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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体外重组三维（3D）表皮模型（Epikutis®）作为标准物质及用于替代模型皮肤刺激性检

测方法的可行性。方法：利用由人源性角质形成细胞构建的体外重组 3D 表皮模型（Epikutis®）作为标准

物质的原料，参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439 文件（OECD 439）：替代模型皮肤刺激性检测方法，选择组织活

力和屏障功能指标，考察表皮模型的均匀性和稳定性，并通过多实验协作测定对其组织活力和屏障指数进

行分析。其中，组织活力测定采用 MTT 试验，以阴性对照光密度值作为组织活力指标；屏障功能测定采用

1%TritonX-100 作用不同时间后，测定半数活性时间，作为屏障指数（ET50）。结果：Epikutis® 表皮模型（每

批 100 多个）的均匀性良好，其样品间均匀性不确定度为：ubb=0.013。短期稳定性（模拟保存运输条件下，

运输箱内温度 4~25 ℃放置 24 h），组织活力（光密度，OD）为 1.029，其短期稳定性不确定度为：us=0.018；
ET50 的平均值为（2.08±0.12）h，其短期稳定性不确定度 us =0.159，无明显活性及屏障功能降低趋势。协作

测定结果：OD 为 1.033。其检测不确定度为：uchar=0.036；最终的合成不确定度（含 ubb、us 和 uchar）为 0.043。
ET50 的协作标定结果为 1.70 h；最终的合成不确定度为 0.159。选择 10 种 OECD 439 提供的参考物质种

类，进行皮肤刺激性试验，其结果与 OECD439 发布的刺激性判定结果一致，符合预期结果。结论：Epikutis®

表皮模型的组织活力：1.033±0.086，最终定值范围为：0.9 ≤ OD ≤ 1.2；ED50：（1.70±0.32）h，最终定值范围

为：1.4 h ≤ ET50 ≤ 2.0 h。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Epikutis® 表皮皮肤模型满足 OECD TG 439 所推荐的替代模型

皮肤刺激性检测方法的使用，可以用于化妆品、化学试剂、医疗器械等皮肤刺激性定性检测，也为纳米材料的

透皮吸收及皮肤毒性研究提供了替代方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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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Epikutis®，a three-dimensional （3D） epidermal model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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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material and applicability of Epikutis® in in vitro skin irritation-reconstructed human epidermis 
test. Methods：The raw material used for reference material development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in 
vitro system of reconstructed human epidermis，which used human derived non-transformed keratinocytes as 
cell source to reconstruct an epidermal model. This 3D epidermal model （Epikutis®） represents histology and 
cytoarchitecture of human skin. According to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Test Guideline 439，tissue viability and barrier function of Epikutis® were selected as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reference material，and using these items to evaluate the uniformity，stability and to definite characteristic value. 
The tissue viability was assayed by 3-（4，5-dimethylthiazol-2-yl）-2，5-diphenyltetrazolium bromide （MTT，

detected optical density，OD） value of negative control，and the barrier function was measured by using 1% 
Triton X-100 for different time，and the half active time was detected as the barrier index（ET50）. Results：The 
Epikutis® models have good uniformity，and the uncertainty value was ubb=0.013 within over hundred model 
samples. The short-term stability was designed to mimic 24 h of preserv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at 4-25 ℃，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issue viability was 1.029 and uncertainty value was us=0.018，and the ET50 
value was（2.08±0.12）h and uncertainty value was us=0.159. Both the tissue viability and the ET50 value have 
no significant decreas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collaborative examination of several laboratories，the average 
tissue viability was 1.033 and uncertainty value uchar=0.036，the final composite uncertainty （contains ubb、

us and uchar） was 0.043；and the average ET50 value was 1.70 h and the final composite uncertainty value was 
0.159. The results of skin irritation tests on 10 chemicals selected from OECD 439 showed that the sensitivity 
was 100%，th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evaluation results published by the OECD439. Conclusion：
The tissue viability of Epikutis® epidermal model was 1.033±0.086，and final range was 0.9 ≤ OD ≤ 1.2；

and the ET50 value was（1.70±0.32）h，and final range was 1.4 h ≤ ET50 ≤ 2.0 h. The Epikutis® epidermal 
model is a suitable model that meets the application of OECD 439 in vitro skin irritation-reconstructed human 
epidermis test，and it has prospect to be used for qualitative detection skin irritation of cosmetic，chemicals，

medical devices and als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tool for investigating skin toxicity and permeability of 
nanomaterials.
Keywords：three-dimensional （3D） epidermal model；uniformity；stability；tissue viability；barrier index；

reference material；skin irritation；alternative method.

TC194）研发的“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刺激试

验”国际标准（ISO 10993.23）中纳入了用三维（3D）

组织模型替代医疗器械皮肤刺激试验，该标准即将出

版发布。

随着国际体外替代方法的逐渐推广，基于人体重

组皮肤模型的检测方法也逐步在国内被转化，如化学

品皮肤刺激性、化妆品皮肤刺激性检测等。2017 年

我国已经推出基于重组表皮皮肤模型的体外测试方

法的行业标准：如《化学品体外皮肤刺激：重组人表

皮试验》（SN/T 3948-2014）［2］，该标准囊括 EpiSkinTM、

SkinEthicTM 和 EpidermTM 3 个 验 证 的 皮 肤 刺 激 性 测

试方法（SIT）；《化妆品皮肤刺激性检测 重建人体表

皮模型体外测试方法》（SN/T 4577-2016）［3］，该标准

传统的皮肤刺激性评价依赖于大量的动物实验，

不符合动物福利和保护及替代、减少和优化 3R 原则

的要求，且有实验周期长，花费大，实验结果外推到

人体存在不确定性等不足。欧盟已将三维（3D）皮

肤模型用于化妆品安全性评价（欧盟新化妆品法规

EC 1223/200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于

2010 年发布了 OECD 439 指南［1］，确定 3D 皮肤模型

可用于化学品、化妆品原料的皮肤刺激性测试。欧盟

化妆品指导原则要求在 2009 年禁止应用体内试验

用于化妆品原料及配方的皮肤刺激性测试。国际标

准 化 组 织（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

ISO）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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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 EpiSkinTM 表皮模型。此外，有许多研究介

绍了采用 3D 皮肤模型进行外用敷料、外用液体类药物

的皮肤刺激性实验，含纳米材料的纺织品皮肤刺激性

检测等［4-5］。

目前国际上可用于皮肤刺激性检测的重组表皮皮

肤模型有 EpiSkinTM、SkinEthicTM、EpidermTM、LabCyte 
EPI-Model。这 4 款模型均经过欧洲替代方法验证中心

（European Center for th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 Methods，
ECVAM）认证，收载于 OECD 指导原则中，用于化学品体

外皮肤腐蚀性［6］及化学品体外皮肤刺激性试验，在

欧盟国家内推广［7-13］。这些模型的组织活力（OD）

标准范围分别是：EpiSkinTM，0.6 ≤ OD ≤ 1.5；EpidermTM，

0.8 ≤ OD ≤ 2.8；SkinEthicTM，0.8 ≤ OD ≤ 3.0；LabCyte 
EPI-Model，0.7 ≤ OD ≤ 2.5，可见其质控标准存在明

显差异。其中 EpiSkinTM 模型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用

于皮肤刺激性及腐蚀性检测。其他国际已有的皮肤

模型暂时无法获取。

由于皮肤模型含有活细胞，其保存条件苛刻，一

般只能 4 ℃或者室温保存 24 h，最多的可保存 72 h，

使得进口国外皮肤模型受到很大限制。广东博溪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人源性角质形成细胞为基础，通过

阶段式培养液诱导分化培养，成功制备了与人体皮肤

结构相似的人表皮皮肤模型：体外重组 3D 表皮模型

（Epikutis®）。该模型是国内第一款实现量产的用于皮

肤测试的模型［14］，已被应用于化学品的皮肤刺激检测
［7］及纳米材料的透皮行为和皮肤毒性研究［15］。但是，

由于基于 Epikutis® 的皮肤刺激替代检测方法尚未经

过多家实验室验证，导致在实际应用中，缺乏统一规范

的标准方法，很难保证不同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的一致

性和可比性，使其作为法定检测的应用受到限制。

为了推动皮肤刺激试验替代方法的建立和应用，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将基于 Epikutis® 表皮模型的

国家标准物质研制项目列入了 2018 年的研制计划，依

照 CNAS-GL03：2006《能力验证样品均匀性和稳定性

评价指南》和 CNAS-GL29《标准物质 / 标准样品定值

的一般原则和统计方法》，目前已完成研制。本文将报

告我国自主研发的体外重组 3D 表皮模型（Epikutis®）

作为国家标准物质的可行性和作为皮肤刺激检测的可

应用性，为国家标准物质研制提供数据支持。

1　材料

1.1　体外重组 3D 表皮模型

体外重组 3D 表皮模型（Epikutis®）及其构建阶

段性培养液包括液下培养液（TU）、气液面Ⅰ期培养

液（TA1）、气液面Ⅱ期培养液（TA2）均由广东博溪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Epikutis® 模型具备人表皮

样结构，即有基底层、棘细胞层、颗粒细胞层和角质

层，形态结构如图 1-a 所示，其外观示意图如图 1-b
所示。

a. 组织形态学图片（H&E 染色，放大 40 倍）（morphological graph，H&E 
staining，40 times）　b. Epikutis® 模型外观示意图（appearance sketch of 
Epikutis® model）
图 1　Epikutis® 模型图片

Fig. 1　Epikutis® model images

1.2　材料与试剂 
0.006 7 mol·L-1 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PBS，批号 P1010，索莱宝公司），异丙醇（批号

80109218，国药公司），噻唑蓝（3-（4，5-dimethylthiazol-
2-yl）- 2，5-diphenyltetrazolium bromide，MTT，冻干粉，

批号 M5655，Sigma 公司），曲拉通 X-100（TritonX-100，

含量 95%，批号 T8787，Sigma 公司）。

10 种皮肤刺激阳性化合物（均购于 Sigma 公司）：

邻苯二甲酸乙酯（批号 84-66-2，含量≥ 99.5%）、1-
萘乙酯（批号 86-87-3，含量≥ 95%）、异丙醇（批号

67-63-0，含量≥ 99.7%）、丁酸庚酯（批号 5870-93-
9，含 量 ≥ 98%）、水 杨 酸 己 酯（批 号 6259-76-3，含

量≥99%）、1- 癸醇（批号 112-30-1，含量≥ 98%），2-
氯甲基 -3，5- 二甲基 -4- 甲氧基吡啶盐酸盐（批号

86604-75-3，含量≥ 98%）、氢氧化钾（批号 1310-58-
3，含量≥ 85%）、庚醛（批号 111-71-7，含量 >95%）、

四氯乙烯（批号 127-18-4，含量≥ 99%）。

2.3　仪器

HF151UV CO2 培养箱（上海力申公司）；Epoch
酶标仪（Biotek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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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样品准备

根 据 实 验 计 划 的 安 排，定 期 制 备 Epikutis® 模

型。表皮模型的主要制备方法：培养人角质形成细

胞，至细胞密度达 60% 左右时，将角质形成细胞按照 
2.5×106 个·mL-1 的密度加入 TU 培养液，在离心管

中制备细胞悬液，用分液器按照每个 Transwell 小室 
200 μL 细胞悬液进行接种，严禁产生气泡。接种后

转入 37 ℃细胞培养箱中培养，24 h 后换液。用移液

器弃除 Transwell 小室中的培养液，底面培养液尽量

吸干净，加入 TA1 培养液进行气 - 液面培养，每天换

液；4 d 后换用 TA2 培养液继续气 - 液面培养，每天

换液，8 d 后表皮模型构建完成［10］。构建完成的表皮

模型表面干燥，无皱缩。显微观察模型具有完整的四

层结构（角质层、颗粒层、棘层、基底层），同时具有一

定的屏障功能（能够耐受一些具有细胞毒性的化学

物质如 1%TritonX-100 的快速渗透）。

将协作测定样品（Epikutis® 模型）镶嵌于模型

保存液制成的凝胶中，采用试剂盒作为内包装，附带

冰袋和泡沫的泡沫箱作为外包装，以冷链运输方式在

24 h 内送达至参加协作标定的实验室。

样品接收和确认：参加协作测定的实验室接收

样品后，检查外观是否无损，并尽快进行模型培养。

2.2　均匀性检验

依照 CNAS-GL03：2006《能力验证样品均匀性

和稳定性评价指南》要求，从 145 个表皮皮肤模型

中随机抽取 11 个，进行均匀性评价。检验方法参照

OECD439 替代模型皮肤刺激性检测方法，用 MTT 方

法测定光密度值。经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检测结果

进行分析统计，从而判定样品的均匀性程度。根据均

匀性检测结果分析，若 F<0.05，则说明样品均匀性良

好，满足标准物质技术要求。

2.3　稳定性检验

标准物质的稳定性是指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和环

境条件下，标准物质的特性量值保持在规定范围内的

性质。在表皮皮肤模型的稳定性评价时，根据表皮模

型的特性，选择屏障指数（ET50）及组织活力作为特

性量，开展稳定性检验。

短期稳定性考察：采取同步稳定性评估的方法，

考察运输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温度范围内（4~25℃），

保存 24、48 h 后，样品的短期稳定性。每次测定时取

12 个模型样品，其中 3 个模型进行组织活力检测，9

个模型进行 ET50 测定。对每次测定的 OD 平均值和

ET50，通过 t 检验方法，进行稳定性判定。

关于长期稳定性评价，由于表皮皮肤模型含有活

细胞，具有生物活性，在体外保持生物学特性具有一

定的时限性，不能长期保存。目前采用体外替代表皮

模型开展皮肤刺激性试验的一般过程：模型构建完

毕出厂后，24 h 内保存 / 运输，当天开展皮肤刺激性

检测相应的准备工作。故在进行表皮皮肤模型标准

物质评价时，未开展长期稳定性研究。

2.4　特性值分析

通过多家实验室联合测定的方式进行 Epikutis®

表皮皮肤模型特性值分析。本次联合测定活动中，分

别选择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陕西省医疗器械检

验监督院、广东博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家具有皮肤

刺激性检测能力的实验室作为联合测定实验室，分

别用编号 1~3 表示，每个实验室取 15 个样品，其中 6
个样品用于 OD 测定，9 个样品用于 ET50 测定。

2.5　OD 测定方法

将体外重组 3D 表皮模型（EpiKutis®）培养小室

转移到 24 孔板中，每孔加入 1 mg·mL-1 的 MTT 溶液

300 μL，在 5% CO2、37 ℃条件下孵育 3 h。孵育结束

后用吸水纸吸干小室外壁，将其转移至新的 24 孔板

中加入异丙醇 2 mL，用封口膜密封孔间隙避免异丙

醇挥发，室温下振荡仪 120 r·min-1 振摇 2 h。在表皮

模型的每孔中取 2 份 200 μL 异丙醇溶解后液体（紫

色甲瓒溶液）转移至 96 孔板内，依据孔板设计转移

液体，以异丙醇作为空白对照。用酶标仪在 570 nm
处读取 OD 值。

2.6　ET50 测定方法

采用快速渗透试验方法，测定经 1%TritonX-100
处理后组织活性减小至 50% 所需的药物暴露时间，

即 ET50，用于评价表皮皮肤模型的屏障功能［16］。

取 9 个 EpiKutis® 模型，进行 ET50 检测。设置 0、

2、4 h 3 个时间点，每个时间点 3 次重复。在模型的表

面加入 1%TritonX-100 80 μL。待 TritonX-100 作用相

应时间后，用 PBS 冲洗（15±3）次，擦拭干净后放入

新 的 24 孔 板，加 入 1 mg·mL-1 的 MTT 溶 液 300 μL，

置于 37 ℃、5% CO2、95% 相对湿度的细胞培养箱中

（180±5）min。孵育结束后，从 MTT 溶液中取出模型，

用棉签轻轻擦拭干净残余的 MTT 溶液，放入干净的 24
孔板，每孔加入 2 mL 异丙醇，震荡 2 h，在 570 nm 处读

取 OD 值，测定模型的组织活力值，并计算 ET50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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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化学参考物质皮肤刺激性检测

基于 EpiKutis® 模型测试 10 种阳性化合物的皮肤

刺激性，每种化合物重复检测 3 次，参考 OECD 439 测

试方法，具体步骤：①给药。用移液器吸取 25 μL 液

体化学品参考物质，滴加于组织模型表面，用无菌尼

龙膜帮助化学品均匀铺展；固体化合物先滴加 PBS 25 
μL 润湿组织模型表面，再加入 固体粉末 25 mg，均匀

铺展。阴性对照加 PBS 25 μL、阳性对照加 5% SDS 25 
μL。化合物接触模型时间为 30 min。②孵育。30 min 
后用无菌 PBS 冲洗小室壁，将组织表面清洗干净，用

无菌棉签擦拭干净，继续于 37 ℃、5% CO2 细胞培养

箱中孵育 42 h。取样品进行 MTT 检测，具体方法同 
“3.5”项下。按照以下公式计算组织相对活力百分比，

并判断化合物是否具有刺激性。组织相对活力百分

比 = 化合物 OD 值 / 阴性对照 OD 值 ×100%。评判

化合物刺激性的标准：组织相对活力百分比≤ 50% 判
断为有刺激性，>50% 判断为无刺激性。

3　结果与讨论

3.1　均匀性评价结果

依照 CNAS-GL03：2006《能力验证样品均匀性

和稳定性评价指南》要求，采用方差分析法进行分析，

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方差统计分析的 F 值均小于

在 95% 的置信水平理论下 F0.05（11，12）值，表明 EpiKutis®

模型的组内及组间无显著性差异，均匀性良好。样品

组间标准偏差 Sr
2=0.001 8，组内标准偏差 SL

2=0.001，因

组间（不）均匀性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 ubb=0.013。

表 1　样品均匀性检验结果

Tab. 1　Uniformity test results of samples

样品号

（sample No.）

测试次数（test No.）

1 2

1 1.381 1.378

2 1.294 1.325

3 1.349 1.375

4 1.312 1.314

5 1.254 1.255

6 1.381 1.402

7 1.390 1.371

8 1.312 1.296

9 1.316 1.366

10 1.392 1.256

11 1.449 1.321

平均值（mean） 1.348 1.332

标准差（SD） 0.056 0.050

单因子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2。F 临界值 F0.05（10，11）=
2.854，计算的 F 值为 2.07，表明在 0.05 显著性水平

时，模型样品的组织活力是均匀的。

表 2　均匀性检验方差分析

Tab. 2　Analysis of variance in uniformity test

方差来源

（source of variance）

样品间

（inter-samples）

样品内

（intra-samples）

自由度（Freedom） 10 11

平方和（Sum of squares） 0.038 0.020

均方（mean square） 0.003 8 0.001 8

F 检验（F test） 2.07

3.2　稳定性评价结果

依照 CNAS-GL03：2006《能力验证样品均匀性

和稳定性评价指南》要求，对特性值组织活力（OD）

采 用 t 检 验 法（配 对，双 尾）进 行 显 著 性 检 验，若

t< 显 著 性 水 平（a=0.05）自 由 度 为 n1+n2-2 的 临 界

值 ta（n1+n2-2），则 2 个平均值之间无显著性。本次检

测中将表皮模型在分别置于 4 ℃和 25 ℃，保存及模

拟运输条件放置 24 h 后，模型组织活力与 0 h（出

厂合格的模型），相比在自由度 4、置信水平 P=0.95
条件下，t< 临界值（2.776），未见下降趋势，具体结

果如表 4 所示。特性值 ET50 检测结果与 0 h（出厂

合格的模型相比），在自由度 4、置信水平 P=0.95 条

件下，t< 临界值（2.776），未见下降趋势，具体结果

如表 3、4 所示。稳定性测定的模型组织活力平均

值 为 1.092，标 准 差 为 0.027，因 短 期（不）稳 定 性

引起的不确定度 us =0.018。ET50 的平均值为 2.08，

SD 为 0.12，因 短 期（不）稳 定 性 引 起 的 不 确 定 度

us =0.159。

表皮模型在分别置于 4、25 ℃，保存及模拟运输

条件放置 48 h 后，模型组织活力分别为 0.59 和 0.78，

与 0 h（出厂合格的模型相比），在自由度 4、置信水

平 P=0.95 条件下，t> 临界值（2.776），表现出显著的

下降趋势。采用 4~25 ℃，保存及模拟运输条件放置

48 h，对模型的组织活力有显著影响，不满足皮肤刺

激性检测模型的质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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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样品稳定性检测结果（OD）

Tab. 3　Stability test results of samples 

样品（item） 0 h 25 ℃ /24 h 4℃ /24 h

1 1.032 1.109 1.102

2 1.060 1.022 1.070

3 1.132 1.110 1.200

平均值（mean） 1.074 1.080 1.124

自由度（freedom） 4 4 4

t- 检 验 临 界 值（t -test 
critical value）

/ 2.776 2.776

t 值（tvalue） / 0.158 2.507

差异性分析（significance 
analysis）*

/ 不显著（not 
significant）

不显著（not 
significant）

注（note）：* 表示与 0 h 相比（indicate that compared with 0 h）

表 4　稳定性检测结果（屏障指数，ET50）

Tab. 4　Stability test results （barrier index，ET50）

样品 0 h 25 ℃ /24 h 4 ℃ /24 h

1 2.26 2.24 2.19

2 1.88 1.61 1.57

3 2.54 2.28 2.18

平均值（mean） 2.22 2.04 1.98

自由度（Freedom） 1 1 1

t- 检 验 临 界 值（t -test 
critical value）

/ 12.706 12.706

t 值（t-value） / 2.243 2.756

差异性分析（significance 
analysis） *

/ 不显著（not 

significant）

不显著（not 

significant）

注（note）：* 表示与 0 h 相比（indicate that compared with 0 h）

3.3　特性值协作测定结果

3 家实验室合计使用 EpiKutis® 表皮模型 45 个，

每个实验室随机分配 15 个模型，其中，6 个模型用于

OD 测定，9 个模型用于（ET50）测定。

3 家 实 验 室 数 据 汇 总 后，对 OD 测 得 的 组 内、

组间数据采用拉依达法进行分析，判断可疑值并确

定是否予以剔除。最终确认 3 家实验室的结果均

可采用，各组数据等精度，组间无显著性差异，符

表 5　特性值测定结果（OD）

Tab. 5　Characteristic value calibration results

实验室代号

（laboratory No.）

测定次数

（test number）

均值

（mean）
SD RSD/%

1 1.11 1.07 1.11 0.95 1.10 1.08 1.07 0.060 5.6

2 1.09 0.96 0.97 1.05 1.00 0.99 1.01 0.050 5.0

3 1.02 1.01 1.04 1.00 1.05 1.00 1.02 0.020 2.0

合正态分布。具体结果见表 5、6。实验室联合测

定 OD 的 平 均 值 为 1.033，SD 为 0.032，因 测 定 引 起

的不确定度 uchar=0.036。参考物质的最终合成不确

定 度 为：uCRM= =0.043。 结 合 扩 展 系
数 k ≈ 2，Epikutis® 表皮模型的组织活力测定平均

值为 1.033±0.086，结合该模型作为皮肤刺激定性

检测使用的历史数据，最终确定 OD 为 0.9 ≤ OD ≤

1.2。

表 6　联合测定分析结果（ET50）

Tab. 6　Characteristic value calibration results

实验室代号（laboratory No.） 0 h 24 h

1 1.76 1.66

2 / 1.74

3 / 1.69

平均值（mean） 1.76 1.70

标准差（SD） 0.032

OECD 439 对屏障指数的要求是：角质层及其脂

质组成能够在一定时间内耐受快速渗透毒性标准物

质如 TritonX100 的毒性，OECD 439 收录的 4 款模型，

对屏障指数给出了相应的范围，如 EpidermTM 的 ET50

上下限为：4 h ≤ ET50 ≤ 8.7 h。根据 3 家实验室的数

据，Epikutis®ET50 的 平 均 值 为 1.70 h，SD 为 0.032 h，

由于 ET50 主要作为批次间稳定性评价指标，未纳入

均匀性评价。ET50 的不确定仅为来源于稳定性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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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0.159，ET50 的平均值为（1.70±0.159）h。结合扩

展系数 k ≈ 2 和该模型作为皮肤刺激定性检测使用

的历史数据，最终确定为 1.4 h ≤ ET50 ≤ 2.0 h。该结

果也在 Epikutis® 皮肤 ET50 用于 SIT 检测的上下限范

围内（1.0 h ≤ ET50 ≤ 3.0 h）。

3.4　化合物皮肤刺激性检测结果

为验证 EpiKutis® 用于化合物皮肤刺激检测替代

方法的可用性，本研究选择 10 种阳性化合物暴露于

模型后，进行表皮模型的组织活力检测。其结果见

表 7，结果判定如表 8 所示。根据 OECD439 的评判

标准，组织相对组织活力百分比≤ 50%，判定为刺激

性化合物；组织相对活力百分比 >50%，判定为无刺

表 7　10 种化合物对 EpiKutis® 模型相对组织活力的影响

Tab. 7　The effects of 10 chemicals on relative tissue viability of EpiKutis®models

样品类别

（sample type）

化合物

（compound）

相对组织活力（%，X±s）

（relative tissue viability）

批次（lot）1 批次（lot）2 批次（lot）3

阴性对照

（negative control）
水（water） 100±1.03 100±1.13 100±1.10

阳性对照

（positive control）
十 二 烷 基 磺 酸 钠（aqueoussodium dodecyl 

sulphate）

6.6±0.07 17.76±0.18 12.24±0.13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iethyl phthalate） 92.02±0.93 81.05±1.09 92.28±1.24

1- 萘乙酸（naphthalene acetic acid） 75.63±0.78 97.66±1.00 94.50±1.04

异丙醇（isopropanol ） 74.69±0.77 88.34±0.91 86.76±0.95

1- 癸醇（1-decanol） 0.99±0.01 1.30±0.01 0.90±0.01

2- 氯甲基 -3，5- 二甲基 -4- 甲氧基吡啶盐  
酸盐（2-chloromethyl-3，5-dimethyl-4-

     methoxypyridine hydro chloride）

1.07±0.01 0.57±0.01 0.59±0.01

丁酸庚酯（heptyl butyrate ） 66.65±0.69 64.87±0.67 84.07±0.92

水杨酸己酯（hexyl salicylate） 78.60±0.81 88.07±0.91 94.26±1.03

氢氧化钾 potassium hydroxide 14.85±0.15 29.14±0.30 14.90±0.01

庚醛（heptanal） 1.83±0.02 2.38±0.02 1.69±0.02

四氯乙烯（tetrachloroethylene） 1.04±0.01 1.13±0.01 3.97±0.04

激性化合物。3 批检测中，邻苯二甲酸二乙酯、1- 萘

乙酸、异丙醇、丁酸庚酯、水杨酸己酯作用于模型后，

模型的组织相对活力百分比均 >50%，判定为非刺激

性化合物；1- 癸醇、2- 氯甲基 -3，5- 二甲基 -4- 甲

氧基吡啶盐酸盐、氢氧化钾、庚醛、四氯乙烯作用于

模型后，模型的相对组织活力百分比均≤ 50%，判

定为刺激性化合物。其结果与联合国全球统一制度

（UNGHS）体内测试结果分类相比，化学品的正确判

断率（即灵敏度）为 100%，且批次间刺激性判定结

果无差异，说用 EpiKutis® 表皮模型可用于化合物皮

肤刺激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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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批次模型测试结果

Tab. 8　Test results of different lot models

化合物

（compound）

联合国 GHS 基于

体内刺激性结果

（UN GHS Cat. based 

on in vivo results）

基于体外有效方法

测定结果

（VRM* Cat. based on 

in vitro）

相对组织活力（%，X±s）

（relative tissue viability）

批次（lot）1 批次（lot）2 批次（lot）3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iethyl phthalate） NI NI NI NI NI

1- 萘乙酸（naphthalene acetic acid） NI NI NI NI NI

异丙醇（isopropanol ） NI NI NI NI NI

1- 癸醇 （1-decanol） I I I I I

2- 氯甲基 -3，5- 二甲基 -4- 甲氧基吡

啶盐酸盐

（2-chloromethyl-3，5-dimethyl-4-
methoxypyridine HCl ）

I I I I I

丁酸庚酯（heptyl butyrate ） NI NI NI NI NI

水杨酸己酯（hexyl salicylate） NI NI NI NI NI

氢氧化钾 potassium hydroxide I I I I I

庚醛（heptanal） I I I I I

四氯乙烯（tetrachloroethylene） I I I I I

注（note）：联合国（United Nation）；GHS：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of Chemicals）；

VRM. 经过验证的方法（validated reference methods）；I. 刺激性（irritant）；NI. 无刺激（non-irritant）

439 所推荐的替代模型皮肤刺激性检测方法的使用，

可以用于化妆品、化学试剂及医疗器械等皮肤刺激性

定性检测，也为纳米材料的透皮吸收及皮肤毒性研究

提供了替代方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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