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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Vero细胞制备马抗狂犬病血清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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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reparing the Antigen of Rabies Immunoglobulin in Vero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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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economical an d simple technology for preparing rabies viral an tigen 

that Can  be used to produce horse an ti—rabies serum，rabies virus strain was inoculated in vero cells 

cultured with medium containing 1 0％ horse serum and was propagated with 1 99 culture medium 

containing l％一3％ horse serum．Virus were harvested at the fifth an d eighth days an d used for 

preparing an tigens by concentration，inactivation and centrifugation．The titers of rabies virus in the 

culture were reached above 7．0 logLDsdmL．The potency of antigens were higher than 6．0 IU／mL．The 

an tigen is suitable immunising horse for producing rabies immunoglobu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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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Vero细胞为基质制备马抗狂犬病血清用抗原，以期建立有效、经济、简便的抗原制备方法。用含 10％ 

马血清营养液对 Vero细胞作适应性培养，接种狂犬病毒，以含 1％～3％马血清营养液作维持液培养病毒，于第 5， 

8天收获病毒液，经灭活、浓缩、离心等制成抗原。第 5，8天收获病毒滴度可稳定在 7．01ogLD5。／mL以上，灭活 

抗原具 良好的抗原性，用 NIH法测定效价达 6．0IU／mL以上，可用作抗原生产抗狂犬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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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是一种 由狂犬病毒引起的危害极为严 

重的人畜共患疾病，人一旦发病，死亡率为 100％。 

目前主要通过预防接种狂犬病疫苗及联合使用高 

免血清或免疫球蛋白来控制该病的发生和流行。由 

于人抗狂犬病特异性免疫球蛋 白远远不能满足市 

场需求，精制马抗狂犬病血清仍在广泛使用【l】。 

我国制备马抗狂犬病血清免疫马所使用的抗原 

是人用狂犬病疫苗，包括羊脑固定毒抗原和地鼠。肾 

细胞疫苗。羊脑固定毒抗原制备繁琐复杂，受诸多 

动物条件限制；而地鼠。肾细胞疫苗在其制备过程中 

使用人白蛋白作为病毒抗原的保护剂，因此使用这 

种抗原免疫的马血清含有抗人白蛋白抗体。我们曾 

采用人白蛋白吸附的方法去除血清中的抗人白蛋白 

抗体，但这一步骤大幅度提高了抗狂犬病血清的成 

本。人用 Vero细胞狂犬疫苗是近几年研制成功的新 

型疫苗【2】，是以传代细胞为基质，摆脱了动物条件限 

制，制备工艺稳定简化，但该疫苗生产过程中同样 

使用人白蛋白，不符合制备马抗狂犬病血清抗原生 

产要求【jJ，因此我们对制备用于生产马抗狂犬病血清 

的抗原的制作方法加以改进，现将以Vero细胞为基 

质制备抗狂犬病马血清抗原的研究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细胞 

Vero细胞来源于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病毒研 

究所。培养液为含 10％马血清 199液，用常规细胞 

传代方法【4 】作适应性传代培养。 

1．2 毒种 

狂犬病毒 aG株 (豚鼠脑)来源于武汉生物制 

品研究所。Vero细胞适应马血清培养后，将毒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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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o细胞上作适应性培育，连续传代：接种病毒后， 

以含 1％～3％马血清 199液作维持培养。 

1．3 病毒滴定 

用小鼠脑内接种法进行【3】。将病毒液做1O倍系 

列稀释，用体重 1lg～13g小鼠脑腔注射，0．03mL／ 

只，每个稀释度至少注射 4只小鼠，观察 14d，计 

算 logLD50／mL。 

1．4 抗原试制 

将收获的病毒液进行 5～1O倍超滤浓缩，经 p． 

丙内酯灭活、离心等处理制成抗原【6J。 

1．5 效力测定 

用 NIH法进行【3】。将抗原做 5倍连续稀释，用 

3个稀释度对 12g～14g小鼠进行腹腔免疫，0．5mL／ 

只，每个稀释度 16只，间隔一周再免疫一次，同 

时做参考品稀释免疫。小鼠于第一次免疫后 14d， 

用预先测定每0．03mL含5～100个 LD5o的病毒量脑 

内攻击 0．03mL／只，病毒滴定用 1、10一、10一、10一， 

每个稀释度做 8只，所有小鼠自攻击之日起观察 

14d，统计计算效力。 

2 结果 

2．1 细胞在马血清培养液中适应性传代 

采用常规细胞传代方法，将在已适应牛血清培 

养液的 Vero细胞改用 10％马血清培养液进行传代 

培养。由小牛血清培养改为马血清培养，第一、二 

代细胞表现出生长减缓，经适应性传代 3代以上后 

同牛血清培养效果基本一致，细胞生长状态良好。 

细胞增殖曲线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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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细胞增殖曲线 

Fig．1 The multiplication of cells 

1．Culturedin199medium contained calf serum,2．Thefirst cultured in199 

medium contained  horse seru m；3．Th e second cultured  in 199 med iumcont· 

ained horse serum：4．Th e third cultured in l99 mediuin contained horse 

seru m ． 

2．2 病毒株在 Vero细胞上适应性培育 

将用 10％马血清培养、已长成单层的细胞接种 

狂犬病毒 aG株 (豚鼠脑)，接种后 5～1ld取样测 

毒力并连续传代，结果显示连续传 1O代后基本适 

应。1～12代毒力为4．O～5．5 logLDs0／mL，13～18 

代毒力可达 5．83～7．51ogLD50／mL。 

2．3 不同接种比例对病毒滴度的影响 

对处于对数生长期的 100mL小方瓶 Vero细胞 

记数，一般数量为 5-6xl06，按 0．0001、0．001、0．0l、 

0．1MOI浓度接种，置 35℃培养，于不同天数收获 

培养液，测定病毒滴度 (表 1)。表 1显示，当细胞 

在生长对数期时，种毒比例在 0．001～0．1MOI比较 

适宜。 

表 1 感染浓度对病毒滴度的影响 

Table 1 Th e e ect 0fdifferent infective dose of virus on the 

titer of virus 

2．4 维持液中不同马血清含量的病毒滴度 

将在对数生长期的 100mL小方瓶Vero细胞接 

种病毒后，分别以含 1％、3％、5％的马血清 199维 

持液 35℃培养，于不同天数收获培养液，测定病毒 

滴度 (表 2)。由表 2可见，维持液中 1％～3％的马 

血清浓度均可获得较高的病毒滴度，血清浓度高则 

不利于病毒增殖。 

表 2 不同马血清含量对病毒滴度的影响 

Table 2 Th e effect of different serum amount on the titer of 

VlnlS 

2．5 不同收获时间的病毒滴度 

病毒感染 Vero细胞后，于 72h开始于不同时间 

取样收获病毒培养液，测定其病毒滴度，同时用含 

人白蛋白的维持液作对照 (表 3)。由表 3可见，用 

马血清组病毒接种 48h后 病毒滴度即可达到 

5．51ogLD50／mL，第 5～8天达高峰，以后滴度下降， 

但到第 2O天病毒仍可维持复制；用传统方法白蛋 

白组病毒情况类似，到第 2O天病毒亦可维持，但 

整体病毒滴度略低于马血清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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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收获时间的病毒滴度 

Table 3 Virus Litersbydifferentharvestdays 

Typcs of 'Uterofvirus(1og1．D ) 

Culture 

2d 4d 5d 6d 7d 8d 9d Ild 14d l7d 2od 
lncdillm 

Horse nⅡn 5_5 6．83 7．5 7．17 7．0 6．83 6．5 6．5 5．5 5．17 5．0 

Albumin 5_5 6．5 7．0 7．0 7．0 6．17 6．0 5．5 4．5 4．0 4．5 

2．6抗原制备 

用 2L克氏瓶培养 Vero细胞，接种病毒制备 3 

批抗原。所用毒种毒力为 7．51ogLD50／mL，接毒浓 

度为 0．01MOI，于第 5天、第 8天收获两次病毒液， 

测定收获液毒力均大于 6．51ogLD50／mL；经浓缩、 

灭活、离心等处理制成成品抗原。用 NIH法测定抗 

原效价，3批抗原效价均达 6．0IU／mL以上 (表 4)。 

表 4 抗原效力检定结果 

Table 4 The potency of antibody 

3 讨论 

目前国内用于制备精制马抗狂犬病血清的抗 

原为人用狂犬病疫苗，包括地鼠肾细胞疫苗和 Vero 

细胞疫苗等。地鼠肾细胞疫苗的生产受动物来源、 

检疫、养殖等多方面条件限制，疫苗质量和稳定性 

均难以得到保证，因此不是理想的制备抗血清用的 

免疫抗原。Vero细胞狂犬病疫苗是一种传代细胞疫 

苗，细胞来源和生产工艺均稳定可控，是目前国内 

比较理想的免疫抗原。 

本文研究的是一种新型的马抗狂犬病血清的 

免疫抗原，与传统的Vero细胞疫苗相比，抗原成分 

中不含人白蛋白等人体成分，免疫马匹后不会产生 

抗人白蛋白抗体。传统的Vero细胞疫苗在培养细胞 

中采用小牛血清，接种病毒后换用人 白蛋白维持， 

这种营养液成分的变化对细胞和病毒培养均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将 Vero细胞和狂犬病毒 aG株 

均用含马血清的营养液进行驯化，使之适宜在含马 

血清的营养液中培养和繁殖，进一步提高了疫苗的 

质量和稳定性，用马血清培养得到的新型抗原符合 

《中国生物制品规程》2000年版要求，不仅质量优 

于目前普遍使用的人用 Vero细胞疫苗，而且制备成 

本大大降低。 

本次试验表明，Vero细胞能较快适应马血清， 

仅连续传代 3代次，其生长状况同小牛血清培养就 

基本一致。 

、 为了获得高滴度的病毒，我们对毒种 aG株预 

先作了适应性培育。将毒种用含马血清的 Vero细胞 

连续传 18代，病毒滴度稳定在7．01ogLD50／mL左右。 

在细胞生长对数期以0．001～0．1MOI接种病毒，用 

含 1％～3％马血清维持液培养，第 11天时病毒滴度 

仍能达到 6．51ogLD50／mL；试验表明病毒增殖高峰 

为 5～8d，病毒复制可持续 20d以上，同牛血清培 

养类似口 】。我们试制了 3批抗原，于种毒的第 5 

天、第 8天 2次收获病毒液进行浓缩、灭活、离心 

等处理，经检测效力均在 6．0IU，mL以上。 

实验结果表明，用改进后的技术制备用于免疫 

马生产马抗血清的狂犬病毒抗原，不含人白蛋白， 

在生产周期、产量和质量及成本等方面与采用牛血 

清培养技术基本相同，但用这种技术生产的抗原制 

备马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可省略去除抗人白蛋 白 

抗体步骤，大大降低成本和提高收获率。因此本改 

进的技术具有实用意义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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