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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新兴疫苗

新兴疫苗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孙 兵
本期客座总编

疫苗是人类对抗各种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的有力武器。天花疫苗的广泛使用使得人类在历史上首

次得以根除这种危害严重的传染病。乙型肝炎病毒疫苗在中国新生儿中的广泛应用，使得中国14岁以下

的青少年乙型肝炎的发病率减低到1%以下，明显低于成人组。随着生命科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免

疫学、病毒学、传染病学和基因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疫苗学研究日新月异。疫苗的概念、种类、

技术、适应症等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理解。新兴疫苗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疾病的预防，而且拓

展到了疾病的治疗；从传染性疾病，已扩展到肿瘤等非传染性疾病；疫苗的制备已从灭活或裂解病原

体，发展到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新的载体技术和佐剂技术以及新的免疫学理论，集成设计新型疫苗。我

们必须看到，虽然新兴疫苗发展十分迅速，但是仍有面对很多挑战。比如某些重要的传染性疾病包括乙

型肝炎、登革热、流感等，其疫苗仍有这种或那种缺陷；疫苗所产生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保护性之间

的关系仍需进一步阐释；某些重要的新型疫苗载体比如DNA、病毒载体及佐剂的机理研究和临床前及临

床有效性、安全性评价等仍需开展大量工作。这些问题都是现代疫苗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新兴疫苗已

经成为了生物技术领域除抗体药物外，另一个被全世界所关注和看好的热点领域，其研究和产业化正在

深入地改变着现代生物医药产业的版图。

本期综述将目光聚焦到新兴疫苗这一蓬勃发展的新领域，邀请我国最优秀的疫苗学研究者，结合我

国学者的工作特点和亮点，围绕疫苗载体的设计、DNA疫苗的应用以及诱导免疫耐受的新方法和原核表

达系统在疫苗生产中的应用等重要的研究体系和新思想做一介绍。同时，针对耐药性结核病、A型流感病

毒引起的流感和致死性登革热病毒感染这三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重要传染病的疫苗研究现状做一综

述。让读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有一大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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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兵，男，1960年10月生，博士，博士生导师。1998年入选中科院“百

人计划”免疫学专业，2003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任中国科学院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中方所长、研究员；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生物

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Th1和Th2细胞的分化理论领域研究17年，在阐明Th1和Th2细胞分化理

论与机制并深入理解这些细胞所介导的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病和哮喘疾病的

致病机制的研究上，取得了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应用价值的系统性原创成果，

并因此荣获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作为通讯作者已发表了近40篇SCI
文章，研究成果有3篇发表在Nat Immunol，1篇发表在Nature上。承担多项国

家重大专项，“973”和“863”等重大科技研究项目。

广谱流感疫苗的研究进展

凌志洋1，张 宏2，边 超1，孙 兵1,2*
 (1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所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上海 200031； 

2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上海 200031)

摘要：广谱流感疫苗是指能够诱导针对流感病毒的广谱中和抗体或广谱的细胞免疫反应，从而保护动

物或人类免受多数流感病毒毒株感染的疫苗。流感病毒广谱中和抗体的发现及机制研究为广谱流感疫

苗的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流感病毒细胞免疫方面的研究进展、佐剂以及免疫策略等的研究进

展都极大促进了广谱流感疫苗的研发。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介绍广谱流感疫苗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

的应用进行评价及展望。 
关键词：A型流感病毒；中和性抗体；细胞免疫；广谱疫苗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Universal Influenza Vaccine
LING Zhiyang1, ZHANG Hong2, BIAN Chao1, SUN Bing1,2*

 
(1Institute of 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1, China; 2Institute Pasteur of Shanghai,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1, China)

Abstract:    The universal influenza vaccine can induce broadly neutralization antibodies or broadly cell-
mediated immune responses which can protect animals and humans from the infection of different influenza 
virus strains. The discovery of broadly neutralization antibodies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s provide 
new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al influenza vaccine. Moreover,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influenza 
virus induced cell-mediated immune responses, adjuvants and immunization strategies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al influenza vaccine. In this review, we introduced the progress on universal influenza 
vaccine from above aspects and we also discussed the prospect of the application of universal influe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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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股负链RNA病毒，根据病毒抗原特性及其基

因特性的不同，分为A、B、C三型。其中A型流感

抗原变异性最强，宿主范围极其广泛，野生水禽

作为其天然储存库，能感染人类和其他动物，较

容易引起较大规模的流行。B型和C型病毒毒力较

小，危害较小，通常仅引起局部性流行或者散

发。A型流感病毒根据表面的两个主要糖蛋白——

血凝素(HA)和神经氨酸酶(NA)，进一步分为16个
血凝素亚型和9个神经氨酸酶亚型[1]；最近从蝙蝠

身上分离出第17种HA亚型和第10种NA亚型的流

感病毒。理论上，HA和NA亚型可以进行随机的

重组，这意味着可能存在一百多种的流感毒株。

流感的感染风险很高，全世界每年有百万人感

染，25万到50万人因此丧命，除了每年的季节性

流感的发生外，偶尔也会爆发大流行 [2]。现在认

为，能够在人群中引起流行的流感病毒主要是A型

流感病毒的H1和H3亚型以及B型流感病毒。

图1　引起人群流行的A型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的抗原变化主要有二种形式，即抗

原漂变(antigen drift)和抗原转变(antigen shift)。抗

原漂变的基因变异幅度小或连续变异，即亚型内

变异。一般认为这种变异是由病毒基因点突变或

在人群免疫力的选择压力下，迫使病毒发生的点

突变，主要引起小规模流行。当流感病毒感染人

群后，针对病毒表面抗原的抗体虽然可以结合病

毒的表面抗原阻止病毒感染人群但是这些抗体同

时对流感病毒施加了选择压力，使得病毒易产生

逃避抗体结合的突变，所以每年针对流感病毒都

需要接种新的流感疫苗，以获得有效的保护。而

抗原转变的基因变异幅度大，通常是由至少2种不

同毒株进行基因片段的重新组合而形成。这种流

感病毒完整基因片段的重组形成新亚型 ( 如
H1N1→H2N2、H2N2→H3N2)，由于人群缺少对

新变异病毒株的免疫力，从而引起流感大流行。

历史上所记载的流感大流行都是由重组病毒株引

起的，像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行(H1N 1)，1957年
的亚洲流感(H2N2)，1968年的香港流感(H3N2)以
及2009年的猪流感(H1N1)，均是由人流感病毒同

流感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流行病之一，是

全球重点监测和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之

一。其主要病原体是流感病毒，它在病毒复制过

程中和其自然进化中极易发生突变，从而改变其

抗原性。据世界卫生组织(WHO)预测，全球每年

平均有1/3的儿童和1/10的成人会感染流感。阻止

流感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接种流

感疫苗。但是，由于流感病毒的宿主范围广、数

量多、共生情况复杂，使得该病毒在进化和传播

过程中不断突变，每年都会有不同的流行株出

现，疫苗需要每年进行更新，高危人群也需要每

年进行接种，而WHO对于流感病毒流行株的预测

也并不是完全准确。因此，开发有效的广谱流感

疫苗是应对未来流感病毒大流行的研究重点和产

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1   流感疫苗的使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流感病毒属于正黏病毒科(Orthomyxoviridae)，

vaccine.
Key words:    influenza A virus; neutralizing monoclonal antibody; cellular immunity; universal 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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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病毒或者猪流感病毒进行了片段重组而产

生的新型流感病毒造成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监控流感病毒的流行疫

情，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设有多个参考实验室，

负责收集和整理当年在南北半球流行的流感病毒

的毒株数据，并在每年流感季节到来之前发布当

年流行的毒株信息，参考实验室据此研制当年的

流感疫苗株并派发给疫苗生产商进行大规模生

产。正是因为流感病毒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使得

流感病毒监测工作以及对流行病毒株的预测与实

际情况有很大偏差。如果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毒

株信息同当年的流行病毒株不匹配，那么当年使

用的疫苗就起不到有效的保护作用。2009年爆发

甲流疫情时，由于甲流病毒不在世界卫生组织推

荐的当年流行株的范围内，使得疫苗生产在短期

内无法提供有效的疫苗，不能及时预防和防治甲

流病毒的大流行。

目前预防流感病毒感染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接

种流感疫苗。当前使用的疫苗主要是三价灭活流

感疫苗和减毒活疫苗 [3]，这种疫苗主要是产生针对

流行株病毒表面抗原HA和NA的特异性抗体来阻

止病毒感染。 
虽然目前在流感病毒学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

进步，但是现有的疫苗生产主要依赖传统的方

法，以鸡胚为介质的生产平台，整个生产过程需

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这就导致在流感病毒大流

行时，疫苗产量不能够满足接种需求，不能提供

有效的保护力。同样是在2009年爆发甲流疫情

时，由于传统流感疫苗生产工艺的局限性，在流

感爆发的第二个高峰期时没有足够的疫苗供应。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大家努力开发新一代的流感

疫苗[4]。过去普遍认为，流感病毒有种属特异性和

限制性，只能在特定的宿主细胞上进行复制，一

般不会产生跨种传播现象。感染人的流感病毒只

能是人流感病毒或者含有人流感病毒基因片段的

重组病毒株，但是禽流感病H5N1直接感染人的病

例出现后，人们开始认识到，8个基因片段全部来

自禽流感的病毒也可以感染人。2013年禽流感

H7N9病毒感染人的病例的出现再一次证明了，流

感病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种属界限，跨宿主

传播。像H5N1这样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能够导

致鸡胚死亡，说明以鸡胚为介质的疫苗生产平台

并不适合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的生产[3]。 
现在越来越多的报道指出，除了体液免疫产

生的抗体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外，细胞免疫反应产

生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当体内不存在抵抗病毒感

染的抗体时，预先存在的T细胞免疫记忆能够减缓

病毒感染引起的病症[5]。T细胞应答大多是针对病

毒内部比较保守的抗原表位，从而起到更为广泛

而有效的保护作用。目前，大多数国家使用的是

三价灭活疫苗，只有少数的欧美国家使用减毒活

疫苗。灭活疫苗主要引起特异的体液免疫反应，

而不能够诱导有效的细胞免疫反应；减毒活疫苗

被认为能够模拟病毒自然感染的过程，不仅可以

引起体液免疫反应和细胞免疫反应，而且能够激

发局部和系统性的免疫反应，能够起到更有效的

免疫保护作用[6]，然而减毒活疫苗只是在特定条件

下的减毒株，对于免疫缺陷以及免疫能力低下的

人群是存在潜在的危害的。由于各种因素的存

在，这两种疫苗对不同年龄、性别和地域的人群

的保护都有差别，例如，三价灭活疫苗对18~65岁
的成年人只有59%的有效保护率；灭活疫苗对儿童

具有较高的保护率，但是有性别和地域的差异[7]。

综上所述，第一，流感病毒每年都会导致上

百万人的感染，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病毒感染最

为有效的方法。但是由于流感病毒的多变性，使

得对流感病毒的监测和预测存在许多的不确定

性，这就有可能导致对流感疫苗标准株选择的偏

差，不能起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作用。第二，目前

的传统的以鸡胚为介质的疫苗生产平台并不能及

时有效地满足社会对疫苗的需求，尤其当面临着

流感大流行的时候。第三，如何能激发免疫系统

的更为全面的反应，如何能提供更为广泛有效的

保护作用，是大家对流感疫苗提出的又一个要

求。因此，新型广谱流感疫苗研发已经成为了流

感疫苗研发的热点，广谱流感疫苗已经被公认为

未来流感疫苗发展的主要趋势。

2   广谱流感疫苗靶抗原的相关研究进展

流感病毒能够引起体液免疫反应和细胞免疫

反应。针对血凝素(HA)和神经氨酸酶(NA)的抗体

能够对流感病毒的感染起到保护作用，针对流感

病毒内部蛋白的细胞免疫反应则对流感病毒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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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广谱流感疫苗潜在靶蛋白

蛋白名称 靶抗原 靶抗原功能 保护机制

血凝素蛋白(HA) HA茎秆区(stem) 介导融合  阻止病毒与感染细胞融合、HA成熟，ADCC

基质蛋白2(M2) M2胞外区(M2e) 离子通道 Fc受体和肺泡巨噬细胞，ADCC，补体依赖

   的细胞裂解

核蛋白(NP) T细胞表位以及抗体表位 刺激T细胞免疫反应， CD8+T细胞介导的细胞裂解(CTL)，CD4+T

  诱导非中和抗体 细胞介导的细胞裂解以及B细胞激活

基质蛋白1(M1) T细胞表位 刺激T细胞免疫反应 CD8+T细胞介导的细胞裂解(CTL)，CD4+T

   细胞介导的细胞裂解以及B细胞激活

神经氨酸酶(NA) 保守的唾液酸酶活性位点 唾液酸酶 抑制病毒传播

除是必要的[8]。而无论HA蛋白还是NA蛋白在不同

流感亚型间的变异程度都较大且能够在免疫压力

下发生抗原漂变。但是，流感病毒还有一些亚型

间高度保守的蛋白，例如HA茎秆区以及病毒内部

蛋白，包括核蛋白(NP)、聚合酶酸性蛋白(PA)、基

质蛋白(M)、膜离子通道蛋白(M2)。这些蛋白是设

点、融合肽(fusion peptide)以及HA2的N端氨基酸

是所有的A型流感病毒亚型间最保守的序列 [11]。

图2　HA蛋白结构示意图

计广谱流感疫苗的潜在靶蛋白 [9, 10]。综合目前研

究，在流感病毒所有的11种病毒蛋白中，HA、

M(M1和M2)、NP、NA等几种蛋白作为流感病毒

广谱疫苗的靶蛋白具有较好的前景。下面，分别

就这几种蛋白的性质、作为广谱疫苗的免疫形

式、能够诱导的免疫反应类型等进行具体介绍。 

2.1  血凝素蛋白 (HA)
HA是位于流感病毒脂质包膜表面的同源三聚

体跨膜糖蛋白，由位于包膜远端的能够介导受体结

合的HA头部(HA head)和位于包膜近端的介导病毒

包膜与靶细胞膜融合的HA茎秆区(HA stem)组成[11]。

HA在靶细胞内以前体的形式被合成(HA0)，进而

被酶切为HA1和HA2两个结构域。HA1主要构成

HA头部，HA2和HA1的一小部分构成HA茎杆区。

HA头部蛋白能够诱导针对HA受体结合区的

中和性抗体，通过阻止病毒与靶细胞表面受体结

合发挥中和作用[12]。通过对HA进化的分析发现，

病毒可以通过改变HA1上的糖基化修饰位点或者

积累点突变来掩盖或者改变抗体识别表位从而逃

脱抗体的中和作用[13]。由于HA头部在不同亚型甚

至同一亚型不同毒株之间变异程度较大，虽然有

研究组发现了针对HA头部受体结合区的有一定广

谱中和性的抗体[14]，但是针对不同亚型流感病毒

HA头部的中和抗体一般没有交叉中和活性。因

此，只是针对HA头部蛋白设计的免疫原可能不会

产生广谱保护活性。 
HA茎秆区在A型流感病毒Group1内，Group2

内以及B型流感病毒内是保守的。HA的酶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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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茎秆区的功能是介导病毒包膜与靶细胞膜融

合，对于病毒基因组释放到感染细胞内部是至关

重要的。在膜融合的过程中，HA茎秆区会发生结

构的变化[15]， 对于流感病毒的复制是必需的，因

此如果有影响此结构变化的突变发生，那么病毒

则不能存活[16]。这样，就暴露出流感病毒的一个

弱点——HA茎秆区。这段区域是广谱中和性抗

体，广谱疫苗甚至抗病毒药物的靶点。HA茎秆区

位于HA头部蛋白的下面，不是主要的抗原表位，

抗原性较弱，而且在不同亚型毒株中相对比较保

守。针对HA茎秆区的抗体虽然在数量以及中和效

果上都不及针对HA头部蛋白的抗体，但是由于流

感头部抗原的变化使得免疫系统针对头部的抗原

的记忆不会充分地加强，对HA茎秆区抗原表位的

记忆却会随着病毒持续的感染不断得到加强[17]。

中和性抗体是阻止病毒感染的最首要的因

素。现在广泛使用的三价季节流感病毒疫苗所诱

导的抗体基本都是针对HA蛋白的头部，近年，有

陆续报道，发现了一些具有广谱中和活性的抗

体，它们所识别的抗原表位，就是针对相对比较

保守的HA茎秆区的一些氨基酸。最早发现的这类

抗体，是1993制备的鼠源单克隆抗体C179[18]，能

够中和Goup1的流感病毒。2009年猪流感爆发后，

从病人或疫苗免疫志愿者体内分离出具有广谱中

和活性的抗体，能够中和不同毒株甚至不同亚型

的流感病毒，然而这些抗体几乎都是针对HA茎秆

区的[19, 20]。大多数针对HA茎秆区的抗体(CR6261，
F10，FI6和C179)都识别类似的空间表位，这类广

谱中和抗体并不能改变HA三聚体的结构，但是能

够阻止低pH诱导的HA2蛋白结构变化[21-26]。其发

挥中和作用的机制是阻止病毒与宿主细胞膜融合

的过程。识别HA茎秆区的广谱中和性抗体的发现

以及表位鉴定，为广谱流感疫苗的研发提供了证

据和新思路[27]。

表2　识别HA茎秆区的抗体

抗体名称 来源 反应性 表位 V 基因

FI6 人外周血细胞培养分离，经过序列优化 Group1， 融合肽， VH3-30，

  Group2 α-螺旋 Vκ4-1

F10 噬菌体库，H5亚型HA筛选 Group1  α-螺旋 VH1-69

CR6261 人IgM记忆B细胞构建噬菌体库，H5亚型HA筛选 Group1 α-螺旋 VH1-69

CR8020 永生化的人记忆B细胞，荧光标记的H3亚型HA筛选 Group2 β折叠， VH1-18，

   融合肽 Vκ3-18

IF2,1F4， 人记忆B细胞，荧光标记的H1亚型HA筛选 Group1， 融合肽， VH3-23，

1G1…  Group2 α-螺旋 Vκ3-15

HA茎秆区的免疫原性与HA头部相比要弱得

多。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1)在流感病毒表面，

在HA头部结构中存在有许多优势抗原表位，它们

阻碍了HA茎秆区中的弱势抗原表位被机体的免疫

系统所识别。(2)茎秆区非常接近病毒包膜，由于

空间位阻效应而影响免疫细胞的识别[28]。因此，

设计针对HA茎秆区的流感广谱疫苗的最大挑战就

是如何能有效诱导出针对免疫原性较弱的HA茎秆

区的抗体，以发挥抗体的广谱中和作用。

目前有两种疫苗形式能够诱导广谱的交叉保

护性中和抗体，其一是根据识别HA茎秆区的广谱

中和性抗体的表位或HA0酶切位点等设计的多肽

疫苗[29, 30]；比较典型的研究是：基于H3亚型高度保

守的HA2 α-helix的合成肽疫苗能够诱导小鼠产生不

同水平的针对H5和H1亚型的保护性免疫反应[31]。 
这种多肽疫苗是基于识别HA2并且中和H3亚型一些

不同毒株的流感病毒的鼠源单克隆抗体(12D1)的表

位设计的[32]。另外一个基于12D1表位疫苗设计是使

用大肠杆菌表达系统表达了H3亚型HA茎秆区，但

是这种免疫原只能使小鼠在H3亚型病毒的攻击实

验中存活，而H1亚型的攻击则不能存活[33]。

另外一种是基于全长或截短的HA蛋白。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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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设计致力于削弱占免疫优势的HA头部的免疫

反应同时增强HA茎秆区的免疫反应，这里列举三

种不同的策略。(1)构建缺失了头部的HA蛋白作为

免疫原。对小鼠免疫表达H2N2亚型的此种免疫原

的细胞能够完全保护小鼠免受同亚型的病毒攻

击，但是只能部分保护小鼠免受不同亚型病毒攻

击[34]；另外，共同免疫基于H1N1以及H3N2亚型的

缺失了头部的HA蛋白的DNA疫苗和VLP疫苗保护

小鼠免受不同亚型病毒攻击的效果较弱[35]。(2)使
用抗原性完全不同的病毒进行加强免疫。这种疫苗

设计包括很多不同的形式：DNA疫苗多次免疫[32]；

DNA疫苗进行初次免疫，灭活病毒疫苗或腺病毒

载体疫苗进行回忆刺激[36, 37]；或者依次感染不同亚

型的病毒[38, 39]。这些疫苗形式免疫的动物(小鼠、

雪貂等)都获得了一定的广谱保护活性。(3)基于嵌

合HA蛋白的广谱流感疫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

疫苗设计是基于相同的HA茎秆区。使用不同亚型

流感病毒的的HA头部与相同的HA茎秆区构建嵌

合蛋白[40]，分别免疫小鼠，以此来获得并加强机

体针对HA茎部保守表位的广谱性抗体。经过三次

不同嵌合蛋白的免疫，并使用与之前免疫所使用

的HA头部不同亚型的重组病毒进行攻击，结果显

示，对于大多数病毒都产生了完全的保护作用[41, 42]。

使用这种疫苗形式，能够使针对HA2的抗体在每

一次加强免疫(回忆刺激)的过程中得到加强。这种

嵌合HA蛋白可以很好地包装出重组流感病毒，能

够很方便地利用现有的疫苗生产体系进行生产。

这种疫苗设计有着很好的效果，是很有潜力的一

种广谱流感疫苗[43]。

2.2  M2e 蛋白

M2蛋白是一种膜蛋白[44]，是pH依赖的质子通

道蛋白[45]，对于HA蛋白成熟以及病毒基因组的释

放至感染细胞都有重要的作用。M2蛋白可以作为

广谱流感疫苗的靶蛋白基于以下两点：(1)对小鼠

过继免疫一种抗M2的单克隆抗体能够降低病毒攻

击后小鼠肺部病毒的复制[46]。(2)M2胞外区(M2e)
序列在所有A型流感病毒都是保守的。但是，在流

感病毒感染[47]以及重组蛋白免疫的情况下，针对

M2e的抗体反应十分微弱[48]。因此，一些研究致力

于克服M2e的低免疫原性，包括将M2e与免疫原性

较强的载体蛋白融合表达[49]，构建表达M2e的VLP
等[50-52]。M2e介导的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抗体依赖

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ADCC)[53]，补体介导的

细胞裂解作用(complement-mediated lysis)发挥的[54]。

2.3  神经氨酸酶 (NA) 
NA是四聚体糖蛋白，位于病毒表面，有水解

唾液酸的活性，对于病毒从宿主细胞中释放有重

要作用。NA是流感治疗药物的一个作用靶点，针

对NA设计的奥司他韦是最著名的抗流感药物之

一。虽然有很多基于NA为靶点的流感疫苗的研

究，但是普遍认为单独免疫NA并不能阻止流感病

毒的感染。尽管如此，NA诱导的免疫反应能够减

缓病毒感染子代细胞并且能够减轻感染后的严重

程度。杆状病毒表达的N1亚型的NA病毒样颗粒免

疫小鼠能够诱导出识别不同亚型NA的抗体，保护

小鼠免受致死剂量的同亚型(H1N1)和不同亚型

(H3N2)的病毒攻击并且能够降低肺部病毒复制[55]。

2.4  核蛋白 2(NP) 和基质蛋白 (M1)
NP与流感病毒的遗传物质-单股负链RNA(ss-

RNA)，缠绕成核糖核蛋白体(RNP)。M1构成了病

毒的外壳骨架，与病毒最外层的包膜紧密结合，

有保护病毒核心和维系病毒空间结构的作用。

图3　基于嵌合HA的疫苗策略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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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的研究已经证实，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

(CTLs)能够介导不同亚型的流感病毒间的广谱的

免疫反应。虽然CTL免疫反应并不能阻止流感病

毒的感染，但是在清除病毒以及对不同亚型流感

病毒的广谱保护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新

的研究表明， 在流感爆发时对症状较轻抵抗力较

强的人群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人群体内的针对

保守表位的CD8 +T细胞数量更多，这提示提升

CD8+T细胞免疫反应可能是研发广谱流感疫苗的关

键手段之一[56]。

NP和M1的氨基酸序列在A型流感病毒中是高

度保守的。由于这些蛋白并非暴露于病毒的表

面，也不会在感染细胞表面表达，所以主要诱导

细胞免疫反应，特别是CTL反应[57, 58]。除CD8+CTL
细胞外，NP的抗体在小鼠体内能够通过ADCC参

与病毒的清除 [59]。但是，通过免疫三价流感疫

苗，人体内的NP抗体含量的个体差异很大且较难

被激发，所以NP抗体介导的ADCC在人体中是否

也发挥广谱保护作用未知。对小鼠免疫保守的

CD4+T细胞表位能够保护其免受致死剂量的流感病

毒攻击[60]。流感病毒特异的记忆CD4+T细胞通过多

条途径提供保护性免疫反应[61]。

以NP和M1为靶蛋白的广谱疫苗在应用上走得

较远。基于病毒载体的疫苗以及基于线性多肽[62]

的疫苗是两种能够在人体内诱导有效的CTL免疫

反应的疫苗形式。近期，表达NP和M1的改良型痘

病毒安卡拉株(MVA)载体疫苗已经进行了一期和二

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该疫苗是安全的，并且

一次肌肉注射可以将流感病毒感染风险降低

60%[63]。 
2.5  多组分疫苗

虽然广谱流感疫苗研发的第一步就是找到诱

导广谱免疫反应的免疫原，这种免疫原可能是单

个的一条多肽或一个蛋白。由于NA、NP和M1等
蛋白能够诱导CTL和ADCC，但它们单独使用并不

能够提供完全的免疫保护作用，所以需要研究多

组分疫苗。流感病毒的免疫原可以联合免疫，例

如NP+M1或HA+M2e；或者是能够诱导体液免疫

反应和细胞免疫反应的免疫原，例如非中和性的

抗NP的抗体以及CD8+T细胞。或者联合免疫能够

诱导体液免疫反应和细胞免疫反应的几种抗原。

一个关于多组分疫苗的代表性研究是将流感病毒

内部蛋白的T细胞表位以及HA和NA的保守表位联

合作为免疫原[64]。

除此之外，一种不能完全阻止流感病毒感染

但是能够诱导更加广谱的免疫反应从而减轻病毒

感染造成的后果的疫苗可以作为现有流感疫苗的

一种补充。虽然这种策略并不能替代现有的季节

流感疫苗，但是其提供的部分广谱保护作用可以

削弱大流行流感的第一波爆发时而引起的高死亡

率。

3   研发流感广谱疫苗的挑战及对策

虽然对于流感病毒的基础研究已经获得了长

足的进步，疫苗生产也有了一些进展(传代细胞为

介质的高密度流感病毒培养方法)。但是目前几乎

所有的流感疫苗生产还是依赖于30多年前建立的

基于鸡胚的方法，效率不高并有一些局限性。现

在的流感疫苗研发体系在流感大流行的情况下则

显得力不从心。一些疫苗制备技术以及免疫策略

的创新值得关注。

3.1  减毒活疫苗研究进展

在反向遗传技术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科学

家们通过直接的病毒基因改造，能更快更好地得

到更高效的疫苗株。正如先前提到的，减毒活疫

苗虽然对机体有潜在危害性，但是这种疫苗在引

起免疫反应，尤其是诱导具有广谱保护活性的T细
胞免疫反应上有很大的优势，研究者希望能够进

一步去除病毒的致病性因子来进一步确保减毒疫

苗株的安全性。流感病毒的非结构蛋白NS1是一个

典型的致病性因子，它的作用主要是拮抗宿主的

免疫反应 [65]，通过反向遗传学技术，许多实验室

构建了NS1删减或者缺失的减毒毒株，能够进一步

将病毒的毒力进行减弱，确保疫苗的安全性。但

是NS1完全缺失的病毒只能在哺乳动物细胞系

Vero(干扰素缺陷)或者6周龄的鸡胚中生长，而不

能在干扰素通路完整或者健全的细胞或者活体上

生长，这就意味着NS1缺失的病毒减毒太弱，它不

能够在人体充分引起较强的免疫反应[66]。虽然NS1
部分缺失的病毒只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对干扰素

的抵抗作用，在小鼠实验中，NS1部分缺失的病毒

比NS1全部缺失的病毒能引起更强的体液免疫[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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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NS1缺失性减毒疫苗株外，许多实验室也在研

发有关流感病毒的其他蛋白的减毒疫苗株，例如

核输出蛋白NEP[68]、基质蛋白M1[69]以及聚合酶

PB2[70]等。现在使用的三价灭活流感疫苗包括A型

流感病的H1和H3两种亚型以及B型流感。目前，

通过对病毒基因组包装信号的改造，研究者拯救

出可以包含9个基因片段流感病毒，并且同时表达

H1和H3两种不同亚型的HA[71]。这种基因工程毒株

的毒力和生长同野生毒株比起来都大大地减弱

了，并可以给机体提供更广泛的保护作用。另

外，使用HA基因替代流感聚合酶PB2基因，可以

拯救出PB2缺失的复制性缺陷的流感病毒，这种病

毒可以人为更改HA基因的亚型，也可以表达2种
不同的HA蛋白[70]。不过这种病毒由于聚合酶PB2
的缺失，只能够在特定的表达PB2蛋白的细胞体系

中进行增殖。这种病毒在正常的生物体内，能够

进行正常的感染过程，不能够顺利完成复制，所

以对机体的潜在危害降至最低。这种病毒疫苗同

灭活疫苗相比较，能更有效地引起毒株特异性的

抗体反应，但是这种复制缺陷的双价疫苗对T细胞

的激活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需要注意的是，在自然感染时，在能够有效

抑制病毒复制的记忆T细胞免疫应答产生前，流感

病毒在体内滴度以及症状都已经开始下降与好

转。因此，对于基于T细胞表位的广谱流感疫苗设

计，如何能够诱导和维持足够强的T细胞免疫应答

是很关键的。这种疫苗能够在新的流感病毒爆发

的第一波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3.2  免疫策略的研究

由于能够引起保护性免疫反应的流感病毒抗

原的免疫原性都比较弱，广谱疫苗的研发需要创

新的免疫策略:  (1)使用佐剂的多肽疫苗。多肽疫

苗的形式可以在一种疫苗中包含多个表位，但是

由于多肽的免疫原性较弱，所以需要高剂量的抗

原以及佐剂的加入从而增强机体的免疫反应。但

是一旦涉及到新的佐剂，其应用与临床的安全性

审批也是需要考虑别的因素。(2)多肽与载体蛋白

融合表达。这种形式的多肽疫苗能够增强多肽的

免疫原性，能够用作载体蛋白的有乙肝核心抗

原、细菌鞭毛蛋白等。(3)病毒载体表达的多肽或

蛋白。病毒载体呈递的流感抗原可以引起体液免

疫反应和细胞免疫反应。主要病毒载体有改良的

痘病毒载体、腺病毒载体等。(4)病毒样颗粒。病

毒样颗粒可以将HA、NA、M2等膜蛋白以天然状

态展示到表面，并且可以使免疫系统对抗原的识

别更加有效。其中基于铁蛋白(ferritin)的表达HA
的流感VLP疫苗在小鼠中取得了一定的广谱保护

活性[72]。(5)基于噬菌体的纳米颗粒。这种疫苗形

式有以下优点：可以在细菌中大规模培养，成本

较低；噬菌体比较稳定，耐储运；噬菌体颗粒免

疫原性较强。目前有基于噬菌体的Me2的流感疫苗

研究发表[73]。(6)DNA疫苗初次免疫，重组腺病毒

载体疫苗或重组蛋白疫苗加强免疫。这种免疫方

法在动物模型以及人体中能诱导针对HA茎秆区的

抗体。对于免疫原的优化选择以及免疫程序的优

化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4   展望

虽然广谱流感疫苗的概念早已提出，但是其

进展相对缓慢。近些年H5N1、H1N1、H7N9等亚

型的流感病毒爆发，使广谱流感疫苗的研发又一

次成为研究热点。随着流感病毒学研究的深入，

广谱中和抗体表位的研究进展以及疫苗技术等的

进步，人类距离新的具有交叉保护活性的广谱流

感疫苗的研发成功已经很近了。尽管阻力重重，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第一个广谱流感疫苗从

临床走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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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杆菌表达的病毒样颗粒疫苗

李少伟，夏宁邵*  
(厦门大学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厦门 361102)

摘要：重组病毒样颗粒是病毒衣壳蛋白外源表达的重要形式，形态结构与天然病毒高度相似，位于纳

米尺度的大小易于被免疫系统识别，可激发机体产生保护性免疫反应，且不含有病毒基因，因此，是

一种理想的疫苗形式，也是基于结构进行疫苗设计的重要结构载体。目前已上市的乙型肝炎疫苗、人

乳头瘤病毒疫苗和戊型肝炎疫苗等基因工程疫苗均采用病毒样颗粒形式。大肠杆菌表达系统被广泛用

于基因工程药物的生产，具有安全性好、生产周期短、易于放大生产等优点，在病毒样颗粒疫苗应用

上具有良好前景。本文综述了利用大肠杆菌研制戊型肝炎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进展，特别是这

些病毒样颗粒疫苗的表达及组装、表位结构特征和临床试验结果。

关键词：疫苗；病毒样颗粒；大肠杆菌；戊型肝炎病毒；人乳头瘤病毒；重组蛋白

Virus-like particle-based vaccine development using  

Escherichia coli expres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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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rus-like particles (VLPs) are generated by the self-assembly of viral structural protein using 
various expression systems. VLPs ensemble native virus particles in morphology and maintain key immune 
epitopes as authentic virus. In light of nanometer-sized particles with diameters of 20- 60 nm, VLPs were 
shown to be a passport to immune recognition, thus being capable of eliciting strong protective immune 
responses. Recombinant VLP-based vaccines have superior safety profiles due to lack of any viral genome. 
There are several licensed and highly successful VLP-based vaccines produced using recombinant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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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such as recombinant hepatitis B, human papillomavirus and hepatitis E vaccine. E.coli expression 
system was well-established in production of biotherapeutics.  This production platform for recombinant 
VLP-based vaccines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rapid replication cycle and amenability for scale-up for 
commercial scale production. This review outlines the success of hepatitis E and 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es derived from E.coli. We highlight the protein expression, particle assembly, key epitope structure and 
clinical trials of these VLP-based vaccines.
Key words:    prophylactic vaccine; virus-like particles; Escherichia coli; hepatitis E virus; human 
papillomavirus; recombinant protein

疫苗是预防病毒性疾病最为成功的干预手

段。早期，人们经验地利用动物活体或鸡蛋制备

疫苗，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后期的疫苗更多依赖

于细胞培养方法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新近

在基因递送和表达、纳米颗粒、蛋白质制造和佐

剂技术等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是整合了人单克

隆抗体分离、结构生物学和高通量测序技术，利

用解析中和性单克隆抗体与病毒表面蛋白的复合

物结构，阐明中和作用的结构基础，使得我们能

够从原子水平上进行疫苗抗原的设计。2013年，

两篇Science论文利用结构生物学解析了人呼吸道

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的融合

细胞前中和表位构象并进一步设计新型的RSV疫

苗，这一领域的进展被美国Science杂志评选为年

度十大科学突破之一
[1]
。可以说，随着各种技术的

进步和学科的融合，我们已经进入分子疫苗学时

代。

病毒样颗粒(virus-like particles，VLPs) 是由病

毒的一个或多个结构蛋白在体内或体外自组装而

成的空心颗粒，因其不含病毒的遗传物质，无法

复制和扩增，而不具备感染致病的能力。VLPs在
形态结构上与天然病毒颗粒相似，很好地模拟天

然病毒的抗原表位，数十纳米的尺度(大约40nm)
和高度有序的表位结构也有利于树突状细胞的吞

噬和抗原加工，从而有效地诱导机体产生对病毒

的免疫保护反应
[2]
。与传统疫苗相比，VLPs具有

相当的免疫原性和更好的安全性而成为一种理想

的疫苗形式，它还可作为载体蛋白携带外源抗原

或通过化学耦连接入非蛋白抗原，是疫苗设计的

重要构件。目前，已发现35种病毒的蛋白能形成

VLPs[3]
，其中，已上市的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HPV)和戊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E virus，HEV)等三

种基因工程疫苗均采用VLPs的疫苗形式
[4]
。

为了充分去除杂质，特别是避免含有病毒基

因，VLPs的制备通常在表达系统外源表达后进行

体外组装。表达系统可分为真核表达系统和原核

表达系统。其中，真核表达系统包括杆状病毒/昆
虫细胞表达系统

[5, 6]
、植物体表达系统

[7, 8]
、酵母表

达系统
[9, 10]

、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系统
[11]
，而原核表

达系统主要为大肠杆菌表达系统
[12, 13]

。真核表达系

统具有复杂的蛋白辅助折叠与后期修饰等功能，

因而大部分病毒的衣壳蛋白在真核系统都能形成

VLPs。但是由于真核表达系统常面临培养周期

长、成本高、表达量低、难纯化等难题，制约了

VLPs疫苗的研发速度。

与真核表达系统相比，大肠杆菌表达系统更

早、更广泛地被应用于生物医药领域，并且是公

认的高效、低成本、安全性良好的表达系统。大

肠杆菌来源的疫苗产量高、成本低，尤其适合开

发面向全世界(特别是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新型疫

苗。但由于颗粒性抗原结构和组装都较为复杂，

一般认为在大肠杆菌中的组装效率较低，因此，

如何利用大肠杆菌进行颗粒性抗原的表达和组装

是当今疫苗界的难题之一
[14]

。近几年来，在利用

大肠杆菌表达系统制备VLPs的技术取得了一系列

突破，据统计，大肠杆菌表达系统可表达35种
VLP中的16种，大肠杆菌表达的VLP可由包涵体复

性得来，也可利用低温培养的策略获得可溶性的

表达，甚至可以同时表达多个结构蛋白进行多层

颗粒共组装
[15]

。其标志性事件为全球首个戊型肝

炎疫苗成功上市，该疫苗是第一种采用了大肠杆

菌表达系统的VLPs疫苗
[16]

。此外，使用大肠杆菌

表达系统的HPV16/18型双价疫苗(宫颈癌疫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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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V6/11型双价疫苗(尖锐湿疣疫苗)均已进入了临

床试验阶段。

1   戊型肝炎病毒 VLPs 疫苗

1.1  戊型肝炎病毒

戊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E virus，HEV)引发的

急性肝炎是全球主要的病毒性肝炎之一，症状与

甲型肝炎类似，多数呈自限性，但症状更重，病

死率更高，特别是孕妇病死率可高达20%[17]
。慢性

肝病患者合并戊肝感染易引发肝衰竭，死亡率达

70%[18]
。HEV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播，偶尔可通过输

血或垂直
[19]

途径传播。与大多数粪-口传播的传染

病一样，提供清洁饮用水及加强人畜排泄物的消

毒处理是最重要预防戊型肝炎的措施。然而，这

些措施在疫区往往不易及时做到，如果疫情一旦

形成，仅凭这些措施也难以迅速消除疫情，接种

疫苗是个体防护戊肝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手段，

也是避免戊肝疫情爆发的有效手段。由于HEV仅

能在人或其他灵长类动物原代肝细胞中进行持续

培养，体外大量培养戊肝病毒未能取得成功，无

法进行减毒或者灭活疫苗的开发。因此，基因工

程疫苗成为研究的主要思路。

1991年，Tam 等 [20]
首次报道HEV的全基因序

列，揭示HEV基因组为线性单股正链的RNA，全

长约为7.2 kb，包含3个开放读码框架(ORF)。其

中，ORF1开始于HEV病毒基因组的5’端，编码 
1 693个氨基酸多肽，包括病毒复制和蛋白加工所

需的非结构蛋白，包括甲基转移酶RNA依赖的

RNA 聚合酶(RdRp)、RNA解旋酶、木瓜酶样丝氨

酸蛋白酶以及未知功能的X和Y结构域(与rubella病
毒相似)[21]

。ORF3 共含369个碱基，编码123个氨

基酸的磷酸化小肽(pORF3)，无糖基化，大小约为

13.5 kD，参与病毒入侵免疫系统、调控病毒复制

和衣壳组装
[22]
。

ORF2全长1 980 bp，编码660个氨基酸的主要

结构蛋白pORF2。ORF2蛋白N端为典型的信号肽序

列，其后是一个富含精氨酸的强正电结构域，与病

毒组装过程中的基因组RNA衣壳化(encapisidation)
有关。ORF2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信号肽识别蛋白

(SRP)机制进入内质网(ER)，并在ER中糖基化和累

积，可能在此形成衣壳的子粒(capsomer)。PORF2

可能与HBV的MS蛋白一样直接由ER分泌至细胞表

面，而无需经Golgi体。病毒体最后的组装/成熟因

需要基因组RNA的衣壳化，因此必然发生在ER外

的胞浆中或胞膜内壁，gpORF2在细胞膜上的聚集

可能意味着病毒体的装配。同时，衣壳蛋白在细

胞膜上的定位也提示成熟病毒通过芽生方式分泌

至细胞外的可能性。采用具有修饰功能的体外转

录翻译体系进行PORF2的体外翻译，获得88 kD的

gpORF2除单体外，还可见明显的二聚体形式，说明

gpORF2有自发形成同源二聚体的倾向，病毒衣壳的

子粒很可能即是由gpORF2的同源二聚体组成
[23]
。

HEV分离毒株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分析显

示，感染人类的HEV可分为4种基因型，相同基因

型的病毒同源性大于90%，而不同基因型之间的同

源性为70%~90%[24]
。地域上，基因1型主要分布在

亚洲和非洲部分，基因2型主要在墨西哥和西亚，

这两种都只能从人身上分离到，与水源性爆发和

散发型传播相关；基因3型零星分布在世界各地，

基因4型病毒主要存在亚洲和欧洲，3型和4型病毒

可由于食用感染病毒的猪肉传给人类，猪也可以

感染分离自人的这两种型别HEV。提示这两类

HEV感染宿主存在差异，即基因1、2型只感染

人，基因3、4型除了感染人，还能感染其他哺乳

动物，属人兽共患病毒。幸运的是，由于ORF2编
码的结构蛋白氨基酸序列具有较高的同源性，不

同基因型HEV的血清学表现相似，各基因型病毒

间的交叉保护实验证明，4种HEV基因型属于同一

种血清型，为疫苗的研制提供了便利。

1.2  戊型肝炎病毒的免疫表位和结构基础

ORF2编码单一的结构蛋白组成病毒衣壳，含

有感染血清抗体识别的表位区域，多肽位移法测

定表位分区显示：HEV可划分为6个抗原区域，至

少26个表位区域，其中aa 12-147、aa 381-504和aa 
573-660区域表位最为集中

[25]
；此外，重组蛋白的

性质研究发现ORF2蛋白的C端2/3可以形成较强的

构象依赖性表位，识别这些表位的抗体在大多数

感染者体内可持续相当长时间，而ORF2 N端1/3部
分(aa 1-224)具有较强的急性期表位，在感染后期

较快下降直至消失
[26]
。

Li等[27]
利用含有ORF2 aa112-660的重组杆状病

毒分别感染Tn5和SF9细胞，均可见58 kD和50 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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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蛋白的表达，其中58 kD蛋白在两种细胞中的

表达、定位以及与细胞成份的结合等方面均未见

明显差别，但50 kD蛋白在两种细胞中的表达方式

差别明显：SF9细胞中50 kD蛋白明显滞留于细胞

内，而Tn5细胞中50 kD蛋白大量见于培养上清，

免疫荧光检测先可见HEV特异蛋白在细胞局部的

聚集，细胞浆中可见大量的平均23.7 nm的病毒样

颗粒。50 kD蛋白的两端测序表明N段仍为aa112，
而C端为aa 607。以VLPs作为抗原检测HEV IgG和

IgM抗体，具有良好的灵敏度和特异性。Zhang等
人

[28]
在大肠杆菌中表达了ORF2 aa 394-606的E2蛋

白可自发形成同源二聚体，且二聚体与病人恢复

期血清反应性远远高于单体，提示存在二聚体依

赖的强构象表位。Li等[13]
进一步表达ORF2 aa 368-

606的p239蛋白，发现其在4M尿素中即可在盐的

作用下形成20 nm左右的病毒样颗粒，提示其N端

可通过疏水相互作用对同源二聚体亚单位进行颗

粒组装，利用突变分析鉴定了E2和p239蛋白中与

二聚化和颗粒化相关的关键结构域。Zhang等[29]
鉴

定了E2蛋白上至少存在两个免疫优势的中和表位

8C11和8H3，有趣的是，8C11 抗体的结合可促进

8H3单抗的结合，并利用天然HEV病毒在体外和体

内实验中验证了这两个表位协同作用的存在。

1999年Xing等[30]
对昆虫细胞表达的VLPs进行

低温电镜(cryo-EM)三维结构重建，获得分辨率为

22 Å的空间结构，揭示HEV VLP为T=1的等二十面

体对称结构，由60个单体蛋白组成，表面有明显

突起，内部为空心，二倍轴方向的同源二聚体构

成衣壳子粒(capsomer)。2009年Yamashita等[31]
和

Guu等[32]
分别解析HEV基因3型和4型VLP的晶体结

构，分辨率为3.5 Å，结构显示，VLP由三个结构

域组成：S结构域(aa 118-303)构成病毒衣壳的基底

层，P1或称M结构域(aa 314-453)在衣壳颗粒的2
倍、3倍和5倍轴上形成相互作用，P2或称P结构域

(aa 455-603)突出在病毒衣壳表面。同年，Li等[33]

获得了2.0 Å的E2s结构域(aa 455-603)高分辨率结

构，阐明了二聚体形成的关键氨基酸和作用机

制，并分析了E2s上的中和表位区域，证明ORF2
蛋白的二聚化结构是病毒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所

必需的。Tang等[34]
解析了1.9 Å分辨率的E2s和中和

抗体8C11 Fab的免疫复合物晶体结构，首次精确定

位了HEV中和表位，关键氨基酸位于Glu479、
Ser497、Arg512、His577、Arg578和Lys534，其中

Ser497决定该中和表位在宿主选择上的差异。

1.3  戊型肝炎疫苗的研究

1993年Purdy等[35]
首先报道利用大肠杆菌表达

缅甸株ORF2 C端2/3(aa 225-660)的重组蛋白trpE-
C2，采用铝盐佐剂免疫食蟹猴，4周后抗体阳转，

以HEV缅甸毒株和墨西哥毒株进行攻毒，与对照

组ALT升高和排毒相比，蛋白免疫组病毒性肝炎生

化指标正常，甚至未见粪便排毒。Tsarev等[36]
采用

昆虫杆状病毒表达系统表达HEV ORF2蛋白，并纯

化获得纯度大于99%以上的HEV特异蛋白，吸附于

佐剂后按每剂量50 μg、10 μg、2 μg、0.4 μg、0 μg 
(对照)五组0 d、28 d两针免疫恒河猴，每组4只，

免疫后4周以30万MID50同型病毒(SAR-55株)进行

攻毒，结果蛋白免疫组16只猴均不发病，肝活检

仅1只2 μg 组和1只0.4 μg组出现轻微病理改变。

Genelabs公司研究人员同样采用昆虫细胞表达ORF2
的aa 112-660片段，获得大量可溶性的重组62 kD蛋

白，纯化后免疫食蟹猴，可对1000CID50剂量的异

源病毒(墨西哥株)攻击产生良好保护。McAtee等[37]

用昆虫细胞表达的缅甸株ORF2 62 kD蛋白(aa 112-
660)为双联体，用高效液相层析偶联电喷射质谱技

术(LC-MS)将双联体解离，得到56.5 kD和58.1 kD
的多肽，经蛋白质肽谱分析，该两个多肽的N端同

为aa 112，C端分别为aa 637和aa 652，其中56.5 kD
蛋白具有良好的免疫反应性。这些结果初步证实

了基因工程戊肝疫苗的可行性。

2001年，Zhang等[28]
发现用GST融合表达载体

在大肠杆菌中表达HEV ORF2 aa 394-606，经过凝

血酶酶切和纯化后获得二聚体蛋白E2，以弗氏佐

剂免疫恒河猴，可诱导具有保护性的中和抗体。

Li等[13]
将E2蛋白N端延伸至aa 368位置在大肠杆菌

中表达重组蛋白p239，经过分子筛HPLC、动态光

散射、透射负染电镜和原子力显微镜等多种颗粒

检测方法证实病毒样颗粒的形成，以铝佐剂混合

p239免疫小鼠，10 d后全部抗体阳转。进一步的恒

河猴动物保护实验显示，铝佐剂配制的p239疫苗

能够使动物抵御基因1型或4型HEV的攻击，即使

在高滴度HEV的作用下仍可完全预防肝炎的发

生，证实p239病毒样颗粒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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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保护性。结构上，p239的尺寸是E2蛋白的5~8
倍

[4]
，虽然两者的免疫反应性相当

[13]
，但p239的免

疫原性较E2蛋白提高了近200倍[38]
，使其成为有效

的预防性疫苗，显示了大肠杆菌表达VLP的重要

性。

HEV p239疫苗在I/II期临床试验中显示了良好

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39]

，并确定人用剂量为每针

次30 μg，免疫程序与乙肝疫苗相同，即0、1、6月
三针免疫。2007年8月在江苏省东台市启动p239疫苗

的单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乙肝疫苗)对照的

III期临床试验。试验共招募122 179名16~65岁健康

志愿者，经筛选并有效接种第1针的人数共112 604 
人，全程接种97 356人，全程接种率为86.46%；其

中试验组和对照组有效接种第1针各56 302人。从

而，完成了戊肝疫苗第一个、也是史上临床试验

人数最多之一的Ⅲ期临床试验
[40]

。获得结果包

括：

(1)安全性：在整个研究期间未发现与疫苗相关的

异常反应、偶合反应及严重不良事件。在接种结

束后5年的长期安全性观察中，试验组的严重不良

事件发生率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且均与疫苗

接种无关，提示受试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回

顾性分析在III期临床试验过程中接种戊肝疫苗期间

意外怀孕的妇女的不良反应和胎儿的发育情况，未

发现任何异常
[41]
。同时，数据表明乙肝病毒携带者

接种戊肝疫苗的安全性与一般人群无异
[42]
。

(2)免疫原性及免疫持久性：戊肝疫苗全程免疫后

1个月，受试者戊型肝炎IgG抗体阳转率为98.69% 
(95% CI：98.35%~98.97%)；免后平均抗体水平为

19.02 WU/ml(95% CI：18.62~19.43 WU/ml)；免后抗

体平均增长倍数为139.27倍(95% CI：134.01~144.74
倍)。接种戊肝疫苗的受试者在全程免疫后2年内抗

体阳性率保持在99%以上，在全程免疫后第25个月

抗体几何平均滴度下降到1.6 WU/ml，仍高于自然

感染戊肝病毒后抗体几何平均滴度。提示戊肝疫

苗具有较好的免疫原性，且在全程免疫后24个月

时仍能保持较高的戊型肝炎IgG抗体阳性率和抗体

水平。对乙肝病毒携带者亚组进行分析，数据表

明戊肝疫苗在该人群中诱导的抗体水平与一般人

群无异。

(3)预防戊型肝炎的效果：在97 356名全程接种

的受试者中，自全程接种后1个月起的连续1年
内(7月~19月)，共确诊了15例戊型肝炎病例，均

发生于对照组，疫苗保护率为100.0%(95% CI：
72.14%~100.0%)。受试者于0、1月接种前2针戊肝

疫苗之后，在5个月的时间内(接种第3针之前)获得

的保护率为100.0%(95% CI: 9.1%~100.0%)，暗示

戊肝疫苗接种在戊肝爆发时的应用潜力，此外，

受试疫苗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人群中均具有对

戊型肝炎的预防作用。同时，HEV 239疫苗也能

够有效预防HEV隐性感染，保护率为78.3%(95% 
CI: 65.6%~86.3%)，这对于某些戊肝感染的高危人

群，如免疫缺陷患者，基础性慢性肝病病人，食

品从业人员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43]
。

大肠杆菌表达的HEV 239戊型肝炎疫苗(益可

宁
®
，Hecolin®)已经获得新药证书、生产文号，并

通过GMP生产标准检查，于2012年10月27日正式

上市，为戊型肝炎的预防提供利器
[16]
。

2   人乳头瘤病毒 VLPs 疫苗

2.1  人乳头瘤病毒与相关疾病

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HPV)是
一类DNA病毒，能感染人的表皮及粘膜上皮，诱

导上皮组织的疣状增生乃至良恶性肿瘤，据估计

5%的人类肿瘤是由HPV导致的
[44]

。其中，女性第

二大恶性肿瘤宫颈癌与HPV关系最为密切，世界

范围内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约50万，其中86%的病

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

约10万，死亡病例约3万。此外，HPV还与口腔

癌，肛门癌，女性的阴道癌、外阴癌，男性的阴

茎癌有着高度的相关性。除恶性肿瘤之外，HPV
感染还能引起上皮组织的多种良性的细胞增生，

如尖锐湿疣、复发性乳头状瘤等。其中，尖锐湿

疣是一种相当常见的性传播疾病。虽然该疾病为

良性病变，但是具有反复发作、不易痊愈的特

点，往往会给患者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及经济负

担。

HPV属于乳头瘤病毒科(Papillomaviridae)乳头

瘤病毒属(Papillomavirus)[45]
，是一类无包膜的，嗜

上皮组织的小双链DNA病毒，在电镜下，天然的

HPV呈现T=7的等二十面体对称结构。HPV基因组

大约有7.2~8 kb，包含8个开放读码框，编码6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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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蛋白和2个晚期蛋白，其中，晚期基因区(L区)长
约3 000 bp，编码2个病毒衣壳蛋白，即病毒主要

衣壳蛋白L1和次要衣壳蛋白L2，两种蛋白共同组

成病毒的衣壳，与病毒包装、入胞、感染等密切

相关。L1衣壳蛋白是HPV衣壳蛋白的主要成份，

基因全长约1.5 kb，蛋白表观分子量为55~60 kD，

占病毒衣壳蛋白总量的80%~90%。L2衣壳蛋白也

参与病毒颗粒的形成
[46]

，L1、L2蛋白以5:1的比例

共同组成病毒颗粒，其中L2蛋白位于五聚体中心

的长轴上
[47]

，L2蛋白可能在病毒基因组DNA的包

装中起到主要作用，并参与了病毒侵入宿主细胞

的多个步骤
[48]
。

由于乳头瘤病毒(PV)缺少可靠的细胞培养模

型以及血清标志物，其命名与分类主要依据宿主

特异性和基因组序列
[45]

。其中，L1基因高度保

守，差异最大的PV中L1基因同源性依然高达

40%，通常根据L1蛋白的同源性进行分型，同源

性小于60%分为不同的类(Genus)，在60%~70%之

间为种 ( S p e c i e )，在7 0 % ~ 9 0 %之间为同一型

(Type)，在90%~98%的不同病毒为亚型(Sub-type)
而同源性在98%以上的不同株则被定义为型内变异

(Variant)。目前，分类依据增加了编码早期蛋白E1
和E2的基因序列，依据E1-E2-L1的同源性PV可以

分为29类，用希腊文字母表示。HPV主要存在于

alpha、beta、gamma、mu以及nu 5类中，其中

alpha类的HPV主要引起生殖道粘膜病变，称为嗜

生殖道粘膜型。导致恶性肿瘤的高危型HPV主要

分布alpha类中的第5、6、7、9、11种，其中较为

常见的HPV16属于第9种，HPV18属于第7种，而

主要引起生殖器疣的HPV6、11属于第10种。目

前，已知的HPV型别累计180多种，且不断有新的

型别被分离鉴定。

2.2  人乳头瘤病毒免疫表位和结构基础

HPV的病毒颗粒由L1和L2蛋白共同组成，L1
位于表面，L2位于内部且含量较少，因此，免疫

血清中绝大多数的抗体都是由L1蛋白诱导产生

的。外源表达的L1蛋白可以在体外自组装成VLP
而不需要L2蛋白的参与，而利用真核细胞 (如
293FT、293TT和昆虫细胞等)共表达L1和L2蛋
白，可形成同时含有L1和L2以及包裹报告基因的

HPV假病毒。低温电镜结构显示，5个L1蛋白单体

聚合形成星状的五聚体形态(即壳粒，capsomere)，
72个壳粒通过相互作用组装成为与天然病毒结构

类似的T=7等二十面体对称结构的VLP[49]
，假病毒

中L1蛋白结构与VLP相同，L2则结合于L1五聚体

的孔洞内部。形态上VLP与天然病毒颗粒无异，

保留了病毒衣壳的天然构象，且不含有病毒基因

组，是理想的HPV疫苗形式。

晶体结构结果显示，HPV16 L1的三级结构核

心是由20-382位氨基酸残基所组成的一个典型的

“果冻卷”状β折叠桶，其中含有两组各4条β片层组

成的反向平行的结构，该8个β片层结构分别以字

母B到I命名。在各个β片层之间有B-C、C-D、

D-E、E-F、F-G和H-I环状连接肽连接。其中的

DE、FG、HI三个连接肽具有较大的柔性，明显突

出于β折叠桶的外表面，是HPV L1蛋白抗原表位的

主要分布区域，五个L1蛋白紧密接触，形成14Å的

中空的圆台状五聚体，五聚体结构中伸出的L1蛋
白C端的α螺旋区域，与另一五聚体的EF环相互作

用，由Cys428与相对应的L1蛋白Cys175形成二硫

键，连接两个五聚体，最终组装形成颗粒结构
[50-52]

。

多个型别HPV L1蛋白氨基酸序列的比对结果

显示，几乎所有的序列高变区均位于五聚体外表

面上的环状结构区域(BC、DE、EF、FG和HI)，提

示这些高变区是HPV血清型和组织特异性的结构

基础。利用多株HPV 中和单抗的进行突变定位，

其结合位点均位于表面环高变区内
[51,53-57]

。虽然有

低分辨率的电镜结构显示，中和抗体与L1蛋白结

合比例包括1个抗体Fab结合1个单体、1个五聚体

等结合方式，但目前尚无免疫复合物晶体结构鉴

定L1表面免疫表位的报道。结构显示这些环状结

构在五聚体的表面聚集成了复杂的空间结构，且

多个一级序列距离较大的环共同形成了表面结构

特征，构成了型特异性的构象中和表位，可以预

见只有保持天然构象的L1蛋白才能诱导保护性的

中和抗体，中和表位的形成是HPV VLP疫苗的结

构基础
[58,59]

。HPV主要中和表位具有型特异性，这

也是目前HPV疫苗采用多价策略的主要原因
[51]

。

虽然，HPV L2蛋白免疫原性低下，但最近研究表

明，处于包埋状态的L2的表位可能在病毒感染过

程中暴露，其诱导中和抗体具有型别交叉的中和

活性，且多数为线性表位，可以进行移植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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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为研究广谱的HPV疫苗开辟了新的思路。

2.3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研究

由于HPV具有严格的种属特异性，病毒生活

史依赖于宿主细胞的分化过程，难以在其他动物

或细胞中进行繁殖或体外培养，且HPV基因组中

含有致癌基因，因而无法采用传统的减毒或灭活

方式研制HPV疫苗，目前已上市或研究中的HPV
预防性疫苗多数采用基因工程疫苗形式。已上市的

HPV疫苗包括默沙东(Merck)公司的HPV16/18/6/11
四价疫苗Gardasil®[60]

和葛兰素史克(GSK)公司的

HPV16/18二价疫苗Cervarix®[61]
，已在世界范围内

广泛应用，但在我国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目前，

我国多家研究机构或企业利用大肠杆菌、酵母和

昆虫细胞等表达系统进行HPV疫苗的研究开发。

2.3.1  人乳头瘤病毒四价疫苗 Gardasil®(Merck 公

司 )
HPV疫苗Gardasil®

为四价疫苗，含有HPV6，
11，16，18四种型别，适应症为预防因这些病毒

的感染及其导致的宫颈癌、尖锐湿疣等疾病。关

键技术是通过基因密码子优化，使其适于在酿酒

酵母中高效表达，L1蛋白纯化后经过颗粒重组装

形成VLP。
在上市前Gardasil®

先后共进行了12次临床试

验，共21 514名志愿者接种了疫苗(11 813人接种试

验苗，9 701人接种安慰剂)，全部采用0，2，6月
三针免疫方案。最初的I/IIa临床试验在3 160人中

评估了三种单价疫苗(HPV11、HPV16和HPV18)的
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结果显示，在随访的4~5年
间，Gardasil®

对相应型别HPV持续感染、相关

CIN2/3以及原位癌的保护率为100%(76%~100%)，
对相应病毒引起的外生殖器病变(包括生殖器疣和

阴道、阴门瘤样病变 )保护率也是100％ (88%~ 
100%)[62]

。

2.3.2  人乳头瘤病毒二价疫苗 Cervarix®(GSK 公

司 )
HPV疫苗Cervarix®

主要针对HPV16,18所引起

的宫颈癌、宫颈癌前病变及阴道癌前病变。与

Gardasil®
不同，Cervarix®

采用了杆状病毒昆虫细胞

表达系统，虽然表达成本较高，但是具有表达蛋

白活性高、不存在过度糖化等显著优点。此外，

Cervarix®
采用了全新的佐剂系统AS04。传统佐剂

不同，AS04含有3-去酰基脂质A。脂质A为革兰氏

阴性菌表面的脂多糖，具有很强的佐剂效应。但

是由于其强烈的内毒素毒性，无法应用于疫苗

中，但经过磷酸化修饰的脂质A，既保留了佐剂特

性又极大降低了毒性，进一步去酰基化修饰，内

毒素毒性减至最低。含有3-去酰基脂质A的新型佐

剂AS04之前应用于HBV疫苗，被证明具有良好的

佐剂效果和安全性。

在临床试验中，Cervarix®
对HPV16/18持续感

染保护率为96%(75%~100%)HPV16/18相关CIN的

保护率达到100％(42.4%~100%)。在4.5年后，免

疫人群的HPV16/18抗体阳性率仍达98％。此外，

研究还发现，除了HPV16/18以外，Cervarix®
对于

同属高危型的HPV 45、HPV52及HPV 31也有保护

效果，并且对15~55岁年龄段的女性都有效果
[63]
。

2.3.3  基于大肠杆菌表达的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由于真核表达系统的表达量低，培养成本

高，给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带来了困难，并且使得

最终产品的成本高昂，限制了其在发展中国家的

应用。厦门大学与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在戊肝疫苗成功的基础上，研制基于大肠杆菌

表达系统的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目前， HPV16/18
宫颈癌疫苗已经进入III期临床试验，HPV6/11尖锐

湿疣疫苗已获得临床批件。经过优化的HPV L1基
因在大肠杆菌中高效表达，并经过独特方法纯化

和重组装的VLP吸附到传统的铝佐剂上，免疫程

序为0、1、6月。其中，HPV16/18疫苗的I和II期临

床试验显示了良好的安全性和与已上市疫苗相当

的中和抗体生成水平
[64]

。基于大肠杆菌的HPV疫

苗将在生产成本上具有优势，有望在全世界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的宫颈癌、尖锐湿疣等HPV相关疾

病防控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3   结语与展望

采用基因工程和细胞培养技术的病毒样颗粒

疫苗是人类病毒疫苗史上的一大突破，与传统的

减毒或灭活疫苗相比，高度纯化的VLP疫苗具有

组分单一，不含有病毒核酸，良好的安全性和质

量可控等显著的优点，但是研究难度更大，虽然

有数十种的VLP在实验室中成功制备，但是极少

数能够在疫苗应用中取得突破，获得合适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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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工艺、组装工艺和制剂工艺组合是阻碍其发

展的重要原因。大肠杆菌表达系统在基因工程药

物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制备和组装大尺度

的、结构复杂的VLP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

蛋白质结构优化和分子设计入手，同时进行大肠

杆菌的外源表达调控机制相关的功能基因改造，

使其更适合VLP的表达和组装，可能是解决问题

的途径。但无论如何，基于大肠杆菌的戊型肝炎

疫苗和HPV疫苗的成功研制给了我们信心和鼓

舞，相信最简单的大肠杆菌表达和最接近病毒免

疫功能的VLP技术相结合，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全

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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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DNA 疫苗到耐受疫苗：全新的适应症和抑炎前景

耿 爽，钟一维，王 宾*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育部和卫生部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上海200032)

摘要：DNA疫苗技术从1990年代发现到至今，已经创造成功了4个临床兽用疫苗或产品，并仍然有数

十个产品正在临床验证的不同阶段。通过不断提高DNA质粒进入体细胞的效率，DNA疫苗将具有更

强的免疫应答效率，从而使得DNA疫苗走向更多和更广泛的临床应用。DNA疫苗不仅可以增强机体

免疫系统的应答反应，利用其与蛋白质疫苗共免疫的方式也可以产生特异性的免疫耐受反应用于抑制

免疫反应。基于DNA疫苗的诱导免疫耐受的疫苗技术开辟了全新的过敏性疾病和自主免疫疾病的干预

领域，具有重要的临床潜力和应用前景。

关键词：DNA疫苗；耐受疫苗；共免疫；佐剂；过敏性疾病；自主免疫疾病

From DNA vaccine to tolerogenic vaccine 

——whole new disease targets and anti-inflammation horizon
GENG Shuang, ZHONG Yiwei, WANG Bin*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Vir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ealth,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From its discovery up today, DNA vaccine technology has produced four veterinary products 
in the market alone with several dozens of clinically testing products on going at various stages. Breaking 
through its initial bottleneck of weak immunogenicity, the enhanced 2nd generation of DNA vaccine delivery 
makes more applicable and attractive to use in terms of increasing over hundred fold of immune responses 
to its expressing antigen. DNA vaccine is not only used to develop vaccine against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cancers, but it could also be used to develop so-called “Tolerogenic Vaccine” to suppress host immune 
responses, in which inflammatory disorders such as allergy, asthma and autoimmune diseases can be trea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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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is technology. This review will introduce this new area of DNA vaccine technology for its potential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Key words:    DNA vaccine; tolerogenic vaccine; Co-immunization; adjuvant; allergy; autoimmune diseases

最初为对抗感染性疾病的蔓延，人们通过预

防接种疫苗产生人群水平的保护性免疫，清除了

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等疾病。之后针对肿瘤疾病，

人们通过接种治疗性疫苗，激活杀伤性免疫清除

肿瘤和癌变细胞，成功案例如美国FDA批准上市

的治疗前列腺癌的Provenge疫苗
[1, 2]

。DNA疫苗作

为继减毒/灭活病毒疫苗、重组蛋白疫苗之后的第

三代疫苗，不仅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操作使用优

势，同时也对疫苗的基础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本文将集中针对DNA疫苗的现状及新的耐受

疫苗发展方向进行论述，并初步讨论其临床意

义。

1   DNA 质粒进入体细胞的效率是目前 DNA

疫苗有效性的瓶颈

DNA疫苗的概念孕育于简单的实验：体内和

体外的质粒转染可导致蛋白表达，而表达的蛋白

可作为抗原引起机体免疫反应。DNA疫苗研究始

于20世纪90年代，199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John 
Wolff等人偶然发现给小鼠肌肉注射外源性重组质

粒后，质粒被摄取并能在体内至少两个月稳定地

表达所编码蛋白；1992年的冷泉港疫苗年会中，

来自三个独立的实验室的科学家Margaret Liu、
Robinson和Wang在大会上报告免疫质粒DNA可以

产生针对流感或HIV的免疫反应，被视为DNA疫

苗的开端
[3]
。随后的大量动物实验都说明在合适的

条件下，DNA接种后既能产生细胞免疫又能引起

体液免疫。因此，1994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专题

会议充分肯定了核酸疫苗的潜在应用价值，DNA
疫苗从效力到成本的潜在优点使其成为今后疫苗

制造的选择。2003年2月15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医学

所的Waine和McManus在Parasitology Today杂志上

将DNA疫苗为“第三次疫苗革命”。
经过20年的发展，DNA疫苗的效果已经在感

染性疾病和肿瘤模型中得到充分证实，并已得到3
种兽用DNA疫苗的批准，分别是马西尼罗病毒

DNA疫苗West Nile Innovator、鲑鱼传染性出血性

坏死病毒DNA疫苗APEX-IHN、狗黑色素瘤疫苗

ONCEP，以及VGX公司的表达生产生长因子的

DNA产品LifeTide。张志
[4]
、王英等

[5]
、熊思东等

[6]

已经在综述中充分论述DNA疫苗的现状和优势。

在临床实验中发现，DNA疫苗虽然具有良好

的安全性，但一般来讲其有效性较低。进一步研

究发现，注射如体内的质粒DNA只有极少一部分

可以进入细胞起到免疫反应，绝大部分都在胞外

降解代谢
[7,8]

。因此，如何提高质粒进入体细胞的

效率成为近年来DNA疫苗的关键问题(图1)。目前

报道的可能解决方案如表1所示。

表1　提高质粒DNA进入体细胞的现有手段

 方式 原理 优点 不足

基本手段 肌肉注射/皮下注射 自然转染 简单易行 效率低

物理手段 基因枪[9, 10] 轰击细胞导入 效率提高 成本高

 电脉冲仪[11-13] 电击穿孔导入 效率极高 电击导致不适

 纹身[14] 皮肤微创导入 效率提高 操作繁琐

化学手段 Bupivacain[15] 增加肌肉转染 简单易行 

 Amiloride[16] 增加APC转染 简单易行

质粒DNA通过序列优化，并与合适的佐剂配

伍后注射入肌肉，被肌肉细胞(Myocytes)和抗原呈

递细胞(APC)吞噬，最终由APC提呈给获得性免疫

系统，起到疫苗效果。其中关键的质粒DNA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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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细胞的过程为现存关键瓶颈。

注射后质粒DNA作为细胞外大分子，很少可

以进入细胞(体细胞转染)而呈递，因此，目前手段

以化学或物理方法提高质粒的体内转染效率。上

述这些方案在证明其安全性和患者依从性后，将

可能为临床应用作出贡献。例如，利用体内电击

仪或电穿孔仪(electroporation device)可以显著提高

DNA质粒进入动物肌肉细胞的效率从而使机体的

免疫反应成百倍增加
[17-18]

。此方法不仅在动物中证

明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目前的人体临床试验也开

始证明了其突出的效果
[19]
。

另外，Wang等 [20]
在2012年报道，与小鼠不

同，人体组织中存在高水平的血清淀粉样蛋白P，
可以强烈结合胞外的DNA，从而大大降低DNA疫

苗进入体细胞的效率。此机制研究成果提供了一

条新的提高DNA疫苗有效性的途径。

2   从 DNA 疫苗到耐受疫苗

经典的疫苗以激活免疫反应，制造局部或系

统炎症为手段，以达到控制感染性疾病和干预肿

瘤的目标。而对过度敏感的免疫反应或针对自身

抗原的自身免疫，需要抑制病理性炎症，控制免

疫反应，经典的激活型疫苗不再能够解决问题。

因此长期以来，对过敏性疾病(过敏性哮喘等)和自

主免疫疾病(1型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和类风湿性

关节炎等)的耐受疫苗研发并不顺利，对临床治疗

的贡献十分有限。由于过敏性疾病和自主免疫疾

病具有庞大的患者基础和困难的临床治疗现状，

耐受疫苗的研发具有重要的意义(图2)。
DNA疫苗已经在感染性疾病(图2A)和肿瘤(图

2B)中证明其激活免疫系统的效果，其衍生疫苗及

与新型佐剂配伍，在过敏性疾病(图2C)和自主免疫

疾病(图2D)中的免疫耐受效果可能是未来的研究

方向。

针对过敏性疾病，目前临床多用过敏原长期

小量接种脱敏
[25]

，达到耐受的目的，可以视为耐

受疫苗。但由于需要多年的接种治疗，患者依从

性不能保证，个体差异较大，所以成功率不高。

而针对自主免疫疾病，研究者尝试利用自主抗原的

表位短肽免疫后诱导耐受
[26]
，目前正在组织临床实

验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2008年，Kang等[27]
报

道多肽联合地塞米松作为疫苗免疫，可以治疗1型

图1　DNA疫苗如何有效进入体细胞是DNA疫苗有效性的关键瓶颈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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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模型并诱导免疫耐受，也为耐受疫苗研发

提供了新的思路。针对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MS)，Mannie等[28]

也阐述了耐受疫苗的

重要意义。表2中整理了耐受疫苗的研究和发展现

状。

在DNA疫苗的研究过程中，本实验室偶然发

现DNA疫苗联合蛋白苗同时注射机体，我们称为

“共免疫”技术，可以产生抑制炎症T细胞的现

象
[29-30]

，并证明“共免疫”可以诱导针对过敏性哮喘

模型
[31]

和自主免疫疾病模型
[32]iTreg细胞并产生特

异性抑制作用。因此我们将“共免疫疫苗”作为重

要的耐受候选疫苗，对机制和临床应用进行研究

开发。

基于耐受疫苗的空白和重要的临床意义，我

们认为以抑制炎症为机制的疫苗方案就有广阔前

景。

图2　从DNA疫苗到耐受疫苗
[21-24]

表2　耐受疫苗现状

耐受疫苗 适应症 原理 优点 不足

口服过敏原 过敏性疾病 粘膜耐受 安全 效果不稳定

皮下接种脱敏(SIT) 过敏性疾病 多次小剂量诱导耐受 成本低 需长期多次接种，繁琐

多肽疫苗 自主免疫如类风性关节炎 特殊表位诱导耐受 质控严格 效果不稳定

模拟肽疫苗(Mimotope) 自主免疫疾病1型糖尿病 诱导免疫耐受

多肽联合地塞米松 自主免疫疾病如1型糖尿病 免疫抑制剂诱导耐受  

DNA疫苗共免疫 过敏性疾病 诱导特异性免疫耐受  

 自主免疫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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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节性 T 细胞是耐受疫苗的重要抑炎机制

近年对免疫耐受的天然存在机制和诱导机制

有重要研究突破，认为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是重要的免疫抑制细胞

[33]
，以Foxp3为

重要的标志，并分泌IL-10、TGF-β等抑制性细胞因

子控制炎症。先天缺失Treg的小鼠和患者均发生累

及多器官的自主免疫疾病。王艳等
[34]
、梅杨等

[35]
、

闫峰等
[36]
已在综述中充分论述了Treg的研究进展。

上述表2中的耐受疫苗均与Treg的诱导相关

(表3)。

且在新的过敏性疾病、自主免疫疾病中也具有重

要的临床应用潜力。通过共免疫疫苗、DNA疫苗

配伍耐受佐剂，以及新的疫苗类型，我们有理由

相信DNA疫苗具有全新的抑炎前景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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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病毒疫苗研究现状与展望

李 敏，金 侠*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病毒疾病与疫苗转化研究组，疫苗中心，上海 200031)

摘要：登革病毒是属于黄病毒科的小型包膜病毒，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通过蚊媒传播。其感染可引起

临床症状轻微的登革热，甚至危及生命的登革出血热和登革休克综合征。登革病毒包含4种血清型，

有效的登革病毒疫苗需对4种血清型的登革病毒均具有抗病毒保护作用。目前，尚未有针对登革病毒

的特效药和成熟的疫苗产品。各类登革病毒疫苗均在研发中，其中一些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本文就

登革病毒疫苗研究进展作一综述并对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登革病毒；免疫；疫苗

                                                                                                   

Current progres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f dengue vaccin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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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al Disease and Vaccine Translational Research Unit, Vaccine Center, Institut Pasteur of Shanghai,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1, China)

Abstract:    Dengue virus is a small, enveloped virus that belongs to the Flaviviridae family. Transmitted 
by mosquitoes i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regions, dengue virus can cause dengue fever and life-threatening 
dengue hemorrhagic fever and dengue shock syndrome. Currently, no licensed vaccines or specific antiviral 
drugs are available. Dengue viruses consist of four serotypes. Effective dengue vaccines will need to confer 
protection against each of the four dengue serotypes. A variety of vaccine candidates are under development, 
some of which are in clinical testing. Here, the current progres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f dengue vaccine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dengue virus；immunity；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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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病毒(dengue virus, DENV)是登革热、登

革出血热(dengue hemorrhagic fever, DHF)及登革休

克综合征(dengue shock syndrome, DSS)的病原体，

通过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和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等昆虫媒介在全球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广

泛传播
[1-2]

。登革病毒感染一般无明显症状，部分

发病患者可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临床症状，轻则表现

为发热、头痛、肌痛、关节疼痛、皮疹，重则发展

为危及生命的登革出血热及登革休克综合征
[3, 4]

。

近年来，随着全球性旅游业的发展、城市化加速

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登革病毒的感染和传

播显示出明显增加的趋势。据专家估计，2010年
全世界约3.9亿人感染登革病毒，9 600万感染者表

现出明显的临床症状，其中亚洲发病患者占

70%[2]
。尽管登革病毒的传播逐渐增加，但是到目

前为止仍没有针对登革病毒的特效药和成熟的疫

苗产品，对登革病毒的预防仅局限于对其传播蚊

媒的控制。登革病毒疫苗的研发经过几十年的发

展缓慢前行，近年来，随着新型登革疫苗的发

展，登革病毒疫苗的研发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本文将以登革病毒的病毒学特性和与宿主免疫反

应的相互作用为切入点，着重对登革病毒疫苗的

发展现状作一综述。

1   登革病毒

登革病毒属于黄病毒科(Flaviviridae family)，
与另几种危害人类健康的病毒如黄热病毒(yellow 
fever virus, YFV)、西尼罗病毒(West Nile virus, 
WNV)、日本脑炎病毒(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 
JEV)以及蜱传脑炎病毒(Tick-borne encephalitis 
virus, TBEV)同属黄病毒属(Flavivirus genus)[5-6]

。

根据血清学中和实验结果不同可将登革病毒分为

四种血清型：DENV-1、 DENV-2、DENV-3和
DENV-4[7]

。登革病毒基因组由一股约11 kb长的单

链正义RNA组成，包含单一开放阅读框(ORF)编码

3种病毒结构蛋白—核蛋白(core protein, C)、膜蛋

白(membrane protein, M)和包膜蛋白(envelope 
protein, E)，以及7种非结构蛋白(nonstructural 
p ro te in ,  NS)—NS1、NS2A、NS2B、NS3、
NS4A、NS4B和NS5。成熟的登革病毒颗粒直径约

50 nm，由核蛋白包裹着病毒基因组RNA，外层的

脂质包膜上镶嵌着两种跨膜蛋白：M蛋白和E蛋
白。M蛋白是其蛋白前体PrM蛋白的水解产物。E
蛋白由约500个氨基酸组成(N端约400个氨基酸为

膜外区，称之为E80，其余为跨膜区)，以同源二

聚体的形式分布在病毒粒子表面，主要参与病毒

的侵入和融合，同时也是宿主体内抗体反应的主

要靶点。E蛋白的膜外区(ectodomain)可从结构和

功能上分为3个结构域：EDI、EDII和EDIII[8]
。其

中EDI作为中心区域，支撑着整个E蛋白架构；

EDII包含疏水性的融合环(fusion loop)，可在酸性

的内吞泡中引起膜融合
[9,10]

；EDIII由类似免疫球蛋

白结构组成，可能参与病毒与宿主细胞表面受体

的结合
[11]
。

2   登革病毒引起的宿主免疫反应

登革病毒感染可诱导宿主机体产生抗病毒免

疫应答，其中与疫苗测试相关的免疫反应主要涉

及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两方面。

2.1  抗体介导的体液免疫反应

登革病毒感染引起的体液免疫反应具有双向

功能：一方面可通过抗体的中和机制起到保护性

功效，另一方面却可以引起严重疾病的发生。

登革病毒的PrM蛋白、E蛋白以及NS1蛋白是

抗体的主要靶点，在初次感染登革病毒的机体中

也可以检测到针对NS3和NS5蛋白的较低水平的抗

体免疫应答
[12,13]

。E蛋白作为病毒粒子表面的主要

成分，是抗体介导的免疫应答最主要的靶点。利

用小鼠单克隆抗体进行的研究表明，EDIII特异性

抗体往往表现出血清型专一性以及较高的中和活

力
[14,15]

，而以EDI和EDII为靶点的抗体易在不同登

革血清型间产生交叉反应，且具有较弱的中和活

性
[16,17]

。初次感染和再次感染登革病毒均可以诱导

机体产生具有抗EDIII活性的抗体，然而EDIII特异

性抗体在整个登革病毒感染引起的人体体液反应

中只占有很小的一部分
[18 ,19 ]

。PrM蛋白其N端

“Pr”片段经宿主细胞内furin剪切后不存在于释放

到细胞外的成熟病毒颗粒中，然而由于PrM蛋白在

细胞内不完全剪切等原因，其特异性抗体也可参

与登革病毒感染引起的免疫反应
[20-23]

，并往往表现

出高度的交叉反应活性
[22, 24]

。NS1蛋白虽然不属于

成熟病毒粒子组成成分，但是可以表达在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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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表面或分泌到细胞外，从而被宿主识别并诱

导免疫反应。NS1特异性抗体也具有不同登革血清

型间的交叉反应活性
[22]
。

初次感染登革病毒产生的抗体往往可以发挥

有效的中和作用来抑制病毒的活性，并使机体长

久地保持对抗同种血清型登革病毒的免疫效应，

然而它却使异种血清型登革病毒感染的敏感性增

加
[25]

。机体内残留的低浓度或低亲和力的交叉反

应抗体可能促进二次登革病毒的感染，甚至造成

具有生命危险的DHF和DSS的发生
[4, 26]

。这种抗体

介导的增强作用(antibody-dependent enhancement, 
ADE)可能是由于非中和的抗体与病毒结合形成抗

原-抗体复合物，并通过抗体Fc片段与表达Fc受体

的宿主细胞相互作用而增强病毒的侵入能力
[27,28]

。

此外，抗原-抗体复合物可能改变宿主细胞内抗病

毒免疫机制以促进病毒的增殖
[29]

。这些有关ADE
现象的解释对登革病毒疫苗的研发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即一个有效的登革疫苗必须为四价疫

苗，可同时对抗4种不同血清型的登革病毒感染。

2.2  T 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反应

登革病毒感染可通过多种病毒抗原诱导机体

产生CD4+
和CD8+ T细胞免疫反应

[30-35]
，引起这些T

细胞免疫应答的抗原表位既分布于病毒结构蛋白

又包括非结构蛋白，尤其是NS3蛋白在T细胞反应

中表现出明显的免疫优势地位
[31, 36,37]

。

登革病毒感染引起的T细胞免疫应答对宿主的

保护效应尚未研究透彻。在IFN-α/β受体缺陷的小

鼠中，CD8+T细胞的缺失引起小鼠体内登革病毒滴

度的上升，而登革病毒特异性CD4+
或CD8+ T细胞

均可增强宿主清除病毒的能力
[38-39]

。对IFN-α/β受
体和IFN-γ受体双缺陷的小鼠(AG129)进行的实验

表明，在二次登革病毒感染中，细胞免疫对病毒

的清除作用和机体的保护功能较弱
[40]

。同时，具

有交叉反应的记忆性T细胞可能在二次异型登革病

毒感染中通过释放大量的促炎症细胞因子而增加

血管通透性并引起严重疾病的发生
[41,42]

。此外也有

研究表明，登革病毒感染造成的疾病严重程度可

能与T细胞免疫应答强度息息相关
[43-46]

。综上，登

革病毒引起的T细胞反应在初次急性感染中发挥一

定的抗病毒的积极作用，而在再次感染(尤其是异

种血清型病毒感染)中不再表现出有效抗病毒效

应，甚至促进疾病的发生。

3   登革病毒疫苗研发现状

同单纯控制蚊媒传播途径和开发药物治疗手

段相比，预防性的疫苗产品仍为广泛对抗登革病

毒感染的理想策略。随着登革病毒免疫机制探究

的逐步深入以及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基础研

究和实验方法的不断进步，近年来，登革病毒疫

苗的研发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目前登革病毒疫

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和重

组亚单位疫苗等方向。此外，核酸疫苗和病毒样

颗粒疫苗等多种形式也在摸索中前行，仍处于早

期研究阶段。

3.1  灭活疫苗

灭活疫苗的制备主要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使

病毒失去增殖能力而不表现出致病毒力，仍保留

刺激机体产生保护性免疫反应的能力。福尔马林

作为最传统、应用最广泛的灭活病毒手段在登革

疫苗研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野生型D2-S16803
病毒株经福尔马林灭活而获得的DENV-2灭活疫苗

在小鼠和恒河猴实验中已证实其安全性和免疫原

性
[47,48]

。另一项研究则尝试通过将野生型D1-Western 
Pacific 74病毒株联合AMT(4'-Aminomethyltrioxsalen  
hydrochloride)补骨脂素(psoralen，一种光敏感性物

质)暴露于A波段紫外线(UV-A)的方法灭活病毒而

研制DENV-1灭活疫苗
[49,50]

。在小鼠和小夜猴实验

体系下，经两次免疫动物后均可以产生抗DENV-1
中和性抗体，并在攻毒实验中呈现保护作用

[49, 51]
。

3.2  减毒活疫苗

由于灭活疫苗存在诱导保护性免疫反应有

限、在细胞水平扩增高滴度病毒效率不高等不利

因素，许多登革疫苗研发尝试以减毒活疫苗作为

突破口，寻求安全、有效的保护性疫苗。早期的

工作主要集中在利用细胞培养筛选减毒病毒株的

传统方法制备疫苗，而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猛发

展，新型登革疫苗层出不穷，如重组嵌合疫苗、

缺失突变疫苗等，其中一些工作在动物实验中已

完成了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的检测，部分已进入临

床试验阶段。

3.2.1  传统减毒活疫苗

来自泰国和美国的两个研究团队分别尝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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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传统制备减毒活疫苗的手段研发四价登革病毒

疫苗。泰国的研究者主要通过将野生型登革病毒

株在原代狗肾 ( P D K )细胞或原代非洲绿猴肾

(PGMK)细胞中连续培养筛选减毒病毒株
[52]

。其四

价减毒活疫苗(DENV-1 PDK13，DENV-2 PDK53，
DENV-3 PGMK 30/F3，DENV-4 PDK 48)临床I期和

II期试验结果显示，该疫苗可有效诱导受试者体内

产生针对4种登革病毒血清型的中和抗体
[52-57]

。然

而，由于DENV-3减毒活疫苗组分引起的免疫反应

不平衡性等原因使得该四价疫苗的研发工作停滞不

前
[58]
。

美国团队应用于疫苗研发的减毒病毒株是在

PDK细胞体系中传代培养，再最终经胎恒河猴肺

(FRhL)细胞培养获得
[59]

。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四

价减毒活疫苗(DENV-1 45AZ5 PDK20、DENV-2 
S16803 PDK50、DENV-3 CH53489 PDK20、
DENV-4 341750 PDK20)诱导产生对DENV-1、
DENV-2和DENV-3的中和性抗体的比例较接近，

而DENV-4却表现出明显的劣势，且DENV-1抗体

的中和滴度远高于其他血清型抗体
[60]

。为增加免

疫反应的均衡性，临床II期试验中使用了改良的四

价减毒活疫苗(提高DENV-1在PDK细胞中的传代次

数而同时减少DENV-4的传代次数)[61-63]
。近期，由

原有减毒病毒株分别再经FRhL细胞传代3次而制成

的新型四价减毒活疫苗在健康成人中开展了临床II
期试验

[ 6 4 ]
。经两次接种后，新型疫苗可诱导

60%~67%的受试者产生针对四种血清型的中和抗

体。

3.2.2  新型减毒活疫苗

嵌合登革减毒活疫苗的制备是利用基因工程

手段将登革病毒抗原基因导入到一个已知的减毒

病毒株基因骨架中形成新型的嵌合疫苗病毒株。

其中，作为基因骨架的减毒病毒株既有经传统方

式减毒筛选的登革病毒株(种内嵌合)，也有一些是

基于黄病毒属中其他种病毒的减毒活疫苗株而制

备的新型嵌合疫苗株(种间嵌合)。
种间嵌合减毒活疫苗的典型代表是基于黄热

病毒减毒活疫苗株YFV-17D而改造的四价登革疫

苗(ChimeriVax-DEN/ TVD-CYD)。组成该嵌合疫苗

的四个组分是通过将四种血清型登革病毒株编码

PrM和E蛋白的基因替换到YFV-17D疫苗株相应的

基因骨架而获得
[65-66]

。临床I期和II期试验结果表

明，在不同的年龄层面(2~45岁)人群中该四价疫苗

均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且无论受试者体内是否已

存在抗YFV保护性免疫反应，均可有效诱导受试

者产生针对四种登革血清型的中和抗体
[67-70]

。在泰

国4~11岁儿童群体中进行的临床IIb试验于近期结

束，该疫苗对DENV-3和DENV-4显示出很好的保

护效果，疫苗有效率分别达到75.3%和100%；而

对DENV-1只表现出部分保护效果，有效率仅为

55.6%；然而，该四价疫苗对该地区盛行的DENV-2
几乎不具有保护功能(9.2%)，尽管PRNT50值(50% 
plaque reduction neutralization test)显示该疫苗仍可

以诱导人体产生高滴度的DENV-2中和性抗体
[71]

。

该四价减毒活疫苗对DENV-2表现出的弱保护性可

能是因为同时注入的四种混合减毒病毒株在机体

内产生相互干扰，最终导致不平衡的免疫反应。

然而，空斑减少中和实验PRNT结果显示的高滴度

的DENV-2中和性抗体和其表现出的弱保护性也对

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衡量登革疫苗免疫原性的

方法提出了质疑。

此外，DENV-2减毒疫苗株(PDK-53)以及JEV
减毒疫苗株(SA14-14-2)也作为基本骨架应用于登革

嵌合减毒活疫苗的研发中，目前已在动物实验水平

中完成了其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的检测工作
[72-74]

。

登革病毒基因组两端非编码区(UTR)具有病毒

RNA合成和复制所必需的元件[75-77]。基于这个原

理，通过在UTR区域进行部分缺失突变而获得减

毒病毒株的方法也被应用于登革病毒减毒活疫苗

的研发中。

将野生型DENV-1和DENV-4病毒株基因组3’ 端
172-143序列缺失突变(△30)而获得的单价减毒疫苗

株rDENV1△30和rDENV4△30在临床前和临床I期
试验中均已证实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78-81]
。 

此外，以减毒株rDENV4△30作为基本骨架，将野

生型DENV-2或DENV-3编码PrM和E蛋白的基因替

换入 r D E N V 4 △ 3 0 相应区域而获得的嵌合

rDENV2/4△30和rDENV3/4△30均可以有效减毒并

诱导动物体产生对应血清型的抗病毒反应
[82,83]

。将

r D E N V 1△3 0  和 r D E N V 4△3 0以及嵌合疫苗

rDENV2/4△30、rDENV3/4△30联合起来作为一种

四价疫苗可诱导动物体产生高滴度的四价中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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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并具有抗病毒的保护效果
[84]

。在近期的临床I
期试验中，由rDENV1△30、rDENV2/4△30、
rDENV3△30/31及rDENV4△3构成的四价疫苗

(TV003)可引起相对均衡的免疫反应，且诱导90%
受试者体内产生至少三价中和性抗体

[85]
。

3.3  重组亚单位疫苗

作为登革病毒粒子表面最主要的抗体靶点，E
蛋白被广泛应用于重组亚单位疫苗的研发中。目

前基于E蛋白开展的重组亚单位疫苗研究主要针对

于整个膜外区(E80)或其中主要诱导血清型特异性

抗体反应的EDIII结构域。

一项基于果蝇S2细胞表达体系的四价重组亚

单位(E80)疫苗在动物实验中表现出其良好的安全

性和免疫原性
[86,87]

。将野生型登革病毒基因组中编

码PrM及E80蛋白序列插入载体中，再转染至S2细
胞获得稳定分泌表达E80重组蛋白的细胞系。用同

样剂量的四种血清型登革病毒E80蛋白免疫小鼠所

诱导的四价中和抗体反应表现出血清型差异性。

为增强疫苗的免疫原性，该四价亚单位疫苗

DENV-2 NS1组分免疫动物，可有效诱导猴子体内

产生四价中和抗体，且对野生型D E N V- 2和
DENV-4的攻毒显示出一定的保护功能。

如前文所述，登革病毒E80的不同结构域在抗

登革体液免疫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理想的登革

病毒疫苗必须具备有效诱导机体产生保护性免疫

反应的能力，同时又不引起ADE等免疫致病效

应。基于这一点，以EDIII为主要成分的四价登革

疫苗在理论上应具有高效且安全的免疫原性。目

前，这一假设在小鼠实验中已得到证实
[88]

。纯化

的4种血清型登革病毒EDIII蛋白以单价或四价联合

的形式免疫小鼠，结果显示，单价DENV-2 EDIII
亚单位疫苗可有效诱导动物体产生高滴度的血清

型特异的中和性抗体。相同剂量的4种EDIII蛋白联

合作为一种四价亚单位疫苗免疫小鼠可引起动物

体内产生的4种血清型特异的中和抗体表现出差异

性，然而经EDIII组分剂量调整后可诱导相对均衡

的体液免疫应答。此外，在K562细胞系和U937细
胞系中进行的ADE实验表明，该四价亚单位疫苗

产生的ADE作用较弱。

四价重组亚单位疫苗可以有效克服传统灭活

疫苗具有的病毒扩增效率低、成本高等不利因

素，同时又在安全性能和免疫反应均衡性等方面

明显优于减毒活疫苗，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基

于登革病毒E80蛋白和EDIII蛋白开发的亚单位疫

苗均在动物水平中表现出较均衡且有效的免疫原

性，然而关于这两种研发策略孰优孰劣尚未有定

论。从体液免疫角度分析，尽管以EDIII为靶点的

抗体可能在中和能力和血清型特异性方面优于E80
蛋白(由于E80存在中和能力较弱且具有交叉反应

的EDI/EDII结构域)，然而也有研究表明，EDIII蛋
白诱导的抗体在人体抗登革病毒体液免疫应答中

只占有很少的一部分
[16-17]

，并且在EDIII特异性抗

体缺失的血清中，其抗登革病毒保护效果和抵御

ADE反应的作用可被其它非EDIII蛋白表位激发的

中和性抗体所弥补
[89]

。目前尚未有研究在同一种

体系中直观比较E80和EDIII作为四价重组亚单位

疫苗在免疫原性、保护性、ADE反应程度等各方

面的优劣。进行相关的实验研究或许可以为未来

登革病毒重组亚单位疫苗研发工作提供指导性建

议。

3.4  核酸疫苗

核酸疫苗是以质粒为载体将所需目的基因注

入宿主机体，通过激活真核细胞特异性启动子表

达相应的目的蛋白。在登革疫苗研发中，核酸疫

苗可以作为独立成分诱导机体免疫应答，也可以

与其他形式的疫苗组分联合发挥抗病毒作用。

一项四价登革病毒核酸疫苗在小鼠中进行了

临床前研究。该四价疫苗的组成成分为4种基于

pcDNA3载体改造的质粒，分别包含4种野生型登

革病毒株的PrM和E蛋白编码序列
[90-92]

。将4种质粒

联合免疫小鼠可以有效诱导小鼠体内产生针对4种
不同血清型抗体，且不表现出血清型间的相互干

扰。此外，将四价核酸疫苗联合DENV-2 PrM/E形
成的病毒样颗粒或联合JEV灭活疫苗JEVAX免疫小

鼠均可以有效增强免疫原性，至少可达到单独作

用核酸疫苗产生的免疫反应的2~4倍[93]
。

此外，DENV-1单价登革核酸疫苗(D1ME100)已
进入临床I期研究

[94]
。该核酸疫苗的研制基于包含

DENV-1编码PrM和E蛋白基因的VR1012载体。在

健康成年受试者中，尽管其表现出良好的安全

性，却无法有效诱导机体产生体液免疫反应。

IFN-γ反应检测结果显示，50%的低剂量组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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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83%高剂量受试者体内可产生T细胞介导的IFN-γ
反应。

尽管核酸疫苗具有易于生产、稳定性良好、

不显示出血清型间的相互干扰等优势，然而其单

独作用于机体产生的免疫反应并不十分理想，尤

其是抗体介导的体液免疫反应较弱。因此，核酸

疫苗与其他形式的登革疫苗联合使用或许可以为

核酸疫苗在登革疫苗研发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寻求

新的突破点。

3.5  病毒样颗粒疫苗

病毒样颗粒(virus-like particle, VLP)在结构和

形态上与野生型病毒具有相似性，且由于其不含

有病毒基因组成分而不能进行有效复制。将病毒

结构蛋白组装成VLP来模拟野生型病毒可诱导宿

主机体产生高效的抗病毒免疫反应，同时由于其

无法完成复制周期而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利用293T细胞制备的登革病毒VLP可有效诱

导小鼠机体产生抗体介导的体液免疫和T细胞介导

的细胞免疫反应
[95]

。4种单价VLP是通过将4种血

清型登革病毒株PrM/E蛋白编码基因与JEV减毒疫

苗株SA14-14-2信号肽序列共同构建入载体并转染

至细胞而获得。4种单价VLP以及四价联合VLP均
可以在小鼠体内引起血清型特异性或四价中和抗

体。此外，实验组小鼠IFN-γ应答水平也明显高于

阴性对照组小鼠。

在近期的一项研究工作中，研究者们将

DENV-2的EDIII结构域蛋白表达在基于HBV核心

抗原(HBcAg)的VLP表面来获得一种新型种间嵌合

VLP[96]
。该嵌合VLP可诱导小鼠体内产生DENV-2

特异性抗体，并且表现出一定的中和能力。

目前，VLP尚未在登革病毒疫苗研发领域中

得到广泛的应用，不过鉴于其可以模拟野生型病

毒株的结构和形态，且能够在基因工程水平上加

以修饰和改造等优势，在登革病毒疫苗研发工作

中逐渐显示出应用价值。

4   总结

理想的登革病毒疫苗需对4种不同血清型的登

革病毒具有均衡且持久的抗病毒保护作用，同时

也需满足制作成本低、价格低廉的要求，以便大

众群体接种。纵观目前登革病毒疫苗领域的发展

现状，无论是传统的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还

是多种形式的新型疫苗如嵌合疫苗、缺失突变疫

苗、亚单位疫苗，以及基于基因工程手段的核酸

疫苗、VLP疫苗等均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同时也

仍旧存在很多阻碍其快速发展的问题。随着登革

病毒在分子病毒学领域、致病机理及宿主抗病毒

免疫机制等方面的探究逐步深入和实验技术及系

统的不断完善，未来的登革病毒疫苗研发工作将

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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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对抗结核免疫机制的深入研究，新型结核疫苗的研发也更加理性和成熟。近期研究表明，

CD4 T 细胞多功能至关重要，人类CD8和γδ T 细胞也有抗结核免疫保护作用，是新型疫苗设计有潜力

的T细胞靶点。系统的“组学”技术大规模筛选有可能发现更多强免疫原性的抗原。不同表达时期的

多抗原组成的多价疫苗对不同感染时期的结核都有预防作用。针对潜伏感染或已经感染个体配合化学

药物使用的新型治疗性疫苗，有望促进清除残留的结核分枝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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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developments in tuberculosis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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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of new tuberculosis (TB) vaccines becomes more rational thanks to the in-depth studies 
of anti-tuberculosis immunity and mechanisms. Recent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while CD4+ T cells are 
crucial for anti-TB immunity, primate CD8 and γδ T cells are also protective and can serve as potential targets 
for TB vaccine design.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will help to identify more potent or protective antigens. 
Combined utilization of antigens expressed in different stages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Mtb) growth 
might effectively protect against Mtb infection. It is also hopeful that therapeutic vaccines in combination with 
anti-TB drugs can more effectively eliminate latent Mtb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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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Mtb)引起的传染性疾病，是继艾滋病

毒/艾滋病之后，在全世界由单一传染性病原体引

起的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有860万
人罹患结核病，130万人死于结核病

[1]
。据估计，

目前全球约有1/3的人口感染了结核分枝杆菌，其

中5%~10%将发展成为活动性结核病。艾滋病毒携

带者、营养不良或糖尿病等免疫系统受损者，以

及经常吸烟者，他们的患病风险将增加很多
[1]
。结

核病的治疗主要依赖抗生素，而且治疗周期相当

漫长，导致耐药性菌株大量出现和扩散。WHO调

查发现耐多药结核病几乎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

都存在
[1]
。同时，结核和艾滋等其他感染病的合并

感染日益增多，导致结核病的防治形势越来越严

峻。

卡介苗(BCG)疫苗是目前唯一被批准用于人体

免疫的结核病疫苗，但是BCG的保护效果却备受

争议，其保护效果为0~80%；甚至有人认为卡介

苗对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没有保护效果
[2]
。一般认

为，卡介苗对儿童重症结核病如粟粒性结核和结

核性脑膜炎有保护效果，但对成人肺结核效果不

确定
[3]
，可能是因为新生儿疫苗接种后免疫记忆在

成人期逐渐消失的缘故。因此，我们急需深入研

究结核病免疫学机制，在此基础上开发新型结核

病疫苗来降低结核病的感染率和发病率，从而在

源头上进一步控制结核病。

目前结核病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

关注，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将综述近几

年来结核病疫苗研究的最新进展。

1   结核病免疫机制研究进展

目前对于结核病的预防和控制感染相关的免

疫机制缺乏足够的了解，成为结核疫苗发展中面

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因此，深入进行结核病免疫

机制研究是理性开发有效结核病疫苗的理论前

提。

结核分枝杆菌是一种胞内寄生菌，因此细胞

免疫被证明在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预防中起主要

作用。在结核分枝杆菌入侵时，宿主会启动第一

道防线即天然免疫系统来抵抗结核分枝杆菌的感

染。在天然免疫系统中，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

胞以及中性粒细胞等对于控制结核感染起重要作

用。

巨噬细胞能够吞噬杀死侵入体内的结核分枝

杆菌。巨噬细胞特有的磷酸酯酶D可以被寡聚脱氧

核糖核苷酸激活，从而促进活性氧中间体的产

生，促进吞噬溶酶体的成熟以及肺泡上皮II型细胞

杀死胞内的结核分枝杆菌
[4]
。最近的研究发现，来

源于巨噬细胞的外泌体(Exosome)携着带结核抗原

能够保护小鼠的结核感染。结核蛋白是通过外泌

体从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或者是结核分枝杆菌培

养上清过滤蛋白(CFP)刺激的巨噬细胞释放。分泌

体能够诱导抗原特异的CD4和CD8 T细胞分泌

IFN-γ和IL-2。在攻毒实验中，外泌体能够作为初

免或卡介苗的加强免疫来提供免疫保护反应，这

种保护与卡介苗类似甚至优于卡介苗
[5]
。因此，外

泌体有望作为新型疫苗来预防结核病。

自然杀伤细胞引发的针对结核分枝杆菌的杀

伤作用并不依赖于IFN-γ以及细胞毒素颗粒的释

放，而是基于细胞间相互作用
[6]
。而自然杀伤细胞

分泌的IL-22可以有效增强吞噬溶酶体融合，有助

于细胞清除胞内结核分枝杆菌。

中性粒细胞一方面可以吞噬结核分枝杆菌并对

其进行清除，这种作用会随着TNF-α的加入而增

强。中性粒细胞内的髓过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 
可以杀灭结核分枝杆菌，该杀伤作用依赖氯离子

和过氧化氢。另一反面，中性粒细胞可以通过形

成胞外陷阱(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s)的
形式来捕杀入侵的微生物。即当细胞被细菌激活

后，修改自身的细胞核和颗粒(granule)的结构，核

膜降解，颗粒溶解，NETs成分在细胞内混合。

NETs混合过程的后期，细胞膜突然裂解，快速将

高度活跃的混合物释放。混合物到达胞外后，展

开形成可以捕获细菌的NETs[7]
。

虽然天然免疫细胞在抗结核感染免疫中起重

要作用，但是T细胞在控制结核感染中是必不可少

的。

我们最早建立了结核和HIV共感染灵长类模

型，并证明了CD4 T细胞在控制HIV相关结核病过

程中起关键性作用
[8, 9]

。灵长类结核病研究结果也

表明，Th1 和Th22细胞是抗结核免疫的保护性T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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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9-11]

。最新研究证明，CD4+ T细胞介导的抗结核

病免疫保护包括控制早期结核感染向肺外扩散，

防止结核发生发展，以及辅助CD8 T细胞和自然杀

伤细胞对结核分枝杆菌的杀伤作用
[12]
。也有报道表

明，卡介苗保护效果不理想可能与其不能有效地激

起抗原特异的Th1和Th17型CD4+ T细胞反应有关。

因此，如何有效地刺激效应性特异CD4 T细胞亚群

(如CXCR3+CCR6+ Th1记忆细胞)的增值活化
[13]
，一

直都是开发结核病疫苗的一个重要方向。

CD8+ T细胞在人抗结核免疫中的作用以前一

直不明确，小鼠中的研究结论也不尽一致。我们

采用了与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模型，探索了

卡介苗和Mtb诱导的CD8 T细胞对疫苗诱导的抗结

核免疫力的影响
[14]
。发现在灵长类动物中CD8的缺

失导致卡介苗疫苗诱导的控制Mtb复制感染的能力

下降，造成抗结核免疫保护能力的下降。CD8缺
失还导致潜伏感染的灵长类动物抗结核免疫力消

失，引起结核病重新感染。CD8 T细胞分泌的效应

分子具有穿膜活性的穿孔素和颗粒溶素，来降解

靶细胞。这些效应分子还能杀死宿主细胞内存活

的结核分枝杆菌。CD8 T细胞也能够产生Th 1型的

典型细胞因子。Th 1型细胞因子能够促进调理作用

抗体的产生，有助于宿主细胞对胞外结核杆菌的

吞噬，从而能够阻断病原体从干酪样坏死部位向

远距离组织的扩散
[14]
。即CD8 T细胞在控制结核免

疫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CD8 T细胞是新型疫

苗开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靶点。

系列研究证明灵长类γδ T细胞在控制结核感染

中起重要作用。γδ T细胞不仅具有自然免疫特征，

而且具有获得性免疫特征
[15]

。Vγ2Vδ2T细胞仅存

在于灵长类，在人体内是一个主要的γδ T细胞亚

群，占总γδ T 细胞的65%~90%，是唯一能够识别

磷酸抗原 (E)-4-hydroxy-3-methyl-but-2-enyl 
pyrophosphate(HMBPP)的γδ T细胞亚群。HMBPP
由Mtb和其它条件性致病菌产生。Vγ2Vδ2 T细胞在

卡介苗免疫或再免疫时会大量扩增，产生记忆反

应。在卡介苗免疫过的印度恒河猴实验中，也发

现卡介苗免疫过的Vγ2Vδ2 T细胞在Mtb感染时可快

速记忆应答，其记忆反应扩增与卡介苗免疫保护

相关
[15]

。而且，来自卡介苗免疫接种猴的杀伤性

Vγ2Vδ2 T细胞可以杀死侵染巨噬细胞胞内的Mtb。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最新研究提供了自人类30年
前发现γδ T细胞以来的第一个活体证据， 证明磷

酸抗原扩增分化的Vγ2Vδ2 T细胞对活动性肺结核

有免疫保护作用
[16]
。因此，能够有效激起γδ T细胞

扩增和功能的疫苗将有望成为新型疫苗的尝试。

2   新型结核抗原的筛选及应用

2.1  发现新抗原

如何确定哪些是能够刺激宿主产生特异性免

疫反应的有效抗原，一直都是抗结核疫苗研究关

注的问题，包括抗原的免疫原性强弱，抗原蛋白

在细菌中的表达时期、表达量以及分泌状态等因

素。近几年各种组学的大规模筛选技术，如反向

疫苗学、抗原组学、表面分析技术、免疫蛋白组

学、遗传疫苗学等都应用于结核抗原的筛选。其

中，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联合国内多家单

位，已经完成了结核分枝杆菌4 200多个编码蛋白

基因的克隆表达，并研制了第一张结核分枝杆菌

蛋白芯片。正在进行规模化的新型抗原的筛选，

预计将会发现更多免疫原性强的新抗原。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CD8T细胞在抗结核免疫

中起重要作用。因此理想的疫苗是包含CD8 T细胞

的抗原和CD4 T细胞抗原的组合。为了筛选Mtb感
染中产生的CD8 T细胞抗原，有研究者开发了无偏

差的全肽寻找技术来发现结核抗原靶向于感染过

程中的CD8 T细胞反应
[17]
。他们分离了病原体来源

的能够结合到表达于Mtb感染的鼠源粘联淋巴细胞

的MHC I分子的肽段。质谱分析发现 4个9聚体肽

段：DGYVGAPAH(MT_0401)、TTMPLFAD 
( M T _ 11 6 4 )、R S G A AT P V R ( M T _ 2 1 6 0 . 1 )和
LAAVVGVVL(MT_0078)。它们与结核蛋白具有

100%的一致性。这将为基于抗原表位的新型疫苗

设计提供指导。

另外，结核分枝杆菌体内的ESX分泌系统相

关蛋白包含了目前临床疫苗试验中所用的主要抗

原。Mtb利用一个被称为ESX-1的蛋白分泌体系输

出能够中和宿主防卫体系的毒性因子。ESX-1已知

在感染早期是产生毒性的关键
[18]

。小鼠实验发现

Mtb可输出启动因子EspR，是ESX-1的一个正调控

因子。EspR与其他抗原一起，成为有潜力的预防

潜伏结核活化的疫苗抗原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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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抗原在疫苗中的应用

在利用现有的抗原研发新疫苗时，其中一个

研究方向就是同时将多个抗原融合，这样不仅同

时提供了多个抗原表位，而且有可能增加新的抗

原表位，从而提高了抗原的免疫原性。如H56疫苗

由丹麦国立血液研究所的Peter Andersen和来自位

于匹斯堡大学医学院的JoAnne L. Flynn领导将已知

抗原Ag85B和ESAT-6与Rv2660c蛋白三个蛋白表达

在一个大的重组融合蛋白中，开发了一种新的疫

苗，命名为H56。他们测试了每一个蛋白疫苗在小

鼠体内免疫活性，证明将三种成分结合成一个融合

蛋白产生的疫苗优于三个成分分开时的疫苗
[20]
。

另一方向就是将不同时期表达的抗原组合，

这样能够更好的激起特异性免疫反应提高对休眠

期细菌的免疫清除效果。如H56由已知的早期阶段

抗原Ag85B 和 ESAT-6与Rv2660c蛋白(结核分枝杆

菌晚期感染转录阶段表达的基因)表达在一个大的

重组融合蛋白中。H56已经进入I期临床开发。H56
和卡介苗联合接种还能预防短尾猴的潜伏的结核

分枝杆菌感染的激活。另一种多阶段的疫苗是

H1，即 Ag85B和ESAT-6融合蛋白，已经进入临床

实验。H56与H1将帮助免疫系统来对抗处于结核

感染所有阶段的病原体，与卡介苗相比对于抵抗

结核分枝杆菌晚期感染更具优势。

第三个方向是将结核分枝杆菌抗原和细胞因

子融合表达。结核抗原与宿主来源细胞因子等编

码基因的融合体，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有研究

者组合表达了结核杆菌热击蛋白HSP65和白介素

12，采用的载体是日本红血球凝聚病毒包膜和脂

质体(HSP65 + IL-12/HVJ)[21]
。在豚鼠模型的治疗

实验中，疫苗能够显著提高CD8+
和CD4+ T细胞的

保护效率，减少了耐药结核杆菌的数目，提高了

耐药菌株感染豚鼠的存活率。在恒河猴模型中亦

表现出良好的治疗效果(包括存活率和免疫反应)。
其他还有用DNA载体表达热击蛋白HSP65和人白

介素2融合基因、结核分枝杆菌热休克蛋白70 
(hsp70)与CD80组成Hsp70/ CD80 嵌合DNA 疫苗、

Ag85A和IL-12N220L DNA疫苗以及细胞因子疫苗 
(IL-6 gene + IL-6 receptor gene + gp130 gene)等。

最近有研究者将TLR2-靶点的结核分泌蛋白能

够作为抗原混合物疫苗来保护结核。恰当组合的

亚单位疫苗能够提供更安全有效的免疫保护。结

核抗原角质酶样蛋白(Culp) 1和6已经MPT83，与

新型佐剂Lipokel(一种TLR2配体)混合，后者能够

在自我辅助的情况下传递抗原到免疫细胞。

Protein-Lipokel复合物被制成了干粉能够通过内气

管吸入法直接用于肺部给药，引起中性粒细胞和

抗原提呈细胞在72 h内被招募到肺部，能够持续存

在免疫后7 d。同源加强后，纵隔淋巴结在第1和4
周观察时，能够发现活化的巨噬细胞的频率显著

增加。Culp1-6-Lipokel 或 MPT83-Lipokel免疫后，

对气雾结核的攻击能够产生保护。TLR2-靶向和干

粉免疫配方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即在肺部免疫

抗结核
[22]
。

此外，最新的研究发现结核来源的Rpfs基因

在结核分枝杆菌的活化过程中和细胞免疫中起重

要作用。采用Rpfs来预处理树突状细胞会促进细

胞的成熟和功能，细胞表面的分子(CD80、CD86
和MHC I, II) 的表达，炎性因子(TNF-α、IL-1β、
IL-6和IL-12p70)的产生将升高。活化调节是通过

RpfB直接结合到TLR4，随后依赖MyD88/TRIF传
递信号到MAPKs 和NF-κB 信号通路。RpfB G5模
块在RpfB与TLR4结合过程中起重要作用。RpfB预
处理的DC有效的激活了CD4和CD8 T细胞来分泌

IFN-γ和IL-2。RpfB诱导记忆CD4(+)/CD8(+)
CD44(high) CD62L(low) T细胞的扩增。因此，表

明RpfB能够通过TLR4调节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

疫，这将为更有效的疫苗设计提供帮助
[23]
。

3   临床期试验的新型结核疫苗

3.1  重组卡介苗

由于卡介苗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但是其本

身存在缺陷，因此基于卡介苗构建新型疫苗成为

一个重要方向。最早的重组卡介苗是将结核分枝

杆菌分泌型抗原Ag85B重组入卡介苗中，构建了

重组卡介苗rBCG30。该疫苗是较早进入临床期研

究的结核疫苗。但是目前这株疫苗临床试验处于

停滞状态。

另一株比较有代表性的重组卡介苗是VPM1002，
是由德国马普研究所研制，原理是使尿素酶UreC
缺失的卡介苗表达李斯特溶素，李斯特溶素可以

在吞噬体膜上打孔，造成吞噬体上出现小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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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分枝杆菌的成分就可以通过小孔进入到感染

细胞的胞浆成分中，被提呈至淋巴细胞
[26]

。该疫

苗已经在德国和南非完成临床I期安全性以及免疫

效果评价，目前在临床II期实验中。最近，有研究

者在VPM1002体内表达结合抗原如HSP70、MMP-
II，以及表达细胞因子IL-7、IL-18，构建出多株新

疫苗，在动物实验表现出了更好的免疫保护效果。

3.2  蛋白多肽疫苗

结核分枝杆菌培养滤液中含有大量可被淋巴

细胞识别的抗原，由此获取Mtb分泌的抗原成为亚

单位疫苗的主要来源。亚单位疫苗最佳的作用方

式还是作为加强型疫苗。融合蛋白Mtb10.4-HspX
用作卡介苗免疫后的加强型疫苗，对于保护效果

具有提高作用。目前进入临床试验的蛋白多肽疫

苗有，以IC31为佐剂的Ag85B和ESAT-6混合肽

(Hybrid 1-IC31)、以CAF01为佐剂的Ag85B和

ESAT-6混合肽(Hybrid1-CAF01)、MTB39和MTB32
的融合蛋白(M72)和Ag85B和TB10.4的融合蛋白

(Hybrid 4/AERAS 404-IC31)，这些疫苗都被用作加

强免疫疫苗，前两种也有望成为首剂接种疫苗，

佐剂的联合使用，增强了这些疫苗的免疫效果。

另外，ID93[27]
为一种亚单位疫苗，由四种结核分

枝杆菌抗原融合而成(包含Rv2608、Rv3619、
Rv3620和Rv1813)，利用吡喃葡萄糖基脂类A的稳

定乳浊液作为佐剂。该疫苗已经于2012年8月23日
进入临床I期实验。

3.3  DNA 疫苗

在真核动物体内表达的DNA疫苗能够将结核

分枝杆菌的抗原在真核动物体内持续表达，维持

长时间的免疫效果。通过对Ag85的DNA疫苗的免

疫保护实验，证明了注射DNA疫苗是一种诱发保

护效果行之有效的方法。Douglas Lowrie将载有麻

风分枝杆菌的热休克蛋白Hsp65的真核细胞表达质

粒注射入小鼠体内，发现该DNA疫苗可以在药物

治疗后有效清除潜伏状态的结核分枝杆菌，此项

研究掀起了结核病治疗性疫苗研究的序幕。后来

有人又将人类 IL-2基因融合入结核分枝杆菌的

Hsp65基因中构建了融合的DNA疫苗，在小鼠体内

的治疗效果要优于单独表达Hsp65的DNA疫苗。已

有多种结核DNA疫苗可诱导小鼠产生有效的免疫

保护，例如ESAT-6、Ag85A/B、Mtb 8.4、Mtb 

41、MPT 39、MPT 63、MPT64、MPT 83和hsp65
等。但DNA疫苗的保护作用一般仅为相同实验条

件下卡介苗的50%～80%，可通过多种DNA疫苗联

用或构建多种抗原的表达载体来提高其保护能

力。另外DNA疫苗可以采用体内电击法、无毒细

菌或病毒作为载体等方法可增强其免疫原性。

3.4  其他结核疫苗

Mycobacterium indicus pranii(MIP)是鸟分枝杆

菌复合群的一种非致病性分枝杆菌，是从一名结

核感染病人痰液中发现在小鼠以及豚鼠的感染治

疗实验中，MIP表现出良好的治疗效果，可以作为

药物化疗的有效补充。目前，该疫苗作为治疗性

疫苗进入临床III期的实验中。

母牛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vaccae)又称为

微卡，是一类非致病性分枝杆菌。通过配合药物

化疗，微卡可以起到缩短化疗疗程，降低死亡率

的作用，在阿根廷、南非、罗马尼亚等地成功进

行了人体实验
[28]

。该疫苗于2013年初，获得了中

国FDA的批准，单独作为疫苗可以进入III期临床

实验。

AERAS-402/Crucell Ad35是一株腺病毒疫苗，

以复制缺陷腺病毒 A d 3 5 为载体将结核抗原

Ag85A，Ag85B以及TB10.4导入到真核动物体内激

发免疫反应
[29]

。目前该疫苗在肯尼亚、南非、莫

桑比克进行临床IIb，预计2014年结束。

AERAS-485/MVA85A由牛津大学研制，是以

安卡拉痘苗病毒为载体重组表达结核分枝杆菌抗

原Ag85A构建而成的疫苗
[29]
。目前该疫苗在HIV阳

性病人中进行临床IIb研究。

RUTI是一类用于治疗的治疗性疫苗，通过将

结核分枝杆菌片段去毒素并包裹在脂质体中研制

而成，可以与INH联用来加速潜伏结核病的治疗进

程
[30]

。由于该疫苗包含众多抗原，因此其可以引

发人体对于多种抗原的长效记忆型T细胞反应。目

前，该项研究在进行临床III期实验以评估其在HIV
阳性患者体内的治疗效果。

4   展望

目前结核疫苗开发中依然面对的关键问题，

那就是对结核免疫机制缺乏足够的了解。这就导

致在制定构建新疫苗的策略上缺乏有效的理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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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同样在新疫苗的早期评价上也缺乏可信

度较高的评价指标。近几年随着对结核病免疫机

制以及结核疫苗相关免疫机制研究的深入，将有

助于我们更理性的设计、筛选新型结核疫苗。

当今，全球除去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外，婴

儿出生后都接种了卡介苗疫苗，即现在全球绝大

多数的人口已经接种了卡介苗。而且，短期内研

发能够显著优于卡介苗的结核预防性疫苗的可能

性不大， 卡介苗还很难被取代。因此，目前控制

结核病疫苗的研究重点倾向于放在加强初免疫苗

效应方面，即对卡介苗初免后的人群，进行加强

免疫来预防结核病的发生，降低结核病的发病

数，减少结核病的传染源，也是从源头对结核病

实施控制。

另一个方面，多重耐药菌株的出现是近年来

全球结核病疫情肆虐的主要原因之一。现有抗痨

药物主要作用于生长活跃的结核分枝杆菌，不能

有效杀死生长缓慢的或休眠期的结核杆菌，容易

产生耐药菌株。因此，如何有效杀死胞内残存的

结核杆菌，预防结核病的复发，以及对耐药结核

杆菌的有效治疗，是结核病研究面临的重大挑

战。研发治疗性结核疫苗接种或许可以有效地激

发宿主针对结核分枝杆菌的特异性免疫反应，将

有助于清除宿主体内残存和休眠期结核分枝杆

菌。所以，未来疫苗开发的目标包括，开发针对

潜伏感染的个体的疫苗，来抑制、清除潜伏感染

的细菌，阻止结核病的复发；配合化学抗结核药

物的使用，彻底清除残留的结核分枝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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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组的研究方向为宿主抗感染免疫机制和新型疫苗研发。现阶段主

要研究内容为筛选并构建多种新型腺病毒作为疫苗载体，以此为基础，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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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病毒载体疫苗的临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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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腺病毒载体是目前最有应用前景的疫苗载体之一，具有高表达、可同时诱导特异性体液免疫和

细胞免疫反应、安全性好、易于制备、无需添加佐剂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预防性或治疗性疫苗

的研发。本文就进入临床试验的重要腺病毒载体疫苗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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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clinical study of vaccines based on adenoviral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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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cine Research Center of Institute Pasteur of Shanghai,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1, China) 

Abstract:    Adenoviral vector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vaccine vectors, having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high expression, being able to induce specific humoral and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s, good safety, ease 
of preparation, and without adding adjuvants, etc. So it is being widely used in various kinds of preventive or 
therapeutic vaccine development. In this article, advances in clinical study of some important vaccines based 
on adenoviral vector are summarized.
Key words:    Adenoviral vector; vaccine; immune response; clinical trial

腺病毒(Adenovirus)于1953年首次分离于健康

人腺样组织。病毒颗粒的直径为70～90 nm，无包

膜，含双链线性D N A基因组。基因组大小为

26～45 kb，其两端各有一段100 bp左右的反向末

端重复序列(ITR)，左侧ITR的3′端有一长约300 bp

的包装信号(ψ)。ITR和ψ是腺病毒基因组复制和

包装必不可少的顺式作用元件。腺病毒进入细胞

核后不与染色体发生整合，仍保持线性结构。腺

病毒基因按转录时间的先后分为早期转录单位

(E1-4)和晚期转录单位(L1-5)。其中E1A蛋白通过

www.life.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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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所不希望的。因此腺病毒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基

因治疗载体，但适用于疫苗研发。与其它载体(如
细菌或其它病毒)相比，腺病毒低毒性，感染腺病

毒只引起轻微的感冒症状；经过基因改装后的腺

病毒无安全性问题；腺病毒载体高表达；腺病毒

同时诱导B细胞与T细胞免疫反应；腺病毒载体疫

苗无需添加佐剂，可通过肌肉或粘膜免疫；易于

生产制备 [2,3]。因此，经过几十年发展，腺病毒载

体成为目前最有应用前景的疫苗载体之一，被广

泛应用于各种预防性或治疗性疫苗的研发，包括

HIV、HPV、流感、乙肝、丙肝、疟疾、狂犬病、

前列腺癌、黑色素瘤等疾病的疫苗[2-6]，并取得可

喜的进展。

由于人群中普遍存在针对常见的人血清型腺病

毒的中和抗体，将削弱相应腺病毒载体诱导的免疫

反应，为避免这一问题，研究者采用稀有人血清型

如AdHu6、AdHu26、AdHu35或者其它种属来源的

腺病毒如黑猩猩型腺病毒AdC6、AdC7、AdC9、
AdC68、ChAd3、ChAd63等作为疫苗载体[3,7]。 
目前，腺病毒载体疫苗已从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

发展，许多腺病毒载体已应用于临床试验(表1)。
本文就进入临床试验的重要腺病毒载体疫苗的免

疫原性及安全性作一综述。

表1　进入临床试验的腺病毒载体疫苗 
疫苗 腺病毒载体 抗原 免疫反应 参考文献

HIV  AdHu5  Gag/Pol/Nef/Env CD8+、CD4+ T细胞免疫反应；    [8-10]

 AdHu26 Env Gag、Env特异性抗体      [11]

 AdHu35 GRIN/Env       [12]

流感 AdHu5  HA HA特异性中和抗体   [13-14]

 AdHu4 HA        [15]

疟疾 AdHu5 CSP/AMA1 CD8+、CD4+ T细胞免疫反应；   [16-17]

 AdHu35 CSP CSP、AMA1、MSP1、TRAP      [18]

 ChAd63 MSP1/AMA1/ME-TRAP 特异性抗体   [19-22]

结核病 AdHu5 Ag85A CD8+、CD4+ T细胞免疫反应      [23]

 AdHu35 Ag85A/B-TB10.4       [23]

激活其它早期基因(E1B、E2A、E2B、E3和E4)的
启动子，启动病毒基因组的复制。E2蛋白与细胞

内因子相互作用，调控腺病毒DNA复制以及病毒

晚期基因的转录和翻译过程。E3基因表达产物与

病毒复制无关，主要破坏宿主的免疫防御机制。

E4基因产物主要与病毒信使RNA的代谢有关，并

促进病毒DNA复制以及关闭宿主蛋白合成。晚期

转录单位的产物主要为病毒结构蛋白。在构建腺

病毒载体时通常将E1区部分序列删除，从而获得

复制缺陷型腺病毒载体。这种复制缺陷型的重组

腺病毒具有感染靶细胞的能力，但不发生复制。

因而不会直接对靶细胞造成损害。

腺病毒自发现至今已分离鉴定出100多种血清

型，包括57种人血清型。腺病毒作为基因表达载

体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Rowe等[1]发现腺

病毒基因组可与猴空泡病毒40(SV40)基因组杂

交，提示腺病毒基因组可承载异源基因。此后腺

病毒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基因表达载体系

统。腺病毒自首次发现至今，研究最多的是人血

清型腺病毒AdHu2和AdHu5，两者曾被应用于临

床基因治疗。但随着对腺病毒的深入了解，发现

腺病毒不仅能诱导特异性体液免疫反应，还能诱

导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这些免疫反应是基因治

1   HIV 疫苗

HIV感染是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HIV疫苗研究尝试了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亚单

位疫苗、DNA疫苗以及病毒载体疫苗等，但没有

一种疫苗最终通过临床试验。许多研究都揭示HIV
病毒特异性的CD8+ T细胞免疫反应在控制HIV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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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而重组病毒载体，特别是复

制缺陷型腺病毒载体能更有效地激发特异性CTL
应答，为此设计了各种基于腺病毒载体的HIV疫

苗，其中以Merck公司研发的AdHu5为载体的HIV
疫苗最有代表性。由于该疫苗在灵长类动物——

猴子实验中可诱导产生强烈的针对HIV 抗原的特

异性细胞免疫反应并且显示良好的免疫保护，因

此曾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HIV疫苗。该疫

苗于2004年11月进入Ⅱ期临床试验，来自南美、

北美、加勒比海和澳大利亚的3 000名男女志愿者

参与了此项名为“STEP”的临床试验，志愿者的

年龄在18~45岁之间，进入试验前这些志愿者HIV
检测为阴性，但属于艾滋病高危人群，主要为同

性恋者和性工作者。其中实验组人群接种HIV候选

疫苗，即AdHu5载体分别表达的HIV抗原Gag、Pol
和Nef(三者以1:1:1混合)，共免疫三次，对照组人

群接受安慰剂。受试者每隔6个月检测HIV感染情

况。至2007年9月，免疫组914人中有49人检出HIV
阳性，对照组922人有33人检出HIV阳性。综合分

析显示该疫苗不能降低免疫人群感染HIV的几率，

也不能降低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载量。因此该试验

于2007年10月被宣布终止[8,9]。有科学家认为该疫苗

失败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该疫苗仅诱导针对HIV 
Gag/Pol/Nef部分T细胞抗原表位的免疫反应，这些

反应不足以拮抗HIV感染；AdHu5载体诱导的CD8+ 
T细胞反应主要以分泌IFN-γ为主，而有效的疫苗

应激活分泌多种细胞因子的多功能淋巴细胞；该

疫苗仅能激活T细胞免疫，抵御HIV感染不仅需要

依赖细胞免疫，还需要依赖体液免疫反应[24,25]。

HIV疫苗“STEP”临床试验的失败，对HIV
疫苗研究造成了沉重打击，但新的探索并没有因

此而停滞。H a n s e n等 [ 2 6 ]以猿巨细胞病毒载体

RhCMV和人腺病毒载体AdHu5联合免疫，在12个
被免疫猴子中，有7个猴子在攻击感染后获得完全

的免疫保护(血液中不能检测到病毒RNA)，分析提

示，抗原特异性记忆T细胞免疫在控制HIV感染中

起重要作用。Liu等[27]和Barouch等[28]以不同血清型

的腺病毒载体分别表达HIV Gag，通过初免和加强

免疫的方式免疫猴子，发现rAdHu26/rAdHu5的联

合免疫可诱导更强、更广谱的特异性细胞免疫，

对随后的攻击感染具有完全保护作用。经过500多
天的实验观察，免疫组动物100%存活，而对照组

动物则100%发病死亡。基于以上发现，Baden等[11]

采用AdHu26载体表达HIV Env基因作为HIV候选疫

苗，进行Ⅰ期临床试验，共有60位健康者分5组参

与该试验。免疫三次的各组剂量分别为109、1010 

和1011vp，免疫二次的各组剂量为1010、5×1010vp。
免疫后28周，各组Env特异性抗体滴度分别为 
6 113、12 470、8 545、3 470和9 655，显示该候选

疫苗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另外，免疫人群无明

显不良反应。AdHu35表达HIV GRIN/Env的新型

HIV疫苗在Ⅰ期临床试验中也显示出良好的免疫原

性和安全性[12]。

Letvin等 [29]以DNA、AdHu5载体分别表达

Env、Gag和Pol通过初免及加强免疫，50%的免疫

猴子对SIVsmE660病毒的攻击感染产生免疫保

护，分析显示该免疫保护与特异性CD8+ T细胞免

疫反应无相关性，与低水平的中和抗体及特异性

CD4+ T细胞免疫相关。基于以上结果，Churchyard
等[10]对DNA/AdHu5 HIV疫苗在人群中进行了Ⅱb
期临床试验以检验该疫苗的有效性。共有2 504人
(实验组1 253人，安慰剂组1 251人)参与该试验，

年龄为18~50岁。第28周随访检测结果显示，实验

组与安慰剂组的HIV感染人数分别为27和21人，两

组人群中感染者的病毒载量无显著性差异，因此，

初步结果表明该疫苗对人群无免疫保护效果。

基于腺病毒载体的多个HIV候选疫苗在临床试

验中的失败并不表明腺病毒载体无效。腺病毒载

体依然是研制HIV疫苗的首选载体，研究者需要筛

选更有效的腺病毒载体或与其它载体联合使用，

并且需要鉴定更有效的免疫原及作用靶位，激发

更广谱的免疫反应以应对HIV感染。HIV疫苗的研

发任重道远，以腺病毒载体或其它形式的疫苗诱

导广谱的HIV特异性中和抗体是目前HIV疫苗研究

的重点。

2   新型流感疫苗

疫苗在流感的预防和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批准上市的流感疫苗主要

有全病毒灭活疫苗、裂解疫苗、亚单位疫苗和减

毒活疫苗。由于流感病毒变异迅速，疫苗生产每

年都需要更换病毒株；疫苗生产毒种需要包含甲

型(H1N1、H3N2)和乙型(B型)流感病毒，以增强

交叉保护性；以上各种流感疫苗的生产制备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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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SPF级的9~11日龄鸡胚。因此，流感疫苗的

生产过程复杂、效率低下，难以应对新变异流感

的暴发。腺病毒载体疫苗制备的便捷性与优良的

免疫效应为新型流感疫苗的研制提供了良好的契

机。

以腺病毒载体研发通用型流感疫苗是流感研究

领域中的重点。常用的靶抗原为流感病毒相对保守

的基因，如跨膜蛋白胞外区(M2e)和核蛋白(NP)，
两者分别诱导M2e特异性抗体反应和NP特异性T细
胞反应，从而对多种流感病毒产生拮抗性 [6]。 
随着对流感病毒基因结构与功能的深入了解，研

究者发现流感病毒血凝素基因亚单位(HA1、HA2)
中某些区域高度保守，能诱导产生针对不同流感

毒株交叉反应的中和抗体[30]。Nabel研究小组以HA
为候选抗原设计通用型流感疫苗。其策略是利用

表达HA的质粒DNA初免，并以AdHu5载体加强免

疫，在小鼠、雪貂以及猴子实验中都能诱导广谱

的中和抗体，这种中和抗体主要针对保守的HA干

区(stem region)。免疫小鼠及雪貂可对致死剂量流

感病毒的攻击感染产生完全保护[31]。

Vaxin公司于2004年首次将基于腺病毒载体的

流感疫苗应用于临床试验。该公司采用复制缺陷型

AdHu5载体表达流感PR8 HA基因作为候选疫苗，

共有4组24位健康志愿者参与该试验，其中1~3组经

上皮免疫，剂量分别为4.8×109 vp，4.8×1010 vp 
和4.8×1011  vp，第4组为鼻腔免疫，剂量为5×108  vp。 
结果显示该候选疫苗安全并具有免疫原性，其中

经鼻腔免疫的75%志愿者产生高滴度的中和抗体，

免疫效果比经上皮免疫为好[13]。PaxVax公司研发

了AdHu4表达H5N1 HA基因的禽流感疫苗，并于

2010年完成了Ⅰ期临床试验，证明其安全性与免疫

原性，并发现通过AdHu5载体初免/H5N1灭活疫苗

加强，高剂量免疫组(1011 vp)中100%个体产生中和

抗体，几何平均滴度为135单位[15]。此外，Peters等
[14]利用AdHu5共表达流感病毒(A/Indo/05/2005)HA
和TLR配体作为流感口服疫苗，Ⅰ期临床试验显

示该候选疫苗可诱导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无严

重不良反应。

2013年1月，美国FDA批准Protein Sciences Inc
研发的杆状病毒系统表达流感病毒HA的三价疫苗

上市，这是第一种被批准上市的基因工程流感疫

苗，并且是非依赖鸡胚生产 [32]。该疫苗的研发成

功将推动基于腺病毒载体的新型流感疫苗快速走

向市场。

3   疟疾疫苗

激活机体产生针对疟原虫多种抗原的特异性

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对疟原虫感染具拮抗作用，

因此，利用腺病毒载体设计新型疫苗是疟疾疫苗

研究中的重要策略。在疟疾小鼠模型中，重组腺

病毒AdHu5表达恶性疟原虫环子孢子蛋白(CSP)可
诱导产生CSP特异性CD8+ T细胞免疫反应，保护小

鼠免受疟原虫感染。此外，表达疟原虫红内期抗

原基因，如顶膜抗原1(AMA1)或裂殖子表面蛋白

1(MSP1)的重组腺病毒亦可诱导高滴度的特异性抗

体，拮抗疟原虫感染[33]。

然而，Tamminga等[17]执行的Ⅰ期临床试验结

果显示，单次混合免疫AdHu5分别表达的CSP和
AMA1诱导高强度的T 细胞免疫反应和低水平的抗

体反应，但不足以对受试人群产生保护效果。

Ouédraogo等[18]利用AdHu35 表达CSP作为候选疫

苗，以不同剂量分别免疫不同组健康成人，同组

受试者以相同剂量免疫3次，结果显示该疫苗可诱

导特异性抗体反应及CD8+ T细胞免疫反应，同时

证明该疫苗及免疫剂量的人体可接收性。Sheehy
等[19-22]以黑猩猩型腺病毒载体ChAd63和改良安卡

拉痘苗病毒载体(MVA)分别表达恶性疟原虫的多种

抗原基因(如MSP1，AMA1，ME-TRAP等)作为候

选疫苗进行了多项临床试验，证明基于以上两种

载体的候选疫苗在人体中使用的安全性与免疫原

性。ChAd63/MVA-MSP1初免/加强的Ⅰ期临床试

验结果显示，受试者能产生MSP1 特异性T细胞免

疫和IgG抗体反应，但该特异性抗体不能在体外中

和疟原虫。在ChAd63/MVA-MSP1+AMA1初免/加
强的Ⅱ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实

验组受试者发病时间推迟，并有1例受试者获得完

全保护。在非洲冈比亚和肯尼亚分别进行的Ⅰ期

临床试验表明，ChAd63/MVA-ME-TRAP的免疫策

略不仅安全可靠，而且具有免疫原性，包括诱导

高强度的T细胞免疫反应。腺病毒载体的疟疾疫苗

在Ⅰ和Ⅱ期临床试验中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有待在大规模人群试验中进一步验证其有效性和

稳定性。       
近年来，其它类型的疟疾疫苗研究也取得了



《生命的化学》2014 年 34 卷 1 期·  50  · 专题：新兴疫苗

重要进展，由葛兰素史克(GSK)公司研发的新型疟

疾疫苗RTS,S已在非洲完成Ⅲ期临床试验，有可能

成为全球首个疟疾疫苗。该疫苗是以酵母细胞共

表达恶性疟原虫CSP的中心重复序列及CSP 特异性

T细胞抗原表位，与HBsAg组装成蛋白颗粒。该疫

苗对6~12周非洲婴儿的保护率约为30%[34]。显然，

这保护效果尚待进一步提高。

4   新型结核病疫苗

由于防治松懈、耐药株的出现以及结核与HIV
的合并感染等原因，使结核病有“卷土重来”的

趋势。20世纪20年代发明的卡介苗(BCG)是唯一的

结核病预防疫苗，但该疫苗对成人的保护效果非

常有限，因此全球迫切需要研发新型结核疫苗，

以应对包括耐药菌株在内的多种结核菌株。   
目前全球共有12个新型结核疫苗正在进行临

床试验，其中有3种是基于病毒载体，分别为MVA
表达结核杆菌抗原Ag85A、腺病毒AdHu35表达

Ag85A/B-TB 10.4和腺病毒AdHu5表达Ag85A。

Smaill等[23]在Ⅰ期临床试验中对候选疫苗AdHu5-
Ag85A进行评估，共有24位健康成人参与试验，

其中一组为BCG阴性，另一组为BCG既往免疫

组，所有受试者经肌肉接种3.2×109 vp重组腺病

毒，免疫后于2、4、8、16、24、26周采血，以检

测各种免疫反应，并于26周作PPD皮试。结果显示

AdHu5-Ag85A在两组人群中都有免疫原性，但在

既往BCG免疫组中能激发更强效的多功能CD4+和

CD8+ T细胞免疫反应，并且发现AdHu5在个体中

的预存中和抗体对新型疫苗的免疫反应无明显影

响。基于AdHu35的新型结核疫苗在Ⅰ期临床试验

中也显示良好的安全性与免疫原性，但其免疫原

性不如AdHu5-Ag85A，而且后者更适宜通过呼吸

道粘膜免疫[23]。多种结核病候选疫苗尚需在进一

步的临床试验中验证其有效性，腺病毒作为载体

的优良特性为新型结核疫苗的研发增加了成功的

可能。

5   展望

腺病毒载体被广泛应用于包括传染性疾病、

心血管疾病、肿瘤在内的多种疾病的预防或治

疗，对于许多疾病的预防控制都具有显著效果。

但是，腺病毒载体或许不是万能的，就像没有包

治百病的药物。在个别临床试验中腺病毒载体疫

苗失败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腺病毒载体在疫

苗研发领域的潜在价值。随着对腺病毒载体疫苗

研究的不断深入，腺病毒载体疫苗将迅速走向临

床应用，特别是腺病毒载体的动物疫苗，如基于

腺病毒载体的狂犬病疫苗、禽流感疫苗、口蹄疫

疫苗等，有可能被很快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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