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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stablish a technique for preparing rabies vaccine by perfusion culture on microcarriers in 

bioreactor,a 5 litre bioreactor was filled with l 99 cell culture medium which contains l Og／L of 

microcarriers．Tl1en Vero cells were inoculated with a final cell density of l×l 0 ／mL．After 7 days of 

culture．cell density can reach 6～7×1 0~／mL，then rabies virus VaG strain was inoculated with a MOI of 

O．01．After 24h inoculation．the cultured viruses were harvested continuously for 12 days．The titer of 

collected virus in the culture medium was about 6．0 to 8．5 logLDso／mL．From these collected viruses． 

vaccines were prepared through the steps of concentration，inactivation and purification，Tl1e quality of 

these vaccines meets‘‘1’}le Chinese Requirements for Biologics Year 2Oo0”．This lab—scale method for 

preparing rabies vaccine by perfusion culture on microcarries is v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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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在生物反应器中用微载体连续灌注培养Vero细胞生产狂犬病毒制备技术。在5L体积的生物反应 

器中，加入含 10gin 微载体的 199培养基，接种 Vero细胞至细胞浓度达到 1xlOS／mL，培养 7d后细胞可生长至 

6-7x106／mL，然后以感染复数 (MOI)为0．01接种狂犬病毒VaG株，接毒后24h开始收获，连续收获 12d左右， 

收获的病毒滴度范围在 6．0—8．5log LDs0／mL，收获的病毒原液经浓缩、灭活和纯化等步骤制备成疫苗，各项质量 

指标均达到 《中国生物制品规程》2000年版要求。实验表明，用生物反应器微载体灌注培养制备人用 Veto细胞 

狂犬病疫苗小试工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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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疫苗是预防狂犬病的唯一有效手段。 

Vero细胞是WHO推荐使用的人用疫苗生产基质 
n．2】

。 目前国 Vero细胞制备狂犬病疫苗均采用转瓶 

生产工艺，由于受到转瓶表面积和培养条件的限 

制，细胞密度低，劳动强度大，操作过程易污染， 

疫苗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自从6O年代微载体生物反 

应器培养技术建立以来，国外许多国家对其在疫苗 

生产中的应用进行了广泛研究，有多家研究机构对 

贴壁依赖性细胞用生物反应器分批式培养(batch)、 

流加式培养(Fed—batch culture)~tl反复分批式培养等 

方法培养进行了研究 ’41，但很少将灌注培养(Perfu— 

sion culture)方法全面用于疫苗生产。灌注培养是 
一 方面新鲜培养基不断加入反应器，另一方面又将 

反应器液体不断取出，使培养环境相对稳定，不仅 

大大提高了细胞生长密度而且有助于产物的纯化【5J。 

我们对生物反应器灌注培养技术应用于狂犬病疫苗 

生产作了进一步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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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o细胞来源于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病毒研 

究所 140代细胞，将该细胞连续传代至 165代进行 

致肿瘤实验其结果为阴性。细胞培养液为含 lO％d~ 

牛血清的 199。 

1．2 毒种 

狂犬病毒 aG株 (豚鼠脑)来源于武汉生物制 

品研究所，该毒株为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狂犬病毒 

固定毒株，并于 1980年开始用于狂犬病疫苗的生 

产。VaG株为狂犬病毒aG株在Vero细胞上连续适 

应传代而得。生物反应器细胞培养至一定浓度接种 

病毒，维持液为含0．4％人白蛋白的199。 

1．3 生物反应器 

B．Braun生物反应器，工作容积 3．5L。培养时 

微载体浓度 10g／L，pH控制在7．2，温度 37"C，溶解 

氧 (DO)值设为5O，搅拌速度 30～50r／min。 

1．4 微载体 

Pharmacia Cytodex--1。微载体水化处理方法是 

用无钙镁PBS洗涤2次，37"C浸泡2h，121℃高压 

灭菌30min，置4℃贮存待用，使用前用细胞培养液 

洗涤 2次。 

1．5 疫苗制备 

细胞培养至一定密度接种病毒，将收获的病毒 

原液超滤浓缩后，按 1：4000的终浓度加入D一丙内 

酯灭活。灭活后的浓缩液经3000r／min离心30min， 

取上清过分子筛，收集第一峰，加入人白蛋白和氢 

氧化铝，即制成精制狂犬病疫苗。 

1．6 病毒滴定 

用小鼠脑内接种法进行【oJ。 

1．7 效力测定 

用 NIH法进行IoJ。 

2 结果 

2．1 细胞培养及细胞接种浓度 

分别用 1x104／mE、1~10 ／mL和 lxlOo／mL的细 

胞浓度接种反应器，观察发现细胞在接种 6h后， 

90％细胞贴附上微载体，并开始伸展：24h内生长 

缓慢；第二天后细胞生长速度增快。随着细胞增殖 

速度增加，灌注量也随之适当增加，在我们实验灌 

注培养的条件下，细胞的形态一直保持较好。 

1~10 mL接种浓度的第7d细胞密度达6~7x10o／mL， 

细胞状态稳定，维持时间长，利于病毒生产：而接 

种浓度为l~104／mL的12d细胞密度才能达到高峰； 

接种 1~10o／n1L浓度的3d细胞密度即达高峰，但细 

胞老化快，部分提前脱落，不利于病毒生产。细胞 

增殖曲线见图 1。 

0 2 4 6 8 l0 l2 l4 l6 

Time(days) 

图1 不同细胞接种量的细胞增殖曲线 

Fig．1 The multiplication curve of cell in different inoculation 

2．2 病毒感染复数对毒力的影响 

以 1~10 ／mL细胞密度接种反应器，于第 7天 

细胞密度达 6xlOo／n也 左右时接种病毒，接种前洗 

涤2～3次后换用维持液。病毒感染复数分别为0．O1 

和 0．001，取样测定毒力发现，毒力高峰出现在 

3～7d，以后逐渐下降。两种感染复数的毒力差别不 

显著，0．O1MOI的毒力整体水平略高于0．001MOI， 

且毒力高峰较早于后者，结果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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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days) 

图2 不同感染复数的病毒增殖曲线 

Fig．2 Th e multiplication curve of virus in different inoculation 

2．3 灌流体积 

培养细胞过程中监测葡萄糖含量，每天检测细 

胞数量，根据葡萄糖的消耗量和细胞生长情况调节 

灌注速度，灌注体积为0～3个工作体积，d，一般整 

个细胞培养灌注约 8个工作体积。接种病毒后，调 

节灌注速度和收获速度，总共可收获 18个左右工 

作体积的病毒液，培养过程中葡萄糖消耗量曲线见 

图3，结果总结见表 1。 

表 1 反应器灌注量 

Table 1 Volume ofperfusion 

Time after inoculation 

l 2 3 4 5 6 7 8 9 l0 ll l2 

3．5 7 7 7 7 5 5 5 4．2 4．2 3．5 3．5 

生 7．0 8．0 8．0 8．5 8．67 8．5 8．5 8．0 7．17 7．17 7．0 6．17 OI VlmS 

0 0 0 0 0 0  O  0  ∞如加如加 

一1III 一a3 0暑譬。三Iau 

一1【II，0n口 0一)J 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乐 威，等．微载体灌注培养制备Vero细胞狂犬病疫苗 375 

鲁l4 

善 
i 2 

i 4 
昙0 1 2 3 4 5 6 7 8 9 10ll 12 l3 l4 l5 l6 17 18 l9 20 

days 

图3 葡萄糖消耗量曲线 
Fig．3 Glucose consumption CUlWe 

2．4 纯化 

收集的病毒液用l0万分子量超滤膜浓缩l5—20 

倍，按 1：4000加入B．丙内酯，混匀 4"C放置 24 

小时，间歇振荡，37~C水浴水解2小时。再经Sepha． 

rose 4 Fast Flow分子筛纯化，紫外监测结果见图4， 

收集第一峰为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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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 

2．5 

2．O 

1．5 

1．O 

0．5 

O．O 

0 100 200 300 mL 

Vohime(mL) 

图4 柱层析图谱 
Fig．4 Chromatographic profile 

2．5 疫苗制备及质量 

以 lxl05／mE细胞密度接种反应器，将细胞培 

养至 6xlO6／mL左右时接种病毒，感染复数为0．0l， 

于感染的第 2天开始收获，测定收获毒力发现第 l2 

天仍大于 6．01ogLDs0／mL，第 l3一l8天低于 6．0log 

LD~mL。将收获的毒力大于6．01ogLDs0／mL病毒原液 

浓缩、灭活、离心，用分子筛纯化，加入保护剂等制 

成疫苗。制备的2批疫苗半成品质量检定结果见表2。 

表 2 半成品质量检定结果 

旦 呈兰 呈 型 ! !呈 ! 2 呈型 
Lot Potency Total protein Residual calf Residual DNA 

： ( 堕 ；坐 曼 f坠 尘 i 2 
l 5．63 73．25 25 <10 

!： ：! ! ： 1Q 

3 讨论 

生物反应器微载体批式法培养细胞，由于培养 

环境不稳定，细胞密度远远低于灌注法口】；为了提 

供稳定的基本培养条件，国内现行反应器培养多采 

用增加培养基或部分换液的流加法和反复分批法， 

但细胞代谢旺盛时，这些方法仍不能及时补充营 

养、有效清除代谢产物。本研究采用的灌注培养法， 

营养物质不断补充，代谢产物不断去除，使细胞处 

于一种稳定的营养状态，大大提高细胞密度。 

本文研究的狂犬病疫苗生产工艺，不仅采用灌 

注法高密度培养细胞，在病毒繁殖过程中仍采用灌 

注方法。通过调节灌注流量，不仅在细胞增殖时稳 

定培养环境，而且在接种病毒后细胞仍能得到足够 

的营养和平衡的环境；同时反应器中病毒浓度得到 

调节，利于病毒繁殖。 

本项实验显示，5L生物反应器细胞接种量在 

105／mL左右时，细胞生长 6—7d后密度可达 6× 

106／mL
，以0．01MOI感染病毒，连续 12d收获病毒液， 

其毒力仍在6．01ogLDs0／mL以上。细胞增殖培养过程 

中，随着细胞数量的增大，灌注速度加快；接种病毒 

后，由于细胞被感染和部分老化脱落，代谢速度减缓， 

需逐步降低灌注速度。试制的2批疫苗中，连续收获 

病毒原液 1 l 12d，经浓缩、灭活、离心等处理，再进 
一

步用分子筛提纯，疫苗成品效价分别为5．63IU／mL 

和 4．89IU／mL，残余牛血清蛋白含量小于 50ng／mL， 

Vero细胞DNA含量小于10ng／mL，各项检定指标均 

符合 《中国生物制品规程》2000年版要求。 

研究表明，生物反应器灌注培养法可用于Vero 

细胞狂犬病疫苗的生产。一个工作容积为3．5L的生 

物反应器的细胞数相当于100个3L转瓶的细胞数， 

由于生物反应器提供了有利于细胞生长的稳定的 

pH 环境，营养均匀充足，而且乳酸和氨等有毒代 

谢产物得以不断排除，因此细胞维持时间长，有利 

于病毒的持续繁殖，在同一后处理条件下，一个工 

作容积为 3．5L的生物反应器的狂犬病疫苗产量相 

当于 150个 3L转瓶的产量。此外该方法生产疫苗 

所需人员和 GMP生产车间面积大大低于转瓶的疫 

苗生产，可极大地降低疫苗生产成本，因此该研究 

的小试工艺具进一步放大生产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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