse  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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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D73(BD公司/型号：550257)，作为对CD90抗原的抗体，使用了FITC  Mouse  Anti-

Human  CD90(BD公司/型号：555595)，作为对CD105抗原的抗体，使用了Anti-Human 

Antibodies  FITC  Conjugate(AnCell公司/型号：326-040)，作为对CD14抗原的抗体，使用

了FITC  Mouse  Anti-Human  CD14(BD公司/型号：555397)，作为对CD45抗原的抗体，使用了

FITC  Mouse  Anti-Human  CD45(BD公司/型号：555482)，作为对CD200抗原的抗体，使用了PE 

Mouse  Anti-Human  CD200(BD公司/型号：561762)，作为对CD106抗原的抗体，使用了CD106-

PE,human  monoclonal(Miltenyi  Biotec公司/130-104-163)。

[0162] 细胞的测定及呈阳性的细胞的比率的计算按照与上述的“工序1-2；羊膜的酶处理

及羊膜MSC的回收”相同的步骤进行。

[0163] 通过上述的培养方法对上述第11次传代的羊膜MSC进一步继续进行了培养，结果

是，羊膜MSC至少可以不停止增殖地培养至总培养天数107天、倍增次数46次。关于这样培养

的羊膜MSC，与“工序1-3；羊膜MSC的培养；通常培养”同样地绘制了增殖曲线(图6的本发明

的培养(bFGF-))。另外，第7次传代的倍增时间为1.6天，第9次传代的倍增时间为1.5天，第

11次传代的倍增时间为1.3天。

[0164] 这些结果表明，满足了CD105的阳性率为50％以上、CD200的阳性率低于10％、CD14

的阳性率为5％以上、CD106的阳性率低于5％的条件的羊膜MSC的增殖性高，倍增时间为2天

以下。

[0165] ＜实施例2：羊膜MSC的培养(添加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

[0166] 将上述的“工序1-2：羊膜的酶处理及羊膜MSC的回收”中得到的包含羊膜MSC的细

胞群以2,000cells/cm2的密度接种于塑料制培养容器，在含有10％胎牛血清(FBS)的αMEM

(Alpha  Modificationof  MinimumEssential  Medium  Eagle)中培养了1周。以每周2次的频

率实施了培养基更换。然后，同样地重复了以2,000cells/cm2的密度进行接种的传代培养。

其结果是，每次重复传代，纺锤形且尺寸小的细胞的比例增加，在第4次传代的阶段，大多数

为纺锤形且尺寸小的细胞。

[0167] 重复了传代培养，在所述传代培养中，将该阶段中得到的细胞在以最终浓度计含

有10％的胎牛血清(FBS)及10ng/mL的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的αMEM(Alpha 

Modificationof  MinimumEssential  MediumEagle)中以与上述相同的密度进行传代。

[0168] 关于通过上述培养方法培养的第7、9、11次传代的羊膜MSC，使用流式细胞仪分析

了对各种表面抗原(已知作为羊膜MSC标记物的CD73、CD90、CD105、CD14、CD45、CD106、

CD200)呈阳性的细胞的比率(第7次传代：图3的bFGF(+)、第9次传代：图4的bFGF(+)、第11次

传代：图5的bFGF(+))。其结果是，CD105的阳性率为50％以上(具体而言，第7次传代：79％、

第9次传代：86％、第11次传代：87％)，CD200的阳性率低于10％(具体而言，第7、9、11次传代

均为0％)，CD14的阳性率为5％以上(具体而言，第7次传代：12％、第9次传代：8％、第11次传

代：8％)，CD106的阳性率低于5％(具体而言，第7、9、11次传代均为0％)。即，可知在通过本

发明的方法得到的包含来自胎儿附属物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中，存在作为单核细胞

标记物的CD14呈现阳性的间充质系干细胞，而且仅极微量地存在作为胎儿特异性标记物的

CD200呈现阳性的间充质系干细胞。

[0169] 通过上述的培养方法对上述第11次传代的羊膜MSC进一步继续进行了培养，结果

是，羊膜MSC至少可以不停止增殖地培养至总培养天数107天、倍增次数43次。关于这样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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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羊膜MSC，与“羊膜MSC的培养；通常培养”同样地绘制了增殖曲线(图6的本发明的培养

(bFGF+))。另外，第7次传代的倍增时间为1.6天，第9次传代的倍增时间为1.3天，第11次传

代的倍增时间为1.4天。这些结果表明，满足了CD105的阳性率为50％以上、CD200的阳性率

低于10％、CD14的阳性率为5％以上、CD106的阳性率低于5％的条件的羊膜MSC的增殖性高、

且倍增时间为2.0天以下而不依赖于培养方法。

[0170] 另外，在培养基中添加bFGF时，与未添加bFGF的方式相比，CD200的阳性率低(图3

～5)，羊膜MSC的增殖性也提高。由此表明，在各种表面抗原中，特别是CD200的阳性率与羊

膜MSC的增殖性相关。

[0171] 即，可知在本发明中，只要是满足保持CD105的阳性率为50％以上、CD200的阳性率

低于10％、CD14的阳性率为5％以上、CD106的阳性率低于5％的条件的培养方法，则在任意

情况下均可得到包含增殖性高的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即，表明根据本发明，通过将包

含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中的CD105的阳性率为50％以上、CD200的阳性率低于10％、

CD14的阳性率为5％以上、CD106的阳性率低于5％作为指标进行测定(优选通过经时地测

定)，可以对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进行监控。

[0172] 在该测定中，作为同型对照用抗体，使用了PE  Mouse  IgG1,κIsotype  Control(BD

公司/型号：555749)、FITC  Mouse  IgG1 ,κIsotype  Control(BD公司/型号：550616)、FITC 

Mouse  IgG2a,κIsotype  Control、REA  Control(S)-PE同型对照抗体(Miltenyi  Biotec公

司/130-104-612)，作为对CD73抗原的抗体，使用了PE  Mouse  Anti-Human  CD73(BD公司/型

号：550257)，作为对CD90抗原的抗体，使用了FITC  Mouse  Anti-Human  CD90(BD公司/型号：

555595)，作为对CD105抗原的抗体，使用了Anti-Human  Antibodies  FITC  Conjugate

(AnCell公司/型号：326-040)，作为对CD14抗原的抗体，使用了FITC  Mouse  Anti-Human 

CD14(BD公司/型号：555397)，作为对CD45抗原的抗体，使用了FITC  Mouse  Anti-Human 

CD45(BD公司/型号：555482)，作为对CD200抗原的抗体，使用了PE  Mouse  Anti-Human 

CD200(BD公司/型号：561762)，作为对CD106抗原的抗体，使用了CD106-PE ,human 

monoclonal(Miltenyi  Biotec公司/130-104-163)。

[0173] 细胞的测定及呈阳性的细胞的比率的计算按照与上述的“工序1-2：羊膜的酶处理

及羊膜MSC的回收”相同的步骤进行。

[0174] ＜实施例3：羊膜MSC的增殖性的监控＞

[0175] 上述的“工序1-1：羊膜的采集”中得到的包含上皮细胞层和间充质系干细胞层的

羊膜浸渍于含有240PU/mL胶原酶及200PU/mL中性蛋白酶I的Hank’s平衡盐溶液(含有Ca、

Mg)，在37℃、90分钟、50rpm的条件下进行振荡搅拌，由此对羊膜进行了酶处理。通过用95μm

网眼的尼龙筛网对酶处理后的溶液进行过滤，去除羊膜的未消化物，回收了包含羊膜MSC的

细胞悬浮液。将其以6,000cells/cm2的密度接种于CellStack，在以最终浓度计包含10％的

胎牛血清(FBS)及10ng/mL的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的αMEM(Alpha  Modification 

of  Minimum  Essential  Medium  Eagle)中培养至分汇合。然后，使用TrypLE  Select剥离第

1次传代的细胞，通过将1/5量的细胞接种至与先前培养相同规模的CellStack，进行了传代

培养。以2～4天1次的频率实施了培养基更换。在达到分汇合的时刻，使用TrypLE  Select剥

离第2次传代的细胞，以使细胞浓度成为2×107cells/mL的方式添加了RPMI1640。向其中加

入等量的CP-1溶液(以CP-1∶25％人血清白蛋白＝34∶16的比例混合而成的溶液)，转移至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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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小瓶，缓慢冷冻至-80℃，然后，在液氮下冷冻保存1天。然后，将其解冻，以约18 ,

000cells/cm2的密度将第3次传代的细胞接种于CellStack，在以最终浓度计包含10％的胎

牛血清(FBS)及10ng/mL的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的αMEM(Alpha  Modification 

of  Minimum  Essential  Medium  Eagle)中培养至分汇合。然后，使用TrypLE  Select剥离第

3次传代的细胞，通过将1/5量的细胞接种至与先前培养相同规模的CellStack，进行了传代

培养。以2～4天1次的频率实施了培养基更换。在达到分汇合的时刻，使用TrypLE  Select剥

离第4次传代的细胞，以使细胞浓度成为4×106cells/mL的方式添加了RPMI1640。向其中加

入等量的CP-1溶液(以CP-1∶25％人血清白蛋白＝34∶16的比例混合而成的溶液)，转移至冷

冻小瓶，缓慢冷冻至-80℃，然后，在液氮下冷冻保存1天。然后，将其解冻，以约6,000cells/

cm2d密度将第5次传代的细胞接种于CellStack，在以最终浓度计包含10％的胎牛血清

(FBS)及10ng/mL的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的αMEM(Alpha  Modification  of 

Minimum  Essential  Medium  Eagle)中培养至分汇合。然后，使用TrypLE  Select剥离第5次

传代的细胞，通过将1/5量的细胞接种至与先前培养相同规模的CellStack，进行了传代培

养。以2～4天1次的频率实施了培养基更换。在达到分汇合的时刻，使用TrypLE  Select剥离

第6次传代的细胞，以使细胞浓度成为4×106cells/mL的方式添加了RPMI1640。向其中加入

等量的CP-1溶液(以CP-1∶25％人血清白蛋白＝34∶16的比例混合而成的溶液)，转移至冷冻

小瓶，缓慢冷冻至-80℃，然后，在液氮下进行冷冻保存。将第7次传代以后的全部细胞以约

6,000cells/cm2的密度接种于CellStack，在以最终浓度计包含10％的胎牛血清(FBS)及

10ng/mL的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的αMEM(Alpha  Modification  of  Minimum 

Essential  Medium  Eagle)中培养至分汇合。然后，使用TrypLE  Select进行剥离，重复传代

培养至第10次传代。关于用上述培养方法培养的第2、4、6、8、10次传代的羊膜MSC，使用流式

细胞仪分析了对各种表面抗原(已知作为羊膜MSC标记物的CD73、CD90、CD105、CD45、CD106、

CD200)呈阳性的细胞的比率(图8)。其结果是，CD105的阳性率在任意传代数中均为50％以

上(具体而言，第2次传代：98％、第4次传代：99％、第6次传代：99％、第8次传代：99％、第10

次传代：99％)。CD200的阳性率在至第4次传代为止为10％以上，在第6次传代以后为低于

10％(具体而言，第2次传代：77％、第4次传代：32％、第6次传代：2％、第8次传代：1％、第10

次传代：0％)。CD106的阳性率在至第4次传代为止为5％以上，在第6次传代以后为低于5％

(具体而言，第2次传代：14％、第4次传代：7％、第6次传代：3％、第8次传代：0％、第10次传

代：0％)。关于这样培养的羊膜MSC，与“工序1-3；羊膜MSC的培养；通常培养”同样地绘制了

增殖曲线(图9)。另外，对倍增时间进行了计算，结果是，第2次传代的倍增时间为2.9天，第4

次传代的倍增时间为5天，第6次传代的倍增时间为1.3天，第8次传代的倍增时间为1.3天，

第10次传代的倍增时间为1.6天。这些结果表明，满足了CD105的阳性率为50％以上、CD200

的阳性率低于10％、CD106的阳性率低于5％的条件的羊膜MSC(具体而言，第6次传代以后的

羊膜MSC)的增殖性高，倍增时间为2天以下。另一方面，不满足上述条件的羊膜MSC(具体而

言，第2及4次传代的羊膜MSC)的增殖性低，倍增时间也超过2天。

[0176] 即，表明在本发明中，通过将包含间充质系干细胞的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5+的上

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为50％以上、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200+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

的比率低于10％、上述细胞群中的呈现CD106+的上述间充质系干细胞的比率低于5％作为

指标，经时地对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各表面抗原的阳性率进行测定，可以监控间充质系干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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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增殖性。另外也表明在根据指标的测定结果判断增殖性低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适当变

更培养条件来提高间充质系干细胞的增殖性。

[0177] 需要说明的是，在该测定中，作为同型对照用抗体，使用了PE  Mouse  IgG1 ,κ

Isotype  Control(BD公司/型号：555749)、FITC  Mouse  IgG1,κIsotype  Control(BD公司/

型号：550616)、FITC  Mouse  IgG2a,κIsotype  Control(BD公司/型号：555573)，作为对CD73

抗原的抗体，使用了FITC  Mouse  Anti-Human  CD73(BD公司/型号：561254)，作为对CD90抗

原的抗体，使用了FITC  Mouse  Anti-Human  CD90(BD公司/型号：555595)，作为对CD105抗原

的抗体，使用了Anti-Human  Antibodies  FITC  Conjugate(BioLegend公司/型号：323203)，

作为对CD45抗原的抗体，使用了FITC  Mouse  Anti-Human  CD45(BD公司/型号：555482)，作

为对CD200抗原的抗体，使用了PE  Mouse  Anti-Human  CD200(BD公司/型号：552475)，作为

对CD106抗原的抗体，使用了FITC  Mouse  Anti-Human  CD106(BD公司/型号：551146)。细胞

的测定及呈阳性的细胞的比率的计算按照与上述的“工序1-2；羊膜的酶处理及羊膜MSC的

回收”相同的步骤进行。

[0178] ＜实施例4：羊膜MSC的免疫调节作用的研究＞

[0179] 将上述的“实施例1：羊膜MSC的培养(本发明的培养)”中培养的羊膜MSC以1.5×

104cells/cm2的密度接种于塑料制培养容器，在含有10％的FBS和20μM的2-巯基乙醇的

RPMI1640培养基中培养了6小时。在培养的羊膜MSC中以1.5×105cells/cm2的密度接种人外

周血单核细胞(PBMC)，进行了共培养。另外，将人PBMC以1.5×105cells/cm2的密度进行了单

独培养。此外，同时进行了以下培养：为了提高人PBMC的增殖活性，对于羊膜MSC与人PBMC的

共培养、人PBMC单独培养添加了最终浓度为2.5μg/mL的植物凝集素(PHA)进行培养。在分别

培养48小时后，使用Click-iT  EdU  Microplate  Assay试剂盒(ThermoFisher  SCIENTIFIC

公司)对各细胞群的细胞增殖活性进行了评价。细胞增殖活性的评价通过利用Click-iT 

EdU  Microplate  Assay试剂盒测定激发光568nm/荧光585nm的波长下的荧光强度来实施。

将结果示于图10。图10的纵轴的单位为激发光568nm/荧光585nm的波长下的荧光强度。羊膜

MSC抑制了活化的人PBMC的增殖活性(图10)。

[0180] ＜实施例5：酶处理方法的研究＞

[0181] 通过WO2013/077428号公报的权利要求7及第0045段的＜羊膜间充质系细胞的细

胞群的制备＞中记载的方法，对上述的“工序1-2：羊膜的酶处理及羊膜MSC的回收”中得到

的包含羊膜MSC的细胞群进行培养。即，将包含羊膜MSC的细胞群以约10,000cells/cm2的密

度接种于塑料制培养容器，在含有10％胎牛血清(FBS)的αMEM(Alpha  Modification  of 

Minimum  Essential  Medium  Eagle)中进行了3天培养(初期培养)。在3天后，以500cells/

cm2的密度将羊膜MSC传代，培养了1周。然后，以500cells/cm2的密度重复进行传代培养。确

认了具有纺锤状形态的羊膜MSC进行了某种程度纯化，然后，进行了通常密度(约5,000～

10,000cells)下的传代培养。关于这样培养的羊膜MSC，与“工序1-3；羊膜MSC的培养；通常

培养”同样地绘制了增殖曲线(图11)。

[0182] 将上述得到的培养曲线(图11)与WO2013/077428号公报的图4(d)进行比较。对于

上述得到的羊膜MSC和按照WO2013/077428号公报的权利要求7及第0045段的方法得到的羊

膜MSC而言，仅酶处理条件不同，酶处理后的培养方法均相同。尽管培养方法相同，但对于

WO2013/077428号公报而言，为了使细胞分裂次数(倍增次数)到达10次需要60天左右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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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天数，与此相对，对于本发明的酶处理方法而言，以30天左右的培养天数达到了倍增次数

为10次(图11)。即，在本发明的条件下进行了酶处理的羊膜MSC与在WO2013/077428号公报

中记载的条件下进行了酶处理的羊膜MSC相比，羊膜MSC的增殖性更高。

[0183] 另外，关于用上述实施例5的方法进行了酶处理及用培养方法进行了培养的第9次

传代的羊膜MSC，使用流式细胞仪分析了对各种表面抗原(已知作为羊膜MSC标记物的CD73、

CD90、CD105、CD44、CD166、CD45、CD326、CD14)呈阳性的细胞的比率(图12)。其结果是，CD105

的阳性率为50％以上(具体为86％)，CD14的阳性率为5％以上(具体为12％)。

[0184] 即，根据本发明，可以将CD105的阳性率为50％以上、CD200的阳性率低于10％、

CD14的阳性率为5％以上、CD106的阳性率低于5％作为判断和/或预测最佳酶处理条件时的

指标来使用，可以预先选定增殖性高的MSC的含量高的试样。由此，可以降低制造成本，而且

能够缩短培养期间。

[0185] ＜实施例6：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品质评价＞

[0186] 从3名获得知情同意的择期剖腹产病例的孕妇无菌采集作为胎儿附属物的胎膜及

胎盘，将各胎儿附属物按照“工序1-1：羊膜的采集”、“工序1-2：羊膜的酶处理及羊膜MSC的

回收”进行处理，获得羊膜MSC。将从3个胎儿附属物得到的羊膜MSC分别作为#1、#2、#3。

[0187] 将包含上述得到的#1、#2、#3的羊膜MSC的细胞群用“实施例1：羊膜MSC的培养(本

发明的培养)”的方法进行培养。

[0188] 关于用上述的培养方法进行培养的羊膜MSC，可以使用流式细胞仪分析对各种表

面抗原呈阳性的细胞的比率。另外，关于用上述的培养方法进行了培养的羊膜MSC，可以与

“工序1-3；羊膜MSC的培养；通常培养”同样地绘制增殖曲线。

[0189] 由此，对于供体不同的#1、#2、#3的羊膜MSC而言，如果对CD105、CD200、CD106及

CD14的阳性率进行调查，则可以对供体自身及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品质进行评价。即，根据

本发明，可以通过将CD105的阳性率为50％以上、CD200的阳性率低于10％、CD14的阳性率为

5％以上、CD106的阳性率低于5％作为指标，从而对供体自身及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品质进

行评价，可以预先选定增殖性高的MSC的含量高的试样。由此，可以降低制造成本，而且能够

缩短培养期间。

[0190] ＜实施例7：从不同供体采集的试样的品质评价＞

[0191] 从2名获得知情同意的择期剖腹产病例的孕妇无菌采集作为胎儿附属物的胎膜及

胎盘，按照实施例3对各胎儿附属物进行处理，获得了羊膜MSC。将从2个胎儿附属物得到的

羊膜MSC分别作为#4、#5。用与实施例3相同的方法将包含上述得到的#4、#5的羊膜MSC的细

胞群培养至第6次传代。关于上述第6次传代的羊膜MSC，使用流式细胞仪分析了对各种表面

抗原(已知作为羊膜MSC标记物的CD73、CD90、CD105、CD45、CD106、CD200、CD14)呈阳性的细

胞的比率(图13)。对于#4而言，CD105的阳性率为99％，CD200的阳性率为2％，CD106的阳性

率为3％，CD14的阳性率为7％。另一方面，对于#5而言，CD105的阳性率为99％，CD200的阳性

率为32％，CD106的阳性率为38％，CD14的阳性率为11％。另外，将#4与#5的第6次传代的羊

膜MSC的倍增时间进行比较可知，#4的羊膜MSC的倍增时间为2天以下(具体为1.3天)，与此

相对，#5的羊膜MSC的倍增时间超过了2天(具体为2.7天)，与#4相比慢2倍以上。另外，关于#

4及#5的羊膜MSC，与“工序1-3；羊膜MSC的培养；通常培养”同样地绘制了增殖曲线，结果是

(图14)#4的羊膜MSC显示出高增殖性。以上的结果表明，即使用相同的方法从羊膜采集并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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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羊膜MSC，从不同供体获得的羊膜MSC的增殖性也显示出很大差异，如果对CD105、CD200、

CD106及CD14的阳性率进行调查，就可以对供体自身及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品质进行评价。

即，根据本发明，通过将CD105的阳性率为50％以上、CD200的阳性率低于10％、CD106的阳性

率低于5％作为指标，可以对供体自身及从供体采集的试样的品质进行评价，选定增殖性高

的MSC的含量高的试样。

[0192] ＜实施例8：医药组合物的制造＞

[0193] 将上述的“实施例1：羊膜MSC的培养(本发明的培养)”中得到的羊膜MSC的一部分

供于医药组合物的制备。制备由含有羊膜MSC  2.3×108个、葡聚糖0.50g、DMSO  1.3g及人血

清白蛋白1.0g的RPMI1640培养基25mL制成的医药组合物(细胞制剂)。将该医药组合物封入

冷冻用袋，在冷冻状态下进行保存。需要说明的是，可以在使用时将医药组合物解冻，向患

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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