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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构溶瘤腺病毒 DNA 序列分析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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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以改构的溶瘤腺病毒制品为研究对象，探讨 DNA 测序技术在基因治疗制品质量控制和质量

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方法：提取并纯化一种改构溶瘤腺病毒制品的基因组 DNA，对其基因组关键区段、

非关键区段进行测序分析，发现变异体后应用第一代和第二代 DNA 测序技术进行进一步分析和检测。

结果：关键区段 DNA 序列与理论序列一致；非关键区段 DNA 序列与理论序列相似度大于 99.9%；发现

1 个高变异区段，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缺失 1 个胞嘧啶（C）的变异体占比 5/9（克隆 / 克隆）；缺失 2 个胞

嘧啶（C）的变异体占比 1/9（克隆 / 克隆）；插入 1 个胞嘧啶（C）的变异体占比 1/9（克隆 / 克隆）。结论：第

一代和第二代 DNA 测序技术虽然各有优缺点，但只要相互组合使用得当，仍然可较好地用于基因治疗制品

基因组的分析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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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NA sequence analysis of a modified oncolytic adeno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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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DNA sequencing technology in quality control and quality 
standard establishment of gene therapy products by a case study of a modified oncolytic adenovirus product. 
Methods：The genomic DNA of a modified oncolytic adenovirus product was extracted and purified，and the key 
segments and non-key segments of the genome were sequenced and analyzed. Once mutant DNA segments were 
found，further detection and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by a combination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 DNA 
sequencing technology. Results：The measured sequence of key DNA segments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cted 
sequenc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measured and expected DNA sequence for non-key segments was mor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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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 A variable region was found，and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variant with a deletion of one 
cytosine（C） was 5/9（clones/clones），the proportion of variant with a deletion of two cytosine（C） was 1/9（clone/
clone），the proportion of variant with an insert of one cytosine（C） was 1/9（clone/clone）. Conclusion：Although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 of DNA sequencing technology has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they 
can be well used in genomic analysis and quality control of gene therapy products by appropriate combination.
Keywords：modified oncolytic adenovirus products；gene therapy products；DNA sequence variants；the first-
generation sequencing；the second-generation sequencing

为探讨 DNA 测序技术在基因治疗制品中的检

测特点，本文以一种改构溶瘤腺病毒制品为例，进行

DNA 测序，并对病毒基因组关键区段和非关键区段，

以及其变异体进行了分析。

1　仪器与材料

1.1　材 料　 溶 瘤 腺 病 毒 注 射 液（modified oncolytic 
adenovirus，MOA）样 品，批 号 201808003，为中国

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重组药物室留样。病毒提取

纯 化 试 剂 盒 High Pure Viral Nucleic Acid Kit，批 号

11858874001，Roche 公 司。DNA 文 库 构 建 试 剂 盒

Ion XpressTM Plus Fragment Library Kit，货 号 4471252，

Thermo Fisher 公司。Ion 530TM Chip Kit-4 Reactions，货

号 A27763，Thermo Fisher 公司。克隆载体，pClone007 
Blunt Vector Kit，批号 TSV-007B，Tsingke 公司。

1.2　主要试剂及仪器　Ion GeneStudioTM S5 Prime 第

二代测序仪，Thermo Fisher 公司。DU-800 核酸蛋白

分析仪，Beckman 公司。引物合成及其第一代测序均

由北京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DNA 测序

仪 型 号 为 ABI3730XL。PureYieldTM Plasmid Miniprep 
System，A1222，Promega 公司。Wizard SV Gel and PCR 

Clean-up System，A9282，Promega 公司。

2　方法和结果

2.1　病毒 DNA 制备　取样品 400 μL，用病毒提取纯

化试剂盒完成病毒基因组提取及纯化，纯化后 DNA

经 水 适 当 稀 释，如 50 倍，用 核 酸 蛋 白 分 析 仪 检 测

280 nm 和 260 nm 处的吸收值之比 A260/A280（池长 10 

mm），结果为 1.88。

将纯化所得 DNA 分成 2 份，分别用于第一代和

第二代 DNA 测序检测。

2.2　关键区段测序　按照第一代测序仪的操作程序

进行测序，DNA 测序相关引物见表 1，对关键区段进

行了 8 个反应，所测位置由图 1 示意标出，关键区段

相关解释见讨论项。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基因治疗技术逐渐走入人

们的视野，溶瘤病毒作为基因治疗领域中的新热点，

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2019 年《人用基因治疗制品总论（公示稿）》为

基因治疗制品的规范生产，保障制品的安全、有效和

质量可控，提出了总体指导性要求。在公示稿中定义

基因治疗制品为“通常由含有工程化基因构建体的

载体或递送系统组成，其活性成分可为 DNA、RNA、

基因改造的病毒、细菌或细胞，通过将外源基因导入

靶细胞或组织，替代、补偿、阻断、修正特定基因，以达

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从总体上看，基因治疗制品有以下特点：由核酸

序列达成治疗目的；有些核酸被包装在载体内无法

直接检测；被包装核酸可不完全指导包装蛋白合成；

核酸链相似度高，不易区分；载体具有一定的变异性，

如病毒载体等。变异与遗传同时存在，都是生命体的

固有特征。对于基因治疗制品来讲，遗传带来了批间

稳定性，而变异带来了批间差异。如何在承认批间差

异的前提下，保障制品的批间稳定性，即如何检测核

酸序列的变异并将其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逐渐成为

热议话题。

DNA 序列检测已经成为基因治疗制品质量控

制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测序技术已经发展到第

三代。第一代 DNA 测序技术以 Fred Sanger 开发的

双脱氧链终止法为代表，后续发展成了荧光自动测

序技术，其读长约为 1 000 bp（base pair），准确性高

达 99.999%，但通量较低并且成本较高；第二代测序

技术又称高通量测序（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或下一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以

Hiseq 技术、454 技术和 Solid 技术为代表，其读长为

200 bp，高通量，差错率在 1%~1.5%；第三代 DNA 测

序技术属于单分子测序技术，读长可达 150 kbp，但差

错率约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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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关键区段第一代 DNA 测序引物表

Tab. 1　Primer list of first generation DNA sequencing in key regions

关键区段名称

（key area name）

上游引物

（upstream primer）

下游引物

（downstream primer）

E1A 5’-ACACCGGGACTGAAAATGAG-3’ 5’-CACAGGTTTACACCTTATGGC-3’

E1B 5’-CTGACCTCATGGAGGCTTGG-3’ 5’-GCCCACACATTTCAGTACCTC-3’

IRES 5’-CCCCAGGCCATAAGGTGTAAA-3’ 5’-GGATGAGCCCCACAGAAAC-3’

hTERT 5’-TCGCGGGAAAACTGAATAAGAGG-3’ 5’-TCAAAATGGCTAGGAGGTGGAAGA-3’

图 1　改构溶瘤腺病毒的结构示意图（粗箭头所指为改构的关键区段）

Fig. 1　Structural diagram of modified oncolytic adenovirus（the key area indicated by the thick arrow is the reconstructed area）

糖凝胶电泳（100 V，15 min 左右）挖胶后纯化（DNA
纯化试剂盒），进行连接反应（反应体系：PCR 产物

0.5 μL，载 体 1 μL，Topo mix 1 μL，加 水 至 10 μL；反

应条件：室温 5 min），连接产物转化感受态（42 ℃，

45 s），涂 布 氨 苄 LB 培 养 基 平 板，37 ℃，过 夜。 随

机挑取 9 个单克隆，接种于氨苄 LB 液体培养基中，

37 ℃，8 h。分别收集菌液并提取和纯化质粒（质粒

纯化试剂盒），以此为模板，用 M13F 通用引物进行第

一代测序分析，结果见表 3。

第一代测序结果用 DNA star 软件 5.01 版拼接

分析，并与理论序列进行比较，结果与理论序列一致

（相关谱图略）。

按照第二代测序文库制备试剂盒相关说明制备

DNA 测序文库，构建文库所用的链接 DNA 两端片段

为测序仪特定功能性片段（序列略），测序深度控制

在每个位置约 300~600 条文库 DNA 序列，制备好的

DNA 文库通过专属附带设备制备芯片，然后上机检

测。所得数据通过仪器自带插件，PathogenNt，与预

期理论序列比对。

所有测得关键区段 DNA 文库片段经拼接分析，

结果与关键区段预期理论序列基本一致（相似度大

于 99.9%）。

2.3　非关键区段测序　将第二代测序结果进行拼

接并与预期理论 DNA 序列比较（包括全部 DNA 序

列及非关键区段），相似度约 99.9%；与 NT 数据库

（Nucleotide Sequence Database）已知 Human adenovirus 
DNA 序列比较，给出序列的种属归类组成。种属归

类（按相似度最高的归类计入）结果见表 2，其中合计

96.4% 的序列可以得到种属确认，未确认种属的序列

可能为链接序列等。

2.4　变异位置分析　在 1 900~2 050 bp 区间发现变

异区段进行分析。首先 PCR 扩增（反应体系：选择

距离待测位置 50~100 bp 左右适当序列作为引物序

列，super PCR mix 20 μL 中加入模板和引物共 1 μL；

扩增条件：98 ℃ 2 min；98 ℃ 10 s，58 ℃ 10 s，共 30
循环；72 ℃ 10 s；4 ℃保存）。扩增后产物经 1% 琼脂

表 2　与 NT 数据库中已知物种序列比较结果

Tab. 2　Comparison results with known species 

sequences in NT database

物种

（species）

归类 DNA 条数

（reads）

百分比

（percentage）#/%

Human adenovirus C 86 6511 90.08

Human adenovirus 5 44 918 4.67

untype Human adenovirus 15 846 1.65

Cloning vector pNZP1-SGR 10 464 1.09

Expression vector pShuttle-SN 5 972 0.62

注（note）：# 可归类某已知种属的 DNA 条数占可读出文库总 DNA

条数的百分比（the percentage of the number of DNA tha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a known species to total readable that in the DNA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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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异区段 DNA 序列分析结果

Tab. 3　Results of DNA sequence analysis of variant segments

序列名称

（segment name）

序列

（sequence）

比例（克隆 / 克隆）

［proportion（clone/clone）］

理论序列（expected sequence） ...TCCCTCCCCCCCCCCCTAACG... /

缺失 1 个 C 序列（missing one C sequence） ...TCCCTCCCCCCC.CCCTAACG... 5/9

缺失 2 个 C 序列（Missing 2 C sequence） ...TCCCTCCCC..CCCCCTAACG... 1/9

插入 1 个 C 序列（insert one C sequence） ...TCCCTCCCCCCCCCCCCTAACG... 1/9

与理论一致序列（sequence consistent with expected sequence） ...TCCCTCCCCCCCCCCCTAACG... 2/9

注（note）：  某类克隆数占全部随机挑选出的克隆数之比。序列两端“...”代表省略其他相同的链接序列；序列中间的“.”代表缺失碱基数量（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clones of a certain type to the total number of randomly selected clones.The “... ” at both ends of the sequence represents the omission of 

other identical linked sequences；the “.” in the middle of the sequence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missing bases）

全序，另还可包括生产企业认为的，对制品生产、质量

控制及药学功能等有重大影响的区段，关键区段的质

量标准通常制定为“应与理论序列一致”，如有同义

突变或无意义突变等情况，可结合对制品的影响酌情

处理，如定义为“应与理论序列一致，可有相关序列

存在”（“相关序列”借鉴相关蛋白概念，可理解为序

列相近，功能相同或近似［12］）。

关键区段以外的其他部分为非关键区段，考虑

到载体的变异性，通常采取总体控制的方式，如相似

度不得低于 97.5%。计算 DNA 序列相似性的方法较

多，例如距离法［13］，即在一定长度的 DNA 序列范围

内，如 100 bp，2 条进行比较的 DNA 序列，最多有多

少碱基序列相同，或反过来理解为最少变化多少碱基

可将一条变为另一条。由于非关键区段的范围较大，

且第一代测序的通量较小，所以通常对非关键区段测

序采用第二代测序技术来完成，并且作为制品鉴别项

目应用。

第一代测序技术与第二代测序技术原理略有不

同，第一代测序技术对模板的要求，通常由“单分子”

的扩增而来，测序后序列的判读通常采用荧光信号的

丰度来判断，仪器自动选择信号丰度最高的峰作为判

读结果，但当模板有突变时，尤其比例又比较高时，就

会出现误判或无法判读等现象。遇到此类问题，通常

的做法是将该区段定点扩增，克隆入载体，随机挑取

多个单克隆后，再提取纯化 DNA，然后测序，由于工

作量较大，通常不能得到精度较高的比例结果。第二

代测序技术由于已经实现了对模板的 DNA 文库建立

并且较容易实现在某一点上文库 DNA 条数的高覆

盖，虽然存在文库建立效率等一系列的定量问题，但

3　讨论

腺病毒基因组主要包括 E1 区、E2 区、E3 区、E4 区

和“骨架”区［2］。其中 E1 区的表达产物有 E1A 和 E1B 
2 种，E1A 蛋白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细胞代谢［3］；E1B 55 
kD 基因产物可以下调 p53 基因的转录水平［4］。E2
区 基 因 表 达 产 物 可 分 为 E2A 和 E2B，其 中 E2A 为

DNA 结合蛋白；E2B 主要产物有 2 种，分别是末端蛋

白前体和病毒 DNA 聚合酶，这 3 种蛋白对启动腺病

毒 DNA 复制以及病毒晚期基因的转录和翻译过程

至关重要［5］。E3 区基因表达产物主要功能是破坏宿

主的免疫防御机制，产物之一的 11.6 kD，由于可以在

病毒感染的晚期裂解细胞并释放病毒颗粒而被称为

腺病毒死亡蛋白［6-7］；gp 19K 蛋白可以在内质网上与

MHC Ⅰ类分子的重链结合阻止其转运到细胞表面，

并且可以延缓 MHC Ⅰ的表达［8］；受体内化和降解 
（receptor internalization and degradation，RID）α&β

以 及 14.7 kD 可 以 抑 制 由 肿 瘤 坏 死 因 子（TNF）诱

发的细胞凋亡，促进凋亡相关因子 （apoptosis related 

factors，Fas）降解，下调 TNF 受体水平［9］。E4 区基

因表达产物，主要与病毒信使 RNA 的代谢有关，还

有促进病毒 DNA 复制以及关闭宿主蛋白合成的功

能等［10］。

对腺病毒各蛋白功能的研究深入，以及作为制品

的治疗目的需求，催生了对腺病毒的不同改造，包括

缺失和插入等［11］，改造位置包括表达蛋白基因的改

造、调控序列的改造和其他功能基因的插入等。改造

区段通常被定义为关键区段，根据《人用基因治疗制

品总论（公示稿）》要求，关键区段范围原则上应包括

删除位点两侧 0.5 kb、插入位点两侧 0.5 kb、插入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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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软件分析，得到精度较高的比例结果。

由于第一代测序技术和第二代测序技术均不是

单分子测序技术［14］，因此在测量较长 DNA 分子时都

采用了拼接技术［15］，如果在较远的位置（大于读长）

存在 2 个突变，判断 2 个突变是否在同一 DNA 分子

上还是在 2 个 DNA 分子上，目前第一代和第二代测

序技术均不能实现。因此，对变异体比例的分析，目

前还是针对某一位置来定义，而非对全部基因组序列

定义。

本文中提及的变异区段是一段高 GC 含量区，但

长度只有十几个碱基，本文所用的酶为高保真 DNA
聚合酶（差错率低于 0.1%），并且测序信号清晰，基

本可以排除实验体系本身原因引起的误读。该段变

异区相关分析显示并不引起制品的功能上的根本性

改变，属于上文提及的“相关序列”。

本文以一种改构溶瘤腺病毒制品为例，探讨

DNA 测序技术在基因治疗制品中的检测特点，为基

因治疗制品的质量控制和质量标准制定提供一些数

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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