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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戊型肝炎疫苗研究进展
肖楠石爽庄辉
年，采用随机、双盲和安慰剂对照试验，应用重组杆状病毒在

【关键词】戊型肝炎疫苗；戊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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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ｆ细胞中表达的相对分子质量（尬）５６×１０３ ＨＥＶ截断的衣壳
蛋白作为ＨＥＶ疫苗，此蛋白的序列设计是基于１型巴基斯坦
株”·”。共肌肉注射３次，每次２０ ｇ重组蛋白，０．５ｍｇ氧化铝
佐剂，注射时间为第０个月第１针，第１个月第２针，第６个月
第３针咂，。该疫苗控制戊肝发病的有效率为９５．５％。除注射
部位疼痛外，无任何主诉不适。在注射３针疫苗后１个月，实

戊型肝炎（戊肝）病毒（ＨＥＶ）经粪一口途径传播，有嗜肝

验组由疫苗引发的抗体应答率为１００％。但在注射第一剂疫

性，发病时表现为急性肝炎。在亚洲及非洲发展中国家均有

苗后平均８０９ ｄ抗体应答率降至５６．３％。表明该疫苗引发的

传播，中国亦有分布。在发达国家，ＨＥＶ主要影响猪和禽的

抗体并不持久；注射１针该疫苗并不提供保护，注射２针的保

养殖，密切接触生猪及鲜猪肉的人群中，抗．ＨＥＶ抗体阳性率

护作用有待证明，因此推荐注射３针疫苗哺，。

较高。虽然在发达国家仅有零星病例，但是普通人群中抗体

该项研究存在如下问题：①该疫苗对ＨＥＶ感染后预防发

阳性率比预期要高…。在中亚和东南亚，ＨＥＶ是急性临床型

病有保护作用，但对保护作用的机制未进行论证；动物实验

肝炎病例最主要的病原体，而在中非、东非和北非，ＨＥＶ是造

表明，重组蛋白疫苗对于ＨＥＶ感染仅有部分保护作用哺，。

成肝病的第二位原因（仅次于ＨＢＶ）［１ ３。ＨＥＶ感染的病死率

②研制ＨＥＶ疫苗首先应检验其对感染ＨＥＶ后病死率高的孕

为１％一４％…，孕妇感染后病死率可高达２０％ｔ“”。ＨＥＶ分５

妇的保护作用，而该研究的对象几乎全部是男性。③由于

个基因型，其中１、２型感染人类，３、４型可感染人和猪，５型感

ＨＥＶ流行的国家多是卫生条件差的发展中国家，疫苗的价格

染鸟类…。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主要流行１型和２型，此两型

也很重要，而该项研究并未对该疫苗的推广应用作出预测。

ＨＥＶ的毒力较强，多为水源性传播，发病者主要为青少年。

④有人质疑该实验存在伦理问题，即作为受试者的尼泊尔青

在发达国家，主要为３型和４型，毒力相对较弱，主要是由于

年军人是否有被上级强迫参与实验的可能一－。

食用未经充分加热的猪肉和鹿肉而感染，发病主要为老年人

另一组研究者使用大肠埃希菌表达的重组蛋白疫苗。

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现已发现的所有可感染人类的ＨＥＶ

我国厦门大学的研究组研制的大肠埃希菌重组蛋白疫苗已

基因型（１—４型）只有一个血清型，这为疫苗的研制提供了基

进入Ⅱ期临床试验，但尚未见公开发表的资料。该研究组还

础”·”。自１９９１年Ｔａｍ等对第１株ＨＥＶ测序后，戊肝研究取

对两种不同长度的ＨＥＶ衣壳蛋白的抗原性和免疫原性进行

得很大进展，包括ＨＥＶ疫苗研究。鉴于对２００４年之前的ＨＥＶ

了系统研究”““】，发现重组蛋白ＨＥＶ２３９和Ｅ２虽然结构

疫苗研究进展已有详细综述９］，本文仅就２００５年以后ＨＥＶ疫

（ＨＥＶ ２３９包括衣壳蛋白的第３６８—６０６位的氨基酸残基，Ｅ２

苗研究进展做简要综述。

则比ＨＥＶ ２３９少了Ｎ端２６个氨基酸残基，包括第３９４，６０６

１．重组蛋白疫苗：由于ＨＥＶ的细胞培养尚未成功，因此，

位的残基）和抗原性相似，但ＨＥＶ ２３９的免疫原性较Ｅ２高

至今仍无ＨＥＶ灭活疫苗或减毒活疫苗。目前研究的ＨＥＶ疫

２００倍”““］。Ｅ２免疫原性差的原因是：①虽然两者有相同的

苗主要基于重组病毒蛋白疫苗、ＤＮＡ疫苗或采用二者结合的

辅助Ｔ细胞和杀伤性Ｔ细胞表位，但Ｅ２无法有效激活Ｔ细

方案【４］。

胞，而ＨＥＶ ２３９可激活特异性细胞免疫；②Ｅ２激活体液免

ＨＥＶ基因组有３个开放阅读框（０ＲＦ），ＯＲＦ２表达衣壳蛋

疫系统的能力几乎为零，而ＨＥＶ ２３９诱导抗体的能力很强

白，是主要的免疫原性和抗原性来源。目前惟一确定的中和

（０．２ ｇ即可使无胸腺的小鼠产生抗体）。这是由于Ｅ２为可溶

抗原表位位于ＯＲＦ２第５７８～６０７位氨基酸残基之间９，，因此，

性抗原，与ＨＥＶ ２３９相比，其被抗原递呈细胞捕获的能力

蛋白疫苗主要是采用各种体外表达的重组ＨＥＶ ＯＲＦ２蛋白。

弱。提示ＨＥＶ重组蛋白疫苗必须同时拥有抗原表位和适当

其中一种ＨＥＶ重组蛋白疫苗已经进入Ⅱ期临床试验，并

的空间构象，才能有效激活机体免疫系统ｎ…。

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该重组蛋白疫苗是进入Ⅱ期临床试

由于蛋白构象对于免疫原性极为重要，日本研究者通过

验的ＨＥＶ疫苗。研究对象是尼泊尔军人，几乎全部是男性青

动物实验证明，昆虫细胞表达的重组蛋白的病毒样颗粒包含
病毒外壳的突触部分，免疫原性很强，甚至可在口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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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引起免疫应答””。该研究组还对常用于表达重组蛋白的
昆虫细胞系Ｔｎ５和Ｓｆ９产生的ＨＥＶ衣壳蛋白颗粒进行了研
究，发现同一细胞系表达的Ｎ端缺失１１１个肽段的衣壳蛋白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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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产生大小不同的产物；而同一载体在不同细胞系中表

位氨基酸残基组成的肽链）的Ｎ端融合不同信号肽（Ｓｉｇｌ和

达的产物，其大小和状态也不尽相同。从而认为是由于不同

Ｓｉ９３），观察融合蛋白在体内外的处理过程和抗原性的变化，

细胞系在蛋白的翻译后处理过程中有差异。利用含不同长

此２个信号肽分别为ＯＲＦ２序列的Ｎ端前２２个和前５０个氨基

度的衣壳蛋白序列的重组病毒载体，发现第１２６。６０１位的氨

酸残基组成的肽段。结果显示，在体外条件下，Ｓｉｇｌ使融合

基酸残基对颗粒抗原的形成有重要作用。这段肽链形成衣

蛋白与质膜结合，而Ｓｉ９３融合蛋白则呈现与衣壳蛋白全长相

壳蛋白的核心区，在２个不同的昆虫细胞系中均可形成颗

似的性质。Ｓｉｇｌ可提高小鼠对ＯＲＦ２．１的免疫应答，对绵羊则

粒。Ｃ端的５２个氨基酸与肽链在细胞内的定位和释放有关，

无此作用，而Ｓｉ９３作用正与此相反ｕ“。

而Ｎ端１１１个氨基酸残基则可使表达的蛋白与质膜结合，影

３．其他ＨＥＶ疫苗研究：

响其释放；因此，在表达重组衣壳蛋白时，最好去除Ｎ端１１１

（１）禽类ＨＥＶ研究：禽类ＨＥＶ被认为是哺乳动物ＨＥＶ

个氨基酸残基。此外，第６０１位的亮氨酸对病毒样颗粒的形

的一个分支，被列入第５型ＨＥＶ。禽类ＨＥＶ在ＯＲＦｌ高变区

成很重要。在Ｔｎ５细胞系中，不但重组蛋白表达量多，而且翻

比人类ＨＥＶ短６００ ｂｐ“㈨。由于至今尚无ＨＥＶ细胞培养模

译后修饰更准确“”。

型，禽类ＨＥＶ提供了一种替代的小动物模型瑚－。美国学者发

除用昆虫细胞和大肠埃希菌表达目的蛋白的方法外，利

现，在禽类ＨＥＶ第３８９～４１０位氨基酸残基的片段上，有一个

用植物为反应器，大量生产价廉的蛋白疫苗，也引起极大的

人型、猪型和禽型ＨＥＶ共有的Ｂ细胞抗原表位，在第５８３～６００

关注””。香港大学的研究组用烟草叶子的质体表达重组蛋

位氨基酸也有一个人型与禽型ＨＥＶ共有的表位瞌”，并证明重

白Ｅ２（衣壳蛋白第３９４。６０７位氨基酸残基），每克新鲜叶片

组ＯＲＦ２蛋白免疫小鸡可产生应答ｏ…。这些针对禽类ＨＥＶ

组织中含１３．２７斗ｇ重组蛋白。动物实验证明，用该Ｅ２蛋白

的研究结果，可能对于人类ＨＥＶ疫苗的研制有参考价值。

免疫小鼠可产生应答。但Ｅ２蛋白的免疫原性相对较差，作为

（２）ＨＥＶ与ＨＡＶ混合疫苗研制：Ｄｏｎｇ等”２ ３应用商品化

疫苗的潜在价值有待进一步验证，且烟草不能食用。如在可

ＨＡＶ灭活疫苗与ＨＥＶ重组ＯＲＦ２蛋白片段制成混合疫苗，小

生食的蔬菜中能大量表达诱发黏膜免疫的衣壳蛋白，不失为

鼠实验证明，ＨＡＶ灭活疫苗对ＨＥＶ重组蛋白的免疫原性有促

有前景的廉价疫苗。厦门大学的研究组在番茄中表达Ｅ２，并

进作用，而ＨＥＶ蛋白的存在并不影响ＨＡＶ疫苗的免疫效果。

获得有免疫原性的产物，但表达的量很低，每克番茄中

４．ＨＥＶ疫苗研究的困难和方向：目前最有希望的ＨＥＶ

仅含６１．２２ ｎ∥”。美国和日本的研究者用马铃薯表达无Ｎ端

候选疫苗是２００７年在尼泊尔进行Ⅱ期临床试验的重组蛋白

的１１１个氨基酸残基的衣壳蛋白，虽然在马铃薯球茎中表达

疫苗。ＨＥＶ蛋白疫苗是目前主流研究方向。但ＨＥＶ蛋白疫

量较高，但无法形成颗粒，动物实验结果表明，该转基因马铃

苗也有不足，如不能引发有效的细胞免疫，蛋白质构象对免

薯的口服免疫原性很差ｕ”。

疫原性的影响较大，成本相对较高等。

２．ＤＮＡ疫苗：ＤＮＡ疫苗是一种较新的技术，通过将

近年来，对ＨＥＶ ＯＲＦ２中和表位的研究有较大进展，已确定

ＤＮＡ导入宿主细胞内，使其在宿主细胞中表达，从而有效诱

中和表位的位置嘲。此外，抗原构象对免疫原｜生也十分重要ｕ

导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其优势是：①无感染性；②价格低；

匕述研究结果，对ＨＥＶ重组蛋白疫苗研究有指导意义。

③不含异源蛋白；④模拟实际感染情况，可更有效诱导体液
免疫和细胞免疫ｕ”。
有学者利用大约长０．８ ｋｂ的部分ＯＲＦ２基因和全长

ＯＲＦ３基因构建嵌合体ＤＮＡ疫苗，给小鼠肌肉注射后，出现

ｏ，“·。

为降低ＨＥＶ疫苗的成本，有人探索ＨＥＶ短肽疫苗和口
服疫苗。有研究表明，重组ＯＲＦ２肽段形成的病毒样颗粒经
口免疫小鼠，可引发体液免疫和肠道免疫应答ｕ…。
ＨＥＶ

ＤＮＡ疫苗是另一个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其优势是

抗．ＨＥＶ ＩｇＧ和ＨＥＶ特异性Ｔ细胞增殖””。但未提及所用的

成本较低，储存条件简单，易于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应用。但

是ＯＲＦ２的哪一段基因序列。

目前ＨＥＶ ＤＮＡ疫苗的研制尚有一定困难；如近期的研究表

印度学者比较了全长ＯＲＦ２基因和包含第４５８。６０７位

明，ＨＥＶ ＯＲＦ２全长ＤＮＡ疫苗单独免疫动物的效果并不理

氨基酸的中和抗原表位ＮＥ基因ＤＮＡ疫苗的效果，还对ＤＮＡ

想，需要考虑其他路径，如应用信号肽和基因枪等”７“…。此

疫苗导入宿主细胞的方式及免疫方案进行了比较；结果基因

外，作为ＨＥＶＤＮＡ疫苗序列的选择、修饰以及导入宿主体内

枪较肌肉注射效果更好，单独使用蛋白疫苗和单独使用ＤＮＡ

的途径等因素均可影响ＨＥＶ ＤＮＡ疫苗的免疫效果，值得进

时，ＮＥ的免疫效果均低于ＯＲＦ２，但使用ＤＮＡ．蛋白疫苗免疫

一步研究。

时，ＮＥ的免疫效果大幅上升，而ＯＲＦ２的效果基本不变。
ＧＭ—ＣＳＦ作为佐剂的效果不明确””。因此，该研究组建议应
用ＤＮＡ和蛋白疫苗联合免疫，并指出，ＮＥ作为疫苗是有研究
价值的。由于ＮＥ蛋白可在细菌中表达，生产价格低，更适用
于发展中国家。

通过改变抗原的序列和结构，可使抗原选择性地被
ＭＨＣ Ｉ或者ＭＨＣ １１途径处理，从而选择性地被递呈给ＣＤ。＋
或ＣＤ８＋淋巴细胞，激活体液免疫或细胞免疫。根据这一理

论，澳大利亚学者将蛋白ＯＲＦ２．１（ＯＲＦ２的ｃ端第３９４—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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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尹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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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皂、·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从２００９年开始标注数字对象惟一标识符
数字对象惟一标识符（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ＤＯＩ）是对包括互联网信息在内的数字信息进行标识的一种工具。在传统
的出版物中，书刊、磁带、光盘都有国际标准编号（ＩｓＢＮ、ＩＳＳＮ、ＩＳＣＮ）及其条形码，作为出版物的惟一标识。这些标识使出版物
得到有效的管理，便于读者查找和利用。而网上的文档一旦变更了网址便无从追索。数字信息标注ＤＯＩ如同出版物的条形
码，是一个永久和惟一的标识号。随着时间推移，数字对象的某些有关信息可能会有变化（包括存储的物理位置），而ＤＯＩ可让
使用者直接由此链接到出版商的数据库、文献、摘要甚至是全文，识别码可以直接指引到出版物的本身，使国内外各种来源、不
同物理地址的各种类型的学术信息实现互链互通。ＤＯＩ是一个可供全球期刊快速链接的管理系统，整个系统由国际ＤＯＩ基金
会（ＩＤＦ）进行全球分布式管理。随着ＤＯＩ的普及，可以借助其进行相关的科研评价，分析高被引频次作者、单位和论文等相关信
息，了解各个领域学术研究的热点、影响和趋势，以及研究者在本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及最新研究成果。中文和外文资源，一次和
二次文献，科技文献和数据通过ＤＯＩ可实现动态的、开放式的知识链接，整体提升包括期刊在内的数字资源的使用率，为读者提
供更好的服务。进而逐步提高中国期刊的被引率，整体上提高中国精品期刊在国际上的影响度和显示度，最终推动并建立一个
与世界接轨的、永久的、开放互动、成员主动参与、覆盖主要学术研究信息领域的知识链接系统，推动数字期刊的发展和繁荣。
为了实现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内容资源的有效数字化传播，同时保护这些数字资源在网络链接中的知识产权和网络传播
权，为标识对象的版权状态提供基础，实现对数字对象版权状态的持续追踪，自２００９年第１期开始，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纸版
期刊和数字化期刊的论文将全部标注ＤＯＩ。即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除科普和消息类稿件外，其他文章均需标注ＤＯＩ，ＤＯＩ标注
于每篇文章首页脚注的第１项。由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各期刊编辑部为决定刊载的论文标注ＤＯＩ。
参照ＩＤＦ编码方案（美国标准ＡＮＳＩ／ＮＩＳＯ Ｚ３９．８４．２０００）规定，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标注规则如下：“ＤＯＩ：统一前缀／学会标
识．信息资源类型．杂志ＩＳＳＮ．料料一料料．年．期．论文流水号”。即：“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料料一料料．ｙｙｙｙ．ｎｎ．ＺＺＺ”。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标注ＤＯＩ各字段释义：“１０．３７６０”为中文ＤＯＩ管理机构分配给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统一前缀；
“ｃｍａ”为中华医学会（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缩写；“ｊ”为ｊｏｕｒｎａｌ缩写，代表信息资源类别为期刊；“ｉｓｓｎ．料料一料料”为国际
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ＩＳＳＮ）；“ＹＹＹＹ”为４位出版年份；“ｎｎ”为２位期号；“ＺＺＺ”为３位本期论文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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