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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血管生成在许多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血管生成的机理仍不清楚.

关键词

因此, 为探明血管生成机理及开发“血管生成相关”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体外构建一个合适

血管生成

的血管生成模型是十分必要的. 基于微流控系统构建了一种新型体外血管生成模型, 该系

微流控系统

统不仅能为内皮细胞生长提供一种近似于在体的微环境, 并能实时监测内皮细胞对其微环

微环境

境所发生变化的响应. 为评价该系统用于血管生成模型建立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考察了促

促血管生长因子

血管生长因子对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和管样结构形成能力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在促血管
生长因子的诱导作用下, 内皮细胞在三维基质材料中的增殖能力大大提高(提高了 59.12%);
在促血管生长因子浓度梯度的诱导作用下, 内皮细胞定向从低浓度往高浓度侵入基质胶且
形成管腔样结构. 以上结果表明, 该系统不仅能为血管生成机理的阐明提供一个良好的研
究平台, 还能为促血管生成药物或者抗血管生成药物的筛选提供一个合适的筛选平台.

血管生成在许多生理、病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如 成 纤 维 细 胞 生 长 因 子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用, 生理性血管生成通常发生于发育、生育和组织修

F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复等过程中, 而病理性血管生成不仅发生在肿瘤发

factor, VEGF)、血管生成素-1(angiopoietin-1, Ang-1)

生发展过程中, 还发生在许多被称为“血管生成相关

和基质衍生因子(stromal-derived factor 1, SDF-1)等;

[1]

疾病”的过程中 . 但血管生成机理和以血管生成为

其次, 促血管生长因子在细胞外基质中扩散形成梯

靶点的治疗研究还不清楚. 为阐明血管生成机理和

度分布, 诱导血管内皮细胞从静止状态活化为顶细

开发有关癌症和其他血管生成相关疾病的治疗方法,

胞(tip cell), 同时激活间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

在体外构建一个合适的血管生成模型是十分关键且

loproteinase, MMP2 或 MMP9), 降解血管的基底膜和

必要的.

胞外基质材料; 再次, 活化的内皮细胞在促血管生长

血管生成是血管细胞与细胞外微环境相互作用
[2~4]

因子浓度梯度的诱导下, 定向迁移到血管新生部位,

. 血管生成过程通常包含如下步骤:

增殖并逐步形成网络状或套索样结构; 最后, 周细胞

首先, 在血管新生部位分泌出大量促血管生长因子,

(pericyte cell, PC)和血管平滑肌细胞(vascular smooth

的复杂过程

英文版见: Dai X Z, Cai S X, Ye Q F, et al. A novel in vitro angiogenesis model based on a microfluidic device. Chinese Sci Bull, 2011, 56, doi:
10.1007/s11434-011-4717-3

2011 年 9 月

第 56 卷

第 27 期

muscle cell, SMC)等支持细胞(mural cell)环绕在内皮

片的优势恰好满足了体外构建理想的血管生成模型

细胞周围, 形成新的血管基底膜, 从而形成稳定的血

的关键要求. 为评价该芯片用于血管生成模型建立

[5,6]

. 目前, 研究者们已经构建了许多体外研究

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本研究考察了促血管生长因子

模型以期能在体外模拟血管生成这一复杂过程的关

对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和管样结构形成能力的影

管腔

[7,8]

. 一个理想的体外血管生成模型应具备以

响, 结果表明, 该芯片不仅能为血管生成机理的阐明

下特征: 能为促血管生长因子或抑制血管生长因子

提供一个良好的研究平台, 还能为促血管生成药物

提供一个时空可控的浓度梯度分布, 并能定量分析

或者抗血管生成药物的筛选提供一个合适的筛选

其分布曲线, 为血管生成药物的剂量效应研究提供

平台.

键步骤

平台; 能定量分析新生血管的结构; 能定量评价新
生血管的功能(主要包括内皮细胞的迁移速率、增殖
率、成管率、血流速率和血管的通透性等)

[8,9]

. 然而,

1

材料与方法
(ⅰ) 微流控芯片的设计和构建.

我们设计了一

目前大量的体外模型只能为细胞生长提供一个二维

个微流控芯片, 该芯片由 3 个平行主通道组成, 主通

(2D)生长环境, 而细胞的在体生长环境是一个包括

道 之 间 由 一 系 列 水 平 微 桥 连 通 (图 1(a)). 主 通 道 宽

一系列细胞与细胞外微环境相互作用的三维(3D)复

400 m, 高 150 m, 长 20 mm. 连接的水平微桥宽

杂集合, 因此需要寻求新的研究手段, 从而构建更加

100 m, 高 150 m, 长 300 m. 采用标准的软光刻

接近在体条件的血管生成模型.

技术加工该微流控芯片, 即采用 PDMS (polydimethylsiloxane; Sylgard 184, Dow Corning Corp. Midland,
MI, USA)模塑法, 主要包括以下过程: (1) 在玻璃基

近年来随着微流控技术的发展, 将微流控技术
与传统生物学技术相结合, 有可能为细胞的体外生
长提供一个近似于在体微环境, 实时操控和监控细

片上涂覆厚度为 150 m 的 SU-8 (Microchem Corp,

胞的行为. 微流控系统的主要优势表现在所需细胞

Newton, MA, USA)负性光刻胶, 通过曝光、刻蚀、去

或试剂的用量十分微少, 对微环境实现时空可控并
. 在血

胶等步骤制作阳模; (2) 将 PDMS 预聚液与固化剂按
10:1 的比例混合, 制成 PDMS 预凝液, 充分搅拌混

管生成领域中, 学者们已建立一系列微流控系统, 用

匀, 用真空泵抽真空除去气泡. 将制备好的 PDMS 预

能实时动态地跟踪细胞的动态变化过程

[10,11]

于构建体外血管生成模型、考察血管生成机理

[10~14]

,

但早期的一些微流控系统还是局限于 2D 细胞培养.
Vickerman 等人

[10]

凝胶液倒入盛有光刻阳模的培养皿中, 然后置于
80℃烘箱, 加热 2 h 使 PDMS 固化; (3) 待 PDMS 充

构建了一个多参数可控的微流控

分固化后, 将其从阳模上剥离下来并修剪成合适大

实验平台用于体外毛细血管生成的研究, 该系统不

小, 然后利用打孔器在通道的出口和入口处分别打

仅能实现内皮细胞的 3D 生长, 提供促血管生长因子

孔, 将 PDMS 基片与载玻片同时放入等离子清洗机

浓度梯度的时空可控分布, 还可模拟血液流动、施加

中, 等离子处理 60 s, 最后将 PDMS 与载玻片键合形

剪应力刺激, 分析基质间的渗流对血管形成的影响.

成密闭通道, 为使键合更为牢固, 可在键合后放在

但是, 在该系统中实现基质胶图示化分布的操作十分

121℃烘箱中加热 30 min.

复杂, 需要借助显微注射仪、微机械手、微量注射泵、

(ⅱ) 基质胶的制备和灌注.

将基质胶(BD Bio-

数字显微镜等大量高端仪器设备, 这些仪器设备并

sciences, San Jose, CA, USA)预聚液放置于 4℃的冰

非常规生物医学实验室都具备的, 因此大大限制了

上过夜, 使其充分融化, 同时将移液器及其吸头和微

其应用范围.

流控芯片提前预冷. 用预冷的移液器将融化的基质
胶与无血清 DMEM 培养基(1:1)充分混匀, 用移液器

在本研究中, 我们构建了一个仅需借助移液器
便可以完成基质胶图示化填充的微流控芯片. 该芯

吸取 10 L 基质胶预聚液, 从微流控芯片中间通道的

片由 3 个平行的主通道组成, 平行主通道之间由一组

入口处轻轻注入. 然后, 将灌注凝胶预聚液的微流控

微桥连通, 中间的主通道为基质胶通道. 该芯片能为

芯片放置于湿润的培养皿中, 将培养皿放置于 37℃

内皮细胞的体外生长提供一个近似于在体的微环境,

培养孵箱中孵育 30 min, 使其充分聚合形成凝胶. 待

能实现可溶性因子在基质胶中浓度梯度的可控分布,

凝胶形成后, 在两边通道中加入无血清培养基或

能实时监测内皮细胞对其微环境变化的响应. 该芯

PBS 进行平衡处理.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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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微流控芯片的设计及结构

(a) 微流控芯片的构型图, 该芯片由 3 个平行主通道组成, 主通道之间由一组平行微桥连通; (b) 微流控芯片实物图; (c) 微流控芯片中内皮细
胞的 3D 培养; (d) 微流控芯片中内皮细胞的 2D 培养

(ⅲ) 在 3D 凝胶中可溶性因子浓度梯度的形成
及表征分析.

细胞悬液与基质胶(Matrigel)预聚液以 1:1(v/v)混匀,

为证明该芯片能实现可溶性因子在

再将 HUVEC-Matrigel 混合悬液注入微流控芯片的中

3D 凝胶中的梯度分布, 我们采用与 VEGF 分子量相

间通道, 置于 37℃孵箱中孵育 30 min, 形成包埋有

当的 FITC 标记的葡聚糖(40 kD; Invitrogen, Carlsbad,

细胞的基质胶网络. 将 DMEM 完全培养基(对照组)

CA, USA)替代可溶性因子, 通过分析荧光强度的分

或含有促血管生长因子的培养基(VEGF, bFGF (basic

布来考察浓度梯度的分布情况. 主要步骤如下: 待基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和 EGF (epidermal growth

质胶聚合后, 从两侧通道注入 PBS 平衡 2 h. 用移液

factor)各 10 ng/mL)注入两侧通道中, 为 3D 胶中的细

器的枪头作为两侧通道的储液池, 将 60 L PBS 加入

胞生长提供营养, 考察 3D 培养时内皮细胞的活性、

空白通道的入口储液池, 同时将 60 L FITC-葡聚糖

增殖、迁移和管样结构形成情况.

溶液加入源通道的入口储液池. 待溶液从通道的入

(ⅴ) 细胞活性的检测.

将 HUVECs 接种到微流

口处流到出口后, 在出口储液池中加入相同体积的

控芯片中培养 3 d 后, 利用 2 mol/L 的钙黄绿素

液体以维持通道内的静止状态. 以注入 FITC 标记的

(Molecular Probes, Carlsbad, CA, USA)和 10 g/mL 的

葡聚糖溶液的那一刻计时 T = 0, 利用安装了 CCD

碘化丙啶(propidium iodie, PI; Molecular Probes)进行

(Olympus DP25, Tokyo, Japan) 的 荧 光 显 微 镜

双染, 考察细胞的活性状态. 染色后, 立即置于荧光

(Olympus TH4-200), 每隔 5 min 拍照 1 次, 共观察 10

显微镜下观察.

h. 最 后 , 将 获 得 的 荧 光 照 片 转 换 为 灰 度 图 , 用
MATLAB (MathWorks, Carlsbad, MA, USA)分析荧光

(ⅵ) 增殖能力的考察. 利用 Cell-LightTM EdU
DNA Cell Proliferation Kit (Invitrogen, Carlsbad, CA,

强度, 测量每一帧图片中凝胶通道的荧光度, 以该帧

USA)检测 3D 培养条件下内皮细胞的增殖能力. 按

的最大值为 1, 进行归一化处理, 同时以距源通道最

1(ⅳ)节中 3D 培养的方法接种细胞, 血清饥饿同步处

远一点的距离归一化为 1, 以距离为横坐标、荧光强

理 过 夜 , 加 入 含 促 血 管 生 长 因 子 的 培 养 基 (VEGF,

度为纵坐标, 绘制荧光强度的曲线分布图.

bFGF 和 EGF 各 10 ng/mL)诱导培养 8 h, 从两侧通道

制备高密度的脐静

注入 50 mol/L EdU 培养基孵育 2 h, 用含 4%多聚甲

脉 内 皮 细 胞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

醛(Sigma, St Louis, MO, USA)的 PBS 在常温下孵育

(ⅳ) 内皮细胞的 3D 培养.
7

HUVECs)悬液(10 个/mL), 并置于冰上预冷, 然后将

细胞 30 min 以固定细胞, 然后注入 2 mg/mL 甘氨酸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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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 10 min, 加入含 0.5% Triton X-100 (Sigma)的

2

PBS 通透处理 20 min, 利用 Apollo 反应液检测 EdU
标记的细胞, 并用 Hoechst 33342 对细胞核进行染色,

2.1

最后, 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随机拍照并计数处于增
殖期的细胞.

微流控芯片的设计及其特征
如图 1 所示, 本研究设计的微流控芯片由 3 个平

行主通道组成, 平行主通道之间由一组水平微桥连

(ⅶ) 在促血管生长因子浓度梯度的诱导下, 内
皮细胞迁移能力的考察.

实验结果

通. 中间通道为灌注基质胶的通道, 用于基质胶的图

在微流控芯片的中间通道

示化填充, 以构建 3D 环境. 水平微桥不仅连通两边

灌注基质胶预聚液, 置于 37℃孵箱中孵育 30 min 使

主通道, 还对精确控制凝胶的分布有重要作用. 微桥
的长宽比(L:W)对控制凝胶分布有关键作用, 当长宽

其形成凝胶. 接种细胞前, 在两边主通道中加入无血
清培养基进行平衡处理 4 h, 用无血清培养基制备
HUVECs 的细胞悬液(5×106 个/mL)并将其注入两边
主通道的一个通道, 于 37℃培养 4 h 使细胞黏附. 在
没有接种细胞的旁边通道中注入含有各种促血管生
长因子的培养基, 同时在细胞通道内加入无血清培
养基, 促血管生长因子通过自由扩散在中间通道的
3D 凝胶中形成浓度梯度的分布, 从而诱导内皮细胞
掺入基质胶中. 为维持浓度梯度的分布, 每隔 12 h 换

比过小(短而宽), 基质胶溶液很容易溢出到旁边通道,
而当长宽比过大(长而窄), 微桥中的凝胶很难填满,
在微桥中容易出现气泡. 通过一系列优化, 确定长宽
比为 3:1, 使凝胶既能将微桥填充满, 又不至于溢出
到旁边通道中, 而且灌胶不需要借助任何辅助设备,
仅借助移液器就能方便地实现.

2.2

可溶性因子在凝胶通道中的梯度分布

液 一 次 . 利 用 相 差 显 微 镜 (Leica DM750, Wetzlar,

通过分析 FITC 标记的葡聚糖在凝胶通道中的荧

Germany)观察并拍照细胞的迁移情况, 每天拍照一

光强度分布情况, 间接反映可溶性因子的浓度梯度

次, 最后用 Image J (http://rsbweb.nih.gov/ij/)计算细

分布. 如图 2(a)所示, FITC 标记的葡聚糖分子从因子

胞的最长迁移距离和迁移细胞的面积 [12]. 在实验结

源通道(上通道)经凝胶通道扩散至空白通道(下通道),

束时, 通过肌动蛋白丝染色分析最终迁移到基质胶

凝胶中的荧光强度逐渐增强, 从而形成一个梯度分

中细胞的分布, 主要步骤如下: (1) 用注射泵在微流

布. 利用 METLAB 软件分析凝胶通道中不同部位的

控芯片的两边通道分别通入 PBS 清洗细胞 30 min;

荧光强度(图 2(a)虚线标示区域), 并以距离源通道的

(2) 用 4％多聚甲醛在室温下固定 30 min; (3) 用 0.5％

距离为横轴, 荧光强度为纵轴, 绘制梯度分布曲线.

Triton X-100 通透 30 min; (4) 用 5 mg/mL 牛血清白

如图 2(b)所示, 在凝胶通道中, 扩散 1.5 h 后能形成

蛋白(BSA)封闭 1 h; (5) 加入 5 g/mL FITC-鬼笔环

一个近似线性的浓度梯度, 且这种近似线性的浓度

肽(Alexis, San Diego, CA, USA)染色 1 h; (6) 用 PBS

梯度可以维持约 10 h. 由于没有更新源通道和空白

清 洗 30 min, 置 于 荧 光 显 微 镜 下 观 察 细 胞 骨 架 的

通道中的溶液, 随着扩散时间的增长, 源通道中的荧

分布.

光物质逐渐消耗, 空白通道中的荧光物质逐渐积累,

(ⅷ) 管样结构形成能力的分析.

将 HUVECs 按

3D 培养的方法接种于微流控通道内, 加入含有促血
管 生 长 因 子 的 培 养 基 诱 导 培 养 5 d, 每 天 换 液 一
次, 用倒置显微镜考察管样结构形成能力. 实验结

最后达到两边通道内的物质平衡, 浓度梯度的分布
最终消失.

2.3

脐静脉内皮细胞在微流控芯片中的活性分析

束后, 用 FITC-鬼笔环肽和 DAPI (凯基生物, 南京)

HUVECs 在微流控芯片中的培养分为 2D 和 3D

对肌动蛋白丝和细胞核染色, 考察管样结构的形成

培养两种方式. 在 3D 培养时, 悬浮在基质胶中的

情况.

HUVECs 被注入到中间通道; 而在 2D 培养时, 在中

(ⅸ) 实验结果的统计分析.

所有实验数据采用

间通道灌注基质胶后, 将 HUVECs 接种到旁边的一

平均数±标准差(n3)表示, 采用 Origin 7.5 (OriginLab

个通道中, 用来考察 HUVECs 在血管生成因子诱导

Data Analysis and Graphing Software)进行统计学分析,

下在 3D 基质胶中的迁移情况. 为评价该芯片是否适

采用 t 检验进行组间差异比较分析, 当 P < 0.05 时, 认

合细胞生长, 在细胞接种培养 3 d 后, 利用双染法(钙

为两组之间差异显著.

黄绿素标记活细胞, PI 标记死细胞)考察细胞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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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通过分析荧光强度定量分析凝胶通道中 FITC-葡聚糖浓度梯度的分布情况

(a) 荧光强度分布图; (b) 利用 METLAB 软件分析凝胶通道中不同部位的荧光强度((a)中虚线标示区域), 并以距离源通道(上通道)的距离为横
轴, 荧光强度为纵轴, 绘制梯度分布曲线

活力. 如图 3 所示, HUVECs 在 3D 基质胶中形成多细

一个必要的关键步骤, 一个理想的血管生成模型必

胞集落, 细胞呈圆形, 与 2D 基质胶中的生长形态完

须能定量分析内皮细胞的增殖能力. 本研究采用

全不同. 在 2D 生长条件下, 内皮细胞几乎都是活细

Cell-LightTM EdU DNA Cell Proliferation Kit 标记处于

胞, 而在 3D 生长条件下, 出现了少量死细胞, 细胞

S 期的细胞, 考察促血管生长因子对内皮细胞增殖能

的存活率高达 95%. 以上结果表明, 该微流控芯片适

力的影响. 将 HUVECs 与基质胶混匀后注入到中间

合细胞的生长, 为细胞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实验平台.

通道, 饥饿同步处理后, 用含有促血管生长因子的条

2.4

在 3D 生长条件下, 促血管生长因子对 HUVECs
增殖能力的影响

件培养基诱导培养 8 h, 再用 EdU 孵育 2 h. 如图 4(a)
所示, 处于 S 期细胞的细胞核掺入了 EdU, 用 Hoechst
33324 染核, 计算 S 期细胞占细胞总数的比值, 得出

在血管生成过程中, 促血管生长因子激活处于

细胞增殖率. 结果发现, 在促血管生长因子的诱导下,

静止期的内皮细胞, 活化的内皮细胞定向迁移到血

内皮细胞的增殖能力显著提高, 大约有 71.63% ±

管新生部位, 开始增殖并自组织成网络状结构, 形成

8.65%的细胞 处于 S 期, 而在不含促血管生长因子

初始的血管网络. 因此, 内皮细胞增殖是形成血管的

的空白培养基中培养, 只有 12.51% ± 3.1%的细胞处

图3

利用钙黄绿素和 PI 双染法考察内皮细胞在微流控芯片中的生长活性

(a) HUVECs 接种在旁边通道中培养 3 d 后, 几乎所有细胞存活; (b) HUVECs 在 3D 基质胶中培养 3 d 后, 细胞聚集成团, 出现少量死细胞. 标
尺为 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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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Cell-LightTM EdU DNA Cell Proliferation Kit 考察促血管生长因子对 3D 生长条件下 HUVECs 增殖能力的影响

(a) Hoechst 33342 标记所有细胞的细胞核, EdU 标记处于 S 期的细胞. 标尺为 100 m; (b) 定量分析处于增殖期细胞的百分比, 与对照组相比,
促血管生长因子显著提高 HUVECs 的增殖能力(n=6; **, P < 0.01)

于 S 期(图 4(b)), 表明促血管生长因子能激活内皮细

内情况. 本研究将内皮细胞悬浮于 3D 基质胶中, 接

胞并提高其增殖能力.

种于微流控芯片的中间通道, 在两边通道提供培养

2.5

在促血管生长因子诱导下, HUVECs 定向迁
移到 3D 基质胶中

基并诱导培养 5 d, 然后通过细胞骨架染色, 在荧光
显微镜下观察细胞骨架的排列和分布情况. 结果发
现, 在促血管生长因子的诱导下, 3D 生长的 HUVECs

我们考察了为期 4 d 的 HUVECs 对促血管生长因

形成多细胞的条索状结构和复杂的管样结构, 而在

子浓度梯度的迁移响应情况. 如图 5(B(a~d)), 在促

对照组中, 只有很少的条索状和管样结构形成(图 6).

血管生长因子浓度梯度的诱导下, HUVECs 从低浓度
区定向迁移到高浓度区, 而在对照组中, 迁移到基质

3

讨论

材料中的细胞数量很少(图 5(A(a~d))). 如图 5(B(e)),

本研究基于微流控芯片构建了一种新的血管生

在 HUVECs 侵袭进入细胞外基质凝胶的过程中, 通

成模型, 该模型主要具备以下优势: (1) 微流控芯片

常是“顶细胞”伸出伪足向胶内迁移, 而相邻细胞保

简单可控、便于操作; (2) 可以模拟在体环境, 为细胞

持相对静止状态, 没有明显的伪足伸出. 通过细胞骨

生长提供 3D 生长环境, 并能实现可溶性因子的浓度

架的免疫荧光染色发现, 侵入到基质胶中的细胞发

梯度分布, 可用于考察细胞-细胞和细胞-胞外基质的

生自组织行为, 形成类似管腔样的血管结构(图 5(C)).

相互作用; (3) 能定量分析内皮细胞的行为和功能.

通过对细胞迁移距离和迁移面积的测量发现, 促血

血管生成不仅涉及妊娠期、子宫内膜周期性重构

管生长因子的浓度梯度能显著提高内皮细胞的定向

期等生理过程, 还参与缺血组织的血管修复和重构,

迁移能力(图 5(D(a,b))).

在肿瘤等众多疾病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 血管生成

2.6

在促血管生长因子的诱导下, HUVECs 在 3D
基质胶中形成管腔样结构

的研究对许多疾病的治疗有着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建立一个生理相关、简单可靠的血管生成模型对血管
生成机理的研究以及血管疾病的治疗药物开发十分

以往有关内皮细胞形成管样结构的研究通常是

必要. 1980 年, Folkman 等人 [16]将牛的毛细血管内皮

将内皮细胞接种到预先包被基质蛋白(基质胶、胶原

细胞接种在明胶上, 发现在明胶上生长的内皮细胞

[15]

, 在 该研究模型中,

能自发地形成管样结构. 从此, 血管研究领域的学者

内皮细胞仍然处于 2D 培养状态, 不能真实地模拟体

们构建了许多体外血管生成模型, 试图模拟在体血

或纤维蛋白等)的培养孔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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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在促血管生长因子浓度梯度诱导下, 内皮细胞定向迁移到基质胶中并形成管样结构

(A)和(B)分别为对照组和促血管生长因子浓度梯度诱导组内皮细胞在 3D 基质胶中的迁移路径图; (B(e)) 内皮细胞侵入 3D 基质胶时, 前端细胞
伸出伪足(如箭头所示)、侵入基质; (C) 细胞骨架的免疫荧光染色, 侵入到基质胶中的细胞发生自组织行为, 形成类似管腔样的血管结构(如箭
头所示); (D) 计算细胞的最长迁移距离(a)和迁移面积(b), 定量分析 HUVECs 在 3D 基质材料中的迁移情况, 与对照组相比, 在促血管生长因子
浓度梯度诱导下, 细胞的迁移距离和迁移面积均显著增加(n=6, **, P < 0.01)

管生成的关键步骤. 血管生成是一个血管细胞与其

剪应力、血管壁的压应力等机械力的调节, 血管生成

微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不仅受微环境中促血

的复杂性使血管研究者在构建血管生成模型中遇到

管生长因子和抑制血管生长因子的调节, 还受血流

了诸多挑战. 近年来, 随着微流控技术的发展, 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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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HUVECs 在 3D 基质胶中培养 5 d 后, 利用细胞骨架染色考察管样结构的形成能力
(a) 对照组; (b) 促血管生长因子诱导组. 管样结构如箭头所示, 标尺为 50 m

流控技术与传统的细胞培养技术相结合, 不仅能为

中 [15], 考察细胞在凝胶表面形成管腔样结构的能力,

细胞生长提供一个近似在体的生长环境, 还能对某

这种 2D 培养与在体的情况不一致. 在体条件下, 细

些关键参数进行抽象分析并实现其可控调节, 定量

胞 生 长 在 3D 胞 外 基 质 的 微 环 境 中 . 本 研 究 将

分析这些参数在血管生成中的调节作用, 并能实时

HUVECs 与基质胶在微流控芯片的通道中形成细胞/

监控细胞的行为.

基质的 3D 复合结构, 考察 HUVECs 在 3D 基质材料

血管生成中一个关键步骤是内皮细胞穿过基底

中形成血管网络结构的能力. 结果发现, 在多种促血

膜, 定向迁移到血管生成部位, 然后参与新血管的形

管生长因子的联合诱导作用下, 内皮细胞在 3D 基质

[17]

. 在血管新生部位会分泌大量的血管生长因子

材料中的增殖能力大大提高, 并能降解胞外基质材

和趋化因子, 在已有血管和新生部位之间的胞外基

料, 进行自组织行为, 形成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紧密连

质中形成一个梯度分布, 从而激活内皮细胞分泌蛋

接, 最终形成血管样结构, 表明促血管生长因子能大

白酶降解胞外基质, 并定向迁移到高浓度区域. 因此,

大促进内皮细胞形成血管网络.

成

体外血管生成模型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实现促血管生

通过考察血管生成过程中的细胞增殖、迁移、形

长因子的浓度梯度分布. 构建可溶性因子浓度梯度

成管样结构等几个关键步骤, 本研究初步评价了该

分布的传统方法主要有水凝胶扩散法、微吸管法和

血管生成模型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但对形成血管的

Boyden 小室法等, 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形成一

功能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如血管的完整性、血管的通

定的梯度分布, 但是不能产生恒定的、精确的、时空

透性、血流动力学指标等, 还应考察化学因子、力学

可控的浓度梯度, 不能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这种浓度

因素以及血管周细胞, 如平滑肌细胞、成纤维细胞对

梯度通常只能维持几个小时, 大大限制了它们的应

血管生成的协同作用.

用

[18]

. 本研究利用微流控技术构建了一个微流控芯

片, 该芯片不仅能在 3D 基质中形成一种稳定、复杂、

4

结论

可控的浓度梯度, 长时间维持浓度梯度的分布, 而且

本研究基于微流控芯片构建了一个 3D 血管生成

能实时动态地跟踪内皮细胞在可溶性因子梯度诱导

模型, 该模型不仅能为内皮细胞的生长提供一个模

下的迁移行为, 既能跟踪单细胞的迁移情况, 也能考

拟生理条件的 3D 生长微环境, 还能实时动态跟踪内

察细胞的群体迁移行为. 这些优势是以往的传统

皮细胞对微环境变化的响应. 通过考察促血管生长

研究模型, 如 Boyden 小室或 Transwell 小室无法比

因子对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和形成管样结构能力的影

拟的.

响, 评价该系统作为血管生成模型研究的可行性. 在

血管生成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到达血管新生部

促血管生长因子的诱导下, 内皮细胞的增殖能力显

位的内皮细胞相互连接成管腔样结构, 形成初始血

著提高并能形成复杂的管腔样结构, 同时发现, 在促

管网络. 内皮细胞形成血管网络的传统体外研究通

血管生长因子浓度梯度的诱导下, 内皮细胞能定向

常是将细胞接种在包被基质胶或胶原凝胶的孔板

从低浓度区域迁移到高浓度区域, 并侵入到 3D 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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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内皮细胞能自组织成血管网络. 这些研究表明,

好的研究平台, 同时为血管生成相关疾病治疗药物

该系统可以为体外血管生成机理的研究提供一个良

的初步筛选提供一个可靠的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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