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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表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

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及其构建方法和应用。本发

明首先公开了一株表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

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是以gE、gI及TK三基因缺

失的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为载体构建的表

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

其微生物保藏编号为：CGMCC No .12038。本发明

所述表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伪狂犬病病毒

变异株具有遗传稳定性，能够稳定表达E2蛋白，

对仔猪具有很高的安全性，能够同时诱导高水平

的伪狂犬病病毒和猪瘟病毒的特异性抗体及中

和抗体，对猪瘟病毒和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的攻

击能够提供完全的保护，可作为防控当前流行的

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及猪瘟病毒混合感染的二

价基因工程疫苗候选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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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株表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其特征在于：所述重组伪狂

犬病病毒变异株的微生物保藏编号为：CGMCC  No.12038。

2.权利要求1所述的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在制备预防猪瘟或伪狂犬病疫苗中的应

用。

3.权利要求1所述的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在制备预防猪瘟和伪狂犬病的二价基因

工程疫苗中的应用。

4.一种同时预防猪瘟和伪狂犬病的疫苗，其特征在于，包括：预防上有效量的权利要求

1所述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

5.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将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基因组酶切后，与pOK-LR-EGFP质粒共转染细胞，

经蚀斑筛选与纯化，获得重组病毒rPRVTJ-delTK/gE/gI-EGFP；（2）将重组病毒rPRVTJ-

delTK/gE/gI-EGFP的基因组酶切后，与pOK-LR-CMV-E2质粒共转染细胞、筛选纯化，即得。

6.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或步骤（2）所述酶切为经PacI

和PmeI双酶切。

7.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或步骤（2）所述细胞为Vero细

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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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及其构建方

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尤其涉及表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伪狂

犬病病毒变异株，本发明还涉及所述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的构建方法及其在制备防控

PRV变异株及猪瘟病毒共同感染的二价基因工程疫苗中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猪瘟(classical  swine  fever ,CSF)是由猪瘟病毒(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 ,CSFV)引起的一种猪烈性传染病。CSF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列入OIE疫病名录

(OIE-listed  diseases)。中国《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将猪瘟列为

优先防控的重大动物疫病之一。

[0003] 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家通过将猪瘟强毒在家兔上连续传几百代后，成

功培育出一株猪瘟兔化弱毒疫苗(C株)，该疫苗对中国猪瘟的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长期

以来由于片面依赖疫苗接种而忽视了其它综合性控制措施，以及C株疫苗缺乏标记功能(即

不能够区分疫苗免疫和CSFV感染)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使得该疫苗尽管在中国应用了半个

多世纪，但猪瘟却没有得到彻底控制，在一些地区仍时有发生，迄今依然对中国养猪业构成

巨大威胁。因此，急需开发一种安全、有效且具有标记功能的新型猪瘟疫苗。

[0004] 伪狂犬病(pseud ora bies，PR)又称Aujeszky氏病，是由伪狂犬病病毒

(pseudorabies  virus，PRV)引起的猪、羊、牛等多种家畜及野生动物的一种以发热、奇痒、

脑脊髓炎、呼吸和神经系统障碍为主要特征的急性传染病。妊娠母猪感染后发生流产、死

胎、木乃伊胎，其中以产死胎为主要特征；哺乳仔猪感染后出现神经症状、麻痹、衰竭死亡，

死亡率几乎高达100％，对养猪业造成很大的危害。2011年以来，中国已有20多个省份的许

多猪场，包括免疫过伪狂犬病弱毒疫苗Bartha-K61株的规模化猪场，陆续爆发伪狂犬病疫

情。研究表明，与以往的毒株相比，新的PRV流行毒株发生明显变异，且致病性明显增强，现

有的疫苗不能完全保护新流行毒株的感染(Wang  CH ,et  al .A  novel  gE-deleted 

pseudorabies  virus(PRV)provides  rapid  and  complete  protection  from  lethal 

challenge  with  the  PRV  variant  emerging  in  Bartha-K61-vaccinated  swine 

population  in  China.Vaccine.2014；32(27):3379-85；Luo  Y,et  al.Pathogenicity  and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of  a  pseudorabies  virus  variant  isolated  from 

Bartha-K61-vaccinated  swine  population  in  China.Vet  Microbiol.2014；174(1-2):

107-15.)。

[0005] 在PRV基因中缺失一个或多个病毒复制非必需基因，可以使病毒毒力减弱，但同时

又不影响自身的增殖和免疫原性，这样以PRV作为载体携带外源抗原性基因进入生物体内，

不仅可以诱导机体产生对PRV的免疫反应，同时也可以产生对外源抗原的免疫应答。因此，

这些基因缺失的PRV常常用来作为载体来表达外源基因，从而构建多价疫苗(路明华,等.伪

狂犬病病毒载体疫苗研究进展.动物医学进展.2013；34(6):136-140.)。PRV不同类型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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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缺失病毒作为载体在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狂犬病、口蹄疫、猪圆环病毒、猪细小病毒、日

本脑炎、猪瘟病毒、猪流感等病毒性动物疫病疫苗研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Tian  ZJ ,et 

al.A  recombinant  pseudorabies  virus  encoding  the  HA  gene  from  H3N2  subtype 

swine  influenza  virus  protects  mice  from  virulent  challenge .Vet  Immunol 

Immunopathol.2006；111(3-4):211-8；Zhang  K,et  al.Recombinant  pseudorabies  virus 

expressing  P12A  and  3C  of  FMDV  can  partially  protect  piglets  against  FMDV 

challenge.Res  Vet  Sci.2011；91(1):90-4.)。

[0006] E2蛋白位于CSFV囊膜表面，参与病毒的感染过程，是CSFV的主要保护性抗原蛋白，

能诱导机体产生中和性抗体，保护机体免受CSFV强毒的攻击，该蛋白已成为研制防控CSFV

新型疫苗的主要抗原，如DNA疫苗、亚单位疫苗及活病毒载体疫苗等。但是这些疫苗中很多

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不能提供CSFV的完全保护，攻毒前未能产生中和抗体及免疫猪诱导产

生的E2特异性抗体未能全部转阳等。

[0007] 为了同时预防当前流行的PRV和CSFV混合感染，降低生产成本及克服C株疫苗缺乏

标记功能的缺点，亟需开发新的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及免疫原性的二价基因工程疫苗候选

株。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株表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伪狂犬病病

毒变异株，该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具有遗传稳定性，且能够稳定表达E2蛋白，具有良好

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能够同时诱导高水平的PRV和CSFV特异性抗体及中和抗体，可作为防

控当前流行的PRV变异株和猪瘟病毒共同感染的二价基因工程疫苗候选株；

[0009]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另一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所述表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

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的构建方法。

[0010]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11] 本发明首先公开了一株表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以gE、

gI及TK三基因缺失的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rPRVTJ-delgE/gI/TK为载体，将CSFV  E2基

因插入至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的gE/gI缺失部位，构建了一株表达具有免疫原性

的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PRV变异株rPRVTJ-delgE/gI/TK-E2。

[0012] 经PCR、IFA和Western  blotting鉴定显示，重组PRV变异株rPRVTJ-delgE/gI/TK-

E2中，能够检测到CSFV  E2基因的存在，TK和gE/gI基因存在缺失，且重组病毒rPRVTJ-

delgE/gI/TK-E2接种PK-15细胞后能够稳定表达CSFV  E2蛋白。

[0013] 本发明对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进行蚀斑纯化，对每个克隆连续传20

代后，经鉴定CSFV  E2基因仍然存在于所有病毒株的基因组中，且能稳定表达，对每个毒株

所扩增的E2基因测序结果均与理论序列一致，说明外源基因可以稳定存在于重组病毒中，

具有遗传稳定性。一步生长曲线的对比结果显示，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与载体

病毒rPRVTJ-delgE/gI/TK的一步生长曲线走势一致，说明外源片段CSFV  E2的插入对载体

病毒本身的增殖特性无影响，但明显弱于亲本毒株PRV  TJ。

[0014] 安全性及免疫效力评价结果表明，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对仔猪具有

很高的安全性，所有免疫猪均没有出现任何临床症状。不同剂量的重组病毒rPRVTJ-del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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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K-E2免疫猪只后，均产生了较高水平的PRV特异性抗体及中和抗体，其抗体水平与

rPRVTJ-delgE/gI/TK无显著性差异；同时，也产生了较高水平的CSFV特异性抗体及中和抗

体，其抗体滴度与C株基本一致。攻毒后，rPRVTJ-delgE/gI/TK-E2(106或105TCID50/头)免疫

猪能够完全抵抗CSFV强毒及PRV变异株的攻击。

[0015] 本发明将上述表达CSFV  E2蛋白的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rPRVTJ-delgE/gI/

TK-E2提交专利认可的机构进行保藏，其微生物保藏编号为：CGMCC  No.12038；分类命名为：

表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变异株伪狂犬病病毒。保藏单位：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

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保藏时间是2016年02月01日：保藏地址：中国北京朝阳区北辰西路1

号院3号，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0016] 研制活病毒载体疫苗最主要的是插入的外源基因不影响载体病毒的增殖特性、免

疫原性，且能够稳定存在及正常表达(Souza  AP ,et  al .Recombinant  viruses  as 

vaccines  against  viral  diseases.Braz  J  Med  Biol  Res2005；38(4):509-22.)。本发明

鉴定结果显示，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具有良好的遗传稳定性，且E2基因的表达

不影响该重组病毒的增殖特性，其生长动力学与载体病毒PRVTJ-delgE/gI/TK一致；而且该

重组病毒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好，能够同时诱导高水平的PRV和CSFV特异性抗体及中和抗

体，对猪瘟病毒和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的攻击可以提供完全的保护。

[0017] 本发明所述表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能够应用于制备防

治猪瘟或伪狂犬病的疫苗，尤其能够应用于制备防治猪瘟和伪狂犬病共同感染的二价基因

工程疫苗。

[0018] 本发明进一步公开了一种同时预防猪瘟和伪狂犬病的疫苗，或者预防猪瘟或伪狂

犬病的疫苗，包括：预防上有效量的所述表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

所述疫苗中还可以加入药学上可接受的佐剂，以增强疫苗的抗原性。

[0019] 本发明进一步公开了一种所述表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

的构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将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基因组酶切后，与pOK-LR-

EGFP质粒共转染细胞，经蚀斑筛选与纯化，获得重组病毒rPRVTJ-delTK/gE/gI-EGFP；(2)将

重组病毒rPRVTJ-delTK/gE/gI-EGFP的基因组酶切后，与pOK-LR-CMV-E2质粒共转染细胞，

筛选纯化，即得。

[0020] 其中，步骤(1)或步骤(2)所述酶切为经PacⅠ和PmeⅠ双酶切；所述细胞为Vero细胞。

步骤(1)所述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的构建参见文献(Cong  X,et  al.2016.)；质粒

pOK-LR-EGFP(含有位于gE/gI基因两侧的同源重组左右臂及EGFP基因)的构建参见文献

(Wang  CH,et  al.2014.)。步骤(2)所述pOK-LR-CMV-E2质粒(含有位于gE/gI基因两侧的同

源重组左右臂及CSFV  E2基因的质粒载体)的构建参见文献(Wang  Y,et  al.2015.)。

[0021] 本发明在构建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的过程中，将CMV启动子置于E2基

因的上游，而没有使用PRV本身的启动子，能够大大增加外源蛋白的表达量。在构建方法上，

本发明采用了指示病毒反向筛选与引入单一酶切位点(PacⅠ和PmeⅠ)相结合的方法，大大加

快了重组病毒的获得与纯化。

[0022] 本发明所利用的载体病毒rPRVTJ-delgE/gI/TK以106TCID50剂量接种小鼠、绵羊和

仔猪后无任何PRV特异性临床症状(包括瘙痒及发热等)，安全性高，而且免疫仔猪能够完全

抵抗变异PRV  TJ株的攻击(Cong  et  al.,2016)，证明人工缺失PRV  TJ株主要毒力基因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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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主体内仍然能够正常增殖，且不影响其免疫原性。本发明证实重组病毒rPRVTJ-delgE/

gI/TK可作为一株安全的活疫苗载体表达细菌、寄生虫或其它病毒等病原体的具有免疫原

性的抗原基因，构建二或多价基因工程疫苗。

[0023] 本发明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本发明以PRV三基因缺失的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为载体，表达具有免疫

原性的猪瘟病毒E2蛋白，构建的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具有遗传稳定性，能够

稳定表达E2蛋白，而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能够同时诱导高水平的PRV和CSFV特异性抗体及

中和抗体，对CSFV强毒和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的攻击可以提供完全的保护。本发明重组病

毒rPRVTJ-delgE/gI/TK-E2可作为防控当前流行PRV变异株及猪瘟病毒共同感染的二价基

因工程疫苗候选株。

[0025] 本发明所涉及到的术语定义

[0026] 除非另外定义，否则本文所用的所有技术及科学术语都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通常所了解相同的含义。

[0027] 可互换使用的术语―疫苗”或―疫苗组合物”指这样的药物组合物，其包括在动物

中诱导免疫应答的至少一种免疫原性组合物。疫苗或疫苗组合物可以保护动物免受由于感

染的疾病或可能的死亡，并且可以包括或不包括增强活性组分的免疫活性的一种或多种另

外组分。疫苗或疫苗组合物可以另外包括对于疫苗或疫苗组合物典型的进一步组分，包括

例如佐剂或免疫调节剂。疫苗的免疫活性组分可以包括以其原始形式的完全活生物体或在

经修饰的活疫苗中作为经减毒的生物体，或在经杀死或灭活的疫苗中通过合适方法灭活的

生物体，或包括病毒的一种或多种免疫原性组分的亚单位疫苗，或通过本领域技术人员已

知的方法制备的遗传改造、突变或克隆的疫苗。疫苗或疫苗组合物可以包括一种或同时超

过一种上述组分。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的E2及TK基因PCR鉴定；其中，1-5和9-13：

重组病毒不同蚀斑克隆株；6：CSFV对照；14：PRV  TJ对照；7、15：PK-15细胞对照；8、16：H2O对

照；M：DL2000；

[0029] 图2为IFA对CSFV  E2蛋白表达的鉴定结果；

[0030] 图3为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的Western  blotting鉴定；

[0031] 图4为重组病毒不同克隆株的PCR鉴定；其中，1：CSFV对照；2-15：重组病毒不同克

隆株；16：PK-15细胞对照；M：DL2000；

[0032] 图5为IFA对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遗传稳定性及CAFV  E2蛋白表达鉴

定；

[0033] 图6为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的一步生长曲线；

[0034] 图7为rPRVTJ-delgE/gI/TK-E2免疫攻毒后不同时间点产生的CSFV  E2特异性抗

体；

[0035] 图8为仔猪免疫及PRV攻毒后产生的gB特异性抗体；

[0036] 图9为免疫仔猪PRV攻毒前后产生的gE特异性抗体；

[0037] 图10为免疫仔猪PRV攻毒后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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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描述本发明，本发明的优点和特点将会随着描述而

更为清楚。但是应理解所述实施例仅是范例性的，不对本发明的范围构成任何限制。本领域

技术人员应该理解的是，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下可以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细节和

形式进行修改或替换，但这些修改或替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9] 实施例1表达猪瘟病毒E2蛋白的重组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株

[0040] rPRVTJ-delgE/gI/TK-E2的构建及安全性、免疫效力评价

[0041] 1、材料和方法

[0042] 1.1质粒、病毒和生化试剂

[0043] 质粒pOK-LR-EGFP(含有位于gE/gI基因两侧的同源重组左右臂及EGFP基因)(Wang 

CH ,et  al .A  novel  gE-deleted  pseudorabies  virus(PRV)provides  rapid  and 

complete  protection  from  lethal  challenge  with  the  PRV  variant  emerging  in 

Bartha-K61-vaccinated  swine  population  in  China.Vaccine.2014；32(27):3379-85.)

和pOK-LR-CMV-E2(含有位于gE/gI基因两侧的同源重组左右臂及CSFV  E2基因的质粒载体)

(Wang  Y ,Yuan  J ,Cong  X ,Qin  HY ,Wang  CH ,Li  Y ,et  al .Generation  and  efficacy 

evaluation  of  a  recombinant  pseudorabies  virus  variant  expressing  the 

E2protein  of  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  in  pigs.Clin  Vaccine  Immunol  2015；22

(10):1121-9.)均由本发明人构建及保存；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由本发明人构建

(Cong  X ,Lei  JL ,Xia  SL ,Wang  YM ,Li  Y ,Li  S ,et  al .Pathogenicity  and 

immunogenicity  of  a  gE/gI/TK  gene-deleted  pseudorabies  virus  variant  in 

susceptible  animals.Vet  Microbiol  2016；182:170-77.)；PRV  TJ株有本发明人实验室

分离、鉴定及保存；C株疫苗购自哈尔滨维科公司(批号：2014001)；PK-15和Vero细胞由本发

明人所在实验室保存；转染试剂X-treme  GENE  HP购自罗氏公司；Tissue  DNA  Kit试剂盒

(批号D3396-01)为Omega公司产品。

[0044] 1.2重组病毒的获得

[0045] 将1μg的rPRVTJ-delgE/gI/TK基因组(经PacⅠ和PmeⅠ双酶切处理)和7μg的pOK-LR-

EGFP质粒共转染至汇合度为80％左右的单层Vero细胞。当细胞病变达到50％左右时收获转

染细胞产物，于-80℃/37℃条件下反复冻融2次后，离心取上清接种PK-15细胞，进行蚀斑筛

选，挑取有细胞病变且发绿色荧光的蚀斑，经过大约6轮的纯化，将获得的病毒命名为

rPRVTJ-delTK/gE/gI-EGFP。提取重组病毒rPRVTJ-delTK/gE/gI-EGFP的基因组，将其经

PacI和PmeI双酶切处理后与pOK-LR-CMV-E2共转染Vero细胞，按上述方法挑取有细胞病变

但不发绿色荧光的蚀斑并进行纯化。

[0046] 1.3重组病毒的鉴定

[0047] 将有细胞病变但不发绿色荧光的蚀斑进行6次克隆纯化后，进行PCR、免疫荧光试

验(Immunofluorescence  assay,IFA)、Western  blotting、生长动力学及稳定性鉴定。

[0048] 1.3.1PCR鉴定

[0049] 将待鉴定的病毒蚀斑克隆接种PK-15细胞，当细胞病变达到60％左右时提取组织

DNA，分别以CSFV  E2基因特异性引物(P1S/P1R)、鉴定TK基因缺失的引物(P2S/P2R)进行相

应片段的扩增(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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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表1重组病毒鉴定所用引物

[0051]

[0052] 1.3.2IFA

[0053] 将经PCR初步鉴定正确的病毒蚀斑克隆以0.1MOI剂量感染PK-15细胞，同时以

rPRVTJ-delgE/gI-E2(Wang  Y,Yuan  J,Cong  X,Qin  HY,Wang  CH,Li  Y,et  al.Generation 

and  efficacy  evaluation  of  a  recombinant  pseudorabies  virus  variant 

expressing  the  E2protein  of  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  in  pigs.Clin  Vaccine 

Immunol  2015；22(10):1121-9.)、CSFV石门株作为阳性对照，以rPRVTJ-delgE/gI/TK和不

作任何处理的PK-15细胞作为阴性对照。24h后弃上清，用4℃预冷的磷酸盐缓冲液(PBS)洗

细胞3次，然后用-20℃预冷的无水乙醇固定细胞20min，加入CSFV  E2蛋白的单克隆抗体

HQ06，37℃作用2h后用PBS和含0.05％Tween  20的PBS(PBST)分别洗涤3次，加入1:100稀释

的FITC标记的羊抗鼠IgG(Sigma公司)，置于湿盒中37℃作用45min，用PBS/PBST分别洗涤3

次后，置于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分析CSFV  E2蛋白的表达情况。

[0054] 1.3.3Western  blotting分析

[0055] 将经PCR和IFA鉴定正确的病毒蚀斑克隆以0.1MOI剂量感染PK-15细胞，同时以

rPRVTJ-delgE/gI-E2(Wang  et  al.,2015,22(10):1121-9.)、CSFV石门株作为阳性对照，以

rPRVTJ-delgE/gI/TK和不作任何处理的PK-15细胞作为阴性对照。感染36h后弃上清，用4℃

预冷的PBS清洗细胞3次，然后经WB/IP细胞裂解液冰上作用1h，收集细胞裂解产物，4℃条件

下12,000r/min离心20min，收集上清后加入适量比例的上样缓冲液，煮沸10min后进行SDS-

PAGE电泳，以针对CSFV  E2蛋白的单克隆抗体HQ06检测E2蛋白的表达情况。

[0056] 1.3.4一步生长曲线

[0057] 将经PCR、IFA和Western  blotting鉴定正确的重组病毒命名为rPRVTJ-delgE/gI/

TK-E2，将其与rPRVTJ-delgE/gI/TK及亲本毒PRV  TJ株以10MOI的剂量接种24孔细胞培养板

中单层的PK-15细胞，于冰上感作1h后，换成细胞维持液于37℃温箱中培养1h，使用醋酸溶

液灭活细胞外病毒(Mettenleiter ,T .C .Glycoprotein  gIII  deletion  mutants  of 

pseudorabies  virus  are  impaired  in  virus  entry.Virology.1989；171(2):623-5.)，

分别于接种病毒后0h、4h、8h、12h、16h、20h、24h、32h、36h和40h收取细胞及培养上清，并于

37℃/-80℃条件下反复冻融2次后离心弃去细胞碎片，接种于PK-15细胞，进行毒价测定。重

复3次，计算平均值和标准差，绘制一步生长曲线，比较该重组病毒与亲本病毒在生长动力

学上是否存在差异。

[0058] 1.4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对靶动物猪的安全性及免疫原性

[0059] 1.4.1rPRVTJ-delgE/gI/TK-E2免疫猪对于CSFV的攻毒保护

[0060] 选取CSFV和PRV抗原及抗体均为阴性的20日龄健康仔猪30头，随机分成6组，每组5

头。前3组分别经颈部肌肉接种1mL含不同剂量(106、105或104TCID50)的rPRVTJ-delgE/gI/

TK-E2，后3组分别接种rPRVTJ-delgE/gI/TK、猪瘟兔化弱毒疫苗C株以及DMEM作为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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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疫后3w对所有猪用相同疫苗、相同剂量及途径进行加强免疫。加强免疫后1w，所有猪

用CSFV  Shimen株进行攻击，攻毒剂量为106TCID50，攻毒后16d对所有存活猪进行安乐死，并

对各组织器官进行病变观察及病理组织学检查；免疫及攻毒后每天对所有猪进行体温测

定，并对临床反应进行观察。

[0061] 表2猪只免疫攻毒实验设计

[0062]

[0063] 注：免疫及攻毒途径均为颈部肌肉注射；间隔时间指距离首免的时间。

[0064] 1.4.2rPRVTJ-delgE/gI/TK-E2免疫猪对PRV的攻毒保护

[0065] 随机选取CSFV和PRV抗原及抗体均为阴性的20日龄健康仔猪25头，随机分成5组

(表3)，每组5头。前3组分别经颈部肌肉接种不同剂量(106、105和104TCID50)的rPRVTJ-

delgE/gI/TK-E2，后2组分别接种rPRVTJ-delgE/gI/TK(106TCID50)及DMEM作为对照。免疫

14d后以106TCID50剂量的强毒PRV  TJ滴鼻进行攻毒，攻毒后15d对所有存活猪进行安乐死，

并对各组织器官进行病变观察检查；免疫及攻毒后每天对所有猪进行体温测定，观察临床

症状，包括发热、瘙痒、食欲减退、精神不振、卧床不起及腹泻等。

[0066] 表3PRV攻毒保护实验设计

[0067]

[0068] 1.4.3阻断ELISA及病毒中和试验

[0069] 免疫前、免疫后及攻毒后每3d，对所有猪前腔静脉采血，分离血清。应用PRV  gB

(IDEXX公司，批号DJ358)、gE(IDEXX公司，批号CJ291)及猪瘟抗体检测试剂盒(IDEXX公司，

批号C281)进行抗体检测，具体操作方法见说明书。同时用病毒中和试验检测各时间点血清

中的中和抗体。

[0070] 1.4.4排毒检测

[0071] 攻毒后每天采集所有猪的肛拭子，用PBS稀释后，按每毫升加入1000IU青霉素和

1000μg链霉素，经0.45μm滤器过滤后接种于PK-15细胞，观察细胞病变，如果第一代没有细

胞病变则盲传3代，然后用OMEGA  Tissue  DNA  Kit提取基因组后，用扩增gE基因的特异性引

物检测PRV的存在。

[0072] 1.4.5荧光定量RT-PCR

[0073] 攻CSFV  15d后，对所有存活猪进行安乐死，采集所有试验猪各组织器官，研磨后提

取病毒总RNA，并进行反转录，然后用已报道的荧光定量RT-PCR方法(Zhao  JJ,Cheng  D,Li 

N ,et  al .Evaluation  of  a  multiplex  real-time  RT-PCR  for  quantitati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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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l  detection  of  wild-type  viruses  and  C-strain  vaccine  of  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Vet  Microbiol.2008；126(1-3):1-10.)，检测试验猪各组织器官中

CSFV核酸拷贝数，用以评价各组织器官中的CSFV含量。

[0074] 1.5统计学分析

[0075] 应用SPSS统计学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各组间的差异。其中，p≥

0.05为差异不显著，p<0.05为差异显著，p<0.01为差异极显著。

[0076] 2、实验结果

[0077] 2.1重组病毒的拯救与筛选

[0078] 将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的基因组与转移载体pOK-LR-EGFP共转染Vero细

胞，2d后大量的细胞出现病变，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到少数的病变细胞发绿色荧光，将此细胞

培养物反复冻融3次后，在PK-15细胞上进行6轮蚀斑筛选，直至筛选出的病毒蚀斑接种PK-

15细胞后，视野内细胞病变全部为绿色荧光，将此重组病毒经过PCR鉴定后命名为rPRVTJ-

delTK/gE/gI-EGFP。按照上述方法，将rPRVTJ-delTK/gE/gI-EGFP基因组与pOK-LR-CMV-E2

共转染Vero细胞，并在PK-15细胞上进行7轮的蚀斑纯化，并对纯化的病毒蚀斑进行鉴定。

[0079] PCR鉴定及测序结果显示，TK和gE/gI基因存在缺失，在重组病毒中能够检测到

CSFV  E2基因的存在(图1)。IFA结果显示，重组病毒接种PK-15细胞后都能够表达CSFV  E2蛋

白(图2)。Western  blotting分析结果显示，待鉴定的重组病毒接种的PK-15样品泳道检测

到一条特异性条带，并且大小与阳性对照相符(图3)。本发明将经PCR、IFA和Western 

blotting鉴定正确的重组病毒命名为rPRVTJ-delgE/gI/TK-E2。

[0080] 为了鉴定rPRVTJ-delgE/gI/TK-E2是否具有遗传稳定性及是否能够稳定表达CSFV 

E2蛋白，对已获得的重组病rPRVTJ-delgE/gI/TK-E2在PK-15细胞上进行多轮蚀斑纯化，随

机挑取10个以上克隆，对每个克隆连续传20代后并对每代病毒进行PCR鉴定、测序及IFA鉴

定；PCR及测序结果表明，CSFV  E2基因扩增片段与预期大小一致(图4)，且E2基因与理论序

列对比后未出现基因突变及缺失；IFA结果表明，CSFV  E2基因能够在每代克隆中稳定表达，

并且每代重组病毒与载体病毒rPRVTJ-delgE/gI/TK相比在PK-15细胞上的增殖特性未发生

改变(图5)。

[0081] 本发明将遗传稳定性良好的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提交中国微生物菌

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进行保藏，其微生物保藏编号为：CGMCC  No.12038。

[0082] 2.2一步生长曲线

[0083] 将获得的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与rPRVTJ-delgE/gI/TK及其亲本毒

PRV  TJ株接种PK-15细胞，于不同时间点收毒，并测定其毒价，绘制各自一步生长曲线(即病

毒增殖滴度与时间关系的曲线，反映病毒生长增殖规律)，进行对比。结果显示，重组病毒

rPRVTJ-delgE/gI/TK-E2与rPRVTJ-delgE/gI/TK的一步生长曲线走势基本一致，说明外源

片段CSFV  E2的插入对病毒本身的增殖特性无影响；但是明显低于亲本毒PRV  TJ株，接种后

4h、8h、12h、24h、28h、36h差异极显著(p<0.001)，其余时间点差异显著(p<0.05)(图6)。

[0084] 2.3rPRVTJ-delgE/gI/TK-E2对猪只的安全性

[0085] 将rPRVTJ-delgE/gI/TK-E2以不同的剂量(106、105和104TCID50)免疫20日龄健康仔

猪后，所有免疫猪均没有出现任何临床症状，体温维持在正常生理范围之内，食欲正常，与

DMEM对照猪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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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2.4rPRVTJ-delgE/gI/TK-E2免疫猪后诱导产生的E2特异性和抗CSFV的中和抗体

[0087] 将不同剂量(106、105和104TCID50)的重组病rPRVTJ-delgE/gI/TK-E2免疫仔猪，3w

后进行加强免疫，以106TCID50剂量的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加强免疫后1w所有

仔猪诱导的CSFV  E2特异性抗体转阳(图7)，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该组仔猪诱导产生的抗体

与C株免疫组仔猪无显著差异(P>0.05)，但攻毒后3d猪瘟抗体阻断率短暂下降，随后所有免

疫猪抗体逐渐上升，并于攻毒后15d达到峰值，抗体阻断率达到80％左右。105TCID50剂量免

疫的仔猪攻毒前抗体未转阳，在攻毒后6d抗体迅速上升，于攻毒后15d与106TCID50剂量免疫

组和C株免疫组仔猪诱导产生的抗体无显著差异(P>0.05)，但104TCID50剂量免疫组仔猪产

生的抗体明显低于C株。

[0088] 中和抗体检测结果表明，免疫后21d  106TCID50rPRVTJ-delgE/gI-E2免疫组和C株

免疫组仔猪最早产生了中和抗体，两组间中和抗体水平无显著差异(P>0 .05)。攻毒前

106TCID50rPRVTJ-delgE/gI-E2免疫组中和抗体可达40±8，C株免疫组为60±6。攻毒后6d重

组病毒rPRVTJ-delgE/gI-E2免疫组所有剂量(106、105、104TCID50)均产生了中和抗体，并随

着攻毒时间中和抗体滴度逐渐升高。免疫及攻毒后，将rPRVTJ-delgE/gI-E2所有免疫组的

中和抗体与C株免疫组做了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106TCID50剂量与C株在免疫及攻毒后均

无显著差异(P>0.05)，攻毒后105和104TCID50rPRVTJ-delgE/gI-E2免疫组诱导产生的中和

抗体水平均与C株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4)。

[0089] 表4rPRVTJ-delgE/gI/TK-E2免疫猪后产生的CSFV中和抗体

[0090]

[0091] 注：*：rPRVTJ-delgE/gI/TK-E2免疫组(105和104TCID50)与C株免疫组产生的中和抗

体差异显著(p<0.05)。

[0092] 2.5rPRVTJ-delgE/gI/TK-E2免疫猪对CSFV产生的攻毒保护

[0093] 加强免疫后1w对所有猪只以106TCID50剂量的强毒CSFV石门株进行攻毒，106TCID50

剂量rPRVTJ-delgE/gI/TK-E2免疫组和C株免疫组的仔猪在攻毒后均未出现任何临床症状，

包括发热、食欲减退、精神不振等；105TCID50剂量组仔猪未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仅出现短

暂发热后无明显特异的CSFV临床症状；104TCID50剂量组仔猪出现了明显的CSF特异性临床

症状，并且攻毒后15d有2头死亡；rPRVTJ-delgE/gI/TK免疫组及DMEM阴性对照组仔猪于攻

毒后1d开始出现高热、食欲减退、精神沉郁、腹泻、呼吸困难、耳朵发紫等特异性的猪瘟临床

症状，攻毒后15d两组猪只全部死亡(表5)。攻毒后每隔3d采集所有猪只的抗凝血，应用本发

明人实验室已建立的荧光定量RT-PCR(Zhao  et  al.,2008)检测抗凝血中的病毒含量以确

定免疫猪只攻毒后是否产生病毒学症；结果显示，106和105TCID50rPRVTJ-delgE/gI/TK-E2

免疫组及C株免疫组仔猪在攻毒后均未检测到CSFV核酸的存在，rPRVTJ-delgE/gI/TK免疫

组及DMEM注射组仔猪在攻毒6d以后均检测到了病毒核酸，而且12d后可达到最高值105拷

贝/μL(表6)，104TCID50免疫组攻毒后6d和9d检测到了含量较低病毒核酸拷贝数。攻毒后每

天采集所有猪的肛拭子过滤除菌后进行间接免疫荧光实验以确定免疫猪攻毒后是否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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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106和105TCID50rPRVTJ-delgE/gI/TK-E2组及C株免疫组在攻毒后所有仔猪的肛

拭子均未检测到CSFV，而104TCID50rPRVTJ-delgE/gI/TK-E2免疫组在攻毒后6d和9d的肛拭

子中也检测到CSFV的存在；rPRVTJ-delgE/gI/TK免疫组及DMEM对照组仔猪攻毒后三天均检

测到CSFV。

[0094] 表5免疫猪经CSFV攻毒后临床统计结果

[0095]

[0096] 注：-：未发热。

[0097] 攻毒后15d对所有存活猪进行安乐死处理，并且剖检所有猪进行眼观病毒学检查。

结果显示，C株疫苗免疫组及106和105TCID50rPRVTJ-delgE/gI/TK-E2免疫猪的各个脏器(心

肝、脾、肺、肾、下颌淋巴结、腹股沟淋巴结、扁桃体、膀胱和回盲瓣)均没有出现明显的病理

变化，104TCID50rPRVTJ-delgE/gI/TK-E2免疫猪脏器出现了病理变化，包括淋巴结肿大、肾

脏及膀胱有针尖大小的出血点等；rPRVTJ-delgE/gI/TK免疫组及DMEM对照组所有猪的各个

脏器均出现了明显的病理学变化，包括淋巴结和扁桃体严重出血、肿大，肾脏有大量出血

点、色泽灰暗，膀胱大量出血变黑、有团状黑色瘀斑，脾脏大量出血、发黑等严重的病理变

化。

[0098] 表6免疫猪攻毒后不同时间点的抗凝血中CSFV  RNA的定量结果

[0099]

[0100] 注：–：无CSFV  RNA；/：死亡。

[0101] 2.6rPRVTJ-delgE/gI/TK-E2诱导仔猪产生的gB特异性抗体和抗PRV的中和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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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将不同剂量(106、105、104TCID50)的重组病毒rPRVTJ-delgE/gI/TK-E2免疫仔猪14d

后以强毒PRV  TJ株进行攻毒，106TCID50剂量的rPRVTJ-delgE/gI/TK-E2和rPRVTJ-delgE/

gI/TK免疫猪在免疫后6d  gB抗体全部转阳，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两组抗体水平无显著差

异(P>0.05)。免疫后9d，105TCID50和104TCID50剂量猪只gB抗体全部转阳，在免疫后12d，不同

剂量rPRVTJ-delgE/gI/TK-E2的免疫猪与rPRVTJ-delgE/gI/TK免疫猪只诱导产生的gB抗体

无显著差异(P>0.05)。攻毒后3d，免疫组gB抗体有下降趋势，但6d后迅速上升，15d达到峰值

(图8)。免疫前及攻毒前未检测到gE特异性抗体，攻毒后12d所有猪gE抗体转阳(图9)。

[0103] 中和抗体测定结果表明，攻毒前(免疫后14d)106TCID50rPRVTJ-delgE/gI/TK-E2及

rPRVTJ-delgE/gI/TK免疫猪产生了中和抗体，105TCID50及104TCID50剂量免疫组分别于攻毒

后3d及6d检测到中和抗体，且随着攻毒时间的延长所有免疫猪中和抗体不断上升；攻毒后

15d，不同剂量(106、105和104TCID50)rPRVTJ-delgE/gI/TK-E2免疫猪诱导产生的中和抗体与

rPRVTJ-delgE/gI/TK免疫无显著性差异(P>0.05)(表7)。

[0104] 表7免疫猪PRV攻毒前后诱导产生的抗PRV的中和抗体

[0105]

[0106] 注：

[0107] *：rPRVTJ-delgE/gI/TK-E2免疫组(105TCID50)与rPRVTJ-delgE/gI/TK免疫组产生

的中和抗体差异显著(p<0.05)；

[0108] **：rPRVTJ-delgE/gI/TK-E2免疫组(104TCID50)与rPRVTJ-delgE/gI/TK免疫组产生

的中和抗体差异极显著(p<0.001)。

[0109] 2.7rPRVTJ-delgE/gI/TK-E2免疫猪对PRV产生的攻毒保护

[0110] 免疫后14d以变异株PRV  TJ(106TCID50)强毒对所有猪只以滴鼻方式进行攻毒，

106TCID50rPRVTJ-delgE/gI/TK-E2与rPRVTJ-delgE/gI/TK免疫猪只攻毒后无任何PRV特异

性临床症状，包括食欲减退和瘙痒等，鼻肛拭子中也未检测到PRV(表8)；105TCID50剂量免疫

猪只仅出现了一过性发热(4d)，未表现出其它临床症状，也未检测到排毒。104TCID50剂量组

出现轻微的临床症状，包括一过性发热(5d)、食欲减退、精神沉郁及瘙痒等，攻毒后1d在2头

猪的鼻拭子中检测到PRV(表8)，1头猪在攻毒后7d死亡(图10)；在攻毒后7d，所有免疫的存

活猪均未出现临床症状，体温及食欲均恢复正常，相比之下，对照猪只在攻毒后均出现了严

重的临床症状，如持续发热、瘙痒、厌食、卧床不起、颤抖、呼吸困难及腹泻等，攻毒后1d在所

有猪的鼻拭子中检测到PRV，并于攻毒后5～7d有4头猪死亡(图10)。

[0111] 表8PRV攻毒前后免疫猪排毒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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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0113] 注：–：排毒检测为阴性；+：排毒检测为阳性；/：死亡

[0114] 攻毒后15d对所有存活猪进行安乐死，采集所有猪只的组织脏器进行眼观病理学

检查；106或105TCID50rPRVTJ-delgE/gI/TK-E2与rPRVTJ-delgE/gI/TK免疫猪只剖检后各个

脏器无病理学变化，105TCID50剂量组猪只脑有轻微的充血，肺部有出血斑点，其余脏器无明

显的病理学变化。DMEM组所有猪只的各个脏器都有明显的病理学变化，包括脑部大量出血，

肺部有严重的出血斑块，扁桃体、心、肾、肝及脾脏都有严重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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