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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基于静电纺织技术构建血液生物膜的初探及生物相容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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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静电纺织技术：是一种特殊的纤维制造工艺，将聚合物溶液或熔体在强电场中进行喷射纺丝；在电场作用下，
针头处的液滴会由球形变为圆锥形(即“泰勒锥”)，并从圆锥尖端延展得到纤维细丝，这种方式可生产出纳米
级纤维结构的支架材料。
纤维蛋白原：是一种具有凝血功能的蛋白质，在组织工程领域可作为支架材料，该材料可促进细胞的黏附、
增殖，指导细胞行为，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低温喷雾干燥技术：是物料干燥的方法之一，可直接使溶液、乳浊液干燥成粉状，优点为：干燥过程非常迅
速，可直接干燥成粉末，低温不影响生物材料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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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已有研究表明纤维蛋白原可作为组织工程支架材料，若将血液中的纤维蛋白原提纯再利用，可制作出
无免疫原性、生物相容性良好的支架材料。
目的：探索静电纺丝技术制备血液生物膜的方法，评价支架的生物相容性。
方法：将新鲜猪血液经分离、离心、纯化等步骤提纯出纤维蛋白原，分别经真空冷冻干燥机(A 组)、低温喷雾
干燥机(B 组)、56 ℃烘箱干燥(C 组)处理，采用静电纺织技术制作成纤维薄膜支架材料，检测 3 组支架材料
的接触角，采用扫描电镜观察支架材料的三维结构。将 3 组电纺支架材料分别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共培养，
培养 7 d 后，扫描电镜观察细胞生长情况；培养 1-4 d，Alamar Blue 试剂盒检测 B 组支架材料表面细胞增殖。
结果与结论：①扫描电镜显示，A 组可见纤维结构，纤维粗细不均并有大量液滴状结构；B 组可见排列有序
的多层纤维结构，纤维直径、孔径大小接近一致，仅见少量液滴状结构；C 组未见纤维结构，为大小不等的
液滴状结构；②A-C 组支架材料的接触角分别为(82±3)°、(67±5)°、(80±3)°，3 组材料接触角都< 90°，表明
亲水性良好；③共培养 7 d 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均可黏附于 3 组支架材料上，其中 B 组材料表面的细胞分
布较为均匀，细胞黏附生长于纤维表面，细胞核形态相对规则；A、C 组可见少量细胞黏附生长于支架上，C
组细胞量最少，细胞核形态不规则，两组均未见明显纤维结构；④Alamar Blue 实验结果显示，随着培养时间
的延长，B 组支架材料表面的细胞呈增殖趋势，生长状态良好；⑤结果表明，采用静电纺织技术可制备出血
液纤维蛋白原生物膜，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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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ibrinogen can serve as tissue engineering scaffold material. Therefore, the reuse of
fibrinogen in the autologous blood can make the scaffold material which has non-immunogenicity and good biocompatibilit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preparing blood biofilm using the electro-spinning technology and to evaluate the biocompatibility of
the fibrinogen scaffold.
METHODS: Fibrinogen was purified out of the fresh blood after the procedures of separation, centrifugation, and purification, and then
subjected to vacuum freeze drying (group A), low temperature spray drying (group B), and oven drying at 56 oC (group C). It was finally made
into fiber film using the electrospinning technology. Contact angle of the three sets of scaffold materials was detected,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the scaffolds was observed under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ere
co-cultured with the three sets of scaffolds in vitro. Cell growth was observed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t 7 days of culture, and cell
proliferation in the group B was detected using Alamar Blue kit at 1-4 days of culture.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Under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iber structure with uneven fiber thickness was observed, and a
lot of droplet-like structures were also visible in the group A; the ordered multi-layer fiber structure with similar fiber diameter and pore size
was observed in the group B, and only a small amount of droplet-like structures were detected; in the group C, there was no fiber structure, but
the droplet-like structures of different sizes. (2) The contact angle of the scaffold material was (82±3) o in the group A, (67±5)o in the group B,
and (80±3)o in the group C. (3) After 7 days of co-culture, the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dhered to the scaffold materials in the
three groups. The cells on the surface of group B were evenly distributed, which were adherent to the fiber surface and had relative regular
nuclei. Only a small amount of cells grew onto the scaffolds in the groups A and C, especially in the group C, in which the cells had irregular
nuclei and no fiber structure was observed. (4) The cells in the group B exhibited an increasing proliferation tendency as shown by the results
of Alamar Blue experiment, and the cell growth was in good status. All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t is feasible to prepare the blood fibrinogen
biofilm with good biocompatibility using the electrospinning technology.
Subject headings: Fibrinogen; Biofilms; Blood; Electrospinning;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360232 (to YC);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eam Funded
Project of Guiyang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No. 20175-17 (to YC)

0 引言 Introduction

低温喷雾干燥技术，该技术是将溶液或乳浊液雾化，通过

生物材料是组织工程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理想的组

遇冷介质冻结成冰颗粒，而后再脱水干燥成粉。该技术可

织工程材料应有合适的生物力学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静

制备出比表面积大、高空隙度、结构均匀稳定的粉体。已

电纺丝技术是近年来发展的制备直径毫米至纳米级别纤维

有研究证明通过低温喷雾干燥技术处理所得的干燥品优于

的新技术，其制作的纤维结构和空间构象类似于天然细胞

冷冻干燥[15]。低温喷雾干燥技术可直接使溶液、乳浊液干

外基质，并且具有高比表面积、高孔隙率等性质[1-2]，对细

燥成粉状，干燥过程仅持续几秒钟，干燥温度为35-50 ℃，

胞黏附、生长、增殖有益[3]。静电纺丝技术能够制备出微

不影响蛋白质等物质的生物活性，可增加雾滴的表面积，

纳米纤维结构，具有简便快捷、成本低廉、结构可控等优

广泛适用于酶制剂、生物活性制剂等方面。因此研究选择

点。纤维蛋白原是天然的可溶性血液蛋白质，主要由肝细

动物新鲜血液制备纤维蛋白原，经不同干燥方法干燥后，

胞分泌，它由6条链组成，分别是2条Aα、2条Bβ和2条γ

采用静电纺织技术电纺成支架薄膜，通过体外实验评价材

链。纤维蛋白原和凝血酶发生反应形成纤维蛋白，所得纤

料的生物相容性，探讨其作为组织工程支架材料的可行性。

维蛋白可聚合成纤维蛋白纤维网，有助于血液凝固。纤维
蛋白原在止血、伤口愈合、炎症、血管生成和血小板聚集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4]

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常被认为是止血剂或用

1.1

设计

于伤口敷料[5-6]。Balasubramanian等[7]探讨了纤维蛋白原

1.2

时间及地点

支架在心血管、骨、软骨和皮肤组织工程中的应用。

医科大学组织工程与干细胞实验室完成。
[8]

以往研究表明，基于纤维蛋白原的支架材料易于降解 ，
有一定的力学性能和生物相容性[9-10]。Gugutkov等[11]证明

1.3

基于高压静电纺织技术的血液成膜实验。
实验于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在贵州

材料

实验动物：4周龄SD大鼠，体质量50-60 g，雌雄不拘，

纤维蛋白原纳米纤维有指导内皮细胞行为的能力，表明细

许可证号：SYXK(黔)2012-0001，由贵州医科大学动物实

胞可在该支架材料上黏附和增殖。经静电纺丝技术制备出

验中心提供。

的纤维蛋白原支架材料含有丰富的生长因子，例如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等

[12]

。但目前纤维蛋白

实验主要试剂及仪器：无水乙醇(天津永大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蛋白酶抑制剂(Sigma-Aldrich)；1，1，1，3，3，

原的来源普遍是成品物料，无活性保证且价格昂贵，而其

3-六氟-2-丙醇溶液(HFP，TCI America Inc.)；10×MEM

他合成高分子材料存在生物相容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缺

培养基(Sigma Aldrich，Co.)；激光共聚焦显微镜LSM5

陷。新鲜血液经提纯可得纤维蛋白原，其具有良好的生物

Excitor(Carl Zeiss) ； 接 触 角 测 试 仪 (DropMaster

相容性，能够为细胞黏附和细胞间相互作用提供必要的生

DMo-501) ； 扫 描 电 镜 (Hitachi ， 日 本 ) ； 多 功 能 酶 标 仪

物信号，促进组织再生

[13-14]

。一直以来，热敏性材料的快

(SpectraMax M5，Molecular Devices，Sunnyvale，CA)；

速干燥问题困扰着很多科研人员。真空冷冻干燥是将物料

静电纺织机(SS-2534H，Ucalery，中国北京)；低温喷雾

冻结后形成稳定的骨架结构，去除水分后骨架结构基本维

干燥机(JT-6000Y，杭州聚同)；新鲜猪血(贵州医科大学动

持原状并留下孔隙，此种方法耗时较长。此次研究采用了

物实验中心)；DAPI染色剂(北京索莱宝)；Alamar Blue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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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试剂盒(DAL1100，Life Technologies)。

1.5

实验方法

1.4
1.4.1

主要观察指标

3组支架材料的接触角、三维结构，

以及3组电纺支架材料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共培养后的细

纤维蛋白原的制备

取200 mL新鲜猪血液，置于

胞生长及增殖。

4 ℃离心机5 000 r/min离心10 min，吸取上层血浆，按

1.6

10∶1加入医用无水乙醇，混合后-20 ℃孵育8 min，4 ℃

果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处理，结

_

1 800 r/min离心10 min，弃上清，留取沉淀物备用。将沉
淀物分别经真空冷冻干燥机(A组)、低温喷雾干燥机(B组)、

2

56 ℃烘箱干燥(C组)，收集冻干粉，4 ℃保存。

2.1

1.4.2

静电纺织

将3种干燥方法所得的纤维蛋白原分别

结果 Results
不用方法干燥后的粉末大体观

经真空干燥机干燥

后的纤维蛋白原为颗粒状、大小规则不等；经低温喷雾干

配成质量浓度为120 g/L，分别溶解于90%的1，1，1，3，

燥机干燥后的材料为白色、细小粉末状、大小规则较为均

3，3-六氟-2-丙醇溶液和10%的10×MEM培养基中，混匀

一；经56 ℃烘箱干燥后的材料为大颗粒状，且互相粘连成

器混匀

[16]

。取5 mL混合溶液于5 mL的一次性注射器中，将

注射器置于注射泵上，以3.5 mL/h的速度推注。正极连接

大块状，见图1。图2为粉末材料与溶剂充分混合后的混合
溶液，颜色微黄，当血色素较多时褐色加深。

在固定在注射器的6号注射器头上，施加20 kV电压；负极
连接转动轴并施加2 kV电压，产生取向纤维支架。电纺结
束后，将薄膜材料取下放置在通风橱内30 min进行脱气处
理，清除残留的1，1，1，3，3，3-六氟-2-丙醇溶液。将
制备的支架放入医用 无水 乙醇中 浸泡 10 min，用无菌
D-Hanks缓冲液冲洗3次，每次5 min，紫外灯下照射30 min。
为了调节纤维蛋白原支架的降解速度，在含体积分数10%
胎牛血清的完全培养基中加入1 000 kU/mL蛋白酶抑制
剂[17]，4 ℃备用。
1.4.3

接触角测试

在20 ℃下通过DropMaster DMo-501

光学接触角测量仪测量3组支架的接触角，每组随机测量支
架表面5个点对双蒸水的接触角。
1.4.4

扫描电镜观察

取3组支架材料，表面喷金，使用

扫描电镜在20 kV的加速电压下观察样品。
1.4.5

体外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与材料混合培养

图注：图中 A 为经真空干燥机干燥后的纤维蛋白原，为颗粒状、大小
规则不等；B 为经低温喷雾干燥机干燥后的纤维蛋白原，为白色、细
小粉末状、大小规则较为均一；C 为经 56 ℃烘箱干燥后的纤维蛋白
原，为大颗粒状，且互相粘连成大块状。
图 1 纤维蛋白原经不同方法干燥后的大体观
Figure 1 The general view of three groups of blood fibrinogen
after drying

根据NIH

指南(NIH Publication No.85-23 Rev.1985)，动物手术按照
文献[18]描述进行。脱颈处死SD大鼠，无菌条件下取股骨
及胫骨，骨头分离后将一侧骨垢剪断，用5 mL注射器吸取
一定量的无菌PBS，将骨髓冲洗至无菌培养品中，反复吹
打形成细胞悬浊液，将细胞悬液以1 500 r/min离心5 min，
去上清，用DMEM完全培养基重悬细胞，放置于37 ℃、
体积分数5%CO2的培养箱中培养扩增。通过细胞流式实验
检测细胞表面CD45、CD106因子的表达来鉴定干细胞。
取经过消毒后的3组纤维蛋白原支架材料，用无菌D-Hanks
缓冲液洗涤2次，将培养至第3代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以
2.06×109 L-1的细胞浓度接种在支架表面。
1.4.6

生物相容性检测

A

图注：图中 A 为干燥后的纤维蛋白原粉末，B 为纤维蛋白原-溶剂混
合物。
图 2 纤维蛋白原制备及静电纺织过程
Figure 2 Preparation of fibrinogen and electrospinning process

2.2

DAPI检测：细胞与支架共培养第7天时，用DAPI染色
剂处理，使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

细胞增殖检测：取Alamar Blue测定试剂盒，根据试剂

B

扫描电镜观察

通过扫描电镜观察电纺后的支架，见

图3，A组可见纤维结构，纤维粗细不均并有大量液滴状结
构；B组可见排列有序的多层纤维结构，纤维直径、孔径
大小接近一致，仅见少量液滴状结构；C组未见纤维结构，

盒说明书测量B组支架与细胞共培养1，4，7 d的细胞增殖。

为大小不等的液滴状结构。

将测定溶液与细胞培养基以1∶10的体积比混合后，将其

2.3

加入到每个测试孔中，并在37 ℃孵育5 h。温育后，取每

培养7 d后，3组均可见细胞黏附于支架材料上，其中B组细

个样品的测定溶液100 μL放入96孔板中，使用多功能酶标

胞分布较为均匀，明显可见细胞黏附生长于纤维表面，细

仪在544 nm/590 nm的激发/发射下测量荧光强度。除去所

胞核形态相对规则；A、C组可见少量细胞黏附生长于支架

有测定溶液并用PBS洗涤样品2次后，将样品加入培养基继

上，且C组细胞量最少，细胞核形态不规则，两组均未见

续培养。

明显纤维结构。

P.O. Box 10002, Shenyang

110180

www.CRTER.org

DAPI荧光染色观察

DAPI荧光染色结果，见图4，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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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中 A 为经真空干燥机干燥制备的纤维蛋白原，
可见纤维结构，纤维粗细不均并有大量液滴状结构；B
为经低温喷雾干燥机干燥后制备的纤维蛋白原，可见排
列有序的多层纤维结构，纤维直径、孔径大小接近一致，
仅见少量液滴状结构；C 为经 56 ℃烘箱干燥后制备的
纤维蛋白原，未见纤维结构，为大小不等的液滴状结构。
图 3 扫描电镜观察纤维蛋白原微观纤维结构 (×8 000)
Figure 3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observation of the micro-fiber structure of blood fibrinogen (× 8 000)
图注：图中 A 为经真空干燥机干燥制备的纤维蛋白原电纺薄
膜与细胞复合物(×200)，可见少量细胞黏附生长于支架上，细
胞核形态不规则，无明显纤维结构；B 为经低温喷雾干燥机干
燥后制备的纤维蛋白原电纺薄膜与细胞复合物(×200)，细胞分
布较为均匀，明显可见细胞黏附生长于纤维表面，细胞核形态
相对规则；C 为经 56 ℃烘箱干燥后制备的纤维蛋白原电纺薄
膜与细胞复合物(×100)，可见少量细胞黏附生长于支架上，细
胞核形态不规则，无明显纤维结构；图中白色箭头所指为细胞。
图 4 纤维蛋白原电纺薄膜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共培养 7 d 后的 DAPI 荧光染色图
Figure 4 DAPI fluorescence staining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co-cultured with fibrinogen electrospun film for 7 days

接触角测试

2.4

A组接触角为(82±3)°，B组为(67±5)°，

2.5

细胞增殖测定

为了评估电纺后与骨髓间充质干细

C组为(80±3)°，3组材料接触角都< 90°，见图5，表明亲水

胞共培养的相容性是否良好，实验用Alamar Blue法测定细

性良好，其中B组接触角最小，考虑与其纤维排列是否规

胞增殖，结果表明随着培养时间的增加，B组中的细胞增

则有一定关联。

殖呈上升趋势，见图6。
图注：图中 A 为经真空干燥机干燥制备的纤维蛋白原电
纺薄膜，B 为经低温喷雾干燥机干燥后制备的纤维蛋白
原电纺薄膜，C 为经 56 ℃烘箱干燥后制备的纤维蛋白
原电纺薄膜，3 组接触角都小于 90°。
图 5 纤维蛋白原生物膜的接触角
Figure 5 Contact angle of fibrinogen biofilms
P < 0.05

荧光强度(545-590 nm)

P < 0.05

本维持原状并留下孔隙；③该技术可除去95%以上的水分，

P < 0.05

干燥后的物料可在室温和较高的温度下长期保存。真空冷

1 500 000

冻干燥技术应用范围广，主要应用于生物制药、中药加工、
食品加工、生物材料等方面。已有实验将真空冷冻干燥技

1 000 000

术成功用于食品加工等领域[19]。史宏灿等[20]通过真空冷冻
干燥术将胶原蛋白-羟基磷灰石海绵作为组织工程材料。但

500 000

是真空冷冻干燥工作持续时间长，能效低，且干燥后的物
0
1d

4d
培养时间

料成块状，需要二次粉碎后与溶剂混合，待充分溶解后方

7d

图 6 Alamar Blue 法检测纤维蛋白原电纺薄膜-细胞复合物中的细胞
增殖情况
Figure 6 Detection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cells in the biofilm-cell
complex using Alamar Blue method

可进行电纺。56 ℃恒温干燥技术是较为普遍的一种干燥方
法，通过设定所需的温度且恒温干燥可达到干燥效果。
纤维蛋白原是天然高分子材料。有研究采用静电纺丝技
术将其混合在特定比例的六氟异丙醇和DMEM培养基中，成
功制备了纤维蛋白原纳米纤维。实验采用动物新鲜血液中的

3

讨论 Discussion

的纤维蛋白原干燥品。其中低温喷雾干燥法的干燥温度保持

和喷雾干燥对材料的生物活性和结构都有较大的破坏。蛋

在45 ℃左右，干燥时长2.0-3.0 s，为即刻干燥，并且低温

白质一般在70 ℃左右开始失活变性，为避免蛋白质变性，

保持蛋白质不失活，颗粒细致均匀，易于与溶剂混合，电纺

干燥技术的温度控制在70 ℃以下。真空冷冻干燥技术是将

后的纤维结构相对均匀，为3种干燥法最优，可见混合溶剂

传统的热风干燥技术与冷冻相结合，是干燥成本最高的方

通过电场形成的明显泰勒锥结构。该方法优点为可即刻将血

法之一，其技术特点如下：①物料是在低于水的三相点压

液一次性电纺成生物纤维薄膜，用于伤口敷料，促进伤口愈

力(610.5 Pa)以下干燥，该状态下相对平衡温度低、处于

合，其生物膜的特点为：即时可用、无免疫排斥反应、可吸

高度缺氧，因此可保留新鲜物料中的大部分有效成分；②

收、生物相容性良好；真空冷冻干燥法的干燥时长为12-

物料冻结后形成稳定的骨架结构，水分去除后骨架结构基

24 h不等，低温冷冻不影响蛋白质活性，但其干燥品颗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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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干燥方法对电纺过程的影响

纤维蛋白原为原材料，尝试使用不同干燥方法得出不同状态
普通的真空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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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不均，可能导致与溶剂混合不均匀，影响电纺后的纤维结
构；56 ℃烘箱干燥法所得干燥品颗粒较大，如需更好地与

切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疼痛、痛苦和死亡。文章的撰写与编辑修改后文章遵
守了《动物实验体内实验研究报告规范指南》(ARRIVE 指南)。

文章查重：文章出版前已经过专业反剽窃文献检测系统进行 3 次查重。
文章外审：文章经小同行外审专家双盲外审，同行评议认为文章符合期刊

溶剂混合，需额外再对样品进行处理，与溶剂混合不均匀，
影响电纺后的纤维结构，为干燥法中最差选。所以选择低温

发稿宗旨。

生物统计学声明：该文统计学方法已经贵州医科大学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文章版权：文章出版前杂志已与全体作者授权人签署了版权相关协议。

喷雾干燥技术为该实验的干燥方法。
3.2

静电纺丝后材料性质初步评定

经扫描电镜和接触

开放获取声明：这是一篇开放获取文章，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署名-

角测试可知，纤维蛋白原支架材料亲水性良好，皆< 90°；

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4.0”条款，在合理引用的情况下，允许他人以非

3组的接触角差异可能与材料表面的微观形态有关。电镜观

商业性目的基于原文内容编辑、调整和扩展，同时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

察可见纤维结构最好的B组，由于纤维较为均匀，液滴较

拷贝、传递、打印、检索、超级链接该文献，并为之建立索引，用作软件的输
入数据或其它任何合法用途。

少，表面较为平整，所以其亲水性最优；A组与C组可能由
于不同干燥方法所致的材料颗粒与溶剂混合不均所致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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