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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疗产品中病毒颗粒的微粒特性研究 *

于雷，裴德宁，王光裕，胡金盼，李永红 **，饶春明 **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卫生部生物技术产品检定方法及其标准化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50）

摘要　目的：研究基因治疗产品中病毒颗粒的微粒特性及粒径分布情况。方法：采用扫描电镜、动态光散

射法、微流数字成像法、光阻法及目测法对腺病毒（adenovirus，AdV）、腺相关病毒（adeno-associated virus，
AAV）和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HSV）基因治疗产品中病毒颗粒的微粒特性、粒径分布及制

剂外观进行观察研究。结果：扫描电镜结果显示，AdV、AAV、HSV 均存在不完整颗粒（空心病毒颗粒、衣

壳碎片），HSV 病毒存在包膜脱落或融合的情况；动态光散射法结果显示 AdV 对温度敏感，易形成聚集体，

AAV 的粒径分布不均一，变异度大，HSV 实测粒径偏大且分布不均一；微流数字成像法、光阻法及目测法

结果提示样品中存在的 50 μm 以上的微粒，与典型的蛋白聚集体形态相似，且 50 μm 以上的颗粒数与液体

的浊度呈正相关，100 μm 以上颗粒与絮状沉淀物相关。结论：不同病毒的微粒特性也不相同，微粒分布情

况及动态变化过程与聚集体的形成有关，可采用多种方法优势互补，对微粒进行全范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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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particle characteristics and size distribution of virion in gene therapy products. 
Methods：The particle characteristics，size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 appearance of adenovirus （AdV），adeno-
associated virus（AAV） and herpes simplex virus （HSV） were observed and studi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DLS），microflow digital imaging （MDI），light obscuration and 
visual observation．Results：The results of TEM indicated that incomplete virus particles （empty particles and fra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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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基因治疗产品成为新药研发的热点，大多

采用病毒作为载体，剂型以注射剂为主，包括注射液和

注射用无菌粉末，但是给药方式比较多样化，包括静脉

注射、瘤内注射、肌内注射、皮下注射、眼内注射等［1-4］。

2015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三部通则 0102 关于

注射剂的相关要求中明确：溶液型注射液应澄清；除

另有规定外，注射剂应进行可见异物和不溶性微粒检

查［5-6］。因此，注射用的基因治疗制品也应进行外

观、可见异物及不溶性微粒检查。但是，由于方法简

单，在产品研发阶段，外观和可见异物检查项往往得

不到重视。以病毒为载体的基因治疗产品比较特殊，

一是作为活的有机体，病毒颗粒的动态变化过程难以

控制；二是产品浓度一般较高（1×1010 VP·mL-1 以

上），易出现高浓度聚集的情况［7-8］。这些问题导致

以病毒为载体的基因治疗产品的外观和可见异物项

易出现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

病毒颗粒的异质性主要因样品中存在的大量的不

完整颗粒和聚集体，可能对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

产生重大影响，会影响病毒载体的转导效率、生物分布，

甚至诱发免疫反应［9-10］。尽管如此，目前对于病毒颗粒

均一性的考察尚无统一的检测方法及相关标准［11］。聚

集体可以在生产或纯化过程中产生，一般聚集程度与

制剂缓冲液的 pH 和离子强度密切相关［12-13］。聚集

体的大小可以是纳米级（寡聚体）至肉眼可见级别。

对于不同粒径范围的微粒，可采用不同的技术进行分

析。对于纳米级微粒，一般可采用原子力显微镜、电

镜、 光散射法、SEC-HPLC 等；对于微米级微粒，可采

用显微成像法、光阻法等；而可见颗粒一般采用红外

显微镜法或目测法进行检测［14-19］。将不同的方法进

行优势组合，即可实现全范围的微粒分析。

本研究采用一系列互补的检测技术，包括透射电

镜法（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动态光散

射 法（dynamic light scattering，DLS）、微 流 数 字 成 像 法

（microflow digital imaging，MDI）、光阻法及目测法，对以

病毒为载体的基因治疗产品进行观察研究，初步探索

制品外观异常产生的内在原因，为相关产品的研发和

质控提供一些参考和提示。本研究选择了 3 种比较常

见的病毒载体：腺病毒（adenovirus，AdV）、腺相关病毒

（adeno-associated virus，AAV）和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HSV）进行研究。3 种病毒衣壳形状均为

二十面体，AdV 的直径为 70~90 nm，无包膜；AAV 为

20~30 nm，无包膜；HSV 为 120~150 nm，有包膜［20-21］。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TECNAI12 型透射电子显微镜，FEI 公司；MORADA 
G3 型 CCD 相机，Emsis 公司；Zetasizer Nano ZS 型粒

度分析仪，Malvern 公司；FlowCAM8100 型流体微粒

成像系统，Fluid Imaging 公司；GWJ-5 型微粒检测仪

和 YB-2 型澄明度检测仪，天大天发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药

AdV、AAV 和 HSV 样 品 均 为 中 国 食 品 药 品 检

定研究院重组药物室留存样品，不同编号的样品来

自 不 同 厂 家；30、60、100、200、300、400 和 600 nm 的

NanosphereTM 粒径标准品（颗粒密度均为 1.05 g·mL-1）

购自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扫描电镜（TEM）法

采用负染结合 TEM 技术，对病毒样品进行检测。

具体方法：将样本吸附于覆有碳膜的铜网 5 min，用

滤纸吸去多余样本，然后用 1% 磷钨酸（pH 6.8）染

色 1 min，吸去多余染液，室温晾干后进行检测。在

透射电子显微镜下以加速电压 120 kV 状态下进行观

existed in AdV，AAV and HSV samples，and “takeoff” or “fusion” of the envelope were found in HSV samples；

the results of DLS demonstrated that AdV was sensitive to temperature and tended to form aggregates，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AAV was inhomogeneous and variable；the results of MDI，light obscuration and visual observation 
suggested that the morphology of particles above 50 μm existed in samples was similar to typical protein aggregates. 
The number of particles above 50 μm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turbidity of solutions，and the number of particles 
above 100 μm was related to the precipitate．Conclusion：The particl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virus differ 
from each other，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articles and its dynamic change process are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aggregates．Full-range monitoring of particles can be achieved by a series of complementary methods.
Keywords：gene therapy products；virion；particle characteristics；aggregates；particulate matter；visible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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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并以 CCD 相机拍照记录，结果见图 1。3 种病毒

样品中均存在不完整病毒颗粒，包括空心衣壳（红色

箭头）和破碎的衣壳（黄色箭头），AAV 有病毒颗粒

聚集的情况；HSV 作为包膜病毒，存在脱包膜现象，

也有 1 个包膜内存在 2 个衣壳的情况。

2.2　动态光散射（DLS）法

2.2.1　样品制备及仪器设置　NanosphereTM 粒径标

准品用超纯水稀释 100 倍后进行检测；热敏感试验

的样品置室温融化后，分别在 4、25、37 ℃放置 2、4、

6 和 24 h 再进行检测。

直接取 100 μL 样本或粒径标准品加入样品杯，

放入粒度分析仪进行分析。采用手动测量方式，设置

测量类型为“size”。选择分散剂为“water”，样品池

类型为“Disposable sizing cuvette”，设定测量角度为

90°，温度为 25 ℃，平衡时间为 60 s。

2.2.2　DLS 准 确 性 和 分 辨 率 验 证   DLS 的 测 量 范

围为 0.3 nm~10 μm，主要关注 2 个数据：平均粒径

（直 径 Z average size）和 多 分 散 指 数（polydispersity 
index，PDI）。PDI 数值越小，粒径的分布越均一［11］。

图 1　AdV、AAV 和 HSV 样品中病毒颗粒的 TEM 检测结果

Fig. 1　Virus particles in AdV，AAV and HSV samples observed by TEM

首先用粒径标准品对该法的准确性和分辨率进行了

验证。分别检测 30、60、100 和 200 nm 的粒径标准

品，粒径分布情况见图 2-A，实测值与标示值基本一

A．30、60、100 和 200 nm 粒径标准品分别检测（size standards of 30 nm，60 nm，100 nm and 200 nm were detected seperately）　B．30、100 和 200 nm 粒

径标准品混合检测（size standards of 30 nm，100 nm and 200 nm were mixed and detected）　C．100 nm 分别和 200、300、400、600 nm 粒径标准品混合

检测（size standards of 200 nm，300 nm，or 600 nm  were mixed with 100 nm separately and detected）

图 2　粒径标准品的 DLS 检测结果

Fig. 2　Test results of size standards by D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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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表 1）。但是将不同粒径的标准颗粒等比例混合后

检测发现，30 nm 和 100 nm 的峰可以分离（图 2-B），

但是 100 nm 和 200、300、400 nm 的峰均不能分离，

100 nm 和 600 nm 的峰可以基本分离（图 2-C）。这

也提示，对于粒径在 100 nm 左右的病毒颗粒来说，寡

聚体将不能和单体进行良好分离。

表 1　粒径标准品的理论值和实测平均粒径

Tab. 1　The theoretical values and measured Z 

average sizes of size standards

理论值

（theoretical value）/nm
实测平均粒径

（measured Z average size）/nm

31±3 30.2±0.5

61±4 61.5±0.5

100±6 102.9±0.9

203±5 200.2±3.2

2.2.3　DLS 检 测 AdV 结 果　AdV 实 测 平 均 粒 径

为 158 nm，比理论值（70~90 nm）稍微偏大，PDI 为

0.05，粒径分布较均一。热敏感试验发现，37 ℃处理

后有微米级聚集体产生，而且随着时间延长聚集体增

加，24 h 后仅检测到聚集体峰（图 3-A），平均粒径增

加到 3 800 nm 左右（图 3-B），PDI 也增加到 0.4 以上

（图 3-C），说明 AdV 样品对温度比较敏感，高温易出

现聚集体。

2.2.4　DLS 检 测 AAV 结 果　AAV 实 测 平 均 粒 径

为 22.2 nm，与理论值（20~30 nm）基本一致。但是

PDI 为 0.6，说明粒径分布不够均一。热敏感试验显

示，不同温度处理后的平均粒径没有明显变化（图

4-B），但是 PDI 值有所降低（图 4-C），且同一样品

连 续 测 试 3 次 的 结 果 变 异 较 大（图 4-A），提 示 样

品中可能存在一些可逆的小聚集体，处于动态平衡

状态。

A．不同温度处理后的粒径分布图（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profile of AdV samples incubat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B．平均粒径随时间变化趋势图

（time-changing trend diagram of Z average values）　C．PDI 随时间变化趋势图（time-changing trend diagram of PDI values）

图 3　AdV 的 DLS 检测结果

Fig. 3　Test results of AdV by D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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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DLS 检 测 HSV 结 果　HSV 实 测 平 均 粒 径 为

340.8 nm，比理论值（120~150 nm）明显偏大，而且粒径

分布更不均一，存在聚集体和碎片。热敏感试验显示，

平均粒径没有明显变化（图 5-A），只有 37 ℃放置 24 h，

粒径有所减小（图 5-B），PDI 值增加到 1（图 5-C），说

明样品的颗粒异质性增大。结合电镜结果分析，可能出

现更多的病毒脱包膜，导致平均粒径减小，异质性增大。

2.3　微流数字成像（MDI）法

MDI 技术是对微米级别的不溶性微粒进行拍

摄，从形态上对微粒进行分类，并报告不同粒径大小

和微粒类别的绝对计数。FlowCAM 8100 系统主要参

数设定如下：流通池采用 FC80FV（80 μm×700 μm），

物镜放大倍数为 10 倍，检测体积为 150 μL，测试流

速为 0.1 mL·min-1，拍照频率为每秒 20 帧，采样效率

为 71.5%。MDI 法检测结果见表 2。AdV#1、AdV#2
和 HSV#2 均存在粒径 50 μm 以上微粒，与典型的蛋

白聚集体形态相似（图 6），这些聚集体是蛋白聚集体

还是病毒聚集体，还需要进一步鉴定。HSV#2 样品

有甘油存在，可能对检测背景有干扰。

2.4　光阻法检测结果

采用光阻法检测不溶性微粒的大小和数量，

GWJ-5 系统同时设置 7 个通道：2.0、5.0、10.0、25.0、

50.0、75.0、和 100.0 μm，检测体积为 0.5 mL。AdV#1、

AAV 和 HSV #1 样品汇总结果见表 3。与 MDI 法相

比，光阻法检测数值偏低，可能是因为有些蛋白聚集

体的折光性与溶剂接近，光阻法无法有效检出。

A．不同温度处理后的粒径分布图（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profile of AAV samples incubat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B．平均粒径随时间变化趋势图

（time-changing trend diagram of Z average values）　C．PDI 随时间变化趋势图（time-changing trend diagram of PDI values）

图 4　AAV 的 DLS 检测结果

Fig. 4　Test results of AAV by D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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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同温度处理后的粒径分布图（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profile of  HSV samples incubat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B．平均粒径随时间变化趋势图

（time-changing trend diagram of Z average values）　C．PDI 随时间变化趋势图（time-changing trend diagram of PDI values）

图 5　HSV 的 DLS 检测结果

Fig. 5　Test results of HSV by DLS

表 2　MDI 检测结果

Tab. 2　Test results by MDI

粒径范围

（size range）/μm

计数（count）/mL-1

AdV #1 AdV #2 AAV/ HSV #1 HSV #2

2~10 65 561 38 605 9 586 19 226 1 037 351

10~25 3 689 5 167 117 360 108 911

25~50 468 315 15 15 6 965

50~100 127 61 0 0 1 053

100+ 15 20 0 0 0

≥ 10 4 299 5 563 132 375 116 929

≥ 25 610 396 15 15 8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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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光阻法检测结果

Tab. 3　Test results by light obscuration

粒径范围

（size range）/μm

计数（count）/mL-1

AdV #1 AAV HSV #1
≥ 2 6506 2321 15686
≥ 5 1234 681 3274

≥ 10 115 105 270
≥ 25 13 5 0
≥ 50 2 0 0
≥ 75 2 0 0

≥ 100 0 0 0

2.5　目测法检测结果

将样品瓶除去标签，置伞棚灯遮光板边缘处，照度

为 1 200 lx，轻轻旋转和翻转容器，使样品中可能存在的可

见异物悬浮，并避免产生气泡，分别在黑色和白色背景下

于明视距离重复观察，总检查时限为 20 s。如图 7 所示，

AAV 和 HSV #1 液体澄清；AdV#2、AdV#1 和 HSV#2 液体

带有乳光（3 个样品的浊度递增）；AdV#2 有明显絮状沉

淀物。结合 MDI 检测结果可以看出：未检测到 50 μm
以上颗粒的液体澄清，50 μm 以上颗粒的数量与液体

的浊度呈正相关，100 μm 以上颗粒与絮状沉淀物相关。

3　讨论

聚集体的存在可能会影响病毒的转导效率，还

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免疫反应。研究聚集体的形成原因

并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对于基因治疗制剂的研发和

质控至关重要。根据聚集体的大小可分为纳米级、

图 7　样本目测结果

Fig. 7　Test results by visual observation

亚可见级（2~100 μm）和肉眼可见级（100 μm 以上）。

肉眼可见聚集体通常为雪花状混悬液或沉淀物。聚

集体的形成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先形成小的内核，然

后再逐步形成大的聚集体［22-23］。因此 USP 42-NF 37
通则 <1787> 建议，对治疗性蛋白注射剂中 2~10 μm
范围的微粒进行监测［24］。同样，对于病毒颗粒来说，

监测微粒分布情况及动态变化过程，有利于探索聚集

体形成的原因。本研究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对基因

治疗产品常用的 3 种病毒载体 AdV、AAV 和 HSV 的

微粒特性进行了观察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种类病毒的

微粒特性不同，AdV、AAV 和 HSV 样品中均存在不

完整颗粒（空心病毒颗粒、衣壳碎片）；AdV 对温度敏

感，易形成聚集体；AAV 的粒径分布不均一，变异度

大，可能存在可逆的低聚体；HSV 实测粒径偏大且分

布不均一，存在包膜脱落或融合（1 个包膜里有 2 个

衣壳）的情况；AdV 和 HSV 样品中存在的 50 μm 以

图 6　样本中聚集体 MDI 检测图像

Fig. 6　Images of aggregates in samples captured by M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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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微粒，与典型的蛋白聚集体形态相似。可以看

出，包膜病毒的异质性更大，这类病毒的质控将面临

更多难点。本研究仅考察了 24 h 内病毒颗粒的动态

变化过程，为了进一步探索病毒颗粒的微粒特性及其

在不同储存条件下的长期稳定性，后续还将参考 ICH
指南的相关要求，开展基因治疗产品的稳定性研究。 

电镜法可以在微观上直接观察病毒颗粒，包括完

整病毒、空心病毒和衣壳碎片等；DLS 法可以在一定范

围内（0.3 nm~10 μm）检测病毒颗粒的粒径分布及动态

变化情况；光阻法可以检测溶液中 2 μm 以上不溶性微

粒的大小和数量；MDI 法通过光学拍照和软件分析，可

以定性和定量检测溶液中 2 μm 以上的微粒。基因治疗

产品在研发过程中，可采用多种检测方法优势互补，对

微粒进行全范围监测。在生产、纯化、储存过程中持续

考察样品中的微粒分布情况（均一性），监测微粒的动

态变化过程，探索聚集体形成的原因，通过优化生产、纯

化工艺、缓冲体系、储存条件及制剂配方（赋形剂的选

择），提高产品的稳定性，减少聚集体产生［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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