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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三维细胞培养支架及其制

备方法，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根据细胞培养

装置的形状设计三维细胞培养支架的形状；采用

3d打印机一次打印制造成型；将3d打印制造的三

维细胞培养支架的纤维表面利用处理剂进行表

面处理，即得。本发明采用3D打印技术来制造具

有三维纤维网络结构的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支架

可以节约原料和制造时间、降低生产成本、极大

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规避传统制造技术

的缺陷、便于大规模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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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维细胞培养支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根据细胞培养装置的形状设计三维细胞培养支架的形状；

采用3d打印机一次打印制造成型；

将3d打印制造的三维细胞培养支架的纤维表面利用处理剂进行表面处理，即得；

3d打印机采用的原料为透明聚苯乙烯与透明苯乙烯-丁二烯无规共聚物以质量比为

90-60：10-40的复合物，所述透明聚苯乙烯选自道达尔的GPPS-1050、GPPS-1240和GPPS-

535N，以及扬子石化-巴斯夫的PS  143E、158K和165H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透

明苯乙烯-丁二烯无规共聚物选自雪佛龙菲利普KR03、KR03NW和BK10，以及茂名众和SL-

801G、SL-803G、SL-805F和SL-838F中的一种或几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苯乙烯-丁二烯无规共聚物

中苯乙烯与丁二烯的物质的量的比例为90-50：10-5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剂选自：等离子亲水处理剂

或温敏处理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等离子亲水处理剂选自：氧气、氮

气、二氧化碳、羧酸或其衍生物、氨基酸或其衍生物。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温敏处理剂为N-异丙基丙烯酰胺

或其衍生物。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细胞培养装置选自细胞

培养皿、细胞培养瓶、细胞培养多孔板、细胞培养转瓶、细胞培养管或生物反应器。

7.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三维细胞培养支架。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三维细胞培养支架，其特征在于，该三维细胞培养支架的三维

纤维网络结构参数如下：纤维直径为30-1000微米，相邻纤维的间距为50-1500微米，平行面

层数为1-100000层，相邻平面层的间距为30-1000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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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细胞培养支架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细胞培养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三维细胞培养支架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制药行业、生命科学、医学、临床学检疫检验、细胞治疗和组织工程行业技

术飞速发展。通过动物细胞在体外大规模培养来表达特定的蛋白、单克隆抗体、干扰素及病

毒、疫苗制品、细胞治疗产品已成为目前研究与应用的重点领域。目前常用的细胞大规模培

养的装置主要有细胞培养皿、培养多孔板、培养瓶、培养转瓶、生物反应器、和细胞工厂等，

细胞在培养环境中大都以二维平面的方式贴壁生长、扩增。

[0003] 二维平面细胞培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细胞培养产业的发展需求，但是存在

众多缺陷，比如细胞在这种环境下生长很容易发生拥挤现象而导致细胞间发生接触抑制，

同时细胞暴露于培养液的表面积减少，并且细胞贴附表面积有限。二维细胞培养缺乏像在

体内三维环境一样的细胞与细胞之间、细胞与细胞外基质之间的交互作用，从而使细胞的

增生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利于细胞的分化和原有功能的表达。因此，三维细胞培养应运而

生。三维细胞培养是指将细胞先接种到具有三维网络空间结构的培养载体上，然后使细胞

在这种三维载体上粘附、移行和分化扩增。三维细胞培养克服了二维平面培养的众多缺陷，

三维网络空间结构可以为细胞粘附提供更大的表面积，提高细胞产量的同时减少或甚至避

免细胞接触抑制，提供了近似于人体内的细胞生长三维空间微环境，便于细胞之间和细胞

与细胞外基质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代谢产物的排出，保障了细胞保持原有的分化和功能表

达。

[0004] 目前大多数所采用的三维细胞培养系统是以胶原、多肽、明胶、纤维蛋白、琼脂糖

浆、藻酸盐类等天然高分子做为细胞粘附的支架材料，其具体步骤是先将天然高分子材料

做成水凝胶，然后将细胞与水凝胶、培养液等营养物质混合到一起形成水凝胶态的三维细

胞培养系统。这类三维培养系统虽然较二维培养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着很

多缺陷。由于整个培养系统是粘度比较大的凝胶态，首先不利于营养物质向位于支架深处

的细胞的传输，同时也不利于细胞代谢产物的排出。此外，该类培养系统也不利于细胞与贴

附支架的分离，导致细胞难以收获，而且支架材料也难以回收再利用。这种凝胶态的三维培

养系统大多也难于对所培养的细胞进行随时的动态观察。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能够克

服上述种种缺陷的三维细胞培养系统。

[0005] Baker等人采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的聚苯乙烯纤维多孔支架可以放在多孔培养板

中做为三维细胞培养的插件，但是该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中的纤维的尺寸大小难以控

制，三维纤维间的孔径尺寸和形状不确定、不均匀，平均孔径较小(约15微米)，而且三维纤

维支架在自然状态下是软的，不能维持三维插件的整体形状，因此做为三维细胞培养插件

还存在很多缺陷。刘青公开了一种采用注塑等工艺先生产单层多孔片层支架，然后通过支

柱或粘结等方式进行层层组装的方法来制造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的方法，该制备方法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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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最终的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克服了已有的其它三维细胞培养系统的众多缺陷，但是制

备工艺复杂、能耗高、生产成本高、难于大规模制备。

发明内容

[0006] 基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新的三维细胞培养支架的制备方法。

[0007] 具体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三维细胞培养支架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根据细胞培养装置的形状设计三维细胞培养支架的形状；

[0010] 采用3d打印机一次打印制造成型；

[0011] 将3d打印制造的三维细胞培养支架的纤维表面利用处理剂进行表面处理，即得。

[0012]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3d打印机采用的原料为非生物降解类聚合物或可生物降解

类聚合物，所述非生物降解类聚合物选自：聚苯乙烯、聚丙烯、聚乙烯、聚碳酸酯及其共聚物

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可生物降解类聚合物选自：聚乳酸、聚乳酸-羟基乙酸酯、聚己内酯及

其共聚物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3]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3d打印机采用的原料为透明聚苯乙烯与透明苯乙烯-丁二

烯无规共聚物以质量比为0-90：100-10的复合物。

[0014]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共混物中透明聚苯乙烯与透明苯乙烯-丁二烯无规共

聚物的质量比为90-60：10-40；所述透明苯乙烯-丁二烯无规共聚物中苯乙烯与丁二烯的物

质的量的比例为90-50：10-50。

[0015]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处理剂选自：等离子亲水处理剂或温敏处理剂。

[0016]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等离子亲水处理剂选自：氧气、氮气、二氧化碳、羧酸或

其衍生物(如分子量小于500的饱和或不饱和小分子脂肪族羧酸或芳香族羧酸)、分子量小

于500的氨基酸或其衍生物。

[0017]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温敏处理剂为N-异丙基丙烯酰胺或其衍生物。

[0018]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细胞培养装置选自细胞培养皿、细胞培养瓶、细胞培养

多孔板、细胞培养转瓶、细胞培养管或生物反应器。

[0019] 将该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支架组装到细胞培养装置中的工艺技术方法为对于非封

闭型的细胞培养装置如培养皿、培养多孔板等直接将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支架放置在细胞培

养装置内部，然后进行细胞接种培养。对于封闭型的细胞培养装置如培养瓶、培养转瓶、生

物反应器等先将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支架放置在某一个面敞开的细胞培养装置内部，然后采

用超声焊接、热焊接、激光烧结焊接等工艺将细胞培养装置体的缺失面焊接封闭成型，最后

进行细胞接种培养。

[0020]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三维细胞培养支架。

[0021] 具体的技术方案如下：

[0022] 上述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三维细胞培养支架。

[0023] 在其中一些实施例中，该三维细胞培养支架的三维纤维网络结构参数如下：纤维

直径为30-1000微米，相邻纤维的间距为50-1500微米，平行面层数为1-100000层，相邻平面

层的间距为30-1000微米。

[0024] 该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支架的内部可以具有圆柱体形、或长方体形、或各种形状的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5238735 B

4



棱柱状体型的中空通道，中空通道外接圆柱体的直径为300-5000微米。

[0025] 本发明的原理及优点如下：

[0026] 3D打印技术自19世纪末以来就开始发展，但直到最近几年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进

步，机械自动化的不断更新和互联网的推动才使得3D打印技术应用的黄金时代正式到来。

3D打印技术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属于增材智能制造领域。其制造过程为首先对产品

进行3D图形设计与处理，然后将其转化为3D打印机可识别的数据格式，接着将其导入到3D

打印系统中进行3D打印。对于内部有空腔或活动部件等结构复杂的产品无需设计、制造和

修改模具，可以一次性快速打印成型。因此，本发明采用3D打印技术来制造三维纤维网络结

构的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支架可以简化制造工艺流程、节约原料和制造时间、降低生产成本、

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规避传统制造技术的缺陷、便于大规模智能制造。

[0027] 本发明中优选采用透明聚苯乙烯与透明苯乙烯-丁二烯无规共聚物以质量比为0-

90：100-10的复合物作为三维细胞培养支架的材料(所述透明聚苯乙烯选自道达尔的GPPS-

1050、GPPS-1240或GPPS-535N，或者扬子石化-巴斯夫的PS 143E、158K或165H，

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透明苯乙烯-丁二烯无规共聚物选自雪佛龙菲利普KR03、KR03NW或

BK10，或茂名众和SL-801G、SL-803G、SL-805F或SL-838F，中的一种或几种。)，该材料具有高

强度、高柔韧性、可随意弯折、且透明度高、流动性好、不会堵塞打印机喷嘴等优点，特别适

用于对透明性要求高的生物领域。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描述。所列举的实施例仅是本发明实施

例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其它实施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9] 实施例1

[0030] 先采用AutoCAD软件根据3.5mm培养皿的尺寸设计出纤维直径为300微米，同平面

层纤维间距为300微米，层间距为300微米，层数为12层的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的模型，接

着将该模型3D数据转化成3D打印代码，然后输入到3D打印机中。采用3mm直径的聚丙烯(PP)

线性材料为原料，在打印头温度为210℃，打印线速度为30mm/min的条件下，用FDM原理的3D

打印机将设计的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层层打印出来。采用低温等离子技术对三维纤维细

胞培养插件中纤维表面进行丙烯酸接枝聚合表面处理，接着采用伽玛射线进行辐射消毒，

然后在生物实验台上将该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放置在直径为3.5mm的培养皿中，随后进

行细胞接种并培养48h，最后采用胰酶消化处理收获细胞。

[0031] 实施例2

[0032] 先采用AutoCAD软件根据50ml培养瓶的尺寸设计出纤维直径为500微米，同平面层

纤维间距为1000微米，层间距为500微米，层数为150层的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的模型，接

着将该模型3D数据转化成3D打印代码，然后输入到3D打印机中。采用1.75mm直径的聚苯乙

烯(PS)线性材料为原料，在打印头温度为240℃，打印线速度为50mm/min的条件下，用FDM原

理的3D打印机将设计的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层层打印出来。采用N-异丙基丙烯酰胺对三

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中纤维表面进行接枝聚合温敏表面处理，随后将处理过的细胞培养插

件放置在侧面敞开的体积为50ml的培养瓶中，然后进行超声焊接将培养插件安装固定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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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瓶中，接着采用伽玛射线进行辐射消毒，随后进行细胞接种并培养48h，最后将系统温度

降到20℃进行温敏处理收获细胞。

[0033] 实施例3

[0034] 先采用AutoCAD软件根据850ml培养瓶的尺寸设计出纤维直径为1000微米，同平面

层纤维间距为2000微米，层间距为1000微米，层数为1500层的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模型，

接着将该模型3D数据转化成3D打印代码，然后输入到3D打印机中。采用1.75mm直径的聚乙

烯(PE)线性材料为原料，在打印头温度为190℃，打印线速度为80mm/min的条件下，采用FDM

原理的3D打印机将设计的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层层打印出来。采用N-异丙基丙烯酰胺对

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中纤维表面进行接枝聚合温敏表面处理，随后将处理过的细胞培养

插件放置在侧面敞开的体积为850ml的培养瓶中，然后进行超声焊接将培养插件安装固定

在培养瓶中，接着采用伽玛射线进行辐射消毒，随后进行细胞接种并培养48h，最后将系统

温度降到20℃进行温敏处理收获细胞。

[0035] 实施例4

[0036] 先采用AutoCAD软件根据2000ml培养转瓶的尺寸设计出纤维直径为600微米，同平

面层纤维间距为1000微米，层间距为600微米，层数为4000层的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的模

型，接着将该模型3D数据转化成3D打印代码，然后输入到3D打印机中。采用1.75mm直径的聚

苯乙烯(PS)线性材料为原料，在打印头温度为240℃，打印线速度为50mm/min的条件下，用

FDM原理的3D打印机将设计的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层层打印出来。采用N-异丙基丙烯酰

胺对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中纤维表面进行接枝聚合温敏表面处理，随后将处理过的细胞

培养插件放置在侧面敞开的体积为50ml的培养瓶中，然后进行超声焊接将培养插件安装固

定在培养瓶中，接着采用伽玛射线进行辐射消毒，随后进行细胞接种并培养48h，最后将系

统温度降到20℃进行温敏处理收获细胞。

[0037] 实施例5

[0038] 利用天平秤准确称量道达尔聚苯乙烯GPPS-124010Kg、茂名众和K胶(透明的苯乙

烯-丁二烯无规共聚物，其中丁二烯的摩尔百分含量为30％)SL-803G2.5Kg，先在80℃烘干

后进行预分散共混，然后在双螺杆共混挤出设备中于230℃进行熔融共混6分钟，接着在直

径为1.75mm的圆形模口中挤出，挤出的线材经过冷却水槽冷却定型、两轮牵引机牵引、以

30m/min的速度在双工收卷机上高速收卷，最后烘干、即得透明聚苯乙烯线性材料。

[0039] 先采用AutoCAD软件根据2000ml培养转瓶的尺寸设计出纤维直径为600微米，同平

面层纤维间距为1000微米，层间距为600微米，层数为4000层的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的模

型，接着将该模型3D数据转化成3D打印代码，然后输入到3D打印机中。采用上述方法制备得

到的1.75mm直径的透明聚苯乙烯线性材料为原料，在打印头温度为240℃，打印线速度为

50mm/min的条件下，用FDM原理的3D打印机将设计的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层层打印出来。

采用N-异丙基丙烯酰胺对三维纤维细胞培养插件中纤维表面进行接枝聚合温敏表面处理，

随后将处理过的细胞培养插件放置在灌流生物反应器中，消毒后，随后进行细胞接种并灌

流培养48h，最后将系统温度降到20℃进行温敏处理收获细胞。然后对生物反应器中的三维

插件进行传代接种，循环培养、循环无伤收获细胞。

[0040]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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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41]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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