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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以来，成功合作项目＞3375 例

Exosomes 取材来源
几乎所有类型的细胞都能分泌 Exosomes，广泛存在于

各种体液中，包括：血清、血浆 、尿液、细胞培养上清、乳汁、
唾液、腹水、羊水、气管肺泡灌洗液和关节滑液等。

锐博生物拥有成熟的 Exosomes RNA 提取技术，可以提
供 Exosomes RNA 的提取服务。

Exosomes 成分
蛋白质：如微管蛋白、肌动蛋白、肌动蛋白结合蛋白、热

休克蛋白、三聚体Ｇ蛋白、膜蛋白 ( 如：四跨膜蛋白）、整合素、
膜联蛋白等。

RNA：rRNA, miRNA，lncRNA, mRNA, snRNA, piRNA 等。

脂质：磷脂酰胆碱、胆固醇、神经鞘磷脂、神经节苷脂、磷
脂酰乙醇胺等。

图 1.  外泌体示意图（Ibrahim A, Marbán E. Annual Review of Physiology, 2016）

锐博生物全面研究策略，覆盖外泌体研究核心需求

注：  miRNA、piRNA、lncRNA、mRNA等功能验证方案及涉及产品请咨询本公司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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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somes 来源于晚期核内体 ( 也称为多囊泡体 ) 的囊
泡，是由活细胞分泌而来，是一类大小介于 30-200nm 的含有
DNA、RNA、蛋白质和脂类的微囊，几乎所有类型的细胞都能
分泌，广泛存在于各种体液中（图 1）。Exosomes 参与调控重
要的细胞生理活动，在免疫应答、凋亡、血管生成、炎症反应、
凝结过程中的作用均有报道，有望用于开发疾病治疗的潜
在靶点、早期诊断标记物、靶向药物载体等，成为近年来生命
科学及医学领域的重要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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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osomes 粒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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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somes 提取
Ribo™ Exosomes Isolation 

Reagent

粒径检测
（Malvern 公司 Zetasizer 

Nano series-Nano-ZS）

表面标记物检测
（BD 公司 Accuri C6 flow 

cytomenter） 

Exosomes 抽提与鉴定服务

粒径检测
Zetasizer 仪器根据 Stokes-Einstein 原理，使用动态光

散射检测由于颗粒布朗运动而产生散射光的波动随时间的变
化。检测器将散射光信号转化为电流信号，再通过数字相关器
的运算处理，得到颗粒在溶液中扩散的速度信息，即扩散系数。

H460细胞上清经Ribo Exosomes Isolation Reagent抽提，流式鉴定Exosomes表面标志物CD63和CD81, Zetasizer Nano 

ZS 纳米粒度仪检测粒径分布。

表面标记物检测
Exosomes 常见的特异性标记蛋白为 CD63 和 CD81，

使用荧光的直标抗体结合流式细胞仪能够统计出经分离的
Exosomes 的阳性百分比，从而判断 Exosomes 的纯度。

实验原理及方法

鉴定结果示例图

图 3. 流式鉴定Exosomes表面标志物

注：实际检测结果受不同样本来源、样本的纯度等因素的影响，图片仅供参考。



测序内容
Small RNA(Exosomes)

测序平台
HiSeq 2500, SE50

数据量
10M clean reads

锐博技术特色：
● 3个数据库深度挖掘及分析疾病相关 miRNA  biomarker；
● 4个最新数据库预测靶基因，结果更准确；
● 可提供 piRNA 差异分析（限定物种，人、大鼠、小鼠）；
● 采用 3 个外泌体或囊泡数据库，注释信息更完善，深入挖掘研究结果的佐证；
● 提供肿瘤研究的临床数据分析，使得分析结果更加饱满。

外泌体 (Exosomes)Small RNA 测序

项目流程与数据分析

◎ 构建miRNA调控网络
◎ 新miRNA表达差异分析
◎ 新miRNA靶基因预测

◎ 已知miRNA的5p与3p差异分析
◎ miRNA与疾病关系分析

◎ 模式物种piRNA分析
◎ TCGA数据深度挖掘

原始数据

序列注释 miRNA差异分析 miRNA功能分析

ncRNA分类及注释 miRNA表达量计算

基因组重复区域注释 miRNA差异显著性分析

功能元件注释 miRNA表达聚类分析

新miRNA预测

miRNA靶基因预测

GO/KEGG 功能分析

miRNA保守性分析

miRNA家族性分析

测序数据质控 Clean data

参考基因组比对（Mapping）

共有及特有序列分析

定制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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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外泌体中 miRNA 表达显著上调
外泌体 miRNA 测序结果表明缺氧和正常含氧细胞来源的

外泌体携带的 miRNA 量占总 RNA 的 11% 和 37%，两组之间
有 108 个 miRNA 表达具有差异。与正常含氧外泌体相比，缺
氧外泌体中 miR-21 等 105 个 miRNA 表达显著上调，并通过
RT-PCR 得到验证（图 4）。

肿瘤衍生的外泌体 miR-21 可诱导肿瘤生长和转移
miR-21 表达减少能抑制肿瘤体积，阻遏肿瘤细胞淋巴结

转移。反之，miR-21 可诱导肿瘤生长和转移（图 5）。

研究结果

【客户案例】 缺氧口腔鳞癌细胞的外泌体将 miR-21 转移至正常细胞以诱发促转移表型

研究背景
口腔鳞癌细胞（OSCC）的全球发病率估计为 30 万 / 年，

超过 50％的 OSCC 患者出现淋巴结转移。而缺氧是癌转移的
强大驱动力。外泌体是肿瘤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携带转
运 miRNA 来改变细胞功能，是肿瘤进展和转移的主要因素之
一。缺氧口腔鳞癌细胞（OSCC）来源的外泌体，能在 HIF1α和
HIF2α参与下增加 OSCC 细胞的侵袭和迁移作用。相关研究表
明缺氧会改变肿瘤衍生的外泌体的 miRNA 表达谱。因此，肿瘤
衍生的外泌体至少可以部分地通过转运 miRNA 到正常氧含量
的细胞中来介导癌症微环境的缺氧进化，从而促进肿瘤转移。

方法流程

图 4.  

图 5.  图 6.  

外泌体 miR-21 对 OSCC 细胞侵袭和迁移的机制
外泌体调控细胞迁移侵袭作用与 HIF1α和 HIF2α（缺氧诱

导因子）有关。miR-21 与 HIF1α和 HIF2α的作用关系和缺氧
OSCC 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一样。在缺氧条件下，miR-21 的表达
依赖着 HIF1α和 HIF2α的表达。暗示缺氧 OSCC 细胞来源的
外泌体通过了 miR-21 介导了细胞的迁移和侵袭作用。敲降
miR-21 能明显降低细胞的迁移和侵袭作用，而挽救实验则能
恢复细胞的侵袭迁移作用（图 6）。

取 材

建 库

测 序

信息分析

常氧 (20% O2) 和缺氧 (1% O2) 的口
腔鳞癌细胞培养上清（抽提外泌体）

1. 口腔鳞癌细胞外泌体用于提取总 RNA
2. miRNA-seq 文库构建

Illumina HiSeq 2500 

1. miRNA 差异表达分析
2. miRNA 保守性分析



外泌体 (Exosomes) lncRNA 测序

测序内容
lncRNA (Exosomes)

测序平台
HiSeq , PE150

数据量
12G clean data

锐博技术特色：
● 采用 3 个外泌体或囊泡数据库，注释信息更完善，深入挖掘研究结果的佐证；
● 多种差异表达计算方法，可根据项目情况灵活选择算法，展现更完美的数据；
● 全新的比对软件，分析速度更快，结果更准确；
● 提供肿瘤研究的临床数据分析，使得分析结果更加饱满。

NEW

项目流程与数据分析

原始数据 测序数据质控 rRNA reads过滤

基因分析

基因 表达量计算

差异表达基因分析

KEGG Pathway分析

GO基因分类富集分析

参考基因组比对

◎ Reads覆盖度
◎ 转录本覆盖均一性衡量
◎ 测序饱和性评估

◎ ceRNA机制：lncRNA的
    miRNA结合位点分析

◎ lncRNA疾病相关性分析◎ lncRNA与其他RNA
   共表达分析

◎ 蛋白质互作网络

定制化分析

转录本表达量计算

已知mRNA表达差异分析 已知ncRNA表达差异分析

靶基因GO、KEGG分析

转录本分析

ncRNA靶基因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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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客户案例】 lncARSR 以 ceRNA 的机制通过外泌体转运引发肾癌细胞对舒尼替尼的抗药性

研究背景
近年来，肾细胞癌（RCC）发生率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增长。

10%~20% 的 RCC 患者基于其先天因素，难以用 sunitinib 治
疗，而余下的人在接受治疗后的 6~15 个月后则会产生抗药性，
目前亟需阐明 sunitinib 抗药性的潜在机制和找到能提示 RCC

患者对 sunitinib 应答效果的可靠的生物标记物。近来的研究显
示，由基质细胞分泌的外泌体能通过转运蛋白和 miRNA 来影
响治疗的应答。但是否由抗性的癌细胞所分泌的外泌体能使对
药物敏感的细胞产生抗药性的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阐
明。lncRNA 参与许多癌细胞的增殖、凋亡、转移和新陈代谢等
方面的调控。然而，人们对 lncRNA 在 sunitinib 抗药性上的作
用所知甚少。

方法流程

IncARSR 由外泌体运输至细胞外
为了研究 IncARSR 如何运输至细胞外，研究者用 RNAes

和 Triton X-100 同时处理细胞，在细胞培养上清中的 IncARSR

水平显著降低了（图 9A），说明在细胞外的 IncARSR 是被膜
包裹而不是直接释放的。而从抗性 RCC 细胞中分离出的外泌
体，有着典型的形态学、大小和数量（图 9B）。

图 9.  

表达谱差异

lncRNA 功能鉴定

外泌体来源鉴定

外泌体功能研究

耐药及其非耐药 RCC 细胞进行
lncRNA 表达谱筛选

RNAi 方法体外体内抑制
lncARSR

RNaes 和 Triton X-100 处理之后
qRT-PCR 检测 lncARSR 表达

耐药细胞分泌的外泌体与非耐药
细胞共培养

图 7.    

lncARSR 是 RCC 产生 sunitinib 抗性的必要条件
为了进一步说明 IncARSR 在 sunitinib 抗性中所扮演的

角色，研究者用 RNAi 方法来沉默 sunitinib 抗性细胞中的
IncARSR，结果使 IC50 显著下降，并且抑制了 sunitinib 处理
过程中细胞不依赖于贴壁的生长（anchorage-independent 

growth） （图 8）。

图 8.  

IncARSR 通过外泌体向非耐药细胞传播 sunitinib 的抗药性
从耐药细胞中分泌出来的外泌体与非耐药细胞一起培养，

能增加细胞内的IncARSR水平（图10）。亲代细胞与sunitinib

抗性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共培养后也获得了抗药性，但当受体细
胞中的IncARSR被沉默之后，抗药性就消失了。

图 10.  

lncARSR 在 sunitinib 抗性 RCC 细胞中高度表达
研究者制备了抗药性的 RCC 细胞并将其从小鼠体内分

离出来，分别命名为 7Su3rd 和 ACSu3rd，研究者运用微阵列
芯片、qRT-PCR，PDX 建模及 RNAi 等技术，对可能与 sunitinib

抗性相关的 lncRNA 进行了连续 3 轮的筛选。最后将目标锁定
在 lncRNA RP11-375O18.2-001 上（图 7）。



锐博技术特色：
● 一套外泌体 lncRNA 测序数据既能分析 lncRNA 和 mRNA， 
     也可分析 circRNA；
● 增加 circRNA 与临床疾病的相关性分析（circ2Trait），深 
    入挖掘环状 RNA 功能；
● 国内首家推出 circRNA 编码潜能预测，全方位挖掘环状
    RNA 功能；
● 独家推出 circRNA 结果可视化（circView），更直观地展
    现成环，以及 circRNA 与 miRNA 的结合。

外泌体 (Exosomes)circRNA 分析

图 11. Feng J et al.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 2017.

图 11.circRNA 可视化

项目流程与数据分析

原始数据

环状RNA特征分析 环状RNA表达分析 环状功能研究

环状RNA基因组、
circbase数据库注释

环状RNA来源基因的KEGG 
Pathway分析 

环状RNA来源基因的GO
基因功能富集分析

ceRNA机制：环状RNA-
miRNA互作分析

环状RNA表达量计算

环状RNA表达值密度分布环状RNA序列预测

环状RNA长度分布统计

环状RNA环化率分析

环状RNA样品（组）间
表达差异分析

测序数据质控 rRNA reads过滤

环状RNA鉴定

基因组比对

◎ 环状RNA编码潜能预测(人）
    

环状RNA与疾病相关性分析(人）

◎ 哺乳动物环状RNA保守性分析
     （人、大鼠、小鼠）

◎ 环状RNA可视化展示

定制化分析

NEW



Li Y, Zheng Q, Bao C, et al. Circular RNA is enriched and stable in exosomes: a promising biomarker for cancer diagnosis[J]. Cell 
Research, 2015, 25(8):98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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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肿瘤移植小鼠的血清外泌体 circRNA

为了证明源自肿瘤的 exo-circRNA 能进入循环系统并且
在癌症检测中能被测量到，研究者构建了皮下移植人MHCC- 

LM3肿瘤细胞的小鼠模型。7 周后收集血清，循环外泌体 RNA

被分离用于 qRT-PCR 定量检测 circRNA。人 CDYL circRNA

能在移植了肿瘤的小鼠血清中轻易地检测出（图 13K）。

进入外泌体中的 circRNA 受细胞 miRNA 水平的调控
作为 circRNA 的 CDR1 已被证实是 miR-7 的分子海绵，

研究者在细胞中转入 miR-7 mimics，再检测细胞和外泌体中

CDR1 的水平。有趣的是，他们观察到，在 HEK293T 和 MCF-7

细胞中异位表达 miR-7，在外泌体中的 CDR1 水平显著下调，
但在细胞中却稍有增加（图 13E）。这结果表明，分拣进入外泌
体的 circRNA 是被调控的，至少部分调控是与细胞中 miRNA

水平的变化相关。

肿瘤来源的外泌体 circRNA 可作为潜在的生物标志物
为了进一步证明源于肿瘤的 exo-circRNA 能在癌症检测

中作为潜在的生物标志物，研究者探索了癌症患者与健康捐献
者的血清exo-circRNA表达谱。两组的表达谱结果差异显著。与
正常血清样本相比，癌症患者的血清样本中缺失了67种circRNA，
却鉴别出了257 种正常样本中没有的 circRNA（图14M），并通
过 qRT-PCR 验证了血清样本 RNA 测序的结果（图 14N）。

研究结果

【应用案例】 circRNA 大量并稳定地存在于外泌体中，有希望作为癌症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文章摘要
本文首次展示了外泌体中丰富的 circRNA，RNA 测序分

析揭示了与产生它的细胞相比，circRNA 在外泌体中十分丰
富，而且，受细胞中 miRNA 水平的变化所调节 circRNA 分拣
进入外泌体，并将生物活性传递给受体细胞。超过 1000 种人类
血清外泌体中的 circRNA 被鉴定。本研究为将 circRNA 发展
为基于外泌体的生物标志物奠定了基础，并且探究了外泌体
circRNA 的潜在生物学功能。

方法流程

取 材

建  库

测  序

信息分析

MHCC-LM3 肝癌细胞和细胞来
源的外泌体

1. 去核糖体 RNA
2. 构建 RNA 测序文库

Illumina HiSeq 2500

1. 环状 RNA 鉴定
2. 环状 RNA 表达值分析
3. 环状 RNA 样品（组）间表达差异分析

图 14.

图 13.

图 12.

鉴定癌细胞和细胞来源外泌体中的 circRNA

首先研究者通过对肝癌细胞MHCC-LM3和来源于细胞的
外泌体总RNA进行去核糖体RNA的RNA测序分析，以研究
circRNA的转录特点。在细胞和外泌体中一共找到5484和6751

种circRNA（图12A）。在外泌体中的circRNA（exo-circRNA）
的丰度是其在细胞中的至少两倍（ 图12A，exo-circRNA的平
均SRPBM为1.32，细胞circRNA为0.57）。随后通过qPCR来
进一步确认了以上的结果。exo-circRNA的水平与细胞circRNA

稍有关联（图12B），提示着分拣到外泌体中的特殊circRNA或
许是被调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