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l9卷 6期 

2004年 11月 

中 国 病 毒 学 

VIR0L0GICA SINICA 

l9(6)：607—6l1 

Novemb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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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Deleted Vaccine S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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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on the trans；fer vector pgEI—GFP of Pseudorabies virus SH strain 

BHK-2 1，which was infected with PRV-SH for 1—2h，were tansfected with the complex of pgEI—GFP and 

DOTAPA deletion mutant was selected and purified 3-4 times in BHK一2 1 cell through GFP．In the 

research here，we investigated the gE。／gI-／GFP PRV vaccine strain growth properties in cultured cells， 

its safety for rabbits，its LD50 for mice，its safety and immunity for postweaning piglets，and its 

biological properties．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gE and gI genes deletion may not affect PRV’S 

propagation in cultured cells，nor the typical PRV plaque forming．Th e investigated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virulence of gETgI-／GFP was reduced wh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PRV-SH．Th e inoculation of 

gETgITGFP couldn’t harm the post—weaning pigs，couldn’t induce the viral spread in surroundings．Th e 

period of fever and the number of days of existing virus in treated group pigs were les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big dose of RPV-SH were used to equally attack the treated an d control group pigs 

through ear veins 5 weeks later．gE-／gI。／GFP could always induce the high titer PRV neutralizing 

an tibodies throughout th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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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构建了伪狂犬病病毒上海株的缺失载体 pgEI、GFP基础上，将 pgEI．GFP转染感染了PRV-SH株的BHK．21 

细胞，待出现 80％以上的细胞病变时收获病毒，并以绿色荧光蛋白为标志，通过蚀斑法得到纯化重组病毒 

gEYgI-／GFP 缺失株。研究了该缺失株的的安全性、在细胞上的生长特性以及对断奶仔猪的安全性、免疫原性等 

生物学特性。试验结果显示，缺失了gE一和 gI’后，不影响其在RK细胞上的生长状况和病毒的滴度。该疫苗株对 

小鼠的半数致死量比亲本毒低且对家兔的致死性的时间延长了，这表明该疫苗的毒力比亲本毒有所下降。该缺失 

株对断奶仔猪安全，无不良接种反应，接种断奶仔猪能抵御高剂量PRV-SH株强毒的感染，攻毒后试验猪的发热 

期、散毒天数均低于对照组。该缺失株接种仔猪后在试验期间一直维持较高水平的中和抗体。 

关键词：gE一／gI一／GFP+缺失株；生物学特性；中和抗体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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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狂犬病(Pseudorabies，PR)是由疱疹病毒科，o【一 

疱疹病毒亚科的伪狂犬病病毒(Pseudorabies Virus， 

PRV)引起的多种家畜和野生动物的以发热、奇痒及 

脑脊髓炎为主要症状的一种急性传染病 ̈。猪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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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原发感染宿主，又是病毒的长期储存和排毒 

者。目前，该病在世界上分布广泛，并有不断蔓延 

扩大的趋势。据专家估计，其已成为仅次于口蹄疫 

和猪瘟的危害养猪业的重要疫病。疫苗接种是防制 

伪狂犬病的重要手段之一。常规疫苗在接种后虽然 

能预防临床症状的出现，但不能防止强毒在被感染 

动物体内复制、排出。利用基因缺失疫苗免疫并结 

合gE．ELISA检测抗gE抗体来区分开接种血清阳性 

猪和野毒感染血清阳性猪。这种接种 gE基因缺失 

疫苗结合鉴别性诊断能力现在已成为在美国和各 

欧共体成员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推广的规章化的伪 

狂犬病消除计划的理论基础。 

本试验拟通过对 白行构建的伪狂犬病上海株 

gE-／gIVGFP 基因缺失疫苗株的某些生物学特性的 

研究并通过与常规疫苗 Bartha株进行比较，确定其 

免疫原性，评估其作为疫苗应用的前景，以及为进 
一

步研究 PRV 在宿主体内的感染机制提供理论依 

据，以加速伪狂犬病基因缺失疫苗在我国用于防制 

和根除伪狂犬病的进程。 

1 材料和方法 

1．1 病毒和细胞 

PRV-SH株和 RK细胞、BHK一21细胞由南京农 

业大学传染病组保存，gETgI-／GFP 缺失株的构建 

见参考文献L2J。 

1．2 试验动物 

6周龄断奶仔猪，为长白×约克×太湖三元杂 

交猪，由南京象山种猪场提供。ICR小鼠和家兔由 

南京军区总医院实验动物房提供。所有动物在试验 

前均采用乳胶凝集试验检测结果为伪狂犬病病毒 

血清学阴性。试验在严格隔离条件下进行。 

1．3重组病毒的构建及筛选 

按 DOTAP的说明书将 pgEI—GFP转染感染了 

PRV-SH株的 BHK-21单层细胞，待出现 80％以上 

的病变时收获病毒，冻融三次离心去细胞碎片，将 

病毒液作 1：10稀释，取 5 一10 接种培养于直 

径为 60mm平皿内的次代 BHK-21细胞，待出现单 

个分散的病毒时，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找出含荧 

光的蚀斑，用吸管将其吸出，置于 0．5山细胞培养 

维持液中，冻融三次，于 96孔板稀释纯化带荧光 

的病毒 3～4次，即可得到稳定和纯化的重组病毒。 

1．4 gE-／gI-／GFP 缺失株在RK细胞上的生长特性 

以 10 TCIDso的 PRV gE-／gI-／GFP 缺失株与 

PRV-SH株分别接种已长满方瓶的 RK细胞，分别 

在接种后培养 4h、8h、12h、24h、36h和 42h取出 

方瓶收获病毒，一20~C~37"C冻融3次，测定所收获 

病毒的TCID50。 

1．5 gE’／gi’／GFP 缺失株在 RK细胞上致病变效应 

的观察 

选已长成致密单层的RK细胞的方瓶，弃营养 

液后，加入 0．01ml PRV gE7gI7GFP 缺失株 (100 

TCID5n)，37℃感作 1h后，再加入含 2％犊牛血清 

的 MEM 营养液，37"C下置于含 5％ CO2培养箱继 

续培养。观察细胞病变的形成及发展变化过程。 

1．6 小鼠半数致死量的测定(LD50) 

小鼠LD 0的测定方法按参考文献 进行测定。 

将 50只小鼠随机分成 10组，PRV-SH株接种 5组， 

接种的稀释度分别为PRV10～、10～、10～、10～、10～； 

gETglTGFP 株接种 5组，稀释度分别为：10～、10～、 
10。4

、 1O一、 10一。 

1．7 gE7gIVGFP 缺失株对家免的安全性 

以 10。TCIDso的剂量的PRV-SH和gE 17 GFP 

缺失株接种家兔的后腿内测的肌肉，观察其临床症 

状及其死亡时间。 

1．8 gETglTGFP 缺失株灭活疫苗按参考文献l4J自 

己制备。 

1，9 gETglTGFP 缺失株免疫效力测定试验 

1．9．1 试验动物分组情况：取 20头 6周龄的断奶 

仔猪，随机分成 4组。gE-／gI7GFP+缺失株活苗组： 

5头，颈部肌肉注射 1头份。gE7gI7GFP 缺失株灭 

活苗组，5头，颈部肌肉注射 l头份。Bartha株灭 

活苗组：5头，按使用说明接种。对照组：5头， 

颈部肌肉注射MEM 营养液 3mL。 

接种后临床症状的观察指标： 

(1)精神状况观察：每天观察2次，早晚各一次， 

主要是观察其精神状况是否沉郁及其采食量的变 

化，连续观察 2周； 

(2)体温变化的测量：每天测量 2次，早晚各一 

次 (直肠温度)，连续测量 2周； 

免疫接种后第 5周，用 3×10。TCID n的 

PRV-SH 株进行耳静脉攻毒各组试验猪。在攻毒后 

的一周内，每日观察一次猪只的反应，测一次肠温。 

1．9．2 鼻分泌液的收集、处理和病毒的分离：分别 

在接种和攻毒的前 1d和后 7d，用灭菌棉签插入试 

验猪鼻腔内，轻轻拭擦，将棉拭子迅速浸入含有 

2-5mLpH中性的Hanks平衡盐溶液的小青瓶中，加 

入0．5％的牛血清白蛋白，同时加入双抗。充分挤压、 

涮洗棉拭子，将小青瓶置入预冷至一20~C的酒精中迅 

速冰冻，然后迅速移至 37~C水浴锅中融化，反复冻 

融3次，收集液体部分，以2000r／min离心 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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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 I一清波作接种用 

1．10 试验猪接种后抗体消长曲线的测定 

各试验猪在接种前经耳静脉采血测定其母源 

抗体 然后在免疫接种 和攻毒后，每 采血 一次， 

分离血清．按参考文献ll】采用吲定病簿棉秆血清 

法测定中和抗体效价。以It,t问为横 标，I 口抗体 

放价为纵坐标 绘制抗体消长曲线 

2 结果 

2．1 重组病毒筛选 

按 DOTAP的醣州书将 pgEl—GFP转染感染 r 

PRV-SH株的 BHK一21单层细胞，待f1{现 80％以 J： 

的病变时收获痫毒 将收歌的病 毒稀释后接种 

BHK一21细胞，以绿色荧光登门为杯忐，利川‘必光 

显微镜通过蚀斑法得剑纯化运州璃毒 r 罔 1) 

引 l PRV gE／gl缺失霭封【螨毒存 13I LK q1．IIf~卜响发光 

Figl The result of screening the recolnbinan!PRX：gE E1 

f]uorescence Oil BHK一2I cell 

I 2 PRV-SH林和PRV-SH gE I_／GFP RK如f胞 韵 L 

长曲蛙 

Fig 2 One—step growth kinetics of PRV-SH gE 1／GFP and 

pR~e'一SH l1l norma1 RK 

第 30h，约何 50％的区域，形成_1】等夫小的蚀斑． 

蚀斑边缘的细胞面向下凹陷，形成{ 1性的 “卒洞” 

( 3B)：第36h，相郜的蚀斑相Il=f 融合形成较人的蚀 

斑 第 '40h形成的蚀斑面秘 『lf 总m秘的 90 台 

胞体形成减少。 

_  
3 PRV gE／gI／GFP 搂釉 RK I：胞 的病变 

Fig 3 CPEofPRV gE'／gI'／GFP"onRK cells 

A．24hpi；B 30hpi 

’、HⅢ 嘣雌。 ㈣ K’ 1。： ’ ⋯ ‘。 2 4 小鼠半数致死量的测定 

2．2 gElgl IGFP 缺失株在 RK细胞上的生长特性 

2E。／gl‘／GFP 鼓失林和PRV—SH往RK细胞 卜两 

者都具肯较好的增殖能力，它们l’_勺TCID ．．最终滴度 

均 可选 】0‘ O Itill PRV-SH 株为 JO-．．I／f】l1 niL， 

gE ／gFfGFP~缺失株为 Ⅲ 1f11II，说明 gElgl‘缺 

走后并不影响病毒在划胞上的增殖，返与 gE／gl g- 

固为 PRV增啦的 必需基 的结沦足 敛的 f『到 

2j 同时对缺失株和野毒株在 RK矧】胞 E形成旧空 

斑 大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 者 显差别． 

2 3 gE’／gF／GFP+缺失株在 RK细胞上致病变效应 

过程 

m~PRV缺失株在楼种 RK细胞后帮 12小时， 

引起细瞧变唧变亮，集聚成I l：第 1gh． 局部 

细胞茬埔，细胞抖限消失：旃24h 少量细胞脱落， 

形成小的蚀斑 (图3A)；第 26h， 脚进一步扩大： 

重组病毒f̈PRV-SH细胞培养物经过 】0倍的琏 

续稀秆后， O 2mL腹部皮 汁剁，J、 ， 时 

对照耋fl 连续观察了l5d，在簿4凡 PRV-SH ⋯ 
一  小鼠I 咬症状．然后纯r：．而缺失株『， 试 

验纽自：到第7天才 ‘啃咬旧临床 I丘．埘照组 _l；lJ 

1I一常。 组的死 ：情 见统计 裁 l 

捉I J、藕接聊俩毒后 L。 ； 

1 hIe I The l1umber 01'dead mice lniK'tlIuted virus 

PRV-SH(Nunlher ofDealhI 5 3 2 cl l】 

Dilule ufint~ulati‘)ii l0= lII 10。 】0‘ ⋯ “ 

RPRv SHfNumberI Dealh， 5 4 2 C) JI 

按参考文献⋯汁算小重虹l摘I辱卅]PRV-SH 对小 

鼠、 数致死最 PRV—SH株和 gE／gl‘IGFP 缺炎 

的 LDS0分别为5．5和3．68 

2．5 gETgl‘／GFP 缺失株对家兔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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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0 TCID5o的剂量的 PRV-SH 和 gE一 I_／ 

GFP 缺失株接种兔子的后腿内测的肌肉，PRV-SH 

株在接种后 12h即出现啃咬症状，精神状况沉郁， 

采食量明显降低，后腿内测被啃咬后出血，接种后 

36h即死亡。而重组毒接种后精神状况比较良好， 

食欲正常，直到接种后 6d才出现啃咬症状，到第 8 

天死亡 。 

2．6 试验猪在接种后反应 

所有试验猪接种后，体温正常，未见其他如食 

欲降低、接种部位发生炎性反应等接种副反应。 

2．7 试验猪在攻毒后的反应 

2．7．1 临床症状：gE-／gI7GFP ．缺失株活苗接种猪 

在攻毒后第 3天出现发热，而另两组灭活苗接种猪 

在攻毒后第2天出现发热，所有疫苗接种猪都出现 

了轻微的精神沉郁、食欲降低等症状，且在攻毒后 

第5天时均恢复正常。 

然而，未接种疫苗的对照猪在攻毒后，24h内 

即出现发热、精神沉郁、厌食，继而发展为口鼻分 

泌液增多、眼睛发炎、拉稀等症状，攻毒后第 7天 

均恢复正常。 

2．7．2 体温变化：攻毒后，gE I一／GFP 缺失株活苗 

组、gE I7 GFP+缺失株灭活组、Bartha株油苗接 

种组和未接种对照组各试验猪的平均发热期分别 

为4d，6d和 5d(图4)。 

图 4 攻毒后试验猪平均体温变化曲线 

Fig．4 The average of tempreture of pigs infected by virulent 

PRV．SH strains 

2．8 鼻分泌液中病毒的分离 

应用 gE-／gI‘／GFP+缺失株接种后，未能从接种 

猪的鼻拭子样品中分离出病毒。攻毒后的第2天起， 

均能从各攻毒试验猪鼻拭子样品中分离出病毒。 

gE’ I’／GFP+缺失株活苗接种猪散播病毒的天数 

(平均为 6d)略少于 gE-／gI-／GFP 缺失株油苗 (平 

均为 8d)和Bartha株油苗接种猪 (平均为 8d)。与 

对照组 (平均为 14d)相比，接种疫苗的猪散播病 

毒的天数远远低于对照组。 

2．9 血清中和抗体效价测定的结果 

接种疫苗和攻毒之前的猪经耳静脉采血，分离 

血清，以后每周采一次血，直到试验结束。采用固 

定病毒稀释血清法测定中和抗体效价，绘制抗体消 

长曲线 (图5)。 

结果表明：疫苗接种猪在第 1周即产生抗体， 

随后抗体水平急剧上升，直至实验结束时仍维持较 

高的中和抗体水平。 

{ 
景 
．堕 

重 
l 

呈 
趸 

3 讨论 

灭活病毒液的检查结果表明病毒悬液经最终浓 

度为0．1％的甲醛处理后，接种细胞连续传代 2次， 

细胞未出现CPE，病毒对细胞的感染力完全丧失。 

微量中和试验是检测猪伪狂犬病病毒抗体的 

可靠方法，美国和其它许多国家将其列为法定的检 

测方法。伪狂犬病病毒属于疱疹病毒科，中和抗体 

效价不高，在其判定上，有不少学者以血清 1：2 

的稀释度是否出现 CPE作为标准，同时也有许多学 

者认为动物体的中和抗体效价小于 1：2时，也不 

能说明动物就一定是阴性，没有感染伪狂犬病病 

毒。此外，伪狂犬病的免疫机理也很复杂，既有体 

液免疫，又有细胞的参与。有的学者通过试验得出： 

某些动物经注射疫苗后，中和抗体水平没有阳转， 

但通过攻毒试验，同样具有保护性。该病毒的这些 

特性，给伪狂犬病的临床诊断和疫苗效果的判断标 

准带来了复杂性。目前，一般将疫苗效果的界限定 

为中和效价为≥1：2或中和抗体指数≥10 (指数 

幂为 316)时为血清抗体阳性。 

在攻毒试验中，免疫组只出现了轻微的临床症 

状，而对照组虽然出现了较重的临床症状，但 7d 

以后都恢复了正常，而没有出现死亡情况。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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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猪对伪狂犬病病毒的抵抗力与其年龄有依 

赖关系。本试验中免疫接种的猪为 6周龄断奶仔猪， 

免疫后 5周才进行攻毒，此时猪已有 11周龄，本 

身对伪狂犬病病毒的敏感性降低了，所以对照组的 

猪均耐过。这个结果与 Lazenburg等报道的结果是 
一 致的，他用 PRV 783株免疫后用 NIA．3株攻毒， 

对照组的试验猪均耐过了攻毒感染I5J。对于伪狂犬 

病基因缺失苗免疫结果是受多方面的影响，如接种 

程序、接种途径及接种剂量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 
一

步探讨。 

在试验过程中，每周都对试验猪的抗体水平进 

行了检测，接种疫苗猪在第 2周就产生了中和抗体，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所测结果 

与四川农大所构建的 SA215株接种猪后产生抗体 

水平相当I6J，而部分值高于PRV 783株接种猪后产 

生的抗体水平 J。一般认为，抗体效价与保护作用 

之间无明显相关性，但 SN效价在 1：10以上的动 

物通常可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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