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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草鱼呼肠孤病毒 VP5 与 NS38 B 细胞表位的 DNA 疫苗
壳聚糖纳米口服制剂的研制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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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编码 II 型 GCRV VP5 和 NS38 的 B 细胞线性表位的 cDNA 串联构建 pcDNA3.1(+)-Bs5-10（GenBank
登录号为 MH234474），并包被成纳米级壳聚糖颗粒；无 GCRV 草鱼（11~12 cm、25~30 g）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
空白对照-GCRV 攻毒组、裸空载体注射组、壳寡糖包被空载体口服组、裸 DNA 疫苗注射组（每尾鱼注射 10 μg
载体，1 d 和 29 d 各免疫 1 次）、壳寡糖包被 DNA 疫苗口服组（每尾鱼大约投喂 50 μg 载体，1～3 d、15～17 d
和 43～45 d 各口服免疫 1 次），在 28℃水温下评价疫苗保护力和特异性抗体水平。结果显示，裸 DNA 疫苗注射组
和壳寡糖包被 DNA 疫苗口服组的相对保护率分别为 66.67%和 50%；两组血清抗 VP5 和抗 NS38 的 IgM 水平均随
加强免疫而显著升高（P<0.05）；且在对应时间点（22 d 或 50 d），前组特异性 IgM 水平均显著高于后者（P<0.05）。
结果表明，壳聚糖包被的 DNA 疫苗口服免疫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 GCRV 攻击，且体液免疫参与了该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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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a DNA vaccine oral nanoparticle oral preparation
for encoding grass carp reovirus VP5 and NS38 B cell epit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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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pcDNA3.1 (+) -Bs5-10 (GenBank login number is MH234474) was constructed in
series of B cell linear epitopes of II type GCRV VP5 and NS38, and was packaged into nanoscale chitosan particles. Grass carp (11-12 cm, 25-30 g) without GCRV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blank control group, blank control group-GCRV attack group, bare empty carrier injection group, Chitosan oligosaccharide coated empty carrier
oral group, naked DNA vaccine group (at day 1 and 29, each tail fish was injected 10 μg pcDNA3.1 (+) -Bs5-10),
and Chitosan oligosaccharide coated DNA vaccine oral group(each tail fish took orally 50 μg pcDNA3.1 (+)Bs5-10 everyday, which had been carried between 1-3 days, 15-17 days and 43-45 days). Then the protective ability and specific antibody level of vaccine need to be evaluated at the temperature of 28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lative percent survival of the naked DNA vaccine group and the Chitosan oligosaccharide coated DNA
vaccine oral group were 66.67 % and 50 % respectively, and the level of serum anti VP5 and anti NS38 IgM in
these two group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enhanced immunization (P<0.05). Furthermore, the specific IgM
level in the forme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latter (P<0.05) at the corresponding time point (22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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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50 days). This study showed that oral immunization with chitosan-coated DNA vaccine could resist the attack
from GCRV to some extent, and humoral immunity was involved in this protective mechanism.
Key words: grass carp reovirus; multi-gene vaccine; oral immunity; injection immunity
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是中国重要
的淡水经济鱼类，其养殖产量连续多年位列榜首，
2016 年总产量达 589.88 万 t，占淡水养殖总产量的
18.55%[1]。草鱼呼肠孤病毒（grass carp reovirus，
GCRV）引起的草鱼出血病是危害草鱼最为严重的
疾病。草鱼出血病的防控措施有疫苗防控、药物防
控和生态防控。草鱼出血病的疫苗防控虽然最为有
效，但因病毒变异、注射免疫劳动强度大等原因，
而未能大面积推广使用。草鱼出血病疫苗研发经历
了组织匀浆灭活疫苗、细胞培养病毒灭活疫苗、减
毒活疫苗和亚单位疫苗等传统疫苗阶段[2]。DNA 疫
苗是近年鱼类疫苗研制的热点[3]，不仅容易实现多
价，而且在成本和保存条件等方面比传统疫苗有更
多优势[4]。
国内 GCRV 有 3 种基因型（I、II、III 型），以
II 型流行最广、检出率最高。GCRV 的 11 个核酸片
段（S1—S11）共编码 12 种蛋白，包括 5 种非结构
蛋白（NS80、 NS38、NS31 、NS26 和 NS16）和
7 种结构蛋白（VP1—VP7）。VP5、VP6 和 VP7 是
GCRV 疫苗研制中的主要靶标抗原蛋白[5-6]。GCRV
的 S5 编码蛋白 VP5 是 GCRV 的外衣壳组分，参与
病毒侵入靶细胞过程；S10 编码的非结构蛋白 NS38
参与病毒包涵体形成[7]。对病毒侵入靶细胞的阻断
是疫苗研制中的重要靶点，而干扰病毒包涵体形成
也会影响病毒生命周期；因此，本研究以 S5 和 S10
为 DNA 疫苗研制的靶标基因。
口服免疫是理想的鱼类免疫方式[8]。壳寡糖包
被的疫苗纳米颗粒是有望实现临床应用的口服疫
苗[9-10]，而在 GCRV 疫苗上还鲜见报道。
本研究以 GCRV II 型的 VP5 和 NS38 的 B 细胞
线性表位的编码核酸串联成双基因 DNA 疫苗；为
实现口服免疫，制备了 DNA 疫苗的纳米级壳聚糖
包被微粒，并比较了注射和口服免疫的保护效果。
本研究旨在为我国的 GCRV 疫苗研制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B 细胞表位编码 cDNA 串联核酸疫苗的设计和
壳寡糖纳米颗粒包被
采用 B 细胞线性表位在线预测软件（http://tools.
immuneepitope.org/bcell/）分别分析 GenBank 中现
有 GCRV II 型毒株（GCRV-918、GCRV-HuNan794、
1.1

GCRV-106 、 GCRV-HeNan988 、 GCRV-JX02 、
GCRV-HZ08 、 GCRV-GD108 、 GCRV-109 、
GCRV-AH528、GCRV-Huan1307）的 S5 和 S10 编
码的成熟肽（VP5 和 NS38）及其对应 cDNA。取
Bepipred Linear Epitope Prediction 预测评分大于 1
的 B 细胞表位的编码 cDNA，并将其串联拼接，分
别命名为 Bs5 和 Bs10；进一步串联拼接为 Bs5-10。
通过 Lasergene 7.0 中的 MegAlign 验证上述串联表
位所对应的 cDNA 的正确性。用 primer5.0 分析
Bs5-10 的酶切位点后，由通用生物（安徽）合成
pcDNA3.1(+)-Bs5-10，并将该 DNA 疫苗质粒提交
GenBank 注册。
参 考 田 继 远 方 法 [11] 分 别 制 备 壳 寡 糖 包 被 的
pcDNA3.1(+)-Bs5-10 和 pcDNA3.1(+)纳米级颗粒，
分 别 命 名 为 nCh[pcDNA3.1(+)-Bs5-10] 和
nCh[pcDNA3.1(+)]。
1.2 试验草鱼
三重 RT-PCR 法检测[12]草鱼养殖群，筛选出无
GCRV 携带的草鱼（8～9 月龄、11～12 cm、25～
30 g），用于疫苗保护力评价。试验草鱼养殖在 28
℃控温水槽，并有 2 周适应期，试验期间水质符合
渔业水质标准。
1.3 攻毒病毒株
用于评价疫苗保护力的 GCRV-HF1601 株为本
实验室保存的 GCRV II 型毒株。引起攻毒草鱼 14 d
累积死亡率在 85%～95%之间的感染剂量为疫苗保
护力评价时的攻毒剂量[13]。
1.4 试验鱼分组与处理
试验鱼随机分 6 组。空白对照组（a 组，80 尾）
用于养殖环境监控。空白对照-GCRV 攻毒组（b 组，
80 尾）用于观察未免鱼 GCRV 攻毒后的死亡情况。
裸空载体注射组（c 组，80 尾）用于测定注射空载
体的效应。壳寡糖包被空载体口服组（d 组，80 尾）
用于测定口服壳寡糖包被空载体的效应。裸 DNA
疫苗注射组（e 组，80 尾）用于评价注射裸 DNA
疫苗的效应。壳寡糖包被 DNA 疫苗口服组（f 组，
80 尾）用于评价口服壳寡糖包被 DNA 疫苗的效应。
免疫注射剂量参照 Zhu 等[14]方法，口服免疫剂量考
虑壳聚糖包被、消化道环境性等因素后，根据预实
验确定。
试验前（0 d）
，所有组取 10 尾鱼制备血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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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c 组—f 组进行首次免疫。裸 DNA 疫苗注射
组 （ e 组 ）， 在 背 鳍 基 部 肌 肉 注 射 10 μg 的
pcDNA3.1(+)-Bs5-10 质粒 1 次；裸空载体注射组（c
组）注射同样剂量的 pcDNA3.1(+)。壳寡糖包被 DNA
疫苗口服组（f 组）的 nCh[pcDNA3.1(+)-Bs5-10]与
饲料混匀，按 2%投饵率连续喂 3 d，每尾鱼每天摄
入疫苗量约为 50 μg 载体；壳寡糖包被空载体口服
组（d 组）投喂等剂量的 nCh[pcDNA3.1(+)]。第 15
天，口服组（d 组和 f 组）进行第 1 次加强免疫。
第 22 天，所有组取 10 尾鱼制备血清。第 29 天，注
射组（c 组和 e 组）进行加强免疫。第 43 天，口服
组（d 组和 f 组）进行第 2 次加强免疫。第 50 天，
所有组取 10 尾鱼制备血清。第 57 天，b 组—f 组各
取 30 尾进行攻毒，连续 14 d 观察死亡情况，死亡
鱼以肌肉、肠道和内脏等出现不同程度的出血为特
征，细菌分离排出细菌感染致死，参考方法[12]检测
并确认是 GCRV 感染致死。
以毕赤酵母重组表达的 GCRV 的 VP5 或 NS38
为抗原包被 ELISA 板，以采集的草鱼血清为待测血
清（用 PBS-T 稀释 100 倍），以小鼠抗草鱼 IgM 单
抗（以 PBS-T 稀释为 2 μg·mL-1）为一抗，以辣根
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羊抗小鼠 IgG 为酶标二抗（以
PBS-T 稀释 1 000 倍），以 TMB 为显色系统，在 450
nm 波长测定 OD 值（Biotek，USA），作为特异性
抗体的相对浓度[13]。同时，采集免疫前未接触 GCRV
的阴性鱼血清作为为阴性对照（0 d）
。以 GCRV 攻

Table 1
氨基酸位置
Amino acid location
8~17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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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后 14 d 的幸存者的血清为阳性血清（阳性对照）。
数据经统计学软件分析，结果表示为平均值±标准
误。单因素差异性分析用 the ANOVA Procedure from
SAS Software Release 8.1（SAS Institute Inc.，Cary，
NC，USA）软件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疫苗制备
生物信息分析显示，GCRV II 型毒株的 s5 和 s10
编码蛋白的 B 细胞线性表位的氨基酸序列和对应核
酸序列完全相同，其串联表位 Bs5 和 Bs10 见表 1
和表 2。BamHI/XbaI 为串联拼接成的 Bs5-10 合适
的 酶 切 位 点 。 构 建 的 pcDNA3.1(+)-Bs5-10 在
GenBank 中的登录号为 MH234474。壳寡糖包被
DNA 疫苗后形成的纳米颗粒大小约 40～80 nm（图
1）。

图 1 壳寡糖包被 pcDNA3.0(+)-Bs5-10 形成的纳米颗粒
Figure 1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of chitosan-coated
[pcDNA3.0(+)-GCRV-S5-S10] nanoparticles

表 1 GCRV 的 S5 片段的 B 细胞线性表位分析
Linear epitope analysis of B cells in S5 fragment of GCRV
氨基酸序列
核酸序列
Amino acid sequence
Nucleic acid sequence
YDGARDDDFL
tacgatggagcgcgcgatgacgacttcctc
KIHSDPNVQ

64~70

EITPRHP

102~117

LTATANGERTEKKISD

155~170

RKWCQDDAYSGAYARA

175~187

LHRPNWPVPPKVT

209~217

AYWPPDVTH

270~285

RDHAQSVTSGTATGTI

296~305

KNSNSPKVAA

352~361

LRTSGGQAVC

379~394

HRSPDKYKISPSYLSD

aaaatccactccgatccaaacgtgcag
gaaatcacaccgcgacacccc
ctaactgctacggccaatggtgaacgcacggagaagaagattagcgat
cgaaaatggtgtcaagacgacgcttactctggggcttacgctcgtgcc
ttacacagacccaattggcccgttccgcccaaagtaaca
gcttactggccacctgatgtgacgcat
cgtgatcacgcgcaatcagtgacgtctggtaccgccacggggaccatc
aaaaattcaaatagcccgaaggtggctgca
ctacgtactagcggaggccaggcagtgtgt
catcgtagcccggataagtataaaatatcgccgtcatatctatccgac

AAFDSDDAGNTVSPT
gcagctttcgattcagatgacgcgggcaacacggtatcacccacc
430~444
YASTVTPVSRDTIG
tatgcctcaaccgtcactccagtaagcagagacacaataggt
490~503
注：下划线部分为预测位点分值大于 1 的残基。Note: the underscore is a residue with a prediction point greater than 1.

2.2 保护力测定
攻毒试验期间，空白对照组（a 组）未见死亡。

攻毒后的第 5 天，空白对照-GCRV 攻毒组（b 组）、
空载体注射组（c 组）、壳聚糖包被空载体口服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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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包被 DNA 疫苗口服组（50%）和裸 DNA 疫苗注
射组（33.33%）。DNA 疫苗注射免疫和 DNA 疫苗
壳寡糖颗粒口服免疫后，对 GCRV 攻毒均有保护效
力，两组相对保护率分别为 66.67%和 50% 。

组）出现死亡；而裸 DNA 疫苗注射组（e 组）和壳
聚糖包被 DNA 疫苗口服组（f 组）在第 9 天才出现
死亡（图 2）
。14 d 累积死亡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空
白对照-GCRV 攻毒组（100%）、壳聚糖包被空载体
口服组（96.67%）、空载体注射组（93.33%）、壳聚

表 2 GCRV 的 S10 片段的 B 细胞线性表位分析
Linear epitope analysis of B cells in S10 fragment of GCRV
氨基酸序列
核酸序列
Amino acid sequence
Nucleic acid sequence
RCEPGKGRELPKF
cggtgtgaacccggtaaaggacgcgaattaccaaaattt

Table 2
氨基酸位置
Amino acid location
32～44
68～81

WVPNSPSRKPSRQH

143～164

AGVEPMDLDSRQTDASARMVSY

173～196

SNEAGDRIEPWNVELDKEFGNPDL

206～232

VQRYGDSKASTDTLTLADAPERSKPAL

262～269

DQYPGYAN

305～319

ECWRNSRNSRDATGC

tgggtccccaacagtccaagtcgtaaaccatccagacagcat
Gcaggcgtagaaccgatggacttggattcacgtcagacggacgccagtgcccgga
tggtgagctac
Tctaatgaggcaggagatagaattgagccgtggaatgttgagctcgacaaggagtttg
gaaatccagatctg
Gtgcaacgatatggcgactccaaagccagcacagacactctgaccttggctgatgccc
cagagaggtccaagcctgctctg
gatcagtatcctggatacgcaaat
gagtgctggaggaactctcgcaactctcgcgatgcaacaggttgt

注：下划线部分为预测位点分值大于 1 的残基。Note: the underscore is a residue with a prediction point greater than 1.

a.空白对照组；b.空白-GCRV 组；c.空载体注射组；d.
壳聚糖包被空载体口服组；e.裸 DNA 疫苗注射组；f.壳聚糖
包被 DNA 疫苗口服组
a.blank control group; b.blank -GCRV group; c.unloaded
body injection group; d.chitosan bag by empty body oral group;
e.naked DNA vaccine injection group; f.chitosan bag by DNA
vaccine oral group
图 2 试验鱼的死亡曲线
Figure 2 The test fish death curve

2.3 特异性抗体水平测定
免疫后第 22 天，裸 DNA 疫苗注射组（e 组）
和壳聚糖包被 DNA 疫苗口服组（f 组）均可检出抗
VP5 和抗 NS38 的 IgM；随着免疫加强，首免后第
50 天 2 组特异性 IgM 水平均相应升高（表 3）。在
对应时间点（22 d 或 50 d）
，裸 DNA 疫苗注射组（e
组）的特异性 IgM 水平均要显著高于壳聚糖包被
DNA 疫苗口服组（f 组）
（P<0.05）。空白对照-GCRV
攻毒组（b 组）试验鱼在 GCRV 攻毒后在第 9 天
的 24:00 前均全部死亡，在第 14 天没有幸存者；
因此，只能变通使用第 7～9 天濒临死亡鱼的血清
（共 5 尾）的测定 Anti-VP5 IgM OD450nm 或 AntiNS38 IgM OD450nm 作为阳性对照，所有测定值在
0.310 2～0.538 6 之间，其与阴性对照平均值的比值
均大于 10 倍。

表 3 GCRV 攻毒前特异性抗体水平分析
Table 3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ntibody protein titration results
组别
Groups

Anti-VP5 IgM OD450nm
0d

22 d
a

Anti-NS38 IgM OD450nm
50 d

c

0d
c

22 d
a

50 d
c

空白-GCRV 组(b)

0.002 3±0.002 7

0.0015±0.001 2

0.001 8±0.001 7

0.001 8±0.001 0

0.001 5±0.001 2

0.001 9±0.001 6c

裸空载体注射组(c)

0.001 9±0.001 5a

0.0024±0.001 2c

0.001 5±0.001 1c

0.001 8±0.001 5a

0.002 4±0.001 2c

0.001 6±0.001 0c

a

c

c

a

c

壳寡糖包被空载体口服组(d)

0.001 5±0.000 9

0.0014±0.000 5

0.001 7±0.001 5

0.001 5±0.000 8

0.001 4±0.000 5

0.002 2±0.001 2c

裸 DNA 疫苗注射组(e)

0.002 8±0.001 9a

0.7300±0.110 0a

1.290 0±0.100 0a

0.002 1±0.001 0a

0.750 0±0.140 0a

2.030 0±0.130 0a

a

b

b

a

b

1.451 7±0.321 6b

壳寡糖包被 DNA 疫苗口服组(f)

0.001 1±0.001 5

0.3974±0.020 8

0.834 1±0.066 2

0.001 4±0.001 0

0.429 6±0.031 8

注：同一列标有不同小写字母的数据之间差异显著（P<0.05）。
Not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ata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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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显示无论裸 DNA 疫苗注射免疫，还是
壳聚糖包被 DNA 疫苗纳米级颗粒口服免疫，对
GCRV 攻毒都有一定的保护力，且前者免疫保护力
要高于后者。这 2 种疫苗形式和对应免疫方式，均
能诱导免疫草鱼产生相应特异性抗体，且特异性抗
体滴度与保护力呈正相关，这提示体液免疫参与了
这两种疫苗的保护机制。
Chen 等 [13] 注射 pcDNA-NS38 免疫草鱼后，
GCRV-HF 株攻毒获得相对保护率为 23.1%；Wang
等[15]注射 pcEGFP-vp5 免疫草鱼后，GCRV 097 株攻
毒获得到的相对保护率为 33.3%；Zhu 等 [14] 注射
pcDNA-vp7 免疫草鱼后，GCRV 097 株攻毒获得到
的相对保护率为 44.4%。本研究中包含双基因来源
的串联 B 细胞表位疫苗 pcDNA3.1(+)-Bs5-10 注射免
疫后的相对保护率达到 66.67%，均不同程度地高于
上述单基因核酸疫苗；这与前人报道的多基因 DNA
疫苗的注射免疫保护力高于单独基因 DNA 疫苗的
结论相一致[16]。
口服免疫是理想的鱼类免疫方式[17]。通过对口
服疫苗中的 DNA 或抗原的载体包被是减少其被消化
降解是重要途径[3]。目前尚未见草鱼呼肠孤病毒纳米
壳聚糖口服疫苗的报道，但是与其他病毒的纳米壳
聚糖口服疫苗相比，本研究研制的纳米壳聚糖口服
疫苗的相对保护率（50%）还比较低。Rivas-Aravena
等[17]研制 alphavirus replicase DNA vaccine 的纳米壳
聚糖口服免疫大西洋鲑后获得的相对保护率为
77%。
Vimal 等[18]研制的 NV RNA2 capsid protein gene
in DNA plasmid 的纳米壳聚糖口服免疫亚洲鲈鱼后
获得的相对保护率为 85%～90%。
将转运载体包被裸 DNA 疫苗可提高 DNA 疫苗
的免疫保护力，这可能与转运载体能更高效地将
DNA 疫苗传递到注射部位的细胞中有关[14-15,19]。例
如，SWCNTs（单壁碳纳米管）-pEGFP-VP5 DNA
疫苗[15]和 SWCNTs（单壁碳纳米管）-pcDNA-VP7
DNA 疫苗[14]、以大肠杆菌做为载体和 vp7 基因序列
构成的 DNA 疫苗[19]可显著提高 DNA 疫苗注射免疫
的保护率[14-15]。含有转运载体的 DNA 疫苗可以进
一步被保护载体包被，制备成口服疫苗，从理论上
预期可以进一步提高口服疫苗的保护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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