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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认识腺病毒

(Adenovirus)以来，对腺病毒的生物学和免疫学特征

已经有比较多的认识。腺病毒科包括禽腺病毒属

(Aviadenovius)和哺乳动物腺病毒(Mastadenov irus)两
个属。除人腺病毒以外，一些哺乳动物的腺病毒和

禽腺病毒也成为基因治疗和载体疫苗研究的热点， 
如猪腺病毒 3 型(PAV-3)[1~5]、牛腺病毒 3 型(BAV- 
3)[6,7]、绵羊腺病毒(Ovine adenovirus，OAV)[8]、禽腺

病毒 (Aviadenovirus)[9,10]、犬腺病毒 (Canine adeno 
virus, CAV)和黑猩猩腺病毒 (Chimpanzee adeno- 
virus)。不同种属的腺病毒虽然基因组序列完全不同，

但其结构和功能却非常相似，而且各型腺病毒之间

很少有交叉免疫反应，这就为利用这些腺病毒研制

基因治疗载体和活载体疫苗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近

年来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利用一种腺病毒载体来进

行重复免疫，宿主针对腺病毒载体蛋白的免疫反应

比较强大，造成转基因表达时间缩短，重复免疫的

效果较差，换用不同的病毒载体，则可以回避这种

免疫反应，提高转基因的表达时间和保护性免疫反

应[11,12]。腺病毒可以感染很多分裂期或静止期细胞，

即使在一些高度分化的组织细胞中也可增殖，如可

有效的感染肌肉组织、心、肺和脑组织，并能高效

的复制、表达其基因产物，因此腺病毒成为基因治

疗和活病毒载体疫苗研究的首选工具。 

1 腺病毒载体的类型和构建策略 
腺病毒是一种双股 DNA 病毒，基因组全长约

为 34-43kb，包括基因组两端长约 40-200bp 反向重

复序列，早期和晚期基因编码区。两端的反向重复

序列与启动和增强早期基因的转录有关[5]。腺病毒

的转录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早期基因转录

之后，产生 4 个早期基因的表达盒，分别为 E1、
E2、E3 和 E4。E1 基因编码区是病毒复制的必需区，

有 E1A 和 E1B 两种产物，E1A 主要参与调节细胞

代谢、促进病毒在细胞内的复制、使细胞更易感染

病毒，E1B则启动晚期基因的转录并引起炎症反应。

E2 区基因产物分 E2A（DBP）和 E2B（pTP 和 Pol），
提供病毒 DNA 的复制机器，并引起晚期基因的转

录。E3 区是病毒复制的非必需区，在所有血清型之

间都比较保守，该区基因编码产物与调整宿主免疫

反应有关：最有特征的是 gp19 蛋白，可以与 MHC-I
重链分子结合，从而阻断了 MHC-I 复合体向细胞

表面的转移；14.7kD 蛋白与控制宿主免疫反应有

关，可以阻断肿瘤坏死因子(TNF)介导的溶细胞作

用。E3 区基因的缺失不会影响病毒的复制，但 E3
区的删除会增加腺病毒感染的致病性，主要是增强

了感染组织中淋巴细胞浸润[13]。E4 区是另一个与

腺病毒生活周期重要相关的区域，总共有 6-7 个基

因表达盒(orf1-6/7），该区基因产物与早期和晚期基

因表达的转换，关闭宿主细胞基因的表达，病毒的

复制和病毒粒子的组装有关。然而，在该区编码蛋

白中同时突变 orf3 和 orf6 编码蛋白时病毒不可复

制，而在重组病毒中只含有 orf6 就可以满足病毒复

制的需要。已经有表达 E4 的互补细胞系，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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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E4 缺失的重组腺病毒[2]。 
在感染 Hela 细胞后 6-8 h 腺病毒 DNA 的复制

开始，晚期基因的表达开始，该区基因的表达由主

要晚期启动子(MLP）控制，所产生的大转录本被剪

辑为 5 组晚期 mRNAs (L1-L5），编码大部分的结构

蛋白；这些 mRNAs 均有共同的 3 个外显子，编码 3
个前导肽，增强结构蛋白的翻译[13]。 

通过缺失腺病毒某些片段可以产生复制缺陷

型和可复制型的重组腺病毒。可插入的外源基因的

长度不可超过母本病毒基因组长度的 105%，约为

1.8kbp 的外源片段，外源基因插入的主要区域为

E1、E3 和 E4 区。缺失 E3 非必需区(2.7kbp)，可以

容许插入 3.5kb 的外源片段，由此可以构建可复制

的重组腺病毒；同时缺失 E1/E3(4.7kbp)区基因，可

以容许 6.5kb 的片段插入，由此构建产生复制缺陷

型的重组腺病毒，这类病毒载体通常称作第一代腺

病毒载体。缺失部分或全部的 E4 区基因(4kbp)，以

及 E2 区基因，可以提高外源基因插入的长度，这

类载体需要在相应的互补细胞系中增殖，这类载体

称为第二代载体；E4 区缺失可以产生更加致弱的重

组病毒，降低宿主的免疫反应[13]。第三代腺病毒载

体缺失了除两端包装信号序列以外的所有病毒基

因[11]，需要有辅助病毒和互补细胞系才能够包装产

生病毒粒子，又称为辅助病毒依赖性载体, 必须用

填充序列和外源转基因序列补充所需的DNA长度，

才能包装出稳定的病毒粒子，但是要纯化出表达外

源基因的重组腺病毒，而不受辅助病毒的污染，需

要有较高的技术条件，因而在实际的临床应用中难

度较大。在肿瘤基因治疗研究中，设计了一种肿瘤

组织特异性的选择性复制的重组腺病毒，可在肿瘤

组织特异性的表达抗肿瘤基因和调节性细胞因子，

以提高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反应，达到抑制和消除肿

瘤生长的治疗目的[14,15]。腺病毒载体的构建策略见

图 1[16]。 
腺病毒载体的构建策略有三种：一种是在细胞

内同源重组产生重组腺病毒，首先要纯化出全长的

腺病毒DNA，外源基因插入到带有腺病毒基因片段

的穿梭质粒中，将腺病毒DNA和重组质粒共转染表

达E1基因产物的HEK293细胞中，通过噬斑筛选出

重组病毒[16]。二是将腺病毒全长DNA序列克隆入

Cosmid质粒中，转化大肠杆菌感受菌，在细菌中复

制腺病毒DNA序列，然后将外源基因片段插入带适

当抗性基因的真核表达质粒，将重组真核质粒线性

化后，转化带Cosmid质粒的大肠杆菌，在高表达Cre
重组酶的大肠杆菌发生同源重组，将外源基因表达

盒插入腺病毒DNA中，用这种方法也可以缺失任何

区段的腺病毒DNA[3]。第三种方法是将稀有的限制

性内切酶位点引入穿梭质粒和腺病毒骨架载体中，

将外源基因克隆入穿梭质粒中，再通过酶切连接的

方法将外源基因克隆入腺病毒骨架载体，转化大肠

杆菌复制重组质粒，转染相应的包装细胞系后，即

可产生复制缺陷型的重组腺病毒[17]。选择性复制的

重组腺病毒载体的构建，主要是将腺病毒复制必需

的E1A或者E1B基因置于组织特异性的启动子控制

之下，这样重组腺病毒只可以在特定的组织中表达
[14,15]，这类载体在目前基因治疗中研究比较多。 

 

图 1 腺病毒载体的构建示意图[16] 

Fig.1 Construction schema of adenoviral vector 
A: Partial genes of adenovirus. B:Three adenoviral vectors. 

2 腺病毒载体在基因治疗中的应用 

在人类癌症的基因治疗中表达转基因的重组

腺病毒载体显示出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利用表达粒

性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的重组腺病

毒治疗黑色素瘤的临床试验，显示了强大的抗癌效

果[18]。病毒性肿瘤、黑色素瘤和致癌基因过表达引

起的肿瘤能够表达诱导T-细胞免疫反应的肿瘤抗

原。但是，许多肿瘤却可以规避有效的抗肿瘤T-细
胞免疫反应，许多肿瘤病人存在这种肿瘤免疫耐受

性。通过优化设计肿瘤免疫程序可以激发产生高效

的抗肿瘤T-细胞免疫反应，至少在某些癌症可以得

到有效的治疗。这些免疫方法包括用全肿瘤细胞疫

苗、完整的肿瘤抗原或肿瘤抗原中的T-细胞表位来

进行免疫，用腺病毒连续表达多个肿瘤抗原的CTL-
表位，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活性[16]。肿瘤组织选择性

复制的腺病毒载体被用来表达抗肿瘤细胞因子激

活物具有明显的抗癌和抑癌效果[14,15]。 
树突状细胞（DCs）是很重要的抗原递呈细胞，

能够活化T-细胞依赖抗肿瘤免疫反应，增强DC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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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是新型治疗性疫苗研究的一个中心目标。一般

的方法包括用诱导DC分裂和活化的信号分子进行

免疫治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增强免疫反应的方案

是将抗原更有效的靶向DCs[19]。利用基因工程病毒

载体在DCs和其他抗原递呈细胞中表达抗原基因，

可以将抗原表位递呈于细胞表面，递呈给效应性T-
细胞，这种免疫方案将是激发机体免疫反应的最有

效疫苗[20]。利用可在DCs细胞中持续表达抗原基因

的载体，转化DCs细胞，用转化的DCs细胞注射到

人体内，就可以长期的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的免疫

反应[21]。最新的研究发现，嵌合表达35血清型腺病

毒纤突蛋白的HAd5可以更有效的转染DCs细胞[22]，

表达CD21结合基序的腺病毒载体对B细胞有更好

的感染作用[23]，这种对抗原递呈细胞的靶向作用，

可以明显提高转基因的表达，有望开发出高效的免

疫治疗和疫苗载体。 

3 腺病毒载体在人载体疫苗研究中
的应用 
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作为一种新型疫苗，在各

种人和动物病毒病、细菌病和寄生虫病的免疫预防

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目前在人病毒病的重组腺病

毒载体疫苗研究中，已进行研究的病原主要有人/
猿免疫缺陷病病毒（Human/Simian immunode- 
ficiency virus, HIV/SIV）、狂犬病病毒(Rabies virus, 
RV)，丙型肝炎病毒（Hapatitis C virus, HCV）、乙

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SARS 冠状

病毒（SARS-coronavirus）、麻疹病毒（Measles virus）
[24]、登革病毒（Dengue virus）、巨细胞瘤病毒

（Cytomegalovirus，CMV）[25]、EB 病毒（Epstein-Barr 
virus, EBV）、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等，重组

腺病毒均可有效的表达上述病毒的抗原基因，在试

验动物和非人灵长类动物体进行的免疫试验表明，

可以刺激产生特异性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反应，

其中 HIV 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已在人体进行了免

疫试验 [26]。在利用重组腺病毒表达人疟原虫

（malaria）CS 抗原蛋白进行免疫研究中证明，其

免疫效果甚至比放射孢子体的免疫效果还要好[27]。 
尽管人源重组腺病毒在试验动物体内取得较

好的免疫效果，但是在多数人不同程度的存在人腺

病毒的中和抗体，这些中和抗体会阻碍重组腺病毒

载体在体内有效的表达外源基因。甚至是中度水平

的中和抗体也会降低重组腺病毒进入细胞的量，包

括一些抗原递呈细胞。高剂量免疫尽管可以提高免

疫效果，但是存在载体的毒性问题。怎样来避免腺

病毒特异性的中和抗体是目前腺病毒载体疫苗研

究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28]。 
将重组腺病毒载体用PEG包裹或者制成藻酸盐

胶囊可以避开腺病毒的中和抗体，提高对细胞的感

染效率[29,30]。利用不同血清型的腺病毒构建重组载

体疫苗也可以避开中和抗体，提高转基因的表达效

率，目前最常用的载体为HAd5型腺病毒，随着上述

问题的发现，对其他血清型腺病毒以及非人类腺病

毒载体的研究逐渐增多，如HAd2、HAd4、HAd7[31]、

HAd12型腺病毒载体，来自动物的腺病毒载体有

PAV-3、BAV-3、OAV，动物的腺病毒对人类细胞的

转染效率不高，通过改造腺病毒的纤突蛋白可以改

变腺病毒对某些细胞的嗜性[32]，从而提高重组腺病

毒对不同细胞（包括DCs、肌肉细胞、上皮细胞等）

的转染效率，提高转基因的表达水平，同时避开了

腺病毒中和抗体对细胞转染的阻碍作用。采用不同

的基因疫苗来进行免疫可以提高抗HIV的免疫反

应，如采用DNA初免，然后用腺病毒载体疫苗加强

免疫可以明显的提高保护性免疫效果[33]。 

4 腺病毒载体在动物载体疫苗研究
中的应用 
在动物疫病的腺病毒活载体疫苗的研究中

HAd5 型复制缺陷型的腺病毒载体是最常应用的。

用表达伪狂犬病毒 gD 糖蛋白的重组痘病毒和重组

腺病毒载体疫苗进行对比试验，证明腺病毒在刺激

特异性抗体应答和免疫保护方面要好于痘病毒

（Gonin et al, 1996），并且可以多途径进行免疫，

说明人腺病毒 HAd5 具有较广泛的细胞嗜性。重组

腺病毒的免疫不受母源抗体的干扰，给有母源抗体

的仔猪免疫伪狂犬病毒的重组腺病毒，可以产生高

水平的抗体，并具有保护作用。给新生羔羊肠道免

疫表达牛疱疹病毒 gD 糖蛋白的重组腺病毒，可以

刺激肠道的局部粘膜免疫和全身免疫应答，说明空

肠 Peyer’s 结等局部淋巴组织能够起到免疫防御作

用；以壳聚糖和乙二醇壳聚糖作为鼻腔免疫的佐剂

也可以提高表达 gD 糖蛋白的重组腺病毒在牛体的

免疫效果[34]。利用缺失 E3 的 BAV-3 表达牛疱疹病

毒 1 型的全长 gD 糖蛋白基因，鼻内注射棉鼠可产

生很强的 gD 和 BAV-3 特异性的 IgA 和 IgG，说明

可复制的牛腺病毒 3 型有希望用于研制重组载体疫

苗用于粘膜免疫(Zakhartchouk,1998)。 利用壳聚糖包

装重组腺病毒，制备缓释胶囊，可以将腺病毒递呈

到小肠粘膜表面，使转基因在粘膜系统表达，刺激

产生更好的粘膜免疫反应。 



                           卢曾军, 等.  腺病毒载体在基因治疗和疫苗研究中的应用                           625 

[ 

利用缺失 E1/E3 区基因的重组腺病毒表达了黄

病毒科病毒的抗原基因，如日本乙型脑炎病毒

（ JEV），黄热病毒（YFV），蜱传性脑炎病毒

（TBEV），登革热病毒（DFV）和 HCV 病毒的抗

原基因，通过口服免疫重组腺病毒均可刺激产生保

护性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而且腺病毒的嗜肝

性，适用于 HCV 持续感染者的基因治疗。 
利用 PAV3 构建了表达猪瘟病毒（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 CSFV）E2 基因的可复制重组腺病

毒, E2 基因置于 PAV3 主要晚期启动子（MLP）的

控制之下。用这种重组腺病毒免疫猪，可以完全保

护致死剂量的 CSFV 的攻击，免疫猪没有出现临床

和剖解病理变化。外源基因插入后基因组长度达到

了 PAV3 基因组长度的 106.8%，超过预期的长度; 
通过皮下和口服免疫试验证明，皮下免疫的效果最

好，可达到完全的保护[35,36]。利用 HAd5 型腺病毒

载体表达 BVDV E2 蛋白在小鼠体内也产生了较好

的免疫应答[37]。 
利用禽腺病毒构建了表达禽传染性支气管炎

病毒（IBV）包膜突起蛋白 S1 亚单位的重组腺病毒

（血清型 8），免疫仔鸡可以产生抗 FAV 抗体和 IBV 
S1 抗体，用同源或异源 IBV 攻击，保护率可达

90%~100%。本研究显示了 IBV 腺病毒载体苗的巨

大潜力[9]。 
用禽腺病毒 CELO 载体表达 IBDV 病毒宿主保

护性抗原 VP2 基因，将 VP2 置于 CMV 启动子控制

之下，通过不同途径和不同剂量免疫家禽，证明重

组病毒对禽类无致病性。通过口鼻免疫鸡，仅有很

弱的保护作用。而通过皮下或皮内接种感染

CELOa-VP2 重组腺病毒，用 IBDV 强毒攻击后没有

表现出临床症状和死亡；但是，与商业化的 IBDV
疫苗一样不能够完全保护法氏囊不产生病损。采用

不同的二次免疫方案，只有用该重组腺病毒二次免

疫可以提高保护水平，而用纯化 VP2 抗原、质粒

DNA 或表达 cMGF（鸡骨髓生长因子）二免均未提

高免疫保护水平。这一结果显示 CELO 腺病毒载体

疫苗可以诱导鸡产生坚强的保护性免疫反应[10]。 

5  小结 
腺病毒给人和动物带来了许多病症，但是同时

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用于基因治疗和载体疫苗研究

的丰富资源。如此众多的腺病毒种类，使我们可以

根据不同的需要来研究开发不同的腺病毒载体，可

以根据需要来改变腺病毒的宿主嗜性，制造出嵌合

腺病毒，可以将腺病毒靶向到特定的组织器官中复

制来治疗和预防人和动物的各种疫病。随着病毒分

子生物学技术和疫苗技术的不断发展，腺病毒载体

疫苗和治疗药物必将会从研究走向临床应用，为人

和动物的卫生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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