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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combinant expression plasmid of pVAX1gag—gpl05 was constructed and transfected 

into BHK2 1 ceils by lipofectamine，the expressed product was detected by indirect immunofluore scence． 

After the mice were immunized with pVAX 1 gag—gp l 05 and control plasmi d，the number of CD4 and 

CD8。subgroups of Spleen T lymphocyte，the specific killing activities of spleen CTL and the titers of 

se1％lm antibodies of the immunized mi ce were detected．Compared with vaccinated control groups， 

pVAX 1 gag—gp l 05 vaccinated group had significan t differences in the titers of the serum antibodies 

(P<0．0 1)，the numbers of spleen CD4+and CD8+T cells(P<0．05)and the specific killing activities of 

spleen CTL(P<0．O1)．These results manifested that the DNA vaccine based on HIV-2 chimeric gene 

gag—gp l 05 possessed good humoral and cellular immunogenecity in BALB／c mi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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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真核表达载体 pVAX1构建 HIV-2 gag—gpl05嵌合基因的重组质粒 pVAX1gag—gpl05，将其转入 BHK21 

细胞中，利用间接免疫荧光方法检测其表达情况。进一步分别将核酸疫苗质粒 pVAX1gag—gpl05、对照组质粒 

pVAX1和PBS溶液经肌肉注射免疫BALB／c小鼠，检测免疫小鼠脾CD4 、CD8 T细胞亚群的数量，脾特异性CTL 

杀伤活性和血清抗体滴度。结果显示，重组核酸疫苗质粒pVAXlgag—gpl05疫组小鼠脾 CD4 、CD8 T细胞亚群 

的数值均比对照组高(P<0．O1)，脾特异性CTL杀伤活性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O1)，血清抗体滴度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1)。以上结果表明，HIV-2 gag—gpl05嵌合基因 DNA疫苗对 BALB／c小鼠具有良好的体液和细胞 

免疫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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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2是引起艾滋病的主要致病原之一，最初 

HIV-2呈区域性流行，在西非感染率较高。而目前， 

HIV-2除了主要在非洲流行以外，在欧洲、美洲和 

亚洲也出现了蔓延的趋势。1994年印度已发现有较 

大规模的HIV-2流行，1996年以后印度HIV-2感染 

者迅速增加，而我国 1998年也于福建省发现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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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HIV-2感染者I“。因此HIV-2疫苗的研制已成为 

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HIV-2外膜蛋白Gpl05和核 

心蛋白Gag是病毒的主要抗原蛋白，存在有大量的 

引起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抗原决定簇【2’3】，且外膜 

蛋白具有抗原性强，但变异程度相对较高的特点， 

而核心蛋白具有相对保守，又具有 自我装配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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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外膜蛋白与核心蛋白基因的嵌合表达已成 

为HIV 疫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4，5]。DNA疫苗是 

将抗原编码质粒 DNA直接导入机体组织，由机体 

的体细胞完成抗原编码基因的转录、翻译、折叠装 

配和翻译后加工，从而 “天然”地表达该抗原蛋白 
[卅

。 因此，可模拟天然病原体的感染过程，有效地 

诱生特异性体液免疫应答和细胞免疫应答。核酸疫 

苗的发展为HIV疫苗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本 

实验应用HIV-2 gag—gpl05嵌合基因DNA疫苗免疫 

BALB／c小鼠，进行了小鼠体内的体液和细胞免疫 

原性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含有CMV启动子的核酸疫苗载体质粒pVAX1， 

质粒pKSgp105(含HIV2 A亚 型ROD株gpl05基 

因)、质粒pKSgag(含HIV-2 A亚型ROD株gag基因)、 

宿主菌DH5 a和BHK21细胞均为解放军军需大学 

研究所病毒室保存，pDisplay gag—gpl05由作者构建 

和鉴定。P8l5细胞 (小鼠肥大细胞瘤细胞)购 自中 

国科学院上海细胞所。HIV-2阳性血清、HIV-2型 

鼠源抗体酶联检测试剂盒(ELISA)购自万泰生物药 

业公司，荧光标记的大 鼠抗小鼠CD3、CD 和CD8 

单克隆抗体 (mAb)，购自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系。 

FITC标记的兔抗人IgG、Lipofectin Reagent、小牛 

血清、购自Gibco2BRL公司，各种内切酶、修饰酶、 

T4 DNA 连接酶等均为Promega公司和华美生物 

工程公司产品，CytoTox 96 Non—Radioactive Cyto． 

toxicity Assay Kit为Promega公司产品，其余试剂均 

为分析纯或生化试剂。6—8周龄雌性BALB／c鼠，体 

重18-20g，SPF(III)级动物，购自北京军事医学科学 

院实验动物中心。 

1．2 重组表达质粒的构建 

质粒的酶切、连接及转化按常规方法进行【7 J。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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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合单层 BHK2I细胞。用丙酮固定后，问接免疫荧 

光法检测 gpl05、gag基因的表达产物，一抗为 

HIV-2阳性血清，二抗为FITC 标记的兔抗人 IgG， 

最后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1．4 核酸疫苗免疫小鼠 

BALB／c雌性小鼠随机分三组，每组 8只，分 

别为 PBS对照组、pVAXI空白质粒对照组、重组质 

粒pVAXI gag—gpl05免疫组。每只小鼠于双侧胫前 

肌直接注总容量为 IOOvL (1~g／vL)的质粒 DNA 

溶液。共免疫三次，每次间隔为20d。 

1．5 免疫小鼠血清中抗HIV-2gag特异性抗体的检测 

免疫小鼠后每隔 2周断尾采血 1次，每次 

0．1—0．3mL，离心后分离血清，采用抗 HIV-2 ELISA 

检测试剂盒检测血清抗体的水平及动态变化。 

1．6 脾 T淋巴细胞亚群的测定 

采用荧光抗体染色法，用大鼠抗小鼠荧光标记 

的CD3、CD4和CD8单克隆抗体与制备的小鼠脾脏 

单细胞悬液反应后，上流式细胞仪检测 10000个细 

胞，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1．7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 (CTL)杀伤活性检测 

采用脂质体法将纯化的真核表达质粒 pDisplay 

gag—gpl05用 Lipofectin Reagent包裹后转染体外培 

养呈6O％～8O％汇合单层 P8l5细胞，经 G4l8加压 

筛选，制备成细胞表面能呈递表达 HIV gag—gpl05 

蛋白的靶细胞。 

在稳定表达 HIVgag的P815细胞中加入丝裂霉 

素 C至终浓度为 40mg／L，培养 2h，RPMI1640洗 

三次，调整细胞浓度至 lO 爪／mL，作为刺激细胞。 

制备免疫小鼠的脾细胞悬液，调整细胞浓度至 5× 

10 个／n 。靶细胞和刺激细胞各 1n 加入 60mm 

细胞培养皿，补加2mL RPMI1640，培养24h后加 

入 IL2至终浓度 l0 n ，继续培养 5d。2000rpm／min 

离心 5min。沉淀以RPMI164O悬浮，调整细胞浓度 

至 lO 个／n也，作为效应细胞。以乳酸脱氢酶释放法 

检测 CTL反应。96微孔板上划分好样品、自然释 

放孔及最大释放孔，效靶细胞比例(E／T)为 20：1、 

50：1、100：1，每孔补加 RPMI1640至 200p_L， 

效靶细胞于 37℃，5％CO2培养箱中共同孵育 4 h， 

取上清 5O ，加入LDH作用底物 5O ，室温、闭 

光反应 30 min后加 5O 终止液终止反应，490 nm 

下测吸光度，计算杀伤效率。 

2 结果 

2．1 重组质粒 pVAXI gag—gp l05的构建及鉴定 

重组质粒pVAXI gag—gpl05的构建如图1所示。 

纯化质粒后经酶切鉴定，得到预期大小的片段(见图 

2)，表明重组质粒构建正确。 

2．2 重组质粒表达抗原蛋白的检测 

间接免疫荧光检~U(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IFA)显示，转染重组核酸疫苗质粒 pVAXIgag— 

gpl05的BHK21细胞，在核周围及细胞浆中出现与 

特异性荧光抗体发生反应的黄绿色荧光，而对照质 

粒pVAXI转染的细胞看不到黄绿色荧光(图 3)。结果 

说明，构建的核酸疫苗质粒表达了gag—gpl05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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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小鼠 CD4 、CD8 T细胞亚群数量的检测 

结果 获 1．核酸螋茁质粒 pVAX|gag—gPl()5 

免疫小鼠后u】诱导小鼠腑 CD ’和 CD T淋巴绑l 

胞数量叫显增加．显著舟 载体 pVAXl对照 

盂̈ PBS刘照组 (P<0．01)．说明陔段艘疫 顷粒免 

疫小鼠 ，可自 设地刺激淋巴纽I胞增哨 

罔2 pVAXI gag—gPl( 1：lJ鉴定 

Fig．2 Restriction analysis of pVAXl gag—gPl 05 表 I 免疫鼠啤 T淋e2~ll胞脏甜帕数 

Pv̂ x】gag。gpl 2，pVAX[gag gpl R l j DNA marker Table I The numbers of spleen T lympN~'yte subgr~)uDH in 

ZD ̂ Rl—Hr d⋯ pvAx gag’gpl05 “J枷ⅢI iminunlzedmice．x±SD) 

l 3 币爿I穗酸疫 质 免接 美光 
Fig．3 IFA of recombin：mt plasmids 

A：control pile．mid：B：H1V recltmNl1a nl plasmid 

2．3 血清抗 HIV-2抗体检测结果 

分离免疫鼠m滴，用双抗 心 ELISA 检测 

血清中的抗 HIV 2抗体水’ 结粜 4，pVA 

Xlgag—gpl05免疫组第一次免疫后一J吉J有徽弱的体 

液免疫反应。第__敢}Ol：l强免疫 ．抗体水平HJ_ 

高．第三欢{】I1强免蠖 (第十周)抗体水平达到鹾 

高值，此后比较稳定地保持到J=l{ 删 之的第一 卜 

周 从结果『可知 pVAXIgag—gP105见疫纰 ‘j刘照组 

pVAXI免疫组及 PBS 免疫雏矧 比．麓 斤显著 

2 5 脾特异性 CTL杀伤活性检测结果 

}_L架 f 罔 5)表叫， 澈化比分别为 20／I、 

50／1及 100／1叫t pVAXlgag·gPIo5饱嫂绀的 CTL 

杀伤牢均明显高]’空载体质粒 pVAXI对蹦 干̈ 

PBS刘麒组(P<O．01) 说明核酸螋 胍粒pVAXlgag— 

gpl05能够诱导小鼠产 较强fntI刈 HIV俺圳胆n々 

特 性 CTL杀伤活 ．。 

3 讨论 

现f℃免疫学和牺毒学研究证9 ．对 ¨商毒感染 

疾病，YLI'4~起防御作 的主耍灶圳咆免疫一ln J 

DNA嫂苗与蛋自瞧苗捆比．存皤导 CTI 域替j了而 

}}仃硅著优势，其理论依据足以仟¨途径接十1 DNA 

疫 ．揶可能直接转染臣噬细1也、树突状细胞等 

APC细胞，并在其内表达特定的蛋n抗原作为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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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免疫鼠脾特异性CTL杀伤活性 

Fig．5 The specific CTL lysis activity of spleen lymphocyte in 

immunized mice 

P<0．01 compared with PBS and pVAX1 group 

源性抗原”，被加工处理转运后与 MHCI类分子形 

成复合物表达于 APC膜表面，被 CD8 的T细胞表 

面T细胞受体识别。DNA疫苗的这一特性在抗病毒 

感染中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本研究利用 DNA 

疫苗的上述特点，采用HIV-2外膜蛋白与核心蛋白 

基因的嵌合表达方式构建 DNA疫苗，转染真核细 

胞后，利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到了HIV-2相应抗 

原蛋白的表达，进一步免疫BALB／C小鼠。结果表 

明与空白载体pVAXI及 PBS对照免疫组比较，所 

构建的核酸疫苗质粒 pVAXlgag—gp105具有较强的 

诱导健康小鼠体液免疫应答效果，并呈一定的剂量 

依赖性。本研究免疫接种后动态观察发现，血清抗 

体水平随时间延长而不断升高，这可能是局部淋巴 

滤泡中的树突状细胞(DCs)摄取疫苗DNA并长期保 

存和表达抗原，从而诱导血清抗 HIV抗体水平的持 

续稳定。此外，研究表明gag—gpl05嵌合基因DNA 

疫苗具有较强的细胞免疫原性，免疫鼠脾特异性 

CTL杀伤活性和T淋巴细胞亚群的数量都与对照组 

有显著差异 (P<O．01)，这对清除细胞内 HIV感染 

极为重要。 

本研究结果充分证明了 HIV-2 gag—gpl05嵌合 

基因 DNA疫苗对 BALB／c小鼠具有良好的体液和 

细胞免疫原性，同时也为与本实验室研究的蛋白亚 

单位疫苗I9】进行 “prime—boost”联合免疫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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