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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胶原蛋白海绵的制备及性状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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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重组胶原蛋白：是采用基因工程技术，以毕赤酵母作为宿主菌，构建高表达与人同源的重组胶原蛋白基因工
程菌，经大规模发酵及纯化，获得稳定的生产工艺和高纯度的重组人源胶原蛋白，该重组胶原蛋白具有产量
高、稳定性好、亲水性强、生物相容性好、无免疫病毒风险等优势。
重组胶原蛋白海绵：是指采用化学交联技术将重组胶原蛋白进行化学改性，并经专利清除工艺处理，冷冻干
燥后获得的具有高生物相容性的多孔状胶原蛋白海绵材料，该蛋白海绵具有可降解性，临床使用后不用额外
去除。

摘要
背景：重组胶原蛋白具有良好的亲水性及生物相容性，但其存在溶解性强及机械强度不足等缺点。化学交联
可显著提高材料的韧性、力学强度及耐降解性。
目的：制备重组胶原蛋白海绵，并对其理化性质及安全性进行评价。
方法：采用微生物发酵法获得重组胶原蛋白，经戊二醛交联后，将其置于模具中冷冻干燥，获得多孔重组胶
原蛋白海绵，检测交联后重组胶原海绵的吸水率与孔隙率，采用扫描电镜观察交联前后重组胶原海绵的表面
形态，红外光谱仪对比交联前后重组胶原海绵结构的变化。采用交联重组胶原海绵浸提液培养 L929 细胞，培
养第 68 小时，采用 MTT 法检测细胞相对增殖率，评估交联重组胶原海绵的细胞毒性。
结果与结论：①交联后重组胶原海绵的吸水率为(2 903.83±47.90)%，平均孔隙率在 85%以上；②扫描电镜显
示，交联前，重组胶原海绵的孔隙呈蜂窝状，致密；交联后，重组胶原海绵的孔隙较大，呈板层结构，可看
到板层间桥键连接，纵向可看到较大褶皱；③红外光谱显示，交联后的重组胶原海绵特征性化学结构特征无
明显变化；④交联重组胶原海绵浸提液培养 L929 细胞的相对增殖率为 84%，细胞毒性为 1 级，生物安全性
良好；⑤结果表明采用戊二醛交联制备的重组胶原海绵，理化性质稳定，生物相容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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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胶原蛋白；交联；创面止血；胶原蛋白海绵；基因工程；宿主菌；基因工程菌
主题词：

胶原；止血；交联试剂；组织工程
中图分类号：R459.9；R318.08
基金资助：
西安市科技计划项目(CX13120)；项目负责人：赵金礼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recombinant collagen sponge
He Yue, Master,
1

1

1

1

2

1 1

He Yue , Hou Zengmiao , Li Xiaoying , Gao En , Liu Jianli , Zhao Jinli (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Huikang Biotechnology Co., Ltd., Xi’an 710054, Shaanxi Province, China; 2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Province, China)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Huikang Biotechnology Co.,
Ltd., Xi’an 710054, Shaanx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Recombinant collagen has good hydrophilicity and biocompatibility, but it has the
disadvantages of strong solubility and low mechanical strength. Chemical crosslink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oughness, mechanical strength and degradation resistance of the material.
OBJECTIVE: To prepare recombinant collagen sponge and to evaluate its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afety.
METHODS: The recombinant collagen was obtained via microbial fermentation and cross-link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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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utaraldehyde. The porous recombinant collagen sponge was finally obtained by freeze-drying in the mold. The water absorption, porosity
and crosslinking agent residual of the recombinant collagen sponge were detected. The surface morphology of the recombinant collagen
sponge before and after cross-linking was obser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changes in recombinant collagen structures before
and after cross-linking were compared by infrared spectrometer. L929 cells were cultured with cross-linked recombinant collagen sponge
extract. At 68 hours after culture, the relative proliferation rate of the cells was detected by MTT, and the cytotoxicity of cross-linked
recombinant collagen sponge was evaluat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water absorption of the cross-linked collagen sponge was (2 903.83±47.90)% and the average
porosity was over 85%. (2) Under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pores of the collagen sponge were honeycomb and dense before
cross-linking. After cross-linking, the pores of the collagen sponge were large and bridged bond linkage of laminar layer structure could be
seen, and also the large folds could be seen in the longitudinal direction. (3) There was no obvious change in the characteristic chemical
structure of the recombinant collagen sponge after cross-linking. (4) The relative proliferation rate of L929 cells was 84% after culture in
cross-linked recombinant collagen sponge extract, and the cytotoxicity was level 1, indicating the biological safety was good. To conclude, the
recombinant collagen sponge with glutaraldehyde cross-linking shows stabl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good biocompatibility.
Subject headings: Collagen; Hemostasis; Cross-Linking Reagents;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lan of Xi’an City, No. CX13120 (to ZJL)

0 引言 Introduction

实验方法

1.4

胶原蛋白具有低抗原性、可生物降解性、良好的生物

1.4.1

重组胶原蛋白原料的制备

根据毕赤酵母密码子

相容性及促进细胞增殖等作用，被认为是一种优良的生物

的偏好性设计相应核苷酸序列，然后对设计合成的核苷酸

医用材料，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多个领域[1-5]。有报道认为

序列进行酶切、连接、转化至毕赤酵母的表达载体pPIC9K

胶原具有良好的止血效果，其止血机制：一是由于胶原分

中，通过筛选获得高表达毕赤酵母工程菌，诱导发酵表达，

子具有良好的亲水性，可通过接触伤口吸附创面渗血，促

然后纯化、冻干，获得重组胶原蛋白。

进血痂形成，阻塞断裂的血管；二是胶原对血液中的血小

1.4.2

板具有聚集作用，且胶原可刺激血小板进一步释放凝血因

置2%的胶原水溶液，加入0.04%戊二醛常温交联24 h，

子，激活机体的内源性凝血机制，达到止血效果[6]。同时，

-20 ℃预冻20 h，之后冷冻干燥机48 h冻干；将冻干的胶

由于胶原具有可生物降解性，故在使用后不需要去除，特

原样采用PBS清洗，之后采用1 kd透析膜进行透析处理

别是机体内止血的使用，更为便捷和有效。

24 h，每6 h更换透析外液，透析结束后再次冷冻干燥，获

重组胶原蛋白是采用基因工程技术，以毕赤酵母作为

交联重组胶原海绵的制备

采用重组胶原蛋白配

得交联重组胶原蛋白海绵。

宿主菌，构建高表达与人同源的重组胶原蛋白基因工程

1.4.3

菌，经大规模发酵及纯化，获得稳定的生产工艺和高纯度

化获得的胶原蛋白进行电泳鉴别，采用SDS-PAGE法，上

的重组人源胶原蛋白，该重组胶原蛋白具有产量高、稳定

样质量浓度为1 g/L，上样量10 μL，同时点样Marker，样

性好、亲水性强、生物相容性好、无免疫病毒风险等优势，

品直接恒压90 V跑到底，之后采用染色液染色1 h，脱色液

是一种理想的医用生物材料

[7-10]

。但由于重组胶原的溶解

性强及机械强度不足，在一定程度限制了其使用

[11]

，因此

SDS-PAGE蛋白电泳检测

对微生物发酵并经纯

处理3 h，观察电泳条带情况。
1.4.4

吸水率及孔隙率检测

取适量重组胶原蛋白海绵，

对重组胶原进行改性，以满足生物材料甚至组织工程材料

称质量为m1，将样品浸没于纯化水中，常温浸泡2 h，待其

对基质的要求，是重组胶原得以进一步作为生物材料使用

充分吸水后，取出并吸去材料表面多余水分，称取湿态质

的关键。

量为m2 ，按如下公式计算吸水率，吸水率=(m2-m1)/m1×

研究采用重组胶原蛋白为原料，通过化学交联改性，
制备多孔性可降解胶原海绵，所制备产品性能良好，可为
临床中创面止血方向产品的应用提供研究支持资料。

100%。
取25 mL刻度瓶，加无水乙醇至刻度，称总质量为m1；
取质量为m的重组胶原海绵浸入乙醇中，静置30 min，吸
去刻度线以上的无水乙醇，并称质量为m2；取出胶原海绵，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平行对照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按如下公式计算，孔隙率=(m2-m3-m)/(m1-m3)×100%。

实验于2018-01-10/05-10在陕西慧康

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医药研发中心完成。

1.4.5

红外光谱检测

送检中国广州分析检测中心，具体

为将胶原海绵样品与溴化钾以0.1%-0.5%的比例混合研磨

25%戊二醛溶液、PBS、DMSO购自上海国药

成均匀的粉末后压片，用红外光谱仪进行测定。红外光谱

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MTT检测试剂盒、DMEM培养基

检测范围为500-4 000 cm-1，分辨率为4 cm-1，扫描信号累

购自北京索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L929细胞购自北纳生物

加64次，最终得到样品的红外光谱图。

有限公司；冷冻干燥机购自北京松源华兴生物技术有限公

1.4.6

司；透析袋购自北京瑞达恒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搅拌器、

扫描电镜观察重组胶原交联前后的表面结构，分别观察横

超声仪、细胞培养箱、超净工作台购自宁波群安实验设备

纵切面，放大倍数为200。

有限公司；紫外分光光度计购自日本岛津公司；红外光谱

1.4.7

仪、扫描电镜为陕西科技大学试验设备公共平台中心提供。

先将重组胶原蛋白海绵饱和吸收培养液，之后以0.1 g/mL

1.3

材料

称取剩余乙醇及刻度瓶的总质量为m3，重组海绵的孔隙率

P.O. Box 10002, Shenyang

11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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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电镜观察

体外细胞毒性

将样品干燥后进行喷金处理，采用

以高糖DMEM培养液为浸提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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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进行浸提，浸提温度为37 ℃，浸提时间为24 h。
将传代48-72 h生长旺盛的L929细胞胰酶消化收集，
7

-1

胺Ⅰ峰，1 545 cm-1为酰胺Ⅱ峰)，见图2，说明交联后重组
胶原蛋白海绵依然保持有胶原的自身结构特点。

用高糖DMEM培养基配置成细胞浓度1×10 L 的细胞悬

2.4

扫描电镜观察结果

交联前，重组胶原蛋白海绵孔隙

液，接种至96孔板中，每孔200 μL。在96孔板每孔加入细

呈蜂窝状，致密；交联后，重组胶原蛋白海绵孔隙较大，

胞悬液200 μL，次日换液后，实验组加200 μL重组胶原蛋

呈板层结构，可看到板层间桥键连接，纵向可看到较大褶

白 海 绵 浸 提 液 ， 对 照 组 加常 规 培 养 基 ， 阳 性 对 照组加

皱。从研究结果显示出交联后材料三维结构更加立体，片

5%DMSO。在培养第68小时，各孔加入MTT试剂20 μL，

层结构面积更大，具有更大的理论拉伸机械强度，见图3，

细胞培养箱内孵育4 h，吸弃液体，每孔加入160 μL DMSO，

这也与文献报道相一致，如陈琳等[12]报道胶原交联后拉伸

调零孔此时也加入160 μL DMSO，低速震荡10 min，使用

强度由210 N提高到3 400 N，同时大板层间的交错结构也

酶联免疫检测仪在490 nm波长下测各孔吸光度值(A值)，

提供了更高的吸水性，提高保水力。

用空白调零孔吸光度值调零，取平均值并记录。

2.5

体外细胞毒性检测结果

由图4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增

根据各组的吸光度均值按照如下公式计算细胞的相对

殖情况可知，实验组细胞生长密集，折光率高，细胞界限

增殖率，细胞相对增殖率=实验组平均吸光度值/对照组平

清晰，生长状态良好；对照组细胞按正常培养过程进行增

均吸光度值×100%。当细胞相对增殖率≥100%时，细胞

殖；阳性对照组细胞数量很少，难以正常生长。通过酶联

毒性0级；当细胞相对增殖率在80%-99%之间时，细胞毒

免疫检测仪检测对照组及实验组的平均A值分别为0.632 7

性1级；当细胞相对增殖率在50%-79%之间时，细胞毒性2

和0.531 5，依照细胞相对增殖率公式计算，参照细胞毒性

级；当细胞相对增殖率在30%-49%之间时，细胞毒性3级；

反应评分标准，样品的细胞相对增殖率为84%，属于1级细

当细胞相对增殖率在0-29%之间时，细胞毒性4级。

胞毒性，毒性较低，生物安全性良好。

1.5

主要观察指标

重组胶原蛋白海绵的吸水率、孔隙率

及细胞毒性。

3

讨论 Discussion
胶原蛋白广泛存在于动物结缔组织中，如皮肤、肌腱、

2
2.1

结果 Results

软骨、血管、骨、肌腱、韧带等，是动物体内重要的结构

SDS-PAGE蛋白电泳结果

由同批3个平行样检测电

蛋白，也是哺乳动物体内含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功能蛋白，

泳结果可知，纯化后获得的重组胶原蛋白具有较高的纯度，

如皮肤真皮层的细胞外基质[13-15]，其主要成分即为胶原蛋

表达量高，分子质量在所设计的90 000 Da左右，见图1，

白，对机体起保护及支撑作用。同时研究发现，胶原蛋白

说明所用的发酵体系胶原表达高效、稳定。

与细胞间信息的传递、组织的形成、伤口愈合及机体衰老

2.2

吸水率及孔隙率检测结果

取6组交联重组胶原蛋白

海绵样品，对其吸水率及孔隙率进行检测，结果如表1。

等方面关系密切，故其在组织工程材料、创伤修复等方向
的研究为一大热点领域。
胶原蛋白种类较多，常见类型有Ⅰ型、Ⅱ型、Ⅲ型、

表 1 重组胶原蛋白海绵吸水率与孔隙率的检测
Table 1 Water absorption and porosity of recombinant collagen
sponge

Ⅴ型和Ⅺ型，其中I型胶原广泛存在于机体结缔组织，作为
组 织 工 程 材 料 研 究 也 最 为深 入 。 胶 原 蛋 白 具 有 典型的
(G-X-Y)结构，其中G代表甘氨酸，X、Y代表其他氨基酸，

样品编号

吸水率(%)

孔隙率(%)

1

2 880

86

成了胶原蛋白较低的免疫原性[16]。此外，胶原蛋白还具有

2

2 890

85

生物可降解性、细胞可黏附性、促进血小板凝集及良好的

3

2 890

90

生物相容性等特性[17-20]，基于这些特性，胶原蛋白被作为

4

2 920

86

5

3 000

86

生物材料广泛应用于临床医疗多个方面，如引导组织再生

6

2 870

87

生物膜、胶原海绵、软骨膜片、疝修补片、硬脑膜、人工

G-X-Y结构重复出现，形成胶原原纤维，此独特结构也造

皮肤、人工血管等。实验选用的胶原蛋白原料为微生物发
由上表可知，统计分析交联后重组胶原蛋白海绵的吸

酵法获得的重组人胶原蛋白，该胶原蛋白具有与人同源的

水率为(2 903.83±47.90)%，满足临床中用于止血产品至少

基因序列，并采用高效纯化技术获得，蛋白纯度高，质量

20倍吸湿量的需求，说明交联后重组胶原蛋白海绵支架具

稳定，相比动物提取的胶原蛋白，具有亲水性强、生物相

有良好的吸水率。重组胶原蛋白海绵冻干后呈柔软，多孔

容性好、低免疫原性等优势[21]。

状结构，平均孔隙率在85%以上，提供了较大的比表面积，

胶原蛋白产品虽然取得了良好的临床应用效果，但其

这为样品在止血使用过程中的快速吸湿效率及吸附聚集血

本身也存在降解速率不易控制、产品机械强度相对较差等

小板等提供了良好的三维空间结构。

不足，限制了进一步的开发与利用[22-24]。故当前人们将研

红外光谱检测结果显示，图谱A

究热点放在对胶原改性方面，以期获得生物安全性良好、

与图谱B进行比对，交联前后重组胶原蛋白海绵的光谱图

降解可控、机械强度较高等特点的胶原类产品，使改性后

样无明显差别，各化学键出峰位置差异不大，胶原的特征

的胶原产品可在细胞支架、诱导组织再生及止血等方面有

峰位置大致相同(如2 930 cm-1为酰胺B峰，1 625 cm-1为酰

更广泛的应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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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图注：图中
A 为交联前，B 为
交联后；戊二醛交联后，重组
胶原蛋白海绵依然保持有胶原
的自身结构特点。
图 2 重组胶原蛋白海绵交联
前后红外光谱检测结果
Figure 2 Infrared
spectroscopy results of the
recombinant collagen sponge
before and after cross-l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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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重组胶原蛋白
66.2 kDa 电泳结果

B

Figure 1 Results of
recombinant collagen
electrophor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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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交联前，重组胶原蛋白海绵孔隙呈蜂窝状，致密(A，B)；交联
后，重组胶原蛋白海绵孔隙较大，呈板层结构，可看到板层间桥键连
接，纵向可看到较大褶皱(B，D)。
图 3 重组胶原蛋白海绵交联前后扫描电镜观察结果
Figure 3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detection of the
recombinant collagen sponge before and after cross-linking

常见的交联方法主要有物理交联法，如紫外线照射、

图注：图中 A 为实验组，细胞生长密集，折光率高，细胞界限清晰，
生长状态良好；B 为对照组，细胞生长密集，生长状态良好；C 为阳
性对照组，细胞数量很少，难以正常生长。
图 4 MTT 法检测交联重组胶原蛋白海绵的体外细胞毒性
Figure 4 MTT detection of cytotoxicity in vitro

临床手术中常面临急性出血等突发问题，特别是外科

γ射线、反复冻融等；化学交联法如戊二醛、碳二亚胺、

手术中或术后大量出血，会显著降低手术质量和预后效果，

京尼平、谷氨酰转氨酶、环氧化物等。与物理交联方法相

有效止血是手术成败的关键之一。目前市面上止血材料众

比，化学交联法具有交联度高、反应均一等优势，可显著

多，多具有一定的吸水性能，可通过挤压、局部提高血液

提高材料的韧性、力学强度及耐降解性。戊二醛是最早使

浓度等方式达到止血效果，但止血速率及效果有限。胶原

用的交联剂之一，具有价格低、水性反应、反应高效等特

蛋白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可降解性等优点，将胶原蛋白

点

[25-26]

，可通过两端醛基与2个胶原蛋白的伯氨基反应形成

开发为多孔网状胶原蛋白海绵止血产品，可大量吸附渗出

希夫碱，提高胶原稳定性。如用低浓度戊二醛对胶原纤维

液，同时加速血小板凝聚，达到止血效果。研究制备的交

进行改性处理，胶原纤维的原始形态不会发生明显改变，但

联重组胶原蛋白海绵，蛋白性状完好，孔隙率高，吸水性

可有效改进胶原的物理、化学稳定性。有研究认为，过度使

强，生物相容性良好，临床操作中可紧贴创面，起物理隔

用戊二醛会造成组织钙化，引发组织炎症，且具有较高的细

离屏障作用，防止伤口污染，作为止血材料使用满足要求，

胞毒性，因此使用中应注意对残留戊二醛含量进行有效控

同时与创面接触时，胶原天然的支架结构还可作为细胞黏

制，降低游离戊二醛浓度，保证生物相容性合格。研究结果

附增长的支撑，提高创面愈合效果[32-34]。已有报道发现胶

显示，交联后的重组胶原蛋白海绵孔隙率高，吸水性良好；

原海绵对于凝血机制的启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6

且交联前后红外光谱检测无明显差异，说明交联未改变胶原

这也是后期对该改性材料进一步研究的目标。

，35-36]

，

性质。扫描电镜观察发现，交联后重组胶原蛋白海绵形态结

总体来说，重组胶原蛋白在临床医疗领域应用前景广

构稍有变化，由小孔型网状变为较大褶皱的片状，且间隙有

阔，其高稳定性，易扩大生产，高生物相容性等均是其可

明显的桥状连接，提高了其韧性和机械强度，这也与Chen

作为组织工程医疗器械产品的实施基础，Mirazul等[37-41]也

[27-28]

等

的结果相一致。体外细胞毒性结果表明，材料交联后

将其用于创面修复、角膜替代物等再生医疗领域且取得了

经有效排残处理，最终材料本身的生物相容性较佳，为1级

一定的临床效果，故对重胶原及改性胶原的开发研究未来

细胞毒性，可满足国家对植入类医疗器械的质量要求
P.O. Box 10002, Shenyang

110180

www.CRTER.org

[29-31]

。

依然是生物材料领域热点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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