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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重力下的细胞生长与物质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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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空间微重力条件可引起显著的人体生理变化，细胞水平的研究是认识其机制的重要环节. 微重力对生命

活动的影响主要是由于重力变化后生物体内外的力学环境变化引起的，失重本身可能引起细胞组织结构的应力
状态变化，失重后流体行为的改变也可能造成物质交换条件的变化进而影响生物体的新陈代谢和生长. 从微重
力下细胞生长与物质输运条件依赖性的规律出发，以生物力学的视角探索上述问题，有助于理解重力对于生命
活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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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状态使得常规的生物学研究手段往往难以应用；开

地球生命的整个演化历史中，重力基本上是一
个常量. 因此，生命体的所有结构、功能均已适应了
这一物理条件. 空间探索活动把人类以及其他地球
生物带到了微重力环境下，重力成为变量. 目前已
发现，开展空间活动的宇航员有骨质流失、肌肉萎
缩、免疫功能下降和心血管系统异常等一系列生理
改变，足以影响宇航员的生活质量和工作能力 (尤
其是长期飞行，甚至可能引起不可逆的变化).

发先进和经济的空间实验技术，分离实验技术本身
和重力条件变化的影响，摒除伪实验数据从而合理
解释物质输运对细胞生物学响应的影响，则是空间
细胞生物实验研究面临的技术难题 [5-9] . 因此，本项
目聚焦于微重力下细胞生长的物质输运规律研究，
力图从生物力学的角度认识和解决上述问题.

1 空间实验的研究内容

重

力变化对生命活动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失重后生命体

本实验的研究内容：

内外的力学环境变化引起的，从机理上则需要探求

(1) 微重力下内皮细胞培养的物质输运条件依

细胞、组织层次的力学 -- 生物学和力学 -- 化学耦合
机制 [1-4] .

赖研究. 在微重力环境下，利用输送培养液的泵阀系

一方面，失重本身可能引起细胞 - 组织结构的

换条件，记录细胞显微观察图像，并通过收集细胞培

应力状态变化，可称之为重力变化的直接作用；另一

养液上清，细胞在线分步化学固定以进行回地分析

方面，失重后对流、沉降等行为的显著改变可能造成

等手段，获得不同物质输运条件下的内皮细胞形态

物质交换的变化进而影响生命体的新陈代谢，可称

图像数据、细胞葡萄糖及氧代谢数据、细胞骨架荧光

之为重力变化的间接作用. 尽管空间细胞生物学实

染色数据、基质分泌数据以及增殖动力学数据. 拟解

验已有一些先例，但在科学问题上，亟需探索上述两

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为：空间微重力环境下内皮细胞

种作用的区别与联系，阐明微重力影响细胞生命活

生长、代谢、结构重组及功能分泌等生物学过程对物

动的规律. 而在技术层面上，微重力环境的特殊力学

质输运条件依赖规律的认识.

统和培养器腔室结构设定和调控流动条件与物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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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重力下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化的物质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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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干细胞代谢、结构重组、定向分化等生物学过程对
物质输运条件依赖规律的认识.

的泵阀系统和培养器腔室结构设定和调控流动条件

(3) 发展可用于上述科学问题的新型空间有效

与物质交换条件，记录细胞显微观察图像，并通过收

载荷. 实验装置的核心是自行设计、研制的新型物质

集细胞培养液上清，细胞在线分步化学固定以进行

输运可控的微流控空间细胞培养系统，主要利用泵

回地分析等手段，获得不同物质输运条件下的骨髓

阀系统控制的流体网络为细胞培养器提供设定的物

间充质干细胞形态图像数据、细胞葡萄糖及氧代谢

质交换条件 (图 1)，以溶液供应、气体交换和温度/湿

数据、细胞骨架荧光染色数据、肝向分化数据. 拟解

度控制等手段，构建可与地面常重力条件定量对比

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为：空间微重力环境下骨髓间充

的细胞培养环境，达到分析微重力下细胞生物学过

图 1 实验装置的细胞培养器及泵阀系统流体控制网络设计图

程对物质输运条件依赖规律的目的. 另外，使用同样
的实验装置进行地面对比实验，以分离、分析重力条
件的差别产生的影响.

2 地面对比试验
已进行的地面对比试验结果包括：
目前利用空间实验装置 (图 2 和图 3) 已进行
了若干次地面对比试验，分别检测了细胞骨架结构

图 3 实验装置内部

(图 4)、细胞代谢与分化 (图 5) 等生物学指标，并测

试了实验装置的工程控制参数 (图 6). 细胞本身作
为生命系统的基本层次，其结构和功能也是十分复
杂的，在同样控制条件下空间实验可能会与地面实
验产生差别，如细胞的形态结构、代谢程度、增殖速
率、分化功能等变化，需要经过多重对照实验综合分
图 2 空间实验装置外观

析来判断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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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利用空间实验装置正样进行地面对比试验获得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mesenchymal stem cell, MSC) 样品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的细
胞骨架微丝蛋白 (actin)；细胞骨架微管蛋白 (tubulin)；细胞骨架中间丝蛋白 (vimentin) 图像

(a)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MSC) 和小鼠内皮

(b) MSC 和 bEnd.3 乳酸生成量数据

(c) MSC 细胞肝向分化指标尿素 (urea)
分泌数据

细胞 (bEnd.3) 葡萄糖消耗量数据

图 5 利用空间实验装置进行地面对比试验所获得的细胞培养上清的代谢情况测试数据

条件依赖性的空间实验数据，认识微重力下细胞物
质代谢、结构重组以及增殖与定向分化对物质传输
条件依赖的规律，分析重力变化的直接作用与间接
作用.
上述实验数据的成功获得，将为认识物质输运
调控动物细胞响应真实空间微重力环境的生物学响
应提供科学依据，促进解决现有国内外同类实验数
据不一致、难以相互比较的状况，推动动物细胞重力
响应规律认识的实质进展和相关实验技术的进步，
为了解宇航员空间生理变化的机理和研究应对措施
提供科学与技术支撑.
图 6 空间实验装置细胞培养室的温控性能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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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空间科学实验期待验证所研制的新型空间
细胞培养系统在空间生物力学研究方面的能力，获
得微重力下细胞生长、分化等生物学过程物质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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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题目
甲组题目：
背景设定为不规则形状小行星 (Eros 433) 表面巡游探测以及小行星重力场精密探测任务 (如下图). 该
任务由 1 颗探测器和 3 颗完全相同的机器人在 30 天内协同完成. 期望通过合理设计探测器和 3 颗机器人
的飞行轨道，从而使得机器人所能探测的小行星表面区域最大化，并设法让探测器与 3 颗机器人的总燃料
消耗质量最小化.

乙组题目：
背景设定为近地轨道卫星编队的构型重构任务. 假定一颗主星携带 5 颗完全相同的从星运行在高度
400km 的近地圆轨道上，利用这 5 颗从星需要依次构建的目标构型有 (4 种)：同轨道跟飞/领飞构型、平面

椭圆构型、当地水平面投影圆构型和三维空间圆构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