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20.07.29 

操作者：杨逸仙，焦湛东 

复苏 

冻存细胞存放方式 

☒ -80℃ √ 

☐ 液氮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代次 管上未标记，此次记为 P0→P1 

细胞数 ？ 

冻存时间 2019.3.20 

冻存人 WSQ 

管数 1 管  

容器 1 皿/管 

培养基及体积 CD；10ml/皿 

培养条件 37℃，5% CO2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代次 P4→P5 

细胞数 ？ 

冻存时间 2019.6.21 

冻存人 WSQ 

管数 1 管  

容器 1 皿/管 

培养基及体积 CD；10ml/皿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7.29 

操作者：杨逸仙，焦湛东 

 

培养基配制 

培养及名称 CD（Complete DMEM） 

配方 90% 高糖 DMEM，10% FBS，1% PS 

配置体积 50 mL 



是否过滤 未知 

分装方式 50 mL/管*1 

储存方式 4℃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3.20 

代次、天数 P1D1 

容器 10cm 皿*2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7.29；9 ml/皿 

培养条件 37℃，5% CO2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5D1 

容器 10cm 皿*2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7.29；9 ml/皿 

培养条件 37℃，5% CO2 

 

拍照记录： 

5X 物镜:  

 

10X 物镜:  

 

————————————————————————————————————— 

时间：2020.07.30 

操作者：杨逸仙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3.20 

代次、天数 P1D2 

容器 10cm 皿*2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7.29；9 ml/皿 

培养条件 37℃，5% CO2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5D2 

容器 10cm 皿*2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7.29；9 ml/皿 

培养条件 37℃，5% CO2 

 

培养基配制 

培养及名称 CD（Complete DMEM） 

配方 90% 高糖 DMEM，10% FBS，1% PS 

配置体积 50 mL 

是否过滤 N/A 

分装方式 50 mL/管*1 

储存方式 4℃ 

 

————————————————————————————————————— 

时间：2020.07.31 

操作者：杨逸仙 

传代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5D2→P6 

容器 10cm 皿*1→10cm 皿*2 

消化酶 胰酶 2ml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7.30；10 ml/皿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1 

操作者：杨逸仙，焦湛东 

培养基配制 

培养及名称 CD（Complete DMEM） 

配方 90% 高糖 DMEM，10% FBS，1% PS 

配置体积 50 mL 

是否过滤 N/A 

分装方式 50 mL/管*1 

储存方式 4℃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3.20 

代次、天数 P1D4 

容器 10cm 皿*2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7.30；15 ml/皿 

培养条件 37℃，5% CO2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6D1 

容器 10cm 皿*2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7.30；15 ml/皿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04 

操作者：杨逸仙 

传代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6→P7 

容器 10cm 皿*1→10cm 皿*1 

消化酶 胰酶 2ml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8.01；10 ml/皿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05 

操作者：杨逸仙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7D2 

容器 10cm 皿*1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1；9ml/皿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06 



操作者：杨逸仙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7D2 

容器 10cm 皿*1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1；9ml/皿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07 

操作者：杨逸仙 

传代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7→P8 

容器 1 

消化酶 胰酶 2ml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7.30；六孔板，2mL 一孔*5  

培养条件 37℃，5% CO2 

 

时间：2020.08.07 

操作者：杨逸仙，焦湛东 

紫外照射：0s，5s，10s，20s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8D2 

容器 10cm 皿*1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1；1.5ml/孔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09 

操作者：焦湛东 

细胞紫外照射观察 



 
 

培养基配制 

培养及名称 CD（Complete DMEM） 

配方 90% 高糖 DMEM，10% FBS，1% PS 

配置体积 50 mL 

是否过滤 N/A 

分装方式 50 mL/管*1 

储存方式 4℃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8D3 

容器 10cm 皿*1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1；2ml/孔*1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10 

操作人：yyx，  

传代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8→P9 

容器 24 孔板*2，六孔板*1 

消化酶 胰酶 2ml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24 孔板，500uL 一

孔*4。六孔板，2Ml 一孔*1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11 



操作人：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9D2 

容器 24 孔板*2，六孔板*1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24 孔板，500uL 一

孔*4。六孔板，2Ml 一孔*1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12 

操作人：yyx，  

1. 脂质体瞬转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代次、天数 P9 

容器 24 孔板*2，每个板 2 孔 

载体及质量 对照组：（2 孔） 

pCDNA3.1-HucO8-eGFP *2，2ug 

 

实验组：（2 孔） 

pcDNA3.1-Dsup*2，2ug 

 

每个容器试剂用量 单个孔用量如下 

Lipo: 0.75ul 

P3000：0.75ul 

opti-MEM: 25ul 

 

 

培养基 CD 

 

————————————————————————————————————— 

时间：2020.08.13 

操作人：yyx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9D2 

容器 24 孔板*2，六孔板*1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24 孔板，500uL 一

孔*4。六孔板，2Ml 一孔*1 

培养条件 37℃，5% CO2 

 

加 UV： 

 

不加 UV： 

 

 

————————————————————————————————————— 

时间：2020.08.14 

操作人：yyx 



—UV 组： 

 

。  

 

+UV 组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9D3 

容器 24 孔板*2，六孔板*1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24 孔板，500uL 一

孔*4。六孔板，2Ml 一孔*1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15 

操作人：yyx 

传代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9→P10 

容器 24 孔板*2，六孔板*1 

消化酶 胰酶 2ml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24 孔板，250uL 一

孔*4。六孔板，1Ml 一孔*1 

培养条件 37℃，5% CO2 

 

 

细胞紫外照射观察 

10s UV 照射后，DSUP 存活率高于 GFP，但效果还不是特别明显，下次尝试照射 15s 

 



————————————————————————————————————— 

时间：2020.08.16 

操作人：yyx 

 

细胞紫外照射观察 

10s UV 照射放 48h 后，DSUP 存活率高于 GFP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0D2 

容器 24 孔板*2，六孔板*2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24 孔板，500uL 一

孔*8。六孔板，2Ml 一孔*1 

培养条件 37℃，5% CO2 

注：昨日六孔板传代的细胞数很少，明天再看 

 

————————————————————————————————————— 

时间：2020.08.17 

操作人：yyx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0D3 

容器 24 孔板*2，六孔板*2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24 孔板，500uL 一

孔*4。六孔板，2Ml 一孔*1 

培养条件 37℃，5% CO2 

六孔板数量比昨天多 

 

 

 

 



————————————————————————————————————— 

时间：2020.08.18 

操作人：yyx 

传代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0→P11 

容器 24 孔板*2，六孔板*1 

消化酶 胰酶 2ml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24 孔板，250uL 一

孔*4。六孔板，1Ml 一孔*1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19 

操作人：yyx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1D1 

容器 24 孔板*2，六孔板*2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24 孔板，500uL 一

孔*4。六孔板，2Ml 一孔*1 

培养条件 37℃，5% CO2 

 

2. 脂质体瞬转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代次、天数 P11 

容器 24 孔板*2，每个板 2 孔 

载体及质量 对照组：（2 孔） 

pCDNA3.1-HucO8-eGFP *2，1.5ug 

 

实验组：（2 孔） 

pcDNA3.1-Dsup*2，1.5ug 

 

每个容器试剂用量 单个孔用量如下 

Lipo: 0.75ul 

P3000：0.75ul 



opti-MEM: 25ul 

培养基 CD 

 

————————————————————————————————————— 

时间：2020.08.20 

操作人：yyx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1D2 

容器 24 孔板*2，六孔板*2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24 孔板，500uL 一

孔*8。六孔板，2Ml 一孔*1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20 

操作人：yyx，bill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1D3 

容器 24 孔板*2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24 孔板，500uL 一

孔*4 

培养条件 37℃，5% CO2 

 

传代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1→P12 

容器 六孔板*1 

消化酶 胰酶 2ml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六孔板，1Ml 一孔

*2 

培养条件 37℃，5% CO2 

 

 



 
 

细胞紫外照射，+UV 组，15s 

 

————————————————————————————————————— 

时间：2020.08.21 

操作人：yyx，bill 

细胞紫外照射观察 

 

UV24h 瞬转 72h 
————————————————————————————————————— 

时间：2020.08.22 

操作人：yyx，bill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2D1 



容器 六孔板*1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六孔板，1Ml 一孔

*2 

培养条件 37℃，5% CO2 

注：给昨日照过 UV 的细胞也进行了换液 

 

————————————————————————————————————— 

时间：2020.08.23 

操作人：yyx，bill 

细胞紫外照射观察 

 
UV 照射后 48h，瞬转 96h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2D2 

容器 六孔板*1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六孔板，1Ml 一孔

*2 

培养条件 37℃，5% CO2 

注：给前天照过 UV 的细胞也进行了换液 

 

————————————————————————————————————— 

时间：2020.08.24 

操作人：yyx，bill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2D3 

容器 六孔板*1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六孔板，4Ml 一孔

*2 

培养条件 37℃，5% CO2 

 

细胞紫外照射观察 

 

————————————————————————————————————— 

时间：2020.08.26 

操作人：yyx，bill 

细胞紫外照射后结晶紫图片 

 

 

 

 

 

 

 

 



 

 

 

 

 

 

 

细胞密度统计 

+uv dsup: 1.2418 (+uv dsup/-uv gfp) 

+uv gfp: 1.1188 (+uv gfp/-uv gfp) 

-uv dsup: 1.0170 (-uv dsup/-uv gfp) 

-uv gfp: 1 (-uv gfp/-uv gfp) 

 

传代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2→P13 

容器 24 孔板*3，六孔板*1 

消化酶 胰酶 2ml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24 孔板，500uL 一

孔*18（每个板*6）六孔板，2Ml 一孔

*1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27 

操作人：yyx，bill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3D1 

容器 六孔板*1 24 孔板*3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六孔板，2Ml 一孔

*1，24 孔板，500uL 一孔*18（每个

板*6） 

培养条件 37℃，5% CO2 

 

3. 脂质体瞬转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代次、天数 P13 

容器 24 孔板*3，每个板 3 孔 

载体及质量 对照组：（3 孔） 

pCDNA3.1-HucO8-eGFP *2，1.5 ug 

 

实验组：（3 孔） 

pcDNA3.1-Dsup*2，1.5 ug 

 

每个容器试剂用量 单个孔用量如下 

Lipo: 0.75 ul 

P3000：1 ul 

opti-MEM: 25ul 

 

 

培养基 CD 

 

————————————————————————————————————— 

时间：2020.08.28 

操作人：yyx，bill 

 

-UV 24well      瞬转 24h，UV 照射 0h 

 



+UV-10s 24well      瞬转 24h，UV 照射 0h 

 
 

 

+UV-15s 24well      瞬转 24h，UV 照射 0h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3D2 

容器 六孔板*1 24 孔板*3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六孔板，2Ml 一孔

*1，24 孔板，500uL 一孔*18（每个

板*6）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29 

操作人：yyx，bill 



-UV 24well      瞬转 48h，UV 照射 0h 

 

 

 

+UV-10s 24well      瞬转 48h，UV 照射 0h 

 

 

 

+UV-15s 24well      瞬转 48h，UV 照射 0h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3D3 

容器 六孔板*1 24 孔板*3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六孔板，2Ml 一孔

*1，24 孔板，500uL 一孔*18（每个

板*6）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8.30 

操作人：yyx，bill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6.21 

代次、天数 P13D3 

容器 六孔板*1 24 孔板*3 

培养基及体积 CD，2020.08.09；六孔板，2Ml 一孔

*1，24 孔板，500uL 一孔*18（每个

板*6） 

培养条件 37℃，5% CO2 

 

培养基配制 

培养及名称 CD（Complete DMEM） 

配方 90% 高糖 DMEM，10% FBS，1% PS 

配置体积 50 mL 

是否过滤 N/A 

分装方式 50 mL/管*1 

储存方式 4℃ 

 

 

 

 

 

 

 



细胞紫外照射观察 

10s 

瞬转 72h    UV24h 

 

 

 

15s 

瞬转 72h    UV24h 

 
————————————————————————————————————— 



时间：2020.09.07 

操作人：yyx 

 

复苏 

冻存细胞存放方式 

☒ -80℃ √ 

☐ 液氮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代次 管上未标记，此次记为 P0→P1 

细胞数 ？ 

冻存时间 2019.6 

冻存人 ZMX 

管数 1 管  

容器 1 皿/管 

培养基及体积 CD；10cm/皿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9.08 

操作人：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代次、天数 P1D2 

容器 10cm/皿*1 

培养基及体积 CD 10ml 

培养条件 37℃，5% CO2 

 

 

 

 

 

 

 

 

 

 

 



5x 

 
10x 

 
 

————————————————————————————————————— 

时间：2020.09.09 

操作人：yyx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代次、天数 P1D3 

容器 10cm/皿*1 

培养基及体积 CD 10ml 

培养条件 37℃，5% CO2 

 

 

 

 

 

 

 

 



5x 

 

 

10x 

 
 

————————————————————————————————————— 

时间：2020.09.10 

————————————————————————————————————— 

时间：2020.09.11 

操作人：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代次、天数 P1D5 

容器 10cm/皿*1 

培养基及体积 CD 7ml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9.12 

操作人：yyx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代次、天数 P1D6 

容器 10cm/皿*1 

培养基及体积 CD 10ml 

培养条件 37℃，5% CO2 

 

培养基配制 

培养及名称 CD（Complete DMEM） 

配方 90% 高糖 DMEM，10% FBS，1% PS 

配置体积 50 mL 

是否过滤 N/A 

分装方式 50 mL/管*2 

储存方式 4℃ 

 

 

————————————————————————————————————— 

时间：2020.09.12 

操作人：yyx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代次、天数 P1D7 

容器 10cm/皿*1 

培养基及体积 CD 10ml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9.13 

操作人：yyx 

换液 

细胞名称 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系 

代次、天数 P1D8 



容器 10cm/皿*1 

培养基及体积 CD 10ml 

培养条件 37℃，5% CO2 

————————————————————————————————————— 

时间：2020.09.14 

————————————————————————————————————— 

时间：2020.09.15 

10x 细胞死亡：推测是由于污染了霉菌或支原体，或培养基中没加血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