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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凋亡作为生命的基本现象之一受到科学界的广泛 

重视 (Linda等，1998)，对其机理和应用的研究已渗透到 

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成为当今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特别是以动物细胞为培养基质的医药生物技术领域尤显重 

要：因为动物细胞培养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和开发的 

关键技术之一。大规模动物细胞培养为疫苗、干扰素、激 

素、生长因子、酵和单克隆抗体等制品的生产提供了有效 

的技术手段，利用动物细胞技术生产的生物制品已占世界 

生物高技术产品市场份额的50％ (Cooaey，1995)：动物细 

胞培养过程中的细胞捅亡是影响生物技术产品产量和质量 

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细胞凋亡使产品的产量下降；另一方 

面凋亡细胞释放的蛋白酶可降解细胞的目的产物；再一方 

面凋亡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修饰目的蛋白因子，使之失去 

正确 的空 间构象 ，严重影 响 产 品的质量 (AIflat，1998 1 

Timan等．1997)。因此 ，通过抑制细胞捅亡优化细胞培养 

工艺，特别是发酵罐培养工艺．已成为提高生物技术产品 

产量和质量的重要技术手段 (Mast~mgdo，1998)。人胚肺 

二倍体细胞株 KMB17是我国自己建立、井经卫生部批 准 

正式用于生物制 品生产的两株人二倍体细胞之一 (Guo， 

1981)。自1992年眦来，已成功地实现使用该细胞株大规 

模产业化生产我国自行研制的甲型肝炎减毒活疫苗 (} 

株)，井建立了产业化的细胞培养工艺 (Ma。等，1997)，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正将该细胞株推 

广应用于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产业化生产。近年来发现， 

在大规模的细胞培养过程中存在细胞易发芽、圆缩、脱落 

等形态异常的细胞捅亡问题，影响了疫苗 的产量和质量。 

目前，国内外尚未见有关细胞凋亡与病毒疫苗产量关系的 

报道，特别是人二倍体细胞 (KMB17)捅亡与病毒繁殖关 

系的报道。本文通过无血清培养方法建立人胚肺二倍体细 

胞株KMB17的捅亡模型。拟为进一步研究通过抑制细盥 

捅亡提高疫苗的产量，降低成本，为生物制品产业化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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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t 材料与方法 

1．1 人胚膊二倍体蠲胞株 IOdlB17 由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提供。 

1．2 甲量肝炎瘸毒曩毒株 (H2) 由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提供。 

1．3 无血清诱导蠲臆凋亡 将代次为20～30代、正常生长 

的人二倍体细胞(1口皿 l7)用胰蛋白酶消化后分种于塑料培养瓶 

中(2"25co~ang)．细胞生长营养藏为：新生牛血清10％、MEM水 

解乳蛋白混合液85％、答氨酰胺 2％、卡拉霉紊。”℃培养3 d， 

细胞长成汇流状单层后．倾弃生长营养液，加入不舍血清的生长 

营养藏后，置37"C培养．同时每隔30m／n显截镜下观寨．出现细 

胞圈缩时，将正常梭形形态细胞及变成圈形的细胞用胰蛋白酶 

消化后加入0．1moi／I．礴酸盐疆冲涪藏(PBs)．离心弃上清、加入 

70％的睁乙醇固定细胞，保存于一加℃备用(周剜峰等，1997)。 

1．4 藏式蠲_皇慢植测捐亡蠲臆 将乙醇固定的细胞离心后 

加人磷酸盐缓冲溶液(PBS)冼 2次。用古 PT。晡dj埘 iodide 

(PI)荧光染料(50ttg／mL)及 0．1％TrltctaX一100的 1 mL 

柠檬酸盐缓冲液悬浮沉淀细胞．置4℃保存过夜。将PI染 

色的细胞置激发光为480 r吼 渡长的 EPICS XL流式细胞仪 

(Coulter，H eah，F1a．USA)检测。每个样品检测 104细胞， 

重复3次。用 Ⅱ软件分析结果：同时以古血清培养的 

细胞为对照(Emm日r】I】d等，1997)。 

1．5 DNA断裂的凝胶电泳分折 将收集的细胞加人 1 mL 

裂解液(100 mmol几 NaCI，10ⅡⅡn0I几 Tris-HO，pH 8．0，25 

mmol／L ETDA，O．5％ S鹏 ，O．2 mg／mL proteinase K)，56℃ 

裂解 4 h后，用等体积的饱和酚：氯伤 ：异戊醇 (25：24：1)抽 

提一次，再用氯仿异戊醇(24：1)抽提。抽提上清加人冷无水 

乙醇沉淀 DNA，4"C、14 000g离心 30min．冷无水乙醇洗 2 

次，室温下干燥后加人 10 rr~ol／LTris-HC1．口H7．5，1mmol／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动 物 学 研 究 20卷 

图 1 人胚肺二倍体细胞 KMB17无血清诱导搠亡后细胞学观寨 

Fig 1 Apopwtic tmrplx：d~cad 健mI叩 of htmm dip~d fihrobhst KMB17 

A．正常 KMB17细胞普通镜检(the nca'n~KMB17 calLs underlightmicroscope)×2∞ 

B．KMB17搠亡细帕的普通镜检(the apopto~ig KMB17 calLs under light m／oroxx~ )x 200 

C．正常 KMB17细帕的PI染色(PI s~ tingfor controlKMB17 cells)X 400 

D．KMB17确亡细胞 PI染色(PI咖 衄 for apopto~ig KMB7 cd )X 400 

E．正常细胞电镜观察(the nudmr structureof controlKMB17 calLst~rtder协Ilsr血B_啪 decu-onie seo~)X20000 

F．KMB17嗣亡细胞电镜观察：示染色质凝囊成块分布于棱膜边缘呈新月状(~ tot[c K2v~17 celts：~hrc~atin eondensafic~into ℃ 

嗽lt rump rIear nuclearmembrane)×20000 

L皿n ，0．5mg／mL RNA~e，37℃消化2 h。用 1％琼脂、40 

V电压电泳，Ethidium bnxnide染色后观察 (Fmnio等， 

1998)。 

1．6 光学显撖镜观察 在不同的培养时间，将经过无血清 

培养诱导的细胞及正常生长的细胞置于 Olympus相差显微 

镜下观寨。正常的 KMB17细胞呈细梭形 ，凋亡细胞 由梭 

形圆缩，随后从培养瓶壁上脱落。 

1，7 荧光显簟镜观察 将离心收集细胞与丫啶橙(AO)混 

台后潦于载玻片上，置于 Zeiss 0xioplan荧光显徽镜下观寨 

(熊琛等，1998)。使用成像处理系统(AsⅡcmed／vⅫ ．Pc 

486DX2，66MI-kVL)，水银灯作为激发光源、470～490肌  

滤光片及500m 双色光栅。荧光显色通过 520～550滤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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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戚像。 

1．8 电镜观察 离心收集的细胞用2．5％戊二醛与0b 双同 

定后，经梯度丙酮脱水，EponSt2包埋．醋酸双氧铀与柠糠酸 

铅双染色后，于 JEM一100CX电镜下观察。 

2 结 果 

2．1 人二倍体细胞]K1M~17凋亡的形态特征 人二倍体细 

胞长成{[流状单层后，换成无血清培养液2 h，光学显微镜 

下可见正常梭形的细胞体积缩小 ，细胞由长梭形逐渐缩小 

为四形 ，细胞质膜表面出芽 ，细胞间出现空隙，部分细胞 

脱落至溶液中 (图 1：A 、B)。细胞经 丫啶橙染色，在荧 

光显微镜下可见正常细胞核呈圆形、染色质均匀 (图 1C)， 

而无血清诱导的细胞胞核出现凝缩、染色质集中于核膜周 

边 (图1D)。电镜结果进一步证明凋亡时核染色质凝缩后 

分步于核膜边缘呈新月状以及随后形成的捅亡小体 (图 1： 

D、F)。 

DNA含量(content) 

l 
1 2 M 

图 3 KMB17细胞 DNA凝腔电竦 

3 DNA ELectmphoresis D{KⅧ 17 

L腓 1 无血清诱导后 KMBt7捅亡细胞 (the apoptolfic 

cells after serum-free culture)； 2．正常 K~Ⅲ17细 

胞 (the cc~uvl KMB17 cell~)；L~ffle M．DNA标准丹子 

量 (D A rpark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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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捅亡细胞流式仪检测 

Fig．2 Al：optotic det~nioa by naw cytometer 

A 正常KMB17细帕 (cc~tml KMB17 cells)；B．KMBt7凋亡细胞在 G0／Gt峰前出现凋亡峰 

(apopto~c peak D{apopto~c KMBt7。dk)。 

2．2 流式细胞仪植测的凋亡特征 流式细胞仪被认为是当 

今检梗I细胞凋亡最敏感、最可靠的检测方法。{[流状细胞经 

无血清诱导8 h出现四缩时，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在正常的 

G0~J1峰前 出现一个 明显、典型 的凋亡 峰，捅亡 比率 达 

56．2％，而未经诱导的细胞在 GO~G1峰前则无捅亡峰出现 

(图 2)。 

2．3 生化特征 DNA电罚：显示{[流状细胞经无血清诱导 

后出现断裂，但不是典型的梯形电泳。而正常对照则未出 

现 DNA断裂 (图 3)。 

3 讨 论 

细胞捅亡是一种不同于细胞坏死 的细胞死亡方式。二 

者在形态、生理特征及生化性质上有明显差异。在凋亡过 

程中呈现细胞间联系中断，细胞质密度增大，体积缩小， 

染色质固缩分离并趋向于核膜形戚新月状进而出现有膜包 

被的捅亡小体。其生化特征是DNA断裂形成寡核小体大小 

的片段，在DNA电罚：上出现梯形 (Stdler，1995)。目前， 

细胞捅亡通常以5个指标确定 ，即光镜下细胞四缩、荧光 

镜下细胞核凝缩甚至裂解成凋亡小体、DNA电泳呈梯形、 

电镜下核异染色质凝缩于核膜边缘呈新月状、流式细胞仪 

检测在正常的GO~G1峰前出现特异性的捅亡峰。我们用无 

血清方法培养人二倍体细胞 KMB17结果出现典型的凋亡 

特征：细胞由正常梭形圊缩、从培养瓶脱落、细胞棱出现 

渤 垂} 差言 啪 

一；qmnc=Sv蕞善再 

一；薯nu=。0)÷糍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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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质凝缩、呈新月状分布于核膜周围、出现凋亡小体； 

流式细胞仪检测有明显凋亡蜂出现，凋亡率达 56．2％；但 

DNA电泳未呈现典型的梯形。这一结果与最新研究发现凋 

亡时有的成纤维细胞不出现典型的梯形屯泳、而呈现随机 

断裂的特征一致 (胡废柳等，1998)，说明 A梯形电豫 

与细胞本身的遗传特性有关。我们的研究表明确定成纤维 

细胞捅亡的指标可以是光镜下细胞圆缩、表面出芽；荧光 

镜下核凝缩、凋亡小体形成；电镜下桩异染色质凝缩于核 

膜边缘呈新月状；特异性的凋亡蜂；DNA断 裂等 7个指 

标。但 DNA断裂不一定是典型的梯形。研究证实：选用无 

血清培养法诱导细胞凋亡是研究细胞凋亡的常规方法，具 

有简便、快速的特点 (Andreas，1997)；流式细胞仪检测 

最敏感、最可靠。因此，莸们甩无血清方法确立了』、胚肺 

二倍体细胞株 啪 17的凋亡模型。此外，在用该细胞株 

生产甲肝减毒活疫苗的细胞培养过程中发现．由于培养周 

期长达 28 d，培养后期在某些因素影响下如血清缺乏时细 

胞会出现圆缩和 DNA断裂的凋亡现象，提示可以通过抑制 

凋亡优化培养条件，使细胞维持在正常的生理状态。这一 

模型的建立将为进一步研究细胞凋亡与病毒繁殖、提高疫 

苗产量质量的关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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