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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u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 pVAXIL2 was constructed by inserting IL一2 gene into the 

downstream of CMV (cytomegalovirus) promotor in the vector pVAX I．BALB／c mice were 

CO—inoculated muscularly by this plasmid and the nucleic acid vaccine plasmid pVAXGE expressing the 

HIV一1(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I)gag—gp l 20 protein．The level of serum antibodies after 

immunization showed that the specific antibodies against HIV一1 appeared at the second week and raised 

to the peak level at the sixth week for the CO—immunization group．The specific CTL cytotoxicity 

activities examined by non—radioactive lactate dehydrogenase release cytotoxity assay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pecific CTL cytotoxicity activities in CO—immuniz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pVAXGE immunization group(P<0．05)and pVAX 1 control group(P<0．0 1)．These results 

manifested that specific humoral and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 can be induced by CO—inoculating DNA 

vaccine of HIV一1 gag—gp l 20 an d IL一2，an d the level of immune response in CO—immuniz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pVAXGE immunization group，which shows that IL一2 augments the immunogenicity of 

the nucleic acid vaccine as the imm unoadju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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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真核表达载体 pVAX1中的CMV J占动了 游插入 IL一2基因，构建真核表达质粒 pVAXIL2。将它与表达 

I型人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一1)gag—gpl20的核酸疫苗质粒 pVAXGE共同肌肉注射 

BALB／c小鼠，免疫 3次后，以ELISA法检测免疫小鼠血清中抗 HIV一1抗体水平，结果显示联合免疫组小鼠在免 

疫 2周后已有抗体产生，6周后进入高峰。乳睃脱氢酶释放法检测免疫小鼠脾特 肆性 CTL杀伤活性，结果显示联 

合免疫组小鼠脾特异性CTL杀伤活性显著高于pVAXGE单独免疫组(P<0．05)和载体质粒 pVAX1对照组(P<O．01)。 

以上结果表明：HIV一1核酸疫苗质粒 pVAXGE与真核表达质粒 pVAXIL2联合免疫可诱导特异性体液免疫和细胞 

免疫应答，且免疫应答水平高于 pVAXGE单独免疫组，IL一2发挥了免疫佐剂的作用，增强了核酸疫苗的免疫原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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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免疫的基本原理是将编码病原体抗原的 

基因片段直接通过肌肉注射或基因枪等方法导入 

宿主体内，在宿主细胞中表达的抗原经抗原提呈细 

胞加工处理后提呈给免疫系统，从而激发机体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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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免疫应答 ⋯。因其具有构建和改造简单、成 

本低廉、稳定性好，尤其以自然抗原形式激活免疫 

系统产生有效的中和抗体和 CTL反应，且免疫应答 

持久和使用安全等优点而迅速发展起来。然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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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笠． IV一1结构蛋白gag—gpl20与白细胞介素2联合基因免疫 

研究表明，HIV的核酸疫苗仪能诱导低水平的免疫 

应答。为了增强核酸疫苗的免疫应答水平，许多研 

究者将表达免疫调节因子的 DNA质粒与含有保护 

性抗原的 DNA质粒共同免疫，或将二者克隆剑同 
。 。_ 。

载体之中，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 ．3】。IL一2属 

Thl型细胞因子，通过分布于 T、B细胞、NK细胞 

及 (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表面的受体系统发 

挥作用，它是所有细胞因子佐剂中被最广泛研究的 

细胞因子。本研究以真核表达载体 pVAX1为载体， 

构建了表达 IL一2真核表达质粒 pVAXIL2， 与表 

达 HIV一1 gag—gpl20嵌合基 因的真核表达质粒 

pVAXGE共同免疫 BALB／c小鼠，探索了 IL一2对 

HIV一1核酸疫苗的免疫增强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质粒、菌种与细胞株：真核表达载体质粒 

pVAX1和含有IL．2基因的质粒 pBV220一IL2由 事 

保存，表达 HIV一1 gag—gpl20嵌合蛋白的核酸疫茁 

表达质粒 pVAXGE 由作者构建和鉴定l4】。E．coli 

DH5 O由本室保存。P815细胞 (小鼠肥大细胞瘤细 

胞)购 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所。 

1．1．2 工具酶与试剂：DNA 限制性内切酶及 T4 

DNA连接酶均购 自TaKaRa公司。抗 IL一2单克降 

抗体、FITC标记的兔抗鼠IgG、CorlA和hlL2均购 

自华美生物工程公司。脂质体 DOTAP购自 Gibco 

BRL公司。HIV．1抗体 ELISA检测试剂盒购自北京 

金豪药业 公司 。HIV一1 P24gag 抗原表位 多肽 

(AMQMLKETI)由美联 (西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 成 。细 胞 毒 分 析 试 剂 盒 (CytoTox 96 

Non-Radioactive Cytotoxicity Assay Kit)为 Promega 

公司产品。 

1．1-3 实验动物：6～8周龄雌性BALB／c小鼠，购 

白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1．2 重组表达质粒的构建 

将质粒pBV220 IL2用限制性内切酶EcoR I和 

AccII双酶切后，回收 IL一2基因，与用限制性内切 

酶 EcoR I和 EcoRV双酶切的 pVAX1载体质粒相 

连接，构建重组表达质粒 pVAXIL2。质粒的酶切、 

连接及转化按分子克隆介绍的常规方法进行 J。 

1．3 重组质粒的转染及表达产物的检测 

采用脂质体法将构建的重组质粒体外转染生 

长于盖玻片上的P815细胞，48 h后取出盖玻片， 

用丙酮固定后，依次与抗 IL一2单克隆抗体和 FITC 

标记的兔抗鼠IgG反应，最后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细胞表面是否有荧光物质。同时设载体质粒对照。 

1．4 小鼠的DNA免疫 

1．4．1 注射用质粒的大量制备与纯化：按分子克隆 

介绍的碱解法大量制备核酸疫苗质粒 pVAXGE、 

pVAXIL2和载体质粒 pVAX1，用 PEG纯化后溶于 

无菌的磷酸盐缓冲液 (PBS)中，紫外分光光度法 

测定核酸样品的纯度和浓度，用无菌的PBS液调整 

浓度至 1．0pg／pL，作为 DNA免疫的注射样品。 

1．4．2 小鼠的分组及免疫：选取 24只 Balb／c小鼠 

随机分成 3组，每组 8只。每只小鼠进行股四头肌 

质粒注射，其中载体质粒对照组注射 100pg载体质 

粒 pVAX1，核酸疫苗组注射 100pg核酸疫苗质粒 

pVAXGE，核酸疫苗+pVAXIL2组注射 50pg核酸疫 

苗质粒 pVAXGE和 50pg真核表达质粒 pVAXIL2。 

免疫方案是：每 20 d免疫 1次，共免疫 3次，末次 

免疫 10 d后处死小鼠并检测免疫指标。 

1．5 体液免疫检测 

免疫小鼠后每隔 2周割尾采血 1次，每次 

0．1-0．3mL，用 HIV一1抗体ELISA检测试剂盒 (北 

京金豪制药公司产品)一次性检测。离心后分离血 

清，按 ELISA检测试剂盒说明书介绍的步骤检测血 

清抗体的水平及动态变化。 

1．6 细胞免疫检测 

采用乳酸脱氢酶释放法检测脾特异性 CTL 杀 

伤活性。操作步骤如下：免疫小鼠拉颈处死后，在 

无菌条件下摘取小鼠脾脏，研磨过滤，制成单细胞 

悬液。在正常同源小鼠的脾淋巴细胞加入终浓度为 

25pg／mL的合成多肽及 10ng／mL hlL．2，37℃ 5％ 

CO2培养4 h，经 80pg／mL丝裂霉素 C处理 2 h，用 

培养液洗 3次后得到刺激细胞。将免疫小鼠脾淋巴 

细胞与刺激细胞 10：1混合，用含终浓度为 10ng／mL 

hlL一2的 1640培养液，37。C 5％ CO2共培养 5 d， 

调整细胞数为 1×10 细胞／mL，即得到效应细胞。 

以作者构建的表达 HIV一1结构蛋白的 P815细胞为 

靶细 ，调整细胞浓度为 1×10 细胞／mL。将效 

应细胞和靶细胞 100：1和 25：1两个效靶比混合培养 

4h后，按细胞毒分析试剂盒说明书介绍的方法测定 

脾特异性 CTL杀伤率。计算公式为： 

杀伤效率 ％，=塞 器墨 善嚣 重 × 00 

2 结果 

2．1 重组质粒 pVAXIL2的酶切鉴定 

图 1所示，重组质粒用EcoR I和Xho I双酶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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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见 0．6kb和 3．0kb的片段，表明外源基因已正 

确插入到载体质粒中。 

图 l重组质粒pVAXIL2酶切鉴定图谱 

Fig．1 Enzyme—digestion profile of recombinant plasmid 

pVAXIL2 

1，pVAXIL2；2，pVAXIL2／EcoR I+Xho I：M， DNA／Hind l】I+EcoR I 

marker 

2．2 重组质粒体外表达检测 

间接免疫荧光检测结果显示 (图2)，转染重组 

质粒 pVAXIL2的细胞表面有明显的荧光物质，而 

转染载体质粒 pVAX1细胞表面没有荧光物质，表 

明重组质粒pVAXIL2可在体外表达外源蛋白。 

杀伤试验，用乳酸脱氢酶释放法测定 CTL杀伤率 

(表 1)。结果显示，pVAXGE+pVAXIL2混合免疫 

组两个效靶比的特异性 CTL 杀伤率显著高于载体 

质粒 pVAX1对照组 (P<0．01)，且 著高于核酸疫 

苗 pVAXGE免疫组 (P<0．05)。表明核酸疫苗质粒 

pVAXGE+pVAXIL2混合免疫可诱导小鼠产生特异 

性 CTL反应，且 IL一2发挥了细胞因子免疫佐剂的 

作用，可使HIV一1核酸疫苗诱导免疫小鼠产生更强 

的特异性细胞免疫应答。 

E 
C 

0  

寸  

0 

0 

time(week) 

图 2免疫小鼠血清抗体的动态变化 

Fig．2 Dynamic change of serum antibodies from immunized 

mice 

表 l 免疫小鼠脾淋巴细胞特异性 CTL杀伤率 

Table l The specific CTL killing rate of spleen lymphocyte 

from immunized mi ce 

图2 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重组质粒 pVAXIL2表达产物 

Fig·2 IFA of recombinant plasmid pVAXIL2 3 试 
A，Recombinant plasmid pVAX IL2；B，pVAXI plasmid 

2-3 HIV一1特异性抗体水平及变化规律 

小鼠免疫后不同时间采血，制备血清后，用双 

抗原夹心 ELISA 法检测免疫小鼠血清抗体不平及 

动态变化 (图3)。结果显示，核酸疫苗pVAXGE+ 

pVAXIL2混合免疫组小鼠在第 2周即可检测出抗 

HIV一1血清抗体，第 6周达最高峰。且不同时期混 

合免疫组小鼠的血清抗体水平均高于核酸疫苗 

pVAXGE单独免疫组，说明IL一2能增强血清抗体的 

产生。 

2-4 免疫小鼠脾特异性 CTL杀伤活性 

以免疫小 鼠的脾细胞为效应细胞，以表达 

HIV一1结构蛋白的P815细胞为靶细胞，在体外进行 

减毒活疫苗虽然能引发一定的体液免疫和细 

胞免疫，但安全性始终是个大问题。灭活疫苗和亚 

单位疫苗效果不理想，因此，人们对艾滋病核酸疫 

苗的研究寄予厚望。但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其 

它核酸疫苗不同，HIV的核酸疫苗仅能诱导低水平 

的免疫应答。近年来，随着细胞因子研究的进展， 

发现许多细胞因子具有明显的免疫佐剂效应，能增 

强特异性抗原的免疫原性或增强机体对抗原的反 

应性。常用的细胞因子包括 IL一1、IL一2、IL一6、IL一12、 

GM—CSF和 INF—Y等。这些细胞因子一方面调节机 

体的特异性免疫反应，如刺激T、B淋巴细胞增殖、 

分化，一方面增强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反应，如激 

活 NK细胞等。通过细胞因子的网络作用，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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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主的特异性免疫反应，并诱导机体产生有效的免 

疫保护力，尤其是对免疫力低下和免疫缺陷的个体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IL．2是所有细胞因子佐剂中 

被最广泛研究的细胞因子，它通过主要分布于 T、 

B细胞、NK细胞及杀伤细胞表面的受体系统发挥 

作用。这⋯ 分子直接激活单核细胞并对诱导其他巨 

噬细胞有作用。而且， 一些次级分子如 GM．CSF的 

释放也由IL．2引发，进而激发巨噬细胞的活性。当 

以 DNA表达质粒形式与抗原在抗原提呈部位共同 

接种后，IL．2有效地扩增针对抗原的 B细胞及 T细 

胞应答。 

本研究在构建表达 IL．2真核表达质粒的基础 

上，将该重组质粒与表达 HIV．1 gag．gpl20融合蛋 

白的核酸疫苗质粒进行混合免疫 Balb／c小鼠，通过 

检测免疫小鼠的血清抗体水平和脾淋巴细胞特异 

性 CTL杀伤活性，探讨了 HIV．1核酸疫苗的免疫 

原性和细胞因子 IL．2作为免疫佐剂的效果。在不同 

时期采血并检测免疫小鼠的血清抗体水平和动态 

变规律，结果表明，HIV．1核酸疫苗与细胞因子IL．2 

的混合免疫小鼠可在第2周检测到抗HIV一1特异性 

抗体，至第6周达最高峰。而 HIV．1核酸疫苗单独 

免疫组血清抗体在第 2周仍为阴性，表明IL．2能增 

强血清抗体的产生。在 HIV．1感染者体内病毒复制 

的遏制与病毒特异性CTL反应的出现有关 J，因此， 

抗 HIV．1特异性 CTL反应是衡量 HIV．1疫茁免疫 

效果的一项重要指标。为了测定免疫小鼠脾特异性 

CTL对靶细胞的杀伤活性，奉研究中采用了非放射 

性的乳酸脱氢酶 (LDH)释放法。这种测定方法获 

得的结果与用标准的铬释放法相类似，但 需要使 

用同位素，因此具有安全和操作简便的特点。它是 

利用效应细胞裂解靶细胞，释放出的乳酸脱氢酶与 

底物四唑盐发生反应后生成红色的 苯基甲脂，根 

据测定的 OD 值来计算效应细胞对靶细胞的杀伤 

率。本研究中混合免疫组小鼠脾特异性 CTL杀伤活 

性明显高于核酸疫苗单独免疫组和载体质粒对照 

组，表明HIV．1核酸疫苗与细胞因子 IL．2的混合免 

疫可诱导比核酸疫苗单独免疫更强的细胞免疫应 

答，IL．2发挥了免疫佐剂的作用。该研究为我国 

HIV．1核酸疫苗的研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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