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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打印：
筛选个性化肿瘤药物“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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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3D 打印出的微型肝脏组
织，移植到小鼠体内，小鼠的生存
时间有明显改善， 有新生血管生
成。 ”近日，在由中国增材制造产业
联盟生物增材制造产业组主办、迈
普医学承办的“生物 3D 打印驱动
创新医疗”学术论坛上，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弢
透 露 了 3D 生 物 打 印 的 研 究 新 成
果。 他强调，目前打印活体器官主
要还在基础研究阶段，为临床做准
备。
“我们在探索细胞打印应用于
人体的可能，已在规划的打印‘尿
道’植入人体临床实验，有望成为
世界上首例活体打印、现场植入的
实验。 ”徐弢说。
3D 打印更能模拟干细胞生长
环境
生物 3D 打印技术的理念诞生
于 2000 年，由美国科学家托马斯·
波兰提出。 作为托马斯教授的第一
位博士生，徐弢将此技术概念实现
了。 他和导师共同拥有世界上首个
细胞打印专利。
《生物制造（
《Biofabrication》）
“
杂志的影响因子已从 0 提高到
8.383，可看出生物 3D 打印行业在
这几年的迅速发展。 ”他说。

生物 3D 打印的应用已从最初
打印不可以直接用于人体但面向
医学应用的材料， 发展到细胞打
印， 将活细胞作为主要打印单元，
构建人体的活性组织和器官。 且随
着技术不断创新，医疗领域中的细
胞打印创新应用令人眼界大开。
细胞打印能帮助人 们 评 估新
药物的疗效，实现个性化肿瘤药物
筛选。“肿瘤药物治疗，最初用药靠
经验总结，后来利用基因诊断发现
靶点。 但基因属于较基础信息，目
前手段不能检测到所有耐药性及
药物反应基因信息。 ”徐弢说，肿瘤
用药发展到 3.0 时代， 医生可将个
性化的肿瘤细胞取出，进行组织层
面的诊断，其中的难点就是重建病
人的肿瘤组织。
徐弢已对胶质瘤细胞、星形胶
质细胞、脑微血管内皮细胞等恶性
肿瘤进行研究。 他以胶质瘤为例向
科技日报记者介绍道：“我们从切
除出来的肿瘤组织中分离出细胞，
把其打印成细胞芯片。 接着结合基
因分析，把不同药物放在细胞芯片
上进行治疗，从而找出适合病人的
最理想药物。 ”
在干细胞和免疫细 胞 治 疗领
域，细胞打印也大有可为。 经过几
十年发展，多种疾病用干细胞治疗
效果趋于明确，干细胞研究及临床

转化进入井喷的“黄金窗口期”。 然
而，面向临床应用的干细胞培养面
临着数量、质量和污染的挑战。
“在实验室阶段，少量干细胞
就能达到研究目的，临床转化时一
个病人往往需要数十亿级别数量
的干细胞。 从人体收集到的干细胞
数量只有几百万或几千万水平，需
要扩增到数十亿水平，这是巨大的
挑战。 ”徐弢指出。 此外，临床细胞
培养不使用抗生素， 污染风险增
高。
他正在进行此方面的研究，并
发现在 3D 打印环境中更能模拟干
细胞的生长环境，具备将几百万细
胞扩增为数十亿细胞的能力。
面临准入标准缺失窘境
细胞打印是否有望 植 入 人体
进入临床呢？“目前打印活体器官
主要还在基础研究、为临床进行准
备的阶段。 ”徐弢解释，因为涉及到
活细胞， 不仅技术上要发展完善，
各国还要进行监管和法规评定，但
现阶段却面临着行业准入标准缺
失的窘境。
“实现简单的器官打印，目前
是有基础的。 ”徐弢说，世界上已有
用人造膀胱，让孩子存活十多年的
事实。 美国有 10 多个小孩，天生膀

胱小，每隔 10 多分钟就得上厕所，
无法上学。 他的导师从其膀胱里取
出一块邮票大小的细胞活组织，经
过一个月左右的培育，细胞组织迅
速成长，面积可覆盖足球场。 随之
制备膀胱模具，用高分子可降解材
料构建细胞的支架， 犹如葡萄架，
把培育成的膀胱细胞种进去，大概
1 个月后， 再移植到小朋友体内。
“细 胞 来 自 自 体 ， 不 存 在 排 异 问
题。 ”他表示，在细胞打印阶段，要
做的事是把原来手工制作模具的
过程自动化。
对于 3D 生物打印技术在临床
规模化应用前景，他保持乐观的态
度，“有挑战，有希望。 ”徐弢透露，
他准备和导师合作，利用病人尿道
细胞打印一段尿道， 用于尿道修
复。 尿道狭窄在临床上属于棘手疾
病，目前用病人的皮肤或口腔黏膜
修补尿道的治疗办法会造成二次
伤害，而且遇上大段的、长的尿道
缺损，更难以解决。
“我们拟用细胞打印技术，将
病人尿道内皮细胞和负责尿道收
缩的平滑肌细胞取出，同时打印构
成尿道的主要材料，将之组建成多
细胞的双层结构‘尿道’，之后植入
病人体内。 ”徐弢说，现在他们团队
正在进行临床前准备，及规划临床
实验。
据《科技日报》报道

中国市场成为
“全球零售业实验室”
总部位于瑞典的宜家集团近
日在上海宣布，由集团旗下宜家购
物中心投资开发的上海临空宜家
荟聚综合体项目开工建设。 这一项
目总建设体量逾 43 万平方米，投
资额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 宜家购
物中心中国区总裁丁晖透露，为顺
应中国消费市场变化，落户于临空
宜家荟聚的宜家家居商场将与传
统宜家商场有很大不同，“顾客将
更多采用数字化购物工具，从而获
得更便捷的体验。 ”
宜家集团并不是唯一 为 了把
握中国新零售机遇而作出改变的
外资零售业巨头。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
术的加持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
市场涌现出众多新业态、 新模式。
中国新零售迸发出的活力， 对宜
家、家乐福等外资零售业巨头产生
了巨大的吸引：门店瘦身、数字化
购物、移动支付等，它们纷纷调整
模式，以新业态门店满足国内用户
的口味。 家乐福大中华区总裁唐嘉
年表示，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
零售业的实验室”。
技术进步提供实验基础
谈到“全球零售业的实验室”
这一说法，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

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直
言“震撼”。 在他看来，这顶帽子既
是肯定，又带点儿羡慕的意味。“我
觉得这个说法是积极正面的，它至
少表明了中国零售业已经站在世
界前沿。 从国外零售业巨头的角度
来看，中国的市场很新颖，他们的
观点是对中国电子商务多年耕耘
的肯定。 ”欧阳日辉表示。
他强调了技术进步的赋能，
“除了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 这几
年的技术进步功不可没，特别是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移动支付等
支付技术的进步，为零售业提供了
很好的实验基础。 ”在欧阳日辉看
来， 随着底层数据的挖掘和处理，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应
用，消费者的消费潜力、个性化需
求都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满足。
这也是双向共赢的过程，基于
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大量
数据被积累沉淀， 在此基础上，几
十年没有突破的人工智能技术走
出实验室， 和各个行业相结合，也
得到充分发展。 有了算法的精准助
力，电子商务以及人工智能对消费
者的个性化营销也更加准确。
消费者数字化程度较高
“但归根结底，最大的诱惑还

是 13 亿人的消费需求。 在中国的
巨大市场做零售新技术、新模式的
实验，也是很合理的。 ”欧阳日辉
说。 据统计，刚刚过去的 2018 年，1
至 11 月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达
3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1%，预计
全年突破 38 万亿元。
此外， 国内市场 消 费 内 容 升
级、消费地域延伸、消费代际更迭
的新特点逐渐显现，已进入需求多
元发展、结构不断升级的消费新时
代。 欧阳日辉表示：“我们的网络零
售额连续五年居全球第一，既培育
了很多新的业态，也培育了消费者
新的消费习惯。 我国电子商务消费
者的成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比
较高的。 ”
网络消费者形成的巨 大 群体
基础， 消费者数字化程度较高，新
技术的应用，这些都使得零售业模
式的升级得以实现。 沃尔玛中国总
裁陈文渊曾公开表示，沃尔玛不仅
需要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发展战
略，还要从这个市场学习更多。
电商发展缩小消费鸿沟
在欧阳日辉看来，国内外在线
下消费基础设施上的差距是不可
忽视的，他强调，国外的线下消费
体系比较完善，大型商超等基础设

施充足，物流体系发达，孕育了线
下消费的良好市场。 而国内还有很
多不足，“在流通体制、消费场所等
方面，国内与国外以及国内城乡之
间差距都非常大。 ”
在很多地区，大型商超等基础
设施相对较简陋， 物流虽然方便，
但成本居高不下，因此同样商品会
产生较大的价格差异。 从一线城市
往下走， 工业品的价格越来越高，
商品质量却得不到保障，一些假冒
伪劣产品充斥乡镇市场。 一线城市
有“五环内外”之别，一二线城市和
边远乡镇之间的消费品位和能力
更是千差万别。“但通过电子商务，
城乡之间的差距、城镇之间的差别
会越来越小，价格和质量上的差别
也几乎消失， 这是很大的一个变
化。 ”欧阳日辉充分肯定了电子商
务给广大边远消费群体带来的机
会和改变。
此外，线上线下融合也是近年
发生的显著变化，是新零售倡导的
无感消费、无界消费的成果。“这些
变化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政策的完
善、消费者心态的开放。 改变总是
渐次发生的，过去十几年电子商务
的发展，让中国成为零售业巨头争
相竞逐的市场。 ”欧阳日辉说。
据《科技日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