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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类器官研究进展及临床应用前景

焦  慧，张一宁，宋雨晴，林  宇，王秀丽

文题释义：

类器官：具有干细胞潜能的细胞进行体外三维培养后形成的细胞团，其能自我更新和自我组装，并表现出与来源组织相似的结构特征和

功能特性，不仅能够长期传代培养，而且具有稳定的表型和遗传学特性，是近年来突破发展的一种体外三维组织培养技术，备受研究人

员的关注。

个性化癌症治疗：针对患者个人情况，为每一位癌症患者量身定制最佳治疗方案，以期达到治疗效果最大化和不良反应最小化的特定医

疗模式。相比以往对大部分癌症患者实施单纯手术切除治疗，这种治疗方式更加强调精准化，因此又称为精准医疗。

摘要

背景：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逐年上升且趋于年轻化，严重威胁女性生命健康，因此建立一个能够准确模拟体

内肿瘤情况的理想乳腺癌模型显得尤为重要。类器官与体内来源的组织或器官高度相似，是一种新型的体外三维培养模型，近年来在各

种恶性肿瘤的研究中备受研究人员的青睐。

目的：综述乳腺癌类器官的研究进展及应用，以期为乳腺癌的个性化治疗提供新的研究途径。

方法：第一作者以“类器官、乳腺癌类器官、肿瘤类器官、乳腺球、3D培养”“organoid，breast cancer organoids，cancer organoids，
mammosphere，three-dimensional culture”为检索词，检索 1980 年 1 月至 2020 年 2月CNKI、万方、PubMed 数据库相关文献，文献类型

不限，排除与文章研究目的无关及重复性的文献，最终纳入66篇文献进行综述分析。

结果与结论：文章简要介绍了类器官技术，回顾了构建乳腺癌类器官模型的过程，总结了乳腺癌类器官最新研究进展及应用。乳腺癌类

器官在疾病建模、肿瘤发生机制、药物筛选等方面有广泛应用前景，为乳腺癌研究和治疗提供了可靠的模型，特别是为乳腺癌个性化治

疗开辟了新的视野。

关键词：乳腺癌；类器官；干细胞；肿瘤模型；3D培养；个性化治疗；药物筛选；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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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Breast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tumors in women. Its incidence rate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ends to be younger. It 
seriously threatens women’s health.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n ideal breast cancer model that can accurately simulate the tumor in 
vivo. Organoid is a new three-dimensional cultural model in vitro, which recapitulates key aspects of in vivo tissue or organ.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s based 
on organoids have covered many kinds of tumors.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application of breast cancer organoids,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research way for personalized trea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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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简要介绍了类器官技术；

△回顾了乳腺癌类器官模型的

构建过程；

△综述并分析了乳腺癌类器官

研究的前沿进展；

△综述并探讨了乳腺癌类器官

在药物筛选、机制研究、新药

研发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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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仅 2018 年

报告的死亡人数就超过 60 万
[1]
。21 世纪以来，乳腺癌发病

率居高不下，呈上升趋势，并且发病人群呈年轻化
[2-3]

。针

对乳腺癌患者主要有手术、放疗、内分泌治疗、化疗、靶向

治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但 40% 的乳腺癌患者出现肿瘤复发，

并且其中有 60%-70% 的患者伴有远处转移
[4-5]

。乳腺癌的耐

药、复发和转移仍旧是大多数患者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

临床上通常应用雌激素受体 (estrogen receptor，ER)、孕激

素受体 (progesterone，P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 及 Ki67 将乳腺癌划

分为 Luminal A、Luminal B、HER2 过表达、三阴性 4 个亚型

来指导临床治疗
[6]
。但实际上，乳腺癌是高度异质性疾病

[7]
，

又由于个体差异的广泛存在，不同患者对治疗的反应难以预

估，使患者承受了大量不必要的药物不良反应和巨额的经济

负担。因此，为每一位患者提供个性化治疗势在必行，寻找

一个能够准确模拟体内肿瘤情况的理想肿瘤模型显得尤为重

要。近年来，类器官技术的发展为建立和分析乳腺癌样本提

供了新的机遇，文章就乳腺癌类器官研究及应用进展作一综

述。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 料 来 源   第一作者于 2020 年 3 月应用计算机在 

PubMed 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及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检索 1980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相关文献，以“organoid，
breast cancer organoids，cancer organoids，mammosphere，
three-dimensional culture”为英文检索词，以“类器官、乳

腺癌类器官、肿瘤类器官、乳腺球、3D 培养”为中文检索词。

检索文献类型：综述性论文、研究性论文及著作等。初检文

章 568 篇，中文文献 92 篇，英文文献 476 篇。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根据文章题目及摘要进行初步筛选，通过文

献精读和泛读后设计提炼出与文章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紧密

联系的文献。

排除标准：①重复性研究或内容过于陈旧 ( 年代久远，

不具有时效性和参考价值，超出近 10 年年份的文献 )；②研

究目的及内容与此文无关的文献。

breast cancer. 
METHODS: Using the key words of “organoid, breast cancer organoids, cancer organoids, mammosphere, three-dimensional cultur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spectively, the first author retrieved relevant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January 1980 to February 2020 in CNKI, Wanfang, and PubMed databases. The type of 
the article was not limited. After removal of the articles that were not related to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or repetitive, 66 articles were finally analyz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is review introduced organoid technology briefly and retraced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suitable culture conditions to establish 
breast-cancer-origin organoids. Also, we concluded latest development of its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progress. Breast cancer organoids have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disease modeling, tumor pathogenesis, drug screening and other aspects, which provide a reliable model for breast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and in particular, open up a new perspective for personalized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organoids; stem cells; tumor model; 3D culture;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drug scree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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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提取   纳入文献 80 篇，包括中文文献 11 篇，英文

文献 69 篇，排除与研究目的相关性差及内容陈旧、重复的

文献 14篇，最终纳入 66篇符合标准的文献进行综述，见图 1。

应用计算机在 PubMed 数据库、

万方数据库及 CNKI 数据库检

索 1980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

的相关文献

以“organoid，breast cancer 
organoids，cancer organoids，
mammosphere，three-dimensional 
culture”为英文检索词；以“类器官、

乳腺癌类器官、肿瘤类器官、乳腺

球、3D 培养”为中文检索词

检索到文献 568 篇，包括英文 476
篇，中文 92 篇，排除与研究内容

目的相关性差及内容陈旧、质量不

高、重复文献 502 篇

纳入符合标准的文献 66 篇

图 1 ｜文献检索流程图

2   结果  Results 
2.1   类器官技术   目前，传统的体外肿瘤细胞培养模型主要

是细胞系模型 (cell lines，CLs) 和人源性肿瘤异种移植模型

(patient-derived xenografts，PDXs)。细胞系模型简单、经济，

可以进行高通量药物筛选，最常用。然而，细胞系通常来自

单个细胞，缺乏细胞 -细胞、细胞 -细胞基质间的相互作用，

不能重述肿瘤细胞的多样性
[8]
。此外，长期的体外平面培养，

使肿瘤细胞丧失异质性，不能维持其特有的组织来源特征，

与原肿瘤生长状态不一致，因此无法模拟患者体内复杂的三

维环境及组织细胞功能和相关的信号通路
[9]
。最近有研究表

明，乳腺癌细胞系的遗传和转录进化可显著改变药物应答
[10]
。

例如，二维培养导致不同实验室间的 MCF-7 细胞系在生长速

度、激素受体状态、核型和克隆方面存在着差异。人源性肿

瘤异种移植模型虽在模拟体内微环境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但动物实验研究培养周期长、花费高，不能进行高通量药物

筛选；再者具有种属差异，动物体内环境体系复杂，变异因

素众多，在数据采集分析和阐明机制方面均存在很大难度，

无法进行单因素分析
[11]
。这些模型存在肿瘤异质性缺乏等缺

陷，致使它们都不能很好地还原患者体内肿瘤的生长状态，

给乳腺癌研究带来了模型失真性等问题，导致在体外模型开

发的大多数药物最终在人类临床试验中失败。

近年来，伴随组织工程研究的不断深入，体外三维培养

模型愈来愈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其中类器官技术发展最为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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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该技术以干细胞或器官祖细胞为原料，经过体外培养，

能发生类似体内细胞分选及谱系定向，即自组装成器官样结

构的细胞团，表现出与来源组织相似的结构和功能，为模拟

活体器官提供新的体外模型
[12-13]

。2009 年，HANS CLEVERS

团队将来源于小鼠肠道的成体 lgr5 阳性干细胞培养在含有

R-spondin、EGF、Noggin 因子的三维基质凝胶中，形成了类

似小肠的显微结构，即隐窝 - 绒毛复合体，成功建立了肠类

器官培养系统
[14]
。由于成人干细胞培养缺乏间充质细胞，一

般需要在培养基中加入细胞因子和细胞外基质形成干细胞培

养微环境，这是类器官更新和分化的物质基础，通过人为调

控培养系统的成分，细胞可以自动分化为特定结构并完成类

器官自组装过程
[15]
。研究人员通过修改加入的因子成分和细

胞分离程序，成功摸索出其他上皮类器官体外生成和长期扩

增的培养条件
[16]
，如肝

[17]
、肺

[18]
、肾

[19]
、胰腺等

[20]
。

由类器官衍生而来的肿瘤类器官技术 (patient-derived 

organoids，PDOs)，主要是利用来源于患者的新鲜肿瘤组织，

在特定的液体培养条件下进行体外三维培养，形成微型肿瘤

模型，具有自我更新和自我组织能力，并且维持了其来源组

织的生理结构和功能
[13]
，用于模拟体内肿瘤组织的生物学特

征
[21]
，开启肿瘤个性化治疗新纪元。肿瘤类器官技术代表了

在体外细胞系模型和体内人源性肿瘤异种移植模型之间的第

3 种临床前模型，且能兼具两者优点。它取材灵活，可通过

手术、活检等方式获取样本
[22-23]

；与细胞系模型相比，能够

实现和患者的匹配，再现原始肿瘤异质性
[24]
。与人源性肿瘤

异种移植模型相比，小鼠培养周期长达 4-8 个月，而类器官

培养周期较短，一般为一两个月，成本低，能进行高通量药

物筛选和长期传代培养，且具有稳定的表型和遗传学特性，

是肿瘤生物学和干细胞生物学研究的有力工具
[25]
。2011 年

SATO 等
[26]

首次成功培养出肿瘤来源的类器官 —— 结肠癌类

器官，随后又建立了胰腺癌
[27]
、前列腺癌

[28]
、肝癌等肿瘤

类器官
[29]
，涉及药物敏感性检测

[30-31]
、肿瘤发展与耐药机制

等各个研究方向
[32-36]

，为乳腺癌类器官的建立和研究提供了

可能。

2.2   乳腺癌类器官的建立  

2.2.1   培养现状   2018 年，HANS CLEVERS 团队中 SACHS 等
[37] 

从知情同意下接受肿瘤切除术的患者中获得乳腺癌组织，

通过机械破坏和酶消化相结合的方法分离乳腺癌细胞。将

分离的细胞接种在 Matrigel 中，在类器官通用培养基的基础 

上
[14, 16]

，进行了乳腺癌类器官培养条件的探索。他们发现，

神经调节蛋白 1(Neuregulin 1) 是一个关键的补充因子，它

是一种跨膜蛋白，是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HER) 酪氨酸激酶 3 和 4 的配体，

与乳房发育和肿瘤发生有关
[38]
。有研究表明，它通过激活

HER2/HER3 信号通路，促进细胞增殖和自我更新
[39]
。将神经

调节蛋白 1 添加到乳腺癌类器官培养基中，使乳腺癌类器官

高效生成，并使其能长期扩增 >20 代。另外，他们发现表皮

生长因子质量浓度高于 5 μg/L 虽然能促进细胞增殖，但会使

乳腺癌类器官逐渐在 Matrigel 中下沉，失去三维培养条件；

p38 抑制剂 SB202190 浓度高于 1 μmol/L 会降低乳腺癌类器

官建立的效率；添加特异性的 ROCK 蛋白抑制剂 Y-27632 也

能促进乳腺癌类器官在体外长期增殖，而添加 Wnt-3A 并未

明显改善培养条件。SACHS 等
[37]

通过对 >150 例患者的乳腺

癌类器官培养条件的探索，进一步加深了对乳腺癌细胞生长

环境的认识，使乳腺癌类器官建立的成功率达 80% 以上。但

相对于其他肿瘤类器官，乳腺癌类器官平台的建立时间相对

比较晚，培养条件还不是特别成熟，其他实验室按照 HANS 

CLEVERS 团队的配方和操作流程建立的乳腺癌类器官成功率

远低于此，见表 1[40-42]
，尤其在样本量少的情况下。2019 年

有研究者认为组织的类别、样本量和培养条件完善程度是影

响乳腺癌类器官成功率的关键因素
[23]
，结合课题组对培养乳

腺癌类器官探索的过程，作者认为乳腺癌类器官的操作流程

仍需进一步细化，明确操作规范，以降低培养的失败率。

2.2.2   具体研究内容   研究者成功建立了乳腺癌类器官生物

样本库，这种临床前模型能否捕获疾病的异质性，能否更有

效地将基础癌症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研究者对纳入类器官

样本库的样本进行如下评估： 

(1) 组织病理学：乳腺癌被分为不同的亚型，结合受体

状态，组织学分级等组织病理学特征，有助于描述乳腺癌的

恶性程度，结合临床表现可进行干预治疗，并估计患者预后。

①苏木精 - 伊红染色：为了检验乳腺癌类器官是否与原肿瘤

的组织学类型 ( 如浸润性导管癌、浸润性小叶癌 ) 相匹配，

研究人员用苏木精 - 伊红染色对原肿瘤组织和类器官切片进

行组织病理学分析，结果发现乳腺癌类器官可见典型的恶性

形态特征，细胞核异型性，乳腺癌类器官的表型常与原肿瘤

组织一致
[37]
。②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除了组织学特点外，一

个有代表性的乳腺癌模型应该保留最重要和最普遍的乳腺癌

生物学标志物：ER、PR 和 HER2。这 3 个指标是乳腺癌病理

检查的常用指标，可以帮助医生了解肿瘤的恶性程度以及制

定治疗方案。激素受体 ER 和 PR 的状态对激素 / 内分泌治疗

的结果具有预测价值，而 HER2 的状态可以预测全身化疗的

结果，其本身就是癌症治疗的一个靶向目标
[43]
。通过免疫组

织化学染色，研究发现 75% ER/PR 阳性的乳腺癌形成的类器

官呈 ER/PR 阳性，90% ER/PR 阴性的乳腺癌形成的类器官呈

表 1 ｜常用乳腺癌模型的比较
[40-41]

项目 细胞系模型 肿瘤类器官技术 人源性肿瘤异种移植模型

成功率
[42] 17%-46% 66% 4%-86%

资源耗费 低 中 高

扩增能力 +++ ++ +
三维生长 ± ++ +++
肿瘤异质性 + ++ ++
基因修饰 +++ +++ -

匹配的正常对照 - +++ -

肿瘤基质相互作用 - - ++
遗传肿瘤模型 - +++ -

高通量药物筛选 +++ ++ -

生物库 - +++ -

表注：最合适 (+++)；合适 (++)；可以实现 (+)；不太合适 (±)；不合适 (-)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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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R 阴性，80% HER2 阳性的乳腺癌形成的类器官呈 HER2

阳性，90% HER2 阴性的乳腺癌形成的类器官呈 HER2 阴性，

这说明激素受体和 HER2 状态在大多数乳腺癌类器官都有保

留，与原乳腺癌组织的相符率为 75%-90% 以上
[43]
。③活 /

死染色：对乳腺癌类器官进行活 / 死染色，了解肿瘤细胞团

的活性状态
[44]
。

(2) 基因测序：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耐药性常常由基因组

变异所导致，通过二代测序获取乳腺癌基因组信息，有助于

研究乳腺癌发生发展的相关机制，有助于通过分析突变基因

来进行乳腺癌的诊断和预后评估，有助于通过获取抗肿瘤

药物的靶向位点来进行肿瘤靶向药物的治疗。单核苷酸变

异 (single nucleotide variant，SNV) 是指在基因组上单个核苷

酸变异，拷贝数变异 (copy number variation，CNV) 是指基

因组中大片段 DNA 的拷贝数改变
[45]
。既往研究表明，乳腺

癌中拷贝数变异和单核苷酸变异与疾病预后、药物耐受性有

着密切联系
[46]
。为了进一步表征类器官，SACHS 等

[37]
对乳

腺癌组织和类器官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进行拷贝数变异、

单核苷酸变异分析。研究发现拷贝数变异的增加和减少被保

留在整个基因组中，乳腺癌类器官经常显示比原乳腺癌组织

更清晰和更直接的拷贝数信号，并且乳腺癌类器官的拷贝数

变异信号经过连续传代后 (>20 代，每代 1-4 周 ) 依然保持

稳定。他们还发现某些乳腺癌特异的突变位点在多个肿瘤

组织 - 类器官配对中都有保留，包括 CDKN2A、ERBB2、NF1

和 SNX31。乳腺癌类器官显示与其来源肿瘤组织相似的突变

特征，其缺失、过表达或野生型的状态均与原肿瘤一致。比

如在抑癌基因 TP53 和 CDH1 中发现失活突变，在致癌基因

PIK3CA 中发现 MLL2/3 表观遗传复合物和激活突变。因此，

拷贝数变异、单核苷酸变异检测表明了乳腺癌类器官基因水

平的高拟合度和稳定性
[47]
。

(3) 基因表达：基因表达谱对乳腺癌的分类具有重要贡

献
[48]
。为了确定类器官是否为肿瘤异质性的真正模型，除

了将类器官的基因组谱与肿瘤组织比较，还需要将表达谱与

肿瘤组织进行比较。SACHS 等
[37]

通过对 22 个乳腺癌类器官

进行 RNA 测序，并根据 > 25 000 个基因组装相关热图，比

较了乳腺癌组织和乳腺癌类器官的基因表达，发现乳腺癌类

器官的基因表达谱几乎与原乳腺癌组织的基因表达谱相一

致。前人已提出基于 RNA 表达的乳腺癌分类系统：PAM50、
SCMGENE、SCMOD1 和 IntClust[49]

，前 3 个分类系统主要与

受体状态相关，以基底型、管腔型 A 和正常亚型为主导的

PAM50，以 ER/HER2 阴性为主导的 SCMGENE 和 HER 阳性亚

型为主导的 SCMOD1。SACHS 等
[37]

发现分类系统中几乎所有

亚型均可找到相对应的乳腺癌类器官。因此，乳腺癌类器官

具有代表性的基因表达谱，可以在不存在明显培养偏差的情

况下，分级聚类成大多数基于 RNA 表达的乳腺癌亚型，并有

助于上皮细胞生物学现象的表征，进一步强调了它们作为乳

腺癌代表模型的潜力。 

上述研究表明，乳腺癌类器官始终保持着原始组织的组

织学、基因组、转录组特征，为人们更好地探究乳腺癌提供

了一种非常有前景的新模型。

2.3   乳腺癌类器官前沿进展  

2.3.1   乳腺癌类器官共培养模型   肿瘤微环境对肿瘤的生长、

转移和耐药的产生发挥重要作用。肿瘤类器官模型通常缺乏

完整的微环境。研究表明，类器官与肿瘤微环境细胞共培养

模型，更接近肿瘤在体内的状态
[24]
。KOLODOVA[50]

将乳腺癌

类器官与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共培养，发现癌症相关成纤维

细胞能促进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其原因是乳腺癌细胞受上皮 -

基质相互作用的密切调节，包括旁分泌信号、细胞外基质重

塑和机械感应。CHATTERJEE 等
[51]

通过构建乳腺癌类器官 -

成纤维细胞 ( 正常乳腺成纤维细胞和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 )

共培养模型，发现了一种促肿瘤性旁分泌信号机制，并且这

种旁分泌信号机制在正常乳腺成纤维细胞和癌症相关成纤维

细胞之间是共享的。研究发现，正常乳腺成纤维细胞或癌症

相关成纤维细胞分泌 C-C 基序趋化因子配体 7、白细胞介素

6 和白细胞介素 8，导致 ER 阳性乳腺癌细胞释放血小板衍生

生长因子 BB，然后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 以旁分泌的方式

作用，导致从正常乳腺成纤维细胞和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产

生白细胞介素 1b。白细胞介素 1b 作为促进增殖的因子，促

进 ER 阳性癌细胞的增殖。 

2.3.2   新乳腺癌类器官模型   目前常规的乳腺癌类器官模型

大多依赖基于细胞外基质做底物，如 Matrigel。虽然这种基

于细胞外基质的底物对体外细胞的存活有很大的贡献，但它

们需要锁定不必要的信号通路，以确保与原始肿瘤的一致性。

此外，它们与乳腺肿瘤组织的弹性系数不匹配，导致不同的

机械转导，从而改变细胞信号
[52]
。因此，它不是理想的可模

仿原发肿瘤的模型。最近，有研究者开发了一种可生物降解

的三维机械支架来研究乳腺癌的转移
[44]
。首先制作聚己内酯

多孔蛋白支架。在乳腺癌中，细胞外基质主要由癌症相关成

纤维细胞分泌和重塑，其分泌物在肿瘤微环境中具有多向性

功能
[53]
。为了提高多孔聚己内酯支架的表面生物活性，同时

保持机械性能，需要在支架上提供一个额外的、天然的细胞

外基质涂层来促进肿瘤细胞的附着；接下来在支架上培养乳

腺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当支架上沉积胶原和纤维连接蛋白

时，洗脱掉支架上的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生成优化后的混

合支架，其保留了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沉积物；最后把患者

来源的乳腺癌细胞在混合支架和裸支架上进行培养。结果发

现，与裸支架相比，乳腺癌细胞在混合支架上大量附着并形

成类器官，并且细胞在混合支架上表现出更高的增殖活力；

随后进行多种化疗药物反应分析，发现混合支架上乳腺癌类

器官可以捕捉到药物反应时患者间的异质性。综合起来得出

结论，聚己内酯支架涂上天然细胞外基质用于乳腺癌类器官

的培养，能更好地模拟体内微环境，这表明癌症相关成纤维

细胞衍生的细胞外基质为细胞提供了显著的生长优势。该模

型可作为一种新的乳腺癌类器官模型，以发展有效和个性化

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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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乳腺癌类器官芯片   器官芯片 (Organs-on-a-chip) 是仿

生生物学和微加工技术的结合，利用微流控技术控制流体流

动，结合细胞与细胞相互作用、基质特性以及生物化学和生

物力学特性，在芯片上构建三维的人体器官生理微系统。简

单来说，器官芯片是一种用于体外模拟人体器官功能单元的

微型细胞培养装置。类器官缺乏上皮肿瘤细胞与周围血管系

统和基质之间的组织界面，而这些组织界面是癌症控制和进

展的重要因素，不能很好地复制器官发展过程中复杂又动态

的微环境，为了解决这一缺点，科学家将器官芯片技术与类

器官相整合而形成“类器官芯片”技术
[54]
。随着类器官的增大，

其仅仅依靠被动扩散来获取养分和氧气并去除代谢产物的方

法不足以满足它们对代谢物日益增加的需求，最终导致它们

的生长和成熟失败
[55]
。而用器官芯片来模拟灌注血管被证明

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56]
，利用微流控平台使类器官血管化，并

允许生理流动条件下的灌注，从而再现了肿瘤微环境在体内

的运输特性。SHIRURE 等
[57]

开发的乳腺癌类器官芯片也证实

了这一点。1 个乳腺癌肿瘤类器官芯片模型包含 3 个相互联

系的微液流装置，支持内皮细胞的血管生成自组装可灌流血

管的三维网络，并长成乳腺癌类器官结构，见图 2，利用此

装置通过血管灌流紫杉醇可以抑制肿瘤的生长，表明该模型

可以用来筛选患者个性化的药物。血运化是一种很有前途的

策略，可以解决乳腺癌类器官中营养供应和寿命有限的问题。

2.4   乳腺癌类器官的应用  

2.4.1   药物筛选   乳腺癌类器官的主要用途之一是药物敏感

检测。在乳腺癌治疗方式中，靶向药物治疗是一个重要的组

成部分。SACHS 等
[37]

利用乳腺癌类器官生物样本库，对作用

于靶向 HER 信号通路的药物 ( 如阿法替尼、吉非替尼、依维

莫司、AZD8055 等 )、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 ( 如奥拉

帕尼、尼拉帕尼等 ) 进行了药敏检测。他们发现，多数 HER2

依赖的类器官对 HER2 靶向治疗敏感，而 HER2 阴性的类器官

是耐药的。同样，大部分具有高 BRCA1/2 信号的类器官对腺

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敏感，而来自低 BRCA1/2 信号的

类器官对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不敏感。值得注意的

是，一小部分类器官对药物的敏感性与 HER2、BRCA1/2 基因

特征不相符，尽管受体高表达，但对靶向治疗不敏感，这表

明耐药机制存在于类器官中，与人源性肿瘤异种移植模型和

临床研究一致。他们又把乳腺癌类器官移植到小鼠体内，结

果发现在小鼠体内实验的药敏结果与体外类器官结果一致。

WALSH 等
[58]

通过乳腺癌类器官利用光学代谢成像技术来评

估药物反应，他们的研究证实类器官体外药物反应可以预测

体内反应。CHATTERJEE 等
[51]

发现他莫昔芬联合白细胞介素

1b 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 受体阻滞剂，对恶性 ER 阳性

乳腺癌类器官作用效果明显，这表明阻断 ER 阳性乳腺癌细

胞 - 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旁分泌信号可以显著增强他莫西芬

的作用，对临床治疗具有启示意义。把类器官药敏检测结果

和基因检测结果相结合进行分析，尽早获得有效药物的信息，

避免盲目用药、延误治疗，对患者个性化用药具有深远意义。

使用类器官模型检测药物对患者正常组织的毒性是药物

筛选的另一研究方向。乳腺癌研究中尚缺乏针对正常组织的

药物毒理实验数据，如果同时获得肿瘤和肿瘤周围正常组织，

并分别进行类器官培养和药物处理，分析正常组织和肿瘤类

器官的存活率和突变频率等，评估药物疗效、药代动力学、

药物不良反应和继发肿瘤的风险，从而避免患者受到不必要

的伤害，对临床用药具有重大意义。

2.4.2   机制研究   除了药敏检测以外，乳腺类器官也被用来

进行与肿瘤发生和转移相关的信号通路研究。DEKKERS 等
[59]

获取正常乳腺组织上皮，并进行长期培养与扩增，借助的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靶向敲除乳腺癌相关抑癌基因

P53、PTEN、RB1、NF1，借此可以清楚地评估单个基因突变

的致瘤能力。乳腺类器官突变成乳腺癌类器官，重述了肿瘤

发生过程。这些突变的类器官形成 ER 阳性的肿瘤，能在体

外长期培养 ; 把它们移植到小鼠体内，经验证 1/6 小鼠发生

了 P53/PTEN/RB1 突变，3/6 发生了 P53/PTEN/RB1/NF1 突变，

并且这些突变的类器官对内分泌治疗或化疗均有反应。该研

究证实至少 3 个抑癌基因必须失活才能发生癌变，增加了对

乳腺肿瘤发生过程中关键驱动因素的认识。剪接因子的错误

调控是肿瘤发生的重要标志，PARK 等
[60]

利用乳腺类器官分

析其致癌功能，他们发现 50% 的乳腺肿瘤至少有 1 个 SR 蛋

白家族成员的改变，通过上调 SRSF4、SRSF6 或 TRA2β 这 3

种剪接因子，破坏了乳腺腺泡的形成，并能促进乳腺细胞增

殖和侵袭。CHEUNG 等
[61]

通过培养乳腺癌类器官发现表达

CK14 和 P63 的细胞是入侵发生最早的细胞，同时发现原乳腺

癌组织在入侵边界处高表达 CK14。将敲除 CK14 的乳腺癌类

器官移植到小鼠体内发现该肿瘤失去了侵袭性，证明该入侵

行为是由一群基底样的上皮细胞所“领导”起始的，该研究

为研究乳腺癌转移的起始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目前，对乳腺癌机制的研究比较缺乏，如果乳腺癌类器

官技术能够进一步推广应用，将有助于进一步识别新的癌症

驱动基因和新的药物靶点，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乳腺肿瘤细

胞侵袭、转移和耐药的机制。

2.4.3   新药研发   乳腺癌的治疗尽管取得了诸多进展，但癌

症依旧是全世界的一大健康难题。除预防和早期诊断之外，

在癌症的防治上还需要更多创新靶向疗法。然而新药研发并

图注：Media flow：培养基；Tumor：肿瘤；Vasculature：血管

图 2 ｜乳腺癌类器官芯片模型示意图
[52]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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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将创新科学转化为有效疗法是新药上市

之路的一大瓶颈。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在于使用的癌症模型往

往不能很好地复制肿瘤的组织复杂性与遗传异质性。类器官

平台的建立使这一情况出现了转机，并且类器官在机制研究

中新发现的基因或许是新药物治疗的靶点。

在癌症治疗中，利用患者本身的免疫系统来清除癌细胞

的做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考虑到肿瘤的新抗原未必能带

来想要的免疫反应，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在体外对免疫细胞进

行激活，再应用到患者体内。而体外激活的部分可以通过类

器官来实现。例如 ZUMWALDE 等
[62]

将正常乳腺导管上皮形

成的类器官与 Vδ 2+T 淋巴细胞共培养，发现这些 T 细胞能对

三阴性乳腺癌细胞进行有效的杀伤。这一研究结果让研究者

看到了类器官在肿瘤免疫疗法里的巨大应用前景。另外，也

能利用类器官平台对研发的新药进行大规模测试。建立大规

模乳腺癌类器官生物样本库，为研究者提供新药测试平台，

从而显著缩短样本收集、受试人群招募的时间，降低前期研

究成本。对于患者而言，如果类器官测试能取代新药研发Ⅰ

期、Ⅱ期试验，则能避免对受试人群带来的潜在损害
[63]
。未

来，进一步优化类器官平台上的新药筛选流程，无疑将更快、

更好地把个体化疗法带向临床。

3   总结与展望   Summary and prospects
乳腺癌类器官模型具有拟合度高、培养周期短、传代稳

定、可进行高通量药物筛选等优势，在疾病建模、肿瘤发生

机制、药物疗效评估方面有着广泛应用前景。近年来，乳腺

癌类器官技术发展迅速，但许多实验室仍然面临着从患者样

本中成功培育出类器官的挑战。不同的研究群体使用不同的

研究方案，通过添加不同的抑制剂和生长因子来寻找最佳的

培养基
[37，64]

，这可能会使不同的实验室获得不同的结果，

并阻碍了数据的比较。此外，乳腺癌类器官建立通常需要使

用 Matrigel，而 Matrigel 来自小鼠基底膜提取物
[65]
，提取物

的成分在批次之间存在着差异，使得培养环境难以完全统一，

从而影响实验的重现性
[66]
。因此，需要对培养原料、培养条

件进行不断调整和优化，建立一个标准的乳腺癌类器官培养

方法，明确培养的最佳条件。乳腺癌类器官模型的主要缺点

是缺乏微环境的组成部分，包括基质、血管、免疫细胞和微

生物群
[9]
。未来的挑战是整合微环境的组成部分，开发更新

颖、更生理性的乳腺癌类器官模型，使类器官可以与不同的

细胞类型共培养，如免疫细胞或病原体，以分析感染剂、免

疫系统和癌症进展之间的关联性
[40]
。综上所述，乳腺癌类器

官是一个很好的前临床研究模型，通过体外培养乳腺癌类器

官并进行检测，加速基础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使患者实现

个性化治疗成为可能，为人类早日战胜肿瘤带来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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