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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用于肝细胞培养及肝脏类器官

制备的增殖培养基以及分化培养基，该增殖培养

基和分化培养基以用于哺乳动物细胞生长的培

养基为基础培养基，添加有补充L-谷氨酰胺的试

剂、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pH值调节剂、原代细

胞培养抗生素、血清替代物、N-乙酰半胱氨酸和

任选的烟酰胺，以及添加有BMP抑制剂、Wnt激动

剂、生长因子、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P38信号通

路抑制剂、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地塞米松、

BMP7和cAMP激活剂中的一种或任意多种。利用本

发明的培养基培养肝脏细胞可获得有功能的肝

脏类器官。

权利要求书3页  说明书23页  附图19页

CN 110317775 A

2019.10.11

CN
 1
10
31
77
75
 A



1.一种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其以用于哺乳动物细胞生长的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添加

有补充L-谷氨酰胺的试剂、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pH值调节剂、原代细胞培养抗生素、血清

替代物、N-乙酰半胱氨酸和任选的烟酰胺，以及添加有BMP抑制剂、Wnt激动剂、生长因子、

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P38信号通路抑制剂、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地塞米松、BMP7和cAMP

激活剂中的一种或任意多种。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其特征在于，所述无血清细胞培养基以用于

哺乳动物细胞生长的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添加有补充L-谷氨酰胺的试剂、维持培养基pH

值稳定的pH值调节剂、原代细胞培养抗生素、血清替代物、N-乙酰半胱氨酸、生长因子和

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任选地添加有烟酰胺、BMP抑制剂、Wnt激动剂、P38信号通路抑制剂、

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地塞米松、BMP7和cAMP激活剂中的一种或任意多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其特征在于，所述细胞培养基为细胞增殖培

养基，以用于哺乳动物细胞生长的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添加有补充L-谷氨酰胺的试剂、维

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pH值调节剂、原代细胞培养抗生素、血清替代物、N-乙酰半胱氨酸和烟

酰胺，以及添加有BMP抑制剂、Wnt激动剂、生长因子、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P38信号通路抑

制剂和cAMP激活剂中的一种或任意多种；优选地，所述细胞培养基添加有BMP抑制剂、Wnt激

动剂、生长因子和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并任选地添加有以及P38信号通路抑制剂和cAMP激

活剂中的一种或两种；或

所述细胞培养基为细胞分化培养基，以用于哺乳动物细胞生长的培养基为基础培养

基，添加有补充L-谷氨酰胺的试剂、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pH值调节剂、原代细胞培养抗生

素、血清替代物和N-乙酰半胱氨酸，并添加有BMP7、生长因子、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Notch

信号通路抑制剂和地塞米松的一种或任意多种；优选地，所述培养基添加有BMP7、生长因

子、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地塞米松和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

4.如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础培养基为

改进DMEM/F12或改进RPMI培养基。

5.如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其特征在于，

所述BMP抑制剂选自Noggin、A-83-01、DAN和DAN样蛋白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所述BMP

抑制剂在所述培养基中的终浓度在0.5-800ng/ml培养基的范围内；

所述Wnt激动剂选自R  spondin、GSK抑制剂和Wnt3(如Wnt3a)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

每种Wnt激动剂的终浓度为1-1500ng/ml培养基；

所述生长因子选自表皮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基本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肝细

胞生长因子、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和角质化细胞生长因子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所述生

长因子的终浓度为1-1000ng/ml培养基；

所述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选自Y27632、HA1077和H1152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所述

Rock抑制剂的终浓度在0.5-50μM的范围内；

所述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选自DAPT(GSI-IX)、MK-0752、RO4929097、Semagacestat

(LY450139)、LY411575、Dibenzazepine(YO-01027)、Avagacestat、Crenigacestat、NGP555

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所述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的终浓度为0.1-50μM；

所述P38信号通路抑制剂选自SB203580，Doramapimod，SB202190，LY2228820，VX-702，

PH-797804，VX-745，TAK-715，BMS-582949，Losmapimod，Pexmetinib和Skepinoe-L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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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种；优选地，所述P38信号通路抑制剂的终浓度为1-20μM；

所述cAMP激动剂为Forskolin；优选地，所述cAMP激动剂的终浓度为1-200μM。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其特征在于，所述细胞培养基为细胞增殖培

养基，包含作为BMP抑制剂的Noggin和A-83-01，作为有丝分裂生长因子的EGF、FGF10和

FGF2，作为Wnt激动剂的R  spondin，以及作为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的Y27632，并补充有

GlutaMAX-I、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pH值调节剂、原代细胞抗生素、B27血清替代物、烟酰胺

和N-乙酰半胱氨酸；优选地，所述细胞培养基还含有作为Wnt激动剂的GSK抑制剂如

CHIR99021，和/或Wnt3a。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其特征在于，所述培养基还含有P38抑制剂

如SB202190、cAMP激活剂如Forskolin、和BMP7中的任意一种、任意两种或全部三种。

8.如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其特征在于，当含有时：Noggin的终浓度

为5-15ng/ml；A-83-01的终浓度为300-800ng/ml；EGF的终浓度为20-80ng/ml；FGF10的终浓

度为5-15ng/ml；FGF2的终浓度为0.1-2ng/ml；R  spondin的终浓度为50-150ng/ml；Y27632

的终浓度为5-15μM；SB202190的终浓度为5-15μM；cAMP激活剂的终浓度为5-15μM；GSK抑制

剂的终浓度为1-5μM；BMP7的终浓度为10-40ng/ml；Wnt3a的终浓度为300-600ng/ml。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其特征在于，所述细胞培养基为细胞分化培

养基，含有BMP7、生长因子、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和地塞米松，并补

充了GlutaMAX-I、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pH值调节剂、原代细胞抗生素、B27血清替代物和

N-乙酰半胱氨酸；优选地，所述生长因子包括FGF10、FGF2和HGF以及任选的FGF19，所述

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为DAPT，所述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为Y27632。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无血清培养基，其特征在于，所述BMP7的终浓度为10-40ng/ml，

所述生长因子的终浓度为50-200ng/ml，所述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的终浓度为1-15μM，所

述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的终浓度为5-15μM，所述地塞米松的终浓度为0.01-30μM；

优选地，FGF10的终浓度为5-15ng/ml；FGF2的终浓度为0.1-2ng/ml；HGF的终浓度为10-

40ng/ml；当含有时，FGF19的终浓度为10-100ng/ml；Y27632的终浓度为5-15μM；地塞米松的

终浓度为1-10μM；和DAPT的终浓度为5-15μM。

11.一种试剂盒，其含有作为基础培养基的用于哺乳动物细胞生长的培养基，补充L-谷

氨酰胺的试剂、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pH值调节剂、原代细胞培养抗生素、血清替代物、N-

乙酰半胱氨酸和任选的烟酰胺，以及BMP抑制剂、Wnt激动剂、生长因子、Rock信号通路抑制

剂、P38信号通路抑制剂、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地塞米松、BMP7和cAMP激活剂中的一种或

任意多种；

优选地，所述试剂盒还含有细胞外基质；

优选地，所述试剂盒含有权利要求2-10中任一项所述的培养基，或其所含的成分能配

制成权利要求2-10中任一项所述的培养基；优选地，所述试剂盒含有所述细胞增殖培养基

和细胞分化培养基。

12.一种细胞培养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细胞培养物含有权利要求1-10中任一项所述的

培养基以及肝脏细胞；

优选地，所述细胞培养物为含有所述培养基及类器官的细胞培养物。

13.一种肝细胞培养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使用权利要求3-8中任一项所述的细胞增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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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制备肝细胞悬液，将该悬液与细胞外基质混合，然后进行培养的步骤，和/或使用权利

要求3-5和9-10中任一项所述的细胞分化培养基对细胞进行分化的步骤。

14.权利要求12所述的类器官或采用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制备得到的类器官在药物

开发、药物筛选和食品补充剂的毒性测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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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肝细胞培养及肝脏类器官制备的培养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肝脏细胞的培养及类器官的建立，具体而言，本发明涉及用于肝细胞

培养及肝脏类器官制备的培养基。

背景技术

[0002]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也是人体内最大的消化腺，同时也是机体物质能量

代谢的中心。肝脏主要由两种上皮细胞组成，分别是肝细胞和胆管细胞。肝脏的主要功能包

括：储存肝糖原，合成基本的分泌性蛋白，清除外源化合物，调控机体代谢，转运药物以及排

泄胆汁等。正是由于肝脏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很多与肝脏有关的疾病，如肝炎、肝癌、肝纤

维化、肝硬化、急慢性肝衰竭等，均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中国是肝炎感染的高发国家，

因此重症肝脏疾病在中国的发病率也非常高。肝脏移植仍然是重症肝脏疾病治疗最有效的

手段。由于肝脏供体的匮乏，很多重症肝脏疾病患者最终在保守治疗中死去，因此亟待需要

发展新的治疗手段来提高肝病治疗的存活率。如果能将一个肝脏供体的细胞分离并移植给

多个病人，可以大大节省肝源，使更多病人获得治疗机会。肝细胞的移植治疗在动物模型中

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并且研究结果显示肝细胞移植可以显著改善肝损伤动物的肝功

能和个体存活率。人胚胎肝细胞或成体肝实质细胞移植可显著提高急性肝衰竭病人的存活

率，并已被用于延长急性肝衰竭病人的生命。因此肝细胞移植治疗是未来治疗重症肝脏疾

病的趋势。尽管肝细胞在体内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但是在体外成熟肝细胞的长时间培养

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0003] 体外肝细胞培养主要采用三种策略：一是肝脏细胞的体外直接培养，二是通过干

细胞的体外肝细胞定向分化培养，三是通过诱导纤维祖细胞转分化为类肝细胞培养。成熟

肝细胞的培养一直是世界性难题，近期的研究表明，成熟肝细胞仅仅可以在体外维持一周

左右的扩增培养。尽管胆管细胞可以在体外长期培养，但是其在诱导转分化为肝细胞以后

仅能有限地恢复肝损伤动物的肝功能。利用人类胚胎干细胞(hES)和诱导多潜能性干细胞

(hiPS)的体外分化技术，可以诱导干细胞分化成具有肝细胞标记物和部分肝细胞功能的

“类肝细胞”。通过体外化学诱导或者转染肝细胞特异性的转录因子，可以诱导成纤维细胞

转分化为具有部分肝细胞功能的肝细胞。然而近期的研究显示，这种体外的重编程将可能

导致遗传和表观遗传改变，诱导产生基因组不稳定性和基因突变，将转基因生物材料移植

入人体将面临很大的伦理学问题，这些缺陷将导致hES和hiPS来源的“类肝细胞”细胞移植

具有巨大的风险。目前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可控的肝脏细胞培养新技术体系，在体外培养出

具有肝组织器官功能的正常成熟肝细胞。

[0004] 类器官(Organoid)研究是极重要的前沿性热点领域，是一种最新的细胞体外培养

技术，即由干细胞定向诱导分化细胞、正常组织细胞或者病人发病组织细胞培养而形成的

三维体外组织培养技术。类器官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细胞在体内的微环境，对在体外构建

具有生理功能的研究模型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利用类器官培养已经在体外成功构

建了结肠、胃、前列腺和胰腺等组织类器官。尽管类器官培养研究仍处于相对起步阶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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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技术已经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干细胞和肿瘤的研究。类器官具有以

下主要优点：(1)维持了组织器官细胞的高度复杂性；(2)维持了功能细胞与微环境基质的

接触极性，更好地模拟了体内微环境；(3)来源于临床组织的类器官培养效率高，耗时少，可

进行细胞的长期培养；(4)同时具备了可进行遗传操作的优点和模型的三维复杂特性。最新

的研究表明，类器官可以快速准确地预测抗癌药物的疗效。类器官技术被Nature  Methods

评价为2017年生命科学领域最具潜力的年度技术。类器官模型将在疾病模型构建、器官移

植、药物筛选、药物安全性测试和药物疗效评价等领域发挥巨大的应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通过细胞谱系示踪技术标记小鼠的成熟肝脏细胞，结合流式细胞分选和肝

细胞的类器官培养技术，发现成熟的小鼠肝脏细胞可以进行快速增殖，并能在体外长期培

养，且具备肝脏细胞特异性的基因表达，例如Albumin、Hnf4α、Krt8、Cdh1等。另外，肝脏类器

官中存在胆管细胞的分化，在类器官中形成类似胆管的结构。同时，本发明也建立了源于人

胚胎肝脏和正常肝脏样本的肝脏细胞类器官培养体系，获得了长期培养的人肝脏类器官。

在此基础上，通过将肝脏类器官细胞移植到肝脏损伤小鼠模型，本发明人发现肝脏类器官

能够显著地恢复肝损伤小鼠的肝功能，并显著提高动物的存活率。

[0006] 因此，本发明第一方面提供一种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其以用于哺乳动物细胞生长

的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添加有补充L-谷氨酰胺的试剂、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pH值调节

剂、原代细胞培养抗生素、血清替代物、N-乙酰半胱氨酸和任选的烟酰胺，以及添加有BMP抑

制剂、Wnt激动剂、生长因子、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P38信号通路抑制剂、Notch信号通路抑

制剂、地塞米松、BMP7和cAMP激活剂中的一种或任意多种。

[0007]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无血清细胞培养基以用于哺乳动物细胞生长的培

养基为基础培养基，添加有补充L-谷氨酰胺的试剂、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pH值调节剂、原

代细胞培养抗生素、血清替代物、N-乙酰半胱氨酸和任选的烟酰胺，以及添加有生长因子和

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任选地添加有BMP抑制剂、Wnt激动剂、P38信号通路抑制剂、Notch信

号通路抑制剂、地塞米松、BMP7和cAMP激活剂中的一种或任意多种。

[0008]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基础培养基为改进DMEM/F12或改进RPMI培养基。

[0009]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BMP抑制剂选自Noggin、A-83-01、DAN和DAN样蛋白

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所述BMP抑制剂在所述培养基中的终浓度在0.5-800ng/ml培养基的

范围内。

[0010]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Wnt激动剂选自R  spondin、GSK抑制剂和Wnt3(如

Wnt  3a)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每种Wnt激动剂的终浓度为1-1500ng/ml培养基。

[0011]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生长因子选自表皮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基

本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肝细胞生长因子、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和角质化细胞生长因子

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所述生长因子的终浓度为1-1000ng/ml培养基。

[0012]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选自Y  27632、HA1077和

H1152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所述Rock抑制剂的终浓度在0.5-50μM的范围内。

[0013]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选自DAPT(GSI-IX)、MK-

0752、RO4929097、Semagacestat(LY450139)、LY411575、Dibenzazepine(YO-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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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gacestat、Crenigacestat、NGP  555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所述Notch信号通路抑制

剂的终浓度为0.1-50μM。

[0014]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P38信号通路抑制剂选自SB203580，Doramapimod，

SB202190，LY2228820，VX-702，PH-797804，VX-745，TAK-715，BMS-582949，Losmapimod，

Pexmetinib和Skepinoe-L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所述P38信号通路抑制剂的终浓度为1-

20μM。

[0015]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cAMP激动剂为Forskolin；优选地，所述cAMP激动

剂的终浓度为1-200μM。

[0016]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细胞培养基为细胞增殖培养基，以用于哺乳动物

细胞生长的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添加有补充L-谷氨酰胺的试剂、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

pH值调节剂、原代细胞培养抗生素、血清替代物、N-乙酰半胱氨酸和烟酰胺，以及添加有BMP

抑制剂、Wnt激动剂、生长因子、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P38信号通路抑制剂和cAMP激活剂中

的一种或任意多种。

[0017]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细胞增殖培养基添加有BMP抑制剂、Wnt激动剂、生

长因子和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并任选地添加有以及P38信号通路抑制剂和cAMP激活剂中

的一种或两种。

[0018]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细胞培养基为细胞增殖培养基，包含作为BMP抑制

剂的Noggin和A-83-01，作为有丝分裂生长因子的EGF、FGF10和FGF2，作为Wnt激动剂的R 

spondin，以及作为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的Y  27632，并补充有GlutaMAX-I、维持培养基pH值

稳定的pH值调节剂、原代细胞抗生素、B27血清替代物、烟酰胺和N-乙酰半胱氨酸；优选地，

所述细胞培养基还含有作为Wnt激动剂的GSK抑制剂如CHIR99021，和/或Wnt3a。

[0019]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增殖培养基还含有P38抑制剂如SB202190、cAMP激

活剂如Forskolin、和BMP7中的任意一种、任意两种或全部三种。

[0020]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增殖培养基中，当含有时：Noggin的终浓度为5-

15ng/ml；A-83-01的终浓度为300-800ng/ml；EGF的终浓度为20-80ng/ml；FGF10的终浓度为

5-15ng/ml；FGF2的终浓度为0.1-2ng/ml；R  spondin的终浓度为50-150ng/ml；Y27632的终

浓度为5-15μM；SB202190的终浓度为5-15μM；cAMP激活剂的终浓度为5-15μM；GSK抑制剂的

终浓度为1-5μM；BMP7的终浓度为10-40ng/ml；Wnt3a的终浓度为300-600ng/ml。

[0021]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细胞培养基为细胞分化培养基，以用于哺乳动物

细胞生长的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添加有补充L-谷氨酰胺的试剂、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

pH值调节剂、原代细胞培养抗生素、血清替代物和N-乙酰半胱氨酸，并添加有BMP7、生长因

子、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和地塞米松的一种或任意多种。

[0022]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分化培养基添加有BMP7、生长因子、Notch信号通

路抑制剂、地塞米松和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

[0023]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细胞培养基为细胞分化培养基，含有BMP7、生长因

子、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和地塞米松，并补充了GlutaMAX-I、维持培

养基pH值稳定的pH值调节剂、原代细胞抗生素、B27血清替代物和N-乙酰半胱氨酸；优选地，

所述生长因子包括FGF10、FGF2和HGF以及任选的FGF19，所述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为DAPT，

所述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为Y27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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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分化培养基中，所述BMP7的终浓度为10-40ng/ml，

所述生长因子的终浓度为50-200ng/ml，所述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的终浓度为1-15μM，所

述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的终浓度为5-15μM，所述地塞米松的终浓度为0.01-30μM。

[0025]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分化培养基中，FGF10的终浓度为5-15ng/ml；FGF2

的终浓度为0.1-2ng/ml；HGF的终浓度为10-40ng/ml；当含有时，FGF19的终浓度为10-

100ng/ml；Y  27632的终浓度为5-15μM；地塞米松的终浓度为1-10μM；和DAPT的终浓度为5-

15μM。

[0026]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试剂盒，其含有作为基础培养基的用于哺乳动物细胞生长的培

养基，补充L-谷氨酰胺的试剂、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pH值调节剂、原代细胞培养抗生素、

血清替代物、N-乙酰半胱氨酸和任选的烟酰胺，以及BMP抑制剂、Wnt激动剂、生长因子、Rock

信号通路抑制剂、P38信号通路抑制剂、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地塞米松、BMP7和cAMP激活

剂中的一种或任意多种。

[0027]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试剂盒还含有细胞外基质。

[0028]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试剂盒含有本文任一实施方案所述的培养基；优

选地，所述试剂盒含有所述细胞增殖培养基和细胞分化培养基。

[0029]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细胞培养物，所述细胞培养物含有本文任一实施方案所述的培

养基以及肝脏细胞。

[0030]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方案中，所述细胞培养物为含有所述培养基及类器官的细胞培

养物。

[0031]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肝细胞培养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使用本文任一项所述的细胞增

殖培养基制备肝细胞悬液，将该悬液与细胞外基质混合，然后进行培养的步骤，和/或使用

本文任一实施方案所述的细胞分化培养基对细胞进行分化的步骤。

[0032] 本发明还提供本文所述的类器官或采用所述的方法制备得到的类器官在药物开

发、药物筛选和食品补充剂的毒性测定中的应用。

附图说明

[0033] 图1：29种细胞因子组合方式分别培养等量细胞，第1天类器官情况。

[0034] 图2：29种细胞因子组合方式分别培养等量细胞，第6天类器官情况。

[0035] 图3：29种细胞因子组合方式分别培养等量细胞，第12天类器官情况。

[0036] 图4：29种细胞因子组合方式分别培养等量细胞，第14天类器官情况。

[0037] 图5：29种细胞因子组合方式分别培养等量细胞，第20天类器官情况。

[0038] 图6：通过人体胎肝细胞培养基建立了肝脏类器官培养体系。离体组织块儿经过机

械剪切和胶原酶消化成单细胞后，在基质胶上进行3D培养形成类器官。图示为种下5-7天

后，明场下不同肝脏样本的类器官形成情况。

[0039] 图7：利用人体胎肝细胞培养基建立了肝脏类器官的长期培养体系。

[0040] 图8：胚胎肝脏类器官形成效率。

[0041] 图9：胚胎肝脏类器官形成效率的统计。

[0042] 图10：胚胎肝脏类器官维持肝细胞基因的表达。

[0043] 图11：胚胎肝脏类器官低表达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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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图12：胚胎肝脏类器官维持肝脏的组织学特征。

[0045] 图13：胚胎肝脏类器官表达成熟肝细胞的标志物。

[0046] 图14：胚胎肝脏类器官高表达肝细胞功能的相关标志物。

[0047] 图15：胚胎肝脏类器官高表达细胞色素P450酶家族的基因。

[0048] 图16：胚胎肝脏类器官具有成熟肝的功能。

[0049] 图17：胚胎肝脏类器官可以延长肝损伤小鼠的寿命。

[0050] 图18：胚胎肝脏类器官可以整合进肝损伤小鼠的肝脏中。

[0051] 图19：胚胎肝脏类器官具有修复FRG模型小鼠肝脏的功能。

[0052] 图20：胚胎肝脏类器官移植到FRG肝损伤模型的小鼠内具有分泌ALB的功能。

[0053] 图21：胚胎肝脏类器官在体外长期培养具有向胆管细胞转分化的倾向。

[0054] 图22：建立成体肝细胞类器官培养体系。

[0055] 图23：成体肝细胞类器官形成效率检测。

[0056] 图24：成体肝细胞类器官形成效率。

[0057] 图25：成体肝细胞类器官形成效率的统计。

[0058] 图26：成体肝细胞类器官维持肝细胞基因表达。

[0059] 图27：成体肝细胞类器官表达成熟肝细胞的标志物。

[0060] 图28：成体肝细胞类器官高表达细胞色素P450酶家族的基因。

[0061] 图29：成体肝细胞类器官主要由肝细胞构成。

[0062] 图30：成体肝细胞类器官具有成熟肝的功能。

[0063] 图31：成体肝脏类器官具有向胆管分化的潜能。

[0064] 图32：4种分化培养基诱导分化14天细胞生长情况。

[0065] 图33：4种分化培养基诱导分化14天肝细胞相关标志物表达情况。

[0066] 图34：分化后的肝脏类器官形成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结构。

[0067] 图35：分化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具有与肝脏组织相似的基因表达谱。

[0068] 图36：分化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具有成熟肝细胞功能。

[0069] 图37：分化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具有细胞色素P450酶家族3A4活力。

[0070] 图38：分化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具有成熟胆管细胞的功能。

[0071] 图39：分化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具有修复急性肝损伤小鼠肝脏的功能。

[0072] 图40：分化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可以整合进急性肝损伤小鼠的肝脏中。

[0073] 图41：分化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可以延长慢性肝损伤小鼠的寿命。

[0074] 图42：分化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移植到FRG肝损伤模型的小鼠内具有分

泌ALB的功能。

[0075] 图43：分化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可以整合进慢性肝损伤小鼠的肝脏中。

[0076] 图44：分化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具有修复损伤肝脏的功能。

[0077] 图45：分化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在体内可形成胆管结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78] 应理解，在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的上述各技术特征和在下文(如实施例)中具体

描述的各技术特征之间都可以互相组合，从而构成优选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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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本领域周知，成熟肝细胞在体外培养条件下存活通常不超过1周，并且在普通体外

培养条件下无法增殖。为解决此问题，本文提供肝脏细胞的培养方法，该方法包括使含分离

的肝脏细胞的细胞培养液与细胞外基质(ECM)接触的步骤。本发明人发现，利用本发明的方

法培养肝细胞能提高肝细胞的存活时间，维持成熟肝细胞的分化特性，实现分化肝细胞的

持续存在。在不存在ECM的条件下，无法长时间培养肝细胞培养物，并且观察不到分化的肝

细胞持续存在。此外，ECM的存在下可培养获得三维的组织类器官。具体而言，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采用本文所述的方法培养的肝细胞可发育成肝细胞-胆管细胞的类器官，该类器官包

含衬有胆管样的上皮的管腔，形成管腔的细胞维持胆管的功能。所产生的类器官既有肝细

胞的特征又部分发挥胆管的功能。更意外的是，本发明人发现，在不存在干细胞龛的条件

下，采用本文所述的方法能使得单个分离的原代肝细胞长成肝细胞-胆管细胞的类器官。该

单元的开放的上部分封闭，并且腔充有凋亡细胞。新形成的肝的类器官发挥肝脏的功能，同

时具有修复受损伤肝脏的功能。而在不存在ECM的条件下培养不出三维的组织类器官。

[0080] 本文中，“肝脏细胞”指任何分离自肝脏的细胞，包括但不限于原代肝细胞、胚胎肝

干/祖细胞和肝癌细胞。从肝脏组织分离肝脏细胞的方法在本领域是已知的，主要的分离方

法包括非灌流法(Spotorno  et  al.，2006)和灌流法(Kuniyoshi  et  al.，2004)。非灌流法

又分为：机械分离法(Kravchenko  et  al.，2002)：即通过使用外科手术器械，将肝脏组织分

离成小块，通过吹散挤压分离得到肝细胞；胰酶消化法(Wang  et  al.,2017)：利用胰酶来破

坏肝细胞之间的桥梁，使肝细胞分离的一种方法；胶原酶消化法(Ehrhardt  and  Schmicke,

2016)：用胶原酶来破坏细胞之间的纤维成分，现将组织剪成小块用无钙无镁的PBS中清洗

一遍，置于胶原酶中消化，后用含血清的DMEM中止反应，离心得到肝细胞悬液。灌流法是指

通过下腔静脉向肝脏中依次注入多种分离溶液进而获得肝细胞的一种方法。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本发明选用离体胶原酶灌流法获得小鼠肝细胞。离体胶原酶灌流法是将离体灌注与

胶原酶消化相结合的方法，在使用该方法分离肝细胞时，解剖暴露小鼠肝门静脉及下腔静

脉，于下腔静脉内置管，建立灌流通路。首先用预热的无钙无镁的EBSS液灌流80-150mL，换

用含钙镁离子的EBSS溶液持续灌流50-80mL，然后换用胶原酶作持续灌流，使肝细胞与间质

分离，释放肝细胞。接着用肝细胞终止液终止胶原酶的消化作用，过滤、离心、弃上清后用肝

细胞培养液重悬沉淀得到肝细胞悬液。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选用机械分离法与胶原

酶消化法相结合获得人源肝细胞。先剥除肝组织被膜和血管等纤维成分，用剪刀将肝组织

剪成1mm3左右的小块，将小块肝组织转移至含有肝细胞分离培养基的离心管中，用吸管轻

微吹打，静置沉淀后弃上清，洗涤数次后，加入适量的4-8mg/ml的IV型胶原酶在37℃培养箱

中震荡消化一段时间(如40-80min，如60min左右)。待无明显肉眼可见块状组织，用含10％

胎牛血清的高糖DMEM终止反应，600-1000rpm离心3-6min后弃上清。沉淀即包含所需肝细

胞。

[0081] 本文中，“细胞外基质”由结缔组织细胞分泌，包含多种多糖、水、弹性蛋白和糖蛋

白，其中糖蛋白包括胶原蛋白、纤连蛋白、巢蛋白和层粘连蛋白。不同类型的ECM是已知的，

其包括不同的组成，如含有不同类型的糖蛋白或糖蛋白的不同组合。产细胞外基质的细胞

的实例是主要产胶原蛋白和蛋白聚糖的软骨细胞，主要产IV型胶原蛋白、层粘连蛋白、间质

前胶原蛋白和纤连蛋白的成纤维细胞，和主要产胶原蛋白(I、III和V型)、硫酸软骨素蛋白

聚糖、透明质酸、纤连蛋白和肌糖蛋白C的结肠成肌纤维细胞。本文中，ECM中所含的多糖、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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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蛋白、糖蛋白、胶原蛋白、纤连蛋白、巢蛋白和层粘连蛋白为本领域周知的ECM中所含的各

种多糖、弹性蛋白、糖蛋白、胶原蛋白、纤连蛋白、巢蛋白和层粘连蛋白。例如，胶原蛋白可以

是本领域周知的包含于天然ECM中的I、III、IV和V型胶原蛋白。

[0082] 适用于本文的ECM可从市售途径获得。可商购的细胞外基质的实例包括细胞外基

质蛋白(Invitrogen，R&D  systems)和基质胶(MatrixgelTM，BD  Biosciences)等。在某些实

施方案中，本文的培养方法中使用的ECM包含至少两种不同的糖蛋白，例如两种不同类型的

胶原蛋白或一种胶原蛋白与一种层粘连蛋白。所述ECM可以是合成的水凝胶细胞外基质或

天然存在的ECM。最优选的ECM由基质胶( 3-D  Culture  MatrixTM)(R&D  systems)提

供，其包含层粘连蛋白。

[0083] 分离获得待培养的肝细胞后，可用本文所述的增殖培养基制成细胞悬液，与ECM混

合，进行3D培养。适用于本文所述方法的细胞培养基(也称为基础培养基)可以是任何细胞

培养基，尤其是用于人类细胞培养的细胞培养基。优选的细胞培养基是用基于碳酸盐的缓

冲液缓冲至pH为7.2-7.6、优选7.4的规定合成培养基。例如，合适的培养基是无血清(如不

含胎牛血清或小牛血清)、且含胰岛素的改进DMEM/F12或改进RPMI培养基。通常，为代替胎

牛血清，消除未知生长因子的影响，可在本发明的细胞培养基中添加适量的血清替代物，如

B27supplement(Gibco)。视需要，培养基中还可添加有其它维持细胞生长所需的营养成分，

包括但不限于补充L-谷氨酰胺的试剂(如GlutaMAX-I)、pH调节剂(如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

的试剂，如HEPES)、原代细胞培养抗生素(如primocin)以及青霉素-链霉素等。这些添加物

的添加量可根据情况采用常规方法加以确定。例如，原代细胞培养抗生素的终浓度可以在

50-200ug/ml的范围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基础培养基中还添加有烟酰胺和N-乙酰半胱氨

酸，以为细胞的生长提供所需的环境。烟酰胺的添加量通常为1-50mM，例如10-20mM。N-乙酰

半胱氨酸的添加量通常为0.5-20mM，例如1-5mM。

[0084]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细胞增殖培养基中还添加有BMP抑制剂、Wnt激动剂、

生长因子、Rock抑制剂、P38抑制剂和cAMP激活剂中的一种或任意多种。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本发明的细胞增殖培养基中添加至少添加有BMP抑制剂、Wnt激动剂、生长因子和Rock抑制

剂。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细胞培养基添加有BMP抑制剂、Wnt激动剂、生长因子和

Rock抑制剂，并任选添加有P38抑制剂和cAMP激活剂中的一种或两种。

[0085] BMP与TGF-β超家族的受体部位结合，从而招募和激活SMAD家族转录因子，调控基

因表达。BMP抑制剂为与BMP分子结合而形成复合物的试剂，其通过阻止或抑制BMP分子与

BMP受体的结合来中和BMP活性。本文中，BMP抑制剂指能将细胞中的BMP依赖性活性抑制到

相对于不存在所述抑制剂时的BMP活性水平的至多90％，更优选至多80％、更优选至多

70％、更优选至多50％、更优选至多30％、更优选至多10％、更优选0％的制剂。如本领域技

术人员所已知的，可以通过测定BMP的转录活性来测定BMP活性(Franceschi  et  al .，

2000)。BMP抑制剂可以是起拮抗剂或反向激动剂作用的试剂，如抗体，这类抑制剂与BMP受

体结合，并阻止BMP与所述受体结合。

[0086] 已知几类天然的BMP结合蛋白，包括Noggin(Peprotech)、脊索蛋白和包含脊索蛋

白结构域的脊索蛋白样蛋白(R&D  sytems)、卵泡抑素和包含卵泡抑素结构域的卵泡抑素相

关蛋白(R&D  sytems)、DAN和包含DAN半胱氨酸结结构域的DAN样蛋白(R&D  sytems)、硬化蛋

白(SOST，R&D  sytems)、核心蛋白多糖(R&D  sytems)和α2巨球蛋白(R&D  systems)。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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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中，BMP抑制剂也包括TGF-β抑制剂，如A-83-01。

[0087] 可在本发明的培养基中同时添加数种BMP抑制剂。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文使用的

BMP抑制剂可选自Noggin、A-83-01、DAN和包括Cerberus和Gremlin在内的DAN样蛋白(R&D 

sytems)。这些可扩散的蛋白能以不同的亲和度与BMP配体结合，并抑制这些BMP配体接近信

号转导受体。向基础培养基中添加任何这些BMP抑制剂能防止肝细胞丢失，否则在培养约1

周之后就会发生肝细胞丢失。

[0088] 添加到基础培养基中的BMP抑制剂的量和频次可根据不同抑制剂的抑制活性加以

确定，通常BMP抑制剂在培养基中的终浓度在0.5-800ng/ml培养基的范围内。例如，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本文使用noggin。Noggin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分子，在动物体节胚胎发育中起重

要作用，由脊索释放在生长发育中调控BMP的表达。作为分泌多肽，noggin结合TGF-β超家族

成员如骨形成蛋白-4(BMP-4)，使其失活。通常，培养基中，noggin的终浓度为0.5-500ng/

ml。在某些实施方案中，noggin的终浓度为1-200ng/ml，例如1-150ng/ml、1-100ng/ml、1-

50ng/ml、5-15ng/ml或20-100ng/ml。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文使用TGF-β抑制剂，如A-83-01

作为BMP抑制剂；通常，其在培养基中的终浓度为100-800nM，例如300-800nM、300-600nM或

400-600nM。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文将noggin及A-83-01加到培养基中；通常，noggin的终

浓度为1-200ng/ml，如50-150ng/ml或5-15ng/ml，A-83-01的终浓度为300-600nM，如400-

600nM。在肝脏细胞的培养过程中，优选每两天向培养基添加BMP抑制剂，优选每三天更换培

养基。

[0089] Wnt信号通路由Wnt蛋白与7种跨膜受体(Frizzled家族成员)的细胞表面受体结合

时起作用。这导致Dishevelled家族蛋白的活化，结果抑制包含axin、GSK3的蛋白和蛋白APC

的破坏复合体从而抑制βcatenin的降解。产生的核富集的βcatenin通过TCF/LEF家族转录

因子而增强转录。

[0090] 本发明人发现，向基础培养基添加至少一种Wnt激动剂对于肝细胞增殖是必需的。

本文中，Wnt激动剂被定义为激活细胞中TCF/LEF介导的转录的试剂。因此，Wnt激动剂选自

结合并活化Frizzled受体家族成员(包括任何和所有的Wnt家族蛋白)的真正的Wnt激动剂、

细胞内β-catenin降解的抑制剂和TCF/LEF的激活剂。相对于不存在Wnt激动剂时的Wnt活性

水平，所述Wnt激动剂将细胞中的Wnt活性刺激至少提升10％，更优选至少20％、更优选至少

30％、更优选至少50％、更优选至少85％、更优选至少100％。如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已知的，

可以通过测定Wnt的转录活性来确定Wnt活性，例如通过pTOP  FLASH和pTOP  FLASH  Tcf荧光

素酶报告构建体(Ma  et  al.,2015)。

[0091] Wnt激动剂包括分泌型糖蛋白，该分泌型糖蛋白包括Wnt-1/Int-1、Wnt-2/Irp

(Int-1相关蛋白)、Wnt-2b/13、Wnt-3/Int-4、Wnt-3a、Wnt-4、Wnt-5a、Wnt-5b、Wnt-6、Wnt-

7a、Wnt-7b、Wnt-8a/8d、Wnt-8b、Wnt-9a/14、Wnt-9b/14b/15、Wnt-10a、Wnt-10b/12、Wnt-11、

Wnt-12、Wnt-13、Wnt-14、Wnt-14b、Wnt-15、Wnt-16。在“THE  WNT  FAMILY  OF  SECRETED 

PROTEINS”(https://www .rndsystems .com/cn/resources/articles/wnt-family-

secreted-proteins)，R&D  Systems目录，2004中提供了关于人Wnt蛋白的概述。其它的Wnt

激动剂包括分泌型蛋白的R  spondin家族，该家族参与Wnt信号通路的激活和调节，并由4个

成员R  spondin  1、R  spondin  2、R  spondin  3和R  spondin  4组成；Wnt激动剂还包括

Norrin(Norrie或NDP)，其功能类似于Wnt蛋白的分泌型调控蛋白，能以高亲和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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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zzled  4受体结合并诱导Wnt信号通路的活化(Zhang  et  al.,2017)。最近鉴定出Wnt信

号通路的小分子激动剂，即氨基嘧啶衍生物(Lin  et  al.,2016)，并且也明确包括在Wnt激

动剂中。

[0092]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Wnt激动剂是GSK抑制剂。已知的GSK抑制剂包括小干扰RNA

(siRNA；Cell  Signaling)、锂(Sigma)、1-Azakenpaullone(selleck)、TWS119(selleck)、

SB216763(selleck)、CHIR-99021、CHIR-98014以及能阻止GSK3与axin相互作用的FRAT家族

成员和FRAT衍生的肽。测定GSK3抑制水平的方法和测定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并且包

括例如(Dandekar  et  al.,2017；Uwai  et  al.,2016)所描述的方法和测定。

[0093] 可同时添加数种Wnt激动剂。每种Wnt激动剂的添加量也与不同Wnt激动剂的激动

活性相关，通常在1-1500ng/ml基础培养基的范围内。例如，合适的添加量包括1-800ng/ml、

1-500ng/ml、1-300ng/ml、1-200ng/ml、1-100ng/ml、20-300ng/ml、20-100ng/ml等范围内。

[0094]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文使用的Wnt激动剂包括：R  spondin  1-4、Norrin和GSK抑

制剂中的一种或多种。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Wnt激动剂为R  spondin、GSK抑制剂和/或

Wnt3(如Wnt  3a)。优选地，当使用R  spondin家族的蛋白作为Wnt激动剂时，其在培养基中的

终浓度可在50-1500ng/ml的范围内，如50-1000ng/ml、50-500ng/ml、50-200ng/ml或50-

150ng/ml；当使用GSK抑制剂如CHIR-99021或CHIR-98014作为Wnt激动剂时，其终浓度在

0.1-20uM的范围内，例如1-5μM、5-15μM或3-12μM；当使用Wnt3如Wnt3a作为Wnt激动剂时，其

终浓度可在1-1000ng/ml的范围内，例如10-500ng/ml、300-600ng/ml、400-600ng/ml或50-

250ng/ml。在肝细胞的培养过程中，优选每三天更换新鲜培养基。

[0095] 添加到细胞增殖培养基中的生长因子通常是纯化的生长因子，该生长因子可以是

天然的、半合成的或合成的生长因子。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添加到基础培养基中的生长因子

是有丝分裂生长因子，所述生长因子家族包括表皮生长因子(EGF，Peprotech)、转化生长因

子β(TGFβ，Peprotech)、基本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Peprotech)、脑源性神经营养因

子(BDNF，R&D  Systems)、肝细胞生长因子和角质化细胞生长因子(KGF，Peprotech)。可从市

售途径获得这类生长因子，例如，可使用Peprotech的表皮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基本

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角质化细胞生长因子；可使用R&D  Systems提供的脑源性神经营

养因子。EGF对于多种培养的外胚层和中胚层细胞是有效的有丝分裂因子，并且对特定细胞

的体内和体外分化和细胞培养物中的某些成纤维细胞的分化具有重要影响。EGF前体以膜

结合分子的形式存在，其经蛋白水解被切割而产生能刺激细胞的53个氨基酸的肽激素。因

此，优选的有丝分裂生长因子是EGF。EGF可以用TGF-β替换，可用FGF2或FGF10替换KGF。可添

加一种或数种有丝分裂生长因子，各有丝分裂生长因子的添加量可依据其生物学活性而确

定，例如各有丝分裂生长因子的添加量通常在0.1-1000ng/ml(终浓度)、优选1-500ng/ml的

范围内。例如，可以5-500ng/ml的浓度将EGF添加到基础培养基中。优选的终浓度范围是5-

200ng/ml，更优选为20-100n/ml，更优选为20-80ng/ml。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优选的浓度为

至少10、18、28、36、45或50ng/ml且不高于500、400、300、200、150或100ng/ml。同样的浓度可

用于FGF，优选用于FGF10或FGF2。如果使用多于一种FGF，例如FGF2和FGF10，那么FGF的浓度

按上文所述来限定并且指的是所用的FGF的总浓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含有时，FGF10的

终浓度可为1-100ng/ml，如1-50ng/ml、1-20ng/ml或5-15ng/ml。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当含有

时，FGF2的终浓度可为0.1-10ng/ml，例如0.1-5ng/ml或0.1-2ng/ml。在肝细胞的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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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优选每三天更换培养基。可以使用bFGF家族的任何成员。优选地，使用FGF2或FGF10。在

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有丝分裂生长因子选自：EGF、TGF-β、KGF、FGF10和FGF2中的一种或多

种。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有丝分裂生长因子为：EGF、TGF-β和KGF；EGF、TGF-β和FGF2；

EGF、TGF-β和FGF10；EGF和KGF；EGF和FGF2；EGF和FGF10；TGF-β和KGF；TGF-β和FGF2；或EGF、

FGF2和FGF10。

[0096] Rock(Rho激酶)抑制剂能防止失巢凋亡，尤其当培养单一干细胞时。合适的Rock抑

制剂优选地选自Y  27632(selleck)、HA1077(Cayman  Chemical)和H1152(Tocris 

Bioschience)等。Rock抑制剂的用量可以是常规的用量。例如，在某些实施方案中，Rock抑

制剂如Y  27632的终浓度在0.5-50μM的范围内，如5-20μM或5-15μM。在培养所述肝细胞中，

优选持续添加所述Rho激酶抑制剂，例如Y  27632。

[0097] 还可添加到基础培养基中的成分是P38信号通路的抑制剂。P38蛋白激酶是由Han

等用内毒素刺激哺乳动物细胞，从中分离纯化的酪氨酸磷酸蛋白激酶。P38是MAPK家族控制

炎症反应最重要的成员，它可因生理性应激、脂多糖、渗透性应激和紫外线照射而激活。P38

通路的关键酶包括MAPKK类的MKK3、MKK6和MAPKKK类的TAK、ASK、MLK。TAK被TAK结合蛋白

(TAB)激活，介导转化生长因子(TGF-β)的信号转导。TAK亦可以激活MKK4，进而活化P38。P38

激活后发生核转位，并对许多蛋白激酶和转录因子具有磷酸化和激活的作用。P38信号通路

的抑制剂包括SB203580，Doramapimod(BIRB796)，SB201190，LY2228820，VX-702(抑制p38a 

MAPK)，PH-797804，VX-745(作用于p38a)，TAK-715(作用于p38a)，BMS-582949(抑制p38a 

MAPK)，Losmapimod(GW856553X，R-1503/Ro4402257)，Pexmetinib(ARRY-614)，Skepinoe-L。

本发明人发现，在肝类器官培养中加入P38信号通路抑制剂的一种或几种可以改善类器官

的增殖速度。P38信号通路抑制剂如SB202190的添加量通常在1-50μM(终浓度)的范围内。优

选使用SB202190，其用量为可以在1-20μM的范围内，如5-15μM。本发明人发现，在基础培养

基中添加P38信号通路抑制剂(如SB202190)，其对细胞增殖速率影响不大，但可延缓肝细胞

特性丢失，当培养培养至28天之后，能利用RT-PCR或免疫组化检测到胆管细胞标志物KRT19

的表达。

[0098] 还可添加到基础培基中的另一种组分为真核细胞腺苷酸环化酶(AC)激活剂(cAMP

激动剂)，如Forskolin。Forskolin在各种各样细胞类型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cAMP激动剂，

在细胞生理学研究中，通常用来提高cAMP水平。本发明人发现，在肝类器官培养过程中加入

过cAMP激动剂，对维持成体肝类器官增殖有一定的效果。培养基中cAMP激动剂的浓度通常

可在1-200μM的范围内，例如1-100μM、5-50μM或5-15μM。

[0099] 因此，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在至少添加有本文所述的骨形态发生蛋白(BMP)抑制

剂、Wnt激动剂、有丝分裂生长因子和Rock抑制剂的含细胞外基质的细胞培养基中实施。可

同时或错时向细胞培养基中添加适量的骨形态发生蛋白(BMP)抑制剂、Wnt激动剂、有丝分

裂生长因子和Rock抑制剂。例如，如前文所述，每三天更换培养基，因此，可在同一天同时添

加骨形态发生蛋白(BMP)抑制剂、Wnt激动剂、有丝分裂生长因子和Rock抑制剂，每三天更换

全部培养基。可根据当前培养状态适当调整骨形态发生蛋白(BMP)抑制剂、Wnt激动剂、有丝

分裂生长因子和Rock抑制剂的添加量和添加时机。所述培养基中还任选地添加有前文所述

的P38信号通路的抑制剂和cAMP激动剂中的任意一种或全部两种。

[0100]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文所述的细胞增殖培养基包含作为BMP抑制剂的Noggi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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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3-01，作为有丝分裂生长因子的EGF、FGF10和FGF2，作为Wnt激动剂的R  spondin，以及作

为Rho抑制剂的Y  27632，并补充了GlutaMAX-I、培养基PH值稳定的试剂、原代细胞抗生素、

B27血清替代物、烟酰胺和N-乙酰半胱氨酸。培养基中各成分的含量可如前文任一实施方案

所述。优选地，该培养基中，Noggin的终浓度为1-20ng/ml、优选5-15ng/ml，EGF的终浓度为

10-100ng/ml、优选30-80ng/ml，FGF10的终浓度为1-20ng/ml、优选5-15ng/ml，FGF2的终浓

度为0.1-5ng/ml、优选0.5-2ng/ml，R  spondin的终浓度为10-200ng/ml、优选50-150ng/ml，

Y  27632的终浓度为1-20μM、优选5-15μM。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该细胞培养基还含有作为Wnt

激动剂的GSK抑制剂如CHIR99021和/或Wnt3a，其终浓度可分别为1-5μM和300-700ng/ml。在

某些实施方案中，本文所述的培养基还含有P38抑制剂如SB202190、cAMP激活剂如

Forskolin、和BMP7中的任意一种、任意两种或全部三种，含有时，其终浓度可分别为5-15μ

M、5-15μM和10-40ng/ml。

[0101] 本文的细胞培养基支持分离的肝细胞在包含作为细胞外基质的基质胶的三维培

养物中进行培养。该培养基能促进培养的细胞存活25天。

[0102] 培养可在常规的条件下进行，例如在5-10％CO2环境中进行。温度可以是常规的肝

细胞培养温度。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文所述的培养包括使用本文所述的培养基制备肝脏

细胞悬液(细胞密度可在为1×103～1×108每200μl悬液)，与细胞外基质混合均匀后种植在

相应的容器中，放入培养箱中待胶滴凝固后，加入本文所述的培养基继续培养。通常，以等

体积比与细胞外基质混合。

[0103] 本文所述的培养方法还可用于从胰腺、肺单分选的上皮干细胞的培养。

[0104] 当采用本文所述的方法和培养基培养单一肝细胞时，后期会向胆管细胞转分化，

利用本文提供的分化培养基可使转分化的胆管细胞部分获得肝细胞的特征，形成复杂的肝

细胞-胆管细胞的类器官结构。优选的细胞分化培养基是用基于碳酸盐的缓冲液缓冲至pH

为7.2-7.6、优选7.4的规定合成培养基。例如，合适的培养基是无血清(如不含胎牛血清或

小牛血清)、且含胰岛素的改进DMEM/F12或改进RPMI培养基。通常，为代替胎牛血清，消除未

知生长因子的影响，可在本发明的细胞培养基中添加适量的血清替代物，如B27supplement

(Gibco)。视需要，培养基中还可添加有其它维持细胞生长所需的营养成分，包括但不限于

补充L-谷氨酰胺的试剂(如GlutaMAX-I)、pH调节剂(如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试剂，如

HEPES)、原代细胞培养抗生素(如primocin)以及青霉素-链霉素等。这些添加物的添加量可

根据情况采用常规方法加以确定。例如，原代细胞培养抗生素的终浓度可以在50-200ug/ml

的范围内。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基础培养基中还添加有N-乙酰半胱氨酸和BMP7，以为细胞的

生长提供所需的环境。N-乙酰半胱氨酸的添加量通常为0.5-20mM，例如1-5mM。BMP7的终浓

度为10-40ng/ml，例如20ng/ml。

[0105]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分化培养基还可含有本文所述的生长因子、Rock信

号通路抑制剂、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以及地塞米松的一种或任意多种。

[0106] 在细胞分化培养基中添加的生长因子优选包括成纤维生长因子以及肝细胞生长

因子。优选地，成纤维生长因子为FGF10和FGF2；当含有时，FGF10的终浓度可为1-100ng/ml，

如1-50ng/ml、1-20ng/ml或5-15ng/ml。FGF2的终浓度可为0.1-10ng/ml，例如0.1-5ng/ml或

0.1-2ng/ml。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还添加有FGF19，当含有时，FGF19的终浓度为10-200ng/ml，

例如50-150ng/ml。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还包含有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当含有时，其终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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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40ng/ml。

[0107] 在细胞分化培养基中添加的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如Y  27632的终浓度在0.5-50μ

M的范围内，如5-20μM或5-15μM。在细胞分化培养基中添加的地塞米松的终浓度可以是

0.01-30μM，如1-10μM或1-5μM。

[0108] 本文中，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可选自DAPT(GSI-IX)、MK-0752、RO4929097、

Semagacestat(LY450139)、LY411575、Dibenzazepine(YO-01027)、Avagacestat、

Crenigacestat、NGP  555中的一种或多种。通常，在细胞分化培养基中，Notch信号通路抑制

剂的终浓度为0.1-50μM，如0.1-10μM或5-30μM。

[0109] 因此，肝脏细胞类器官的分化在以用于哺乳动物细胞生长的培养基为基础培养

基，添加有补充L-谷氨酰胺的试剂、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pH调节剂、原代细胞培养抗生

素、血清替代物和N-乙酰半胱氨酸，并添加有BMP7、生长因子、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Notch

信号通路抑制剂以及地塞米松的一种或任意多种含细胞外基质的细胞分化培养基中实施，

每隔三天更换一次培养基。优选地，该细胞分化培养基含有BMP7、生长因子、Rock信号通路

抑制剂、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以及地塞米松。

[0110]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该细胞分化培养基含有生长因子FGF10、FGF2和FGF19，Rock信

号通路抑制剂的Y27632，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DAPT，并补充了GlutaMAX-I、维持培养基pH

值稳定的pH调节剂、原代细胞抗生素、B27血清替代物、BMP7和N-乙酰半胱氨酸。利用该培养

基进行诱导分化，在大约2周后，可使转分化的胆管细胞部分回复肝细胞的特性并具有肝细

胞的功能。

[0111]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细胞分化培养基无血清且含胰岛素的改进DMEM/F12

或改进RPMI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含有GlutaMAX-I、培养基PH值稳定的试剂、原代细胞抗生

素、B27血清替代物、BMP7、N-乙酰半胱氨酸、FGF10、FGF2、Y  27632、HGF、地塞米松和DAPT，任

选含有FGF19；其中，该培养基中，BMP7的终浓度为10-40ng/ml，FGF10的终浓度为5-15ng/

ml，FGF2的终浓度为0.1-5ng/ml，Y  27632的终浓度为5-30μM，HGF的终浓度为10-40ng/ml，

地塞米松的终浓度为1-5μM，DAPT的终浓度为5-30μM，所述任选的FGF19添加时其终浓度为

50-200ng/ml。

[0112] 在大约增殖2周、分化2周后，形成了十分类似于利用完整的肝脏所获得的肝细胞-

胆管细胞的类器官结构的结构。这些类器官的组织学分析也表明：其保留了基本的肝细胞-

胆管细胞构造、存在所有分化的肝脏上皮细胞类型，且不存在非上皮成分。

[0113] 本文还提供前文任一实施方案所述的任意一种细胞培养基。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本文提供的无血清细胞培养基以用于哺乳动物细胞生长的培养基为基础培养基，添加有补

充L-谷氨酰胺的试剂、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pH值调节剂、原代细胞培养抗生素、血清替代

物、N-乙酰半胱氨酸和任选的烟酰胺，以及添加有生长因子和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任选地

添加有BMP抑制剂、Wnt激动剂、P38信号通路抑制剂、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地塞米松、BMP7

和cAMP激活剂中的一种或任意多种。在这些实施方案中，可在该培养基的基础上，任选地添

加所述任选成分，如烟酰胺、BMP抑制剂、Wnt激动剂、P38信号通路抑制剂、Notch信号通路抑

制剂、地塞米松、BMP7和cAMP激活剂等，从而配制得到前文任一实施方案所述的细胞增殖培

养基和细胞分化培养基。

[0114]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文还提供一种试剂盒，所述试剂盒含有本文任一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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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无血清细胞培养基。优选地，试剂盒含有本文任一实施方案所述的增殖培养基和分

化培养基。优选地，试剂盒中还含有ECM。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试剂盒中含有用于配制本文所

述培养基的独立包装的各种成分，例如独立包装的基础培养基、BMP7、骨形态发生蛋白

(BMP)抑制剂、Wnt激动剂、生长因子和Rock抑制剂，任选的P38信号通路的抑制剂和/或cAMP

激动剂，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以及地塞米松；试剂盒中还可任选地包括可独立包装或以混

合物形式提供的GlutaMAX-I、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pH调节剂、原代细胞抗生素、B27血清

替代物、烟酰胺和N-乙酰半胱氨酸中的一种或多种。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试剂盒中可含有独

立包装的添加了补充L-谷氨酰胺的试剂、维持培养基pH值稳定的pH值调节剂、原代细胞培

养抗生素、血清替代物、N-乙酰半胱氨酸、生长因子和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的基础培养基，

和各自独立包装的烟酰胺、BMP抑制剂、Wnt激动剂、P38信号通路抑制剂、Notch信号通路抑

制剂、地塞米松、BMP7和cAMP激活剂中的一种或任意多种。

[0115] 本文也包括本文所述的细胞培养基在肝脏细胞培养中的应用，尤其是在延长肝脏

细胞的存活时间、维持成熟肝细胞的分化特性和/或实现分化肝细胞的持续存在中的应用。

本文还包括本文所述的细胞培养基在制备肝脏类器官中的应用。

[0116]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文还提供一种细胞培养物，该细胞培养物含有采用本文所

述方法制备得到的肝脏细胞。任选地，该细胞培养物还含有本文所述的细胞培养基。在某些

实施方案中，该培养物含有本文所述的培养基、肝脏细胞以及ECM。

[0117]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细胞培养物是肝细胞-胆管细胞的类器官，其包含衬有胆

管样上皮细胞的中央腔，所述胆管样上皮细胞是通过在本文所述的细胞培养基中培养肝细

胞转化而产生的。优选地，所述肝细胞-胆管细胞的类器官利用本文所述的方法获得。

[0118] 本文还提供肝细胞-胆管细胞的类器官的集合体，每个集合体包含多于10个，优选

多于20个、更优选多于40个类器官。所述肝细胞-胆管细胞的类器官集合体优选包含至少

20％的活细胞、更优选至少50％的活细胞、更优选至少60％的活细胞、更优选至少70％的活

细胞、更优选至少80％的活细胞、更优选至少90％活细胞。可以在FACS中利用Hoechst染色

或碘化丙啶染色评价细胞活力。

[0119] 采用本文所述的方法或细胞培养基制备得到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包含衬胆

管样上皮的管腔。该腔在连续的时间间隔是开放的，从而将内容物释放到培养基中。所述类

器官可以传代并且可以持续培养至少6个月，而不会丧失重要的特性。

[0120] 本文所述的细胞培养物，尤其是肝细胞-胆管细胞可替代商品化原代肝细胞系，用

于药物开发、药物筛选和食品补充剂的毒性测定。因此，本文还提供本文所述的细胞培养

物，尤其是所述类器官在药物开发、药物筛选、毒性测定或再生医学中的用途。此外，本文所

述的细胞培养物，尤其是所述类器官还可用于细胞色素P450酶活性的检测、肝脏解毒功能

研究等方面。在检测所述类器官的酶活性时，可以在加入相应底物后直接通过高效液相色

谱仪检测CYP450家族酶活力的变化，也可以加入相应的诱导剂观察酶活力的变化。在检测

肝脏代谢活力时，可以外源加入phenacetin，coumarin，dextromethorphan等观察肝脏解毒

功能。另外，将本文所述的类器官移植到肝受损伤的动物中还可修复受损的肝脏。

[0121] 采用本文所述的方法和培养基可提供大量的肝脏细胞。我国是乙肝大国，虽然早

期的抗病毒治疗可以一定程度的缓解病人肝硬化，肝衰竭的发展，但依然有很多病人发展

到肝衰竭。患者因肝功能衰竭而导致的生活质量差严重影响了病人的生存质量，而为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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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患者生存，沉重的医药费往往为家庭带来严重的负担。与肾衰竭的透析不同，现在尚没有

成熟的人工肝能模拟肝脏的功能。由于肝脏本身结构的复杂性，功能的多样性，使得人工肝

的建立未取得一个很好的突破。而机械模拟肝功能不如利用体外培养的肝细胞来帮助行使

肝功能更有可行性。而采用本文所述的方法能够获得大量的能够稳定行使肝功能的细胞，

将使人工肝的研究迈进一大步。

[0122] 下文将以具体实施例的方式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仅是阐述性的，并

不意图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实施例中所到的方法和试剂，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为本领域常规

的方法和试剂。

[0123] 一、材料和方法

[0124] 1、组织块分离肝细胞法

[0125] 原代肝细胞来自肝癌患者的癌旁组织分离。胎肝细胞来自医院流产胎儿的肝脏组

织。肝癌的癌旁组织或流产胎儿的肝脏组织经组织分离培养基(Advance  DMEM/F12中加入

GlutaMAXTM、Hepes、青霉素/链霉素、primocin、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清洗3遍，以便除掉血

迹、杂质、细菌，通过外科手术剪将组织剪成小块儿(＜0.1mm3)，转移至离心管中静置待肝

脏组织块沉积在管底，弃掉上清，用适量6mg/ml  IV型胶原酶溶液(含Rock信号通路抑制剂)

重悬沉淀，放在37℃培养箱中震荡消化1h。待无肉眼可见块状结构，用高糖DMEM(加入

GlutaMAXTM、青霉素/链霉素、10％FBS)终止反应，300g离心5min，弃掉上清。用肝细胞清洗培

养基(高糖DMEM加入GlutaMAXTM、青霉素/链霉素、10％FBS；percol溶液；含钙离子、镁离子的

EBSS溶液)重悬细胞，采用差速离心法去掉死细胞和细胞碎片，用红细胞裂解液裂解红细

胞。最后重悬在肝细胞培养基中，70μm滤器过滤即得到单个的肝细胞。为进一步得到纯度较

高、活力较好的肝细胞，我们利用流式分选的方法处理上述获得的肝细胞。将过滤后的肝细

胞以1*107/mL重悬，人EPCAM抗体(Miltenyi  Biotec)按照1：250的比例进行染色，并通过

DAPI标记死细胞，通过流式细胞分选获得活力较好的肝细胞。

[0126] 2、肝细胞培养方法

[0127] 使用以下29种增殖培养基分别制备肝细胞悬液(细胞密度为1×106每200μl悬

液)，与基质胶等体积混合均匀，种植在六孔板内，放入培养箱中待胶滴凝固后，加入3ml相

应的培养基继续培养，培养在37℃、5％CO2环境中进行。这29种培养基以改进DMEM/F12

(Invitrogen)为基础培养基，按表2所示添加表1所示的添加剂制备得到。

[0128]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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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9]

[0130] 表2

[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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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2]

[0133] 使用以下4种分化培养基对增殖的肝脏类器官进行诱导分化。当需要制备有功能

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时，在增殖良好的肝脏类器官中添加以下4种分化培养基。培养

在37℃、5％CO2环境中进行。这4种培养基以改进DMEM/F12(Invitrogen)为基础培养基，按

表4所示添加表3所示的添加剂制备得到。

[0134]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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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5]

[0136] 表4

[0137]

分化培养基1 A B C D E F

分化培养基2   B C D E F

分化培养基3 A B C D E  

分化培养基4   B C D E  

[0138] 3、肝细胞-胆管细胞细胞群鉴定

[0139] 通过单细胞测序分析不同时期培养的肝细胞类器官，以及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

官可发现在增殖前期大部分细胞为肝细胞，在后期肝细胞呈现向胆管细胞分化的趋势，经

过分化培养基诱导分化后能形成同时含有肝细胞，胆管细胞，干细胞的复杂结构。

[0140] 4、肝细胞类器官及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相关特征和功能的鉴定

[0141] 将所述得到的类器官在体内外进行功能鉴定。体外鉴定方法主要包括形态、基因

表达和肝细胞功能鉴定。

[0142] 肝类器官及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中的类肝细胞具有与肝实质细胞类似的全基

因表达谱，表现在mRNA水平和蛋白水平均表达肝实质细胞的基因，主要包括：肝脏相关转录

因子(HNF4A，HNF1A)、分泌蛋白基因(ALB、SERPINA)、细胞骨架基因(KRT8)、细胞连接基因

(CDH1)、肝代谢功能相关基因(CYP450家族、糖代谢相关G6PC)等，利用QPCR检测相关基因的

mRNA表达水平并通过RNA测序对全基因表达情况进行鉴定；利用ELISA法(Human  Albumin 

ELISA  Quantitation  Set:E80-129)检测培养基中人源白蛋白的相对含量；利用免疫荧光

说　明　书 17/23 页

21

CN 110317775 A

21



检测肝特异性标志物(goat-anti-ALB；rabbit-anti-HNF4A；rabbit-anti-FAH)骨架蛋白

(rabbit-anti-KRT19)与连接蛋白(mouse-anti-CDH1)的表达情况。而肝细胞-胆管细胞同

时还具有胆管细胞的表达特征如KRT19，以及干细胞的表达特征如EpCAM。

[0143] 功能鉴定方面肝细胞主要包括糖原染色、油红染色、吲哚菁绿等肝相关特异性染

色，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细胞色素P450家族酶活力的情况等。体内鉴定方法包括将上述培

养的肝脏类器官利用上述传代方法得到类器官小团，利用胰酶将小团消化成单细胞，终止

消化后，用70μm滤器过滤得到单细胞。将这些细胞利用门静脉注射的方法移植进入8周龄肝

功能损伤的小鼠体内对其进行治疗。利用ELISA法检测小鼠体内的人血白蛋白水平及免疫

组织学法检测特异性人源基因的表达。胆管细胞功能的体外鉴定主要包括荧光素二乙酸盐

的摄取和排出。在体内主要通过将上述形成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移植到SCID小鼠肾

包膜下生长，利用免疫组织学法检测胆管细胞相关基因的表达。

[0144] 二、结果

[0145] 1、29种培养基培养胎肝细胞的结果如图1－5所示，其中图1－5分别显示第1天、第

6天、第12天、第14天和第20天类器官的形成情况。图中显示，采用第9种培养基取得了最好

的培养结果。

[0146] 2、建立胚胎肝细胞类器官长期培养体系

[0147] 将分离得到的原代肝细胞用第9种培养基按1*106每200μl的密度与基质胶等体积

混合，种植在6孔板上，然后转移至培养箱中培养，待胶滴凝固，补充3ml培养基进行3D培养。

待3-5天形成典型的类器官结构后，将其吹散为单细胞的状态，重新用基质胶包被，待其凝

固后转移至生物反应器中进行悬浮式培养，约14天即可形成典型的肝脏类组织，进一步培

养会形成复杂结构的类器官。

[0148] 结果如图6和7所示。图6显示种下5-7天后明场下不同样本的类器官形成情况。利

用本发明的培养基，原代肝细胞可以在体外长期培养，每次传代采用机械吹散的方式效果

最佳。图7显示，离体组织块经过机械剪切和胶原酶消化成单细胞后，在基质胶上进行3D培

养形成类器官，传至25代细胞依然呈现良好的活力。图示为不同传代次数后，明场下不同样

本的类器官形成情况。

[0149] 肝脏类器官的结构为典型的上皮样类器官结构即单层极性上皮形成的类球体。肝

脏类器官细胞在体外具有增殖能力，对本实验所获得的肝脏类器官细胞进行了致瘤性检

测。具体而言，将该肝脏类器官细胞皮下注射到裸鼠腹股沟。结果显示，注射2月后，该肝脏

类器官细胞依然不能成瘤。

[0150] 3、胚胎肝脏类器官形成效率

[0151] 将分离得到的胎肝细胞，分别以每孔200，500，1000，5000，10000个的分类方式，分

别种到24孔板中，3天更换一次新鲜培养基(第9种培养基)，每隔两天拍照记录类器官形成

效率。当到14天时，统计每孔中类器官的形成数量。以上实验重复三次以上，结果如图8和9

所示。图9显示，胎肝类器官的形成效率约为9％。

[0152] 4、胚胎肝脏类器官具有肝的相关基因表达

[0153] 采用与前述第2点相同的方法培养分离得到的原代肝细胞，约14天形成了典型的

肝类器官结构，取出适量类器官进行总RNA抽提，逆转录形成cDNA后通过QPCR检测相关基因

的表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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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4] 结果如图10所示。从ALB、HNF4A、HNF1A、KRT8的基因表达结果可以看出，胎肝可以

维持较高的肝细胞特性，ALB约占成体肝的80％，HNF4A、HNF1A、KRT8的基因表达水平高于成

体肝。

[0155] 5、胚胎肝脏类器官低表达AFP

[0156] 采用与前述第2点相同的方法培养分离得到的原代肝细胞，约14天形成了典型的

类肝组织。形成后取出适量类器官进行总RNA抽提，逆转录形成cDNA后通过QPCR检测AFP的

表达。

[0157] 结果如图11所示。结果显示，胎肝组织本身AFP的表达量比较高，随着培养时间的

延长，AFP的表达量逐渐降低，与成体肝样本间没有明显的差异。

[0158] 6、胚胎肝类器官具有肝的组织学特征

[0159] 采用与前述第2点相同的方法培养分离得到的原代肝细胞，约14天形成了典型的

类肝组织。形成后取出适量类器官进行多聚甲醛固定，然后进行石蜡包埋、4μm连续切片、H&

E染色等操作。

[0160] 结果如图12所示。结果显示，从早期的肝脏类器官到培养一个月的类器官的过程

观察来看，类器官具有成熟肝脏的特征，并呈现典型的肝细胞特征：核大；多边形少数呈圆

形，偶见双核；细胞间相互接触，界限清晰，排列成肝索样结构等。

[0161] 7、胚胎肝脏类器官表达成熟肝细胞的标志物

[0162] 采用与前述第2点相同的方法培养分离得到的原代肝细胞，约14天即可形成典型

的肝类器官结构，取出适量类器官用多聚甲醛固定后进行石蜡包埋，4μm连续切片，抗原修

复，封闭，一抗4℃过夜，二抗室温1h，DAPI染色7分钟，封片。

[0163] 结果如图13所示。结果表明，培养前期的类器官高表达ALB、HNF4A、CDH1，低表达

KRT19，具有成熟肝细胞的特征。

[0164] 8、胚胎肝脏类器官表达成熟肝细胞的功能基因

[0165] 采用与前述第2点相同的方法培养分离得到的胎肝细胞，约14天即可形成典型的

类肝组织，取出适量类器官进行总RNA抽提，逆转录为cDNA，通过QPCR进行成熟肝细胞功能

基因检测。

[0166] 结果如图14和15所示。从SERPINA、CDH1、CYP3A4、SOX17的基因表达结果可以看出，

肝脏的类器官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肝功能基因表达；从CYP2B6、CYP2C18、CYP2C8、CYP2D6、

CYP3A4的基因表达结果可以看出，肝脏的类器官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肝解毒功能基因表

达。

[0167] 9、胚胎肝脏类器官具有成熟的肝功能

[0168] 采用与前述第2点相同的方法培养分离得到的胎肝细胞，约21天即可形成典型的

复杂的类器官结构，取出进行相关功能实验研究，按照油红染色方法，糖原染色方法进行相

关功能染色。

[0169] 结果如图16所示。从油红染色、糖原染色的结果可以看出，肝脏的类器官具有成熟

肝的功能。

[0170] 10、胚胎肝脏类器官具有修复肝损伤小鼠肝脏的功能

[0171] 将按照前述第2点培养形成了复杂结构的类器官消化成单细胞，按照每只鼠移植

1*106个细胞到8-12周的FRG小鼠中，通过门静脉移植的方式，将细胞注入，48小时后取血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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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人源ALB的分泌情况，随后每两周取一次血检测人源ALB的表达情况，直至2个月。2个月

后，处死小鼠，取出肝脏后进行多聚甲醛固定、石蜡包埋、连续切片并进行H&E染色和免疫组

织化学染色的处理。

[0172] 结果如图17-20所示。结果显示，肝脏类器官可以延长FRG肝损伤模型小鼠寿命。具

体而言，将肝脏类器管移植到肝损伤的免疫缺陷FRG小鼠中，可以发现撤掉NTBC水之后，对

照组于1个月内死亡，而移植了肝脏类器官的小鼠普遍可以活到2个月，即治愈了肝损伤，差

异明显(图17)。此外，从免疫荧光的结果可以看出，在FRG小鼠的肝脏中可以检测到人源基

因ALB的表达，提示人源肝细胞整合到受损伤的小鼠肝脏中(图18)。从H&E染色的结果可以

看出，受损伤的FRG小鼠在移植了肝脏类器官后可见多边形的肝细胞，成条索状的肝细胞索

结构，而阴性对照中就有大量坏死结构；从FAH的免疫组化结果可以看出，肝脏的类器官整

合到受损伤的肝结构中(图19)。分别检测第30天和第60天小鼠血液中人源ALB的含量情况，

从实验结果可以出，移植2个月内，ALB的量稳定维持在100-300ng/ml范围内(图20)。

[0173] 11、胚胎肝脏类器官在后期会出现向胆管细胞转分化的倾向

[0174] 图21显示，按照前述第2点培养形成的肝脏类器官在体外长期培养具有向胆管细

胞转分化的倾向。从免疫荧光的结果可以看出前期培养过程中及P3代及以前，ALB处于高表

达的状态，KRT19处于低表达或弱表达的状态，在培养后期KRT19慢慢向胆管位置聚集，同时

ALB的表达也相应降低。

[0175] 12、建立成体肝脏类器官培养体系

[0176] 将得到的成体肝脏(来自肝癌患者癌旁组织)经过机械剪切和IV型胶原酶消化，待

没有明显的块状组织，终止反应，以800rpm/min离心5min，弃上清，加入含10％胎牛血清的

DMEM-高糖培养液重悬，用70μm网筛过滤，细胞悬液在4℃条件下800rpm/min离心3min，离心

弃上清。沉积的细胞用红细胞裂解液裂解红细胞，离心，用上述培养基重悬，台盼蓝染色测

定肝细胞活力。将上述分离得到的成体肝细胞按前述第2点所述方法进行培养。结果显示，

成体肝类器官在体外培养，约一周可以呈现典型类器官结构，并且可以稳定传代(图22)。

[0177] 将分选得到的EPCAM阳性，阴性的细胞群分别培养，发现均可形成典型的类器官结

构，但是阴性的效率较未分选和EPCAM阳性的细胞略低(图23)。

[0178] 将从组织中分离到的单个肝细胞分别以每孔200，500，1000，5000，10000个种到24

孔板中，每隔两天拍照记录类器官形成效率。当到14天时，统计每孔类器官数量。图24和25

显示成体肝类器官形成效率。成体肝类器官形成效率约1％。

[0179] 13、成体肝脏类器官具有肝的相关基因表达

[0180] 采用与前述第12点相同的方法培养成熟肝脏类器官，在第三次传代时取出适量类

器官抽取RNA，逆转录形成cDNA后通过QPCR检测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

[0181] 结果如图26所示。从ALB、HNF4A、APOE、SERPINA的基因表达结果可以看出，成熟肝

类器官可以维持较高的肝细胞特性，SERPINA的表达水平高于成体肝组织，ALB、HNF4A、APOE

具有较高的表达水平。

[0182] 14、成体肝脏类器官表达成熟肝细胞的标志物

[0183] 采用与前述第12点相同的方法培养分离得到的原代成熟肝细胞，取出适量类器官

用多聚甲醛固定后进行石蜡包埋，4μm连续切片，抗原修复，封闭，一抗4℃过夜，二抗室温

1h，DAPI染色7分钟，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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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4] 结果如图27所示。结果表明，培养前期的类器官高表达HNF4A、CDH1，具有成熟肝细

胞的特征。

[0185] 15、成体肝脏类器官表达成熟肝细胞的功能基因

[0186] 采用与前述第12点相同的方法培养成熟肝脏类器官，在第三次传代时取出适量类

器官抽取RNA，逆转录形成cDNA后通过QPCR检测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

[0187] 从图28可看出，成熟肝脏类器官高表达细胞色素P450家族的基因CYP3A4、CYP2B6、

CYP2C8、CYP2C18、CYP2D6。说明培养的成熟肝脏类器官具有肝脏的解毒功能。

[0188] 16、早期成体肝脏类器官主要由肝细胞和肝干细胞组成

[0189] 采用与前述第12点相同的方法培养成熟肝脏类器官，在第三次及以前传代时取出

适量类器并消化成单细胞，利用10×Genomics的方法进行单细胞测序，观察细胞组成。

[0190] 结果如图29所示，早期的肝脏类器官主要由肝细胞，肝干细胞组成。其中肝细胞占

主要部分，高表达ALB。

[0191] 17、成体肝脏类器官具有成熟肝细胞的功能

[0192] 采用与前述第12点相同的方法培养成熟肝脏类器官，形成复杂的类器官结构后，

取出进行相关功能实验研究，按照油红染色方法，糖原染色方法，吲哚菁绿染色方法进行相

关功能染色。

[0193] 结果如图30所示。从油红染色、糖原染色、吲哚菁绿染色的结果可以看出，成体肝

脏的类器官能摄取低密度脂蛋白，储存糖原，吸收吲哚菁绿，具有成熟肝的功能。

[0194] 18、成体肝脏类器官在后期会出现向胆管细胞分化的倾向

[0195] 采用与前述第12点相同的方法培养成熟肝脏类器官，从图31所示的实验结果中可

以看出：在培养后期大约在P3代以后的成体肝脏类器官中，胆管细胞标志物KRT19的表达水

平逐渐升高，ALB表达水平逐渐下降。说明成体肝脏类器官具有向胆管细胞分化的倾向。

[0196] 19、诱导分化后期肝脏类器官形成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

[0197] 采用与前述第12点相同的方法培养成熟肝脏类器官，在第三次传代后期的成体肝

脏类器官长至80％左右时(约7d)用表4所述的6种分化培养基诱导分化。每隔3天更换培养

基并记录细胞的生长情况。在诱导14天后，收集类器官，抽提RNA并进行反转录检测肝细胞、

胆管细胞和干细胞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

[0198] 结果如图32-33所示。从图32可看出用不同的分化培养基诱导14后，肝脏类器官的

增殖受到抑制且不同的处理组之间没有显著性的差别。其中利用4号分化培养基诱导的类

器官相应的肝细胞标志物表达水平最高。因此以4号培养基作为肝脏类器官的分化培养基

(图33)。

[0199] 20、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具有多种细胞成分

[0200] 采用前述19点的培养方法，利用第4种培养基进行诱导分化，形成成熟的肝细胞-

胆管细胞类器官结构。取出适量类器官，消化成单细胞，并利用10×Genomics的方法进行单

细胞测序，以观察细胞组成。

[0201] 结果如图34所示，分化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含有肝细胞，胆管细胞以及

肝干细胞。其中肝细胞高表达肝细胞标志物ALB、TTR和RBP4等，干细胞高表达EpCAM、ALB、

KRT19和SOX9等基因，胆管细胞高表达KRT19、EpCAM、SOX9等基因。

[0202] 21、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在基因表达谱上与肝组织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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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 采用前述19点的培养方法获得成熟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结构。取出适量类器

官进行RNA建库并测序。检测其基因表达情况。

[0204] 从图35可看出，与后期的肝脏类器官相比，分化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在

基因表达谱上更接近与成体肝组织，同时通过基因富集分析发现分化成熟的肝细胞-胆管

细胞类器官高度富集细胞代谢以及生物氧化等相关的基因，与成熟肝细胞的功能一致。

[0205] 22、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具有肝脏器官的功能

[0206] 采用前述19点的培养方法获得成熟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结构。取出适量类器

官进行糖原染色、油红染色和吲哚菁绿染色、CYP3A4的活力鉴定以检测是否具有肝细胞的

功能。

[0207] 结果如图36-37所示，从图36的结果可看出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能摄取

低密度脂蛋白，储存糖原，吸收吲哚菁绿。并且该类器官与未分化的后期肝脏类器官相比具

有更高的CYP3A4的活力，更接近于肝组织的水平，并且在底物利福平诱导后，CYP3A4的活力

能进一步提升(图37)，说明具有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成熟肝细胞的功能

[0208] 同时取出适量类器官，加入荧光素二乙酸盐，观察并记录它的摄取和排出，以检测

是否具有胆管细胞的功能。

[0209] 结果如图38所示，在加入5min后类器官开始摄入荧光素并在20-30min左右达到最

高值，之后开始排出，90min时将荧光素全部排出。说明该类器官具有胆管细胞的功能。

[0210] 23、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具有修复急性肝损伤小鼠肝脏的功能

[0211] 将采用前述19点的培养方法获得成熟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结构消化成单细

胞，按照每只鼠移植1*106个细胞，采用脾脏移植的方法移植到四氯化碳处理24h的SCID小

鼠中。移植后7天连续通过眼眶采血抽取小鼠的血液进行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

(ALT)的测定。同时将移植48h的部分小鼠肝脏取出，通过多聚甲醛固定，石蜡包埋、4μm连续

切片进行人源特异性肝组织的标志物ALB、APOE、CYP3A4免疫组化染色。

[0212] 从图39可看出，与对照组相比，移植成体肝脏类器官的小鼠在移植1天后体内的水

平明显下降。图40进一步证明在移植48h时成体肝脏类器官进入受损的小鼠肝脏，并发挥成

熟肝细胞的功能。

[0213] 24、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具有修复慢性肝损伤小鼠的功能

[0214] 将利用前述19点的培养方法获得成熟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结构消化成单细

胞，按照每只鼠移植1*106个细胞，采用门静脉移植的方法移植到8-12w的FRG小鼠中同时撤

出NTBC水。移植两个月后取血检测人源ALB的表达情况。同时处死小鼠，取出肝脏后进行多

聚甲醛固定、石蜡包埋、连续切片并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处理。

[0215] 结果如图41-44所示，在撤除NTBC水后，移植成体肝脏类器官的FRG小鼠具有更强

的生存优势(图41)。并且在小鼠的血清中能检测到人源ALB的存在，含量在695.86μg  ml-1左

右，与成熟肝细胞移植的水平相当(图42)。通过人源肝特异性的标志物ALB、APOE、FAH的免

疫组织化学检测(图43，44)进一步证明成体肝脏类器官成功在受损伤的小鼠体内定殖并且

发挥成熟肝细胞的功能。

[0216] 25、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能在体内形成胆管结构

[0217] 将采用前述19点的培养方法获得成熟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结构消化成单细胞

并与等量的间充质干细胞进行混合，加入胶原混合后在培养板上按照10微升/包滴加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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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m2左右的小包，第二天将其种在SCID小鼠的肾包膜下。两个月后将小鼠处死，取出肾包膜

下的组织，进行石蜡包埋和组织染色，观察胆管细胞基因的表达情况。

[0218] 从图45可看出，在体内成熟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结构可形成类似于胆管的官

腔结构并高表达胆管细胞的标志物KRT19和KRT7。说明成熟的肝细胞-胆管细胞类器官具有

胆管细胞的潜能。

[0219] 如前文所述，本发明找到了适合胚胎及成体时期肝细胞类器官长期培养的方法，

从类器官传代的效率、细胞活力、基因表达水平和组织学水平几个方面进行验证，证明确实

养活了肝脏细胞，能够在一个月内维持肝细胞特性，长期培养过程中会向胆管转化。利用本

发明的分化培养基可使转分化的胆管细胞分化成成熟的肝细胞，形成肝细胞-胆管细胞的

复杂结构。通过单细胞测序，转录组分析证实该复杂结构具有与肝脏细胞类似的细胞组成

以及基因表达谱系。此外，通过肝脏功能学实验和动物体内实验，证实体外培养的肝脏类器

官是有功能的，具有成熟肝细胞和胆管细胞的功能，不仅能够修复肝受损伤的小鼠。还能在

体内形成胆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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