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空纤维测试法（Hollow Fiber Assay）： 

CELLMAX® 体内植入膜 

 
定义 

 

中空纤维测试法（HFA）是一种快速的体内分析技

术，可用于评估药物的细胞毒性效应，而通过将

人体肿瘤细胞封装培养于中空纤维内并植入裸鼠

皮下或腹腔，即可以用于评估待测化合物的药效。 

 

特性 

 

评估潜在抗肿瘤药物的活性可通过多种体内模

型，包括异种移植、原位模型和 HFA。HFA 方法经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改良，已成为一种独

特的药物研发体内模型。HFA 可在同一实验动物

的 2 个不同部位评估抗肿瘤药物对多个不同细胞

系的效力。HFA 使用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半渗

纤维膜，纤维内腔可封装肿瘤细胞，适用于不同

组织源性和细胞特性的肿瘤细胞。纤维采用聚偏

氟乙烯（PVDF）材质，内径 0.5-1mm，长 2cm，

截留分子量 500,000Da。因此，可溶性生物活性物

质（如蛋白质，包括肿瘤细胞或宿主所产生的生

长因子）可透过纤维膜壁，而肿瘤细胞和宿主细

胞不会直接相互接触。纤维通常植入裸鼠，也可

以植入大鼠或其它实验动物，以用于抗肿瘤药物

的临床前研究。一只小鼠最多可接受 6 种肿瘤细

胞系植入，因而，可在同一实验动物上同时进行

多种细胞系的检测。因为宿主的免疫细胞不会渗

入中空纤维内腔引起免疫反应而妨碍肿瘤细胞生

长，所以纤维可用于植入到免疫功能不全或免疫

功能完全的小鼠品系。纤维可植入腹腔（i.p.）或

皮下（s.c.），所以经静脉（i.v.）、口腔、i.p.及 s.c.

给药有助于评估肝通过效果，为进一步的细胞毒

性和抗血管形成化学治疗体内测试提供给药剂

量、给药周期的评估信息。给药处理完成后，可

研究分析活细胞增殖和细胞特性，包括细胞周期

分布、DNA 损坏诱导、细胞死亡诱导（凋亡）、蛋

白质表达水平以及细胞形态等。此外，也可以分

析体内药代动力学参数，包括药物运输、pH、pO2。 

 

NCI 推荐 12 个肿瘤细胞系用于常规抗肿瘤药物活

性中空纤维筛选检测。对于在体外抗肿瘤药物筛

选中已确认有可重复活性的药物，这可作为确定

药物潜在活性的初步体内评估。HFA 有助于选择

可优先用于进一步移植瘤模型筛选的化合物，大

大减少直接进行移植瘤检测所需活性化合物的用

量。NCI HFA 检测一种化合物对 12 个肿瘤细胞系

的作用只需要 24 只小鼠，而在 NCI 移植瘤模型中，

一种化合物对应一种移植瘤模型，整个实验约需

要50只小鼠。使用HFA进行早期临床前药物筛选，

符合实验动物替换、改善、优化（3Rs）的原则，

有助于控制实验动物的使用。 

 

自其成功开发以来，已有多个科研小组通过 HFA

进行药物活性筛选。HFA 已成功用于化合物对原

始人体肿瘤细胞以及定性肿瘤细胞系效力的研

究。HFA 体内分析不仅可成功用于抗肿瘤活性的

定量研究，其应用也在不断得到扩展。HFA 已经

用于抗病毒药物的评估，也适用于其它医疗领域。 

 

体内 HFA 可用于预测药物对移植瘤的活性。在移

植瘤模型中，抗肿瘤活性通常通过肿瘤体积的相

对降低来确认。而在 HFA 中，活性可通过活细胞

数量的降低来确认，后者可通过MTT 分析来检测。

在移植瘤模型中具有活性的化合物通常在 HFA 中

也具有活性。 

 

移植瘤模型一般不能简单地阐释化合物在肿瘤中

作用机制。从移植瘤模型中收获肿瘤细胞进行药

效学研究通常由于宿主细胞的干扰而非常困难。

生长于中空纤维内的细胞是独立的细胞悬液，而

无宿主细胞污染，可轻松地回收，用于机制研究。

使用 HFA 进行临床前研究，可缩短将药用化合物

用于临床研究的时间。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

获得更多关于肿瘤细胞-基质相互作用的数据，这

将是对 HFA 模型进行优化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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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传统动物模型，HFA 具有诸多优势。首先，

HFA 可以最短的时间（低于 2 周）和最少的材料

（如待测化合物）得出药效的定量指标，而不会

受到移植瘤模型大规模动物实验的成本限制。其

次，在动物模型中进行研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进行检测操作，特别是当待测化合物只具有极

弱的抗肿瘤活性时。采用 HFA，可免去在移植瘤

模型中检测无活性化合物的过程。第三，在组织

培养研究中具有良好效果的肿瘤治疗方式，在实

体瘤中往往效果欠佳，原因可能是肿瘤在三维结

构的生长过程中，其增殖性能和微环境异质性会

有差异，而细胞在中空纤维中可以三维结构方式

生长。第四，这种检测方法可将药物的药效动力

学以及潜在的生物转化纳入考量范围。第五，HFA

是进行联合用药初步体内实验的绝佳方法，因为

化合物会有一个动态的体内相互作用过程。第六，

HFA 可以使实验小鼠免受移植瘤诱导的恶病质影

响。 

 

HFA 尚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移植瘤模型。移植瘤

细胞在生长以及与宿主组织的相互作用时复杂的

反应不能分析。细胞不能转移到动物的其它器官，

因为纤维防止了细胞的迁移。尽管使用纤维时不

会诱导肿瘤血管的生成，新血管的形成仍可供给 

纤维营养物质，这可能由纤维内肿瘤细胞释放的

生长因子所诱导。中空纤维可用于评估化合物到

达不同生理部位（s.c.和 i.p.）肿瘤细胞的能力，

并评估药物在肿瘤细胞内是否可以达到药物活性

浓度。使用现代生物发光技术，可观察细胞在纤

维内的动态生长过程。 

 

方法 

 

HFA 可按以下步骤操作：从处于对数期的体外培

养中按所需细胞密度收获肿瘤细胞。将细胞悬液

注入中空纤维，两端热密封，防止细胞流出。密

度取决于待测细胞系，从 1-100 X 105 cells/fiber

不等。植入宿主前，将纤维置于组织培养基，于

37℃、5%CO2 条件下孵育 24-48hr。植入当天，可

使用MTT 法对每个肿瘤细胞系样品进行活细胞计

数。纤维植入后数日，按所需剂量和周期给予实

验小鼠抗肿瘤药物处理，最长可持续 2 周。给药

结束后，从宿主回收纤维，进行 MTT 分析。计算

每个细胞系的净生长百分比，与对照组净生长百

分比比较。此外，也可以进行其它细胞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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