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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l类细胞因子对pHCV．C重组体诱生免疫应答的增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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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Effect of Thl Cytokine on Immune Responses of M ice 

to Recombinant Plasmid Encoding Hepatitis C Virus Core Gene 

FENG Zhi—hua，ZHOU Yong—xing，JIAO Cheng—song，et al 

(Department Infectious Diseases，Tangdu Hospital，Fourth Military Medica[University．Xi’Ⅱn 710038，China) 

Abstgract：BALB／c mice were immunized with a recombinant plasmid containing HCV—C gene(pcD 

NAHCV—C)alone or together with a constructs encoding IL一2 or IL12(pIL一2 or pIL一12)．Anti— 

HCV—C specific antib0dy in the zer8 was measured with ELISA Spleen cells from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mice were extracted The mouse myloma SP2／0 cells expressing HCV C antigen served as tar 

get cells CTL activity was measured by~andard 4h Cr release ossay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nti— 

HCV—C antibody A value increased from 1．21 of pcDNAHCV C alone to 2 O9 and 1 73 of pHCV—C 

coimmunized with PIL一2 or PIL一12 respectively CTL activity to HCV core prote~n was substantially 

enhanced after coimmunization with the IL 12 expressing plasmid In contrast．the improvement of 

HCV core—specific CTL activity with an IL一2一pmdudng construct coimmunization was not obvious． 

whieh could related to the lOW—leve1 expression of IL 2 vector-pDOR DNA vaccine of HCV combined 

with IL一12 expressing plasmid co uld get better immunizing effects，and【c might represent a gene ther 

appeudc strategy against the HCV infection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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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索 Thl类细咆因子 IL-2和 IL一12对含丙型肝炎病毒(HCV)核 fl,(C)基因重组体诱生的免疫应答的增 

强作用．本文构建了包含 HCV C基因片段的重组质粒 pHCV．C，将其单独或与 Thl类细胞因子表达质粒 pIL一2或 

pIL12共免疫 BAI B／c小鼠，El ISA法检测免疫小鼠血清中的HCV C特异性抗体滴度；以pHCV—C转染 SP2／0细 

胞．经筛选稳定表达 HCV C抗原者(SP2／O HCV．C)为靶细胞． cr释放试验检测细胞毒 T淋巴细胞(CTLs)的体外 

特异性杀伤功能。结果发现，plI，2能够增加pHCV．C诱导的抗体产生．对 CTLs的杀伤作用增强却不明显：而 pII ． 

12对pHCV—c诱导的抗体和细胞免疫应答均有增强作用(D<0 05) 由此推断，佐以Tht类细胞固子．不仅可 增 

强基因疫苗诱生的免疫应答强度．而且可能使机体对基固疫苗的免疫应菩朝着有利于优先诱导 CTLs免疫应答清 

除病原体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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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疫苗能够全方位调动机体的免疫系统，诱 

导特异性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应答，预防和清除病毒 

的感染⋯ 然而，如何使机体对基因疫苗的免疫应 

答朝著有利于优先诱导清除病原体的 CTLs免疫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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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方向发展，同时增强体液免疫应答的强度，是将基 

因疫苗应用于预防性疫苗的研制及抗病毒治疗，亟 

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本研究将包含丙型肝炎病 

毒(HCV)核心基因(C)的重组体 pHCV C分别与编 

码鼠Thl类细胞因子质粒 plL 12或 plL一2共免疫 

BALB／c小鼠，观察 IL 2、IL—l2对 pHCV—C基 因疫 

苗诱导的特异性抗体和细胞毒 T淋巴细胞(CTLs) 

应答强度的增强效应，为台理设计不同类型的基因 

疫苗，提高基因疫苗的免疫效果提供理论和实验依 

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动物 细胞、宿主菌和质粒 

5～8同龄的雌性 BALB／c小鼠由本校动物中 

心提供；BALB／c小鼠骨髓瘤 sP2／0细胞株(H一2 )、 

大肠杆菌 JM109由本室保存；含鼠 IL-2编码序列 

的真核表达载体 pDOR—IL一2由本校唐都医院骨肿 

瘤中心郑强博士惠赠；编码鼠 IL一12 p35和 p40蛋 

白的真核表达载体 pWRG3169由美国 Rakhmile— 

vich博士惠赠l2 ；pBRTMHCV1—30ll质粒[含除 5’ 

端非编码区基因(NCR)外，全部 HCV基因序列]由 

美国 Rice教授惠赠 ；含 HCV C基因的重组体 

pHCV C由本室构建 0，pcDNA3真核表达载体由 

本室保存。 

1．2 主要试剂及细胞培养基 

PE标记的鼠 cD4 McAb、FITc标记的鼠 cD8 

McAb购 自苏州库尔特技术驻华机构。脂质体 

(Lipofectamine)、G418、细胞培养基D’MEM及各种 

酶标抗体均购自华美公司；新生牛血清为杭州四季 

清产品； H-HdR购自中国原子能研究所；Nas CrO 

为美国杜邦公司产品；HCV C抗原由军事医学科学 

院凌世淦教授惠赠；HCV C McAb由第三军医大学 

郝飞教授惠赠。 

1．3 重组质粒 pHCV C的构建及其在SP2／0细胞 

中的稳定表达 

分别用限制性内切酶 ／4／ dⅢ一Xk。I双酶切 

pBRTMHCV1—301I和 pcDNA3质粒，切下 1 063 bp 

含HCV C的基 因片段和线状载体 pcDNA3 Hind 

11I—Xho I大片段，用 T DNA连接酶连接两个片 

段，得到重组质粒 pHCV—C 利用脂质体(Lipofec 

tarnine)转染技术，将重组 质粒 pHCV—C转染 至 

SP2／0细胞中。经 (3418筛选培养约2周后，用免疫 

荧光法检测 c抗原的表达，HCV—C McAb为一抗， 

FITC标记的羊抗鼠 IgG为二抗，荧光显微镜下观 

察，直至被转染细胞 HCV C抗原荧光染色均阳性后 

备用。表达HCV C抗原的SP2／0细胞命名为 sP2／ 

0一HCV—C 

1．4 小鼠免疫及血清 HCV C特异性抗体水平检测 

大肠杆菌JM109感受态的制备、质粒的转化以 

及碱裂解法大量提取质粒，PEG纯化等均参照分子 

克隆实验指南进行 j：60只 BALB／c小鼠股四头 

肌注射 0 25％布比卡因 100 L，24 h后随机分成 6 

蛆 ：pHCV—C、pHCV—C plL一2、pHCV—C pIL广l2三 

个实验组和 plL-2、plL-12、pcDNA3三个对照组，在 

同一部位接种质粒 100 100 L(联台接种组为两 

种质粒各 i00 ，总体积仍是 i00 L) 每组 l0只 

小鼠，每间隔2周加强免疫一次同时剪尾取血，共注 

射 5次，每次接种前 24 h均需用 0．25％布比卡因 

100 L股四头肌注射预 处理 免疫小鼠血清中 

HCV C特异性抗体用 El 】sA法检1侧。Hcv c抗原 

8 g／mL包被聚氯乙烯板，HCV C单克隆抗体为一 

抗，HRP一抗鼠 IgG为二抗，小 鼠血清稀释度为 l： 

50，P／N值大于 2，1为阳性(P为实验组 值． 

为阴性对照组 值)。 

1．5 cTl_s体外杀伤功能检测 

采用标准 4 h Cr释放法检测。以 SP2／0一 

HCV c(H一2 )为靶细胞。免疫小鼠脾细胞为效应 

细胞，杀伤试验方法参见文献l6】 效／靶细胞的比 

例为 100：l。 

2 结果 

2．1 重组质粒 pHC~C的鉴定及其在 SP2／0细胞 

中的表达产物的鉴定 

用酶切法鉴定重组质粒，证明插人片段和载体 

大小均正确l4】。用免疫荧光法在小鼠骨髓瘤 SP2／0 

(H 2 )细胞内检测到的转染表达产物，可与 HCV—C 

MeAb发生特异性结合，表明C抗原已得到表达 。 

2．2 免疫小鼠的抗体水平观察 

3个实验组免疫的 3O只小鼠均产生了 HCV C 

特异性抗体。尤其是 plL一2或 plL 12与 pHCV—c 

共免疫后．HCV C抗 体滴 度明显增高，与单用 

pHCV-C组相比均 P<0．05，而单独 pIL一2、pIL一12 

及pcDNA3对照组之间C抗体A值无明显差异p> 

0 05。见图 1(免疫 8周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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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困 对棱心基固疫苗诱导的 HCc—I 产生的影响 

Effect of coin~u]ation with p]asmld~xpressing various cy 

tokim~衄 H Ag spcific Ab responses 

2．3 CTLs体外杀伤功能检测 

当效／靶细胞比例为 100：1时，3个实验组的 

CTLs体外杀伤率均较三个对照组明显增高(P< 

0 05或<0 01)。plL-12的联合应用使 CTLs的杀 

伤率提高更加显著，与单用 pHCV-C组相 比 P< 

0．05，而 plL-2的联合却对 pHCV C诱导的 CTLs 

杀伤率影响不大 P>O 05，见表 1。 

表 1 免疫小鼠CTLs体外杀伤功能的检侧f鼓／靶比例 100：I值 

Table 1 Cytotoxic assay of CT[ of mice intm~ ized with 

diffe~nl r~omblnant ptasmid(％ ) 

“

p< 0 01 pcDNA3 gr眦 p； P<0 05 p[1 t2 group； p<0 05 us 

pHCV-C group； 

3 讨论 

基因疫苗是指将编码抗原的外源基因插入～表 

达载体中．直接注射动物体内．于体内表达后，不仅 

可诱导产生特异陛抗体应答，更重要的是能诱生 

特异性 CTLs为代表的保护性细胞免疫应答，因此 

可能具有预防和治疗病毒感染的双重功效。有资料 

表明 “。 、HCV C区至少含有 5个重要的抗原表位 

和CTL识别表位，该区可能与 HCV的免疫致病作 

用及防御密切相关。因此，C区基因疫苗刺激机体 

产生的细胞免疫可能预防同一病毒不同毒株同的交 

叉感染。我们曾 pHCX, 一C免疫 BALB／c小鼠，发 

现该质粒 DNA不仅可以诱导小鼠血清特异性抗体 

产生，CTLs体外杀伤率也高于对照组 。 

然而．HCV C基因免疫诱导 的抗体滴度和 

CTLs体外杀伤率并不高．要使其真正作为预防和 

治疗性疫苗使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提高 

其抗原性，促进 CTL细胞的分化和增殖，提高 ( L 

的杀伤水平，将 HCV基因疫苗早 Et过渡到临床应 

用。 

最近，人们对 CD4 Th细胞亚群 Thl、Th2在 

病毒等病原体引起免疫应答中的调节作用有了新的 

认识。即：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应答．分别受 CD4 

细胞系Thl或 Th2细胞控制 Thl应答包含特异 

性 CTLs的形成，其杀伤作用是由一氧化氮产生的 

超氧化物所引起。有关的细胞因子包括 II 一2、II 

12、 一干扰素和肿瘤坏死因子。如有抗体形成，均为 

IgG2a型抗体。Th2型应答的特 点是分泌 IL一4和 

IL一5，并在体内产生 IgG1型抗体 。由此可见，细 

胞因子不仅可以改变免疫应答的强度，还可能改变 

免疫应答的类型，发挥免疫佐剂的作用。IL一2是近 

年来发现的一种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生物活性介 

质，是目前认为作用于免疫细胞最广、作用最强的细 

胞素 它可 通过刺激 Thl细胞的产生及细胞因 

子的分泌而刺激 T细胞的分化增殖，促进 CTL、 

LAK细胞等的形成，从而增殖机体对病原体的杀伤 

及清除使用。 

本研究正是基于不同的 Thl和 Th2类细胞因 

子对机体免疫应答所具有的优先选择眭，将包含 

HCTVC基因的重组质粒分别与 Thl类细胞因子 

pIL一2或 plL一12共免疫 BALB／c小鼠．利用 Thl类 

细胞因子在抗原刺激的部位优先表达的策略，使机 

体对HCV C基因疫苗的免疫应答朝着有利于优先 

诱导CTLs产生、有利于病毒清除的方向发展。结 

果表明，11．2能够增加 pHCV C诱导的特异陛抗体 

的产生，而对 CTLs的体外杀 伤作用增强不明显。 

促进抗体产生可能是 IL一2诱导了 Thl类细胞的增 

加．而不影响 Th2类细胞，从而使 IgG2a型抗体增 

加，导致总抗体水平的提高。以 CTLs为代表的细 

胞免疫应答增加不明显．则可能是由于表达 II 一2的 

载体 pDOR表达效率不高，这已经在体外实验中得 

以证实。IL l2是由 35 kDa和 40 kDa的二聚体组 

成，35 kDa是一种抑制剂，而 40 kDa可加强 Thl应 

答 我们的结果表明，与 IL，12共免疫，使 pHCV C 

诱导的抗体滴度和体外 CTLs杀伤率均增强，尤 

、  

叫 0 

E】̈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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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Ls杀伤率提高为显著。而抗体增加的幅度不如 

与pIL 2联合应用高，这可能是由于 IL-12在增强 

Thl类细胞的同时抑制 了 Th2类细胞的产生 ’1。 

这为生产不同目的DNA疫苗提供了依据。 

因此，与细胞因子共免疫，不仅能够提高基因疫 

苗诱导的免疫应答强度，而且可能根据所应用 Thl、 

Th2类细胞因子的不同，使机体对基因疫苗的免疫 

应答朝着优先诱导有利于清除病原体的方向发展， 

为合理设计不同类型的 DNA疫苗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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