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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Plasmid DNA vaccine pcDNA-gB expressing gB protein of infectious laryngotracheitis 
virus(ILTV) Yantai strain was constructed. The expression of viral protein from constructed DNA 
vaccine was confirmed by an in vitro transcription /translation system and transtection in 293-T cells. To 
evaluate the prophylactic efficacy of the DNA vaccine, 4-week-old chickens were inoculated with 
pcDNA-gB plasmid and rFPV- gB-gD-IgY, respectively followed by a booster of rFPV-gB-gD-IgY and 
pcDNA-gB. Anti-ILTV antibodies and T cell proliferation were detect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oth 
vaccines could elicit specific humeral immune and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s. Compared with 
attenuated vaccines, rFPV-gB-gD-IgY/pcDNA-gB elicited not only similar antibody level of ILTV but 
stronger T cell proliferation．The study lays foundation on further investigation for the new type of 
vaccines against IL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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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构建了编码ILTV主要抗原gB基因的重组DNA疫苗pcDNA-gB，质粒转染293-T细胞的间接免疫表明

其表达的蛋白具有免疫反应性。为测定该DNA疫苗的免疫效果，将其与本室保存的重组鸡痘病毒rFPV-gB-gD-IgY

分别以单独和混合的方式给4周龄非免疫鸡进行免疫，然后测定ILTV特异性抗体和T淋巴细胞增殖反应。结果表明

这2种基因工程疫苗均能诱导鸡产生特异性的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应答。其中以pcDNA-gB/rFPV-gB-gD-IgY联合

免疫组的效果最好，其诱导的抗体水平已接近于常规弱毒疫苗，而细胞免疫水平则比后者高得多。上述研究结果

为ILTV 新型疫苗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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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引起的鸡的急性上呼吸

道传染病，表现为呼吸困难、产蛋鸡产蛋下降和较

高的死亡率，是危害养禽业的重要病毒之一[1]。虽

然目前广泛使用的ILT弱毒疫苗已经被证明是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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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该病是有效疫苗，但仍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

患。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各科研机构加

大了研制安全有效的ILT新型疫苗的紧迫感[2,4,7]。 
本实验室已构建串联表达传染性喉气管炎病

毒主要抗原表位的重组鸡痘病毒，但其诱发机体的

抗体水平较弱毒疫苗低[4]。近年来，有大量研究表

明，DNA疫苗可刺激机体产生持续的体液免疫和强

烈的细胞免疫，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3,5]。因此本试

验构建了表达ILT保护性抗原gB基因的重组DNA疫

苗。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上述两种重组疫苗诱导

SPF鸡产生特异性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水平。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LA Taq酶、限制性内切酶KpnⅠ和ApaⅠ、

T4DNA连接酶购自大连宝生物公司，DNA胶回收

试剂盒购自上海华舜公司。宿主菌DH5α、质粒

pcDNA3.5由本室保存，ILTV烟台株由山东省农科

院家禽研究所禽病室惠赠。重组鸡痘病毒

rFPV-gB-gD-IgY由本室构建；纯化ILTV和纯化gB
蛋白为本室保存；SPF鸡胚购自南京生物药械厂；

传染性喉气管炎弱毒疫苗购自中牧实业股份南京

生物药械厂；非免疫鸡购自南京大桥肉鸡场；四甲

基偶氮唑盐（MTT）、刀豆蛋白A（ConA）辣根过

氧 化 物 酶 标 记 羊 抗 鸡 IgY 购 自 Sigma 公 司 ；

RPMI1640购自Gibco公司。 

1.2  重组质粒pcDNA-gB的构建 

设计扩增gB基因完整阅读框的引物如下: P1: 
5’-TAGGTACCATGGCTAGCTTGAAAT-3’; P2: 5’- 

ATGGGCCCTTATTCGTCTTCGCTT-3’。在上下游

引物的5’端分别引入KpnⅠ和ApaⅠ酶切位点，PCR
产物经KpnⅠ和ApaⅠ双酶切后克隆到经过同样酶

切的pcDNA3.5载体中，引物的合成及PCR产物测序

由上海博亚生物公司完成。 

1.3  质粒的制备 

采用碱裂解法制备并纯化重组质粒pcDNA-g B，
测定其纯度及含量后，用PBS稀释成工作浓度为100 
μg/ mL 。 

1.4  重组鸡痘病毒的培养及浓缩 

将挑斑纯化、扩增后的重组鸡痘病毒，以10 
MOI (Multiplicity of infection) 分别接种于200mL 
培养瓶1 ×106 个/ mL CEF 细胞中，置37 ℃，5 % 
CO2 温箱中培养,待72～96h 细胞全部病变后收获

病毒液。收获的病毒液先4 000r/ min 离心20min 去
除细胞碎片，接着30 000 r/ min 离心2h；最后用少

量PBS 重悬浓缩的病毒。测定重组病毒毒价后，用

PBS 稀释成工作浓度5 ×108PFU/mL。 

1.5  动物分组及免疫 

50只非免疫鸡随机分为5组，每组10只，接种

方法、注射试剂及剂量见表1。

 
表1  非免疫鸡试验分组及免疫剂量 

Table l  Vaccine combinant and usage for chickens immunization 
Group Number Vaccine Dose Method 

1 10 rFPVgBgDIgY/ pcDNA-gB 106PFU/100μg/chicken i.s./i.m.＊ 
2 10 rFPVgBgDIgY 106PFU/chicken i.m. 
3 10 pcDNA-gB 100μg/chicken i.m. 2-weeks intervals 
4 10 living attenuated vaccine 0.3 ml/chicken eye drop/nose drop 
5 10 PBS 0.2ml/chicken i.m. 

*i.s.: injected subcutaneously ; i.m.: injected intramuscularly . 
 

1.6 抗体滴度的测定 

分别于免疫后1、2、3、4、5、6、7、8周采血，

分离血清。于96孔酶标板上以纯化的ILTV为包被抗

原，被检鸡血清为一抗，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羊

抗鸡IgY为二抗，测定每孔的OD490值 ，以空白孔

调零。 

1.7 外周血T淋巴细胞增殖试验 

于免疫后8周每组取5只心脏采血，分离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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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淋巴细胞，用RPMI1640调整细胞浓度为2×107个

/mL，取50μl接种到96孔板内，使达到1×106/孔。同

时每孔分别加入50μL ConA（浓度为1μg/mL），50μL
纯化gB蛋白（浓度为1μg/mL），50μL纯化ILTV病

毒液（1:100），同时设不加刺激物孔，每份样品均

设3个复孔。然后置于5%CO2，37℃培养60h。每孔

加入10μLMTT（5 mg/mL），继续培养4h。每孔加

入150μLDMSO溶解沉淀，测定OD570值，取3个平

均值计算刺激指数（SI）。 
刺激指数（SI）=实验组OD570均值/相应对照组

OD570均值 

2   结果 

2.1  重组质粒pcDNA-gB的酶切鉴定和间接免疫荧

光鉴定 

PCR产物电脉结果出现与预期大小一致的约 
2 700bp的片段，重组质粒经KpnⅠ和ApaⅠ鉴定正

确后（见图1），送往博亚公司测序，结果显示插

入片段与GenBank发表的SA2株核苷酸同源性为

99.6%，测序结果已登录GenBank（登录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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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118666）。将重组质粒转染293T细胞，IFA结果显

示转染质粒的细胞可见荧光，而对照却无，表明重组

质粒表达的蛋白对ILTV具有免疫反应性（见图2）。 

 
图1  pcDNA-gB酶切鉴定 

Fig.1  Restriction map of pcDNA-gB 
1, pcDNA-gB digested with KpnⅠand ApaⅠ;M,DNA marker 
 

 
图2 重组质粒转染293T细胞间接免疫荧光结果 

Fig.2  IFA detection of 293T cell transferred with pcDNA-gB  
A: The transfected 293cells showing positive B: Normal 293cells as control 
showing negative 

2.2  ELISA结果 
免疫后每周采血至第8周，分离血清，采用间

接ELISA法检测血清中ILTV抗体效价，如图3所示，

各免疫组在免疫后2 周均可以检测出ILTV抗体，质

粒组2免后抗体水平进一步提高，与对照组相比差

异显著（P＜0.01）。而各免疫组中，弱毒疫苗组最

高，接下来依次是 rFPV-gB-gD-IgY/pcDNA-gB、

rFPV-gB–gD -IgY和pcDNA-gB，但差异不显著（P
＞0.05）。 

 
图3  血清中ILTV特异性抗体水平动态变化结果 

Fig.3  The profile of anti-ILTV antibody in chicken sera 
2.3  MTT检测结果 

免疫后8周每组取5只鸡，心脏采取抗凝血，分

离T淋巴细胞，分别用纯化ILTV、纯化gB蛋白和

ConA进行刺激，最后检测淋巴细胞特异与非特异增

殖情况。结果显示，各免疫组均出现较明显的特异

性和非特异性增殖反应。各重组疫苗的特异性增殖

能力明显强于弱毒疫苗组，其中以rFPV-gB-gD-IgY/ 
pcDNA-gB、pcDNA-gB、rFPV-gB-gD-IgY依次减弱。 

 
图4 鸡外周淋巴细胞增殖试验结果（SI） 

Fig.4  Lymphoproliferation of lymphocytes from immunized 
chickens(SI) 

 
3  讨论 

ILT是第一个研制出有效疫苗的禽的主要病毒

性传染病，目前国内外用于预防和控制ILT的疫苗大

多是ILTV的弱毒株疫苗。应该说它在ILT的防治中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弱毒疫苗在使用中有

其无法克服的缺点[6，8]，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和日趋完善以及对ILTV的分子生物学背景

了解的不断深入，基因工程重组疫苗已成为人们防

制ILT的首选。过去的研究表明：gB基因是ILTV的

主要保护性抗原基因，而gD基因也能刺激机体产生

细胞性免疫应答，而且能诱导产生更高水平的中和

抗体[9]。因此，我们构建了用鸡痘病毒282 E4疫苗株

作为载体的重组病毒rFPV-gB-gD-IgY，但动物试验

结果表明其刺激机体产生的抗体滴度较低[4]。 
目前研究表明，DNA疫苗免疫动物不仅可刺激

机体产生体液免疫还可刺激其产生强烈的细胞免

疫，而gB是ILTV的主要保护性抗原，由其制备的

亚单位疫苗可保护鸡100%抵抗强毒攻击而不发病，

是研制新型ILTV疫苗的首选基因[7，9，10]。一直以来

DNA疫苗的安全性是影响其的主要问题，据报道，

美国已有DNA 疫苗批准上市[11]，这对DNA疫苗的

研制和开发是极大的鼓舞。为此本试验构建了表达

ILTV保护性抗原gB的重组质粒，并且设计重组病

毒和重组DNA疫苗联合使用免疫动物，理论上可以

大大提高机体对抗原分子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应答。 
本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基因工程疫苗均能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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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产生特异性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应答。其中以

rFPV-gB-gD-IgY/ pcDNA-gB联合免疫组的效果最

好，其抗体水平已接近于弱毒疫苗，而重组鸡痘病

毒组和核酸疫苗组的抗体水平则与弱毒疫苗有所

差距。虽然基因工程疫苗组诱导的抗体水平仍低于

活疫苗组，但其诱导的T淋巴细胞特应性增殖能力

强于后者，这对动物免受病毒攻击是很重要的[4]。

由于条件限制，本研究虽然未做攻毒试验，但重组

疫苗诱导机体产生的抗体水平和T淋巴细胞增殖能

力的结果显示：探索新型疫苗的最佳免疫方法和程

序对其免疫效果的研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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