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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膜片技术在组织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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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细胞膜片技术在组织工程中显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与传统胰酶消化收集细胞的
方法相比，运用该技术收集到的细胞保留了体外培养过程中分泌的胞外基质、建立的细胞 - 基质
连接以及细胞间连接等结构。目前细胞膜片技术已被应用到角膜、食管、心脏、牙周韧带及软骨
等多种组织修复中。然而，应用细胞膜片技术构建富血管化的大块组织、细胞膜片技术的工业
化进程及基于细胞膜片技术的再生医学被大众所认知和接受仍是其在组织工程中面临的挑战。
本文就细胞膜片技术在组织工程中的研究现状及最新进展作一综述，并寻求出其在临床及基础
研究中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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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ssue engineering using whole, intact cell sheets has shown promise in many
cell-based therapies. Avoiding the use of enzymes, expended cells can be harvested together with
endogenous extracellular matrix, cell-matrix contacts and cell-cell contacts. Currently, the cell
sheet engineering has already been applied in various diseases, including the cornea, esophagus,
heart, periodontal ligament, and cartilage. However, several challenges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vascularization of the big mass construct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ell sheet products and the
widespread acceptance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 based on cell sheet engineering. In this review, we
introduce recent progress in the engineering of cell sheets and propose the directions of cell sheet
technology in foundation and clini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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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供体紧缺和移植排斥反应是阻碍器官移植

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对细胞损伤较大，且支

发展的两大瓶颈。组织工程学概念的提出为解决上述难题

架材料在移植至组织修复部位后会因自身降解而产生炎症

提供了新思路。组织工程学是基于细胞生物学、材料科学

反应，从而不利于细胞的存活和生长 [4-5]。

及生物工程学的原理在体外构建具有生物活性的组织类似

近年兴起的细胞膜片技术可有效避免传统组织工程

物以替代、修复、改善或再生人体受损或病变的各种组织器

技术的相关不足，它无需胰酶消化，细胞通过其自身分泌的

[1-2]

。传统组织工程技术主要为细胞悬液注射和支架材料

ECM 而自发地形成致密膜片样组织，其不仅可避免外源性

复合细胞技术，两种技术各有其优势及缺陷：细胞悬液注射

支架材料所引起的移植排斥反应，而且与细胞悬液注射相比

操作方便，创伤小，但单次注射细胞数量有限，难以定位，注

膜片内细胞数目多，存活时间长，是进行组织修复和改善器

射后细胞易流失，无法实现均匀分布，为了满足细胞数目要

官功能的良好移植物 [3-6]。目前细胞膜片技术已成为组织工

求，常需反复多次注射 [3]；支架材料复合细胞负载细胞数目

程领域的研究热点，并已被成功应用到包括角膜、软骨、牙周

相对较高，亦可将细胞移植至特定部位，但支架材料复合细

韧带、食管及心脏等各种组织器官修复中 [1,7-10]。本文将对细

胞需胰酶消化，胰酶会破坏细胞的表面蛋白、胞间连接及细

胞膜片技术在组织工程中的研究现状及最新进展做一综述。

官

一、细胞膜片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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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膜片可通过多种方法收获，如通过 Vitamin C 刺激
ECM 分泌而形成细胞膜片，通过温度敏感材料、光敏感材
料、电敏感材料或聚合人纤维蛋白等包被培养皿而收获细胞
膜片 [1,11-12]。由日本学者 Okano 等 [1,9,13] 提出的利用温度敏
感型培养皿获得细胞膜片是目前被应用最广的方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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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型培养皿主要由特殊的温度敏感材料聚 N- 异丙基丙烯

通过细胞膜片叠加虽可形成 3D 组织，但如何在叠加形

酰胺（poly N-isopropylacrylamide，PIPAAm）经电子束照射而

成的 3D 组织内构建血管网络以促使其在植入体内后可尽

共价结合于普通培养皿底部。此温度敏感材料可根据外在

快地与宿主的血管系统建立血运联系而不影响其存活是基

环境温度变化而改变其亲水及疏水性能，在 37 ℃细胞培养

于细胞膜片技术构建 3D 组织面临的重要挑战 [1,17]。通常单

环境中，此温度敏感材料为疏水性，可使接种细胞正常贴壁

纯细胞膜片不会自行生成血管，内皮细胞（endothelial cell，

增殖，当环境温度低于临界温度 32 ℃时，此温度敏感材料变

EC）对于促进 3D 组织中新血管再生起着关键作用 [18-19]。

为亲水性。因此待 37 ℃环境下培养的细胞长满培养皿底部

Sasagawa 等 [19] 应用“三明治法”将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man

时，通过降温而使温度敏感材料由疏水性变为亲水性，此时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HUVECs）间置在 5 层成肌细

贴满培养皿底部的细胞即可自动脱壁并依靠其自身分泌的

胞膜片间，在体外培养环境中，HUVECs 会以出芽方式在组

ECM 而形成具有二维结构（two dimensional，2D）的单张细

织内形成血管网络。将 5 层成肌细胞膜片植入裸鼠皮下发

胞膜片

[6, 9-10]

。这种在温度敏感型培养皿内收获细胞膜片的

现，成肌细胞膜片内的内皮血管网络会与宿主的血管建立血

方法避免了胰酶及分散酶的消化，细胞的表面蛋白、胞间连

运联系进而支持体外构建的 3D 组织的存活。此外，心肌细

接、ECM、细胞与细胞及细胞与 ECM 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被

胞与 EC 共培养形成膜片后再叠加或成纤维细胞与 EC 分别

很好地保留，因此基于温度敏感型培养皿获得的细胞膜片可

形成膜片后再叠加也可构建血管化的 3D 组织 [10,20]。结合细

能蕴含了更多的生物学信息 [6, 10]。然而，应用温度敏感型培

胞膜片技术构建血管化的 3D 组织，是一项具有巨大潜力的

养皿获得细胞膜片亦具有诸多不足：首先，这种由 PIPAAm

组织工程血管化新策略 [17-18, 21]，更有利于其在植入体内后的

包被的温度敏感型培养皿至少需要 40 min 的 20 ℃低温环

早期存活，促进组织器官修复和改善器官功能。

境来获取细胞膜片，相对较费时；其次，对一些较敏感的细胞

三、细胞膜片技术在组织修复中的应用

系来说，通过温度变化来获取细胞膜片可能会对细胞的基因

目前细胞膜片技术较多地被应用于角膜、食管、牙周韧

表达及细胞功能产生一定影响；再者，制备 PIPAAm 包被的

带及心脏等组织修复中，且单张细胞膜片已被临床应用于角

温度敏感型培养皿需要电子束辐射设备或气相聚合装置，而

膜、食管的修复，多张细胞膜片亦被应用到心肌、牙周及软骨

这些设备在一些生物实验室中并不常用，且包被过程复杂，

组织的修复，证实了细胞膜片技术在组织修复中的潜在临床

需要特殊的材料，因而不利于其大规模普及

[12-13]

。因此，目

前有研究者正尝试通过对 PIPAAm 修饰改性以期可更快、更
高效地收获细胞膜片

[14]

。

应用价值。
当单侧眼角膜缘干细胞出现病变时，另一侧的角膜缘
干细胞可用于病变侧眼的修复，但存在对健侧眼角膜缘干细

二、细胞膜片与 3D 组织构建

胞造成损伤的风险。当双侧眼角膜缘干细胞均出现病变时，

目前应用温度敏感型培养皿只可获得单张 2D 的细胞

可采用口腔黏膜上皮细胞膜片进行修复。口腔黏膜上皮细

膜片。2D 的细胞膜片在少部分组织器官（如角膜）修复中具

胞膜片含有干细胞或祖细胞样细胞，可抑制角膜内的炎症反

有较大优势，而对于大多数组织器官特别是富细胞的组织器

应，恢复角膜的清洁和平滑 [1]。在临床应用中，Nishida 等 [22]

官（如心脏、肝、膀胱和肾脏等）常需要应用 3D 组织来修复。

将自体的口腔黏膜上皮细胞膜片用于 4 例双侧眼角膜缘干

细胞膜片因含有丰富的 ECM、层粘连蛋白及纤连蛋白，故而

细胞缺陷的患者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临床试验的成功

无需缝合便可紧密贴附在其他细胞膜片、器官组织及生物医

正促使细胞膜片的产品化获得市场授权 [23]。

学材料表面，且膜片内细胞可被其自身分泌的 ECM 固定很

细胞膜片技术在扩张性心肌病及缺血性心肌病导致的

少流失，以上特性为多张细胞膜片复合而形成富细胞的 3D

严 重 心 衰 中 亦 具 有 重 要 的 应 用 价 值。Sawa 等 [24] 报 道 了

组织提供了良好基础 [10,15]。且基于细胞膜片叠加形成的 3D

1 例应用成肌细胞膜片治疗扩张性心肌病需左室辅助系统

组织与单张 2D 的细胞膜片相比，3D 组织可更好地模拟体

（left ventricular assist system，LVAS）支持的患者，他们将 20

内组织的生长条件，应用 3D 组织行组织修复可更有效地促

张成肌细胞膜片分 5 处贴附
（每处贴附 4 张叠加的成肌细胞

[4,10,16]

。此外，由不同

膜片）在左心室的前壁和侧壁上，3 个月后发现成肌细胞膜

细胞分别形成的细胞膜片可按预设的结构层次先后完成叠

片提高了心脏功能，使心衰导致的症状完全消失，患者亦无

加有望实现组织器官的仿生构建和修复。如 Zhou 等 [16] 分

需 LVAS 支持。在一项同样应用成肌细胞膜片修复鼠心肌

别将脂肪干诱导成肌膜片、成纤维细胞膜片及口腔黏膜上皮

梗死模型的研究中发现，成肌细胞膜片可通过旁分泌多种

细胞膜片依次叠加而构建了具有黏膜层、黏膜下层及平滑肌

生长因子来提高病变心脏的功能，并减少缺血性心肌纤维

层的 3D 仿生尿道组织，将其用于犬尿道的修复重建获得良

化 [25]。据此推测，成肌细胞膜片在临床应用中改善扩张性

好效果，实现了组织器官的仿生修复。因此，基于细胞膜片

心肌病患者心脏功能的机制应该也与成肌细胞膜片的旁分

叠加形成的 3D 仿生组织在组织工程中具有更大的应用

泌效应相关 [1]。

进组织再生，提高组织功能及治疗效果

潜能。

内 镜 下 黏 膜 切 除（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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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是治疗早期浅表性食管癌的有效措施，然而在食管黏

等 [35] 将脂肪干细胞膜片贴附在 2 型糖尿病大鼠头部全厚

膜切除范围较大时可出现炎症反应和食管狭窄等并发症。

皮肤缺损创面上，脂肪干细胞膜片可通过分泌多种促血管

经基础研究证实，口腔黏膜上皮细胞膜片贴附在行 ESD 术

生成因子来促进创面组织的血管化进而促进人造皮肤的存

后的基底组织创面上可有效减少食管狭窄的发生 [26]。Ohki

活。Chen 等 [36] 发现将脐静脉内皮细胞以 20 000/cm2 密度

等 [7] 将口腔黏膜上皮细胞膜片贴附在 10 例行 ESD 患者的

种植在人间充质干细胞膜片上并在常氧环境下（20﹪ O2）培

基底组织创面上证实了同样的结果。新近研究发现，应用皮

养 1 周可获得预血管化的间充质干细胞膜片，与单纯间充

肤表皮细胞膜片同样可有效减少术后食管狭窄的发生，为防

质干细胞膜片相比，其分泌生长因子更多，促缺损组织创面

止 ESD 术后食管狭窄的发生提供了新的组织来源 [27]。

血管床优化更明显，进而也可使贴附其上的自体中厚皮片

综上所述，细胞膜片技术自诞生以来获得了突飞猛进的

挛缩更少。Sekine 等 [37] 将新生大鼠的心肌细胞膜片环形包

发展，而且在心脏、食管和角膜修复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应临

绕在切除下来的成年大鼠胸主动脉，使其黏附并形成心肌管

床经验。除此以外，应用牙周组织细胞膜片促进牙周组织再

道，再将该心肌管道替代裸鼠的腹主动脉。4 周后发现该心

生及应用软骨细胞膜片修复骨关节炎导致的软骨缺损的临

肌管道可自发地节律性搏动，使心肌管道内产生约（5.9 ±

[1,8]

。随着细胞膜片技术研究的深入，越

1.7）mmHg 的压力（1 mm Hg = 0.133 kPa），并且血流的机

来越多的器官病变或组织缺损可应用细胞膜片技术进行修

械压力会使血管外的心肌细胞发生肥大和增生。这种体外

复，细胞膜片技术在修复组织缺损或改善器官功能方面具有

细胞膜片技术构建的心肌管道不仅可为心衰的机制研究提

巨大的临床应用潜能。

供帮助，更为心脏支持设备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另

床试验亦在进行中

四、细胞膜片技术应用新领域

外，细胞膜片技术在肿瘤模型构建方面亦有相关应用。如

目前细胞膜片技术在心脏、食管、角膜、牙周及软骨等组

Suzuki 等 [38] 发现与传统的单纯癌细胞悬液皮下注射成瘤相

织工程领域报道较多。随着细胞膜片技术应用领域的不断

比，肿瘤细胞膜片移植成瘤速度更快，且同等时间内成瘤体

拓展，近年来一些较少见组织器官的病变亦开始应用细胞膜

积更大，因而可为肿瘤模型构建、新药研发及抗肿瘤治疗研

片技术来修复。

究提供新思路。

中耳炎术后导致的中耳黏膜缺损会导致鼓膜回缩和粘
连的复发，如果可在骨的表面尽快地使上皮再生，可有效防

五、总结
尽管细胞膜片技术在保留细胞表面蛋白、胞间连接、

止术后鼓膜粘连。Yaguchi 等 [28] 采用自体中耳黏膜细胞膜

ECM、细胞与细胞间及细胞与 ECM 间相互作用方面具有较

片修补新西兰大白兔中耳炎手术后造成的黏膜缺损和骨暴

多优势，但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单张细胞膜片相

露，不仅可恢复中耳黏膜连续性，还可有效抑制术后肉芽组

对薄，易碎，机械性能欠佳，易卷缩，转移和运输较困难，难以

织生长和骨质增生，减少手术并发症。然而中耳黏膜取材相

直接移植，常需使用一定的运载辅助工具完成移植；第二，

对较难，且在临床工作中不宜将健侧耳黏膜切除去修复患侧

细胞膜片培养周期较长，文献报道 7 ~ 28 d 不等，培养成本

耳黏膜缺损。Yamamoto 等

[29]

研究发现将鼻黏膜上皮细胞

较高，且在培养过程中只换液不传代，细胞状态难以质量控

膜片覆盖在中耳炎术后导致的骨暴露处同样可抑制骨质增

制，难以满足大规模生产满足临床应用；第三，单纯细胞膜片

生，增大鼓室容积，促进中耳上皮恢复，为鼻黏膜上皮细胞膜

通常不会自行生成血管，对于多层细胞膜片用于修复较大的

片在中耳炎手术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与中耳黏膜相比，鼻

富细胞的组织缺损时，常需构建预血管化的组织并采用多次

黏膜取材创伤对机体功能影响较小，且鼻黏膜上皮特点与中

手术的方式以保证其移植修复后的营养供给，多次手术创伤

耳黏膜上皮类似，更适于临床推广，因此鼻黏膜上皮细胞膜

较大，不利于临床应用推广；第四，细胞膜片难以塑形，如需

片在中耳炎术后防止鼓膜粘连方面具有更大的应用潜能。

修复特定形态的组织缺损常需将细胞膜片技术与支架材料

细胞膜片除了可防止中耳炎术后导致的鼓膜粘连，其在防止

相结合，而支架材料的降解不利于细胞的存活及移植修复部

宫腔粘连及腹腔粘连方面亦有相关报道

[30-31]

。

近年来细胞膜片在治疗胸膜瘘方面亦有相关报道。如
Kanzaki 等

[32]

位的组织学优化，如何将细胞膜片有效塑形亦是其在组织工
程研究中面临的又一挑战。

将猪皮肤成纤维细胞膜片贴附在脏胸膜破损

细胞膜片技术在组织工程中的应用研究方兴未艾，且有

处可使胸膜瘘立即关闭。4 周后发现成纤维细胞膜片仍贴

些研究已经进入到临床阶段。与传统组织工程技术相比，基

附在胸膜表面，并可随着肺通气造成的肺容量变化而发生扩

于细胞膜片技术构建的组织保留了更多的生物学信息，因此

张和收缩，从而为胸膜缺损提供了新的有效闭合措施。另外，

新的组织器官模型及肿瘤模型亦开始结合细胞膜片技术来

有学者证明成肌细胞膜片在胰瘘及胃穿孔闭合方面亦有潜

进行构建。但应用细胞膜片技术构建血管化的大块组织及

在的应用价值 [33-34]。

基于细胞膜片技术进行全器官的替代移植仍是非常遥远的

除可修复组织缺损外，细胞膜片技术在促血管化构建、
疾病机制研究及肿瘤模型构建方面亦有相关报道。如 Kato

事情，其需要细胞生物学、生物工程学、临床医学及商业部
门的共同参与才有望早日实现其工业化进程。期待能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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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进展[J]. 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 2015, 29(3):368-371.

多的创新性手段融入到细胞膜片技术上来，以实现其工业化
19

进程及全器官的替代移植。

Sasagawa T, Shimizu T, Sekiya S, et al. Design of prevascularized
three-dimensional cell-dense tissues using a cell sheet stacking
manipulation technology[J]. Biomaterials, 2010, 31(7):1646-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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