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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1 p24 DNA 和 P24 蛋白联合免疫小鼠的效果
王清涛 1，陈玉海 1，高诗娟 1，姜威 1，宋丽萍 1，黄文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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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广州 510060

摘

要: DNA 疫苗能够诱导机体产生特异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反应，在肿瘤和感染性疾病的疫苗开发中显示出巨大

的潜能。以 HIV-1 核心蛋白 P24 为抗原基因，构建 pVAX1-p24 DNA，经 Western blotting 和动物活体成像检测证明，pVAX1
DNA 携带的外源基因可以在 293T 细胞和小鼠肌肉组织有效表达。采用不同的免疫策略免疫 BALB/c 小鼠 (DNA/DNA，
DNA/Protein)，实验结果表明：pVAX1-p24 单独免疫 BALB/c 小鼠，可诱导明显的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反应；pVAX1-p24
与 P24 蛋白联合免疫诱导的体液免疫反应高于 pVAX1-p24 单独免疫，所获得的抗体滴度是单独免疫的 7.3~8.0 倍，但
细胞免疫反应则不及单独免疫组。研究结果表明采取不同的免疫策略可以诱导产生不同的免疫反应，根据具体情况调
整免疫策略将获得更好的免疫效果。这些研究为艾滋病疫苗的研发提供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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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strategies to improve vaccine efficacy against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 (HIV-1) are still required.
DNA vaccines, exhibiting potential advantages over conventional vaccines for their simplicity and versatility, can induce specific
humoral and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s. We developed a recombinant pVAX1 DNA vector carrying p24 gene of HIV-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VAX1 mediated gene possessed the ability of effective expression in both transfected 293T cells and BALB/c mice.
And pVAX1-p24 DNA prime and boost immunization can induce significant P24-specific humoral immune responses and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s in BALB/c mice. Furthermore, immunization with pVAX1-p24 DNA prime and protein boost induced 7.3 to
8.0-fold greater p24-specific humoral responses than pVAX1-p24 DNA prime and boost, while the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s
induced by combined immunization was lower.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VAX1-p24 DNA and P24 protein vaccine is a prom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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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1 vaccine, and the selections of the immunization strategies are important for the immunization results.

Keywords: HIV-1, DNA vaccine, P24 protein, immune response
自 1981 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全球已有

表明了 HIV-1 DNA 疫苗的巨大潜力。但是与其他类

超过 6 000 万人感染艾滋病毒 (HIV-1)，超过一半的

型的 HIV-1 疫苗相比，DNA 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相

感染者因艾滋病以及相关疾病死亡，这种情况在发

对较弱，人们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增强其免疫反应，

展中国家尤为严重 [1-3]。由此可见艾滋病的传播和流

包括抗原基因密码子优化，DNA 载体结构的改造与

行已经对人类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对经济和社

优化，新型免疫佐剂的开发，prime-boost 免疫策略，

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研发安全、有效的

以及更为有效的疫苗递送系统，这些方法都在一定

HIV-1 疫苗是控制艾滋病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最

程度上增强了 DNA 疫苗的免疫效果。本实验利用的

为有效的方法，但迄今为止 HIV-1 疫苗的研制依然

pVAX1 DNA 是载体结构已经进行了相应的优化，并

[4]

没有成功 。

被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委员会 (FDA) 批准的唯一

传统的疫苗包括减毒疫苗、灭活疫苗、蛋白亚

可以应用于人体实验的载体 DNA；本实验选用序列

单位疫苗等，这些方法在众多抗病毒疫苗中取得了

保守的核心蛋白 P24 作为抗原基因，构建有望诱导

巨大的成功，但是在 HIV-1 疫苗的研究中，却各自

具有交叉免疫反应的 HIV-1 疫苗 [6]，并对 p24 基因

存在缺陷。减毒 HIV-1 疫苗能够在灵长类动物中诱

做了密码子优化，以提高抗原基因在真核细胞中的

导抗病毒免疫反应，但是其安全性问题限制了它在

表达水平。本实验构建的 pVAX1-p24 重组 DNA 能

[5]

人类中的应用 ；灭活疫苗和蛋白亚单位疫苗却无

够在 BALB/c 小鼠体内诱导抗原特异的体液免疫和

法诱导出有效的中和抗体和细胞免疫反应。病毒载

细胞免疫反应，其单独免疫和与 P24 蛋白的联合免

体疫苗和 DNA 载体疫苗作为新型的疫苗策略，在

疫所诱导的机体免疫反应展现出不同的特点。该结

HIV-1 疫苗的研发中具有巨大的潜力。HIV-1 病毒载

果提供了一种具有潜力的候选疫苗并为艾滋病疫苗

体疫苗虽然能够有效诱导机体产生体液免疫和细胞

的研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6]

免疫反应，但是同样存在安全性的问题 ，而 DNA
载体具有安全性好、生产工艺简单等特点。1992 年

1 材料与方法

在冷泉港举行的疫苗大会上 DNA 载体首次被报道

1.1

可 诱 导 机 体产 生 针 对 病原 体 和 肿 瘤抗 原 的 免 疫反
应 [7]。随后的 30 年，DNA 载体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各
[8-9]

质粒、菌种和细胞
pVAX1 质粒购自 Invitrogen 公司；pVAX1-luc，

pShuttle-gag，pGEX-p24 质粒为本实验室构建并保

，其中包括 HIV-1

藏；大肠杆菌 TOP10 和 Rosetta 购自中国 TIANGEN

DNA 疫苗研究，这些研究证明 DNA 疫苗能够诱导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人转化肾上皮细胞系 293T 购

机体产生抗原特异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反应和免

自美国 ATCC。

种肿瘤和病原体的疫苗研究

疫记忆

[6,10-12]

，是一种潜力巨大的艾滋病疫苗。特别

1.2

主要试剂和材料

是近年来的研究：HIV-1 DNA 疫苗被证明单独使用

限制性内切酶和连接酶购自 TaKaRa 公司；胎

或者与其他疫苗联合使用能够在灵长类动物模型中

牛血清购自 Hyclone 公司；DMEM 培养基购自美国

诱导特异的免疫反应，HIV-1 DNA 疫苗的临床 I 期

Gibco 公司；质粒提取试剂盒和 TRNzol Total RNA

试验证明了其安全性 [7]，近期 4 个兽用 DNA 疫苗

Reagent 购自中国 TIANGEN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抗

(马、狗、猪和鱼) 被批准上市
Journals.im.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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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进一步

HIV-1 p24 单克隆抗体购自 Santa Cruz 公司；H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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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羊抗鼠 IgG 抗体购自中杉金桥公司。

泳检测，最终获得纯化的 P24 蛋白。

1.3

1.4

疫苗的制备和验证

1.3.1

pVAX1-p24 DNA 疫苗的构建

质粒 pVAX1-luc 注射小鼠
6~8 周龄 BALB/c 雌性小鼠购自中国医学科学

以 含 有 本 实 验 室 密 码 子 优 化 的 gag 基 因 的

院 动 物 繁 殖 中 心 ， 清 洁 级 饲 养 。 将 20 μg 的

pshuttle-gag 为模板，上游引物为 5′-ATGCGGCCG

pVAX1-luc 或者 pVAX1 分别注射 BALB/c 小鼠腿部

CCCCATCGTGCAGAACATCCA-3′ (Not I)，下游引

肌肉。实验组和对照组各设 4 只小鼠，左右腿各注

物 为 5′-GCTCTAGATTACAGCACTCTGGCCTTGT

射 1 次。

GG-3′ (XbaⅠ)，PCR 扩增 p24 基因序列，产物经

1.5

NotⅠ和 XbaⅠ酶切并回收后，与经过相同酶酶切回

活体动物成像
pVAX1-luc 或 pVAX1 分别注射的 BALB/c 小鼠

收的 pVAX1 连接，得到的重组质粒经过测序验证，

7 d 之后，腹腔注射 100 μL 终浓度 30 mg/mL 的 D-

获得重组质粒 pVAX1-p24。

荧光素钾盐。10 min 后，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将

1.3.2

细胞培养与转染

细胞在含 10％胎牛血清、2 mmol/L L-谷氨酰胺、
100 U/mL 氨苄和 100 mg/L 氯霉素的 Dulbecco’s

小鼠麻痹，通过活体动物成像仪检测荧光素酶在小
鼠体内的表达情况。

1.6

Medified Eagle Medium (DMEM) 培养基 (37 ℃，5％

肌肉组织中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
pVAX1-luc 或 pVAX1 注射的 BALB/c 小鼠 7 d

CO2) 中贴壁生长。转染前将细胞按 5×105/孔接种于

之 后 ， 颈 椎脱 臼 处 死 小鼠 ， 取 出 腿部 肌 肉 组 织，

6 孔板的孔中，用含 10％胎牛血清的 DMEM 培养基

用预冷的磷酸盐缓冲液 (PBS) 洗涤。在液氮中将

培养，当细胞浓度达到 80％~90％时，将培养基换

组织研碎，用荧光素酶裂解缓冲液 (Promega，E1500

为 DMEM 无血清培养基，随后转染 pVAX1 质粒

型 号 ) 在 冰 浴 中 研 磨 裂 解 细 胞 ， 裂 解 液 在 4 ℃、

和 pVAX1-p24 质粒，每孔转入质粒的量均为 0.4 μg，

12 000×g 条件下离心 10 min，取上清进行荧光素酶

在 37 ℃、5％ CO2 培养箱中孵育 4~6 h，之后用含

检测。每组 3 只小鼠。

10％ 血清的 DMEM 培养基换液，继续培养 36 h，

1.7

进行后续的检测。
1.3.3

Western blotting 检测蛋白表达

动物免疫
BALB/c 小鼠随机分成 A、B 和 C 三个小组，

每组 10 只小鼠。A 组注射 pVAX1 作为对照，B 组

收集转染 pVAX1 质粒和 pVAX1-p24 质粒的

注射 pVAX1-p24 质粒，C 组是 pVAX1-p24 质粒和

293T 细胞，用细胞裂解液提取总蛋白，用 Bradford

P24 蛋白 (添加不完全 Freund 佐剂) 联合免疫。各

法 测 量 蛋 白 浓 度 ， 各 取 40 μg 蛋 白 进 行 12％ 的

组注射体积均为 100 μL，均采用腿部肌肉注射，左

SDS-PAGE 凝胶电泳，然后在冰上 300 mA 条件下转

右腿各 50 μL。其中 pVAX1 和 pVAX1-p24 免疫剂量

膜 1 h。5％脱脂奶粉室温封闭 2 h，加入一定稀释比

是 40 μg/只，P24 蛋白免疫剂量是 10 μg/只。第 2 次

例的一抗 4 ℃反应过夜，用 TBST 洗涤 3 次，再加

和第 3 次免疫后 2 周每组小鼠随机取出 5 只眼眶取

连接有辣根过氧化物酶的二抗室温孵育 1 h，然后用

血，并处死取脾细胞检测 P24 特异的体液免疫和细

凝胶成像仪检测。

胞免疫反应。动物分组情况及免疫程序见表 1。

1.3.4

P24 蛋白的诱导表达和纯化

将重组质粒 pGEX-p24 转化 Rosetta 菌株，用

1.8

ELISA 检测 P24 特异的体液免疫反应
用表达纯化的 P24 抗原蛋白以 0.1 μg/mL 的浓

IPTG 诱导 28 ℃表达，超声破碎提取融合 P24 蛋白，

度包被酶标板，4 ℃包被过夜，PBST 洗 3 次。小

并经过亲和层析和蛋白酶酶切纯化，SDS-PAGE 电

鼠血清以 1∶100 稀释，之后倍比稀释，每孔加样
Journals.im.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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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分组和免疫程序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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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 蛋白表达情况。结果如图 1 所示，pVAX1-p24

Animal groups and immunization schedules

Groups

May 25, 2011

Method
0 week

3 weeks

6 weeks

BALB/c

pVAX1
40μg

pVAX1
40μg

pVAX1
40μg

B

BALB/c

pVAX1-p24
40 μg

pVAX1-p24
40 μg

pVAX1-p24
40 μg

C

BALB/c

pVAX1-p24
40 μg

P24 protein
10 μg

P24 protein
10 μg

DNA 能够在 293T 细胞中高效表达 P24 蛋白。

2.2

HIV-1 P24 重组蛋白的表达纯化和鉴定
将融合表达质粒 pGEX-p24 转入表达宿主菌，

用 IPTG 诱导表达。亲和层析酶切纯化后的表达产
物用 SDS-PAGE 电泳鉴定，结果如图 2 所示，在相
对分子量约 24 kDa 的位置有一条明显的条带，大小
与 p24 蛋白一致。

100 μL，37 ℃孵育 1 h。PBST 洗 3 次，加入 1∶10 000
稀释的相应二抗，37 ℃孵育 1 h，PBST 洗 3 次，加
入 TMB 显色并读数。

1.9

IFN-γ ELISPOT 检测 P24 特异的细胞免疫

反应
ELISPOT 平板每孔加人 100 μL IFN-γ 包被抗
体，4 ℃包被过夜，PBS 200 μL/孔洗涤 5 次，加入

图1

pVAX1-p24 DNA 在 293T 细胞中的表达

Fig. 1 Expression of pVAX1-p24 in 293T cells by Western
blotting. 1: 293T cells transfected with pVAX1; 2: 293T cells
transfected with pVAX1-p24.

封闭液 200 μL/孔，室温封闭 2 h，弃去封闭液，将
分 离的小 鼠脾 细胞按 1×10 5 /孔 加入 ELISPOT 96
孔 板，实验孔加入刺激物 (P24 的肽库终浓度均为
10 μg/mL)，37 ℃、5％ CO2 孵育 24 h，甩掉细胞，
去离子水洗 2 次，磷酸盐吐温缓冲液 (PBST) 洗 3
次。用含 10％胎牛血清的 PBS 按 1∶100 稀释 HRP，
100 μL/孔溶液加入 ELISPOT 板中，室温下孵育 1 h。
弃掉液体，拍干 PBST 洗涤 4 次后用 PBS 洗涤 2 次。
加入显色底物 100 μL/孔，室温下避光放置 5~20 min

图2

(并肉眼观察颜色变化)，100 μL/孔去离子水终止显

Fig. 2 Purified P24 protein by SDS-PAGE. 1: P24 protein; 2:
protein marker; 3: negative control.

色，用去离子水 200 μL/孔洗涤后晾干，用 CTL 公

SDS-PAGE 检测纯化的 P24 蛋白

司 Immunospot 读数仪读数，分析结果。

2.3

2 结果与分析

否在机体内有效地表达 [14-15]，为了验证 pVAX1 DNA

2.1

携带的抗原基因在机体内的表达情况，我们构建了

重组质粒 pVAX1-p24 DNA 疫苗的构建与

表达

pVAX1-luc DNA 在小鼠腿部肌肉中的表达
DNA 疫苗免疫效果的一个限制因素是抗原能

携带 luciferase 基因的 pVAX1，命名为 pVAX1-luc

重组质粒 pVAX1-p24 的启动子为 Pcmv，抗性

DNA。在小鼠腿部肌肉分别注射 pVAX1-luc DNA 和

为 Kanamycin，复制子为 pUC ori，所携带的抗原基

pVAX1 DNA，7 d 后使用活体动物成像技术和肌肉

因是 HIV-1 的衣壳蛋白 p24 基因。将 pVAX1-p24 质

组织中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技术检测报告基因在

粒和 pVAX1 质粒分别转染 293T 细胞，48 h 之后，

肌肉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如图 3 所示，肌肉注射之

裂解细胞收集上清液并用 Western blotting 技术检测

后外源基因能够在小鼠腿部肌肉位置有效表达。

Journals.im.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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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pVAX1-luc DNA 肌肉注射后在小鼠体内的表达

Fig. 3 Luciferase expression in mice muscle after seven days detected by in vivo imaging system (A) and by luciferase assay system (B).

2.4

ELISA 检测 pVAX1-p24 DNA 单独免疫和联

合 P24 蛋白免疫诱导的体液免疫反应
pVAX1-p24 DNA 疫苗以 40 μg/只的剂量免疫
BALB/c 小鼠，并在第 2 次免疫后 2 周和第 3 次免疫
后 2 周检测 P24 特异的体液免疫反应水平。如图 4
所示，pVAX1-p24 DNA 疫苗能够在 BALB/c 小鼠模
型中诱导出明显的体液免疫反应，3 次免疫后的体
液免疫反应比 2 次免疫后体液免疫水平提高 2.9 倍。
同时实验还采取了 pVAX1-p24 DNA 联合 P24 蛋白
的免疫策略。结果显示第 2 次免疫后 2 周联合免疫
显示出了强的免疫效果，其诱导的特异抗体滴度是
pVAX1-p24 DNA 单独免疫诱导的抗体滴度的 7.3
倍，说明 DNA 疫苗和蛋白联合免疫能够诱导出更强
的抗原特异的体液免疫反应。第 3 次免疫后 2 周，
各组之间的抗体反应水平趋势和第 2 次免疫之后相
同，但是联合免疫与 DNA 单独免疫组间的差异更
加明显，联合免疫诱导的特异抗体滴度是 DNA 单
独免疫诱导的抗体滴度的 8 倍。说明与 DNA 疫苗
单独免疫相比，DNA 疫苗和蛋白联合免疫能够诱导
出更强的抗原特异的体液免疫反应。

图4

pVAX1-p24 单独免疫和联合 P24 蛋白免疫 BALB/c

诱导的 P24 特异体液免疫反应
Fig. 4 p24-specific humoral immune responses in BALB/c
mice immunized with pVAX1-p24 DNA prime and boost or
pVAX1-p24 DNA prime protein bo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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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和联合 P24 蛋白免疫诱导的 P24 特异的细胞
尽管作为疫苗载体，DNA 疫苗有巨大的潜在优

免疫反应
IFN-γ ELISPOT 检测结果表明 pVAX1-p24 DNA

势，但也同时存在一些限制因素，限制 DNA 疫苗的

单独免疫与联合免疫均可诱导出有效的特异性细胞

免疫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就是 DNA 载体

免疫反应。但与体液免疫反应不同，单独免疫则表

在转染细胞内的表达效率不高，被抗原呈递细胞吸

现出更强的细胞免疫诱导特性，第 2 次免疫后 2 周，

收并进入细胞核有效表达的效率更低 [16-17] 。本实验

pVAX1-p24 DNA 单独免疫所诱导的 P24 特异的细胞

结果表明 pVAX1-luc 能够在小鼠腿部肌肉的注射位

免疫应答水平是联合免疫组的 2.3 倍。第 3 次免疫

置周围有效表达，这也是 pVAX1-p24 DNA 疫苗能

后 2 周，特异性细胞免疫水平和第 2 次免疫后趋势
相同，但是差异更加明显，pVAX1-p24 DNA 单独免
疫组是联合免疫组的 5.5 倍。进一步说明了不同的
免疫方式将产生不同的免疫效果。

够在小鼠体内诱导抗原特异的体液免疫反应和细胞
免疫反应的保证。但是动物活体成像的结果表明其
表达效率也不是很高，所以在今后的实验中可以通
过改进 pVAX1-p24 DNA 疫苗的免疫方法，提高抗
原基因在机体细胞中的表达效率来进一步提高
pVAX1-p24 DNA 疫苗的免疫效果 [17]。
DNA 疫苗和蛋白疫苗在诱导机体免疫方面各
有特点，其中 DNA 疫苗能够诱导以抗原特异的细胞
免疫为主的免疫反应 [18]，而蛋白疫苗则诱导机体产
生以抗原特异的体液免疫反应为主的免疫反应 [19]，
许多研究利用 DNA 疫苗和蛋白疫苗联合免疫来诱
导更强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反应 [18,20-21] 。但并不
是所有的利用 DNA 疫苗和蛋白疫苗联合免疫的研
究都能够诱导出更高水平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反
应，例如 Osorio 等报道无论是 DNA 疫苗初免蛋白
疫苗加强还是蛋白疫苗初免 DNA 疫苗加强与 DNA
单独免疫相比，都没有明显的优势，反而是 DNA 单
独免疫组 INF-γ 的水平更高 [22]。Rafati 等也报道了
DNA 免疫组与 DNA 和蛋白联合免疫组相比，细胞
免 疫 反 应 水 平 更 高 [23] 。 本 实 验 的 结 果 也 表 明
pVAX1-p24 DNA 疫苗单独免疫能够诱导出更高的
P24 特异的细胞免疫反应，而 pVAX1-p24 和 P24 蛋
白疫苗联合免疫则诱导出更高水平的 P24 特异的体

图5

pVAX1-p24 DNA 单独免疫和与 P24 蛋白联合免疫

诱导的 P24 特异细胞免疫反应
Fig. 5 The p24-specific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s in BALB/c
mice immunized with pVAX1-p24 DNA prime and boost or
pVAX1-p24 DNA prime protein boost.
Journals.im.ac.cn

液免疫反应。这可能和 DNA 疫苗以及蛋白疫苗各自
的免疫机制有关。现在关于 DNA 疫苗的免疫机制并
不是特别清楚，但一般认为 DNA 疫苗在体内的抗原
表达和抗原呈递过程类似与病原体天然的感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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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DNA 进入细胞之后，在细胞内表达抗原蛋白，
随后被胞内的蛋白水解酶降解成短肽并进入内质网
与 MHC-Ⅰ分子形成复合物，经 MHC-Ⅰ分子途径呈
递，激活 CD8+ T 细胞，部分蛋白也可能分泌或释放，
经 MHC-Ⅱ分子途径激活体液免疫反应，所以 DNA
疫苗能够诱导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但以细胞免疫
反应为主 [24-25] 。而蛋白疫苗进入机体后，很难直接
进入细胞质，而是被巨噬细胞或者树突状细胞等专
职抗原呈递细胞吞噬，在内吞体或者溶酶体内被加
工 成 为 短 肽 并 与 MHC- Ⅱ 分 子 形 成 复 合 物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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