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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不同种类乙型肝炎重组疫苗诱导免疫应答
特点比较
胡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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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梁争论

李河民

庄辉

比较三种乙型肝炎重组疫苗（ｒＨＢ）［乙型肝炎汉逊酵母重组疫苗（ｒＨＰ）、酿酒酵

母重组疫苗（ｒＳＣ）和ＣＨＯ莺组疫苗（ｒＣＨＯ）］诱导小鼠细胞和体液免疫应答特点。方法

（ＢＡＬＢ／ｅ，Ｈ．２６）分别皮下接种３种ｒ船３嵋，于免疫后第４、７、１０、１４、２５和３５

给３组小鼠

ｄ分离脾单个核细胞

（ＭＮＣ），应用酶联斑点法（ＥＬＩＳＰＯＴ）测定ＭＮＣｓ体外刺激后所产生的细胞因子ＩＦＮ．７、ＩＬ－２斑点形成
细胞数（ＳＦＣ）。刺激物为多肽或Ｈｍｈｇ。同时测定免疫后不同时间的细胞毒Ｔ淋巴细胞反应（ＣＴＬ）
活性和小鼠血清抗一ＨＢｓ水平。结果应用ＥＬＩＳＰＯＴ法，不同种类ｒＨＢ免疫小鼠后诱导分泌ＩＦＮ一７和
ＩＬ一２峰值均为１０—１４ ｄ；ｒＨＰ诱导ＣＴＬ活性（Ｐ＝０．０００＜０．０５）和分泌ＩＦＮ一７水平（Ｐ＜Ｏ．０５）均显著高
于ｒＣＨＯ和ｒＳＣ，且ｒＨＰ于免疫后第１０天诱导ＣＴＬ杀伤率最高（３９．８％）；ｒＨＰ组诱导分泌ＩＬ－２水平
均显著高于其他两种疫苗组（Ｐ＜０．０５），第７和１４天时，ｒＳＣ组诱导产生ＩＬ．２水平均显著高于ｒＣＨＯ
组（第７天ｔ＝４．５９５。Ｐ＝０．００１＜０．０５；第１４天ｔ＝５．７２１，Ｐ＝０．０００＜０．０５）；免疫后第７天３种疫苗
诱导细胞免疫应答强度依次为ｒＨＰ最强，ｒＳＣ其次，ｒＣＨＯ最弱；小鼠血清抗一ＦＩＢｓ阳转率和抗体滴度随
免疫时间而逐渐上升，第７天时ｒＣＨＯ组抗体显著高于ｒＨＰ组（Ｐ＝０．０４４＜０．０５），第１４天时ｒＣＨＯ
组抗体显著高于ｒＨＰ组（Ｐ＝０．００９＜０．０５）和ｒＳＣ组（Ｐ＝０．０１２＜０．０５）。结论３种疫苗免疫小鼠
的应答特点不同。酵母重组疫苗早期诱导细胞免疫应答优于ｒＣＨＯ；ｒＣＨＯ的优势是诱导产生抗一ＨＢｓ
早，且滴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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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乙型肝炎（乙肝）疫苗诱导人体免疫应

型），浓度为１．９ ｍｇ／ｍｌ，经高效液相（ＨＰＬＣ）和银染

答的特点不同…，乙肝ＣＨＯ重组疫苗（ｒＣＨＯ）糖基

测定纯度＞９９．０％，采用鲎试剂法测定细菌内毒

化程度高，诱导抗体滴度高；而乙肝酵母重组疫苗无

素＜１０ ＥＵ／ｍＩ（１０ ｇｇ剂量），由大连汉信生物制药有

糖基化，但诱导细胞免疫早。以往应用细胞增殖、

限公司惠赠；ＨＢｓＡｇ

ＥＬＩＳＡ等对不同乙肝抗原的细胞免疫特点进行比

（ＩＰＱＳＬＤＳｗＷＴＳＬ），由ＣＥＭ微波多肽合成仪合

较旧’３】，但缺少对不同类型乙肝重组疫苗（ｒＨＢ）的细

成，Ａｇｉｌｅｎｔ制备高效液相分离纯化，由中国协和医

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应答进行系统、动态的比较。本

科大学药物研究所提供，纯度≥９５．０％。多肽Ｓ２蹦，

研究应用酶联斑点法（ＥＬＩＳＰｏＴ）、细胞毒Ｔ淋巴细

溶于二甲基亚砜，浓度为１０ ｍｇ／ｍｌ，使用时用完全培

胞反应（ＣＴＬ）等方法，对不同类型ｒＨＢ接种小鼠后

养基稀释至相应浓度。采用鲎试剂法测定细菌内毒

的免疫应答情况进行比较。

素，结果＜１０ ＥＵ／ｍｌ（１０弘ｇ剂量）。

ＭＨＣ Ｉ类多肽岛８－３９

细胞免疫测定试剂：ＮｙｃｏＰｒｅｐＴＭｌ．０７７Ａ淋巴细

材料与方法

胞分离液为挪威ＡＸＩＳ—ＳＨＩＥＬＤ
１．ｒＵＢ：规格均为每支１０ ｔ，ｇ／０．５ ｍｌ。乙肝汉逊

ＰｏＣ

ＡＳ公司产品；

ＲＰＭＩ １６４０培养基、胎牛血清为美国Ｈｙｃｌｏｎｅ公司

酵母重组疫苗（ｒＨＰ）、酿酒酵母重组疫苗（ｒＳＣ）和

产品；ＲＰＭＩ １６４０完全培养基含１０％胎牛血清、

ｒＣＨＯ分别由大连汉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深圳康

２０

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和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

丙酮酸钠、５×１０～ｍｏｌ／Ｌ ２．巯基乙醇、青霉素

股份有限公司惠赠。

１００

ｍｍｏｌ／Ｌ

Ｈｅｐｅｓ、２

ｍｍｏｌ／Ｌ Ｌ．谷氨酰胺、１ ｍｍｏｌ／Ｌ

Ｕ／ｍｌ、链霉素１００ ｔ，ｇ／ｍｌ；小鼠ＩＦＮ．７和ＩＬ－２

２．动物：无特定病原体（ＳＰＦ）ＢＡＬＢ／ｃ小鼠

ＥＬＩＳＰＯＴ试剂盒为美国ＢＤ公司产品；ＥＬＩＳＰｏＴ

（Ｈ．２６），６～８周，１６～１８ ｇ，雌性，中国药品生物制

检测仪为美国ＣＴＬ公司生产的ＩｍｍｕｎｏＳｐｏｔ

品检定所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Ｓｅｒｉｅｓｅ ３Ｂ）。

３．免疫应答的检测方法：

ＥＬＩＳＰＯＴ检测阳性孑Ｌ判断标准：对照孑Ｌ斑点

（１）不同类型ｒＵＢ免疫小鼠后，ＥＬＩＳＰＯＴ检测

数≤５ ＳＦＣ时，样本孑Ｌ斑点数应≥１０ ＳＦＣ；对照孔斑

小鼠脾ＭＮＣｓ体外刺激产生ＩＦＮ一７、ＩＩ，－２的动态研

点数在５ ＳＦＣ和１０ ＳＦＣ之间时，样本孔斑点数／对照

究：每种疫苗应用６０只小鼠（ＢＡＬＢ／ｃ），随机分为６

孔斑点数应≥２；对照孔斑点数＞１０ ＳＦＣ时，样本孔

组，每组１０只，背部皮下免疫ｒＨＢ

斑点数／对照孔斑点数应≥３。

３

３

ｔｔｇ，剂量为每只

ｖｇ／１５０ ｇｌ，另设立接种１５０肛ｌ生理盐水作为阴性对

照组。分别于免疫后４、７、１０、１４、２５、３５ ｄ时摘眼球

（２）不同类型ｒＨＢ免疫小鼠后ＣＴＬ活性的动
态研究：

取血（收集全血，然后分离血清）处死，无菌取脾，制

特异性ＣＴＬ效应细胞的制备：按方法（１）中分

备脾细胞悬液，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脾单个核细

离的脾ＭＮＣｓ，计数后用ＲＰＭＩ １６４０完全培养基调

胞（ＭＮＣ），计数后调细胞浓度至４Ｘ １０６／ｌｌｌＩ，每孔加

细胞浓度至１×１０７／ｒｎｌ，于２４孔板上每孔加入

入１００肛ｌ细胞，检测分别用ＭＨＣ Ｉ类多肽Ｐ２。－３９或

１０００“胲悬液，经２５

ＨＢｓＡｇ体外刺激后ＭＮＣｓ后，其分泌ＩＦＮ，丫及ＩＬ．２

源小鼠ＭＮＣｓ（再经终浓度为２０＾ｔｇ／ｍｌ ｓ２¨。致敏）作

水平（刺激时间为２４ ｈ）。
细胞免疫应答体外刺激物：ＨＢｓＡｇ是汉逊酵母
（Ｈａｎｓｅｎｕｌａｒ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ａ）表达的ｒＨＢｓＡｇ（ａｄｗ２亚

ｔｌｇ／ｍｌ丝裂霉素处理的正常同

为饲养细胞１０００肛ｌ（１×１０６／ｍ１），终浓度为２０ Ｕ／ｍｌ
ｒｌＬ．２。两种细胞于３７℃，５％Ｃ０２条件下培养５

ｄ，

在２ ｄ时用含２０ Ｕ／ｍｌ ｒｌＬ．２的完全培养基换取上清。

·８１２·

ＣＴＬ活性测定：对数生长期的Ｐ８１５细胞完全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４．５３０，Ｐ＝Ｏ．０００＜０．０５）。

培养基调浓度至５×１０６ｃｅｌｌ／ｍｌ，加入终浓度为

２０肛ｇ／ｍＩ Ｐ２８－３９，于３７℃，５％ｃ０２培养箱中培养４

口ｒｔｔＰ

以Ｎａ５１Ｃｒ０４标记１．５ ｈ（７．５×１０６Ｂｑ／１０７个细胞）。

，、８０

充分洗涤使靶细胞上清无残留同位素，每孔１００“ｌ

脊６０
辩

加在９６孔“Ｕ”形底细胞培养板（１×１０５／ｍ１）。收集
诱导５ ｄ的效应细胞（５×１０６／ｍ１），按５０：１、２５：１和

口疋Ｉ－１０

乜ｒ￥Ｃ

口对照组

１００

ｈ。
零

擘４０
Ｚ

邕２０

１０：ｌ效应细胞与靶细胞（Ｅ：Ｔ）的比例，分别加入上
述含靶细胞的培养孔，每一效靶比例设３个复孔。
于３７℃，５％Ｃ０２培养箱中孵育４ ｈ，每孔取上清
１００肚ｌ，用７计数器测定ｃｐｍ值。杀伤结果以特异
性杀伤率表示。特异性杀伤率（％）＝（实验孔ｃｐｍ
均值一最小释放孔ｃｐｍ均值）／（最大释放ｃｐｍ均
盈ｒＳＣ

口ｄ－ＩＰ

值一最小释放孔ｃｐｍ均值）×１００％。其中最大释

日ｒＣＨＯ

霾

放孔加入１００“ｌ ２０％的Ｔｒｉｔｏｎ Ｘ－１００，最小释放孔
８０

加入１００肚ｌ完全培养基。自发释放应低于１０％。

摹

（３）不同类型ｒＨＢ免疫小鼠后抗一耶ｓ的动态研

究：将方法（１）中收集全血分离血清检测抗一愀平。

４．抗一ＨＢｓ测定：采集小鼠全血，分离血浆，应用

ｉ

６０

簿

詈４０

箩Ｉ

—
２０

美国Ａｂｂｏｔｔ公司生产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ａｎｔｉ．ＨＢｓ试
Ｏ

剂盒检测抗一ＨＢｓ，以１０ ｍＩＵ／ｍｌ作为抗体阳转标志。

７

４

间点不同细胞因子ＳＦＣ进行配对样本的ｔ检验，对不

１

阻． 乳． 乳。
１０

】４

２５

萝ｌ
３５

免疫时『日Ｊ（ｄ）

５．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软件对同组同时

注：纵坐标代表每组小鼠ＭＮＣｓ经ＨＩｋＡｇ刺激下ＩＬ．２阳转率

三种ｒＨＢ免疫小鼠后ＩＬ一２阳转率比较

图２

同组间数据进行独立样本的ｔ检验和方差分析。
结

口对照组

１００

果
裁

１．不同类型ｒＨＢ免疫小鼠诱导ＭＮＣ分泌细胞
因子比较：由图１～４可见，小鼠免疫ｒＨＰ后７ ｄ，脾
ＭＮＣｓ经体外刺激后细胞因子ＩＦＮ一７和ＩＬ．２阳转率

馨
器
々
Ｚ
邕
舞

求

均达１００％，并持续至３５ ｄ；两种细胞因子的ＳＦＣ峰
柏加∞∞∞∞∞０

值均位于免疫后１０一１４ ｄ之间。小鼠免疫ｒＳＣ后，
ＩＦＮ一丫和ＩＬ一２阳转率和ＳＦＣ峰值均在免疫后１４

４

７

１０

１４

２５

３５

免疫时问（ｄ）

ｄ

（１０ ｄ时未检测），ＩＬ一２阳转率和ＳＦＣ在４—３５ ｄ时均
较高。１４ ｄ时ＩＬ一２阳转率高于ＩＦＮ．７，且ＩＬ．２的ＳＦＣ
显著高于ＩＦＮ．７（ｔ＝４．７６４，Ｐ＝０．００１＜０．０５），显示
ｒＳＣ是诱导ＩＬ．２为主的细胞免疫。小鼠免疫ｒＣＨＯ

注：纵坐标代表每４

ｘ

１０５ＭＮＣｓ经ＨＢｓ＾ｇ ＭＨＣ Ｉ类多肽Ｓ鹅．∞

刺激下分泌ＩＦＮ．７ ＳＦＣ；结果以ｊ±５表示；ｒＨＰ组诱导分泌ＩＦＮ．７水
平均显著高于另两种疫苗组（Ｐ＜Ｏ．０５）；１４ ｄ时，Ｋ；ＨＯ组诱导生成
ＩＦＮ．７水平显著高于ｒＳｅ组（ｔ＝４．５３０，Ｐ＝０．００１＜０．０５）

图３

三种ｒＨＢ免疫小鼠诱导ＩＦＮ一７分泌水平比较

后，ＩＦＮ．７阳转率高于ＩＬ．２，ＳＦＣ峰值均在免疫后
２．不同类型ｒＨＢ诱导小鼠ＣＴＬ应答比较：由

１０ ｄ。

ｒＨＰ诱导分泌ＩＦＮ．了和ＩＬ－２水平均显著高于

＆和尤Ｈ０（Ｐ＜０．０５）；７

ｄ和１４ ｄ时ｒＳＣ诱导生成

图５可见，ｒＣＨＯ组和ｒＳＣ组在４—３５ ｄ时ＣＴＬ杀伤
率均较低，且与阴性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ＩＬ。２水平均显著高于尤Ｈ０（第７天ｔ＝４．５９５，Ｐ＝

（Ｐ＞０．０５），ｒＨＰ组在小鼠免疫后１０

０．００１＜０．０５；第１４天ｔ＝５．７２１。Ｐ＝０．０００＜

最高（３９．８％），显著高于ｒＳＣ组和疋Ｈｏ组（Ｐ＝

０．０５），１４ ｄ时ｒｅＨＯ诱导生成ＩＦＮ．７水平与ｒＳＣ的

０．０００＜０．０５）。

ｄ

ＣＴＬ杀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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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加．∞

２

簌
禽

墨

Ｏ∞

∞

蠹
ｑ
ｄ

∞

辫

量

８∞

∞

型
壤
长

６∞

加

接

４∞

求

璺

０
４

７

１０

１４

媚

３５

２５

２∞

０

免疫时间（ｄ）

４

７

１０

１４

２５

３５

免疫时问（ｄ）

注：纵坐标代表每４×１０５ ＭＮＣｓ经ＨＢｓＡｇ刺激下分泌ＩＬ－２
ＳＦＣ。ｒＨＰ组诱导分泌ＩＬ．２水平均显著高于另两组疫苗（Ｐ＜０．０１）；

注：７ ｄ时，ｒＣＨＯ组抗体ＧＭＴ与ｒＨＰ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ｄ时，ｒＳＣ组诱导生成ＩＬ．２水平均显著高于ｒＣＨＯ组（第７天

（Ｐ＝０．０４４＜０．０５）；１４ ｄＯ寸，ｒＣＨＯ组抗体ＧＭＴ与ｒＳＣ组差异有统

７

ｄ、１４

ｔ＝４．５９５，Ｐ＝０．００１＜０．０５；第１４天ｔ＝５．７２１，Ｐ＝０．０００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２＜０．０５）；与ｒＨＰ组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５）

三种ｒＨＢ免疫小鼠诱导ＩＬ－２分泌水平比较

图４

图７

ｒＨＢ免疫小鼠诱导抗．ＨＢｓ抗体滴度比较

∞

讨

论

∞
氟

爱
最
ｑ
ｄ

麓

ｒＨＢ是将ＨＢｓＡｇ经过纯化等工艺，加铝佐剂

∞

（氢氧化铝）吸附而成。不同来源的ＨＢｓＡｇ具有不
加

同的理化特性和生物学效应，在糖基化程度、游离二

求
ｍ

硫键数目和诱导免疫应答等方面存在差异。此外，
表达系统、纯化工艺等后处理过程及铝佐剂吸附工

Ｏ
４

７

ｌＯ

１４

３５

２５

艺等对ｒＨＢ免疫原性均可能产生影响拉４ Ｊ。

免疫时『日Ｊ（ｄ）
注：ｒＨＰ组１０

ｄ时ＣＴＬ显著高于戏和ｒＣＨＯ组（Ｐ＝０．０００＜

０．０５）

ｒＳＣ；小鼠效力研究结果表明，ｒＣＨＯ的ＥＤ５０（肛ｇ）最
小，ｒＳＣ较大¨’５’６１。本研究对小鼠抗一ＨＢｓ动态比较

不同种类ｒＨＢ免疫小鼠后ＣＴＬ比较

图５

临床研究表明，ｒＣＨＯ诱导抗一ＨＢｓ滴度高于

结果显示，ｒＣＨＯ免疫早期（７ ｄ时）即可诱导较高的
３．不同类型ｒＨＢ免疫小鼠抗．ＨＢｓ动态比较：由
图６、７可见，不同类型ｒＨＢ免疫小鼠１针后７

抗一ＨＢｓ皿Ｅ清阳转率和抗体滴度；１４ ｄ时ｒＣＨＯ诱导

ｄ，

抗体滴度显著高于ｒＨＰ和ｒＳＣ，ｒＣＨＯ后期诱生抗

ｒＣＨＯ组抗一ＨＢｓ阳转率和抗体滴度均高于ｒＨＰ组和

体滴度也高于ｒＨＰ和ｒＳＣ。但在３种ｒＨＢ中，ｒＣＨＯ

ｒｓＣ组（分别为６０％、１０％和Ｏ％；３７．７ ｍｌＵ／ｍｌ、

的ＨＢＶ母婴阻断率最低（１０弘ｇ／剂，约７５％）…，说

ｍｌＵ／ｍｌ和１５．９ ｍＩＵ／ｍ１），ｒＣＨＯ组抗．ＨＢＳ的

明仅依据抗体产生的早晚和高低，不足以解释ｒＨＢ

１５．７

ＧＭＴ显著高于ｒＨＰ组（Ｐ＝０．０４４＜０．０５）。１４

ｄ

时，ｒＣＨ０组抗一ＨＢｓ的ＧＭＴ显著高于ｒＨＰ组（Ｐ＝
０．００９＜０．０５）和ｒＳＣ组（Ｐ＝０．０１２＜０．０５）。

器
荪
癣

罢
璺
瘤

的阻断效果。
ＴＨｌ类细胞及其相关细胞因子ＩＦＮ．７、ＩＬ．２和

ＩＬ－１２＂圳，以及ＣＤ；Ｔ分泌ＩＦＮ一７为机体抗病毒的重

∞

要机制¨ｏ’１¨。本研究对３种ｒＨＢ免疫小鼠的细胞

∞

免疫应答动态研究结果表明，７ ｄ时ｒＨＰ诱导Ｔ细

∞

胞分泌ＩＦＮ一７、ＩＬ．２水平显著高于ｒＳＣ和疋ＨＯ，且

∞

ｒｓＣ诱导生成ＩＬ一２水平显著高于ｒＣＨＯ组；但以后
ｒＨＰ诱导生成ＩＦＮ．７、ＩＬ．２的能力显著高于ｒＣＨＯ和

∞

ｒＳＣ。因而早期Ｔ细胞分泌因子ＩＦＮ．丫、ＩＬ．２能力

∞

ｒＨＰ最强，ｒＳＣ其次，ｒＣＨＯ最弱。这与前期研究乙
Ｏ
４

７

１０

１４

２５

３５

免疫时间（ｄ）
圈６

ｒＨＢ免疫小鼠诱导抗一唧ｓ阳转率比较

肝酵母重组抗原诱导生成ＴＨｌ类细胞因子早的结
果基本一致¨１。
既往研究认为，ＣＴＬ在ＨＢＶ感染病毒清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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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主导地位¨２Ｊ，但近年研究发现，由ＴＨｌ类细胞因
子参与的非溶细胞机制在抑制ＨＢＶ复制甚至清除
病毒中起了重要的作用ｎ３ｄ纠。尽管如此，细胞毒性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ａｎｔｉｇｅｎ（ＨａｓＡｇ）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ｅｌｌｓ（ＣＨＯ）ａｎｄ

ｙｅａｓｔ

ｆｒｏｍ

ｃｅｌｌｓ（Ｈａｎｓｅｎｕｌａ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Ｖａｃｃｉｎｅ，１９９７，１５（６—
７１：６３７—６４７．

Ｔ淋巴细胞直接杀伤感染细胞，以及ＣＴＬ过程中释

［５］梁争论，李河民。吴小音，等．中国乙型肝炎疫苗免疫效果和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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