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5｜No.31｜November 2021｜4995

低温冷冻干燥后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生物学性状的变化

刘  磊，狄海萍，郭海娜，曹大勇，牛希华，夏成德

文题释义：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是通过一步离心法获得的第2代血小板衍生物，由于生长因子释放缓慢且持久，而且大量的纤维蛋白构成疏松网状结

构可为细胞增殖和迁移提供足够的空间，在组织修复与重建外科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摘要

背景：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在临床上已被用于骨及软组织修复，但是由于其具有生物活性，仅限于短期临床应用。如何稳定保存富血小板纤

维蛋白及延长临床应用时间，显得尤为重要。

目的：探讨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对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形态学以及对富血小板纤维蛋白中血小板释放生长因子活力及释放规律的影响。

方法：制备新鲜及冻干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将其浸泡于无血清的DMEM基础培养基，收集1，7，14，21 d各个时间点冻干及新鲜富血小板

纤维蛋白析出液，进行成纤维细胞培养及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含量测定，比较冻干前后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形态结构、生长因子活力及

释放规律；通过苏木精-伊红染色进行形态学观察；通过CCK8法测定细胞增殖；通过细胞划痕实验评价对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通过ELISA
试剂盒检测不同时点两组析出液中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含量。

结果与结论：①苏木精-伊红染色显示，冻干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结构呈疏松呈海绵状，孔隙直径较大，蓝染有核细胞数目明显减少；②与

无血清基础培养基相比，第1天和第7天收集的新鲜及冻干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析出液明显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P < 0.05)，其中冻干富血小

板纤维蛋白析出液对成纤维细胞增殖能力效果更显著(P < 0.05)；③与无血清培养基相比，新鲜、冻干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析出液及含10%胎

牛血清的完全培养基，在12 h及24 h两个时间点均能有效促进成纤维细胞迁移，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④与新鲜富血小板纤维蛋白

析出液相比，冻干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析出液在12 h及24 h两个时间点促进成纤维细胞的迁移作用更明显(P < 0.05)，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⑤新鲜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在第7天释放量最大，随着时间推移，生长因子释放量逐渐减少；冻干富血小板

纤维蛋白组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在第1天释放量最大，随着时间推移生长因子释放量逐渐减少，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两组生长

因子释放总量进行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⑥结果表明，冻干技术保存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具有可行性，可以为组织修复重建提

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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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亮点—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由于富含生长因子及不添加外源性抗凝剂，且制备简单，已被用于骨及软组织修复，

但是临床需要即刻应用，低温冷冻干燥能够保存富血小板纤维蛋白释放的生长因子活性，解决富血小板

纤维蛋白保存问题。

△冻干富血小板纤维蛋白能否用于软组织修复目前还缺乏理论依据，此次实验从与创面愈合密切相关的生

长因子及细胞为切入点进行冻干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的生物学性状研究，可为创面修复提供可靠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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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 (platelet-rich fibrin，PRF) 是通过一次

离心制备的第 2 代血小板衍生物，主要成分为血小板、纤

维蛋白及白细胞，由于制备过程中没有引入外源性添加剂，

生物安全性高，在骨组织及软组织修复中具有潜在应用价 

值
[1-3]

。血小板在伤口愈合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伤口急性期血

小板黏附于损伤血管止血，血小板被激活，大量生长因子包

括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 β、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等生长因子被大量释放启动组织修复
[4]
。通过自然离心获得的

纤维蛋白具有疏松的三维空间结构，可以为细胞增殖和迁移

提供支架利于创面愈合
[5]
。然而在 PRF 临床应用过程中，为了

避免生长因子流失，往往需要即刻应用。因此寻找一种可长

期保存并延长其临床应用时间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可以很好地保持蛋白质及酶的活性，

在临床药物研发中广泛应用
[6-8]

。有基础研究证实，冻干 PRF
与新鲜 PRF 相比同样具有促进创面愈合的能力

[9]
。同样，利

用冻干 PRF 与新鲜 PRF 进行成骨细胞培养，发现冻干之后

PRF 仍具有促进成骨细胞增殖的能力，且优于新鲜 PRF，之

后的动物实验证实冻干 PRF 具有修复骨组织缺损的能力
[10]
。

为了进一步阐述冻干方式对 PRF 结构和功能的影响，为临床

应用奠定理论基础，此次课题通过对冻干前后 PRF 形态结构、

生长因子活力及释放规律进行研究，探讨低温冷冻技术对其

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生物学性能观察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9 年 6 至 12 月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干细胞重点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试剂   DMEM 培养液 (Solarbio，中国 )，磷酸盐缓

冲液 (Solaebio，中国 )，氨苄青霉素 (Amresco，美国 )，硫酸

链霉素 (Am-resco，美国 )，胎牛血清 (Gibco，美国 )，0.25%
胰蛋白酶 (Gibco，美国 )，CCK8 试剂盒 (Amresco，美国），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 试剂盒 (Solarbio，中国 )。
1.3.2   实验仪器   恒温培养箱 (Thermo，美国 )，离心机

(TD25-WS，中国 )，超净工作台 (苏州安泰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
冻干机 (CHRIST)。
1.3.3   实验主要仪器   显微镜 ( 荷兰飞利浦 )；SW-CJ-2F 型

超净工作台 ( 苏州净化公司 )；Hettich ROTOFIX32A 离心机 

(Hettich 公司 )；CO2 培养箱 (Thermo Scientifc 公司 )；流式细

胞仪 (BIO-RAD 公司 )；普通光学倒置相差显微镜 (OLYMPUS
公司 )；JSM-6390A 型扫描电镜 (JEOL 公司 )；实时荧光定量

反转录 PCR 仪 ( 上海睿铂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LDEL680
型酶标仪 (BIO-RAD 公司 )。
1.4   实验方法   
1.4.1   制备新鲜 PRF 及冻干 PRF   根据文献报道，抽取 12 名

健康志愿者静脉血 10 mL 置于无添加剂玻璃管中，然后以

400×g 离心力离心 10 min 后取出，4 ℃静置 10 min[11]
。在无

菌操作台内将离心管中最上层的贫血小板血浆弃掉后，再用

眼科镊将 PRF 凝胶轻轻取出，切除其下端的红细胞部分，即

得到新鲜的 PRF，全血离心后分 3 层，中间层即为 PRF，将

制备好的 PRF 放置无菌 6 孔板中，封口膜封存，置入 -80 ℃
冰箱中冷冻过夜。然后将培养皿置于冷冻干燥机并在真空低

温 (400 Pa，-45 至 -40 ℃ ) 条件下冷冻干燥 24 h，即为冻干

PRF，4 ℃冰箱储存。以上所有操作志愿者均知情同意，并通

过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4.2   制备冻干及新鲜 PRF 条件培养基   将新鲜及冻干 PRF
置于 15 mL 无菌离心管，加入 5 mL 无血清的 DMEM 基础培

养基，分别在 1，7，14，21 d 收集析出液，每一时间点收集

析出液后，再加入 5 mL 无血清培养基，待下一个时间点进

行收集，获得析出液浓度定义为 100%。析出液一部分用于

生长因子测定，一部分用于细胞实验。用于细胞实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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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Therefore, how to keep platelet-rich fibrin stably and prolong the time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freeze-drying technology on the morphology of  platelet-rich fibrin and the activity and release regularity of growth factor 
releasing from platelets in platelet-rich fib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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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是用无血清培养基根据体积进行稀释获得，配置最终

浓度为 20%，进行细胞实验。

1.4.3   PRF 形态学观察   将新鲜及冻干 PRF 浸泡在 40 g/L 多聚

甲醛中固定 24 h，石蜡包埋，切片，4 μm 厚度石蜡切片经

过脱蜡，进行苏木精 -伊红染色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

1.4.4   成纤维细胞增殖能力测定   根据文献报道，将包皮环

切术后的皮肤组织进行成纤维细胞分离培养，使用 P2 代成

纤维细胞进行细胞实验
[12]
。成纤维细胞以 2×104/ 孔密度接

种于 6 孔板中，细胞贴壁后，加入无血清基础培养基培养 

24 h，倒出培养基，分别加入含体积分数 10% 胎牛血清的完

全培养基及无血清基础培养基，在 0 h 及 48 h 显微镜下拍照

观察细胞的形态及数目。为了比较不同时间点收集的析出液

对成纤维细胞增殖的影响，将成纤维细胞以 2×103/ 孔密度接

种于 96 孔板，12 h 后待细胞贴壁，更换无血清基础培养基继

续培养 24 h，倒出培养基，分别加入 1，7，14，21 d 收集的

体积分数为 10% 的冻干及新鲜 PRF 析出液 100 μL，48 h 后使

用 CCK8 试剂盒进行细胞增殖实验测定，并计算细胞增殖率。

1.4.5   成纤维细胞迁移能力测定   将成纤维细胞以 2×104
密度

接种于 12 孔板中，直到细胞融合 85%，开始进行划痕实验。

使用 200 μL 微量移液枪枪头在 12 孔板内垂直于横线纵向划

痕，枪头要垂直，不能倾斜。PBS 冲洗 3 次清除细胞碎片，

分别加入 2 mL 无血清 DMEM 培养基，含体积分数 10% 胎牛

血清的高糖 DMEM 培养基 2 mL、10% 冻干 PRF 析出液 ( 无
血清 )2 mL 和 10% 新鲜 PRF 析出液 ( 无血清 )2 mL，其中冻

干及 PRF 析出液均使用第 7 天收集的析出液，并按体积分数

配置为浓度为 10% 的条件培养基。于 12 h 及 24 h 分别拍照

记录，比较各组迁移面积百分百比。

1.4.6   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 测定   将收集的 1，7，
14，21 d 析出液用 ELISA 试剂盒进行测定。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冻干及新鲜 PRF 形态学；②冻干 PRF
生长因子活力及释放规律。

1.6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Graph Pad Prism 软件处理，两独

立样本比较用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形态学观察结果   苏木精 - 伊红染色显示，新鲜 PRF 中

纤维蛋白为均质红染疏松网状结构，网状结构中无血小板及

细胞结构，在 PRF 凝胶与红细胞层的交界处聚集着蓝染的白

细胞；冻干 PRF 中纤维蛋白呈疏松呈海绵状，孔隙直径较大，

蓝染有核细胞数目明显减少，见图 1。

2.2   成纤维细胞增殖能力测定   成纤维细胞培养 48 h 后，在显

微镜下进行细胞形态学观察，含有冻干 PRF 析出液和新鲜 PRF
析出液培养的成纤维细胞，形态良好，细胞数目明显增多，

与含体积分数 10% 胎牛血清完全培养基培养的成纤维细胞数

目相比无明显差别。而无血清培养基培养 48 h，细胞形态变

圆，脱落，细胞数目明显减少 ( 图 2A)。成纤维细胞培养 48 h， 

CCK8 进行增增殖能力测定，结果表明，与无血清基础培养基

相比，第 1 天和第 7 天收集的新鲜及冻干 PRF 析出液明显促进

成纤维细胞增殖 (P < 0.05)，其余各个时间点收集的两组析出液

促进细胞增殖能力与无血清培养基组相比无差异，第 1 天及第

7 天两组析出液对成纤维细胞的增殖能力相比，冻干 PRF 析出

液更能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 (P < 0.05)，见图 2B。结果表明，

低温冷冻干燥不影响 PRF 中血小板释放生长因子的活力。

2.3   成纤维细胞迁移能力测定    细胞划痕实验中，与无血清

的培养基相比，新鲜 PRF 析出液及干 PRF 析出液及含体积

分数 10% 胎牛血清的完全培养基，在 12 h 及 24 h 两个时间

点均能有效刺激成纤维细胞的迁移，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与新鲜 PRF 析出液相比，冻干 PRF 析出液在 12 h 及

24 h两个时间点促进成纤维细胞的迁移作用更明显 (P < 0.05)，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提示新鲜及冻干 PRF 析出液均

可促进成纤维细胞的迁移，低温冷冻干燥并不影响血小板释

放的生长因子活性，见图 3。

A B

图注：图 A 代表新鲜富血小板纤维蛋白；B 代表冻干富血小板纤维蛋白，

红色箭头代表蓝染有核白细胞

图 1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的苏木精 -伊红染色结果 (×100)
Figure 1 ｜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results of platelet-rich fibrin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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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 A 示各组培养基对成纤维细胞增殖的影响 (×40)；图 B 为通过 CCK8 检测并计算各组增殖率所得的数据，与 DMEM 组比较，
aP < 0.05；冻

干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与新鲜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相比，
bP < 0.05

图 2 ｜成纤维细胞增殖能力测定结果

Figure 2 ｜ Measurement of fibroblast prolifer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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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 A 示冻干及新鲜富血小板纤维蛋白不同时点释放血小板衍生生

长因子 BB 含量，与同组第 7 天相比，
aP < 0.05；与同组第 1 天相比， 

bP < 0.05；图 B 示新鲜及冻干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总释放量。统计学分析

发现，新鲜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生长因子释放含量在第 7 天最高，冻干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生长因子释放含量在第 1 天最高

图 4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 含量测定结果

Figure 4 ｜ Results of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BB content 
determination

2.4   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 测定   结果显示，新鲜

PRF 组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 在第 7 天释放量最大，随着

时间推移，生长因子释放量逐渐减少；冻干 PRF 组血小板衍

生生长因子 BB 在第 1 天释放量最大，随着时间推移生长因

子释放量逐渐减少，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组生长

因子释放总量进行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图4。

3   讨论   Discussion
新鲜 PRF 制备是通过自然离心获得的凝胶结构，可缓

慢释放所含生长因子，但是由于 PRF 富含大量纤维蛋白，

导致该凝胶结构坚韧不易塑形，如长期体外储存则有细菌污

染风险，而临床又需要即刻应用
[8]
。采用低温冷冻技术保存

PRF，不仅保留了新鲜 PRF 的生物学活性，还可以根据临床

需要将冻干 PRF 制备成膜片状、颗粒状或者粉末状，亦可以

作为构建组织工程的支架材料，方便临床应用，也利于长期

冷存和运输。生物材料的表面形态、硬度及孔隙直径等均会

影响接种细胞的增殖、黏附及基因表达
[12-16]

。研究表明，冻

干 PRF 的孔隙直径是新鲜 PRF 的 13.4 倍，这种疏松的结构

更有利于细胞的增殖和黏附
[12]
。此次研究在低温冷冻干燥处

理 PRF 后，观察冻干 PRF 的形态学结构，苏木精 - 伊红染色

显示冻干 PRF 结构呈疏松海绵状，孔隙直径较大，蓝染有核

细胞数目明显减少。由此可见冻干保存 PRF 可以增大其孔隙

直径，较大的孔隙直径一方面可以为细胞增殖提供足够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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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 A 示各组培养基对成纤维

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40)；图 B 为

通过细胞划痕试验定量分析所得的数

据，与 DMEM 组相比，
aP < 0.05；与

冻干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相比，
bP < 

0.05
图 3 ｜成纤维细胞迁移能力测定结果

Figure 3 ｜ Measurement of fibroblast 
migration ability

间，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与液体的接触面积加快 PRF 体内降解。

PRF 中血小板能够释放大量生长因子，实现组织修复及

重建
[17-29]

。在创面修复过程中，成纤维细胞是创面愈合的主

要修复细胞，成纤维细胞活化、增殖、迁移、合成胶原填补

缺损从而促进创面愈合
[30-32]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是调控细

胞增殖和分化的关键因子，其中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 是

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及胶原合成的关键因子
[33]
。因此作者通

过获得新鲜及冻干 PRF 析出液用于培养成纤维细胞，观察其

对成纤维细胞增殖及迁移能力的影响，同时检测各个时间点

析出液中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 的含量及释放总量；结果

表明，与无血清基础培养基相比，第 1 天和第 7 天收集的新

鲜及冻干 PRF 析出液和含有体积分数 10% 胎牛血清的完全

培养基均能明显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 (P < 0.05)，其余各个时

间点两组析出液促进细胞增殖能力与无血清基础培养基相比

无明显差异；第 1 天及第 7 天两组析出液对成纤维细胞增殖

能力相比，冻干 PRF 效果显著 (P < 0.05)，并且随着时间延长

对细胞生长促进作用明显减弱，这可能与生长因子随时间延

长释放量逐渐减少有关。通过检测各个时间点收集析出液生

长因子的量及释放总量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新鲜 PRF 组血小

板衍生生长因子 BB 在第 7 天释放量最大，随着时间推移，

生长因子释放量逐渐减少；冻干 PRF 组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 在第 1 天释放量最大，随着时间推移生长因子释放量逐

渐减少，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两组生长因子释放总

量进行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通过细胞划痕实

验，新鲜 PRF 析出液及干 PRF 析出液及含体积分数 10% 血清

的完全培养基，在 12 h 及 24 h 两个时间点均能有效刺激成

纤维细胞的迁移，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与新鲜 PRF
析出液相比，冻干 PRF 析出液在 12 h 及 24 h 两个时间点均

能明显促进成纤维细胞的迁移 (P < 0.05)，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以上结果提示新鲜及冻干 PRF 析出液均可促进成

纤维细胞的增殖与迁移，但冻干 PRF 析出液促进细胞增殖及

迁移的能力更明显，证实低温冷冻干燥并不影响血小板释放

生长因子的活性以及含量，这与文献报道结果一致
[34-35]

。由

于新鲜 PRF 释放生长因子至少可以维持 7 d，因此在进行创面

修复时将 7 d 作为一个治疗周期，此次研究结果证实冻干 PRF
中血小板释放的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 可以维持 7 d；同样

在成纤维细胞增殖实验中观察到，第 1 天及第 7 天收集的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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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PRF 析出液更利于成纤维细胞的增殖，7 d 之后收集的析出

液对细胞增殖无明显影响，这与生长因子释放规律保持一致。

综上所述，低温冷冻干燥技术保存 PRF 是一种可行的方

法，作为一种有活性的生物支架材料，在组织工程领域有潜

在应用价值，可以为慢性创面治疗提供理论依据；但是关于

冻干 PRF 在体内能否进行创面修复，效果如何，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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