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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动物细胞表达的治疗型重组蛋白的应用越来越广，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备受关注，其中，机械搅

拌式动物细胞生物反应器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对搅拌式动物细胞培养罐的结构功能进行了系统性的介绍，总结

了其特性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与应用，最后指出其研发尚存在的问题及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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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stirred tank bioreactor for animal cel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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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imal cell culture in large-scale reactors becomes critical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nimal cell culture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therapeutic protein demand． Stirred tank bioreactor
becomes most widely applie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tirred tank bioreacto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hydromechanics in the animal cell culture． We summarize recent literature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tirred tank bioreactor． Finally we pointed out the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the
research，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stirred tank bio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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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动物细胞培养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进

了现代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1 － 4］。该技术被广泛应

用于单克隆抗体的制备、重组蛋白药物的研发、人

造器官移植等行业，成为生物制药领域的关键技术

之一。随着全球对生物制品需求的快速增长［5］，动

物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而作为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中不可代替的主要设

备———生物反应器，在生物制品的生产中也起到了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能够有效增加细胞单位体

积的培养密度，从而为动物细胞的大规模生产奠定

坚实的基础。
动物细胞培养反应器种类多样，常规应用较多

的有机械搅拌式［6］、激流式［7］、气升式［8］、一次性袋

式［9］、笼式通气搅拌［10］和固定床式［11］等，其中，搅

拌式动物细胞反应器研究较为成熟，其操作与微生

物发酵罐相似，工艺操作简单易行，成为生物制品



生产的主流趋势。

1 搅拌式动物细胞反应器定义及特点

搅拌式动物细胞反应器的主要容器为类似发

酵罐的罐体，罐内安装搅拌装置，密闭状态下由电

动机带动桨叶混合培养液，批次培养、流加培养或

灌注培养动物细胞使之增殖扩大，因此可定义为机

械搅拌式动物细胞培养罐。它是最早被采用且工

艺技术较为成熟的一种生物反应器。在诸多生物

反应器类型中，该反应器最能体现动物细胞培养专

用生物反应器的设计理念。搅拌式动物细胞反应

器通常由罐体、搅拌器、管路、阀门、泵及电动机组

成，由电动机带动搅拌桨叶混合培养液，通过搅拌

器的作用使细胞和养分在培养液中均匀分布，并

且，在罐体安装的不同传感器，用以在线持续检测

培养液的 pH、温度、溶氧( DO) 等重要参数，以维持

细胞生存环境的稳定性。小罐通常采用硅硼酸盐

玻璃制作，用于实验室研究使用; 大罐采用不锈钢

材质，用于大规模生产。
目前，FDA 批准的主流生产工艺是以机械搅拌

式生物反应器为前提下的流加培养工艺，这也是当前

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的主流工艺。机械搅拌式生物

反应器优点在于工艺简单、操作灵活，并且对于不同

的贴壁细胞系或悬浮细胞系都能有良好的适用性; 其

培养工艺容易放大，可以为细胞生长和增殖提供均质

的环境; 产品质量稳定，非常适合于工厂化生产生物

制品; 管路布置较为简单，提供较好的无菌条件，细胞

生长过程中不易污染。虽然搅拌所产生的剪切力对

细胞有害，但是通过选择合适的搅拌桨型并调整其结

构尺寸，或者是在动物细胞培养工艺中加入非离子表

面活性剂 Pluronic F68、部分血清和牛血清白蛋白和

硫酸葡聚糖等［12］，可减弱搅拌和通气过程中流体剪

切力对细胞造成的损害程度。

2 搅拌式动物细胞反应器系统结构与
功能

搅拌式动物细胞反应器整套系统由罐体、支架

管路和控制器三大部分组成。通常选用触摸屏软

件控制，并且具备计算机终端远程控制功能，可以

实现培养罐中搅拌转速、温度、pH、溶氧等自动控

制，另外具备数据记录和历史记录查找功能。
2. 1 罐体

不同规模罐体设计材质不一样，实验室规模性

的小型罐体( 10 L 以内) 可选择硼硅酸盐玻璃; 10 L
以上则由耐腐蚀的 316 不锈钢或者一次性无菌袋制

成，用于大规模生产，罐体内壁面光滑，按压力容器

要求设计。罐体外壁或法兰盘安装温度、pH、DO、
液位和消泡等传感器，在线连续监测和调整细胞生

长过程，对于不锈钢型细胞罐，还配置灯镜、视镜、
取样阀和放料阀等。罐体内部主要由挡板、搅拌

桨、气体分布器和挡板组成，这 3 个部件与培养罐内

物料混合传质密切相关。挡板加强罐内流体湍动

效果，避免形成大旋涡，一般 4 块挡板就能达到全挡

板条件; 搅拌桨是核心结构，搅拌桨叶应具备低剪

切和良好的混合特性，让细胞正常生长; 气体分布

器用于曝气，达到细胞的溶氧需求。图 1 是搅拌式

动物细胞反应器罐体的基本模型及其结构。

图 1 搅拌式动物细胞反应器结构

Fig. 1 Structure of stirred tank bioreactor

2. 1. 1 搅拌器的类型与特征

不同细胞培养罐的搅拌器有不同的选择，如篮

式、笼式、双层推进式、旋转滤器结合推进式及象耳

式( Elephant Ear) 等。图 2 是不同搅拌桨叶的实物

图。其中篮式和笼式属于细胞提升式桨，前者应用

于贴壁类细胞固定化培养，其中细胞贴附在聚酯纤

维纸片［13］上，纸片直径 6 mm 时在罐内流动缓慢，适

合溶氧需求低、对剪切敏感的贴壁细胞，如 HEK-293
细胞; 后者配通气搅拌桨适用于贴壁细胞微载体培

养，如培养 Vero 细胞，微载体直径在 60 ～ 200 μm［13］

间，常 用 的 商 品 化 微 载 体 有 Cytodex1、Cytodex2、
Cytodex3、Cytopore 和 Cytoline［14 － 18］。笼式桨轴外包

有 75 μm 不锈钢丝网作为通气腔，即气体曝气后产

生气泡经丝网破碎，分成气、液两部分，多余的气泡

上升到顶部消泡腔，进一步破碎最终从尾气排走，

微载体直径比丝网孔大，进不去通气腔，这样在保

证传氧需求时大大减弱气体破裂过程中的剪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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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转速一般在 30 ～ 60 r /min 范围内，所以通气量

可根据细胞需求适当提高。
双层推进式和旋转滤器结合推进式都装配推

进式轴流桨。前者罐内容易形成大的流体轴向循

环流动，推进式剪切力低，适用于大部分中悬浮细

胞培养; 后者装配旋转过滤器和推进式桨叶，用于

悬浮细胞灌注高密度培养，旋转过滤器作用是细胞

截留功能，旋转壁面上分布各个筛孔，一般筛孔大

小为 20 ～ 50 μm，具体筛孔大小需要针对所培养细

胞大小对应设计。然而长时间的高密度培养容易

造成细胞的结团，从而导致旋转过滤器的堵塞，因

而选择好合适孔径的同时，筛网材料选择也很重

要，不锈钢加特氟龙表面就有很好的防粘效果［19］。

另外，Deo 等［20］发现高的转速可使旋转过滤器免于

堵塞，无堵塞下的最大灌注速率与筛网表面的切向

速度的平方相关。
除此之外，象耳桨也广泛应用于动物细胞悬浮培

养。赵晓伟［21］结合 CFD 数值模拟方法分析象耳式

( Elephant Ear) 桨与其他 3 种常用搅拌桨叶在流场传

质性能及剪切大小进行仿真对比，得出该桨叶综合了

轴流桨和径流桨的优点: 流场分布均匀，产生的剪切

较小，能适用于大规模动物细胞反应器。Zhu 等［22］

应用 PIV 实验研究了 Elephant Ear 桨在不通气与不

同通气量情况下所产生的流场，高速相机拍下的液体

运动轨迹图像证明了该桨具有良好的混合性能，另外

流场中的湍动能比较小，即对细胞造成的损伤小。

图 2 搅拌桨叶的类型

Fig. 2 Different impellers of stirred tank bioreactor

2. 1. 2 气体分布器的类型及特征

传统的气体分布器包括 3 种类型: 钻孔 L 型结

构简单，加工便利，适用于小型细胞罐内，属于细胞

罐前期产品开发中设计的结构，但目前大多公司较

少采用; 金属烧结微泡型最先由美国 Mott 公司开发

设计，气体分布器采用重力烧结和冷等静压过程制

成，曝气后气体在烧结层内部多次打碎气泡，然后

进入罐内，气泡尺度较小，溶氧效果可观，但容易

“堵孔”，目前在德国赛多利斯商品化细胞罐中使

用; 钻孔环型分布器在中小规模发酵罐中常常使

用，在动物细胞罐中同样适用，在适量通气速度下，

开孔大小在 1 mm［23］曝气溶氧效果可观，目前国内

外多家公司都选择使用钻孔环型气体分布器。
2. 2 支架管路

支架管路系统复杂，集成蒸汽灭菌管路、控温

管路、通气管路、取样管路、补料管路和放料管路，

对于实验室台式玻璃罐，管路选配医药卫生级硅胶

软管，设计无菌管路连接口方便实验操作; 对于不

锈钢罐的管路，物料管路必须选择 316 L 不锈钢，设

计最好能满足全自动在位灭菌 ( SIP) 和在位清洗

( CIP) 功能。
2. 3 控制器

动物细胞培养罐的控制器，采集系统运行时的

各种状态参数，如转速、pH、温度和溶氧，如果设备

自动化程度高，只需要手动操作控制器就可在位灭

菌和在位清洗。目前以西门子公司的 PLC 模块控

制为技术最优，搭配触摸屏和与罐体相连的各种传

感器，保证设备正常操作运转。

3 搅拌式动物细胞反应器研究现状

3. 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众多企业都致力于动物细胞反应器的研

究［24］，其中国外多家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研究开

发动物培养罐，并早已进入商品化、产业化时期。虽然

多种规模类型培养罐都已开发齐全，但是机械搅拌动

物细胞培养罐仍是主流产品。如 Lonza 公司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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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00 L 机械搅拌动物细胞罐悬浮培养细胞生产抗体;

Genentech 公司应用机械搅拌动物细胞罐培养 CHO 细

胞生产 t-PA 重组蛋白，放大规模到 12 000 L。
美国的生物工程巨头企业全球居多，其中美国

New Brunswick Scientific( NBS) 公司是世界著名的生

物反应器制造公司，在动物细胞培养罐销售制造方

面也是领头羊角色。该公司开发的 CelliGen BLU 小

型玻璃培养罐是种多功能型通用式罐，根据桨叶或

通气量的不同，既能培养动物细胞，又能培养微生

物，该罐体没有夹套，采用玻璃罐壁电加热，罐体容

量在 5 L 以内; CelliGen 310 是典型的机械搅拌动物

细胞培养罐，对不同贴壁细胞或悬浮细胞，细胞批

次培养、流加培养或灌注培养配制不同结构搅拌系

统，精确的自控软件设计系统使之操作简易，保证

细胞正常生长; BioFlo Pro 是不锈钢型搅拌式细胞培

养罐，用于中试生产，采用 SIP 消毒系统保证无菌要

求，符合 GMP 标准，循环水控温和通气系统设计稳

定可靠。
德国的默克密理博公司研发的一次性无菌塑

料袋有 50 和 200 L 2 种规模，主要用于工业生产，采

用一次性袋式细胞培养罐时，免去了复杂的灭菌和

清洗步骤，袋子通过无菌空气可最终鼓成圆柱型，

并有多个无菌接口连接搅拌轴、传感器及气体分布

器管路，外部的不锈钢夹套不仅能固定袋子随着流

体运动，同时起到了控温效果。德国贝朗公司研发

的 BIOSTAT. B 是实验室台式玻璃细胞罐，产品设计

精巧灵活，专为研发、工艺开发而设计，全触摸屏彩

色图像化操控界面，具有参数曲线趋势图显示功

能，有 效 工 作 体 积 可 选 择 1、2、5 和 10 L。
BIOSTAT. D-DCU 是目前德国最新设计的中试、生产

用不锈钢动物培养罐系列，罐体规模从 10 ～ 200 L
可选择，采用全自动 SIP /CIP、顶盖自动提升、空气

滤器在位完整性测试和双排气滤器等，接种取样接

口设 计 合 理，目 前 在 世 界 各 国 推 广 销 售; 而

BIOSTAT. STＲ 为可放大一次性使用动物细胞培养

罐，设计 功 能 和 默 克 密 理 博 相 似，规 模 可 放 大 到

2 000 L，适用于工业生产。
荷兰 Applikon 公司是全球生物反应器最顶尖

的品牌生产商之一。其研发的 3 种培养罐分别是

BioBundle、BioBench 和 Pilot Plant。BioBundle 是实

验室玻璃台式型，供 4 路气入罐体，采用 MFC 保证

通气溶氧自动控制精度，设计大方精巧，可选择夹

套控温或加热毯控温，同时用于灌注培养时可选配

Biosep 声频灌流装置; BioBench 是原位灭菌型培养

罐，灭菌过程手动控制，适合细胞培养和微生物发

酵，并且采用磁力耦合搅拌保证密封效果，无菌程

度高; Pilot Plant 是工业生产应用型细胞培养罐，管

路复杂自动化程度高，全自动 CIP /SIP，顶部磁力耦

合搅拌保证细胞培养过程无菌要求。
3. 2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研究者主要研究方向在大肠杆

菌、枯草芽胞杆菌和毕赤酵母等微生物表达载体

上，但随着国外单克隆抗体等癌症生物药市场效益

越来越高及国内生物制药产业的不断发展［25］，国内

的研究者才开始重视动物细胞表达载体。多数企

业模仿学习国外引进的动物细胞培养罐技术，也形

成一些商品化的细胞罐供应公司，但是设备的自动

化控制等技术水平还需要大幅度提高。
成都英德生物医药装备技术有限公司的机械

搅拌动物细胞培养罐有 350 和 650 L 2 种规格，在国

内属于较大规模设备，设计支持 CIP /SIP、磁力耦合

搅拌、静密封与零泄漏，符合 cGMP 要求，常应用于

兽用疫苗的生产。
南京比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动物细胞培养罐产

品，在悬浮培养、贴壁培养及微载体培养等细胞培养

罐中都有应用。上海日泰医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采

用篮式搅拌桨的细胞固定化培养罐主要应用于贴壁

类细胞培养，细胞在固流床中培养时，进入片状聚脂

片内，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各种营养物质通过液体的

流动传送给细胞，消除了搅拌桨的剪切力对细胞的伤

害，有利于细胞的生长。同时在纤维载体内部生长的

细胞具有良好的群体效应，不易脱落。
杭州安普( AP)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致力于一次

性袋式反应器开发研究，杨凡等［26］ 使用 AP20 和

AP200 一次性激流反应器灌注培养 BHK-21 细胞生

产口蹄疫疫苗，在 AP20 最终细胞收获量达到 30. 0
× 109cells( 活性 95%以上) ，灌注 20 L，细胞增殖 15

倍，在 AP200 最终收获细胞 53. 6 × 1010 cells ( 活性

90%以上) ，灌注 120 L，细胞增殖 18 倍。吴全德

等［9］使用 AP5 一次性激流反应器悬浮培养 HEK293
细胞 生 产 Ad-IFNγ，最 后 细 胞 密 度 到 2. 0 × 106

个 /mL，产物达 1. 49 × 1013 IFU。

4 搅拌式动物细胞反应器应用

4. 1 在兽用疫苗生产中的应用

早在 1965 年，Telling 等便成功利用搅拌式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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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培养罐悬浮培养 BHK21 细胞生产口蹄疫苗。
现如今已普遍采用 3 000 ～ 8 000 L 的搅拌式反应器

对 BHK21 细胞生产口蹄疫苗进行悬浮培养。周燕

等［27］在优化的培养条件下，利用 CelliGen 反应器大

规模生产 Vero 细胞，表达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其密

度最高可达到 1. 74 × 106个 /mL，远远超出方瓶培养

产率，并且每个细胞的猪流行腹泻病毒含量与方瓶

培养相当，制备的免疫原性好。
Novartis 公司和 Baxter 公司先后利用搅拌式动

物细胞培养罐生产 Vero 细胞与 MDCK 细胞，高产量

表达出禽流感疫苗，并成功上市。
4. 2 在单克隆抗体生产中的应用

搅拌式动物细胞反应器用于单克隆抗体生产

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Schenerman 等［28］利用搅

拌罐反应器生产 NS0 细胞，表达单抗( SynagisTM) ，

在实验过程中发现，随着规模增加、细胞代数的增

加均不影响抗体的产率，并且在无血清培养的条件

下，规模由 20 L 成功放大到了 10 000 L。随后 Sauer
等［29］开发了搅拌罐反应器的无血清培养技术，能够

普遍应用与 Sp2 /0 和 NS0 细胞系培养生产人或人

源化的 IgG 抗体。Yang 等［30］实现了搅拌罐悬浮培

养的控制流加的灌注培养系统，成功应用于无血清

培养 Sp2 /0-Ag14 细胞生产 hLL2。
4. 3 在其他重组生物制品生产中的应用

为了使细胞无需消化、能够直接接种进行微载

体培养，在搅拌式动物细胞反应器内部安装旋转过

滤器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Kong 等［31］应用该技

术生产 CHO 细胞，高产量表达出单细胞克隆抑制因

子。Hu 等［32］在装有内部旋转过滤器的 3 L 搅拌罐

反应器中灌注培养 CHO 细胞生产重组人丝钙素，同

时在 60 L 规模中用 Sf9 细胞生产 hSTC，当时成为机

械搅拌式动物细胞培养生物反应器研究进程中的

里程碑成果。

5 结论与展望

近年来，我国癌症患者不断增加，采用化学药

物治疗对患者副作用大，所以研究生物靶向药物治

疗越来越热，以单克隆抗体为代表的生物药品对不

同癌症的应用性高且对患者副作用小，这些生物制

药都由哺乳动物细胞经大规模培养、表达而来。然

而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离不开生物反应器，以机械

搅拌式动物细胞培养罐为代表的生物反应器，适用

于动物细胞悬浮培养和微载体悬浮培养，操作方便

且放大可观，现如今已扩大到万升以上的级别，研

究设计机械搅拌动物细胞培养罐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搅拌动物细胞培养罐研发过程中仍旧

存在着诸多有待解决提高的问题，诸如如何开发出

剪切力更低、通气混合效率更好的搅拌式生物反应

器，确保生产工艺放大的稳定性，建立更为精确的

数学模型来模拟优化细胞的生长环境等。可以预

期，相关的研发成果将为机械搅拌式生物反应器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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