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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 OS 细胞 /CCK-8 法测定 1 型单纯疱疹病毒溶瘤活性 *

胡金盼，李永红，史新昌，李响，于雷，郑红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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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U-2 OS 细胞 /CCK-8 比色法，用于测定 1 型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 1，
HSV-1）溶瘤活性。方法：选择 3 株对 HSV-1 敏感的的细胞株，在细胞培养板上以梯度浓度的 HSV-1 感染

一定时间后，加入 CCK-8 进行显色，用酶标仪检测后采用四参数曲线法进行量效关系拟合。在选择出量效关

系最好的细胞株基础上，对方法的各项实验条件进行优化，并采用活性测定标准品对结果进行校正分析。对

建立的方法初步验证准确性和精密度，并用上述方法对 3 批样品的溶瘤活性进行检测。结果：优化后的实验

采用 U-2 OS 细胞株，1∶4 的样品系列稀释比例，5×104 PFU·mL-1 的样品系列稀释初始浓度，每孔 2.5×104

个细胞的铺板数量，72 h 感染时间和 4 h CCK-8 试剂反应时间等条件进行样品测定，得到的四参数方程拟合

的量效关系曲线 R2 大于 0.99，信噪比较高，初步验证结果显示该方法的回收率为 113.4%，日间精密度分析的

几何变异系数（GCV）为 21.8%。3 批测试样品的溶瘤活性分别为 3.52×103、3.93×104 和 1.61×105 U·mL-1。

结论：建立的 U-2 OS 细胞 /CCK-8 法可用于以 HSV-1 为载体的基因治疗药物溶瘤活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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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2 OS cells/CCK-8 method for oncolytic activity 
determination of 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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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n U-2 OS cells/CCK-8 method for oncolytic activity determination of herpes 
simplex virus 1（HSV-1）. Methods： Three candidate cell lines sensitive to HSV-1 were seeded in 96-well 
cell plates and infected with serial dilutions of HSV-1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n CCK-8 was add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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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ll plates were detected on a microplate reader. The four-parameter model was used for dose-effect curve 
fitting. The cell line showing the best reactivity was selected， and on this basis，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were 
optimized and the results were calibrated using a reference standard for activity determination. The accuracy and 
precision of the established method was preliminarily validated. The oncolytic activity of 3 batches of test samples 
was determinated using the developed method. Results： The optimized method used U-2 OS as test cell line， 5×104 

PFU·mL-1 as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test sample and 1∶4 as dilution ratio， 2.5×104 cells per well as cell number， 
72 h as infection time and 4 h as reaction time of CCK-8. The dose-response curve fitted the four-parameter model 
with R2 being above 0.99 and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was hig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covery rate was 
113.4%， and the inter-day precision was 21.8%. The oncolytic activities of 3 batches of test samples were 3.52×103 
U·mL-1， 3.93×104 U·mL-1 and 1.61×105 U·mL-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developed U-2 OS cell/CCK-
8 method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oncolytic activity of HSV-1gene therapy products.
Keywords： 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 1（HSV-1）； oncolytic activity； calibration of reference standard； dose-
response curve fitting； four parameter model； U-2 OS cells； CCK-8 chromogenic method

随着基因治疗研究的逐渐深入，作为其基础的

病毒载体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基因工程改造

的溶瘤病毒是一类具有在肿瘤细胞内复制及特异性

杀伤肿瘤的病毒，是重要的基因治疗载体之一。其

中，1 型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 1，HSV-
1）具有感染宿主范围广，病毒复制周期短，基因组容

量大，安全性较高等优势［1-3］，因此，目前对 HSV-1
的研究较多，取得的进展较大［4-7］。2015 年 10 月 27
日，美国 FDA 批准了溶瘤病毒类治疗药物 talimogene 
laherparepvec（T-Vec，ImLygic，安进公司）用于首次

手术后复发的黑色素瘤患者不可切除的皮肤、皮下和

淋巴结病灶的局部治疗，这也是首个获得 FDA 批准

的溶瘤病毒类治疗药物［8］。目前，国内也有多家以

HSV-1 为载体的病毒产品进入临床试验。

在 HSV-1 载体药物开发的过程中，其质量控制

尤为重要，而溶瘤活性测定是其关键的质量属性之

一［9］。HSV-1 是具有包膜的双链 DNA 病毒，在感染

细胞时，其包膜糖蛋白首先通过黏附于细胞表面的

硫酸肝素及黏多糖（GAG）与受体结合，在病毒包膜

和细胞膜融合后，皮层蛋白和衣壳进入胞质，脱包膜

的衣壳在核孔处将病毒 DNA 释放入核内开始复制

转录，然后组装成新的病毒，最后裂解细胞［10］。目

前，一些研究机构和医药公司在 HSV-1 溶瘤活性的

检测中通常采用 MTT 法测定 HSV-1 裂解后存活的

肿瘤细胞，以杀伤率为纵坐标，感染复数（multiple of 
infection，MOI）的对数值为横坐标，利用统计软件计

算杀伤率为 50% 时对应的 MOI 值来表示溶瘤活性。

该方法实验操作和结果计算较复杂，检测结果变异

度较大，重复性差。因此，针对 HSV-1 溶瘤活性的检

测，本研究采用 CCK-8 检测存活细胞的活性，采用

四参数方程对 HSV-1 溶瘤活性的量效关系进行拟

合［11］，并引入标准品进行校准，建立了新的 HSV-1
溶瘤活性检测方法。

1　实验材料

1.1　实验耗材及仪器

BIOSTAR 生 物 安 全 柜 购 自 TELSTAR 公 司；

3111 二 氧 化 碳 培 养 箱 购 自 Thermo 公 司；M5 酶 标

仪 购 自 Molecular Devices 公 司；TE300 倒 置 显 微 镜

购 自 NIKON 公 司；AP-0650030 细 胞 计 数 板 购 自

MARIENFELD 公司等。

1.2　试剂及细胞

DMEM/F12 培 养 基（货 号 11320082）、新 生 牛

血 清（货 号 16010159）、L-Glutamine（货 号 25030-
081）、青链霉素双抗（货号 15140-122）、0.25% 胰酶

（货 号 25200056）、DPBS（货 号 A1285601）均 购 自

Thermo 公司；CCK-8（货号 CK04）购自北仁化学科

技有限公司；人骨肉瘤细胞 U-2 OS、人宫颈癌细胞

Hela、猴 肾 细 胞 Vero、HSV-1 标 准 品 和 3 批 HSV-1
样品（S1、S2 和 S3）均为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重组药物室留存。

2　方法与结果

2.1　HSV-1 溶瘤活性检测步骤

2.1.1　准备细胞　T75 培养瓶中，取生长正常的单

层 细 胞 U-2 OS（或 者 Hela、Vero），弃 培 养 上 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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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L 的 DPBS 洗涤细胞后弃去，重复操作 1 次后，

加 入 0.25% 胰 酶 2~3 mL，待 细 胞 出 现 滑 落 时 弃 去

胰酶，轻拍瓶壁脱落细胞后，用 10 mL 完全培养基

（DMEM/F12 培养基 +10% 新生牛血清（NBCS）+1% 
L-Glutamine+1% 青链霉素双抗）终止消化，吹悬分散

细胞，显微计数细胞密度。

2.1.2　细胞铺板　用完全培养基稀释细胞密度为

1.25×105 个·mL-1，每孔 200 μL 接种至透明的 96 孔

板，第 12 列不接种细胞。

2.1.3　细胞培养　96 孔板放置于 37 ℃、5% CO2 的

培养箱，培养 18~20 h。

2.1.4　标准品溶液及供试品溶液的配制　用完全培

养基分别稀释标准品和供试品至病毒浓度为 5×104 
PFU·mL-1 后，再 4 倍比系列稀释，共 8 个稀释度，每

个浓度设置 2 个复孔。

2.1.5　接毒　弃 96 孔板微孔内细胞培养上清，用滤

纸将孔内残余液体吸尽，然后加完全培养基，每孔

150 μL，接着加入稀释后的标准品溶液和供试品溶

液各 50 μL·孔 -1。96 孔板的第 1 列、第 12 列加入

完全培养基，每孔 50 μL，分别作为阴性对照和空白

对照。

2.1.6　培养及读数　在 37 ℃、5% CO2 培养箱中连续

培养 72 h 后，每孔加入 CCK-8 10 μL，加药时枪头伸

入液面以下，防止 CCK-8 残留在孔板壁上，轻轻振摇

培养板。继续 37 ℃培养 4 h，取出后，在酶标仪上终

点法读取吸收值 A450。

2.1.7　数据的统计和分析　在 Softmax 软件上，使用

四参数方程对结果进行分析，得到量效关系曲线。

2.2　方法学优化

2.2.1　细胞种类的选择　选取目前在病毒溶瘤活

性 检 测 实 验 中 常 见 的 3 种 细 胞（U-2 OS、Vero 和

Hela 细胞），其余条件按“2.1”项方法进行试验，得

到如图 1-A 所示的量效曲线，结果显示，在相同的

病毒浓度下，U-2 OS 细胞被杀伤的效果最明显，说

明 U2-OS 对 HSV-1 最敏感，故选为溶瘤活性检测用

细胞。

图 1　HSV-1 感染不同细胞（A）及 HSV-1 不同系列稀释比例（B）的量效曲线

Fig. 1　Dose-response curves of different cells（A） and different serial dilution ratio（B）

2.2.2　样品系列稀释比例　将 HSV-1 样品以 5×104 
PFU·mL-1 为起始浓度，分别按照 2 倍、4 倍和 5 倍

的比例进行 8 个稀释度的系列稀释，其余按“2.1”项

方法进行试验。结果显示，4 倍比例稀释时曲线上各

点分布均匀（上、下平台和线性部分分别有 2、4、2 个

点），信噪比也较好（图 1-B）。所以选择以 4 倍比例

进行 8 个稀释度的系列稀释作为优化后条件。

2.2.3　样品预稀释后初始浓度　分别选择 2×104、

3×104、4×104、5×104 和 6×104 PFU·mL-1 浓度作为

预稀释初始浓度，以完全培养基进行 4 倍比系列稀

释，共 8 个稀释度，其余按“2.1”项方法进行试验，得

到的拟合量效关系四参数曲线显示（见图 2-A），初始

浓度为 5×104 PFU·mL-1 时，R2>0.99，信噪比最高。

因此，选择 5×104 PFU·mL-1 作为优化后预稀释初始

浓度。

2.2.4　细 胞 铺 板 数 量　 每 孔 分 别 接 种 0.5×104、

1.5×104、2.5×104、3.5×104 和 4.5×104 个 细 胞，其

余按“2.1”项方法进行试验，检测 HSV-1 溶瘤病毒

样品的量效反应性，结果见图 2-B。根据四参数曲线

变化趋势和上下平台计算得出信噪比，确定细胞铺板

数量为每孔 2.5×104 个。

2.2.5　感 染 时 间　 在 确 定 细 胞 种 类、铺 板 数 量、

HSV-1 稀释倍数和预稀释后初始浓度的基础上进一

步探究 HSV-1 感染细胞的最佳时间。96 孔板接毒

后，于 37 ℃，5% CO2 条 件 下 培 养 24、48、72、96 和

120 h，加入 CCK-8 进行检测，其余试验条件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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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图 3-A 所示，24 h 和 48 h 条件下，HSV-1 杀伤

细胞作用不明显；96 h 和 120 h 条件下，HSV-1 杀伤

细胞作用过度；72 h 条件下才呈现出典型的 S 型曲

线。故选择 72 h 作为优化后条件。

图 3　HSV-1 不同感染时间（A）及不同反应时间（B）的量效曲线

Fig. 3　Dose-response curves of different infection time（A） and different CCK-8 reaction time（B）

2.2.6　CCK-8 试 剂 反 应 时 间　CCK-8 试 剂 可 用 于

简便而准确的细胞增殖分析。该试剂中含有 WST-8
（其 化 学 名 称 为 2-（2- 甲 基 氧 -4- 硝 基 苯 基）-3-
（4- 硝基苯基）-5-（2，4 二磺酸苯）-2H- 四唑单钠

盐），在电子载体 1- 甲氧基 5- 甲基吩嗪鎓硫酸二

甲酯的作用下被细胞中的脱氢酶还原为具有高度水

溶性的黄色甲臜染料，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使溶液

的颜色不断加深，A450 值不断增加。本实验在加入

CCK-8 后，分别在 2、3、4、5、6 和 7 h 后进行检测（图

3-B），其余试验条件同“2.1”项。从信噪比和检测周

期综合考虑，选择 4 h 作为 CCK-8 与细胞的最佳作

用时间。

2.2.7　方法学优化结果　根据“2.1”项的实验方案，

选择细胞种类、样品系列稀释比例、样品预稀释后初

始浓度、细胞铺板数量、感染时间和 CCK-8 试剂反应

时间 6 个参数，对 HSV-1 溶瘤活性检测方法进行了

优化。优化后的条件：U-2 OS 细胞株，1∶4 的样品

系列稀释比例，5×104 PFU·mL-1 的样品系列稀释初

始浓度，每孔 2.5×104 个细胞的铺板数量，72 h 感染

时间和 4 h CCK-8 试剂反应时间，四参数方程拟合的

量效关系曲线 R2 大于 0.99，信噪比也较高，达到了预

期目标。

2.3　方法学验证

2.3.1　准确度　用完全培养基将样品预稀释 100 倍，

标准品预稀释到 387 U·mL-1 后将二者等体积混合，

作为回收试验样品进行检测，其余操作同“2.1”项

方法。结果显示，预稀释后样品的溶瘤活性为 1 277 
U·mL-1，回收样品的溶瘤活性为 858 U·mL-1，经计

算回收率为 113.4%，准确度在可接受范围内。

2.3.2　日间精密度　 按照最终确定的实验条件，用

图 2　不同预稀释后初始浓度（A）及感染不同细胞数量（B）的 HSV-1 量效曲线 
Fig. 2　Dose-response curves of different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HSV-1 （A） and different cell number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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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样品连续 3 d 重复检测溶瘤活性，并且对实验中有

无使用标准品校准进行对比。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样品在有标准品校准的情况下溶瘤活性的几何均值

（GM）为 3.52×103 U·mL-1，几何变异系数（GCV）为

21.8%，精密度在可接受范围内，而在无标准品校准

的情况下检测的溶瘤活性 GM 为 3.11×103 U·mL-1，

GCV 为 41.7%。该初步实验结果显示，样品在有标准

品校准的情况下 GCV 小于无标准品校准的，说明在

溶瘤活性检测中引入标准品校准提高了分析方法的

精密度。

表 1　日间精密度的结果

Tab. 1　The results of intra-day precision

试验次数

（number of 
test）

未校准活性

（uncalibrated activity）/
（×103 U·mL-1）

校准后活性

（calibrated activity）/
（×103 U·mL-1）

Ⅰ 3.06 2.86

Ⅱ 4.44 4.25

Ⅲ 2.21 3.59

GM 3.11 3.52

GCV/% 41.7 21.8

2.4　样品测定　

取 HSV-1 标准品和样品 S1、S2 和 S3，按“2.1”

项下方法检测溶瘤活性，每个样品重复检测 3 次。结

果如表 2 所示，样品 S1、S2 和 S3 的溶瘤活性分别为

3.52×103、3.93×104 和 1.61×105 U·mL-1。

表 2　3 批供试品的溶瘤活性测定

Tab. 2　Oncolytic activity determination of 

3 batches of test samples

供试品

（test samples）

溶瘤活性（oncolytic activity）/U·mL-1

GCV/%
Ⅰ Ⅱ Ⅲ GM

S1 2.86×103  4.25×103  3.59×103 3.52×103 21.8

S2 4.18×104  4.31×104  3.37×104 3.93×104 14.3

S3 1.85×105  1.37×105  1.64×105 1.61×105 16.4

3　讨论

基因治疗作为肿瘤生物治疗的新型手段，多年

来已证明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但其抗肿瘤效应仍有

待于进一步提高。包括 HSV-1 在内的复制型溶瘤病

毒载体是近年来肿瘤基因治疗的研究热点之一［12］。

单纯疱疹病毒是 α 疱疹病毒的成员，通过删除其非

必需的神经毒性基因（如 γ34.5、tk、核糖核苷酸还

原酶基因），并在相应位点插入有外源治疗性的基因

（如 PD-1，GM-CSF，IL-2）［13］，HSV-1 病毒可选择性

地在分裂活跃的肿瘤细胞中增殖并导致肿瘤细胞的

死亡，并且通过裂解肿瘤细胞、释放子代病毒并继续

感染其他肿瘤细胞的链式反应，能够进一步扩大溶

瘤效果。当 HSV-1 作为一种溶瘤病毒进行临床应用

时，其治疗的目的在于能够准确地杀伤肿瘤细胞，病

毒用量过少肿瘤杀伤效果不明显，用量过多可能会产

生相应的副作用。HSV-1 溶瘤病毒药物的溶瘤活性

与产品的有效性密切相关，在新药开发和药物质量控

制中，对其进行准确的定量测定，具有重要意义。目

前，企业开发的 HSV-1 溶瘤病毒药物一般采用感染

滴度作为临床剂量的指标，而感染滴度的测定则采用

人工计数噬斑的方法，结果的准确性和精密度较差。

HSV-1 的溶瘤活性与其临床有效性的关系更为直

接，如果能得到更为准确的测定，则有可能是作为剂

量指标更好的选择。

本研究首先选择了细胞种类、样品系列稀释比

例、样品预稀释后初始浓度、细胞铺板数量、感染时间

和 CCK-8 试剂反应时间 6 个参数，对 HSV-1 溶瘤活

性检测方法进行了优化；条件优化后四参数方程拟

合的量效关系曲线 R2 大于 0.99， 信噪比也较高，达

到了预期目标。其次，本研究采用了 CCK-8 显色法

测定活细胞，其基本原理为 CCK-8 中含有 WST-8，

它在电子载体 1- 甲氧基 5- 甲基吩嗪鎓硫酸二甲酯

的作用下被细胞中的脱氢酶还原为具有高度水溶性

的黄色甲臜染料；生成的甲臢染料与活细胞的数量

成正比，因此可利用这一特性直接进行细胞增殖和毒

性分析；与 MTT 法相比，本方法还原后的黄色甲臜染

料是水溶性的，不需要加有机溶剂做进一步溶解，可

实时检测，操作简便，并且重现性好。

最后，本研究引入了溶瘤活性同质标准品进行

校准，不仅提高了溶瘤活性检测的精密度，而且使

HSV-1 的溶瘤活性检测不依赖于感染滴度进行定

量，使其能够独立作为 HSV-1 生物学活性的检测项

目，更好地反映 HSV-1 的生物学活性，因此在其溶瘤

活性检测中有必要引入标准品进行校准。按照 2019
年 6 月国家药典委员会公示的《人用基因治疗总论

草案》的要求，对于效价、感染性滴度等活性检测方

法，应建立具有长期稳定性的活性标准品。本实验室

正在进行 HSV-1 国家标准品的研制，在没有国家标

准品之前，研发或生产企业应建立内部的活性测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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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品。总之，该法经初步的验证，准确度和精密度在

可接受范围内，可用于以 HSV-1 为载体的基因治疗

药物的溶瘤活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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