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介
哺乳动物细胞培养作为一个无价的细胞生物学工具已有几十年。生长在扁平和僵硬的二维(2D)底物(如
聚苯乙烯或玻璃)上的单层贴壁细胞已成为传统细胞培养系统的中流砥柱。二维细胞培养的研究在扩宽
我们对发育生物学、组织形态发生、疾病机制、药物发现、大批量蛋白生产、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方
面的知识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随着2D培养系统而来的缺陷也显现了出来，尤其是
其不能模拟体内环境以提供生理相关的数据。

在体内，几乎所有组织的细胞都处在由一个复杂三维(3D)结构的细胞外基质(ECM)中，它们和相邻的
细胞通过生化和机械关系产生着相互作用1。细胞-细胞和细胞-细胞外基质间的相互作用构建成了一个
用于维持组织特异性和稳态的3D通讯网络2。细胞生命周期的关键事件通过受到周边细胞微环境的控
制3。2D培养试验中，细胞无法实现类似于体内的结构组织和连接，这使得细胞形态、存活力、增值
能力、分化、基因和蛋白表达、对刺激的反应、药物代谢及一般的细胞功能受到了限制或减弱。

2D培养的限制对临床前基于细胞的药物和毒性筛选试验的可预测性造成了影响。超过90&的药物通过
了体外临床前研究，却在随后的临床实验中未能达到预期的疗效或安全范围4。癌症药物的失败率更高
5, 12，因为2D培养系统常常无法构建有效的肿瘤生物学模型6,7。而且，在使用2D模型进行临床前药物研
发时，生物利用率和毒物学的研究严重依赖于动物模型的使用。这一高失败率表明动物模型可能并不
适用和/或并非人用治疗方案安全性评测的代表4,16,17。

为了克服这些短板，大量的3D细胞培养模型在近20年被开发了出来。由于3D模型显著促进了癌生物
学、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的研究，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此，细胞生物学家们、材料科学家们、
生物医学工程师们以及其他开发更有用的模拟体内环境的3D模型来缩短2D培养与活体组织间差距的
人，携手参与了多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3D培养建立起来的生理细胞-细胞与细胞-细胞
外基质相互作用可以模拟天然组织的特异性，并且比传统2D培养的生理相关性更强8-10。这在干细胞培
养和分化、癌生物学、药物和毒性筛选及组织工程中显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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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细胞培养的范围很广泛，而且由于不同细胞类型和应用的需求而更不想用。每个模型都有各自的优
缺点，一种模型并不能使用于所有应用。但是，有些方法学已发展的远比其他的快，比如说体外3D培
养。根据3D细胞培养趋势报告提供的信息11，天然ECM基的水凝胶（如Corning® Matrigel®基质和胶
原）和3D细胞培养聚合物（如球体）是体外3D培养最常用的模型。这些3D模型具有越来越多种细胞
类型的生理代表性，比并被广泛用于干细胞分化、肿瘤发生和药物发现中。球体和/或天然凝胶还有一
个优点就是它们能被轻易地键入到更加复杂的类似体外的共培养系统中，这样的系统整合了多种细胞
类型。而且，像可通透支持物（如Transwell®小室）这些装置可以和水凝胶底物一起整合到3D培养模型
中，用于协助不同细胞类型、可溶性因子和培养微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这篇综述将聚焦于体外3D细胞培养系统的基本概念和优缺点，并尤其关注以下三个方面：1) 细胞生物
学和组织建模，2) 药物发现 和3) 药物毒性。从这个角度看，将会额外注重最常用的体外3D培养基
质，如ECM基水凝胶，及其应用。

1. 2D及3D细胞培养模型对比
2D与3D细胞培养体系在微环境上的基本区别可造成多种细胞行为上的影响，包括细胞吸附、伸展和生
长，细胞形态和极性，基因与蛋白表达，存活，增值，运动，分化，对刺激的反应，细胞代谢和总体
功能。 二者对比时最首要的一个区别在细胞形态上。细胞首先根据整合素介导的粘附对细胞外基质的
取向而采取2D或3D形状。在2D培养中，细胞吸附发生在细胞的一侧（和2D表面接触的一侧），而3D
培养中的细胞吸附则是围绕着整个 细胞表面进行的13。一般来说，细胞在无约束的2D底物上的吸附和
伸展在几分钟之内完成。相比较而言，3D培养中则是在其生理环境蛋白酶解前进行，可长达数小时，
甚至于好几天18。

细胞伸展的程度可以影响到其增值、凋亡和分化19-22。许多细胞当从组织中分离出来并置于平面细胞
培养表面时，会逐步变得更加扁平，分裂异常，并丧失其分化表型23,24。有意思的是，有些细胞类型在
3D培养环境中又会重新恢复期生理形态和功能。比如说，3D培养条件下去分化的成骨细胞能够恢复期
生理表型，包括细胞形状及其软骨标记物的表达25。相似地，包被在3D环境下的乳腺上皮细胞停止了
不受控制的分裂，组装为腺泡样的结构，并建立了全新的基底膜24,26,27。

除了细胞伸展以外，细胞采取的形态可对其功能有影响28-32。比如说，3D环境中腺上皮细胞的组织、
信号传导和分泌相比较2D表面更接近于体内培养的状态33,34。成纤维细胞的形态，包括细胞骨骼的组
织和细胞粘附的类型，也在3D基质中与体内行为更加类似35。而且，已经发现，3D环境最有利于帮助
成纤维细胞细胞内信号传导36-38。

3D模型赋予的另一个重要的生理特性是合适的细胞极性。体内的极性取决于细胞类型和组织为微环
境。上皮细胞通常都是计划的，有顶面和基底面，这对组织的结构和生物活性分子的定向分泌很重
要。组织结构随着细胞移植到平面的2D组织培养底物上而丢失。当回到合适的3D培养条件中，上皮细
胞通常能重新获得顶面-基底面极性，腺细胞则会形成细胞因子分泌入的腔口3。像Transwell小室这样
的可通透支持物在重建具有活体组织类似的细胞形态、细胞-细胞相互作用、极性和分泌功能的上皮细
胞3D模型时尤其有用39-42。图1展示了一个子宫内膜腺3D体外模型。这一模型中的子宫内膜腺上皮细
胞培养于含有Corning® Matrigel®基质的培养基中，在7到8天后使用不同的极性标记物进行免疫荧光染
色。标记物表达分析结果证实，腺体结构专门由上皮细胞起源的细胞组成 (图 1A 和 1F)。而且，代
表子宫内膜腺的球体展现出了正确的顶面-基底面极性(图 1B 和 1G)，高尔基体的方位(图 1C 和 1I), 
粘着小带 (图 1D 和 1H)及紧密连接(图 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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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体外培养的子宫内膜腺展示出上皮细胞的顶面-基底面极性。使用BIE培养基极性体外培养8天后的腺体(A-E) 或
小鼠子宫内膜腺(F-I)的冷冻切片双免疫染色。A 和 F: 细胞角蛋白 (绿色) 和 波形蛋白 (红色). B 和 G: 层纤连蛋白 (绿
色) 和 鬼笔环肽 (红色). C 和 I: GM130 (绿色) 和 鬼笔环肽 (红色). D 和 H: ZO-1 (绿色) 和 E-钙黏着蛋白 (红色). E: ZO-1 
(绿色) 和 b连环蛋白 (红色). 白色比例尺为20 mm. BIE 培养基 = 基本培养基加入 5 ng/mL EGF 和 100倍稀释的 ITS  和 
3% 新鲜的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EGF = 表皮生长因子; ITS = 胰岛素转铁蛋白硒. (Eritja等, 2010)143.

基因表达和mRNA剪切的模式根据细胞在2D还是3D条件下培养而有着显著的区别43,44。比如说，黑色
素瘤细胞培养在扁平底物上时展现出独特的基因表达模式，而3D环境下黑色素瘤细胞球体则不一
样。3D球体中上调的基因被发现也在体内的肿瘤中发生了上调。还有研究表面，细胞培养底物的特征
还会影响到整合素mRNA的表达和蛋白的生物合成。扁平2D塑料底物上培养的乳腺上皮细胞a1整合素
mRNA表达明显上调。相比较来说，同样的细胞在3D条件下使用重构的基质膜（如Corning Matrigel基
质）进行培养时，其mRNA表达水平可以和活体乳腺组织相媲美(13,46详述)。

原代细胞和干细胞的分化群落是天然3D的环境，其生化和拓扑学也对分化过程有巨大的影响47。比如
说，单层培养的原代肝细胞在几天内去分化并死亡48。去分化肝细胞首先丧失的一大功能就是药物代
谢酶的生物合成能力，这些酶对药物研究的毒性试验很关键48。2D表面的肝细胞功能亏损可以通过将
原代肝细胞嵌入3D基质（如I型胶原49, Corning Matrigel基质49, 合成肽支架50, 或维持在灌注流条件
下51）中来克服。

总的来说，这些发现说明了3D细胞培养系统可用于帮助体内不同程度的细胞复杂性和功能的实现，具
体由细胞类型和培养环境决定。而大多数情况下，2D培养模型能够帮助实现的细胞分化和类似体内的
功能则很有限。

2. 3D细胞培养技术
体外3D模型的一大关键特性就是能够模拟体内特定的细胞行为，使得能够精确预测组织的发育和形态
发生、细胞分化、药物和毒性筛选试验中基因型和/或表型对化合物的反应。有些更基础的3D模型还引
入了悬浮培养细胞团，并在不使用基质基的底物情况下完成。但是，多数更复杂的3D细胞培养模型要
么利用水凝胶基的基质，要么使用固态支架。大量的材料和制造技术用于开发具有不同物理和生物特
性的支架，以满足体内不同类型细胞的需求。在这多种方法中，天然来源的ECM基水凝胶最常用于体
外的3D细胞培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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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球体培养

细胞球体作为简单的3D模型，利用广泛种类的细胞制备，由于贴壁细胞趋向于聚集的特性从而形成球
体。常用的球体包括胚胎小体、乳腺球、肿瘤球体、肝细胞球和神经球。贴壁细胞的天然特性就是易
于聚集并在有阻碍其粘附到培养底物的条件下形成球体。常见的用于制备球体的无基质方法包括使用
抗吸附细胞培养表面（如 Corning® 超低吸附力表面），或通过维持细胞在培养基中悬浮培养（如悬滴
技术，旋转培养和生物反应器）。一些类型的细胞根据材料的结构和物理特性也能在3D水凝胶，一定
程度上还能在一些固态支架中形成球体。球体的总体大小仅限于几百微米，球体中心还会信还会形成
坏疽52。

球体能够天然地模拟固态组织的多个特性，并自身具有能够高效运送氧和养分的梯度，还能保证代谢
废物的运出。这些细胞聚集物比标准的2D环境更能有效模拟无血管固体肿瘤的行为，因为球体和肿瘤
类似，通常都具有异质的暴露和深埋在表面的，增殖和非增殖的，以及供养充足和缺氧的细胞53。此
外，多能干细胞（PSC）的分化通常都会涉及到被称为胚胎小体的球状结构的形成，这是体外后续细
胞分化研究的重要步骤。因此球体代表了一种用于研究固态肿瘤发生和干细胞分化尤其重要的生理3D
模型。除此以外，球体很容易通过光学、荧光和共聚焦显微镜等成像技术来进行分析，跟更复杂的3D
细胞培养模型相比是一大优势。而且，相对来说更容易实现均一大小3D球体的大量生产，因而适用于
许多体外高通量和毒性筛选应用。

利用水凝胶和细胞外基质的3D培养

水凝胶由交联的多聚链或复杂的天然或合成蛋白分子组成的网络构成。由于含大量水，水凝胶具有和
天然组织非常相似的生物物理学特性，因而可以作为高效的3D细胞培养基质。水凝胶可单独或和其他
技术（如固体支架、可通透支持物、细胞微阵列和微流体设备）联用。

在3D培养系统中有多种方法可以利用水凝胶。可为包括固体支架在内的多种细胞培养表面做包被试
剂。也可以将细胞包在或压在基质中间。水凝胶基质中细胞的形态、生长和功能取决于生物物理学和
生物化学特性，以及如通透性和基质硬度在内的物理特性。

天然水凝胶和细胞外基质 (ECMs)

天然来源的细胞培养水凝胶通常由蛋白和ECM成分（如胶原、层纤连蛋白、纤维蛋白、透明质酸、壳
聚糖或Corning Matrigel® 基质）构成。由于来源于天然成分，这些凝胶本身具有生物兼容性和生物活
性54。因为存在多种有助于多种细胞存活、增殖、功能实现和发育的内源因子，这些水凝胶有利于细
胞功能的完成55。

包围细胞的ECM具有多种关键功能。首先，它能够提供一个复杂的纳米级的结构蛋白（如胶原、层纤
连蛋白和纤连蛋白）架构，以构建细胞微环境中本就存在的机械特性90,91。细胞通过其细胞表面整合
素感受到机械力，并结合ECM蛋白上具有的特定粘附模体。正如这篇综述上面提到的，3D系统的细胞
粘附会导致并影响一系列的的后续细胞反应，这些反应和2D表面上生长的细胞相比更接近于生理情况
13。而且，ECM对隔绝可溶性生物分子和生长因子，通过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来控制这些信号分子的
释放来指导包括细胞迁移、基质降解和沉积的过程至关重要90,91。ECM模型重构对于实现组织内稳态
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发育和疾病过程中。因此，想要真正地模拟体内的ECM，需要构建具有ECM机械
和化学特性的3D培养模型，而不只是停留在细胞接种的初级阶段，而要考虑到细胞生长和发育的动态
和可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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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ing® Matrigel® 基质是ECM基的天然水凝胶，已广泛运用于各种体外和体内3D细胞培养中。这种
重构的基底膜提取自EHS（Engelbreth-Holm-Swarm）小鼠肉瘤，含有基底膜中具有的所有常见ECM分
子（包括层纤连蛋白、IV型胶原、肝素硫酸蛋白聚糖和巢蛋白）56。Matrigel基质的ECM成分能够激活
癌症细胞中的多条信号通路，这些通路控制着血管生成57,58，癌细胞运动59和药物敏感性60。因为
Matrigel基质能够模拟体内的基底膜，它常常用于研究类似于上皮组织细胞的癌症细胞61。Mina Bissell
博士首先使用Matrigel基质研究了乳腺上皮细胞和乳腺癌，展现了3D培养用于构建类似体内环境的模型
系统的能力62，以及癌症中整合素信号通路重要性63,64。

I型胶原是另一种常用的3D细胞培养天然水凝胶。I型胶原是间质隔室和骨中常见的ECM分子。可分离
自多种生物来源，包括牛皮、大鼠尾腱和人胎盘。I型胶原还可以静电纺丝为膜65,66，并帮助细胞进行
3D生长于分化。除此以外，I型胶原和整合素受体相互作用，调节基因表达67。目标基因包括那些改变
基质金属蛋白酶（MMP）产生的基因，降解ECM以促进肿瘤细胞侵袭的酶68，以及那些影响细胞对抗
癌药物敏感度69、细胞增殖和细胞迁移的基因70,71。

天然水凝胶也有一些缺陷，如从动物来源的分离提取，以及天然存在成分上的批次间差异。而且，它
们包含着像生长因子这样的内源生物活性成分，虽然有利于构建一些3D模型，但有些情况下也会混淆
所研究的特定的细胞表现或反应。

为了规避一些随动物源生物材料而来的麻烦，有一些不含动物源或利用重组核酸技术而来的基质以及
被开发了出来。透明质酸（HA）是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生物源基质72-74。多数商业级的HA来源于细
菌，高纯度且同质性高。这些凝胶可通过加入ECM成分来改造，从来促进细胞粘附和生长。

合成水凝胶

合成水凝胶适用于不宜使用天然源生物基质来进行的3D细胞培养应用。合成水凝胶完全由非天然的分
子（详见75），如聚(乙二醇) (PEG)76, 聚(乙烯醇)77和聚(甲基丙烯酸羟乙酯)78组成。它们具有生物学惰
性，但能给多种类型的细胞提供结构支撑。

PEG水凝胶能够维持封入的细胞的存活，而同时也能和水凝胶一样实现ECM降解79，由此可以看到，
合成凝胶能够在没有整合素结合配体情况下充当3D细胞培养平台。这样的惰性凝胶高度可再生，能轻
易条件机械特性，易于操作和生产。

也可以利用适当的生物成分改造惰性合成水凝胶。可调节合成水凝胶的一个例子就是Corning 
PuraMatrix™ 肽水凝胶，一种自组装的纳米级纤维合成多肽。纳米大小的纤维和孔径对保证3D细胞环
境是必需的80,81。另一大优点就是可以使用特定序列的肽来定制材料，以促进细胞粘附、细胞归巢及其
他行为82。为了使用PuraMatrix肽水凝胶来实现最佳的细胞生长和分化，需要用适当的生物活性分子来
补充水凝胶（如生长因子，ECM蛋白和/或其他分子）。图2展示了一个例子：功能化的PuraMatrix肽水
凝胶用于帮助神经元细胞增殖和分化。在这一研究中，Ortinau及其同事在人神经前体细胞的神经元分
化中利用添加了层纤连蛋白（PML 0.25%）的PuraMatrix肽水凝胶。使用透射光镜（图2A和2B）和扫描
电镜（图2C和2D），研究人员发现神经前体细胞发育出密集的神经元过程网络（图2B和2D）。而且，
免疫组化实验发现，在Corning PuraMatrix-层纤连蛋白支架中分化了7天后，神经元前体细胞开始表达
神经元标记物（bIII-微管蛋白和酪氨酸羟化酶 [TH]）（图2E和2F）。 这些发现表明，使用适当的生物
因子功能化后，能将惰性的合成基质（如Corning® PuraMatrix™肽水凝胶）转变为有用的体外模型，帮
助干细胞和前体细胞分化。随着这一领域的发展，会产生对兼有天然和合成水凝胶特性的基质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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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D 支架中的增殖和分化。（A, B）添加了0.25%层纤连蛋白（PML）的Corning PuraMatrix肽水凝胶中的增殖
细胞和分化细胞透射光镜照片。（C, D）添加了0.25%层纤连蛋白（PML）的Corning PuraMatrix肽水凝胶中的增殖
细胞和分化细胞扫描电镜照片（B, D）诱导分化后，发现形成密集的3D过程网络。（E ）PML 0.25 %条件下，未
诱导细胞（E ）的bIII-tubulin和TH 免疫组化结果，（F）分化7天后的细胞形成密集的bIII-tubulin阳性细胞网络。TH
+细胞被发现能够控制这些过程，但并不能构建密集网络。（Ortinau等， 2010）133。

固态支架
3D细胞培养的固体支架是使用各种材料生长而成的，这些材料包括金属、陶瓷、玻璃和多聚物。特别
是多聚物，它常用于制备不同大小、结构、硬度、多孔性和通透性的固体支架61。多种生产技术正用
于制备3D细胞培养所需的固体支架，包括软光刻，静电纺丝，微阵列，生物打印等。使用固体支架的
主要缺陷在于细胞成像的范围有限，以及其他一些随着从基质中复苏细胞而来问题。

为3D细胞培养设计支架需要考虑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支架内部结构的尺度和拓扑结构。体内的ECM
提供着支撑细胞的错综复杂的纳米级基础结构，指导性地控制着细胞的行为83-87。结合在微尺度结构
支架上的细胞 会像培养在扁平表面一样变平并扩散开88。细胞环境的地貌即便发生了细微的纳米级变
化也会导致不同的细胞行为89。除了大小和结构，用于构建自家的材料、表面化学特性、基质硬度、
通透性和机械力都会对细胞粘附、生长和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10。

3. 体外3D培养的应用
尽管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3D培养系统，天然ECM基水凝胶依然是最有影响力的体外3D细胞培养方法
11。许多新式的3D培养系统针对于特定类型的细胞，但却未能为各种应用进行优化。而且，细胞分化

和肿瘤发生过程中的许多复杂生物学过程尚未明确，因而需要额外分离与添加的特定生物成分的培养

体系的构建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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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和组织模型 

干细胞分化和类器官生成 

干细胞和特定体细胞的培养和分化已经得到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得益于3D细胞培养系统的使
用。干细胞，尤其是多能干细胞（PSC），具有生成体内任何类型细胞群的巨大潜能。纯前体细胞群
或终分化的细胞，尤其是难以从组织中分离出来的细胞，对药物发现、细胞治疗和组织再生具有巨大
的价值。

最近，在使用3D培养系统进行干细胞分化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包括体内信号通路发展和时间控
制(表 1)。值得注意的是，在Koehler及其同事进行的一项复杂研究中，小鼠胚胎干细胞（mESC）在含
有Corning® Matrigel®基质的培养基中作为漂浮细胞团培养时，成功地分化成内耳感受上皮细胞92。在感
受上皮细胞中，自发产生了内耳中具有天然机械敏感毛细胞结构和功能特性的毛细胞92。这一新型的
方法有助于阐明控制内耳发育的复杂机制，并可用于体外疾病模型的建立、药物发现及细胞疗法。

应用 细胞类型 3D模型 细胞底物和基质 参考文献

干
细
胞
分
化

人PSC 输尿管出芽肾祖细胞的分化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94

人PSC 心脏微组织的分化 排列胶原 124

人PSC 内皮层的分化 I型胶原 125

人ESC 肝细胞的分化 I型胶原支撑架; 2D I型胶原包被板 126

人ESC 平滑肌、神经元和肝细胞样细胞的分化 ECM包被的多聚物支架 127

人ESC 神经前体的分化 透明质酸基质 128

小鼠ESC 肾小管细胞的分化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超低吸附力平板 93

小鼠ESC 内耳上皮感受细胞的分化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92

小鼠ESC 神经元的分化 I型胶原支架 129

小鼠ESC 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的分化  纤维蛋白支架 130

小鼠ESC 软骨细胞的分化 PEG 支架 131

人NPC 神经细胞的分化 Corning PuraMatrix™ (RADA-16) 支架 132

人NPC 神经细胞的分化 Corning PuraMatrix ± 功能化基质 (层纤连
蛋白 I)

133

小鼠原代神经细胞 2D和3D体系下成骨细胞谱系的分化 I型胶原包被的PLLA 和聚苯乙烯聚合物支架 134

人MSC 骨细胞的分化 Corning PuraMatrix 肽水凝胶 135

犬AdMSC 2D、3D和体内（植入狗体内）系统中成骨细
胞谱系的分化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136

人牙髓干细胞 骨细胞的分化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胶原海绵 137

类
器
官
生
成

人PSC 肠道类器官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95, 96

小鼠ESC 视网膜光杯结构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97

小鼠胚胎胰腺祖
细胞

胰腺类器官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98

小鼠上皮细胞 乳腺类器官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138

小鼠原代大肠肿瘤细胞  原 代 小 鼠 结 肠 癌 类 器 官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139

小鼠ESC 功能性甲状腺滤泡细胞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140

人ESC 人大脑发育和小头畸形的大脑类器官模型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141

表1. 组织和疾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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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研究实现了从干细胞衍生为肾细胞谱系。Morizane等发现在使用Corning® Matrigel基质对mESC进行
3D培养时，它可分化为复杂的肾小管细胞93。Xia等将hPSC分化为肾前体样细胞94。通过构建一个3D
培养系统，这些细胞进一步成熟为输尿管芽结构，在这一系统中，分化的人细胞和鼠细胞一起组装并
结合为嵌合的输尿管芽94。这两项研究发现了在构建肾发育模型中的关键步骤，并共同阐明了用于支
持高度组织化器官细胞分化的3D系统的重要性。

干细胞分化的另一个重大进步就是自组织3D迷你器官（类器官）的形成。类器官中可看到明显的组织
细节，并具有体内器官中多种类型细胞的功能特性。最近已出现了许多使用由Corning Matrigel基质组
成的3D模型开发出的肠95,96, 视网膜97, 胰腺98, 乳腺99, 结肠100, 和大脑组织101 类器官（表1）。图3展示
了帮助分离的小鼠胚胎胰腺前体细胞高效扩散的3D培养条件98。通过控制培养基的组分，研究人员制
备出了主要由胰腺前体细胞组成的空心球体，以及自发实现胰腺形态发育和分化的复杂类器官。图4
展示了另一个由Lancaster等人完成的案例，他们成功制备了具有大脑组织显著结构相似性的大脑类器
官101。这些大脑类器官比典型的细胞球体生长的大，可存活数周甚至数月。类器官的体外培养朝着阐
明器官发育原理和遗传病发病机制跨出了一大步。

图 3. 类器官再现了前体的扩增和有组织的分化。(A-E) 7天类器官的免疫组化切片，显示 (A) 全部细胞 (DRAQ5, 红
色细胞核) 都是上皮细胞 (E-钙粘蛋白) 且许多都在增殖[磷酸化组蛋白H3 (pHH3)] 并 (B, C) 包含胰腺标记物PDX1, 
SOX9 和 HNF1B. (C) 细胞极化并形成内衬黏蛋白 1的管道. (D)周围可见外分泌分化 (淀粉酶) . (E) 中心检测到内分泌
分化 (胰岛素) . B中的该区域接近于A中，D中的接近于C中。(F) 用于检测植入背部的在胰腺群落中类器官内培养的
细胞内分泌分化的实验策略。WT, 野生型. (G-J) 原先体外培养的细胞接入宿主上皮中 (G中为白色，H-J中为绿色). 
一些依然是前体细胞 (G; HNF1B), 一些分化为腺泡(H; 淀粉酶) 或管道细胞(I; DBA)，其他分化为内分泌细胞 (胰高血
糖素或胰岛素). 插图为虚线框部分的放大图。比例尺50 μm (Greggio等, 20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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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和肿瘤细胞生物学

Corning® Matrigel® 基质用于3D细胞培养的最显著的应用可能在于癌生物学领域。Matrigel基质是从小
鼠肿瘤中分离出来的重构基底膜，因此这一生理材料具备着模拟肿瘤生长、血管生成和转移过程中关
键步骤的重要微环境特征。肿瘤细胞在3D悬浮培养或水凝胶中通常会形成球体。球体中的细胞是异质
性的，其组织形态有助于梯度形成，其扩散动力学更接近于体内形成的肿瘤102。球体的内核具有一个
类似于体内癌症坏死区域的空腔102。这些区域缺少氧气，通常能在缺乏养分和氧气供应的条件下观察
到。除此以外，3D系统中肿瘤细胞的增殖明显慢于单层培养102,103。

源于上皮的肿瘤细胞在3D系统中培养时表现出形状上的变化，丢失了和体内肿瘤发展相关的极性104。
而包括增殖、基因表达和药物敏感性在内的其他参数也跟2D表面培养的肿瘤细胞相比更加接近体内的
情况（详见61，105）（表2）。例如，Cichon等人发现肺癌细胞在2D组织培养塑料上展现出扁平的形
态，而3D Corning® Matrigel®基质上培养的细胞则形成光滑、圆形的球体、葡萄状结构、或具有侵袭性
的分支结构106。基因表达分析结果发现了导致3D模型中肺癌细胞光滑生长或形成分支结构的区别。这
类信息有利于理解腺癌病人的不同预后效果106。在另一个由Harma等人进行的研究当中发现，当使用
3D Matrigel基质进行培养时，原代或未转化的前列腺上皮细胞以及一些前列腺癌上皮（PrC）细胞系
形成显著不同的圆形球体，而大多数PrC细胞系形成差异不大的球体或是侵袭性强的结构107。而且，
侵袭性PrC团中一些特定信号通路被激活，发现了3D模型中阻碍肿瘤细胞侵袭的潜在靶标107。而另一
个小组研究了3D微环境对常见结直肠癌细胞系表型、基因表达和EGFR抑制的影响108。3D Matrigel基
质培养的PrC细胞系发生了剧烈的表型变化，并在基因表达模式上和2D培养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这
与体内对抗EGFR靶标的治疗敏感性相一致108。能够模拟活体肿瘤中具有的癌细胞表型和基因型变
化，这对为化疗开发更有效更具有预测性的筛选试验至关重要。

图 4. 大脑类器官培养系统。 (A) 用于制备大脑类器官的培养系统概述。展示了每个阶段的示例图片。bFGF, 碱性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hES, 人胚胎干细胞; hPSCs, 人多能干细胞; RA, 视黄酸. (B) 类器官和小鼠大脑结构的比较重现
了背皮质组织。大背皮质组织免疫组化染色，神经元(TUJ1, 绿色)，放射状胶质干细胞 (PAX6, 红色) 。(C), 切片和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出含神经前体(SOX2, 红色)和神经元(TUJ1, 绿色) (箭头)的异质区域复杂形态。(D) 低放大倍数
亮视场图显示出充满液体的脑室（白色箭头）和视网膜组织空腔，视网膜色素上皮（黑色箭头）。(Lancaster等, 
2013)141。

Day 0 Day 6 Day 11 Day 15

Suspension Suspension Corning® Matrigel® matrix droplet Spinning bioreactor

hES media, low bFGF Neural induction media Differentiation media Differentiation media +RA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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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共培养模型

大多数体内细胞培养模型涉及到培养单种类型的细胞来研究其分离状态的生长和行为。但是在体内，
不同类型细胞之间的通讯对于维持组织内稳态至关重要。通过共培养来模拟两种以上相关联细胞之间
的相互作用，可以改善细胞培养模型的总体生物学相关性。
3D共培养模型对研究癌细胞和其他类型细胞间的复杂相互作用非常有用，并有助于阐明其对肿瘤生
长、血管生成和转移的作用（表3）。例如，已发现基质细胞能够诱导化疗抗性，以保护肿瘤细胞免受
抗癌药物的毒性效应109。内皮细胞及相关脉管系统提供的血液供应促进了肿瘤的生长和存活，同样也
帮助治疗药物进入癌细胞110。最近的一项共培养研究发现，内皮细胞可在体外提高肿瘤球体对化疗药
物毒性的敏感度，并在植入体内后诱导血管生成和转移111。

应用         细胞类型 3D模型 培养底物和基质 备注/3D模型的优点 参考文献

癌
症
和
肿
瘤
细
胞
生
物
学

正常和乳腺癌细
胞系

3D体系下评价BMP4对乳腺癌细
胞影响的模型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PEG

Matrigel matrix中观察到的形态和极
化相比较PEG胶接近于体内

142

肺癌细胞系 2/3D体系下比较细胞形态与基
因表达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在3D而非2D体系下，基因表达水平和
肿瘤细胞形态随着不同癌细胞系而不
同

106

原代小鼠子宫内
膜上皮细胞

评价生长因子、药物和RNAi诱
导基因变化对细胞增殖、极化
和腺体形成的效应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似于体内子宫内膜癌变组织的单腔极
化腺体结构。模型适用于研究药物、
生长因子和基因变化的影响。

143

前列腺癌细胞系 2/3D体系下比较肿瘤的形态发
生、基因表达和代谢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一些癌细胞系在3D而非2D体系下展现
出可被屏蔽的信号通路激活、弱分化
球体和入侵性结构的差异

107

乳腺癌成纤维
细胞样，上皮
细胞样，及人
纤维肉瘤细胞
系

用于高通量药物筛选的2/3D体
系，用于XTT增殖试验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Collagen 1

相比2D系统而言，3D系统构建了用
于研究细胞增殖动力学、药物的抗
增殖和毒性效应研究更接近胜利条
件的模型

144

小鼠乳腺癌细
胞系+ 间质成纤
维细胞

研究基质细胞对乳腺癌发展效应
的共培养模型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3D培养中毒性化合物导致的成纤维细
胞的化学抗性

109

结直肠癌细胞 研究3D微环境对常见的结肠癌
细胞株的表型、基因表达和
EGFR抑制的影响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在3D而非2D体系中发现细胞表型和
基因表达的显著变化；3D研究的数
据和体内抗EGFR疗法的敏感度相一
致

108

人肠癌细胞系
(Caco-2)

研究CLCA1对癌症细胞增殖
与分化得影响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发现CLCA1可能对Caco-2的随机分
化有作用，并减低了增值能力

145

表2. 3D 癌症和肿瘤细胞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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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共培养模型 

可通透支持物（如Transwell小室）可为共培养研究提供独特的优势，因而广泛地被整合入这些系统
中（表3）。含孔的可通透支持物膜具有可使生物活性因子或可溶性分子跨膜传递的小孔径（如0.4微
米），以实现膜两侧细胞的物理分离。最近两项研究使用可通透支持物来研究包埋在3D CCorning® 
Matrigel®基质中乳腺上皮细胞112和人肺上皮细胞42生长中内皮细胞的作用。两项研究中，内皮细胞都
诱导了癌上皮细胞的生长和形态学改变，这些变化可以通过可溶性分子的分泌来实现。另一项研究
将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与肝细胞球体进行了共培养，可用于显著提高肝细胞的功能113。通过可通
透支持物的使用，进一步发现内皮细胞需要直接的细胞间接触来提高肝细胞的功能，而成纤维细胞
可通过可溶性分子的作用或通过直接接触培养细胞时来实现这一功能。在一个更复杂的可通透支持
物共培养模型中，将四种类型的细胞（肺泡、巨噬样、肥大和内皮细胞）一起培养以能够模拟肺泡
屏障来研究肺上的颗粒潜在毒性39。这项研究中，膜通过为整个共培养系统提供支撑扮演了最中心的
角色，使得细胞的3D组织接近于肺泡屏障的体内组织学（图5）。其中，将内皮细胞接种在多孔膜的
基底外侧，其他三种细胞接种在顶端部分，培养在气液界面（ALI）上39。除了细胞通透反应，可通
透支持物还被用于研究细胞迁徙和侵袭。在一个有意思的3D共培养模型中，羊膜支架中的间充质干
细胞被发现能通过MSC分泌的IL-6的作用来提高卵巢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这些使用可通透支持
物共培养模型的发现说明，这种方案可显著改善现有的药物筛选和组织工程方法116。

应用    细胞类型 3D 模型 培养底物和基质 参考文献

癌
症
共
培
养
模
型

小鼠乳腺肿瘤细胞+ 内皮细胞 体外和体内研究内皮细胞对肿瘤生长、 血管
形成和转移影响的肿瘤球体共培养

悬滴；植入裸鼠 111

原代乳腺肿瘤细胞+ 内皮细胞 研究3D培养时正常乳腺和乳腺癌上皮细胞生
长中内皮细胞作用的共培养模型

Transwell® 滤器 (0.4 μm);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112

间充质干细胞+卵巢癌细胞
（OCC）

研究羊膜绒毛膜体系中MSC对OCC迁移与
入侵的共培养模型

Transwell 滤器; 超低吸附力平板s;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羊膜支架

114

小鼠乳腺癌细胞系+间质成纤
维细胞

研究基质细胞对乳腺癌发展效应的共培养
模型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109

角质形成细胞+黑素细胞+真皮干细
胞+黑色素瘤细胞

用于研究人皮肤中黑色素瘤发展的重
构模型

牛I型胶原 150

人黑色素瘤细胞+角质形
成细胞

用于体外药物测试的器官型皮肤黑色素瘤球
体膜型

I型胶原 151

多
细
胞
共
培
养
模
型

人原代大脑内皮细胞+人原代周细
胞+人原代星形胶质细胞

血脑屏障模型 Transwell 小室 (0.4 μm) 146

肝细胞+ 小鼠成纤维细胞或牛血管
内皮细胞

微模式化的肝细胞球体共培养 微模式化PEG水凝胶；明胶 113

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内皮细胞 重现肺形态发生的模型 Transwell 小室 (0.4 μm);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42

原代大鼠肝细胞+ 大鼠肝血管内皮
细胞

生理相关的肝窦共培养模型 I型胶原 147

肺泡细胞系+巨噬细胞样细胞+肥大
细胞+内皮细胞

模拟肺泡屏障的培养系统，用于研究颗粒物对
肺脏的毒性效应；细胞培养于气液界面 (ALI)
处

Transwell 小室 (0.4 μm) 39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肺泡上皮细胞 新型胶原-滴细胞迁移实验，用于损伤修复
模型

Transwell 小室 (3 μm);  
I型胶原

148

人视网膜前体细胞+ 内皮细胞 缺氧诱发的在有/无内皮细胞情况下的视网
膜新生血管形成

Transwell 小室 (0.4 μm);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41

人乳腺上皮细胞+人成纤维细胞+脂
肪细胞

生理相关的三培养体系，人乳腺组织模型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 I型胶原; 多
孔丝蛋白支架

149

人支气管上皮细胞 ALI上细胞向腺泡的分化 Transwell IV型胶原包被;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152

极化气道上皮细胞 正常和囊性纤维化病人的极化上皮细胞感
染。细胞生长于ALI上。

Transwell 小室 (0.4 μm) 40

表3. 3D共培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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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发现
由于后期人体临床试验甚至上市后的药物高损耗率，药物研发的成本变得难以预计14,16。药物失败的
首要原因就是药效缺乏、药物动力学差以及需要使用细胞水平和动物实验的临床前研究过程中未能发
现的不利或毒性副作用4,12,15。药物发现的这些挑战呼吁着改进的临床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要能够再
现人体特定组织器官疾病的病理生物学过程，还要更加精确地预测对治疗药物和毒性筛选的生理反
应。

生理相关的3D细胞培养模型是用于缩小传统2D临床前模型和人类体内临床研究之间差距的最优选择。
过去的几十年间该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然而将3D细胞培养模型广泛运用于药物发现中还有许多实
际的限制。首先，许多3D模型还太新，使用这些方法获得的数据需要体内实验数据的证实，以避免对
观察到的结果的误读。而且，3D试验的结果由于缺乏标准化实验流程以及使用了异质的、甚至是多种
细胞类型而充满变数。许多3D实验操作起来很麻烦、很困难，需要用到专业性强且不常见的检测手
段。还有，有些3D基质通透性有限，或是扩散动力学很差，对细胞活力和功能造成影响。此外，有些
3D支架中细胞的复数和可视化受到严重限制。还有一大局限性就是许多3D培养模型很难实现自动化或
扩大用于高通量筛选。除了这些因素，一些3D细胞培养系统的花费高的令人却步，从而限制了其在药
物发现上的运用。但是，这些缺点正积极谨慎地被不断出现的新技术和改进的3D体外实验所克服。

图 5. 使用四培养系统构建气溶胶暴露实验流程图。(Klein等，2013)39

 

Day 0 Day 3 Day 4 Day 5

Seeding of EA.hy 926 
cells on the basolateral 
side of the Transwell® 
insert
◗ 2.4 x 105 cells/cm2

Seeding of A549 cells 
in Transwell inserts
◗ 1.2 x 105 cells/cm2

A549 cells HMC-1 cells Differentiated THP-1 cells EA.hy 926 cells

NPs Cultivation well Transwell insert Culture medium Surfactant

Seeding of differentiated 
THP-1 cells
◗ 2.4 x 105 cells/cm2

Seeding HMC-1 cells
◗ 1.2 x 105 cells/cm2

Switch to ALI conditions 
for 24 hours once THP-1 
and HMC-1 cells attached

System ready for 
exposure to particles 
or chemicals via 
Vitrocell chamber

Stimulation of THP-1 
cells with 20 ng/mL 
PMA overnight

Aerosol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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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滴和细胞磁悬浮技术近来用于无基质细胞悬浮培养3D体外试验的商业化。这些试验过程中的液体培
养基有助于使用传统显微镜进行可视化。药物和可溶性因子的渗透也可以通过这些模型轻易实现。

在天然ECM基水凝胶中，Corning® Matrigel® 基质一直以来都是3D细胞培养，特别是重建肿瘤膜型的
金标准材料。这种基质最常用的体外3D应用就是癌症药物发现中的(如内皮细胞管道的形成)。限制
Matrigel基质在药物发现中引用的一大原因就是如何在高通量3D试验中可重复地分发小容量的这种粘性
凝胶。最近Hongisto等人的一项研究成功地使用Matrigel基质构建了一个高通量3D筛选试验，他们用液
体操作系统将稀释后的Matrigel基质（3倍稀释）装入384孔板中115。在使用Matrigel基质系统分析63个著名的癌
症药物时，发现乳腺癌细胞（JIMT1)的敏感性和基因表达情况非常接近于肿瘤异体移植物115。同一个研究中，
多聚HEMA诱导的非锚定依赖性3D培养的乳腺癌细胞未能展现出相似的药物敏感型或基因表达情况，相反其结
果更接近于2D培养中的细胞。这项研究是这类试验更加有预测性和效果的典型。

最近在微尺度工程学技术（如微阵列和微流控设备的生产）上的进展有可能会转变当下的药物发现行业。微阵
列由一个固体支架组成，支架中小体积的不同生物分子和细胞可以放在特定位置上，以便于多元化研究活细胞
及其对刺激的反应。微流控设备操控小容量 (10-9 to 106 L) 来制备并精确控制动态液体流动和时间-空间梯度，
还能向细胞中传输营养物质和其他化学成分116118。微流控网络已经和几种其他基质被直接整合到嵌着细胞的
水凝胶中，以帮助营养物质和其他可溶性物质高效地在3D支架中传输117。这些技术的使用能够有效改进肝细
胞这类静态培养时生长状态不佳的细胞的存活力和功能。而且，这些技术还能提高通量，并显著降低由于需要
低剂量试剂而造成的花费。

毒性筛选 
最先进的药物代谢和毒性筛选试验常常使用来源困难和昂贵的原代细胞（如肝细胞、心肌细胞和神经元）在2D
细胞培养模型中进行。长期的毒性测试通常在动物模型中进行。正如之前讨论的，这些模型非常不精确，而且
可能会误导对人体内药物反应的预测4,16,17。有几种3D细胞培养模型可能能够改善临床前毒性研究的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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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加工和微流控技术已被用于制备了集中芯片器官模型（详见117）。它们本质上是微缩的具有类似
于体内功能的3D器官模型，可能证实可用于毒性测试(表 4)。例如，Toh等人开发了一种用于体外毒
性测试的3D肝细胞芯片。 这个模型中的肝细胞保留了其合成和代谢功能，并且可利用这个系统同时
对多个药物进行测试119。被测药物的IC50 值和之前报道的体内值非常一致。Lee等建立了另一个用于
高通量筛选潜在药物及其细胞色素p450生成的代谢产物的3D微阵列120。这种微阵列芯片由包在胶原
或海藻酸钠凝胶中的细胞组成，它们排列在功能化的载玻片上面，芯片还包含一个含人P450的微阵
列，适用于同时筛选多种化合物120。

应用 细胞类型 3D模型 培养底物和基质 备注/3D模型的优点 参考文献

药
物
发
现
和
毒
性

人上皮样乳腺癌
细胞系(JIMT1)

高通量3D筛选试验 Corning® Matrigel® 基质; 
polyHEMA

使用移液系统及稀释的Matrigel基
质（1:3），并同时比较了对63种
药物的敏感性和基因表
达。Matrigel基质中的药物反应与
肿瘤异种移植物更加匹配，而
polyHEMA锚定依赖型3D培养的和
2D细胞培养的结果更接近

115

大鼠原代肝细胞 用于药物毒性试验的微流体
3D肝细胞芯片

正电荷甲基化胶原+负电荷
HEMA-MMA-MAA三聚物组成
的3D基质；微流体可渗透

用于同时在保持合成和代谢功能
的灌注肝细胞中检测多种药物的
高通量模型

119

人肺泡上皮细胞 用于纳米毒性测试的人
微型肺芯片装置

纤连蛋白和胶原包被的PDMS微
支架，用于支撑细胞

模拟器官水平的肺功能，用于
研究纳米毒性颗粒对肺的影
响；还可以作为机械力对肺功
能和炎症发应影响的模型

117

人上皮样乳腺癌
细胞系(MCF7)和
人肝癌细胞系
(Hep3B)

用于高通量筛选药物毒性测
试的微阵列及其p450代谢物

细胞封装在I型胶原或海藻酸钙
凝胶中，排列于功能化的载玻片
上，使用含p450的微阵列

可用于检测由CP1A2, CYP2D6, 
CYP3A4及三种p450的混合物产生
的多种化合物及其代谢产物

120

表达EGFP的结
肠癌和鼠ES细
胞

高通量3D增殖和细胞毒性
试验

由多孔板组成的微生物反应
器。PET纤维支架盘与其微孔适
配。支架用纤连蛋白包被。

该3D系统相比较2D系统而言，
荧光信号显著提高，信噪比高了
10倍。可与传统荧光酶标仪连
用。

153

人原代鼻或支气
管上皮细胞 

用于毒性测试的
MucilAir™ (Epithelix Sarl)-  
人呼吸道上皮细胞模型

使用ALI法在 Transwell® 小室 
(0.4 μm)上培养的细胞

模拟肺上皮细胞的生理特征
（如：形态、顶面底侧极性、纤
毛形成和粘液分泌）。已经过认
证的模型。

121

肺泡细胞系+巨
噬细胞样细胞
+肥大细胞+内皮
细胞

模拟肺泡屏障的培养系统，
用于研究颗粒物对肺脏的毒
性效应；细胞培养于气液界
面 (ALI)处

Transwell 小室 (0.4 μm) 该项研究中，Transwell 膜通过给
整个培养体系提供支持扮演着最
中心的角色，它使细胞的3D 结构
更接近于肺泡屏障的体内组织
学。

39

表4. 药物发现和毒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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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通透支持物在气液界面培养细胞促进了药物发现中许多体外3D模型的发展 (表 4)。其中最出名
的一个应用就是肺上皮的3D模型。这些细胞模型模拟体内的组织，具有顶面-基底面极性，顶面有纤
毛，能够分泌粘液（详见121）。使用新鲜分离的鼻和支气管活组织制备的ALI培养已经有了商业化成
品——MucilAir™ (Epithelix)，可用于研究对纳米颗粒、气体、烟和病毒感染的吸入性毒性反应。利用
疾病供体的细胞结合使用MucilAil™ 可用于模拟如哮喘、过敏、病毒感染和囊性纤维化之类的肺部疾
病。ALI培养可在内稳态中维持达3-4周，这通常仅在动物模型中可行，而非体外2D细胞培养系统121。
另一种商业化的ALI培养是EpiDerm™ (MatTek)，它是一种人类表皮模型，是通过在化学修饰的胶原包
被细胞培养小室分化上皮角质形成细胞得到的。这一体外皮肤模型可重现正常人类皮肤的形态、结构
和屏障功能特性，可用于研究皮肤毒性。已经使用MatTek制备了一些用于毒性测试的模型，如 
EpiOcular™ (角膜), EpiAirway™ (肺), EpiOral™ (内颊) 等。

另一个潜在的改进药物发现的方法是通过制备分化自PSC的细胞。PSC能够提供不受限制来源的难以分
离的细胞，用于研究疾病机制、药物筛选和毒性测试。尤其是分化的心肌细胞、肝细胞和神经元一直
被寻求用于毒性筛选。限制PSC使用的一大关键因素就是在酶解时容易凋亡，从而限制了这些细胞的
大批量培养生产。Faulkner-Jones对人最近第一次发现ESC可以生物打印到能在悬滴中培养的微滴中，
以构建一致的球体并同时维持活力和功能123。这些发现表明，可能可以使用定向分化的多能干细
胞进行高通量筛选试验。使用hPSC源的细胞还可以规避药物反应研究中的物种特异性差异问
题，这种问题在使用动物模型预测人体毒性时频发。

前瞻 
体外3D细胞培养模型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并逐渐运用到了支持细胞生长、组织形态发生、干细胞分
化、疾病模型、药物发现及毒性测试当中。显而易见的是，各种具有不同特征的3D模型需要满足具体
细胞类型或应用的需求。迄今为止，许多复杂的肿瘤发生、干细胞分化和类器官发生的3D模型使用了
天然ECM基的水凝胶，如Corning® Matrigel®基质或胶原。将最新的科技（如微阵列芯片、微流控系

统、生物打印）和生物相关的材料，如Matrigel基质，结合起来，可以用于协助扩大化，实现某些复杂
3D细胞培养模型的高度可预测化，也有利于相关药物筛选试验和毒性测试，还可以为基础研究提供新
型的系统和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