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研究!

人巩膜成纤维细胞体外三维胶原基质培养

系统的构建及其生物力学特性

胡守龙!李莉!崔冬梅!曾骏文
#$$$"%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 #胡守龙)李莉$%"#$$%$ 广州"中山大学
中山眼科中心#崔冬梅)曾骏文$
通信作者&曾骏文"FG523&H*;4#%&;*0J#%&K;*0
MNO&#$K&D%$P.G5KIK2>>;K'$E"Q$#%$K'$#DK$'K$$_

!!'摘要(!背景!眼轴的过度伸长和巩膜组织的扩张是高度近视发病机制研究的热点之一"建立合理的

人巩膜成纤维细胞#ARZ>$培养体系模型有助于进一步探讨 ARZ>在高度近视形成过程中与胶原基质相互作

用的生物学机制*!目的!构建 ARZ>与%型胶原的三维培养系统"微观模拟在体巩膜"建立巩膜重塑模型*

!方法!采集新鲜供体巩膜组织"采用组织块培养法分离和培养 ARZ>"采用免疫荧光技术检测细胞中波形蛋白

和角蛋白的表达以鉴定细胞%获取 T 周龄 RbZ级雄性 RM大鼠鼠尾腱制备鼠尾胶原"_$$ "3胶原加入 "$ "3

<5NA#$q# G-3P)$溶液中混匀"加入 T$ "3#$ 倍培养液"混匀"溶液 SA值约为 D* 加入 # #$$ "3终浓度 #v#$% PG3

细胞悬液混合形成凝胶培养系统"于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 ARZ>的增生情况和细胞形态"采用 ObbQ" 软件对

三维培养的含细胞胶原收缩面积进行测量以分析三维胶原系统的物理特性%采用生物力学试验机对三维胶

原系统的生物力学特性进行测定*!结果!培养的 ARZ>波形蛋白呈阳性表达"角蛋白表达阴性* 未接种培

养细胞的无成纤维细胞 RM鼠鼠尾胶原凝胶透明"实验期间性状无明显变化"而含 ARZ>的三维胶原凝胶随着

细胞培养时间的延长细胞数量增加"倒置相差显微镜下可观察到数十层成纤维细胞相互交错呈网状排列"培

养后 D ]#_ : 凝胶块呈乳白色"凝胶面积保持在正常的 #$t左右"三维培养系统中的 ARZ>接种后 '_ 9 细胞产

生多向性突起"呈双极形或纺锤形* ARZ>胶原凝胶复合物的弹性材料蠕变曲线呈非线性#$ ]#$$ >$部分与

线性##$$ ]%$$ >$部分"前者是胶原凝胶在短暂应力的作用下本身的弹性变化"后者是胶原凝胶在定力的作

用下随拉伸时间的延长而出现的蠕变变化*!结论!鼠胶原凝胶对培养的 ARZ>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ARZ>

胶原凝胶可形成三维复合物"可呈现机械性生物学特性"是研究成纤维细胞与细胞外基质之间以及细胞之间

相互作用的良好模型"可用于巩膜重塑的模拟研究*!

'关键词(!成纤维细胞P细胞学% 巩膜% 人% 胶原% RM大鼠% 生物力学% 细胞培养技术P方法% 种植

人巩膜成纤维细胞的胶原蛋白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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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培养是用无毒性的生物材料提供带有空隙的
三维结构"使细胞黏附于材料上并呈立体空间生长"以
形成类似生物组织的结构"从而模拟真实的在体空间
环境的一种培养方法

+#, * 1*33等 +',
研究发现"胶原中

培养的成纤维细胞所表现出的生物学特性与其在生物

组织中相似"因此认为这种培养方式是研究成纤维细
胞与细胞外基质间以及细胞间相互作用的良好模型"

且已用于组织重塑的相关研究* 近视是目前中国人群
中常见的眼部疾病"眼轴伸长是其主要形态学改变"近
视发生的生物力学机制成为近期研究的热点"但有些
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其主要原因是尚未找到有效的模
型进行近视的研究* 巩膜主要由巩膜成纤维细胞及细
胞外基质组成"在哺乳动物中胶原组织占巩膜重量的
E$t"其中绝大部分是%型胶原 +& _̀, * 本研究中采用

鼠尾胶原作为培养支架模拟在体巩膜"建立含人巩膜
成纤维细胞# 9+G5; >.3*753?267-635>0>"ARZ>$三维胶原
凝胶培养系统"观察 ARZ>在培养系统中的形态)增生
情况及三维凝胶的形态"并检测组织类似物的生物力
学特性"为 ARZ>与细胞外基质之间以及细胞之间相
互作用的研究提供组织重塑模型*

;5材料与方法

;K;5材料
;K;K;5供体及实验动物来源5供体眼球 & 只#中山大
学中山眼科中心眼库提供$"供者无全身疾病"均于死
亡 '_ 9 内取材* T 周龄 RbZ级雄性 RM大鼠 " 只"体质
量 '"$ ]'T$ 4#中山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实验动物

合格证号&粤监证字 '$$%\$%_$"饲养于中山大学实验
中心动物实验部 RbZ实验室"室内温度为 '$ ]'" u"

相对湿度为 _$t ]D$t"换气次数为 #$ ]#" 次P9"明
暗周期为 #' 9P#' 9*
;K;K<5主要试剂及仪器5M@F@PZQ#' 培养液干粉
#美国 Y26.-公司$%胎牛血清 #杭州四季青生物工程
材料有限公司$%88aQT 试剂盒#上海同仁化工有限公
司$%M@RN#广州新成精细化工厂$%辣根过氧化物酶
#9-7>*75:2>9 S*7-V2:5>*" A=b$ 标记的 Y\bMA 抗体
#a8Q"Y""上海康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山羊抗鼠
O4YQA=b##$$$_&$'Q#"武汉艾美捷科技有限公司$%谷
氨酰胺#美国 \@=FR8N公司$* 倒置相差显微镜#日
本 <2,-; 公司$*
;K<5方法
;K<K;5组织取材及原代 ARZ>的培养!采用组织块
培养法进行 ARZ>的培养* 供体眼球在含有 _$$ WP)
#商品单位$庆大霉素的生理盐水中浸泡 &$ G2;"无菌
操作台内剪除视神经)球结膜等组织"去除眼前节残留
组织" b1R 冲洗巩膜壁 & 次* 将后极部巩膜剪成
$q" GGv$q" GGv$q" GG大小的组织块"用显微剪将
巩膜组织块反复剪碎"将剪碎的组织分成 ' 份"摆放于
'" .G'

的一次性塑料培养瓶中"放入 &D u)体积分数

"t8N'培养箱中孵育 ' 9* 加入质量分数 #t双抗液
及含体积分数 '$t胎牛血清的 M@F@PZ#' 培养液"置

于 &D u)"t8N'培养箱中培养%每周 ' 次半量换液*

待原代细胞爬出)融合后"用 $q'" 4P)胰蛋白酶e$q' 4P)
FMB\## g#$进行消化"原代细胞以 # g'的比例进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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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生物力学试验机
5

代培养* 取 _ ]% 代细胞进行细胞鉴定"采用免疫荧光
技术检测培养细胞中波形蛋白和角蛋白的表达"并用
于后续实验*
;K<K<5鼠尾胶原蛋白的提取5将处死后新鲜 RM大
鼠鼠尾浸入体积分数 D"t乙醇中消毒 &$ G2;"移入
b1R 中洗 ' 次* 用止血钳夹住尾巴尖端"折断尾骨后
拉出尾腱"称量后用 b1R 洗 ' 次"每次 " G2;* 应用高速
组织粉碎机粉碎鼠尾后加入锥形瓶内* 加入含 # G-3P)
<583的 $q$" G-3P)B72>PA8)# SAdDq"$溶液 #$$ G3"
_ u保存 & :"每天定时振荡 _ ]% 次* 弃去上清"加入
$q" G-3P)乙酸 _$$ G3"_ u保存_ :* ' $$$v* 高速低
温离心 & 9"提取上清"加入等量质量分数 '$t <583
溶液"' $$$v* 离心 & 9* 生理盐水清洗沉淀物 " 遍*
沉淀物溶于 _$$ G3的 $q" G-3P)乙酸并放入透析袋
内"用 _ $$$ G3三蒸水透析 ' :"每天换蒸馏水 ' 次*
胶原液 ' $$$v* 离心 & 9"过夜* 吸取上清"储存于 _ u
冰箱保存备用* 配制胶原溶液的质量浓度为 " G4PG3*
;K<K=5不含细胞胶原凝胶的制备5将 # #$$ "3无菌
b1R 中加入 _$$ "3胶原溶液"混匀* 将混合液加入
"$ "3<5NA"混匀"加入 #$ 倍培养液 '$$ "3混匀* 然
后将上述混合液加入 #' 孔板中"放置在室温下约
'$ G2;* #' 孔板转移至培养箱中培养*
;K<K>5细胞培养皿胶原表面包被细胞培养5将 _ ]%
代的 ARZ>置于 '_ 孔板进行普通单层细胞培养"无菌
$q% GG-3P)乙酸将鼠尾胶原稀释至 $q$#' G4PG3"加
入 $q$#' G4PG3鼠尾胶原 &$$ "3"确保鼠尾胶原铺满
器皿的表面* 培养皿开盖"无菌超净台过夜"晾干"将
普通单层培养的细胞置于胶原包被的培养皿中进行培

养"培养方法与普通单层细胞培养相同*
;K<K?5含 ARZ>三维凝胶的制作及三维细胞培养!制
备悬浮于培养液中的单细胞悬液"含细胞 #v#$%

个PG3"
冰浴"将 _$$ "3胶原加入 "$ "3<5NA#$q# G-3P)$溶液
中混匀"加入 T$ "3#$ 倍培养液"混匀"溶液 SA值约为
D* 加入 # #$$ "3细胞悬液混匀"然后将细胞悬液加入
#' 孔板中"室温下放置 '$ G2;* 待胶原凝胶形成后"
用锐利的无菌移液器枪头将胶原凝胶从培养板上轻轻

分离下来* 加适当容积的细胞培养液"转移到培养箱
中进行培养"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培养的 ARZ>和
胶原蛋白纤维的形态以及 ARZ>在胶原凝胶中的生长
过程*
;K<K@5含细胞的组织胶原类组织块物理特性观察5
采用 ObbQ" 软件对三维培养的含细胞胶原收缩面积进
行分析"同时参照文献+",中描述的方法应用生物力
学试验机#美国 1->*公司$对含有细胞的三维培养系

统进行生物力学测试

#图 # $* 用眼科无齿
镊小心将收缩 & : 的含
ARZ>的 胶 原 凝 胶 取
出"放置在滤纸上轻轻
吸除培养液"制成 & GGv
" GG大小材料* 将凝
胶夹入感应器"调整仪
器参数为& $ ]$q$& <
的时间间隔为 #$ >"
$q$& <负荷加载时间
为 %$$ >"测试材料的蠕
变特性* 每个样品组重复 " 次"取平均值* 最大拉伸
距离以胶原凝胶在 %$$ >时的拉伸长度计算%蠕变距
离为生物材料在蠕变期内的拉伸量与非线性拉伸量的

比值* 蠕变速率为蠕变P9*

<5结果

<K;5培养的 ARZ>的细胞形态及鉴定
本研究中培养的巩膜细胞角蛋白均为阴性"而波

形蛋白表达阳性"结合取材过程确定为 ARZ>#图 '$*

A B
图 <5KL!%的鉴定#vT$$$!\&波形蛋白染色!波形蛋白表达阳性
#ZOB8$! 1&角蛋白染色 ! 培养的巩膜细胞角蛋白表达阴性
#ZOB8$ "细胞核为红色荧光
!

<K<5无细胞凝胶及含细胞凝胶的形态观察
从培养板上轻轻分离下来的胶原凝胶透明清晰"

在培养期间凝胶面积不发生收缩"含细胞的三维胶原
凝胶在细胞培养期间逐渐收缩"培养后 D : 单位体积
内的细胞数量增加"凝胶块的透明性减退"呈乳白色"

并有一定的韧性#图 &$* 加入细胞悬液后在凝胶形成
的初始阶段"ARZ>呈圆形分布于凝胶各层* 培养后约
% 9"成纤维细胞表面逐渐伸展并与细胞外基质发生相
互作用"细胞黏附于胶原纤维继续生长* 接种后 '_ 9
细胞均已伸展"呈双极或纺锤形"其细胞体积与单层培
养的成纤维细胞相比明显增加* 接种的成纤维细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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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中不能来回漂浮"呈不规则排列* 倒置相差显微
镜下可观察到数十层成纤维细胞相互交错排列成网状

#图 _$*

4

3B3A

图 =5不含成纤维细胞凝胶与
含细胞凝胶的形态对比图!\&
不含纤维细胞的凝胶透明!1&
含细胞的三维胶原凝胶在细胞

培养期间逐渐收缩"培养后 D :
单位体积内的细胞数量增加"凝
胶块呈乳白色 #箭头$!图 >5
含人成纤维细胞凝胶的形态学

观察#v_$$$!倒置相差显微镜
下可见凝胶上生长的成纤维细

胞相互交错"排列成网状
!

<K=5单层普通培养法)胶原包被培养法和三维培养法
培养 ARZ>

普通单层培养法培养的 ARZ>呈扁平状"细胞的
单面在培养皿上贴壁* 在细胞排列较稀疏时细胞呈不
规则形及多角形"细胞排列密集时呈条索状* 普通单
层培养的成纤维细胞消化和传代 % 9 左右完全贴壁*

胶原铺底培养的人巩膜细胞与胶原接触的一面凹入胶

原"而未与胶原接触的另一面呈扁平状"成纤维细胞贴
壁较快* 三维培养法培养的细胞初始形态呈圆形"培
养后 % 9 的成纤维细胞表面开始舒展延长"可见较长
的细胞凸起"与胶原纤维相互作用"但在接种后 '_ 9

各孔板内细胞开始产生多向性突起"细胞呈双极形或
纺锤形#图 ""%$*
<K>5单层普通培养)胶原包被培养)三维培养对 ARZ>

增生的影响

普通单层培养法培养后 ' ]& : 可见人成纤维细
胞长满培养皿"进行 # 次传代* 胶原包被培养法培养
的细胞增生减慢"约培养后 _ : 才能传代* 三维培养
法培养的细胞增生速度明显减慢"含细胞胶原凝胶收
缩后凝胶内的细胞密度迅速增大"培养后期凝胶中的
细胞与普通单层原代培养过程相似"细胞从三维基质
中移行并游离出来"形成细胞单层"与培养板接触的成
纤维细胞快速增生"其速度与单层培养的细胞增生速
度一致*

A B

C D
图 ?5不同培养体系中 KL!%形态!\&单层培养法培养的细胞呈不
规则形#v'$$$!1&胶原包被单层培养法培养的细胞凹入胶原凝胶
#v'$$$! 8&三维培养法培养的细胞呈纺锤形"可见细胞突起
#v_$$$!M&三维培养示意图!上图示细胞在胶原包被培养状态"呈
二维状态"下方与基质发生相互作用%下图为三维立体"细胞通过三
维空间与周围基质发生相互作用

A B

C

图 @5KL!%在胶原凝胶中形态
#v_$$$!\&初始的细胞呈圆形
1&培养后 % 9 的细胞可见长的
凸起!8&培养后 '_ 9 细胞呈双
极形或纺锤形

!

<K?5含细胞的胶原凝胶生物力学特性测定
不含成纤维细胞的三维凝胶呈果冻状"在培养期

间不发生收缩* 含 ARZ>三维凝胶在培养后 #' 9 可见
凝胶面积收缩至初始面积的 T$t左右"培养后 # : 凝
胶面积收缩为初始面积的 %$t"此后 '$ 余天的培养
过程中凝胶面积继续逐渐缩小"最终至初始面积的
#$t左右"同时含细胞三维凝胶颜色也逐渐变为不透
明#图 D$* 含细胞的胶原凝胶出现明显的弹性材料蠕
变曲线"呈非线性#$ ]#$$ >$部分与线性##$$ ]%$$ >$
部分#图 T$* 曲线的非线性部分是胶原凝胶在短暂应
力的作用下本身的弹性变化"曲线的线性部分表达胶
原凝胶在定力的作用下其拉伸与时间的关系"是胶原
凝胶的蠕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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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 M5含 KL!%胶原凝胶面积收缩图!\&细胞培养后 #' 9 可见凝胶面积收缩至 T$t左右!1&细胞培养后 # : 可见凝胶面积收缩至 %$t左右!
8&细胞培养后 ' : 可见凝胶面积收缩至 &$t左右!M&细胞培养后 & : 可见凝胶面积收缩至 T$t左右!F&细胞培养后 D : 可见凝胶面积收缩至
#$t左右!Z&细胞培养后 #_ : 可见凝胶面积收缩至 #$t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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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含细胞胶原培养生物力学测试生物力学曲线

=5讨论

为了更好地观察细胞的生物学行为"^*2>>+%,于
#E"E 年将细胞培养于天然胶原提取物中"从而建立了
胶原凝胶培养细胞的方法* #EDE 年"1*33发现将成纤
维细胞培养在鼠尾胶原中可以形成一个组织样结构"
这个模型后来被用作组织重塑的体外实验模型

+'"D, *
鼠尾胶原取自于生物体"其结构和组织相容性等

特性类似于人体组织的%型胶原"因此生物相容性好"
对细胞无毒性作用* 同时三维胶原基质所形成的立体
结构具有一定的组织强度以及组织内间隙"保持了较
佳的通透性"可以起到锚定细胞和维持生长的支架作
用"为细胞生长)增生和分化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T, *
本研究结果显示"ARZ>在培养 # 个月后也有活性"验
证了鼠尾胶原在细胞培养方面的上述优势*

有研究报道"成纤维细胞在胶原基质中的增生慢
于单层培养的细胞

+E #̀$, "二者在生物学上有很大不
同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型胶原基质中培养的
成纤维细胞增生速度远远慢于单层培养的成纤维细

胞"而在细胞形态上更接近于体内成纤维细胞的生长
特性* 在生理条件下"在体巩膜组织中的成纤维细胞
处于相对休眠期"不进行大量的增生与代谢活动"而本
研究中显示成纤维细胞在胶原凝胶中有着在体的生物

学特性"显示这种组织类似物部分地模拟了巩膜组织"
这种含细胞的凝胶是研究 ARZ>与细胞外基质之间以
及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良好载体*

本研究结果显示"含细胞的胶原凝胶在 #' 9 时开
始收缩"大约 '_ 9 后凝胶收缩为初始凝胶面积的

"$t"D' 9 时达到一个平台期"如果继续培养"随着培
养时间的延长收缩速度会减慢"最终达到初始凝胶面
积的 #$t"之后不再收缩* 无细胞的凝胶在培养过程
中没有明显收缩"这说明凝胶的收缩是 ARZ>与胶原
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且其收缩速率与胶原浓度)细胞
浓度)细胞的传代数以及细胞因子有关 +'"#&, * 培养成
功的组织类似物呈乳白色"凝胶形成后期数十层成纤
维细胞呈现了相互交错排列的编织状结构"具有一定
的机械特性和弹性"可进行弹性模量的测定*

本研究三维培养条件中所用的细胞为 ARZ>"培养
的基质为%型胶原"ARZ>与胶原间具有高度的亲和
性"与在体细胞表现相似"而培养成功后的三维培养系
统表现为弹性组织"可进行弹性模量的测量"因而此培
养系统部分地模拟了在体巩膜组织"在此模型中进行
在体器官中细胞之间以及细胞与细胞外基质之间的相

互作用研究会更加可信与可靠*
无论是人类还是近视动物模型"眼轴延长是其主

要形态学特征"学者进行了关于巩膜生物力学特性的
研究

+#_ '̀$, "并且近视发生过程中巩膜组织变形的生物
力学机制已成为近期研究的热点"主要涉及成纤维细
胞和巩膜胶原组织在轴性近视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生

物学行为* 本研究从细胞水平用微观模拟巩膜在体条
件的方法建立了含巩膜成纤维细胞凝胶三维培养模

型"为研究近视发病中巩膜成纤维细胞与细胞外基质
的相互作用及其信号通路提供了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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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聚合酶链式反应#S-3/G*75>*.952; 7*5.02-;$
=Y8>&视网膜节细胞#7*02;5345;432-; .*33>$
bN\Y&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S72G57/-S*; 5;43*435+.-G5$
=bF&视网膜色素上皮#7*02;53S24G*;0*S209*32+G$
=<X&视网膜新生血管#7*02;53;*-U5>.+3572H502-;$
=b&视网膜色素变性#7*02;202>S24G*;0->5$
R%0&泪液分泌试验#R.927G*7% 0*>0$
>9=<\&小发夹 =<\#>9-709527S2; =<\$
>2=<\&小干扰 =<\#>G5332;0*7?*72;4=<\$
(QR@\&(Q平滑肌肌动蛋白#(Q>G--09 G+>.3*5.02;$
B\N&甲状腺相关眼病#09/7-2:Q5>>-.250*: -S90953G-S509/$
BYZ&转化生长因子#075;>?-7G2;447-L09 ?5.0-7$
B<Z&肿瘤坏死因子#0+G-7;*.7->2>?5.0-7$
W1@&超声生物显微镜#+3075>-+;: 62-G2.7->.-S*$
XFYZ&血管内皮生长因子#U5>.+357*;:-09*325347-L09 ?5.0-7$
XFb&视觉诱发电位#U2>+53*U-,*: S-0*;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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