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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者 前 言

《RNA疫苗：方法与操作》（RNA Vaccines-Methods and Protocols）是由RNA 疫
苗领域的开拓者托马斯·克拉姆斯（Thomas Kramps）、纳特·埃尔斯（Knut Elbers）
共同编写。Thomas Kramps 目前供职于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Ingelheim）公司，

从2000年起，他和他的同事一直在从事RNA方面的研究，2012年至今，他们先后

在Nature Biotechnology，PLoS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The Journal of Immunology
等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流感病毒和狂犬病毒mRNA疫苗研究的文章。

本书包括五个部分，RNA疫苗简介、自复制RNA载体、非复制mRNA载体、

RNA疫苗的佐剂与递送、RNA疫苗的临床前和临床药物开发，详细介绍了RNA
疫苗研究过程中涉及的实验方法和操作技术，是一本RNA疫苗研究方面的百科全

书，相信能够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较全面的参考。

最近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以及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

感染等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都急需有效的疫苗。而普通疫苗研发周期较长，不

能满足新突发传染病应急防控的需求，如2014年暴发的埃博拉疫情，到2019年

底第一款由默沙东公司研制的疫苗才被批准使用，耗时5年之久。RNA疫苗是利

用病毒的遗传编码，“欺骗”人体细胞产生与病原体表面相同的蛋白质，免疫系

统学会识别这些蛋白质，以便在病毒进入人体时发现并攻击病毒，在快速应对新

突发传染病疫情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希望中文版《RNA疫苗：方法与操作》的出版，能够为国内RNA疫苗的教

学、科研和产业化生产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我们知识和语言能力有限，书中难免出现翻译、书写疏漏，望各位读者

批评指正，并遵循原著。另外，由于医学的不断进步，书中的部分知识可能会在

若干年内不断更新，我们关注并期待着这样的生物医学进展。

感谢原著编者托马斯·克拉姆斯和纳特·埃尔斯及Humana出版社编写出版

了这样一本极具参考价值的专著；感谢科学出版社，认同此书的学术与教学价

值；感谢为此书的翻译出版付出辛苦和努力的朋友们，使得我们能及时地将此书

中文版呈献给大家，相信它会获得同行们的喜爱。

王升启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20年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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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疫苗不仅受到医学界和科学界人士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还受到了

广大公众的关注。由于近年迅速增加的传染性疾病（主要由病毒引起）的巨大威

胁和不断蔓延的抗药性细菌感染，疫苗对全球人类健康的重要性已然形成一种共

识。最近出现的昆虫传播寨卡病毒病和埃博拉出血热就是人类社会面对传染病这

一原始威胁的脆弱性的充分体现。在医学癌症免疫治疗领域，疫苗也是一种有希

望的创新治疗模式。在未来，包括癌症疫苗在内的综合治疗方案可以使患者能够

更好地恢复对肿瘤的免疫控制，从而取代或补充目前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

本书的主题RNA疫苗涵盖了重组病毒、自复制mRNA和非复制mRNA载体

的多方面内容。我们相信RNA技术最终将成为具有巨大医疗和商业潜力的技术平

台。所有RNA疫苗都具有一些鲜明的特性，它们的共性总结如下：
●  和病毒类似，它们提供获得性免疫和天然免疫相结合的综合免疫刺激，即

抗原原位表达和危险信号传递，如通过Toll样受体途径。
●  和活载体类似，它们也会产生“平衡”的免疫反应，包括体液免疫反应、

细胞免疫反应及免疫记忆。
●  合成的RNA疫苗可以包含不同抗原的组合，但不增加疫苗组分的复杂性，

从而有利于其快速生产。
●  由于“载体中性”（vector neutrality），没有或很少有直接针对载体的免疫

反应，因此它们通常可被用于具有高度重复的疫苗接种方案，从而持续地

发挥免疫增强作用。
●  具有热稳定性的RNA疫苗即使在没有冷链运输的情况下也易于运输和储

存，这无疑有利于全球疾病控制计划的开展。

在任何情况下，RNA疫苗的上述特性均离不开技术上的持续优化和应用方面

的合理选择。

因此，本书的目的是介绍该领域的发展概况，为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疫苗研

究人员提供实验指南。对于不同的RNA疫苗，需要在功效、反应原性和操作性

方面综合考虑以体现这类疫苗具有的多功能性。选择最佳的研发路线必须对其所

在地的监管系统有基本的了解，包括非临床安全评价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本书中所述的实验室指南在第一章中将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和讨论（包括

一些科学背景及其参考资料）。这些试验方案包括与现行“最佳实践”相关的内

容，并在每一章的说明部分给出了具体的提示。

原 著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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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需清楚地认识到相关的知识结构正在迅速发展，不可能用一本书

来阐述清楚。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该书能够增强学术界、政府和工业界基础科

学家及应用科学家之间在RNA疫苗方面的合作，以有助于解决目前的问题并制订

未来的解决方案。在任何技术领域，我们都需要从实践运用和交流讨论中制订可

靠的研发路线，这样才能避免盲目乐观和悲观，安全地、正确地把握研究方向。

我们希望本书内容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

托马斯·克拉姆斯　　
纳特·埃尔斯　　

德国莱茵河畔英格尔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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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RNA疫苗简介

Thomas Kramps，Knut Elbers

摘要

RNA疫苗具有亚单位疫苗和减毒活载体的特征，易于生产并能同时诱导

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然人用RNA疫苗的概

念仍在不断被验证，但其作为RNA治疗的新兴领域已经吸引了包括企业、政

府组织及知名私营投资企业提供的大量资金援助。最近，信使RNA（mRNA）

作为一个新的治疗类别已经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认可。本章将简

要回顾RNA疫苗的关键进展，并概述本书的内容。

关 键 词：RNA疫 苗， 信 使RNA， 自 扩 增RNA， 复 制 子，RNA病 毒 
载体

一、前言

疫苗接种是一项重要的临床医疗创新。从本质上讲，疫苗刺激免疫系统，形

成对特定疾病的预防或治疗反应，从而能够为临床医疗上尚未有治疗方案的疾病

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1］。然而，真正使用疫苗时却面临巨大的挑战［2］。在大多数

情况下，对免疫相关性和保护机制的理解不足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障碍［3］。同时诱

导潜在效能和长效记忆是非常困难的，如针对定位于黏膜或免疫隔离部位的病原

体。在处理易变异微生物病原体方面，诱导有效的T细胞反应或者广谱中和抗体

仍然是一项关键挑战［4，5］。最后，在个性化医疗方面，如在癌症精准免疫治疗中，

还存在更复杂的难题［6］。

值得庆幸的是，最近疫苗学和组学的整合技术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令人

兴奋的前景［3］。例如，研究人员系统地揭示了免疫保护通路之间的关系［7］，并

可更好地了解动态的宿主 -病原体相互作用［8，9］。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缺乏经

过验证的疫苗平台来完善分析能力并有效促进疫苗研发［10］。理想的疫苗技术应

该能够进行保护性抗原的高通量筛选，同时可以快速合成并测试所选定的活性成 
分［11］。与传统疫苗研发途径相比，合成RNA载体由于其简单和多功能性在疫苗

产品的快速筛选和开发中具有广阔的前景，其成本也将更低［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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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RNA和自扩增RNA（复制子）疫苗

（一）历史背景

合成RNA疫苗的概念已经提出了很长时间。在25年前发表的一篇开创性论

文中，沃尔夫等第一次表明向小鼠体内注射未络合的信使RNA（mRNA）可实现

蛋白质的表达［18］。类似于病毒感染，RNA疫苗携带有能够在接种者体内表达内

源性蛋白，而不是蛋白质抗原的遗传信息。在最初发现的短时间内，这种方案的

免疫原性功能在不同的实验体系中都得到了验证［12］，然而由于生产和处理合成

RNA载体的成本太高和太过复杂，使其并不被看好。反之，大多数人都将目光聚

焦在质粒DNA技术或重组病毒载体上［19］。

率先开发mRNA疫苗的研发团队在没有经过验证的标准的情况下对癌症免

疫治疗方案进行了开创性的比较和优化［20-23］。一些研究人员倾向于直接注射裸

mRNA研究［20，24］，还有一些进行mRNA体外转染树突状细胞（DC）研究以增强

免疫原性［25，26］。基于这两种方法学术机构和初创企业建立了符合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GMP）标准的人mRNA疫苗生产平台，并提供了关于人体安全性和

免疫原性的重要基础数据［13］。但直到最近预防性RNA疫苗的临床前研究验证才

第一次在小型和大型动物中获得成功，研究还包括与上市药品进行的对照研究数

据［27-29］。这些研究显示了基于mRNA的预防性疫苗开发原理的可行性，并推动

了第一次人体临床试验（NCT02241135）的开展。这些研究促使企业和政府增加

了基金投入并带来了创纪录的风险投资［30］。最近，WHO已认可mRNA是一种新

的治疗方法类别，并拥有了自己的国际非专有命名的类后缀“-meran”（首先用于

“nadorameran”，一种狂犬病特异性疫苗）［31，32］。

（二）载体设计

RNA是由一组交替的核苷酸（通常是尿苷酸、腺苷酸、鸟苷酸和胞嘧啶）组

成的，这些核苷酸也可以被化学修饰［33］。合成RNA疫苗载体包含一个编码目的

抗原可读框（open reading frame，ORF）和经过优化的顺式作用侧翼结构：ORF
两侧的5′和3′非翻译区，5′端7-甲基鸟苷帽结构（cap）和3′多腺苷酸尾［poly（A）

尾］。最终，所有这些元件通过与调节蛋白、其他RNA和代谢物相互作用，最

大限度地提高转化细胞内的翻译速率和（或）载体持久性，从而提高抗原产量。

因此，5′cap、5′非翻译区、ORF、3′非翻译区和poly（A）尾相关结构均可用于

mRNA载体的优化［22，34］。在蛋白质合成的序列中，翻译起始是限速的，并且受

到有序募集到特定RNA序列的反式作用因子的严格调控。因此，通过序列优化来

提高翻译起始效率对于设计更好的mRNA载体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相信通过不

 
http://www.shinegene.org.cn/RiboGreen.html



第一章　RNA疫苗简介 3

断优化，将会进一步提高载体的承载能力，进一步增加效能，降低成本，从而促

进多价产品的开发。

RNA复制子疫苗与非复制mRNA载体互补，并且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35］。

这种替代方法巧妙地利用了能够启动mRNA自我扩增的辅助病毒元件［36］。这种

方法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由于载体在体内的自我扩增，采用现有的技术可以轻

松提高蛋白质的表达水平和持久性。然而，一直存在的不足是，由于受到抗载体

的免疫性所造成的干扰，这些大分子的产量和特异性仍然较低［35，37］。

（三）疫苗生产

合成RNA疫苗的典型产品特征与传统的基于蛋白质或病原体的疫苗有很大

不同：
●  对于合成RNA载体，只需要相关核酸序列的信息即可。因此，无须考虑

处理传染物、环境风险或者疫苗全球配送等方面的风险［15］。
●  传统疫苗生产设施从设计到投产通常需要多年，花费数亿美元，但RNA

疫苗生产是高度标准化的，仅需要针对不同产品的序列长度或组分的变化

做相对较小的调整。这通常会缩短交货时间和降低生产成本［15］。
●  只要不暴露于有RNA酶的环境，RNA就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药物物质［38］。

RNA可以冻干，在常温下长期储存，这极大地方便了配送和储存［27］。

通过酶促体外转录法制备大量RNA的工艺已经很成熟［38］。通过聚合酶链反

应（PCR）等不同方案制备DNA模板的差异均可以影响到产品的设计、保真度和

产量。它们已被用于抗原筛选［11］，但仍然不太常见，在本书中也没有进一步讨

论。在癌症疫苗的研究中，疫苗研制的关键是灵活的抗原筛选，也就是能够匹配

特定癌症类型中最相关的抗原，或设计特定患者的专用抗原［9］。这种个性化的疫

苗最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些学术团体和公司开始努力在临床上验证编码患者

特异性新抗原的RNA疫苗［39］。

（四）佐剂

RNA具有直接的免疫刺激作用［33，40］。这种RNA介导的佐剂作用可通过组

分和配方等因素进行调整，如合成RNA疫苗的粒径大小、电荷及影响RNA稳

定的因素均会改变RNA在细胞或淋巴器官中的定位，从而对其佐剂活性产生 
影响［41-43］。

有关RNA介导的免疫系统刺激的信号通路在一些论文中有详细描述［44-46］。

在检测到RNA佐剂的异常定位或异常结构特征后，专用模式识别受体（PRR）

会诱导RNA的天然免疫反应［47］。RNA特异性PRR包括内体Toll样受体（TLR）

3、7和8，细胞质受体视黄酸诱导基因Ⅰ（RIG-Ⅰ），黑素瘤分化相关抗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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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5），蛋白激酶R（PKR）等。它们在不同细胞和组织中表达差异很大，如

TLR7在特异性免疫细胞如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DC）和B细胞中表达微弱，而

RIG-Ⅰ和PKR等几乎在所有的细胞组织中均有表达［48］。因此，这些分子和细胞

类型的差异刺激将形成对给定RNA疫苗的特异免疫应答。在设计临床前试验方案

时，最重要的是要记住RNA特异性PRR的表达模式和特异性可能在人类和选择

的试验动物物种之间有所不同［48］。

除了化学成分带来的佐剂效应外，编码蛋白质的RNA载体自身也可以作为

“基因佐剂”。在这里，抗原与免疫调节因子（如细胞因子）的共表达会增强抗原

递呈细胞与免疫效应器的相互作用［49］。基因佐剂极大地扩展了设计空间，但也

额外带来了疫苗递送和可能发生的安全性方面的问题。

目前大家探索的另一种方案是肿瘤内注射具有系统检查点阻断作用的疫苗，

它能够在免疫驱动的肿瘤破坏部位增强效应T细胞的活性［6，50，51］。RNA载

体疫苗已经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免疫原性，这可能与它们在宿主中的瞬时扩增和扩

散到次级淋巴组织（如各种淋巴结）的能力有关［52］。最近，RNA载体疫苗生物

学正逐渐扩展到新出现的溶瘤RNA病毒概念中［53］。

（五）递送

除了所注射的抗原之外，疫苗还含有一种特有的佐剂，而给药方式通常是使

用针头直接注射到骨骼肌中，用于调节疗效和安全性。针对一种疫苗，抗原和佐

剂的剂量、药代动力学和空间分布等均会影响其免疫应答，如TH1/TH2-bias［54］。

基因疫苗载体的一个关键优势是它们能够通过将疫苗抗原直接合成进入到主要组

织相容性复合体Ⅰ类（MHCⅠ）处理通路中，从而产生有效的CD8+ T细胞免疫

应答［1］。

原则上，即使是在有丝分裂后的细胞中，外源性RNA也只需要穿过一个脂质

双层就可以启动细胞质蛋白的表达。研究表明，即使直接注射，裸mRNA也会被

大范围的细胞类型自发吸收并在几分钟内表达［16］。然而很明显，在注射后只有

很少量的裸mRNA能够保持完整并进入细胞质，因此蛋白质抗原的产量仍然很低

［可能在纳克（ng）范围内］，改善向次级淋巴器官或特定、高表达细胞类型的定

向递送仍是今后需要改进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55］。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研究人

员使用了非病毒的方法体外转染DC［26］或淋巴结内注射以增加对专职抗原递呈细

胞的递送，从而提高疫苗的效力［56］。虽然这样的方法在技术上要求苛刻，但有

潜在的更简单的替代方法，包括能够增加RNA摄取的合成制剂配方，如本书中所

述的脂质或聚合物或物理递送技术。一般而言，由于使用的简单性，侵入性较小

的无针头给药途径可能在大规模接种中发挥重要作用［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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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免疫监测

疫苗的活性原理是抗原特异性免疫，也就是说，发挥预防或治疗作用的不是

抗原，而是抗原特异性免疫。因此，检测针对特定抗原的B细胞和T细胞活性对

于确定保护性疫苗抗原和评估疫苗接种者的免疫原性具有重要意义。原则上，编

码抗原的RNA可以作为一种特异性的免疫监测试剂，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协议以避

免其受传统方法的限制［59-61］。

（七）监管事宜

研究和开发RNA疫苗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合规注册为有医疗需求的患者提供

有效、安全的产品［62，63］。对于所有相关方来说，了解开发新型药物的基本规则

和管理机制对于控制风险是非常重要的。临床前研究结果将为设计合适的临床研

究方案提供关键线索，如首次受试人的剂量选择［64］。在开始Ⅰ期临床试验之前，

通常在体外细胞系统和（或）体内动物模型中研究临床前安全性，以鉴定任何潜

在的剂量限制性毒性和靶器官。在这里，选择合适的评价系统必须以对相关机制

的理解为指导，以便更好地平衡适用性和局限性。例如，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与

人类相比小鼠的TLR7和TLR8分子表现出结构和生物学上的差异［48］。

三、本书的内容

（一）概述

笔者相信，这本书可为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疫苗专家提供RNA疫苗领域的相

关概述及实践的入门知识：本章回顾了RNA疫苗的几个基本方面的情况，后面的

章节将讲解关于合成和测试不同类型RNA疫苗的具体示例、实验方案和技巧。这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包括自复制RNA载体（第一部分，第二至第四章）、非复制

型mRNA载体（第二部分，第五至第七章）、佐剂和递送（第三部分，第八至第

十二章），以及临床前和临床开发（第四部分，第十三至第十七章）。虽然原则上

大多数实验方案可以分为不同的部分，但笔者希望书中的方法有助于结构化的概

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学习一本关于合成mRNA治疗学的早期专著来进一步完善

这本分子生物学方法中的实验方案［65］。

（二）第一部分：自复制RNA载体

在第二章中，Tews和Meyers总结了自复制RNA载体的分子生物学知识，以

及从各种正链RNA病毒中获得合成复制子载体的各种方法。Démoulins等以典型

的猪瘟病毒（CSFV）衍生的复制子疫苗为例，在第三章对此介绍性概述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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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详细的诠释。笔者描述了相关的体外生产工艺、测试系统及纳米颗粒配方。

第四章中Zhou等介绍了另一种简捷的使用植物病毒外壳蛋白生产和包装动物复制

子疫苗的方法，并对该实验方案进行了优化。这些方法对提高成本效益、大规模

疫苗生产都有益处，同时有利于解决在体外合成大RNA分子时产率较低的难题。

此外，由此产生的疫苗生产工艺具有很强的抵御环境压力的能力。

（三）第二部分：非复制型mRNA载体

从第五章开始是本书的第二部分，介绍非复制型mRNA疫苗载体。第五章由

Rauch等编写，描述了鱼精蛋白络合（包裹）非复制型mRNA载体的生产工艺。

目前，类似的疫苗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它采用注射器皮内注射给药途径。此章还

详细介绍了通过编码荧光素酶（一种用于载体优化的技术）在体内检测蛋白质表

达的方法。在第六章，Pardi等提供了一种改良的mRNA疫苗生产工艺，包括将核

苷修饰的mRNA包装在脂质纳米粒中以增强递送。特别是在一种本身抑制翻译的

促炎环境中，某些核苷修饰已被证明可以促进翻译，从而增加抗原表达产量。最

后，在第七章Weiss等介绍了常规实验方案，并展现了一个如何利用商品化载体

制备用于预防过敏的自复制mRNA的完整方案。此章介绍了自复制和非复制型

RNA疫苗标准制备工艺实例，并举例说明了这些新技术的创新应用，这些技术甚

至可以进一步扩展应用到临床治疗性蛋白质的生产中。

（四）第三部分：佐剂和递送

从第八章开始是本书的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佐剂和递送。第八章由Pardi和
Weissman编写，包含研究RNA疫苗佐剂作用的基本实验方案。潜在的应用分两

个方面：一方面用于体外测试佐剂效果和改善疫苗的免疫原性；另一方面用来评

估RNA疫苗纳米粒的可重复性配方工艺，因此也可以用于出厂检验（批放行）中

的效价测定以便应用于临床。第九章由Tusup和Pascolo撰写，通过呈现RNA疫

苗佐剂的关键物理特性，即粒径和电荷，很好地扩展了第八章中讨论的内容。这

种方法开辟了合理优化RNA佐剂及更好地控制疫苗质量的新思路。

Gerer等在第十章中介绍了用电穿孔递送mRNA到原代细胞的实验方案。本

方法也可用于疫苗接种的自适应传递或增强RNA疫苗的递送或用于检测抗原表

达，如效价测定或免疫监测。在第十一章Bialkowski等概述了改善体内RNA疫苗

免疫原性的各种方法，特别是结节内和肿瘤内注射等方案。笔者此前还开发了一

种基因佐剂，通过共给予编码CD40L、组成性激活突变的Toll样受体4（caTLR4）
组成型活性片段的mRNA和共刺激分子CD70，突出了RNA疫苗佐剂的多样 
性［49］。Broderick和Humeau在第十二章概述了通过体内电穿孔增强RNA疫苗递

送和免疫原性的方法。这一物理方法最初是为了增强质粒DNA的递送而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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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成功应用于RNA疫苗［66-68］。

（五）第四部分：临床前和临床药物开发

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介绍了RNA疫苗临床试验的准备工作。Hinz等在

第十三章首先全面介绍了欧洲RNA疫苗的监管框架。虽然至今还没有关于mRNA
疫苗的研发申报指南，但重要的是要领会监管机构对RNA疫苗类型和用途的合规

要求。RNA疫苗为一些特定患者的治疗带来了希望，尤其适用于以高度可变和异

质性的肿瘤细胞群体为靶标的癌症免疫治疗方法［69］。Diken等在第十四章介绍了

一种以识别肿瘤特异性新抗原作为个体化治疗基础的策略。试验产品的可重复生

产是安全有效临床试验的核心。Andreas Schmid在第十五章罗列出了临床级体外

转录RNA生产的基本考虑要素。在疫苗生产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及初步的临床实

验研究基础之上，临床前安全评价可以提上日程。毒理学研究应遵循一个既定框

架来评价测试产品的可能毒理学性质和已证实的特性，Gundel Hager在第十六章

中讲述了RNA疫苗临床前安全性研究的模块化方法，包括选择合适的动物模型

和实验策略。虽然该领域处于快速发展的早期，但由Kummer和Schuler-Thurner
编写的第十七章报道了一个特定的RNA疫苗生产方法已经取得进展，并且已经

进入临床试验后期阶段。笔者描述了一个用mRNA转染DC治疗葡萄膜黑素瘤的 
实例。

四、结论

最近的技术进步有望促进在不同目标的疫苗的合理设计方面取得更大的进

展。然而仍然存在的巨大挑战，包括更有效地应对高度可变或持续感染难以清除

的病原体，开发可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更便宜和更具推广性的技术，以及增强个

性化或应急生产的适应性和扩展性。为了显示更好的疗效和解决相关的医疗问

题，未来疫苗应该诱导包括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在内的更加平衡的免疫应答。

RNA疫苗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使能技术：它们可以模拟急性感染期的理想免

疫原性特征，包括协同抗原暴露和佐剂刺激。重要的是，它们还提供了一种模块

化的方案，通过一种高度具体和明确的方式增加或避免这类刺激，以实现疫苗的

持续、逐步优化。笔者希望通过这些实验方法和观点的收集能够促进创新，并有

助于充分挖掘RNA疫苗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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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复制RNA

Birke Andrea Tews，Gregor Meyers

摘要

基于正链RNA病毒基因组的自复制RNA是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和新型

安全有效疫苗研发的有力工具。本章概述了这些RNA的构建原理及在疫苗设

计中的应用。由于在这类结构的疫苗设计中需要大量特殊的规避策略，因此

这里没有描述实验的具体技术细节，必要时可以参考引用的文献。

关键词：自复制RNA，正链RNA病毒，甲病毒，黄病毒，瘟病毒，经典

猪瘟病毒

一、前言

自复制RNA的故事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某些病毒RNA传染特性的

认识［1-7］。有研究表明，裸RNA导入细胞后可以启动包括传染性病毒颗粒释放在

内的整个复制周期，这开启了RNA病毒分子生物学及其应用研究的新时代。由

于技术上对RNA进行位点特异性操作存在困难，因此基于cDNA中间体的反向遗

传学系统多应用于RNA病毒的研究［8，9］。首次成功发表的从克隆的cDNA中拯救

复制病毒的方法是，通过转染含有病毒cDNA片段的质粒DNA获得正链RNA病 
毒［10］。随后，病毒基因组样RNA的体外转录和转染被陆续报道并应用于感染性

子代病毒的拯救［11，12］。

正链RNA病毒由于简单的基因表达和复制特性，使其成为第一种可以直接

遗传操作的RNA病毒［13］。病毒基因组RNA（vRNA）代表了一类mRNA，该

mRNA能够控制病毒复制起始所需所有病毒蛋白的合成。病毒基因组RNA的第

一轮翻译产物被组装成复制酶复合物，该复合物合成与基因组互补的负链RNA
（cRNA）并作为合成额外mRNA分子的模板。因此，对于所有正链RNA病毒而

言，复制酶复合物的组分必须从基因组RNA直接翻译。RNA复制非必需的多肽

主要由结构蛋白组成，根据病毒的具体种类，它可以从基因组RNA中翻译出来，

或从负链cRNA模板转录的一种或多种亚基因组mRNA翻译。使用前一种表达策

略的病毒成员基因组中包含一个长的可读框（ORF）。该RNA翻译产物为一条多

聚蛋白，它由病毒和宿主细胞蛋白酶共同翻译和翻译后修饰而来。细小RNA病毒

科和黄病毒科的成员均属于这一组（图2-1）。第二组包括披膜病毒科、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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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动脉炎病毒科和杯状病毒科病毒。这些病毒的特征是部分基因是由亚基因组

RNA表达而来的（图2-1）。与第一组相比，这些病毒的复制酶基因位于结构基因

上游的基因组5′端。对于所有这些病毒，亚基因组RNA与基因组RNA具有相同

的3′端。

结构区

非结构区

黄病毒
细小RNA病毒

披膜病毒
杯状病毒

冠状病毒
动脉炎病毒

3′
5′

结构区

结构区非结构区

非结构区

3′
5′

3′
5′

图2-1　不同正链RNA病毒的基因组结构和基因表达

本图是在用特定病毒感染的细胞中发现的RNA种类的示意。黄病毒和细小RNA病毒仅产生基因组

大小的RNA。该RNA为正链RNA（与基因组同向），并被翻译成一种多聚蛋白，随后被加工分解为多个

病毒蛋白。披膜病毒和杯状病毒转录一种编码结构蛋白的亚基因组长度的RNA。冠状病毒和动脉炎病毒

使用多个亚基因组mRNA来表达结构蛋白和辅助蛋白。RNA的编码方向（mRNA方向）由黑色条表示，

而灰色条则代表病毒基因组复制的负链中间产物。图中亦标出了病毒基因组中结构基因和非结构基因的 
位置

从克隆的cDNA序列中恢复自复制病毒RNA的可能性为RNA病毒复制机制

的深入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此外，这一知识对于构建合理的减毒病毒及发展将表

达外源基因的自复制RNA用于疫苗开发等目的的策略是至关重要的。本章介绍了

制备自复制RNA的技术原理，并就其在疫苗开发中的应用列举了一些实例。

二、制备自复制RNA的方法

（一）历史回顾

由于（单链）RNA比DNA更不稳定，相对于难以操作的直接RNA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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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复制RNA 17

DNA操作更易实施，所以重组病毒系统也基于DNA构建，甚至在处理病毒RNA
时也将其反转录成cDNA。基于正链RNA病毒基因组具有的传染特性，为了成功

复制正链RNA和拯救病毒，建立反向遗传系统比将基因组样RNA直接递送到细

胞内的方法更加容易。正链RNA病毒反向遗传系统的发展历史突出了在设计中可

能遇到的问题，并给出了如何规避这些难题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些难题共同存在

于不同正链RNA病毒家族的基因组结构区。病毒基因组5′端可以被带帽或与所谓

的VPg蛋白连接或者裸露。3′端可形成环形结构或者像mRNA一样拥有一条poly
（A）尾。根据病毒的不同，正确的5′和3′端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能对病毒复制

和（或）翻译或亚基因组RNA的产生至关重要（图2-1）。
真核病毒的第一个感染性cDNA克隆是一个脊髓灰质炎病毒的cDNA克 

隆［10］。这个克隆基于pBR322质粒，含有完整的病毒cDNA序列和由37个残基组

成的poly（A）尾，该克隆转染哺乳动物细胞后可产生感染性病毒颗粒。虽然该

克隆没有包含一个专门的启动子来确保病毒RNA的转录，但仍然产生了足够的

RNA以利于病毒拯救。3年后，脊髓灰质炎病毒cDNA克隆的性能得到了显著的

改善，这一改善主要基于SV40转录和复制信号的引入，这样将DNA质粒转染到

表达SV40大T抗原的细胞后［14］，可导致DNA质粒在真核细胞中复制扩增，从

而最终提高了病毒RNA产量并成功拯救病毒（图2-2）。对于其他细小RNA病毒，

将病毒cDNA克隆到细菌质粒中不足以产生感染性病毒子代。事实上，14型鼻病

毒第一个cDNA克隆就不能产生感染性病毒颗粒，但在cDNA上游添加SP6噬菌

体启动子后，通过cDNA体外转录产生的RNA经转染细胞即可生成传染性子代病

毒［12］。在用于雀麦草花叶病毒的反向遗传学系统中也使用了等同的方法，该系

统由3个质粒组成，分别含有的3个病毒基因组cDNA，均位于λ-噬菌体启动子的

下游并由λ-噬菌体启动子启动体外转录。3种体外转录RNA的联合转染在植物中

产生了感染性病毒［11］。

在建立反向遗传系统过程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含有病毒cDNA的质

粒在大肠埃希菌中不稳定和（或）诱导细胞毒性。在多数情况下，使用低拷贝质

粒可有效降低病毒cDNA的细胞毒性或不稳定性，如P15A复制起点限制质粒每

个细胞拷贝数为1或极少（几个）。这种方法在所有第一批鼠疫病毒感染性克隆

（ncpBVDV、cpBVDV和CSFV）构建实验中都很成功［15-18］，但在接下来的黄热

病毒（YFV）实验中却失败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开发了使用两个或

者更多质粒的策略，每个质粒含有病毒来源cDNA的不同部分。第一个YFV感染

性cDNA克隆（17D疫苗株，第一个黄病毒感染性克隆）由两个分开的片段组成，

分别对应基因组的5′和3′端部分。通过体外连接这两个片段，然后再体外转录即

可产生感染性RNA［19］。

正确的病毒基因组5′端和3′端对于反向遗传系统的成功建立通常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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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正链RNA病毒生成反向遗传系统的不同策略

上半部分：病毒RNA既可以从纯化的病毒颗粒中提取，也可以从感染细胞中提取总RNA获得。如果

序列已知，可以使用与病毒的3′端互补的特异性引物生成病毒基因组的 cDNA，在序列未知时，对于拥有

poly（A）尾的基因组可使用oligo-d（T）引物，或使用随机引物。病毒RNA也可以通过高通量测序方法

来确定包括基因组末端在内的病毒基因组序列。中间部分：为了获得高效的反向遗传系统，需要将 cDNA
克隆到启动子序列的下游。如果vRNA在转染细胞的细胞核中转录，可以使用RNA聚合酶Ⅱ型启动子，

如果用于体外转录，则可使用噬菌体启动子（如T7）。如果可能，可以将全长cDNA组装在一个质粒中。

或者可以将cDNA片段克隆到不同的质粒中以避免不稳定或将大的基因组分解成更易于操作的片段大小。

下半部分：含有真核启动子的cDNA全长质粒转染细胞后，vRNA即可被细胞器转录。RNA被输出到细胞

质后将被翻译并提供复制所需的病毒蛋白质。含有噬菌体启动子的cDNA全长质粒在体外转录合成RNA
之前要首先线性化。当病毒的cDNA被克隆成多个片段时，首先需要通过体外连接组装成全长cDNA以获

得体外转录的模板。由此产生的RNA被转染到细胞中并被翻译。在所有情况下，RNA在转染细胞中都会

被翻译产生病毒复制酶蛋白，这些蛋白对于启动病毒复制和病毒颗粒的产生是充分必要的

纯化颗粒

病毒RNA分离

RNA反转录成DNA
病毒RNA

cDNA

启动子下游克隆

体外转录 体外连接然后体外转录

病毒RNA（正/反链）

细胞内RNA分离

RNA反转录成DNA

高通量测序

cDNA化学合成

质粒中的
全长cDNA

质粒中的
cDNA片段

DNA转染

病毒蛋白
病毒RNA

体内转染

聚合酶Ⅱ依赖型转染

链合成复制

病毒RNA

RNA转染

病毒蛋白

病毒RNA 链合成复制

病毒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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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许多病毒依赖于其末端的特殊结构进行复制或翻译。在体外转录之前，

所有的系统都利用在病毒cDNA下游引入的限制性内切酶点对质粒进行线性化，

以获得与病毒基因组相同或尽可能相似的RNA 3′端。对于RNA的5′端，因为噬

菌体启动子（主要是T7或SP6）的有效转录只需要一个5′鸟嘌呤（G）的残基，

因此允许转录RNA的5′端略有修改甚至是添加需要的特定起始碱基。所有黄病毒

科成员的感染性cDNA克隆都是采用基因组cDNA上游的T7启动子和一个与基因

组3′端直接重叠的平端限制性内切酶识别位点构建的，从而在体外转录出与病毒

基因组RNA完全相同的RNA［15-19］。

作为体外连接cDNA片段的一种替代方法，一种基于细胞内RNA重组构建

全长病毒基因组RNA的新方法已被开发出来。RNA重组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过程，

并且在RNA病毒中广泛存在，它能够产生新的病毒变种，如瘟病毒的细胞病变生

物型［20-24］。正链RNA病毒在感染细胞的细胞质中复制，其RNA重组与DNA重组

或细胞内RNA剪接完全不同，后者由专门的细胞器来连接各自核酸的末端，而细

胞质RNA的重组被认为是在基因组复制过程中通过由RNA依赖的聚合酶介导的

模板转换而发生的，或通过RNA的断裂并与其他RNA末端连接［22］。用瘟病毒和

脊髓灰质炎病毒突变体进行的几项实验表明RNA重组可以独立于活跃的RNA复

制［25，26］。在这些实验中，每个RNA片段都只编码RNA依赖的RNA聚合酶的一

部分，这些RNA片段被共转染到细胞中并足以拯救传染性病毒。病毒RNA的细

胞内重组经常发生，这一特性常被用作操作病毒基因组的工具，而反向遗传学系

统尚不能通过cDNA克隆或类似的通过重组（突变）基因组片段的方法来达到这

一目的［27-30］。

上文提到的病毒全长cDNA克隆的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病毒基因组

的大小。第一个构建的病毒cDNA克隆来源于细小RNA病毒科，其基因组大小约

为7.5kb［10，12，14］。黄病毒科病毒的基因组大小为9.5 ～ 14kb。冠状病毒具有最大

的RNA基因组，因此长期以来无法建立基于该病毒cDNA克隆的反向遗传系统。

通过改变方案，利用体外转录携带部分病毒基因组信息的RNA和全长病毒RNA
在感染细胞中的重组成功实现了靶向突变［27-29］。从第一个细小RNA病毒感染性

全长cDNA克隆到冠状病毒科成员的全长感染性cDNA克隆的成功构建共历时19
年［31］。下一种构建方法是利用细菌人工染色体（BAC），以低拷贝方式扩增传染

性胃肠炎病毒（TGEV）基因组cDNA，以解决该病毒部分基因组序列对细菌有

毒的难题。此外，该cDNA序列上游是巨细胞病毒（CMV）即刻早期启动子，当

DNA转染细胞后，细胞RNA聚合酶Ⅱ结合CMV启动子转录产生病毒RNA，从

而产生传染性病毒颗粒。同年，第二个TGEV的cDNA系统被发现，它使用5个

独立的质粒来覆盖全部基因组信息，因此在RNA合成之前需要通过体外连接来组 
装［32］。一年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方法，即将禽冠状病毒科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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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组cDNA插入到痘苗病毒的基因组中（痘苗病毒是一种来自该家族的大型

DNA病毒）［33］。然而，基于RNA重组的策略仍然被用来构建重组冠状病毒［30］。

制备长病毒cDNA的方法在过去35年间已经发生了改变。第一种方法是基于

由纯化的病毒粒子RNA或受感染细胞RNA制成的cDNA文库［10，15-19，34-36］。随后，

高保真聚合酶的出现使对病毒基因组进行全长PCR扩增变得可行，其方法是在一

轮反转录后获得感染性克隆，然后进行长程PCR（long-range PCR）［37，38］。随着

核酸合成及高通量测序技术的迅速发展，仅需知道病毒的序列，即可合成相应的

DNA序列来构建病毒cDNA克隆。这种方法首次应用于脊髓灰质炎病毒，最近应

用该方法还构建了猪流行性腹泻冠状病毒的cDNA克隆质粒［39，40］。

（二）自复制RNA的拯救路线图

发展构建一个新病毒的反向遗传系统的策略不仅需要了解这种病毒的分子生

物学知识，还要考虑与该方法的最终目标有关的各种因素，以便能够构建自复制

RNA并拯救重组病毒。第一步通常是确定病毒基因组的序列，包括正确的5′端和

3′端。5′端和3′端序列信息可以通过一种名为RACE的技术（cDNA末端快速扩增

法）获得，这种基于PCR的系统现在可由多家商业供应商提供。序列的相关知识

将提供有关基因组结构的必要信息，这有助于了解病毒的基因表达策略。这方面

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关促进病毒基因组RNA翻译起始和复制的机制。如上所述，

基因组的翻译可提供启动基因组复制必需的复制酶组件，从而启动病毒的生活周

期。正链RNA病毒发展出多种策略来确保其RNA的翻译启动［41-43］。在大多数系

统中，感染性cDNA克隆设计时采用的顺式结构与在病毒基因组中发现的结构相

当，这对于从cDNA克隆来源的类基因组RNA的翻译和复制非常重要。然而情况

并不总是这样。杯状病毒有一种名为VPg的蛋白质，它共价结合在病毒RNA的5′
端，可以替代驱动真核mRNA翻译起始的cap结构。这种蛋白质也很可能是RNA
被识别为RNA复制酶底物的关键，但很难作用于体外转录的病毒RNA。幸运的

是，当VPg用标准cap结构取代后足以促进体外转录RNA的翻译和复制启动，只

是效率相对低一些［36，44，45］。

同样，病毒RNA的3′端对于自复制RNA的拯救至关重要。许多病毒在3′端
有一个poly（A）尾，从而模拟了标准真核生物mRNA的结构，确保了有效的翻

译。poly（A）尾对于病毒的RNA复制也很重要，因为它是在负链合成过程中转

录起始的序列。其他不含poly（A）尾的病毒基因组会拥有特殊的二级结构，这

个结构是RNA翻译和复制的重要顺式作用元件。一般来说，任何病毒只要基因组

具有poly（A）结构，那么在构建具有传染性的cDNA克隆时也都应该在序列中

包含poly（A）尾，而没有poly（A）尾的病毒对基因组3′端的序列变化非常敏感，

因此应采取措施确保在转录时生成正确的基因组3′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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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取有关病毒基因组和基因表达策略的必要信息后，下一个要决定的问题

是cDNA克隆的转录在何处及如何发生。对于大多数正链RNA病毒的反向遗传系

统，类基因组RNA由体外转录产生并随后通过转染导入细胞。这种策略具有一

些方法上的优势，特别是通过噬菌体RNA聚合酶和“逃逸”转录可较容易地生

成正确的末端序列。近年来随着转录技术的不断改进，已经可以在市场上获得高

效转录大量RNA的试剂盒。在体外转录系统中最常用的启动子是噬菌体启动子

T7和SP6。这两个启动子可以直接放置在cDNA序列的上游，以确保产生正确的

RNA 5′端。要获得加帽的转录本，要么必须在体外转录反应中加入一个cap类似

物［如m7G（5′）PPP（5′）G］，要么需要在体外转录后对RNA进行加帽（使用

痘苗病毒衍生的cap系统）。如果基因组RNA要包含一个poly（A）尾，则需要将

其加入到模板克隆中，或者在转录后使用poly（A）聚合酶进行添加。第二种方

法因为增加了RNA生成的步骤，可能导致产量降低。

上述将cap结构引入体外转录RNA的方法工作效率较低。由于细胞内的RNA
可以通过细胞酶类进行5′端加帽和3′端多腺苷酸化，因此当cap结构必需时，利

用质粒转染在细胞内转录生产类基因组RNA是一种更优的替代策略。但这种方

法的一个问题是RNA转录后被进一步修饰的可能性相对较高（如剪接），这可能

会导致感染性的丧失。对于无poly（A）尾的病毒，为了获得正确的基因组末端，

可以在末端添加核酶序列，如丁型肝炎病毒核酶，它们可以通过自剪接暴露正确

的末端［46］。然而事实上，正链RNA病毒的反向遗传系统使用直接将DNA转染到

细胞的方法比基于体外转录的方法要少得多。

将体外转录系统的特点与DNA转染的优点相结合的另一种有趣的选择是基

于辅助病毒，如痘苗病毒MVA-T7。含噬菌体T7 RNA聚合酶基因的MVA-T7感

染细胞后开始表达T7 RNA聚合酶，当带有T7启动子的质粒转染细胞后可在细

胞质中转录所需RNA，从而避免核定位和RNA产物发生不必要剪接的危险。T7
转录起始点和在体外转录一样是确定的，因此可以很容易地产生正确的5′端。通

过在质粒中引入核酶序列可以确保生成正确的3′端。由于痘苗病毒在细胞质中复

制，它表达的酶能够有效地使其自身转录本和T7转录本加帽和加poly（A）尾，

最终的结果是有效地产生了一个具有正确末端的cap和poly（A）尾的转录本，这

样就比基于RNA的体外转录 /转染的方法具有更高的性能［45］。

如前所述，在大肠埃希菌中扩增cDNA质粒时，病毒序列的不稳定性可以通

过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一般选择使用低拷贝质粒或BAC，以减少细菌中含有毒

性序列的质粒数量。此外，BAC可以携带较大的插入片段，因此适合于每个正链

RNA病毒基因组，包括冠状病毒基因组。如果通过质粒转染细胞并通过RNA聚

合酶Ⅱ进行细胞内RNA合成的方法进行病毒拯救，则可以策略性地插入内含子来

打断对大肠埃希菌繁殖有害的序列。内含子将会从产生的RNA中被剪接掉，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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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胞内再生病毒序列。该方法已用于生产TGEV感染性克隆［47］。

总之，现在构建自复制RNA和拯救传染性重组正链RNA病毒的系统原则上

已经成熟，但也必须注意到各系统的特点和要达到的目标。根据系统的不同，一

些很少使用的策略也可能是可行的解决方案，如基于RNA重组的突变体的构建方

法。事实上，几乎所有现在常用的反向遗传系统都存在系统自身特有的问题，需

要在进一步开发过程中得到解决。对于这些问题，对现有可能解决方案的梳理将

有助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三、自复制RNA在疫苗制备中的应用

从cDNA中拯救自复制病毒RNA技术的发展，不仅是RNA病毒生物学基础

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也为抗病毒活疫苗的改进开辟了新的途径。与传统的依靠病

毒在组织细胞中培养或在特殊宿主动物中传代减毒的方法相比，反向遗传系统可

以进行定点突变和更加合理的减毒。

（一）全长病毒RNA疫苗

瘟病毒为不同途径设计减毒活疫苗方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瘟病毒

属是影响农场经济效益的重要动物病原体，它们与其近亲——庚型肝炎病毒属

（Hepacivirus）一起被归类为黄病毒科（Flaviridae）。最重要的瘟病毒是经典猪瘟

病毒（CSFV）和牛病毒性腹泻病毒（BVDV）［48］。黄病毒科的所有成员都是包

膜病毒，具有正链RNA基因组，含有一个长的ORF。瘟病毒造成的经济影响至少

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它们能够在妊娠的动物中穿过胎盘而引起范围广泛的妊娠失

调和持续感染［48］。持续感染的动物是病毒传播的重要宿主。疫苗接种是阻断病

毒传播周期的一种可行手段，这是因为疫苗既能预防疾病，又能防止病原体的垂

直传播。为了满足后者的需求，瘟病毒疫苗必须非常有效。

其中，CSFV C型毒株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瘟病毒疫苗。这是一种传统的改

良活疫苗，通过在兔细胞中连续传代进行减毒，形成了一种非常安全有效的疫苗

病毒，但迄今其减毒机制尚未明确。同样，目前用于世界各国疫苗接种的不同减

毒活BVDV疫苗株的减毒机制也尚待阐明。作为这些疫苗的一个重要缺点，这些

减毒病毒仍然可以穿过胎盘感染妊娠动物的胎儿，在常规情况下活BVDV疫苗甚

至会导致流产。利用反向遗传学的方法，笔者团队建立了一个BVDV突变体，该

突变体对非必需序列进行了定点的基因组缺失操作，在不显著影响病毒复制的情

况下敲除了干扰宿主Ⅰ型干扰素反应的两个病毒基因［49］。由于这些改变阻断了

病毒感染的天然免疫应答，所以不仅观察到了突变病毒的完全减毒，而且在妊娠

动物中也不会感染胎儿（这是妊娠紊乱和持续感染的先决条件）。

另一种基于删除非必需序列的方法被用于冠状病毒。冠状病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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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idae）是人类和动物的重要病原体，其中以SARS和MERS冠状病毒

（SARS-CoV和MERS-CoV）最广为人知［50，51］。如上所述，冠状病毒拥有迄今已

知最大的RNA基因组，不仅编码必需的辅助性蛋白质，而且还编码一些非必需的

辅助蛋白。在小鼠模型中，从SARS-CoV基因组RNA中删除8个种属特异性ORF
中的5个（ORF3a、OF3b、ORF6、ORF7a和ORF7b），无论是单独删除还是不同

组合删除，都没有导致明显的减毒效果。相反，一个缺乏E蛋白（ORF 4）序列

的SARS-CoV突变体在两种动物模型中均表现出较低的毒力，这可能是因为增强

了感染的免疫反应［52-56］。E蛋白是该病毒的膜结合结构蛋白之一，参与病毒的组

装和释放。虽然这种缺失突变体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但很有可能为今后冠

状病毒疫苗的研制奠定基础。

通过反向遗传学，不仅可以删除序列，而且可以在相关病毒之间进行基因组

片段的交换，这可以导致病毒的减毒和产生其他所需的特征。例如，一种嵌合体

的瘟病毒被构建成为一种预防经典猪瘟病毒的疫苗（图2-3）。这一概念的基础是

将编码BVDV基因组中主要包膜蛋白E2的区域替换为相应的CSFV序列，由此产

生的病毒CP7_E2alf只能感染猪，表现出CSFV的趋向性。嵌合病毒毒性虽已完全

减弱，但仍能诱导出较强的保护性免疫［57-59］。这种嵌合体的另外一项重要的优势

是，其结构允许在已接种疫苗的动物和已感染CSFV野病毒的动物之间进行血清

学鉴别，这是兽医医学中对病毒控制和根除过程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

类似的CP7_E2alf方法也用于黄病毒科黄病毒属成员。第一个采用这种方法

的是黄热病毒（YFV）疫苗株17D，它是于1936年通过经验传代开发的一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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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来自两个亲本RNA的嵌合病毒基因组的产生

在cDNA构建水平上，将一个蛋白编码序列替换为另一个病毒的相应基因（构建瘟病毒疫苗CP7_
E2alf的原理［58］）。NTR，非翻译区；IRES，内部核糖体进入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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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YFV 17D是一种非常有效和安全的疫苗，可高度触发天然免疫反应，这有助

于启动获得性免疫反应以获得持久的保护性免疫［60-63］。因此，YFV 17D被选择

作为嵌合型日本脑炎 /黄热病毒疫苗（ChimeriVax™-Je）的主要组分，该疫苗将

YFV表面蛋白prM/E编码区替换为相应但经修改的 JEV序列，最终在2012年底前

在市场上推出了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商标是 IMOJEV™）［64］。同时，利用来自

西尼罗病毒或4个登革热病毒（DENV）基因型的prM-E序列在17D疫苗株基础下

也建立了类似的结构，并作为候选疫苗进行了实验［65-69］。此外，还建立和检测了

由2种不同DENV基因型和包含减毒突变序列组成的嵌合DENV，以及带有蜱媒

脑炎病毒序列的DENV嵌合体［70，71］。

这一嵌合方法也应用在甲病毒疫苗试验中。甲病毒是另一种正链RNA病毒，

属于披膜病毒科。低毒力辛德毕斯病毒（Sindbis病毒）为这一嵌合方法提供了改

造的背景骨架，可将完整的结构蛋白编码区替换为东部或西部或委内瑞拉马脑炎

病毒（EEE或WE或VEE）等高毒力甲病毒的相应序列。嵌合过程本身可在保留

疫苗株高度免疫原性的基础上明显减毒［72］。然而，由于尚不清楚Sindbis病毒减

毒的生物标志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于测试病毒毒力的小动物模型不足以评

估在人体内的减毒效果，因此这类方法的安全性是一个主要问题。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来全面评估这些候选疫苗。

必须强调的是，上述所有方法都使用自复制RNA，自复制RNA含有全长病

毒基因组或者含有仅删除了非必需序列的RNA。因此，这些cDNA克隆可用于拯

救感染性病毒颗粒。如上所述，通过转染将体外转录的重组RNA导入细胞，可以

启动其自主复制，释放感染性病毒，经组织培养扩增后作为疫苗。疫苗注射后免

疫反应被触发，是由于疫苗病毒模拟了野生病毒感染的过程，但没有引起明显的

原病毒疾病症状。

（二）复制子疫苗

使用具有完全复制能力的重组病毒会带来毒力恢复的风险。根据减毒病毒

突变体的类型，这种风险可能是显著的或者仅在理论上存在，尤其当病毒缺失序

列不止1个时。仅在某些特殊情况下，RNA病毒基因组中某些序列的缺失可能导

致减毒病毒的毒力恢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不再能够促进感染性子代病毒的产

生。只要这些缺失序列不涉及负责RNA复制的序列，这种突变的RNA就表现为

复制子，当其被导入细胞后会进行自主复制并翻译出大量的编码蛋白质。一种典

型的构建复制子的方法是通过删除病毒的一个或多个结构蛋白的编码序列来实现

的（图2-4）。这些复制子是研究病毒RNA复制的重要工具，如鼠疫病毒和庚型肝

炎病毒［73，74］。对于瘟病毒而言，复制子技术已经在疫苗接种中进行了测试［75］。

在任何情况下，必需序列从病毒基因组中删除后，候选疫苗需要通过稳定转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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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反向提供缺失的因子。然而用这些互补细胞分泌的病毒颗粒感染宿主行不通

（终点感染），因为不能从非互补细胞中释放传染性病毒。因此，这些疫苗跨越了

减毒活病毒和灭活疫苗之间的边界，展现出了至少与灭活疫苗非常接近的安全

性。与灭活疫苗相比，这种疫苗最大的优势是能够在细胞内表达病毒蛋白，从而

导致病毒多肽的MHC递呈和除体液免疫反应外的T细胞激活。

图2-4　复制子的基因组结构

在不打乱阅读框的情况下，从病毒基因组中删除结构蛋白编码区（用虚线表示）后，仍然能够维持

RNA在细胞内的自主复制，但无法生成感染性子代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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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发展复制子方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即在黄病毒中发

现了所谓的假传染性疫苗。当病毒基因组的衣壳蛋白编码区缺失不同长度的片段

后，自主复制的病毒RNA不再能够产生感染性病毒颗粒［72，76，77］，然而含有这些

复制子的细胞能够分泌出大量免疫原性的prM/E颗粒。这种复制子能够在稳定转

染了衣壳蛋白基因的细胞中复制，从而反向包装成病毒样颗粒进行一轮感染，感

染后的细胞便可高效分泌prM/E颗粒。目前，一种基于DNA的疫苗新方法已经

被开发出来，它依赖于两种独立的质粒，其中一种质粒含有缺失编码衣壳蛋白序

列的病毒基因组cDNA，另一种质粒表达缺失的衣壳蛋白［72］。同时具有这两种

质粒的细胞不仅会翻译和复制病毒序列，还会释放可进一步感染细胞的感染性

病毒颗粒，从而增强对免疫系统的刺激作用。同样，利用来自一种黄病毒的复

制子骨架和来自另一种黄病毒的prM/E编码序列包装而成的嵌合病毒也已经测试 
成功［72］。

（三）自复制RNA作为表达外源基因的载体

上述嵌合系统只是一种更普遍的基于含外源序列自我复制RNA疫苗的特例。

与前面提到的嵌合结构类似，用外源基因取代病毒蛋白编码序列可以用来表达

免疫所需的蛋白质。但与亲缘相近病毒之间结构蛋白交换的嵌合病毒不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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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结构不含原始的结构蛋白序列而是外源非相关序列，因此通常不会产生自主

复制的感染性病毒颗粒。另外，也可将外源序列作为附加信息插入到病毒基因

组中，这样既不会丧失病毒的基本功能，也能产生具有完全复制能力的重组病

毒。成功建立这种表达外源基因的自复制RNA的前提条件是开发一个在不干扰

病毒RNA自主复制的情况下整合和表达外源序列的方法。由于正链RNA病毒使

用的是先翻译为一种多聚蛋白随后被加工分解为多个病毒蛋白的表达策略，因此

将外源序列整合到病毒ORF中必须经过特定的处理步骤。一种常见的方法是避

免将大量不需要的残基融合到感兴趣的蛋白质上，即将外源序列置于病毒ORF
的5′端，并将口蹄疫病毒（FMDV）2A编码区插入到外源序列和病毒多聚蛋白

之间（图2-5）。FMDV 2A是一条由18个氨基酸组成的短肽，能够诱导翻译的不

规则停止和重新启动［78，79］。事实上，2A在其自身C端引起多聚蛋白翻译的中

断，将会导致其C端一个带有2A的上游蛋白片段的释放和2A后脯氨酸翻译的重

新启动，从而使下游的病毒蛋白不再含任何多余的残基。一种为避免任何多余残

基融合的巧妙方法依赖于双顺反子RNA的建立。在这样的结构中，外来序列通

常也被放置在ORF的5′端，并且在期望的翻译终止区有一个终止密码子。内部核

糖体进入位点（IRES）被整合在外源序列和病毒ORF之间而不是确保蛋白质加

工的蛋白质编码区（图2-6）［74，80］。外源序列是通过在野生型病毒中启动病毒蛋

白翻译的策略来实现表达，其翻译终止于3′端的终止密码子。IRES将核糖体募

集到病毒ORF 5′端的起始位点，从而促进重组RNA翻译所需蛋白质。另一种基

于BVDV病毒的排列方法也已发表，其中 IRES和外源序列被放置在3′非翻译区 
（图2-6）［81］。

类似地，使用亚基因组RNA表达其结构蛋白的病毒（如甲病毒）可以通过

依赖病毒的基因组结构和基因表达策略来表达外源序列。病毒RNA包含的启动子

序列可以将病毒RNA聚合酶募集到负链RNA复制子中间的内部位置，并开始转

录亚基因组长度的mRNA［82，83］。将该内部启动子下游的病毒结构蛋白编码序列

图2-5　通过病毒多聚蛋白表达整合到病毒基因组中的外源蛋白

将外源序列插入到病毒ORF的5′端，然后是FMDV 2A的编码序列，该序列在重组RNA翻译过程中

促进外源蛋白与病毒多聚蛋白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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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为所需的外源序列，会产生一个复制子用以转录编码外源蛋白的mRNA（图

2-7）。或者，亚基因组RNA启动子可以被拷贝并与所需的外源序列一起作为额外

的顺反子插入到病毒基因组RNA中，从而确保可生成具有感染性且复制能力强的

病毒颗粒。根据以上这些原则，已经制订了各种疫苗的开发策略［71］。

事实上，所有使用自复制RNA进行疫苗接种的方法基本上都是将RNA包装

成病毒粒子或病毒样颗粒。相对于裸RNA或稳定形式RNA，这种选择的原因是

图2-6　双顺反子自复制RNA的示意图

上图显示了一个标准的正链病毒基因组，具有一个长的ORF（类似于小核糖核酸病毒或瘟病毒的

RNA）。外源序列可以与第二个 IRES（内部核糖体进入位点）一起插入并代替结构蛋白编码序列（双顺

反子复制子，中图）或单纯插入（双顺反子病毒，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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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甲病毒中外源序列的表达策略

上图显示了一个标准的甲病毒基因组。它包含两个ORF，其中第二个是在亚基因组启动子（sg 
Prom）控制下转录的亚基因组mRNA。将编码第二个ORF的结构蛋白序列替换为外源序列将生成表达目

的蛋白质的复制子（中图），而将外源序列插入增加的第二个 sg启动子下游则产生通过第二个 sg mRNA
翻译目的蛋白的重组病毒（下图）。另参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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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病毒感染机制的独特性能可以更高效地传递RNA到细胞中。由于来自病毒基

因组的自复制RNA表现出将特定RNA包装成病毒颗粒的内在特性，因此这种方

法的使用是简单而直接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许多病毒颗粒表现出有限的稳

定性，因此依赖稳定形式RNA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很可能是有利的，特别是在运

输和运送过程中无法提供冷链的情况下。未来一个有趣的发现可能是开发一个疫

苗制剂，其含有完全复制型减毒病毒的RNA基因组并以稳定形式存在，这样接种

疫苗时可产生感染性病毒颗粒。该方法能够将稳定形式RNA的优良抗性与改良活

病毒疫苗的有效性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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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复制RNA疫苗递送到树突状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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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a Tirelli，Chantal Pichon，Cédric Sapet，Thomas Ebensen，Carlos A. Guzmán，

Kenneth C. McCullough

摘要

尽管已经研制出减毒疫苗和载体疫苗，但是目前大多数疫苗要么是灭

活病原体疫苗，要么是蛋白质 /多肽疫苗。即使使用多聚抗原，由于抗原负

荷的限制使其诱导强大的免疫抵抗力受限，在最好的状况下，这些疫苗也

只能产生中度的免疫保护。虽然减毒疫苗和载体疫苗由于其复制性质而具

有优势，但其缺点和风险仍然存在，表现为潜在的毒力逆转和来自原有免

疫的干扰。避免这些问题的新方法是将自扩增复制子RNA（RepRNA）技

术与纳米技术相结合。RepRNA是从具有至少一个结构蛋白基因缺陷的病

毒基因组中衍生出来的大型自复制RNA分子（12 ～ 15kb）。它们可以持

续地产生抗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效增加疫苗抗原的有效载荷，而不产生

传染子代的风险。RepRNA的主要缺陷是它是RNase敏感性的，并且被树

突状细胞（DC）摄取的效率低，而这些是设计有效疫苗绝对要避免的情

况。笔者使用可生物降解的运载工具来保护RepRNA和促进DC的传递。研

究证明，将RepRNA包裹在壳聚糖纳米粒中，并与聚乙烯亚胺（PEI）、阳

离子脂质或壳聚糖进行缩合，能够被有效地递送至DC，并能诱导体内免疫 
应答。

关键词：复制子RNA，自复制疫苗，通用流感疫苗，树突状细胞递送，

壳聚糖纳米粒子，人工合成多聚物，阳离子脂质体

一、前言

疫苗接种是疾病预防的基石。但是，目前疫苗有几个缺点。大多数使用的疫

苗是灭活的病毒或蛋白质 /多肽疫苗。此类疫苗的抗原负荷低，诱导免疫防御能

力有限，并且只能诱导体液免疫而不是体液加细胞联合免疫（CMI）反应。因此，

强大而持久的免疫能力不能得到有效保证。虽然活疫苗、减毒疫苗或载体疫苗由

于它们的复制性而具有抗原负荷方面的优势，但它们通常仍然依赖于细胞培养或

卵产生。重要的是，这些疫苗可能导致潜在的毒力逆转和（或）具有来自原有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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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的干扰的风险。

应用自扩增RepRNA技术可以克服上述疫苗的缺点［1-7］。RepRNA来源于有

缺陷的病毒基因组，允许翻译编码的抗原而不产生子代病毒。它们自我复制几轮

后生成了较多的抗原，从而使这些剂量的抗原足以激活体液免疫和CMI反应，同

时也可以使这种反应持久且强健［5］。尽管在过去20年里，RepRNA在疫苗学中的

应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它们的递送还需要如病毒样复制子粒子（VRP）
的辅助［1-4，6-11］。这就需要使用昂贵的补充细胞培养液来提供缺失的基因产物，反

过来用VRP对RepRNA进行包装。它们的应用仍然会遇到以下一些问题：现有的

对VRP表位的免疫潜在中和作用；VRP与宿主细胞之间的物种 /个体限制；由于

必须使用补充细胞系而产生的生产困难。此外，VRP的应用并不能保证对树突状

细胞（DC）的靶向性（见下文）。最近的研究应用了纳米技术，以生物相容性和

生物降解运载工具取代VRP，以增强RepRNA疫苗的适用性［5，12-14］。使用合成生

物学方法可以同时生产RepRNA和运载工具，从而避免了对细胞株、血清或其他

动物产品的任何需求。

在此，笔者提出了利用RepRNA技术向DC递送的合成疫苗。因此，RepRNA
可以在细胞内自动扩增，在没有感染子代的情况下持续地产生抗原，从而增加

诱导体液免疫和CMI反应的潜力［5，12-16］。由于在体外转录和纯化中，RepRNA
不会污染动物、植物、微生物等，而且有利于在GMP条件下经济性地大规模 
生产。

向DC递送RepRNA是有效接种疫苗的关键程序，因为在机体的大多数组织

和器官中存在不同的DC亚群，因此只有确定了它们在免疫监测中的核心作用，

才能确定它们作为疫苗的靶标［5，17-22］。此外，DC是向获得性免疫系统传递和递

呈抗原及维持和调节体内平衡的主要参与者。对于获得性免疫系统，DC被称为

“专业抗原递呈细胞”，因为它们在激活天然的T淋巴细胞反应和交叉递呈抗原以

促进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反应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使用合成的、非病毒载体的RepRNA封装替代VRP介导的疫苗递送，或

与递送载体结合，以促进与DC的相互作用。递送载体除了有利于递送RNA到这

些重要免疫系统细胞中外，还保护RepRNA免受核酸酶的降解，而其本身并没有

免疫原性。有3种不同的载体已经得到成功应用：①壳聚糖纳米粒子（用海藻酸

钠包被层或透明质酸包被层壳聚糖纳米封装RepRNA）；②聚乙烯亚胺（PEI）复

合物（RepRNA与阳离子可生物降解聚合物络合）；③脂类（将RepRNA与阳离

子生物降解脂质络合）。目前这一创新办法正用于研制第一种此类合成流感疫苗，

有可能成为一种通用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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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胞准备与培养

（一）化学试剂及溶液

所有用于该实验的试剂见表3-1。

表3-1　一般化合物清单

试剂 生产厂家 货号

氯仿 Sigma-Aldrich C2432-25ml

异戊醇 Sigma-Aldrich 19392-25ml

苯酚 -氯仿 -异戊醇混合物，25∶24∶1 Sigma-Aldrich 77617

Tuerk 溶液 Sigma-Aldrich 93770

醋酸钠 Sigma-Aldrich S2889

3-氨基 -9-乙基咔唑（AEC） Sigma-Aldrich A6926

无核酸酶水 Ambion®/ThermoFisher Scientific AM9930

MEGAscript®T7 Transcription Kit Ambion®/ThermoFisher Scientific AM1334

RNaseZap® RNase Decontamination Solution Ambion®/ThermoFisher Scientific AM9780

醋酸钠（3M），pH5.5 Ambion®/ThermoFisher Scientific AM9740

SfiI BioConcept/New England BioLabs R0123S

SrfI BioConcept/New England BioLabs R0629S

NucleoBond®Xtra Midi Macherey-Nagel 740410.1

NEBuffer 2.1 BioConcept/New England BioLabs B7202S

MACS缓冲液： 自制 –

PBS−/−

EDTA（2mM）

0.1%牛血清白蛋白

肝素钠 Serva 24590

Ficoll®Paque Plus GE Healthcare 17-1440-03

Illustra MicroSpin S-400 HR Columns GE Healthcare 27-5140-01

EDTA Eurobio GAUEDT0065

Label IT® Fluorescein Nucleic Acid Labeling 
kit

Mirus/LabForce  AG MIR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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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 生产厂家 货号

Label IT® CX-Rhodamine Labeling Kit Mirus/LabForce  AG MIR 3100

DY490-UTP Dyomics GMBH 　

Alsever溶液：C6H12O6·H2O（1.55 mol/L） 自制 –

Na3C6H5O7·2H2O（408 mmol/L）

NaCl（1.078 mol/L）

C6H8O7 （43 mmol/L）

重组猪GM-CSF 自制 ［23］

重组猪 IL-4 自制 ［24］

Corning® Fibronectin，Human，1 mg Corning  Incorporated 354008

DPBS，calcium，magnesium（1×）（PBS+/+） Gibco 14040-174

钙和镁对于细胞黏附很重要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DPBS（10×），no calcium，no magnesium
（PBS−/−）

Gibco 14200-067

少阳离子可避免分离过程中细胞的聚集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EM Earle’s Gibco 11095080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DMEM，high glucose，HEPES，no phenol 
red

Gibco 21575-022

White color，for bDC and MoDC culture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EM Hank’s Gibco 21063-029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Penicillin–streptomycin（10，000 U/ml） Gibco 15140-122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Trypsin–EDTA（0.05 %），phenol red Gibco 25300-054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MACS Blood Dendritic Cell Isolation Kit II Miltenyi Biotec 130-091-379

CD14 MicroBeads Human Miltenyi Biotec 130-050-201

猪血清 Biochrom Merck Millipore S0163

胎牛血清 Biochrom Merck Millipore S0115

马血清 SVA Hatunaholm Bro HS 9/02

Sweden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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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仪器及其他材料

所有用于该实验的仪器及其他材料见表3-2。

表3-2　设备材料表

仪器及材料 制造商 货号

LD Columns Miltenyi Biotec 130-042-901

LS Columns Miltenyi Biotec 130-042-401

MS Columns Miltenyi Biotec 130-042-201

MACS MultiStand Miltenyi Biotec 130-042-303

QuadroMACS Separator Miltenyi Biotec 130-090-976

Leucosep™ Greiner Bio-One 227 290

Screw cap micro tubes Sarstedt 72.692.005

GelDoc-It®  TS Imaging System UVP TS 310

NanoDrop 2000c Thermo Scientific –

Lab-Tek® Ⅱ Chamber Slide™ System Nalge Nunc International 154534

FACS Canto™ Ⅱ BD Biosciences –

Inverted Research Microscope Eclipse ti Nikon –

ECM 830 Square Wave Electroporation System BTX Harvard Apparatus –

PowerPac™ Basic Power Supply Bio-Rad –

Wide Mini-Sub Cell GT Cell Bio-Rad –

（三）用于RepRNA递送系统评估的DC和单核细胞

目前，关于RepRNA的合成、生物降解递送材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典型猪

瘟病毒（CSFV）衍生出来的复制子上，这是由于该病毒对人类具有生物安全性，

对人体无致病性。因此，利用这一优点可将其用于评估RepRNA的完整性和功能

性，特别是用于评估运载工具。由于对RepRNA在这些细胞的翻译和复制的能力

已经有了深入了解，因此使用猪源性细胞。在评估RepRNA在其他细胞系（包括

人DC）中的翻译和复制时，猪细胞系也总是被用作参考对照。

1.猪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制备　使用猪血的实验得到瑞士伯尔尼州动物福利委

员会的批准，许可证号为BE26/11和BE 88/14，并符合瑞士动物保护法。通过定

期从供体动物获得大量血细胞，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供实验使用的猪血液细胞来

源。此外，猪免疫系统被认为可作为人类免疫学研究（包括流感疫苗的研究）的

模型。为了评估RepRNA的递送情况，分离DC程序如下。这些细胞被用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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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NA的传递效率及RNA的翻译效率。此后，表达RepRNA编码的抗原的DC
和由提供DC分离血液的同一供体动物的血液中分离出的淋巴细胞可用于再刺激

实验。

（1）准备一个带橡胶盖（用于针头穿刺）的1 L无菌瓶，含200 ml（含1/3体

积的血液）Alsever溶液（实际上是2×溶液，是2倍于血容量，而不是等量，见

表3-1）；最多可收集400 ml血液（最终体积不得超过600 ml）。对瓶子抽真空。

由兽医或训练有素的动物看护员，使用无菌肝素化硅胶管（两端携带有无菌鲁尔

针附件）和配套针头（见下文），从血液供体猪（体重≥100 kg）的腔静脉或颈

静脉采集血液。硅胶管用20 ml肝素溶液（100 U/ml）冲洗5次，去除多余的肝

素，用铝箔密封鲁尔端口，并高压灭菌。抽血前，用无菌的15G 针头（1.8 mm× 
40 mm）无菌连接到无菌硅胶管的一端（开始抽血时，这个针头将用于刺穿瓶

子的橡胶塞，见下文）。使用带有适合猪大小和穿刺静脉的无菌针头［如15G， 
1.8 mm×（80 ～ 100）mm，用于头颅腔静脉穿刺］的注射器穿刺静脉，将血液

抽到注射器中。然后取下注射器，将硅胶管未连接的鲁尔端口无菌连接到仍在颅

腔静脉或颈静脉的针头上。将硅胶管的另一端（带短1.8 mm×40mm针头）插入

到装有Alsever溶液的瓶子的橡胶塞内。瓶内真空会自动把血液抽到瓶子里。当血

液流进瓶子的时候，轻轻地不断以一种旋转的转动方式混合血液和Alsever溶液，

直到血液收集至最大量。将血液放在室温（RT）下再进一步处理。

（2）将血液分到50 ml无菌离心管中（不含聚苯乙烯），1000×g离心20 min
（不制动），从红细胞和血浆层分离提取出白膜层。

（3） 同 时， 分 别 用17 ml Ficoll-Paque注 入8个50 ml的LeucoSep™管， 在

1000×g下离心1 min，从过滤器上方取出所有残留的Ficoll-Paque。
（4）小心地用吸管分别从每根试管中取出白膜层（血浆与红细胞之间的白色

界面），混合放入另外一个无菌瓶中，室温下按照1∶1比例，加入无钙、无镁的

磷酸盐缓冲液（PBS-/-）/EDTA（0.8mmol/L）至终体积为200 ml。
（5）将稀释白膜层（不超过25 ml）分配到LeucoSep™管滤过的液体（Ficoll-

Paque）下面，800×g离心25 min（室温下，不制动）。

（6）吸取Ficoll-Paque上方分界面，使其至少部分已经转移到过滤器上方（界

面像“云”带一样），并将每个分界面转移到50 ml试管中（每个LeucoSep™试

管1个）；加入冷的（保存在冰浴中）PBS-/-/EDTA（0.8 mmol/L）至50 ml，4℃，

350×g离心10 min。
（7）去除细胞沉淀上的上清液，用少量（≤1 ml）冷PBS-/-/EDTA（0.8 

mmol/L）轻轻地重新悬浮细胞沉淀，然后用冷PBS-/-/EDTA（0.8 mmol/L）加至

10 ml，并转移至15 ml离心管（每50 ml重悬浮细胞悬浮液使用1个离心管）；4℃，

350×g离心1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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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去除细胞沉淀上的上清液，用少量（≤1 ml）冷PBS-/-/EDTA（0.8 
mmol/L）轻轻地重新悬浮细胞沉淀。如果没有观察到细胞聚集，可以将两管细胞

混合。用少量（≤1 ml）冷PBS-/-/EDTA（0.8 mmol/L）重新悬浮细胞沉淀后，每

管细胞加入10 ml冷PBS-/-/EDTA（0.8 mmol/L），并将两管混合到一个管中；4℃，

250×g离心10 min（见本章备注1）。
（9）重复步骤（8）。
（10）在此阶段，每种沉淀再悬浮后，所有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混

合在一个15 ml的管中，用冷PBS-/-/EDTA（0.8 mmol/L）调节到最终体积10 ml。
取少量液体，使用Tuerk溶液进行1∶100稀释，进行细胞计数。计数时，PBMC
在4℃，350×g离心10 min。

2.猪DC和单核细胞分离　实验步骤从“猪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制备”中的

（1）～（10）开始。

（1） 制 备MACS缓 冲 液［PBS/EDTA（2mmol/L）/牛 血 清 白 蛋 白（BSA） 
0.1%］，放在冰上。

（2）用MACS缓冲液稀释抗CD172a抗体（Ab）（可购买1 mg/ml浓度产品；

见表3-5），制备成1 μg/ml的储备液。

（3）使用≤1 ml MACS缓冲液复苏“猪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制备”（10）中得

到的细胞沉淀，然后用MACS缓冲液补足至500 ml；加入稀释的抗CD172a Ab，
使最终浓度为108个PBMC/100 μl；在冰上孵育20 min。

（4）向细胞 /Ab混合物中加入50 ml MACS缓冲液，在4℃，350×g离心10 min。
（5）每108个PBMC，加入20 μl山羊抗小鼠 IgG微球和80 μl MACS缓冲液。

（6）用抗小鼠 IgG微球重悬PBMC沉淀（根据细胞计数，适当调节体积）；

用MACS缓冲液稀释到1000 μl；冰上培养15 min。
（7）加入50 ml MACS缓冲液，4℃，350×g离心10 min。
（8）在此离心时间内，将Miltenyi Biotec LD色谱柱（表3-2）安装到MACS

磁力架上（表3-2），加入2 ml MACS缓冲液使其平衡，然后使其在重力作用下

流出。

（9）用2 ml MACS缓冲液悬浮细胞沉淀；先加入500 μl细胞悬浮液到LD色

谱柱上以平衡色谱柱，然后继续加入剩余悬浮细胞。

（10）用2 ml MACS缓冲液清洗色谱柱3次；从MACS磁力架上取下LD色谱

柱，然后将其放在一个15 ml的试管上。

（11）将2 ml MACS缓冲液加入到LD色谱柱中，使用随机提供的柱塞（栓

子）清洗细胞。计数从LD色谱柱流出的阳性组分，然后得到血液中的DC＋单核

细胞。

3.培养单核细胞成为分化单核细胞衍生的DC　实验过程采用了“猪DC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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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细胞分离”中的（1）～（7）。然后使用MACS LS色谱柱代替LD色谱柱。

（1）在此离心时间内，将Miltenyi Biotec LS色谱柱（表3-2）安装到MACS
支架的磁铁上（表3-2），然后加入2 ml MACS缓冲液用于平衡色谱柱，使其在重

力作用下流出。

（2）将细胞重悬于2 ml MACS缓冲液中；先用500 μl细胞悬浮液平衡LS色谱

柱，然后将剩余细胞悬浮液加入LS色谱柱中。

（3）每次用2 ml MACS缓冲液洗涤色谱柱，共3次；从MACS支架上取下LS
色谱柱并放置到15 ml管上方。

（4）在LS色谱柱中加入2 ml MACS缓冲液，用附带柱塞冲洗细胞。计数从

色谱柱中洗脱出来的阳性组分，此时组分含有血液单核细胞。

（5）在4℃下以300×g离心细胞10 min。
（6）将细胞沉淀重悬于≤1 ml无酚红的Dulbecco改良Eagle培养基（DMEM）

中，然后加入含有10%血清、150 ng/ml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
和100 U/ml IL-4的无酚红DMEM，使最终浓度为30 ml中含有50×106个细胞；将

其接种到150 cm2组织培养瓶中，并在39℃下孵育［对于猪细胞，血清必须是猪

血清，最好是特异性的无病原体（SPF）动物］。

（7） 在 第1天 和 第3天， 用 新 鲜 的 含 有10%血 清、150 ng/ml GM-CSF和 
100 U/ml IL-4的DMEM替换5 ml培养基。

（8）在第4天，用移液管洗涤培养瓶内表面上的培养基，这将使DC漂浮，

但巨噬细胞仍然附着在培养瓶内表面；然后取出细胞培养基以收获细胞，以

350×g，室温离心5 min；弃去培养基。

（9）将细胞沉淀重悬于≤1 ml PBS-/-/EDTA（4mmol/L）中。

（10）同时，加入10 ml冷PBS-/-/EDTA（4mmol/L），在冰上摇动培养瓶5 
min，去除稍多的半黏附细胞。

（11）将来自（10）的细胞与来自（9）的细胞沉淀物合并，再以350×g，室

温离心5 min；重新加入≤1 ml PBS-/-/EDTA（4 mmol/L），补足至10 ml并计数细胞。

（12）再次以350×g，室温离心5 min；重悬于≤1 ml含有10%血清的DMEM
用作单核细胞衍生的DC（MoDC）。对于3 d以上的长期培养，建议添加150 ng/ml
的GM-CSF。

4.人（PBMC）制备　同样，需要有效的血液使用许可证，以及经过培训的、

有执业资格的采集人体血液的采血工作人员。献血者的血液样本通常被收集到含

有肝素（20 U/ml）或EDTA（1.5 ～ 2 mg/ml）抗凝血剂的20 ～ 50 ml注射器内。

将血液分到15 ml无菌离心管（不含聚苯乙烯），1000×g离心20 min（不制动），

分离白膜层。还可以使用预先准备好的白膜层（如从当地血液机构获得的），但

要经过适当的许可和授权。这种来源的白膜层往往有较大的体积，因此有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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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用于制备PBMC。这种人PBMC的制备方法同“猪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制备”。

5.人DC和单核细胞分离　制备过程从制备人PBMC开始（见“人PBMC制

备”）。此后，按照猪DC制备过程（见“猪DC和单核细胞分离”），其中（2）使

用MACS血液树突状细胞分离试剂盒Ⅱ（Miltenyi Biotec）代替原来使用的抗体

CD172a。这个分离试剂盒可以同时分离pDC、cDC1和cDC2。首先，除去非DC
细胞，先用抗人CD1c抗体（BDCA-1）（克隆：AD5-8E7；同种型：小鼠 IgG2a）
的单克隆生物素标记抗体混合物，然后使用微珠标记抗人CD14（同种型：小鼠

IgG2a）和抗人CD19（同种型：小鼠 IgG1）的单克隆抗体。通过磁珠标记CD304
（BDCA-4）、CD1c（BDCA-1）和CD141（BDCA-3）（抗体），在阳性筛选浆细胞

样和髓样树突状细胞之前，去除单核细胞和B细胞。用于所有DC的免疫磁珠标

记的三种标记物是CD304（BDCA-4/ Neuropilin-1），CD1c（BDCA-1）和CD141
（BDCA-3）。在2 ～ 8℃下进行孵育。

（1）参考“人PBMC制备”中制备的PBMC的细胞浓度。

（2）将PBMC悬液以300×g离心10 min。
（3）去除上清液并将细胞沉淀重悬于MACS缓冲液中（300 μl/每108个细胞）。

（4）每108个细胞，加入100 μl血液树突状细胞分离试剂盒Ⅱ中提供的FcR阻

断试剂，100 μl血液树突状细胞分离试剂盒Ⅱ中提供的非DC去除混合物。

（5）充分混合并在2 ～ 8℃下孵育15 min。
（6）每108个细胞加入5 ～ 10 ml MACS缓冲液洗涤细胞，并以300×g离心

10 min。
（7）去除上清液并将细胞沉淀重悬于MACS缓冲液中：500 μl/最多108个细胞。

（8）将MACS LD色谱柱放入MACS分离器的磁力架中。

（9）用2 ml MACS缓冲液冲洗色谱柱。

（10）将细胞悬浮液加到色谱柱中。

（11）收集流出色谱柱的未标记细胞，也收集两次各用1 ml MACS缓冲液冲

洗出的冲洗液。

（12）再将色谱柱洗涤两次，收集流出物，与（11）中的流出物混合（这是

未标记的，预富集的DC部分）。

（13）离心（11）和（12）中得到的细胞悬浮液，300×g离心10 min。
（14）去除上清液并将细胞沉淀重悬于400 μl MACS缓冲液中。

（15）加入100 μl由血液树突细胞分离试剂盒Ⅱ提供的DC浓缩混合液。

（16）充分混合并在2 ～ 8℃下孵育15 min。
（17）加入5 ～ 10 ml MACS缓冲液洗涤细胞，并在300×g下离心10 min。
（18）去除上清液并将细胞沉淀重悬于MACS缓冲液中（500 μl/最多108个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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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将MS色谱柱放入MACS分离器的磁力架中。

（20）用500 μl MACS缓冲液冲洗色谱柱。

（21）将细胞悬浮液加到色谱柱上。

（22）收集流过色谱柱的未标记细胞。

（23）用500 μl MACS缓冲液洗涤色谱柱3次。

（24）收集流过色谱柱的未标记细胞，与来自（22）的流出液合并。

（25）从MACS 分离器中取出色谱柱，然后将其放在15 ml收集管上方。

（26）取500 μl缓冲液加到色谱柱上，并立即将柱塞用力地推进色谱柱以冲洗

出磁性标记细胞（这些是DC）（见本章备注2）。
6.单核细胞及分化的人单核衍生的DC（MoDC）培养　该过程从分离人

单核细胞开始，采用与“人DC和单核细胞分离”中类似的方法，但使用CD14 
MicroBeads Human试剂盒（Miltenyi Biotec）。

（1）一旦分离出单核细胞，计数并在4℃下以300×g离心细胞10min。
（2）将细胞沉淀重悬于≤1ml无酚红的DMEM中，然后加入含有10%血

清、150ng/ml GM-CSF和100U/ml IL-4的无酚红DMEM，使终浓度为30ml中含

50×106个细胞；将细胞接种入150cm2的组织培养瓶中，并且在39℃孵育（对于

人细胞，必须使用健康献血者的人血清混合物）。

（3）在第1天和第3天，用含有10%血清、150ng/ml GM-CSF和100U/ml IL-4
的新鲜DMEM替换5 ml培养基。

（4）在第4天，用移液管清洗培养瓶内表面培养基中的细胞，这将使DC漂

浮，而巨噬细胞还附着在表面；然后取出培养基收集细胞，并以350×g，室温离

心 5 min；弃去培养基。

（5）将细胞沉淀重悬于≤1 ml PBS-/-/EDTA（4mmol/L）中。

（6）同时，加入10 ml冷PBS-/-/EDTA（4mmol/L）在冰上摇动培养瓶5 min，
以去除更多的半黏附细胞。

（7）将（6）中的细胞与（5）中的细胞沉淀物混合，然后在350×g，室温下再

次离心5 min；重新加入≤1 ml PBS-/-/EDTA（4 mmol/L），补足至10 ml并计数细胞。

（8）再次以350×g，室温离心5 min；重悬于≤1 ml含有10%血清的DMEM
中用作单核细胞衍生的DC（MoDC）。对于超过3 d的长期培养，最好多加入150 
ng/ml GM-CSF。

（四）其他细胞

如上所述，来源于猪病毒的RepRNA在猪细胞系的评估实验中可提供可靠

的参考。作为可重复的阳性对照，可用于分析DC和单核细胞；猪肾上皮细胞系

SK-6［由比利时根特大学（University of Ghent，兽医学系M.Pensaert教授慷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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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因其繁殖病毒效率高，支持RepRNA的复制，也可用于分析（图3-1）。这些

SK-6细胞对CSFV特别敏感［25］。

图3-1　RepRNA向DC和SK-6细胞的递送至和翻译

左图：RepRNA递送至猪DC（上图）和SK-6细胞内（下图）。将细胞在39℃（DC）/ 37℃（SK-6）
下与1μgFITC标记的RepRNA（绿色）和 IPEI的复合物孵育2 ～ 3 h。固定样品（多聚甲醛），透化（皂

苷），并用抗EEA-1抗体（红色）标记；细胞表面用针对CD172a（DC）或WGA-Alexa633（SK-6）（蓝色）

的抗体染色。右图：递送的RepRNA在猪DC和SK-6细胞中的翻译。将细胞暴露于1μg RepRNA和 IPEI
的复合物中2 h。在39℃（DC）/ 37℃（SK-6）下温育48 h后，如上将细胞洗涤，固定并透化，然后用针

对RepRNA编码的流感病毒NP抗原（绿色；仅DC）和E2抗原（红色）的抗体标记；细胞表面用WGA-
Alexa633（蓝色）染色

猪 DC

RepRNA 递送 RepRNA 翻译

RepRNA 递送 RepRNA 翻译

SK-6 细胞

5 μm

10 μm1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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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细胞培养瓶中接种，将细胞放在培养基A中2 ～ 3 h以有利于细胞在

37℃下黏附在培养瓶上。培养基A是MEM Hank’s培养基，是由Eagle的基础配

方（MEM），加Hank盐，2mmol/L L-谷氨酰胺和7%（v/v）瘟病毒和无支原体马

血清组成的）（见本章备注3）。一旦细胞黏附在培养瓶上，培养基A则被培养基B
取代，以促进细胞生长。培养基B是MEM（Earle’s）培养基，是由MEM加Earle
盐、2mmol/L L-谷氨酰胺和7%（v/v）瘟病毒和无支原体的马血清组成的。详情

见本章备注4和5。
T150培养瓶的细胞传代过程如下：

（1）从SK-6细胞单层中取出培养基（见本章备注6），用5 ml新鲜的预热的

（37℃）胰蛋白酶 -EDTA（0.05%）冲洗两次，然后每150 cm2培养瓶加入7 ml该
胰蛋白酶 -EDTA溶液。

（2）将胰蛋白酶溶液均匀平铺到被处理的培养物上，置于37℃直至细胞单层

被破坏，通常为5 ～ 10 min。
（3）轻轻敲打培养瓶以分离细胞，并加入3 ml培养基A（马血清会中和胰蛋

白酶）。将移液管头部深入到培养瓶底部对细胞进行上下吹吸，避免产生泡沫，

并将细胞转移到无菌50 ml试管中。

（4）取一个细胞样本进行计数，然后在室温下以250×g离心10 min以沉淀细

胞（这应该在收集细胞后尽快完成以除去胰蛋白酶）。

（5）将细胞沉淀重悬于≤1 ml培养基A（无血清）中，然后用含血清的培养

基 A补足至所需体积以获得所需的细胞浓度（见下一步）。

（6）轻轻地重悬细胞并将悬浮液加到新的培养瓶或培养皿中。对于常规传

代，最常用的稀释比例为1∶6 ～ 1∶10。这相当于接种浓度为（8 ～ 15）×106个

细胞 /150cm2培养瓶，传代频率为每周1次。

（7）在37℃下培养 1.5 ～ 3 h后，使用MEMEarle’s培养基（培养基B）替

换MEMHank’s培养基（培养基A），并在5%CO2、37℃下培养，直至细胞长满

或下一次细胞传代（通常为7 d）。传代频率不要超过每周1次，因为如果过频

细胞会被迫过度工作，在其达到通常需要的20次传代前会耗竭（见本章备注4 
和5）。

（8）对于接种平板或多孔载玻片（如Lab-Tek®Ⅱ），接种浓度为每毫升

（0.5 ～ 1）×105个细胞（6孔板2 ml/孔，24孔板1 ml/孔），多孔载玻片为200 μl/
孔（Lab-Tek®Ⅱ），确保培养基A与培养基B的使用顺序与（7）一致。这些细

胞根据需要的生长程度，可在24 ～ 72 h使用，但培养的总时间不得超过7 d。为

了防止长期过度增长（4 ～ 7 d），可以使用含有1%（v/v）马血清培养基B代替 
7%（v/v）马血清培养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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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制子生成

（一）RepRNA的特征

1. CSFV衍生的RepRNA概述　RepRNA来源于非致细胞病变的基因组CSFV
株Alfort /187（图3-2），对人无致病性，因此是生物安全性疫苗载体。通过从病

毒结构基因组中删除至少一个基因生成复制子［8，11，14］，将互补DNA（cDNA）拷

贝插入到低拷贝数噬菌体质粒T7聚合酶启动子下游的片段中［26］。将独特的SrfI
和SfiI限制性内切核酸酶位点置于精确的病毒基因组cDNA序列的3′端（图3-3A）

用于质粒线性化和“逃逸”RNA转录。删除或突变Npro基因可用于减弱Ⅰ型干扰

素诱导的调节作用［14，27，28］。

2. RepRNA应注意的重要遗传事项　部分或完全去除编码病毒结构蛋白的

复制子基因，同时保留编码聚合酶复合物的基因导致自我复制的RepRNA不

能产生子代病毒［10］。针对CSFV的有效复制子疫苗是通过去除病毒糖蛋白Erns

（ΔErnsRepRNA）并使用互补细胞系方法将ΔErnsRepRNA包装在VRP中［8，11］。图

3-3B显示了病毒基因组的示意图，图3-3A显示了复制子的线性化和转录本；荧

光素酶基因插入也有一个更通用的术语“GOI”代表插入感兴趣的基因。尽管缺

乏结构糖蛋白Erns，RepRNA仍然可以翻译和复制，但无法产生传染性子代。RNA
的5′非翻译区保留病毒核糖体进入位点以启动Npro基因和GOI的翻译；GOI的插入

图3-2　复制子制备示意图

用于生成RepRNA构建体的CSFV基因组亲本（病毒基因组）的基因排列：ΔErnsRepRNA代表Erns基

因缺失（ΔErns）；Δ糖蛋白或Δglyp RepRNA代表糖蛋白基因缺失（Erns、E1、E2；Δglyc）；Δ结构蛋白

或Δstrp RepRNA代表结构蛋白基因缺失（C、Erns、E1、E2；Δstrp）。5′-NTR携带核糖体进入位点以启

动翻译。必须使用Δglyp和Δstrp RepRNA构建体替换编码跨膜结构域的E2 基因C端部分和位于 Igκ基因

（Igκss）的E2和p7之间的信号肽酶切割位点，确保聚合酶复合物（p7 ～ NS5B）与ER正确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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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进一步修饰这些结构，以携带Npro自身蛋白酶基因下游的一个独特的NotI
限制性内切酶位点来实现的。脑心肌炎病毒内部核糖体进入位点（EMCV IRES）
设计在GOI插入位点的下游，以启动第二个可读框的翻译，从而产生双顺反子

RepRNA基因组。这允许翻译下游基因包括编码聚合酶复合物基因（p7 ～ NS5）
的EMCV IRES的翻译，因此提供了复制子复制的方法。总体来说，通过这种方

式，RepRNA具有很高的增加DC内抗原负荷的潜力［5，11-13］。

3.用于流感疫苗递送的RepRNA构建　如图3-3B所示，复制子的第一个顺反

子包含与终止密码子终止的GOI框内融合的Npro基因，第二顺反子介导剩余病毒多

聚蛋白的翻译（C ～ NS5B）［11］。笔者采用这种结构用于插入GOI，如编码流感病

毒血凝素（HA，H5N1/ Yamaguchi/2004和H1N1/California/2009），神经氨酸酶（NA，

H1N1/California /2009）或核蛋白（NP，H5N1/Yamaguchi/2004）（图3-4）［12-14］。使

用编码上述流感病毒抗原的基因替换了Luc-RepRNA中的荧光素酶基因（图3-4）。
另一个必要的实验是通过优化易位进入内质网（ER）来改善编码GOI糖蛋白HA的

图3-3　基本复制子构建示意图

A.由一个携带编码荧光素酶（Luc）的RepRNA质粒构建携带流感病毒基因的构建体（Luc）——

Luc-RepRNA。通过NotI插入荧光素酶基因Npro基因的限制性内切酶位点3′端（参见图3-2），EMC病毒

（EMCV）内部核糖体位点（IRES）的上游的，允许重新启动下游基因的翻译，包括编码聚合酶复合物的

基因（p7 ～ NS5B）。在体外转录RNA之前，质粒用SrfI限制性内切核酸酶在RepRNA cDNA序列的3′端
线性化。如果SrfI存在于目的基因（GOI）中，则可以使用SfiI限制性位点。这些用于线性化DNA质粒以

产生具有精确3′端的RepRNA RNA的“逃逸”位点在左侧展开，显示SrfI（优选）和SfiI的序列和切割位

点。B.代表在GOI位置携带荧光素酶基因的ΔErnsRepRNA的线性化序列。这是模板RepRNA序列用于产

生编码其他GOI的RepRNA，荧光素酶基因可由GOI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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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复制RNA疫苗递送到树突状细胞 49

图3-4　编码流感病毒抗原的复制子构建体

该构建体的荧光素酶基因如图3-3所示被GOI基因取代，也就是编码流感病毒抗原。图3-2中显示的

派生图例，用于产生ΔErns RepRNA、Δglyp RepRNA或ΔstrpR epRNA。A.对于ΔErns RepRNA，荧光

素酶基因在Npro基因（NA、NP、M、PB1或PB2 ΔErns RepRNA）的3′端被编码流感病毒NA、NP、M、

PB1或PB2的GOI取代。当GOI是糖蛋白基因时，如流感病毒HA，其位置必须位于编码RepRNA C蛋白

基因的下游，即Npro基因的3′端（C-HA-C ΔErnsRepRNA）。这确保了糖蛋白（HA）的正确ER易位。B.对
于Δglyp RepRNA，糖蛋白GOI位于Npro-C的下游，并且CSFV糖蛋白基因已经被删除；复制子被命名为

Δglyp RepRNA（C-HA Δglyp RepRNA）。对于Δstrp RepRNA，其缺乏所有的CSFV结构蛋白（C和所

有糖蛋白基因），荧光素酶基因被编码流感NA、NP、M、PB1或PB2的GOI在Npro基因（NA、NP、M、

PB1或PB2ΔstrpRepRNA）的3′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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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HA-糖蛋白GOI置于密码子优化的C蛋白基因的下游，紧跟Npro，与第一个

RepRNA序列的糖蛋白基因（缺失的Erns基因）的天然位置有关［14］。用这种方法，

C蛋白中代表删除Erns的ER易位信号的C端被用来驱动HA-糖蛋白GOI的ER易位

（图3-4）。另外，C基因密码子修饰和优化避免了与EMCV IRES下游C基因重复序

列的同源重组。

（二）质粒DNA体外转录RepRNA

如图3-3A中所示，用SrfI内切核酸酶［11，14］或SfiI内切核酸酶将质粒DNA
构建体线性化［12］。通过使用MEGAscript T7试剂盒（Ambion）进行体外“逃逸”

转录，可以从cDNA模板制备RepRNA［11，14］。插入的覆盖SrfI位点的替代SfiI限
制性内切酶位点，可确保用于线性化的酶的选择，这样就增加了结构的适用性，

以及在面对可用内切核酸酶因商业原因变化时的适应性。通过该方法，体外转录

通常每微克质粒模板产生10 ～ 25μg的RepRNA。

1.质粒DNA制备和线性化

（1）来自每个RepRNA的细菌大肠埃希菌XL-1蓝色甘油原种构建体储存

在-80℃。或者，纯化的质粒可用于转化感受态大肠埃希菌XL-1蓝细胞。通常将

冷冻甘油中细菌菌落接种在含50 μg/ml氨苄西林的LB琼脂上，37℃加湿孵育过夜

进行复苏。取一个细菌的菌落（克隆），在补充有50 μg/ml氨苄西林的200 ml LB
中扩增，用200 μl对数期LB预培养物接种，37℃振荡过夜。

（2）按照制造商针对低拷贝数质粒的标准程序进行操作（细胞悬浮的双倍体

积，裂解和中和溶液），用NucleoBond®Xtra Midi质粒DNA纯化试剂盒提取并纯

化质粒DNA（表3-1）。
（3） 用 分 光 光 度 测 定 法（NanoDrop 2000c， 表3-2；DNA，A260/A280应 为

1.8 ～ 2）测定质粒DNA的浓度和纯度，并调整DNA浓度至1 μg/μl。
（4）然后将质粒DNA在”逃逸“位点线性化（见本章备注7）。参见表3-3。

在37℃孵育至少2 h；孵育结束1.5 h后，通过凝胶电泳检查1 μl（100ng）得到的

反应混合物。一旦线性化完成后，即进行“苯酚提取线性DNA”。

表3-3　用于一次Srfl限制性切酶消化反应的实验材料

成分 容量

NEB 10×CutSmart®缓冲液 5 μl

SrfI（NEB）（20 000 U/ml） 1 μl

质粒 DNA 5 μg（通常5 μl）

无RNase H2O 50 μl终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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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苯酚提取线性DNA
（1）将50μl的H2O加入到50 μl线性化反应体系中，再加入苯酚 -氯仿 -异戊

醇100 μl（P∶C∶I），用手摇20s，室温下，以12 000 ～ 14 000×g离心2 min（如

施加较低的离心力，则需大于2 min）。
（2）将水相转移到一个新的1.5 ml螺旋帽微管（见本章备注8）中，其中含有

100 μl的P∶C∶I；用手摇匀（约20s），室温下，12 000 ～ 14 000×g离心2 min（如

施加较低的离心力，则需大于2 min）。
（3）将水相转入含100 μl氯仿∶异戊醇：25∶1（C∶I）的新型螺旋帽微管中，

用手摇20s，室温下，12 000 ～ 14 000×g离心2 min（如施加较低的离心力，则

需大于2 min）。
（4）将水相转移到（小心不要将任何氯仿转移到）新的1.5 ml螺旋帽微管中，

加入10 μl（体积的1/10）3 mol/L pH5.2无RNA酶（RNase）的NaOAc、2.5倍体

积100% 无RNase的乙醇（250 μl）；在冰上或-20℃下保存15 ～ 30 min，然后在

4℃下，以14 000×g离心10 min。
（5）小心弃去上清液，用1 ml 75%无RNase乙醇冲洗沉淀，用手摇20s，4℃，

14 000×g离心10 min。
（6）小心弃去大部分上清液（约1 ml），如果碰到细胞需要外加一次离心

（4℃，14 000×g离心1 min），确保与管的方向和第一次离心步骤相同，并去除剩

余的乙醇。去掉盖子，将细胞沉淀在37℃下干燥10 min。（切忌过度干燥！）

（7）当痕量75%无RNase的乙醇蒸发后，用10 μl不含RNase的H2O重悬沉

淀；在室温或37℃下静置至少10 min，然后漩涡并离心。保留0.5 μl（250ng）用

于凝胶电泳与非线性质粒比较。

3.体外转录

（1）使用MEGAscript®T7转录试剂盒，按照表3-4准备每次反应所需试剂。

（优选几次反应的RNA混合物，而不是来自一次反应的大体积量）。

（2）在37℃孵育2 ～ 3 h（更长的孵育将会导致更高比例的RNA转录本 

表3-4　用一次应的体外转录混合物

成分 容量

线性化 /苯酚提取DNA 4 ～ 5 μg（常规4 ～ 5 μl）

NTP混合物 8 μl

缓冲液10× 2 μl

T7 聚合酶混合液 2 μl

无RNase H2O 20 μl终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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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

（3）加入1 μl 由MEGAscript®T7转录试剂盒提供的 turbo DNA酶（DNase），
37℃孵育15 min（见本章备注9）。

4. RNA清洗步骤

（1）将MicroSpin S-400 HR凝胶过滤柱盖上盖子进行涡旋振荡，重新悬浮

树脂；松开盖子并取下盖子插头；将柱子放入收集管中，在室温下735×g离心 
1 min（为了达到包装凝胶最佳效果，时间和离心力735×g是关键控制因素）（见

本章备注10）。
（2）将色谱柱放入标记过的无RNase的Eppendorf管中；加40 μl不含RNase

的H2O至21 μl RepRNA样品（体外转录混合＋1 μl turbo DNase™）中，将这61 μl
混合液加到凝胶中间；避免移液器吸头接触凝胶。

（3）在室温下以735×g离心2 min（再次提醒，时间和735×g对于最佳纯化

至关重要），然后转移等分试样3 μl到新的1.5 ml螺旋帽微管中（然后样品必须储

存在-80℃）；保留1 μl RepRNA用于凝胶电泳实验。

5. RepRNA理化性质评价

（1）使用NanoDrop测量测定RepRNA浓度并评估其纯度（见本章备注11）。
（2）用体外转录物（RepRNA）在1%（W/V）琼脂糖凝胶上跑胶以评估RNA

的质量；首先在130V下进行不超过10 ～ 15 min的凝胶电泳直到拍摄第一张照片，

然后可以延长到30 min（图3-5A，见本章备注12）。电泳槽、TBE缓冲液、浇铸

板和用于电泳的任何其他材料保持尽可能无RNase状态。

（三）新鲜制备的RepRNA功能分析

1. RepRNA电穿孔　RepRNA的良好物理性质不能单独保证其功能活性。因

此，通常采用所谓的“RepRNA感染中心测定”（ICA）来量化转录物的特异性感

染能力［29］。该实验使用培养基代替传统上与 ICA一起用于病毒感染细胞的半固体

覆盖物，因为RepRNA不能产生任何子代病毒，而且不会扩散到最初转染的细胞

以外的细胞。

（1）通常在电穿孔48 h之前（一个150cm2的培养瓶产生2 ～ 3个电穿孔细

胞），将融合的SK-6细胞按照1∶4稀释，分到150cm2的培养瓶；2 ～ 3 h后，种子

细胞的完全培养基A被更换为培养基B。

（2）一旦SK-6细胞单层融合，取出培养基，用5 ml新鲜的预热（37℃）胰蛋

白酶 -EDTA（0.05%）冲洗两次，然后加入7 ml胰蛋白酶 -EDTA溶液并使细胞在

37℃下分离5 ～ 10 min。
（3）通过用力敲击培养瓶来取出细胞，然后加入3 ml完全培养基A（其中胰

蛋白酶已经失活）重新悬浮细胞。将移液管插入培养瓶底部上下吹打细胞，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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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A. RepRNA体外转录物理特性评估：通过1%（w/v）琼脂糖凝胶，130V 10 

min后（左图）和30 min（右图）时的迁移情况来评价其物理特性。两种RepRNA产物质量

良好（Good）并在电泳10 min和30 min后显示出一条带。相比之下，另外两个RepRNA产

物具有平均质量（Aver.），并且在30 min后检测不到，表明相应的RepRNA已被降解。B.用

电穿孔将RepRNA导入免疫过氧化物酶（E2）染色的SK-6细胞，在感染中心测定中分析；

通常来自1 ～ 3个周期的SK-6细胞有丝分裂的2个、4个或8个细胞可以观察到。C.凝胶阻

滞测定和RNAse保护。当用RNAse H处理时，裸露的RepRNA显示出特征性的降解碎片特

性，而受RNase保护的复合RNA仍然与凝胶顶部的递送载体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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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泡沫，并转移到50 ml无菌离心管中；250×g离心沉淀细胞5 min；取样并计

算细胞数。

（4）每次电穿孔使用一个6孔板。单独添加完全培养基A在孔1中分别在孔

孔2 ～ 6，种入7×105个SK-6细胞（每孔2 ml，每毫升培养基3.5×105个细胞）；

在电穿孔前将细胞在37℃下黏附2 ～ 3 h。
（5）同时，用50 ml冷的无RNase的钙 /镁（1×）（PBS+/+）重悬剩余的细胞；

通过在250×g下离心5 min收集细胞；重复该步骤两次（总共3次洗涤步骤）。

（6）解冻1μg RepRNA，并加入10 μl不含RNase的H2O到 1.5 ml螺旋帽微管

中。放在冰上。

（7）将细胞重悬于冷无RNase PBS+/+中并调整细胞浓度为2×107/ml（将细胞

一直保持放在冰上）。

（8）在冰上预冷电穿孔比色皿（2mm间隙，长电极）；准备ECM 830方波电

穿孔系统如下：电压设定为980V，2个脉冲（100μs），两脉冲之间的间隔为1s（如

果是其他方案，使用电穿孔装置或其他细胞进行电穿孔条件必须预先优化）。

（9）将400 μl细胞（8×106个细胞）加入到含有1μg RepRNA（10 μl）的试管

中，上下抽吸5 ～ 6次混合，并立即转移到预冷的电穿孔比色皿中。

（10）立即进行电穿孔，然后让细胞在室温下恢复5 ～ 10 min。RNA混合细

胞与电穿孔的间隔时间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

（11）对于每次电穿孔，准备1个空的无菌5 ml管（孔1）和5个含有900 μl
稀释缓冲液（PBS+/+加1%热灭活马血清）的管（孔2 ～ 6）。

（12）用600 μl稀释缓冲液重悬电穿孔的细胞并转移到管1；按照10倍连续稀

释将100 μl细胞移液到准备好的管2 ～ 6中（每次更换移液器吸头并在每次稀释

之间充分混合）。

（13）从管1 ～ 6稀释液中，各吸取100 μl转移到相应的含有2 ml完全培养基

的孔中（孔1不应该有预种细胞）；均匀分散细胞（无须旋转、敲击！）并让它

们在37℃培养箱中培养4 ～ 6 h。
（14）用新鲜和预热的2 ml培养基B替换完全培养基A；48 ～ 72 h后，继续

下面的步骤。

2.免疫过氧化物酶染色法对RepRNA的特定传染能力进行量化

（1）小心地从孔中吸出上清液并用PBS+/+洗涤两次。

（2）加入80%乙醇（储存于-20℃），在冰上放置15 min进行固定并透化细

胞；用PBS+/+洗涤两次。

（3）在室温下，将固定细胞与PBS+/+稀释的一抗（抗E2或抗NS3，表3-5）
孵育30 min；用PBS+/+洗涤两次。

（4）在室温下将细胞与用PBS+/+稀释的二抗孵育30 min（抗小鼠 Ig /H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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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复制RNA疫苗递送到树突状细胞 57

用PBS+/+洗涤两次。

（5）准备底物溶液（该溶液具有致癌性；穿戴适当的保护装置，并妥善丢

弃）。适用于两块板的混合物：

12 ml 50 mmol/L NaOAc（pH＝5）。
0.5 ml H2O2（1%）。

0.5 ml 4 mg/ml 3-氨基 -9-乙基咔唑 -N，N-二甲基甲酰胺（AEC）（在使用前

直接添加）。加入1 ml /孔的底物并室温孵育10 ～ 30 min。
（6）当信噪比最佳时（10 ～ 30 min，在显微镜下观察；不要染太久，以免背

景过量；参见图3-5B，了解RepRNA翻译 /复制的焦点如何出现），通过取出底物

来终止反应（正确丢弃）。用PBS+/+洗涤两次。

（7）每孔加入1 ml PBS+/+；储存在4℃ ；染色稳定期限可达几周。

通过细胞的阳性染色，用显微镜计数分析每孔小病灶数。使用Lorenz和
Bogel的公式，计算RepRNA（感染单位：IU/μgRNA）的特定感染力［30］。见图

3-5B提供的实例。孔1、孔2的染色细胞巨大、重叠（染色细胞焦点无法区分）

无法计数；在孔6中，没有可检测到的染色细胞。因此，从孔3 ～ 5计算焦点数

和滴度如下：

孔3：10-3μg RepRNA＝69焦点

孔4：10-4μg RepRNA＝9焦点

孔5：10-5μg RepRNA＝1焦点

→N＝69＋9＋1＝79
滴度＝79/111×105＝0.71×105＝7×104 IU/μg RNA

（四）RepRNA与合成递送工具整合

RepRNA是个大分子（12 ～ 15kb），具有较高的RNase敏感性，所以很少

被DC内化整合。DC高效内化整合引起RepRNA细胞质内释放用于翻译和复制，

是有效疫苗的绝对要求。内化可以通过下列方法完成：①RepRNA与PEI缩合；

②RepRNA包封成壳聚糖纳米粒子；③RepRNA与阳离子脂质缩合。表3-6提供

了不同配方所需的各种化合物组分清单。

1.基于PEI的复合体

（1）复合配方：所有操作均要在无RNase的层流罩（超净工作台）内进行，

用于配制配方所使用的RNaseZap®溶液、移液器、吸头、试管和任何其他消耗品

必须不含RNase。下列给出1μg RepRNA的实验步骤；如果RepRNA量较高，则

要相应地增加体积。依据聚合物的不同来源、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分子量，该实

验方案中的RepRNA /聚合物重量值可做调整；下面给出了1∶1、1∶2、1∶3和1∶6
比例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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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用于各制剂配方的化合物列表

成分 储存浓度 来源

Polyethylenimine-based  polyplex

lPEI（MW 22 kDa） 1 mg/ml，store at
-20 ℃

Pr. P. Guégan，Ivry-sur-Seine，France

his-PEI（PEI modified with 16 % 
histidine residues per molecule；MW 
＝34，5 kDa）

1 mg/ml，store at
-20 ℃

Polytheragene，Evry，France ［31］

OptiMEM I+ Glutamax Gibco—Life Technologies，51985

RNase-free HEPES solution 10 mM pH7.4，store at  
4 ℃

Sigma-Aldrich，H3537-100ML

Chitosan  nanoparticles

Low viscosity chitosan from crustacean 
cell with deacetylation degree of 
approximately 95 %（MW 100 kDa）

1 %（w/v） in RNase- 
free H2O，store at

-20 ℃

Primex，Siglufjordur，Iceland

Sodium triphosphate pentabasic（TPP），
purum p.a.，≥98.0 %（T）

Powder store at RT Sigma-Aldrich，72061

Sodium alginate Powder store at RT Medipol SA，Lausanne，Switzerland
（raw material：Keltone LVCR，

ISP，San Diego，CA）

Lipofectamine® 2000 Reagent Store at 4 ℃ 11668-019

Lipoplexes with cationic lipids

NL10 1 mM，stored at 4 ℃ OZ Biosciences，Marseille，France

NL21 1 mM，stored at 4 ℃ OZ Biosciences，Marseille，France

NL42 1 mM，stored at 4 ℃ OZ Biosciences，Marseille，France

DreamFect™ 1 mM，stored at
-20 ℃

OZ Biosciences，Marseille，France 
DF40500

Lullaby 1 mM，stored at 4 ℃ OZ Biosciences，Marseille，France 
LL70500

Dogtor 1 mM，stored at
-20 ℃

OZ Biosciences，Marseille，France

EcoTransfect 1 mM，stored at 4 ℃ OZ Biosciences，Marseille，France 
ET10500

NL124 1 mM，stored at 4 ℃ OZ Biosciences，Marseille，France

Dog-CNE 1 mM，stored at 4 ℃ OZ Biosciences，Marseille，France

NL10-CNE 1 mM，stored at 4 ℃ OZ Biosciences，Marseille，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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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14 μl 10mmol/L pH7.4的无RNase HEPES缓冲液稀释1μg RepRNA（“RepRNA
溶液”）。

2）用10mmol/L pH7.4的无RNase HEPES缓冲液（“PEI溶液”）对线性PEI
（IPEI）和（或）his-PEI进行双倍稀释（根据样品数量和RepRNA /聚合物重量值

计算体积）（见本章备注13）。
3）滴加2 μl、4 μl、6或12 μl的PEI溶液（分别为1∶1、1∶2、1∶3或1∶6比例）

到14μl重组RNA溶液中，同时涡旋振荡，然后室温孵育30min。
4）用无血清Opti-MEM调节体积（200 ～ 500 μl用于FACS，200 μl用于共聚

焦显微镜）。

5）将样本溶解在10 mmol/L pH 7.4的无RNase HEPES缓冲液和无血清Opti-
MEM®溶液中，使用Zetasizer Nano ZS（MalvernInstruments，UK）或qNano（Izon，
UK）测量尺寸、多分散指数（PDI）和 ζ-电位［12］。

（2）多聚物对RepRNA的RNase的保护作用：保护RepRNA不被RNase降解

是任何递送系统都必须达到的基本功能。这里使用凝胶电泳迁移率变化法研究了

RepRNA与递送工具的相互作用及RNase保护作用。

1）制备PEI/RepRNA复合物，在含溴化乙锭的1%（w/v）琼脂糖凝胶上，在

130 V的Tris-乙酸缓冲液中电泳30 min。通过GelDoc-It® TS成像系统可见ReRNA
阻滞，并拍照。

2）在RNA凝胶阻滞实验中，将1U的RNase H加入到预先形成的复合物

中，37℃下孵育30 min，然后按上述方式加载。通过GelDoc-It® TS成像系统可见

ReRNA阻滞，并拍照，如图3-5C所示。

（3）猪和人细胞的聚合物内化整合：观察RepRNA与DC的相互作用，细胞

的内吞和释放都需要标记RepRNA。使用荧光素或罗丹明Mirus标记试剂盒，以

1∶2试剂 /RepRNA重量值，或在合成过程中掺入Dy490-UTP标记的RepRNA都可

以进行标记［12，13］。

1）Lab-Tek®Chamber Slides Ⅱ，每孔包被200 μl用PBS-/-稀释的15 μg/ml人
纤维连接蛋白，使纤维连接蛋白在室温下黏附1 h。

2）用H2O连续三次清洗Lab-Tek®实验孔以去除多余的纤维连接蛋白。每孔

加入200 μl细胞悬液——200 000个血DC（bDCs），或者用DMEM/10%血清 /IL-4/
GM-CSF稀释的MoDC（见“细胞准备与培养”），细胞放置过夜以便黏附。

3）Lab-Tek®Chamber 350×g，4℃下离心10 min，以确保不丢失任何松散的

贴壁细胞。

4）用DMEM连续清洗Lab-Tek®Chamber三次，以去除可能干扰细胞内进程

的残余血清。

5）DC在冰上预冷30 min，在37℃ /39℃下暴露30 min（见“复合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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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00 μl Opti-MEM溶液溶解1μg的复合重组RNA，然后将温度调至37℃ /39℃，

持续1 h。
6）用PBS+/+洗涤，然后进行经典的两步法细胞内染色，如前所述［12，13，32］。

可用于共聚焦显微镜的各种抗体列于表3-5。
（4）复合物提供的RepRNA在转染细胞内的翻译 /复制：笔者小组发现上述

标记的RepRNA（见“猪和人细胞的聚合物内化整合”）废除了其翻译和复制能力

（数据未显示）。因此研究递送未标记的RepRNA后RepRNA的翻译使用。该过程

从“猪和人细胞的聚合物内化整合”中的1）～ 4）开始。

1）将细胞在37℃ /39℃下暴露于聚合复合物2 h；用DMEM/10%血清 /IL-4 /
GM-CSF洗两次（见“细胞准备与培养”）；在DMEM/10%血清 /IL-4/GM-CSF中

培养细胞48 ～ 72 h。
2）用PBS+/+洗涤，然后进行经典的两步操作法进行细胞内染色，如前所 

述［12，13，32］。可用于共聚焦显微镜的各种抗体，列于表3-5中。

（5）注射到小鼠体内的聚合物配方：小鼠的免疫试验由伯尔尼州动物福利委

员会批准，许可证号为BE72/12，符合瑞士动物保护法。如前所述［12，13］，BALB/
c小鼠在第0天、28天和56天皮下接种疫苗。每种疫苗含有0.4 μg的RepRNA-HA
和0.4 μg的RepRNA-NP。以下方案共给6只小鼠注射（由于注射器存在死体积浪

费，按照7只小鼠计算体积）；应根据不同的小鼠数量进行体积调整。另外，类

似方案可用于 lPEI（本案例）或his-PEI。
1）在10 mmol/L pH7.4 HEPES缓冲液＋葡萄糖5%中稀释2.8μg RepRNA-HA

（7只小鼠×0.4μg），终体积＝39.2 μl（RepRNA-HA溶液）。

2）根据RepRNA-IPEI比例，分别用2.8 μl/5.6 μl/8.4 μl/16.8 μl 10mmol/L pH 
7.4 HEPES缓冲液稀释2.8 μl/5.6 μl/8.4 μl/16.8 μl IPEI（1 mg/ml）（“IPEI溶液”）。

3）滴加 IPEI溶液到RepRNA-HA溶液中，同时涡旋振荡，在室温下孵育30 
min（“IPEI/RepRNA-HA”）。

4）随后，用RepRNA-NP代替RepRNA-HA重复步骤1）～ 3）得到（“IPEI /
RepRNA-NP”）。

5）当30 min的孵育时间结束后，将 IPEI / RepRNA-HA和 IPEI/RepRNA-NP
溶液混合以便进行基因突变（总体积＝78.4 μl）。

6）用1321.6 μl［pH7.4 HEPES缓冲液＋5%葡萄糖］加到1400 μl。
7）皮下注射；每只小鼠用200 μl（见本章备注14）。
2.壳聚糖纳米粒子

（1）壳聚糖纳米粒子配方：所有操作均要在无RNase的层流罩（超净工作

台）内进行，用于配制配方所使用的RNaseZap®溶液、移液器、吸头、试管和任

何其他消耗品必须不含RNase。下列给出含有1 ml终体积的8μg RepRNA壳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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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粒子的实验方案；如果RepRNA浓度较高，体积必须相应增加。

1）制备1%（w/v）壳聚糖储备溶液，将壳聚糖置入无RNase的水中，缓慢加

入1mol/L HCl直至所有壳聚糖溶解（HCl必须使用0.2μm过滤器过滤）；溶液的

pH应为3.5 ～ 4.0。这个步骤必须在搅拌条件下缓慢进行。随着壳聚糖溶解，溶液

的pH会增加，因此必须多次加入HCl保持pH低于4.0。当溶液的pH增加不高于

4时，壳聚糖将完全溶解。该溶液分装后可以在-20℃下储存1年。避免将分装试

样冻融两次以上。

2）按照1∶10比例，用无RNase的H2O稀释1%壳聚糖原液制备0.1%（w/v）
壳聚糖溶液；用0.2 μm过滤器过滤。

3）制备不含RNase的0.1%（w/v）藻酸盐水溶液。最高速度涡旋振荡2 min
以溶解藻酸盐；用0.2 μm过滤器过滤。

4）用不含RNase的水制备0.1%（w/v）TPP。短时涡旋振荡溶液以确保TPP
完全溶解；用0.2 μm过滤器过滤（见本章备注15）。

5） 吸 取25 μl的0.1%TPP和8 μg RepRNA， 混 合（ 加 入TPP之 前， 调 整

RepRNA浓度到1 ～ 2 μg/μl）；在室温下孵育10 min（TPP/RepRNA溶液）。

6）取250 μl 0.1%壳聚糖溶液置于5 ml玻璃容器中，磁力搅拌；采用最大速

度搅拌但避免溶液产生气泡（见本章备注16）；搅拌下滴加TPP/RepRNA溶液，

室温搅拌2 h（壳聚糖 /TPP/RepRNA溶液）。

7）用不含RNase的水稀释壳聚糖 /TPP/RepRNA溶液至500 μl；再搅拌 
10 min。

8）壳聚糖纳米粒子包被步骤：将500 μl 0.1%藻酸盐溶液置于带有磁力

搅拌器的5 ml玻璃容器中；采用最大速度但避免产生气泡；使溶液的pH达到

8.5 ～ 9.0。
9）用带有21 ～ 22G皮下注射针头的1 ml注射器吸入500 μl壳聚糖 /TPP/

RepRNA溶液，搅拌下慢慢加到0.1%藻酸盐溶液中；始终监控pH，必要时用0.1 
mol/L NaOH溶液（用0.2 μm过滤器过滤，无RNase）调整pH；避免pH低于6.5

（壳聚糖 /TPP/RepRNA /藻酸盐溶液）；在室温下搅拌2 h；应在同一天内使用。

10）将样本溶解在10mmol/L pH7.4无RNase HEPES缓冲液和无血清Opti-
MEM®溶液中，采用Zetasizer Nano ZS（Malvern Instruments，UK）或qNano（Izon，
UK）测量尺寸、多分散指数和 ζ-电位［12］（见本章备注17）。

（2）由壳聚糖纳米粒子提供RepRNA的保护作用免除RNase破坏：对于壳聚

糖纳米粒子提供的RNase保护作用测定，多聚物对RepRNA的RNases的保护作

用”中描述的实验步骤不适用，因为体积太小，无法点样到琼脂糖凝胶上。因

此，使用先前描述的方法——10%（w/v）聚丙烯酰胺中加入133mmol/L Tris-HCl、
45.5 mmol/L硼酸和3.2 mmol/L EDTA的35%（w/v）尿素凝胶［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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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壳聚糖纳米粒子细胞内化整合：该过程从“猪和人细胞的聚合物内化整

合”中的1）～ 4）开始。

1）将DC在冰上预冷30 min；然后将壳聚糖纳米粒子放置在37℃，2 ～ 24 h。
2）用PBS+/+洗涤，然后用经典的两步操作法进行细胞内染色，如前所 

述［12，13，32］。可用于共聚焦显微镜的各种抗体列于表3-5。
（4）由壳聚糖纳米粒子提供的在转染细胞中的RepRNA翻译 /复制：该过程

从“猪和人细胞的聚合物内化整合”中的1）～ 4）开始。

1）将细胞在DMEM＋10%血清中于37℃下暴露于壳聚糖纳米粒子2 h；用

DMEM＋10%血清＋ IL-4＋GM-CSF洗涤2次；将细胞在DMEM＋10%血清＋

IL-4＋GM-CSF溶液中培养48 ～ 72 h。
2）用PBS+/+洗涤，然后用经典的两步操作法进行细胞内染色，如前所 

述［12，13，32］。可用于共聚焦显微镜的各种抗体列于表3-5。
（5）用于注射小鼠的壳聚糖纳米粒子配方：小鼠的免疫试验由伯尔尼州动物

福利委员会批准，许可证号为BE72/12，符合瑞士动物保护法要求。如前所述，

在第0天、第28天和第56天通过皮下注射为BALB/c小鼠接种疫苗［12，13］。每次

接种疫苗注射0.4μg RepRNA-HA和0.4μg RepRNA-NP。该方案是针对6只小鼠给

出的（由于注射器存在体积浪费，按照7只小鼠计算体积）；对于不同数量的小

鼠，计算相应的体积。

1）按照子标题“壳聚糖纳米粒子配方”中描述的相同配方配制壳聚糖 /TPP/
RepRNA-NP/藻酸盐溶液和壳聚糖 /TPP/RepRNA-HA/藻酸盐溶液”。

2）将350 μl的两种配方混合（总体积＝700 μl）。
3）依次加入35 μl BPPcysMPEG（2μg/μl）、31 μl无菌无RNase水和350 μl 

4×无菌PBS-/-。

4）皮下注射；每只小鼠用200 μl。
3.基于脂质的脂质复合物

（1）脂质复合物配方：所有步骤均应在无RNase和无菌条件下使用无RNase
的设备和试剂进行。下列方案显示了1μg阳离子脂质的RepRNA的配方，该脂质

体从OzBio-sciences®获得，即NL10、NL21、NL42、Dogtor（DOG）、DreamFect™
（DREAM）、Lullaby（LUL）、Ecotransfect、NL124、Dogtor-Cationic纳米乳液（DOG-
CNE）和NL10-阳离子纳米乳液（NL10-CNE）。通常，对于前1～7个脂质，按照

3∶1（w/v）的RepRNA-脂质比例来配制阳离子脂质复合物，对于第8 ～ 10个脂

质，比例为1∶1（v/v），然而，该比例可以相应地变化。

1）用总体积为50 μl的无血清Opti-MEM®稀释1μg RepRNA（RepRNA溶液）。

2）在稀释前将使用脂质放在室温至平衡，3 μl脂质用47 μl无血清Opti-
MEM®（脂质溶液）进行稀释（见本章备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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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脂质溶液与RepRNA溶液或50 μl NL124/DOG-CNE/NL10-CNE缓慢滴

加混合。

4）短时涡旋混合混合物，使脂质与RepRNA分子在室温下混合20 min（对于

DOG-CNE和基于NL10-CNE的复合物应在4℃下混合1 h）。
5）将样品用无RNase水稀释，使用Zetasizer Nano ZS（Malvern Instruments，

UK）或qNano（Izon，UK）进行脂质体复合物的大小、多分散指数和 ζ-电位评 
估［12］。

（2）脂质体复合物保护RepRNA免于RNase降解：成功递送工具的基本特性

就是保护RepRNA不被RNase降解。RepRNA与递送工具的相互作用和RNase保
护作用可以通过凝胶电泳迁移率变动分析进行评估。

1）制备了脂质 -RepRNA复合物，将其加到含溴化乙锭的1%琼脂糖凝胶上，

在130V的三乙酸缓冲液中跑胶30 min。由GelDoc-It TS成像系统观察ReRNA延

迟并拍照。

2）在RNase分析中，将1U的RNase H添加到预制的脂质复合物中，37℃下

孵育30 min，按照“多聚体对ReRNA的RNase的保护作用”中的方法进行样品加

载。由GelDoc-it TS成像系统观察ReRNA延迟并拍照。如图3-5C所示。

（3）脂质复合物的细胞内化：为了观察RepRNA分子与DC的相互作用及它

们通过各种内吞途径的转运和细胞溶质释放过程，使用带有荧光素分子标记的

Mirus®标记试剂盒按照1∶1试剂 /RepRNA重量值标记RepRNA［13］。该过程从子

标题“猪和人细胞的聚合物内化整合”中1）～ 4）开始。

1）用脂质复合物将DC在37℃刺激30 min或1 h（参见“脂质复合物配方”，

每孔1μg复合物RepRNA，加200 μl Opti-MEM®溶液）。

2）随后，细胞用DMEM洗涤1次以除去多余的脂质复合物，按照先前描述，

对感兴趣的抗原进行染色［12，13，32］。各种可用于共焦显微镜的抗体见表3-5。
（4）脂质体复合物提供RepRNA在感染细胞内的翻译 /复制

1）为了研究RepRNA的脂质介导的翻译，按照“脂质复合物的细胞内化”

所述，用未标记的RepRNA刺激细胞，随后持续培养细胞（DMEM＋10%血清＋

IL-4＋GM-CSF）48 h或72 h，以促进RepRNA翻译。

2）细胞用PBS+/+至少洗涤一次，按照前面描述的经典的两步细胞内染色方 
案［12，13，32］对抗原进行染色。表3-5列出了可用于共聚焦显微镜的各种抗体。

（5）用于注射小鼠的脂质复合物：使用的实验动物得到了伯尔尼州当局及瑞

士联邦政府的批准（许可证号为BE 72/12）。如前所述在第0天、第28天和第56
天皮下为BALB/c小鼠皮下接种疫苗［12，13］。以每只动物每接种周期0.4 μg RNA构

建体（RepRNA-HA和RepRNA-NP）进行接种。以下是供6只动物使用疫苗混合

物的接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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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PBS+/+稀释12 μg RepRNA-HA和12 μg RepRNA-NP（每种RepRNA，6
只小鼠×2μg）使最终体积为300 μl（RepRNA溶液）。

2）使用前让所有相关的阳离子脂质平衡至室温。

3）依据所用的脂质不同：用204 μl PBS+/+稀释96 μl的Dogtor或Lullaby；或

用228 μl PBS+/+稀释72 μl电转液；或使用未经稀释的DOG-CNE和NL124。
4）以逐滴的方式添加300 μl的Dogtor、Lullaby或电转液到含300 μl RepRNA

溶液的试管中，短时涡旋振荡。室温下让脂质、RepRNA分子复合20 min。同样，

加入300 μl未稀释的DOG-CNE或NL124到含有300 μl RepRNA溶液的分离管中，

在4℃下使DOG-CNE 与RepRNA复合1 h，NL124在室温下放置20 min。

（五）实验数据读出

1.体外数据读出　表3-5列出了流式细胞仪和共聚焦显微镜所使用的抗体清

单。共聚焦显微镜可使用Leica TCS-SL或Nikon EclipseTi显微镜。这两种技术以

前都有详细描述［12，13，32，34-36］。

荧光素酶报告试验采用的标准程序如前面所述［11，37］。

2.体内数据读出　对于体液反应评估，通过间接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

法，评估血清抗HA和抗NP的抗体滴度［12，13］。对于细胞反应评估，使用标准T
细胞再刺激试验［12，13］或细胞因子分析试验［12，38-40］。

四、合成RepRNA递送系统的应用

（一）用于递送RepRNA到DC的可生物降解配方

2008年第一次提出合成、可生物降解颗粒的自扩增RepRNA疫苗的递送系统

后［14］，络合RNA递送到DC的方法已经适用于多糖、多聚复合物和脂质复合物。

基于壳聚糖的纳米粒子（由于它们的凝胶状基质结构称为纳米凝胶）和多聚复合

物配方已经证明了RepRNA递送到DC的有效性。RepRNA在物理上与递送工具相

关，这很重要，由于RNA单独不能进入DC，或者在没有运载工具的情况下在体

内不能诱导免疫反应［12-14］。RepRNA可递送到DC，有利于作为疫苗的携带GOI
的RepRNA翻译，以及DC中RNA的复制。反过来，这与体内对由GOI编码的抗

原的体液和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的诱导有关，如流感病毒HA和NP。

（二）RepRNA递送到DC的前景

由于基于RepRNA的疫苗适应GOI编码疫苗的抗原选择的能力，以及其自我

复制或自我放大特性，因此很容易递送许多疫苗抗原，特别是弱免疫原性抗原，

包括肿瘤抗原。这些RepRNA分子可以在无细胞条件下生产。因为递送工具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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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的组分最终都进入疫苗，所以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如何避免使用复杂和昂贵

的基础设施进行细胞培养或卵培养，以及避免潜在的通过动物、植物或微生物对

产品的污染。

既保护RepRNA又能促进递送的可生物降解的运载工具技术已经被攻克，它

可诱导有效免疫防御系统发育。RepRNA如果是非致细胞病变的，与源自CSFV
的RepRNA一样，则递送到DC后，可确保细胞的存活以维持抗原合成，进一步

增强免疫防御系统的发育。在至关重要的抗原递呈细胞（如DC）中，RepRNA的

翻译促进了参与诱导体液免疫和CMI防御的免疫系统核心的抗原产生。

RepRNA的自扩增特性、可生物降解和运载工具的生物安全性，促进了

新型合成疫苗的开发，目前正在评估保护性流感疫苗的免疫稳健性和广谱性。

RepRNA可快速进行修饰并快速制备递送工具，有助于解决紧急情况，如在流行

病和大流行期间。递送载体的阳离子性质对于RNA递送是有利的，但也提供了潜

在的与合成佐剂的缔合能力。实际上以上提到的用于体内评估RepRNA递送的佐

剂已被证明是特别有效的。

五、总结

RepRNA疫苗是可进行完全合成和生物降解的。因此，它们没有受到与目前

更为传统的疫苗生产方法有关的生产滞后和风险的困扰。它们在预防和治疗方

面有很高的潜力。然而，RepRNA庞大而复杂的性质需要特别的研究来克服其在

生物环境中生存（保护）和跨越细胞膜屏障（DC靶向）的能力。本章提供了笔

者小组目前基于PEI，壳聚糖或阳离子脂质的制剂，用于将编码流感病毒抗原的

RepRNA传递给DC。重要的是，其合成载体对DC的靶向作用可以通过细胞穿透

肽（CPP）或针对细胞表面受体的配体（如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的形成来进行

调控。这依次影响到DC摄取的内源性细胞途径、RepRNA胞质易位、翻译 /自我

复制，并最终影响到RepRNA疫苗成功的可能性。

六、备注

1.在这个阶段，重要的是将离心速度从350×g降低到250×g，以去除血

小板。

2.为了提高DC的纯度，洗脱的部分可以从第二个或者以上的MS或LS色谱

柱进行富集。使用新柱，按照“人DC和单核细胞分离”中（19）～（26）所述，

重复磁力分离程序。

3.仅使用马血清，绝不使用牛血清。牛血清可能含有瘟病毒（牛性腹泻病毒）

或瘟病毒 RNA，干扰SK-6中的RepRNA细胞，导致污染和假阳性结果。

4.该方案设计为每5 ～ 7天进行一次传代。在特殊情况下，有可能以较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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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传代这些细胞。然而，应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因为它将迫使细胞更快地代

谢，最终会导致其长得更慢，看起来更像颗粒，对病毒或复制子感染的敏感性也

会降低。

5.人们倾向于把传代的代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笔者小组倾向于传代到

20次，然后从液氮储存罐中拿出一个新的安瓿来重新开始复苏。这确保细胞对

CSFV感染仍然最敏感，从而确保复制能力。尽管如此，这些细胞可以在第20代

以后继续传代，直到有增加粒度的迹象、细胞生长放缓或复制子翻译和复制的能

力降低为止。这时就必须从液氮储存罐中解冻新细胞，或进行克隆，以分离出可

以提供复制子翻译 /复制能力最高的细胞。从液氮罐取出新安瓿进行新鲜培养是

最好的选择。

6. SK-6细胞在传代后可能倾向于在细胞的“岛”中生长，然后才开始形成单

层细胞。由于这一点，人们经常说，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单层细胞，但有空白区

域。但这不是问题，细胞仍然可以每周传递一次。

7.限制性内切酶的识别位点被设计为包含SrfI和SfiI两种限制性内切酶位点；

SrfI酶切是首选的，因为它会产生钝端（图3-3A）。如果GOI包含SrfI，可以使用

SfiI。
8.在这一阶段，必须确保所有的管、加样头和液体是无RNase的。

9.核苷修饰的RepRNA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制备。以5-甲基 -CTP、伪 -UTP
或2-Thio-UTP部分或完全替代UTP或CTP，可以提高其稳定性，保护其不受核酸

酶的影响。

10.拆卸插头时，使用手套避免接触柱尖。使用RNaseZap RNase去污液清洗

离心机盖和转子，然后在旋开柱时避免转录本对RNase的暴露。

11.对于RNA，A260/A280和A260/A230的值必须分别为1.8 ～ 2.1和大于2；如果没

有，则建议启动新的RepRNA生产。

12.从笔者的经验来看，经过10 min的凝胶电泳后，RepRNA显示的细条带是

衡量RepRNA质量的一个指标。然而，平均质量的RepRNA也可能在短时间内显

示一条细条带。因此，电泳时间必须延长到30 min：不稳定的RepRNA会逐渐降

解，不能根据经验判断（图3-5A）。

13.可以用CPP执行“预步骤”。将2 μl、4 μl、6 μl或12 μl（分别为1∶1、1∶2、
1∶3或1∶6） 的PEI溶 液 添 加 到 的0.5μmol/L的Arga（BAP-301）、HIV-1 TAT

（47 ～ 57）（BAP-303）、渗透蛋白（BAP-306）中或CyloP-1（BAP-307）中，它

们全部来自德国Tübingen EMC微收集有限公司；同时涡旋振荡，在室温下孵育

30 min。
14.“注射到小鼠体内的聚合物配方”中5）后，将70μg佐剂，如Pam3Cys-

SK4和S-［2，3-bispalmitoyiloxy-（2R）-propyl］-R-cysteinyl-amido-monometh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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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二醇（BPPcysMPEG）加入到重悬液体中，使终体积为1400 μl（然后每只小

鼠接受10μg佐剂）。

15.所有0.1%（w/v）壳聚糖、海藻酸钠和TPP溶液必须在同一天制备。

16.在 该 配 方 的 这 一 步， 在 搅 拌10 min时， 才 可 将Lipofectamine® 2000
试剂滴加到壳聚糖中。8 μl/ml 是Lipofectamine® 2000的最有效浓度。然后

在 壳 聚 糖 /Lipofectamine®2000中 滴 加TPP/RepRNA溶 液， 在 室 温 下 壳 聚 糖 / 
Lipofectamine®2000/TPP/RepRNA溶液搅拌2 h。程序的其余部分保持不变。

17.透明质酸作为海藻酸钠的替代物，可用于修饰壳聚糖纳米粒子表面。因

此，有可能省去TPP。此外，还可以利用糖结合物来修饰纳米颗粒表面，将特定

的细胞表面或胞内受体靶向DC。

18.使用前，NL124、DOG-CNE和NL10-CNE不需要在培养基中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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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动物RNA复制子的跨衣壳包装病毒纳米疫苗的

植物表达

Yiyang Zhou，Alison A. McCormick，Christopher M.Kearney

摘要

在本实验方案中，概述了如何在一级生物安全水平（BSL1）环境中生产

活病毒纳米疫苗。以烟草花叶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TMV）外壳蛋白

包装的动物病毒载体RNA可在植物中完全组装。将含有各组分的农杆菌培养

物接种到烟草叶中，4 d后收获自组装的杂合纳米疫苗，并通过简单的聚乙二

醇（PEG）沉淀纯化。病毒RNA载体来源于BSL1昆虫兽棚病毒（flock house 
virus，FHV），该病毒在人和动物细胞中复制但不系统播散。本章还提供了一

种聚乙二醇纯化方案，用于收集和纯化这些疫苗，以便进行免疫试验。

关键词：跨衣壳包装，病毒疫苗，农杆菌接种，聚乙二醇纯化

一、前言

本系统包括一种RNA的复制型病毒疫苗。这比单一蛋白疫苗或病毒样颗粒疫

苗（VLP）具有优势，因为病毒RNA复制会引发强烈的免疫激活［1-3］。为了避免

使用完整的感染性病毒，编码在独立的遗传单元上的病毒外壳蛋白可用于反式包

装载体RNA。以这种方式，复制的病毒RNA就可以在其到达靶细胞的过程中受

到保护，并且可以作为纳米颗粒被吸收。烟草花叶病毒（TMV）是提供外壳蛋白

以产生稳定纳米颗粒的极好候选者［4］。一种独特的包装序列（组装信号，Oa［5］）

可被TMV外壳蛋白识别，因此任何含Oa RNA序列［6-8］的RNA均可被TMV外壳

蛋白跨衣壳包装。实验证明，TMV病毒粒子具有高度的稳定性［4］，跨衣壳包装

疫苗显示出较好的抗体应答和树突状细胞活化特性［6，9］。

本系统中，烟草（Nicotiana benthamiana）被用来表达组装杂合纳米颗粒。基

于植物的体内表达系统很好地解决了动物细胞系和细胞培养的高费用和生物安全

问题。此外，通过使用BSL1昆虫病毒，即FHV，本系统可以在BSL1环境中完全

独立包装疫苗，而不会引入任何内毒素或外来的人类病毒［6，10］。FHV RNA1被用

作疫苗病毒载体，在没有RNA2的情况下，RNA1亦可在植物和哺乳类动物细胞

中复制且不会引起系统播散［11］。病毒RNA在植物细胞中的真实体内复制也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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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体外RNA合成中5′加帽效率低下的难题［8］。最后，一种未经纯化的原料植

物材料很有可能直接用于兽医疫苗接种。

本实验方案利用农杆菌接种技术为植物组织中表达异源基因提供了一种快速

方便的途径。将感兴趣的基因导入大肠杆菌穿梭载体中的T-DNA克隆框中，然后

将穿梭载体转移到根癌农杆菌中，则农杆菌将很容易将T-DNA片段随机整合到植

物染色体中［12］。与使用植物原生质体［13］或叶盘［14］从组织培养中再生整个植株

相比，农杆菌接种使用的是整个非无菌植株的叶片［15］。由于在接种后一周内即

可收获蛋白质，因此这被认为是一个瞬时的表达系统，而不是一个长期的表达系

统。与长期表达的转基因植物相比，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产量、更快的建立表达

系统和更少的维护。

笔者小组曾经报道过本系统成功应用于生产杂合FHV RNA跨衣壳纳米疫 
苗［8］。简言之（图4-1），一个非致病性、多宿主的BSL1 FHV［11，16-18］RNA被

设计成含有TMV粒子的包装信号（组装起源于Oa）。狐尾草嵌纹病毒（foxtail 
mosaic virus，FoMV）是一种植物病毒，由于缺乏TMV Oa，其自身不能被外壳

蛋白包裹，却能高水平表达TMV外壳蛋白。将这两个病毒组分引入分离的农杆

菌接种物中，与基因沉默抑制基因p19（由农杆菌接种物中的35S启动子驱动［19］）

共同递送到植物叶片。通过简单的聚乙二醇沉淀法在叶片组织中收集到了高度纯

化的杆状纳米疫苗，表明TMV外壳蛋白成功地对FHV病毒RNA进行了跨衣壳

包装。

以下描述了进行农杆菌接种和疫苗纯化的全部细节。基于植物表达除了可以

图4-1　农杆菌联合接种方案，用于生产跨衣壳包装疫苗

花椰菜花叶病毒35S启动子（35S）和终止子（未显示）位于病毒载体基因组或p19序列（下）两端。

左侧（LB）和右侧（Rb）序列是为了将T-DNA插入到植物染色体上。FHV病毒载体上插入的TMV包装

序列（Oa）能够被FoMV植物病毒载体表达的TMV外壳蛋白识别并跨衣壳包装

LB RB35S

FHV RNA1 基因组

LB RB35S

FoMV载体

LB RB35S p19

Oa抗原基因

TMV 
外壳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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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FHV疫苗外，本方法利用TMV外壳蛋白可能亦可在植物中跨衣壳包装其他

病毒疫苗。

二、材料

（一）农杆菌接种

1.根癌农杆菌株：GV3101（见本章备注1）。
2. LB-琼脂平板：5g NaCl，5g 酵母膏，10g Bacto胰蛋白胨，每升15g 琼脂，

含有适当的抗生素（见本章备注2）。
3. LB培养基：5g NaCl，5g 酵母膏，每升10g Bacto胰蛋白胨，含有适当浓度

的抗生素（见本章备注2）。
4. L-Mesa培养基（LB-MES乙酰丁香酮）：20 mmol/L MES（pH7.5）和200 

μmol/L乙酰环酮（LB培养基中的最终浓度），并配以适当浓度的抗生素。在50 ml
蒸馏水中加入5.33g MES一水合物，用KOH调节pH至5.7，制得0.5mol/L MES
储备液。MES培养基可进行高压灭菌或无菌过滤。用二甲基亚砜（DMSO）溶

剂制备0.1mol/L乙酰环酮储备液，并将其分成等份试样。乙酰环酮需要新鲜配制

使用。

5.诱导培养基：10 mmol/L MgCl2，10 mmol/L MES（pH5.7）和200μmol/L乙

酰环酮（在蒸馏水中的最终浓度）（见本章备注3）。
6.无针注射器（1 ml或3 ml）。
7.植物宿主：烟草（见本章备注4）。

（二）纳米粒子的收集和纯化

1. Oak Ridge离心管。

2.精细级搅拌机或研杵和研钵。

3.病毒粒子提取缓冲液（1×）：50 mmol/L乙酸钠，0.86 mol/L NaCl（5%，w/v），
0.04%偏亚硫酸氢钠（w/v），用乙酸调节pH至5.0。

4. 50 mmol/L Tris-HCl，pH7.2。
5.聚乙二醇（PEG）溶液：20%（w/v）PEG 8000溶液和20%（w/v）PEG / 

NaCl溶液。20%PEG和 20%PEG/NaCl溶液均用PEG 8000制备。配制100 ml溶
液，称20 g PEG 8000（或20 g PEG 8000和20 g NaCl），加入80 ml蒸馏水。放

在60℃水浴并不断搅拌以帮助溶解，等到PEG完全溶解，加入蒸馏水至100 ml。
20%PEG/NaCl溶液热时会分层，当溶液冷却至室温时分层将消失，旋转搅拌确保

完全混合。两种溶液均可在4℃保存几周。但是建议使用新鲜溶液。

6.磷酸盐缓冲液（10×）：分别制备0.1 mol/L Na2HPO4（pH9.0）和0.1 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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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2PO4（pH4.4），在烧杯中加入100 ml Na2HPO4缓冲液，用KH2PO4缓冲液调节

pH至7.2（见本章备注5）。

三、方法

（一）农杆菌接种

以下步骤2 ～ 4必须在无菌罩（洁净工作台）中进行。使用的缓冲液容

器、镊子、移液器和其他工具使用前必须用70%乙醇溶液擦拭。移液器吸头和

Eppendorf管通过高压灭菌消毒。

1.构建含有FHV复制子和CP序列的质粒，经大肠埃希菌制备的质粒通过电穿孔

转化农杆菌感受态细胞，并在含有抗生素的琼脂平板上涂板筛选（见本章备注6）。
2.用牙签从琼脂平板上轻轻挑取FHV载体（含有TMV装配信号Oa）的农杆

菌克隆和表达TMV外壳蛋白的FoMV载体的农杆菌克隆，并转移到3 ml含有适当

抗生素的LB肉汤培养基中。同时进行农杆菌35S/ p19的培养（见本章备注2）。
3.用28℃摇床培养，直到对数晚期或静止期（见本章备注7）。
4.孵育后，将农杆菌培养物制备成10%甘油储备液，并在-80℃储存以备将

来使用。另外，将250 μl LB培养物加入5 ml L-MESA中培养，加入适当浓度的抗

生素，孵育8 ～ 16 h后测量在600 nm波长处的OD（OD600）值（见本章备注8）。
5.以4000×g离心10 min沉淀细胞，去除上清液后用5 ml诱导培养基彻底重

悬沉淀（见本章备注9）。
6.重悬的细胞需要在室温下静置（不摇动）3 h至过夜（见本章备注10）。

7.轻轻混合含有Oa的FHV、

含衣壳蛋白的FECT和35S/p19的

等量接种物。用1 ～ 3 ml无针注射

器从叶片下部渗透培养液进行农

杆菌接种。在渗透的另一边，用

戴手套的手指堵住洞（图4-2）（见

本章备注4）。
8.如果将报告基因（如eGFP）

用作FHV载体中的抗原序列（图

4-1），则最早在接种后48 h就会

检测到微弱的荧光，而“无外壳

蛋白”的接种对照（仅接种FHV
载体而不接种含外壳蛋白的载体）

则发出更亮的荧光（图4-3）。这表

图4-2　农杆菌接种技术

无针注射器从背面接种烟草，缓慢推动让农杆菌溶

液渗透到叶组织。戴手套的手指轻轻地阻挡并支撑叶片

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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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含有Oa的载体和含有CP的载体均接种成功（见本章备注11）。保持植物继续

生长7天，然后进行疫苗收集。

（二）病毒纳米疫苗的提取和纯化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缓冲液都应预冷。所有操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均应在

冰上进行。

1.收获接种的叶子，并切除含有较少细胞质且难以研磨的叶片中脉。记录新

鲜叶组织的重量。将叶片组织与2倍体积（2 ml/g鲜重）的病毒粒子提取缓冲液混

合。用搅拌机将叶片彻底匀浆。

2.通过四层纱布将匀浆好的材料倒入适当大小的烧杯中。尽量从纱布中挤出

剩余的液体。测量pH。可以留出少量液体用于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
PAGE）分析（见本章备注12）。

3.用铝箔盖住烧杯口，用橡皮筋固定。把温度计插入烧杯。将烧杯置于60℃
水浴中15 min。偶尔旋转烧杯（见本章备注13）。

4.在冰水浴中搅拌烧杯，使温度降至15℃。将匀浆转移到Oak Ridge离心管

中。记录每一管的体积。在冰上放置15 min（见本章备注14）。
5. 4℃，6000×g离心10 min，上清液应该几乎清亮。将上清液转入新的离心

管中。记录体积。收集一份用于SDS-PAGE的样本（见本章备注15）。

图4-3　荧光减弱表明反式包装成功

左图：将FHV疫苗载体（含TMV包装信号Oa）和携带35S/p19沉默抑制物农杆菌接种于叶片中，可

见较强的GFP荧光。右图：当含有CP的载体与上述共培养物共接种时，荧光较弱，表明RNA载体模板

被成功反式包装  
http://www.shinegene.org.cn/RiboGre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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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将新配制的20%（w/v）PEG 8000加入到上清液中，使终浓度为4%（w/v），
用于沉淀纳米颗粒。搅拌均匀，放置在冰上至少1 h（见本章备注16）。

7. 4℃，10 000×g离心10 min，小心去除所有残余的上清液，不要碰到下面

沉淀的细胞。用一半体积的50mmol/L Tris-HCl（pH7.5）重悬沉淀（见本章备注

17）。
8.将重悬溶液于10 000×g离心10 min。将上清液收集到新的试管中，记录体

积（见本章备注18）。
9.再用20% PEG/20% NaCl溶液沉淀纳米颗粒，使最终浓度为4% PEG/4% 

NaCl。搅拌均匀，放置在冰上至少1 h。
10. 4℃，10 000×g离心10 min。按上述操作去除上清液。

11.用适量的10mmol磷酸盐缓冲液重悬病毒颗粒。于10 000×g离心10 min
并去除沉淀，澄清的纳米颗粒溶液可用于SDS-PAGE分析（见本章备注19）。

12.可以选择进行第三轮PEG沉淀，以获得纯度更高或浓度更高的纳米颗粒，

即重复步骤9 ～ 11。
13.在动物实验之前，推荐用BCA蛋白测定法和SDS-PAGE分析来评估纳米

颗粒疫苗的浓度和纯度。

四、备注

1.也可使用其他根癌农杆菌菌株。然而笔者小组发现现有的菌株GV3101效

果最佳。

2.在先前的研究中［8］，农杆菌菌株GV3101含有利福平耐药基因和庆大霉素

耐药基因。另外在FHV和FECT载体骨架编码的卡那霉素抗性基因也被插入到

GV3101中。建议用三联抗生素对液体和固体培养物进行筛选，庆大霉素终浓度

为25 μg/ml，卡那霉素为50 μg/ml，利福平为10 μg/ml。
3.制备1mol/L MgCl2储备液并灭菌。

4.此时建议采用“无外壳蛋白”进行对照，方法是仅混合FHV和35S/p19接

种物并单独接种植株或叶子。通过比较可发现植株与植株、叶与叶之间的差异。

接种20天龄且带4 ～ 6个完全打开的叶子的植株可观察到最佳结果。20 d龄以上

的植株FHV载体表达量显著降低。然而根据观察，FECT载体的表达似乎受植物

年龄影响较小。植株应该在28℃、高湿度的室内生长，保持足够的照明、适当的

施肥和浇水；过少和过度施肥、过度浇水的植株会显著降低载体表达量。

5.这些缓冲液是10×。重新悬浮病毒颗粒时，应将其稀释到1×。

6.带有目的基因的质粒应该插入到载体植物启动子和终止子序列之间（如花

椰菜花叶病毒35S启动子和终止子［20］）。在以前的应用中［8］，病毒载体是基于

CB301来源的质粒 JL22［21］构建的。JL22［21］是一种小型双元载体，可以插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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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病毒基因组的大片段基因。

7.通常摇床速度为180 ～ 250 r/min，28℃，持续16 ～ 24 h。当没有28℃摇

床时，室温孵育也可以，但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更快的速度。均匀而致密的培养

物对于农杆菌接种是最佳的，但这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结块，从而影响重悬、

OD值的准确测量和叶片的接种。然而，蛋白质的最终产量很少会受到结块的 
影响。

8.对于含有FECT和35S/p19的农杆菌接种物，OD600值为0.6 ～ 0.8时是最优

的。低于OD600值将会导致表达量减少。然而，对于含有FHV的农杆菌接种物OD
值对其影响不大。据观察，OD600在0.2 ～ 0.8时，FHV载体的目的蛋白表达水平

变化不大，而更高的OD值可能会对植株细胞造成更大的坏死作用。

9.上清液的去除必须尽可能彻底。或者去除上清液后额外增加一次洗涤步骤，

即沉淀经1mol/L MgCl2重悬后，再离心并去除上清液。

10.诱导培养基中的乙酰环酮可激活农杆菌的DNA转移活性［22，23］。因此，接

种前必须进行孵育（不要摇动）。在本实验室中经过4 ～ 6 h的孵育一般即可获得

较好的结果。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孵育更长的时间直至过夜。

11.推测荧光降低的原因是外壳蛋白与FHV RNA上Oa序列的过早结合阻止了

FHV载体上报告基因的进一步表达［8］。

12.匀浆混合物的pH应在5.0左右。然而，根据叶片的数量和所表达的蛋白

质，pH可能在5.0 ～ 6.0。在此情况下，应通过浓H3PO4调节pH至5.0。由于蛋白

在匀浆中的浓度可能较高，pH计可能反应缓慢，建议逐滴加酸并充分搅拌。

13. 60℃水浴有助于去除核酮糖 -1,5-双磷酸羧化酶 /加氧酶（rubisco）。
14.匀浆可以通过刻度移液管转移到Oak Ridge离心管，并记录体积。如果没

有Oak Ridge离心管，可以使用与转子和速度兼容的其他离心管。每管的匀浆体

积不应过低，否则离心可能不会产生固体颗粒。

15.如果上清液保持“浑浊”，并在上清液中可见大的颗粒，则可通过两层纱

布过滤到离心管中收集。

16.在冰上1 ～ 2 h后沉淀完全。然而，如果有必要，时间可以进一步延长至

过夜。

17.当无Oak Ridge离心管时，可使用低速管，在6000×g下离心45 min至1 
h，去除上清液后再次离心。上清液可用吸管去除，也可用棉签吸掉。重悬溶液

的pH应大于7.2，否则用NaOH调节pH到7.2以上。

18.本离心步骤最好在室温下进行。

19.最终缓冲液的体积通常为原始匀浆体积的3% ～ 5%。但是，可以根据需

要进行调整。如果澄清后的溶液看起来仍略呈绿色，则可通过过夜冷却和最大速

度离心进行更彻底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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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RNActive®技术：稳定的和具免疫原性mRNA 

疫苗的生产与测试

Susanne Rauch，Johannes Lutz，Aleksandra Kowalczyk，Thomas Schlake， 
Regina Heidenreich

摘要

开发有效的mRNA疫苗对mRNA的稳定性及诱导足够免疫刺激的能力方面

提出了一些挑战，而且需要专业的技术平台来生产和检测。这一章主要介绍通

过改变mRNA的序列和形成核酸-鱼精蛋白复合物的方法（RNActive®技术）来

生产免疫原性增强的稳定mRNA。所采用的方法包括mRNA疫苗的合成、纯化

和鱼精蛋白络合，以及在体内和体外评价疫苗质量和免疫原性的方法。

关键词：mRNA疫苗，RNActive®，鱼精蛋白络合，GC富集，佐剂，稳

定mRNA

一、前言

mRNA疫苗相比传统疫苗具有许多优势：任何蛋白或者蛋白组合都可以通过

递送最小的基因构架来实现，且其表达能够自我限制，安全性高。在接种者细胞

中表达的抗原能够提供正确的蛋白修饰且无须复杂的蛋白质或粒子纯化步骤。然

而，mRNA作为疫苗的应用一直受到分子不稳定、mRNA递送表达水平低和免疫

刺激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已经找到了若干种解决办法，其中

一种将在下一章中介绍。本章中所述技术称为RNActive®，它是通过丰富mRNA
中可读框（ORF）中鸟嘌呤和胞嘧啶（GC）的含量，以及引入调控元件［非翻译

区和poly（A）尾］，从而提高翻译效率，延缓mRNA的衰减，达到对mRNA进

行修饰的作用。重要的是，该mRNA由常规核苷酸组成，不需要化学修饰核苷酸

的掺入。对mRNA序列修饰，可以提高mRNA在体外和体内的稳定性和蛋白表 
达［1］。为了增强其免疫刺激能力，该方法中的部分mRNA与鱼精蛋白（一种阳离

子肽，能与核酸形成稳定的复合物）形成稳定的复合物。因此，最终疫苗由两部

分组成：裸mRNA和mRNA-鱼精蛋白复合物。注射疫苗后，裸mRNA作为翻译

模板，而鱼精蛋白mRNA复合物激发强的Toll样受体（TLR）活化［2，3］。mRNA
疫苗作用模式的示意图如图5-1所示。利用这一技术，在癌症免疫治疗［4，5］和传

 
http://www.shinegene.org.cn/RiboGreen.html



84 RNA疫苗：方法与操作

图
5

-1
　

R
N

A
ct

iv
e

®
疫

苗
接

种
产

生
稳

定
的

细
胞

和
体

液
免

疫
反

应

R
N

A
ct

iv
e®

疫
苗

经
皮

内
注

射
后

，
编

码
抗

原
的

裸
m

R
N

A
被

多
种

细
胞

摄
取

并
表

达
为

蛋
白

质
。

m
R

N
A

-鱼
精

蛋
白

复
合

物
被

固
有

受
体

识
别

，
如

To
ll
样

受
体

，
从

而
激

活
了

包
括

抗
原

递
呈

细
胞

（
A

PC
）

在
内

的
天

然
免

疫
系

统
。

激
活

后
的

A
PC

递
呈

源
自

M
H

C
-Ⅰ

或
 M

H
C

-Ⅱ
受

体
上

内
源

表
达

或
吞

噬
抗

原
的

多
肽

，
从

而
有

效
启

动
获

得
性

免
疫

系
统

，

扩
增

抗
原

特
异

性
T
和

B
细

胞
，

引
起

细
胞

和
体

液
免

疫
应

答

Pr
ot

ea
so

m
e

R
ib

os
om

e

Ly
so

so
m

e

C
yt

ok
in

e 
re

le
as

em
R

N
A

-e
nc

od
ed

an
tig

en

TL
R

M
H

C
Ⅰ

M
H

C
 Ⅱ

M
em

or
y 

T-
ce

ll

T-
C

el
l

C
D

8+

C
D

4+

C
TL

s
Tu

m
or

V
iru

s

C
yt

ok
in

e 
he

lp

Pl
as

m
a 

ce
lls

he
lp

er
 T

-C
el

l

B
-c

el
l

M
em

or
y 

B
-c

el
l

给
药

Sk
in

A
nt

ig
en

-p
re

se
nt

in
g 

ce
ll

Ly
m

ph
 n

od
e 

B
lo

od
Ta

rg
et

m
R

N
A

 摄
入

先
天

免
疫

系
统

激
活

适
应

性
免

疫
系

统
激

活
细

胞
和

体
液

免
疫

反
应

平
衡

抗
原

特
异

性
T细

胞
和

B
细

胞
扩

谱
靶

标
表

达
和

递
呈  

http://www.shinegene.org.cn/RiboGreen.html



第五章　RNActive® 技术：稳定的和具免疫原性mRNA疫苗的生产与测试 85

染病疫苗［6］领域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下一章将介绍RNActive®疫苗的生产和鱼精蛋白复合物的形成，以及它们的

应用和相关的功能测试方法。

二、材料

（一）培养基

Opti-MEM®培养基（Gibco），X-Vivo 15（Lonza）无血清培养基，α-MEM完

全培养基（含10%胎牛血清、1%双抗、1% L-谷氨酰胺、10 mmol/L HEPES、50 
μmol/L β-巯基乙醇。

（二）试剂

RNA酶 清 除 试 剂：RNase-ExitusPlus™； 乳 酸 林 格 液；Lipofectamine®2000
（Invitrogen）；100 mg/ml盐酸氯胺酮溶液；2%甲苯噻嗪。

D-荧光素钠盐：取1 g溶于50 ml杜氏磷酸盐缓冲液中，无菌过滤器过滤 
（0.2 μm过滤器），分装成1 ml等份试样，于-80℃避光保存。

编码Photinus pyralis荧光素酶（PpLuc）的mRNA；Beetle-Juice BIG试剂盒。

QuantiLum®重组荧光素酶；碱性裂解缓冲液：Tris-HCl（25 mmol/L），EDTA 
（2 mmol/L），甘油［10%（w/v）］，Triton X-100［1%（w/v）］；PpLuc。

稀释缓冲液：（在碱性裂解缓冲液中制备）乙酰化牛血清白蛋白（BSA） 
（1 g/L），二硫苏糖醇（DTT）（2 mmol/L）。

包被缓冲液：15 mmol/L Na2CO3，15 mmol/L NaHCO3，0.02% NaN3，pH9.6。
封闭缓冲液：含0.05%吐温 -20的PBS（pH7.4），1% BSA，0.02% NaN3。

不含NaN3的封闭缓冲液：含0.05%吐温 -20的PBS（pH7.4），1% BSA，无菌

过滤；洗涤缓冲液：含0.05%吐温 -20的PBS（pH7.4）；四甲基联苯胺（TMB）。

20%硫酸（H2SO4）。

Permwash：含0.5% BSA的1×PBS，0.1%皂苷，0.02% NaN3。

PFEA：含2%胎牛血清的1×PBS，2 mmol/L EDT，0.01% NaN3。

佛波酯（phorbol 12-myristate 13-acetate，PMA）/离子霉素；刺激物（如

HA）：甲型甲感（H1N1）肽混合物（0.5 μg/ml），流感HA肽1（461 ～ 469）
LYEKVKSQL（5 μg/ml），流感HA肽2（518 ～ 526）IYSTVASSL（5 μg/ml），重

组蛋白A /California/07/09重组蛋白（2.5 μg/ml）；Visine Intensiv。

（三）仪器

U-100胰 岛 素0.5 ml注 射 器：BD Micro Fine™＋，0.30mm（30G）×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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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l Sub-Q注 射 器：BD Plastipak™，26G×½“（0.45 mm×12.7 mm）； 动 物 剪

刀 ISIS GT 420；带控制单元的加热仪；IVIS Lumina Ⅱ系统；Living Image®软

件；Synergy™HT酶标仪；组织破碎仪；LIA 96孔板；96孔ELISA板（无色平底，

Maxisorp）；ELISA板酶标仪（Tecan Sunrise）。

三、方法

（一）mRNA合成

最近报道了一种详细的合成mRNA的方法［7］。虽然报道的方法使用的是修饰

的核苷酸，但它也可以用于合成的未修饰的mRNA。此外，大多数实验步骤是利

用商业化的试剂盒，其中的说明书提供了关于实验方法的详细信息。因此，以下

大纲着重于对关键步骤的解释，目的是提供有用的注释。

1.体外转录对DNA模板序列的最低要求是具有T7、T3或SP6启动子和感

兴趣的基因。为了有效翻译，翻译起始点应该尽可能接近Kozak共有序列（A/
GCCATGG；起始密码子）。使用5′和（或）3′非翻译区元件可以进一步改善蛋白

质表达。在这里，广泛使用的珠蛋白序列是一个良好的开始［8］。同样，也可以使

用感兴趣基因的天然mRNA序列。此外，编码poly（A）尾的模板可以作为酶促

多聚腺苷酸化的替代（见步骤7）。重要的是，如果使用质粒DNA作为模板，则

mRNA序列后面应该有一个独特的限制性位点（见步骤3）。
2.体外转录的DNA模板可以通过选择标准方法生成（见本章备注1）。重点

应放在使用高质量的DNA试剂，比如若以质粒DNA为模板，所选择的方法应保

证材料中不含内毒素。

3.为了避免不想要的序列污染mRNA，环状DNA必须使用限制性内切酶线

性化，限制性内切酶可以直接切掉假定的mRNA序列的下游（见本章备注2）。如

果一个线性模板的下游及mRNA末端与预期的不一致，则也应该以类似的方式 
切割。

4.线性化DNA经酚 -氯仿提取，沉淀纯化。

5.对于体外转录，可以使用诸如CellScript或ThermoFisher等供应商的RNA
转录试剂盒。如果用共转录代替酶（见步骤7）加帽，rGTP必须被转录组合中的

帽状模拟物部分替代（见本章备注3）。RNA合成完成后，用不含RNase的DNase
消化去除模板DNA是很重要的。

6.少量的RNA可以被纯化用于进一步的酶处理（见步骤7），最简便的方法

是使用旋转柱层析纯化（Qiagen，Macherey-Nagel）。超过柱容量的样本可以通过

LiCl沉淀来纯化。

7.如果在体外转录过程中RNA没有被加帽，可用CellScript的加帽系统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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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甲基转移酶试剂盒，用酶促方法生成cap1结构。如果要酶促加入poly（A）尾，

则可使用酵母（USB）或细菌poly（A）聚合酶试剂盒（如CellScript）。如果RNA
被两种酶修饰，根据步骤6，在聚腺苷酸化之前，应该纯化加帽产物。

（二）mRNA纯化

在完成mRNA的合成后，制备mRNA疫苗之前，必须除去制剂中的杂质。污

染物可能会降低mRNA疫苗的活性，或引起不良生物学效应。此外，它们可能导

致生产批次的差异，使结果不可信。

LiCl沉淀可能通过辅以苯酚 /氯仿萃取，其通常能很好地清除大部分污染物，

如蛋白质、DNA和非结合核苷酸。旋转柱层析可以去除少量的失败转录本，但只

能用于纯化少量的mRNA。总之，强烈推荐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进行

mRNA的纯化。HPLC不仅可以去除所有上述污染物，而且具有清除体外转录反

应中可能出现的更大失败转录本的潜力。最近有关杂志报道了一种详细的HPLC
纯化mRNA的方法［9］。

（三）鱼精蛋白制剂

良好的疫苗既能提供抗原又能刺激天然免疫系统，如佐剂。虽然mRNA能

够与各种细胞受体相互作用，引起细胞因子的分泌和天然免疫系统的激活，但

是就疫苗而言，mRNA本身可能并不能够引起足够的免疫刺激作用［10］。这里

介绍的RNActive®疫苗，它包含mRNA与鱼精蛋白的络合物，可作为免疫刺激 
组分［11］。

1.将鱼精蛋白溶于乳酸林格液中。

2.搅拌下，缓慢地将鱼精蛋白 -乳酸林格液加入到一半量的mRNA中，直到

mRNA和鱼精蛋白的质量比达到2∶1。
3.将溶液继续搅拌10 min，以确保形成稳定的络合物。

4.加入剩余的一半游离mRNA，并稍加搅拌。

5.用乳酸林格液调节疫苗的最终浓度。

（四）转染

mRNA转染细胞后，其编码的抗原蛋白的表达可以通过流式细胞术（膜结

合蛋白或细胞质蛋白）、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印迹法）或ELISA（分泌蛋白

质）来检测。在此，介绍一个mRNA转染的详细实验方案。下列实验中的所有

数量均适用于6孔板的转染。如果使用其他板式，请相应地调整所使用的所有 
材料。

1.在第0天，HEK 293T细胞以5×105/孔的浓度接种于6孔板中，以确保转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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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第1天）70% ～ 90%的融合率。

2.转染采用2μl Lipofectamine®试剂与1μg RNA的比例，用1μg和2μg mRNA
转染细胞。做2个平行孔。

3.转染当天，用Opti-MEM培养基制备适量的Lipofectamine®试剂，室温孵育

5 min。
4.用Opti-MEM培养基分别稀释1 μg和2 μg mRNA。如有需要，预稀释

mRNA到0.5 μg/μl。将Lipofectamine®试剂和Opti-MEM稀释后的mRNA按1∶1比

例（v/v）轻度混合，总体积为500  μl，室温下孵育20 min。
5.用500 μl含谷氨酰胺的无FBSDMEM培养基洗涤细胞两次。细胞内加入2 

ml DMEM。

6.在每个孔中加入500 μl的mRNA-脂质复合物，轻轻混合。

7.细胞在37℃ CO2培养箱中孵育4 ～ 6 h。
8.孵育后，用2 ml含10% FBS的新鲜DMEM培养基替换培养基。

9.将细胞在CO2培养箱中37℃孵育24 ～ 48 h，为了确定蛋白质的表达水平，

分析这两个时间点是有用的。

10.根据mRNA编码蛋白的细胞定位，收集细胞（膜结合蛋白和细胞内蛋白）

或上清液（分泌蛋白质），并通过流式细胞术、Western印迹法或ELISA对其进

行分析（见本章备注4）。图5-2为典型的流式细胞仪直方图，从图中可以看到，

mRNA转染后，H1N1流感病毒HA蛋白在293T细胞中的表达。

图5-2　mRNA转染后，H1N1流感病毒的HA蛋白在HEK 293T细胞中的表达

将HEK 293T细胞用1μg（左侧黑线）或2μg编码HA蛋白的mRNA转染（右侧黑线）。转染24 h后收

集细胞，用流式细胞仪检测HA的表达。模拟转染细胞作为阴性对照（填充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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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外刺激

RNA可通过细胞内受体（如TLR7、TLR3）和细胞质（RIG-Ⅰ、MDA-5）
受体识别，从而诱导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表达

两种受体，可用于体外检测mRNA疫苗的刺激能力。

1.在无菌条件下，从全血中分离PBMC，或使用冷冻PBMC（见本章备注5）。
计数细胞。

2.用温的X-Vivo 15培养基（含1%青霉素 -链霉素）稀释PBMC至2×106/ml。
倒转试管3次以混合。

3.将细胞悬液倒入无菌组织培养盘中。采用多通道移液器，在96孔板中每孔

加入100 μl细胞悬浮液（2×105个细胞）。

4.盖上盖子，把板放在37℃培养箱中培养1 ～ 4 h。
5.孵育后，加入100 μl一定浓度的刺激剂。将mRNA稀释至40 μg/ml，加入

mRNA和阳性对照（见本章备注6），加入100 μl的细胞悬浮液（每孔的终体积为

200 μl）。将PBMC在没有刺激物的培养基中孵育，并作为阴性对照测定其细胞因

子的生成。每个样本测试3次。

6.用吸管吹吸使混合。将盖子盖在培养板上，在37℃（加湿 /5% CO2）孵育

16 ～ 24 h。
7.用多通道移液器将无细胞上清液180 μl转移到96孔圆底板上。上清液可以

直接使用，也可以在-20℃冷冻备用。

8.用ELISA或流式细胞小球微陈列术（CBA）检测上清液中的细胞因子 /趋
化因子的生成（如TNF、IFN-α、CXCL10）。图5-3显示了采用不同mRNA疫苗制

剂刺激PBMC后上清液中TNF的浓度。

（六）皮内注射和肌内注射

皮内注射和肌内注射已成功地应用于mRNA疫苗并能够诱导强的免疫反 
应［6，12］。皮内给药的优点是抗原在表皮（如朗格汉斯细胞）和真皮（如皮肤树突

状细胞、巨噬细胞）的抗原递呈细胞附近表达，而肌内注射的优点是使用简单。

mRNA疫苗的其他给药途径包括鼻内给药［13］或全身给药［14］。

1.腹腔麻醉

（1）计算小鼠盐酸氯胺酮的用量［氯胺酮盐酸盐（100 mg/ml）1 μl/g体重］

及甲苯噻嗪［甲苯噻嗪（2%）0.5 μl/g体重］的需要量。用无菌的1×PBS制备麻

醉剂到总体积为5 μl/g体重。

（2）在Falcon管中混合组分，颠倒几次，用1 ml Sub-Q注射器吸取所需体积

混合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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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一只手抓住小鼠的尾根部，将小鼠放在笼盖上。

（4）另一只手的拇指和示指抓住小鼠颈部和背部的皮肤褶皱，用手掌和环指

握住小鼠尾根部。可以把小鼠左后腿固定在环指和小指之间。

（5）稍微后倾固定的小鼠头部，使其低于身体，便于后端升高。

（6）将1 ml Sub-Q注射器的针头插入小鼠腹部左下方，腹部表面与针头成

10° ～ 30°。
（7）腹腔注射麻醉药5 μl/g体重，麻醉小鼠。之后将Visine Intensiv 滴到

双眼，以防其眼部干燥。将不带盖的笼子放置在加热的操作垫上，将其设置为

39℃，维持1 h。
2.背部皮内注射

（1）用0.5 ml胰岛素注射器，吸取溶液（按每只小鼠100 μl mRNA溶液）（见

本章备注7）。盖好注射器针帽。含mRNA溶液的注射器可在室温下保存，直至

使用。

（2）按照上述方法麻醉小鼠。

（3）将要注射的区域（图5-4A）剃毛。

（4）将小鼠放在一张桌子上，将要注射的区域（通常是背部）朝上。

（5）使用直镊子拉起一个凸出皮肤0.5mm以上的褶皱，如图5-4B所示。

图5-3　以不同mRNA疫苗制剂体外刺激PBMC

RNActive®疫苗是由鱼精蛋白复合物mRNA（组分1）和裸mRNA（组分2）组成的双组分疫苗。用

40 μg的不同剂型（组分1百分比组分2百分比）刺激PBMC。刺激24 h后，收集上清液，用ELISA法检

测TNF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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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E

B

D

图5-4　皮内注射

（6）用0.5 ml胰岛素注射器，刺穿非常接近表面皮肤的褶皱。

（7）将针头与镊子平行，针头斜面朝上，使针头的一半插入皮肤（图5-4C）。

注意针不能刺穿褶皱的另一边皮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则重新定位，将针插入

另一个不同的位置。

（8）取出镊子，用针挑起并保持皮肤的褶皱形状，如图5-4D所示。

（9）缓慢地注入溶液（每个注入点最大量25 μl），以便形成一个水泡，如图

5-4E所示。注射溶液时必须感受到阻力。如果感觉不到阻力，则取出针头，重新

开始（见本章备注8）。
（10）可以注射多处，但注射水泡应该至少有1cm的间隔。

（11）把小鼠放回笼内，将Visine Intensiv滴在其双眼上，然后将无盖的笼子

在加热的操作垫上放置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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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肌内注射

（1）按上文所述方法，麻醉小鼠，并将小鼠背部朝下放置。

（2）用棉签，蘸取70%乙醇擦拭小鼠腿部。

（3）用拇指和示指轻轻地将小鼠后腿拉直。

（4）用中指固定小鼠。

（5）将针插入小鼠胫骨后肌中部。

（6）注射RNA溶液。胫骨肌内注射剂量为每一注射部位25 μl。

（七）活体成像检测皮内注射荧光素酶mRNA后荧光素酶的表达

编码荧光素酶的mRNA是检测体内mRNA表达的有效工具，可用于比较不同

mRNA制剂的转染效率或可视化mRNA的靶向。皮内注射荧光素酶mRNA后，可

测量其表达动力学指标（图5-5）。
（1）用BALB/c小鼠进行皮内注射。小鼠麻醉和剃毛方法如上所述。

（2）将编码PpLuc的裸mRNA用乳酸林格缓冲液配制，在皮内注射或者肌内

注射时，每个部位注射5 μg mRNA。如果进行皮内注射，可以在小鼠背部的4个

部位注射，如图5-5所示。

（3）在注射24 h后或在多个时间点检测荧光素酶的表达，如图5-5所示。

（4）如上所述，腹腔注射盐酸氯胺酮和甲苯噻嗪混合物麻醉小鼠。

（5）腹腔注射（ip）150 μl的荧光素溶液（20 g/L）（ip，3 mg/150 μl）。
（6）注射荧光素10 min后，用 IVIS LuminaⅡ系统进行光学成像。

图5-5　皮内注射后荧光素酶在体内的表达

向BALB/c小鼠在4个位点皮内注射，每个位点含有10μg荧光素酶编码mRNA。在不同时间点注射荧

光素酶后，通过体内成像法检测荧光素酶的表达

6h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最大

最小

发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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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组织裂解液中荧光素酶表达的检测

除了体内成像外，还可以在组织裂解物中测量编码荧光素酶mRNA的表达。

1.制备PpLuc测量缓冲液和PpLuc标准品（见本章备注9）
（1）按照操作手册，制备包括D-荧光素酶和ATP的Beetle-Juice。等分试剂，

在-20℃ /-80℃储存。

（2）用PpLuc稀释缓冲液稀释PpLuc至终浓度为100 ng/ml（1.64nmol/L）。冷

冻25 ml等分试剂。-80℃储存。

2.组织样本的制备

（1）将小鼠安乐处死，将注射部位剃毛。

（2）准备皮肤或肌肉组织，放置在含有金属珠的2 ml Eppendorf管中（见本

意备注10）。
（3）将Eppendorf管冻结在液氮中，-80℃储存。

3.组织裂解液的制备

（1）在-20℃放置组织裂解器摇床盒30 min。
（2）在室温下，于10 ml基础裂解缓冲液中加入20 μl DTT和100 μl苯甲基磺

酰氟（PMSF）。
（3）将带金属珠子的冷冻组织标本放入组织裂解液中，以30 Hz的频率分别

对皮肤和肌肉组织匀浆3 min和2 min。
（4）皮肤样品中加入600 μl的裂解缓冲液，肌肉样品中加入800 μl，在30 Hz

下再匀浆4 min。
（5）在15 000 r/min，4℃下离心10 min。
（6）将上清液转至新的Eppendorf管，冷冻待用。

4.用样品和Ppluc 标准品制备LIA板

（1）解冻PpLuc测量缓冲液，用铝箔包裹管子。在整个测量过程中，确保缓

冲液处于室温（20 ～ 25℃）。

（2）将白色的LIA板底部放置在冰上待测。

（3）解冻组织溶解物，涡旋振荡。将样品放在冰上。

（4）每个样品取50 μl转移到LIA板上。第一块板的前8孔留空，作为PpLuc
标准品对照和空白对照。

（5）用滴定法测量PpLuc标准品。吸取50μl乙酰化BSA（20 g/L）加入到

Eppendorf管，加入2 μl的DTT（1mol/L）和948 μl基础裂解缓冲液。涡旋振荡

Eppendorf管。准备3支Eppendorf管，分别加入180 μl的PpLuc稀释缓冲液。吸取

20 μl 100 ng/ml PpLuc标准品加入到第1支Eppendorf管中，混合并吸取20μl转至

下一支Eppendorf管。使3支Eppendorf管中PpLuc浓度分别为10 ng/ml、1 ng/ml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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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ng/ml。
（6）将每个标准品取50 μl和等量PpLuc稀释缓冲液依次转移到LIA板上。

（7）立即使用合适的设备进行测量，如Plate Reader Synergy™ HT。

（九）小鼠预防性疫苗接种

（1）按照Petsch等［6］关于编码流感血凝素mRNA的制备方法，通过T7聚

合酶的体外核转录终止分析法（in vitro run-off transcription）制备编码抗原的

mRNA。

（2）根据计划分析的要求选择小鼠品系。

（3）按照上文所述的皮内注射方法，麻醉小鼠和剃毛。

（4）用100 μl乳酸林格缓冲液稀释80μg编码抗原的mRNA（见本章备注11）。
（5）如上文所述，在小鼠背部4个部位进行皮内注射。用量为每个注射部位

20 μl。
（6）在初次免疫后21 d用相同量的RNA进行加强免疫。如果需要，21 d后再

进行第二次加强免疫。

（7）通常通过如下所述的细胞内细胞因子染色和流式细胞术在加强免疫后7 d
分析脾细胞的T细胞应答。脾细胞也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点制备。但是，这将降低

抗原特异性T细胞的产生频率，因为T细胞应答已经处于减弱阶段。

（8）可以按下文所述检测小鼠血清中的抗体反应。因此，血液样本通常是在

初次免疫后21 d和增强疫苗接种后14 d采集。

（十）评估mRNA疫苗的免疫原性

1. ELISA　mRNA疫苗的免疫原性可以通过检测疫苗诱导的抗体效价来评

估。为此，应进行ELISA，以确定能够结合到特定抗原的抗体滴度。重要的是，

ELISA将检测所有的结合抗体，其中包括抗原和能够中和目标病毒的抗体。

病毒中和抗体是一种能够直接抑制病毒传染的功能性抗体，可以介导对多种

病原性病毒的保护。为了分析这一抗体子集，需要测定病毒中和滴度（VNT）。
根据病毒的不同，VNT的测定通常是通过菌斑试验来完成的，它评估了血清抑

制病毒的致细胞病变（CPE）能力；如果病毒不溶解，可通过免疫荧光染色或基

于细胞的报告基因检测来评估。测定血清功能效价的一个特例是血凝抑制试验

（HI），它检测血清阻断红细胞受体与某些病毒（如流感病毒）表面血凝素糖蛋白

结合的能力。这种检测不是病毒中和的直接试验，而是监测血清阻断病毒受体结

合的能力。

下面描述的ELISA对血清 IgG滴度是特异性的，但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检测

抗体来检测从血清或黏液中分离出的所有抗体。为了评估mRNA疫苗的免疫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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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分析疫苗接种后的不同时间点。通常，最高的抗体滴度可出现在最后一次

接种2周后。

（1）选择合适的包被试剂。理想情况下，使用作为疫苗的mRNA编码的蛋白

质包被。如果抗原编码病毒表面抗原，灭活病毒也可用于包被。

（2）按照每板所需的包被试剂浓度，准备11 ml的包被缓冲液。当包被试剂

的最佳浓度未知时，通过试验确定合适的浓度。

（3）使用多通道移液器，吸取100 μl的包被溶液加入到96孔板的每个孔中。

（4）盖上盖子，用Parafilm膜包好，4℃下孵育过夜。

（5）弃去溶液，并在纸上轻拍几次板，以除去所有残留的液体。

（6）用200 μl的洗涤缓冲液洗板3次。每次清洗完毕后，除去所有残留液体。

（7）使用多通道移液器，每孔加入200 μl封闭液。

（8）盖上盖子，用Parafilm膜包好，37℃孵育2 h。
（9）弃去溶液并除去所有残留液体。

（10）用于检测1∶50血清稀释度：对于每种待测血清，在A行的孔中加入

122.5 μl封闭缓冲液，并在B-H行下一行中移取100 μl缓冲液。在A行的孔中移取

2.5 μl血清，并通过吸放混合均匀。从A行转移25 μl到B行。上下混合均匀，剩

余行重复上述操作。在H行，仔细混合，在最后的稀释步骤中丢弃25 μl溶液。如

有必要，调整开始稀释浓度和稀释步骤。始终要有一个加有封闭液的孔，作为每

个板的背景对照。

（11）盖上盖子，在室温下孵育2 ～ 4 h。
（12）丢弃溶液并去除残余液体。

（13）用200 μl的洗涤缓冲液洗板3次。每次清洗完毕后，除去所有残留

液体。

（14）准备11 ml不含NaN3的封闭缓冲液，以及每板检测项目要求的相应检

测抗体。

（15）使用多通道移液器，每孔加入100 μl稀释后的抗体。

（16）盖上盖子，在室温下孵育1 ～ 1.5 h。如果使用生物素偶联的检测抗体

来检测，然后与HRP-链霉亲和素孵育，则在200 μl洗涤缓冲液中洗涤3次，并在

室温下用不含NaN3的HRP-链霉亲和素封闭缓冲液孵育30 min。
（17）弃去上清液并去除所有残留液体。

（18）用200 μl的洗涤缓冲液洗板3次。每次清洗完毕后，除去所有残留

液体。

（19）在每孔中加入100 μl TMB底物，于室温下孵育。当血清孔开始变蓝或

按照厂家说明书发生变化时，每孔加入100 μl 20% H2SO4以停止反应。

（20）在波长450 nm下测定吸光度值（见本章备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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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细胞内细胞因子染色（ICS）　一种测定疫苗有效性的重要方法是分析抗

原特异性T细胞。这种方法可以通过检测细胞内细胞因子染色来实现。在mRNA
疫苗方面，CD4+和CD8+ T细胞的应答通常都可以检测到。为此，实验分析效应

细胞CD4+和CD8+ T细胞在抗原特异性刺激下细胞内细胞因子的产生，特别是

IFN-γ、TNF和 IL-2。CD8+ T细胞可被8 ～ 10个氨基酸的多肽刺激，而CD4+ T细

胞的刺激则可用长度约为15个氨基酸的蛋白质或肽进行。如果要同时刺激CD4+

和CD8+ T细胞，则可使用具有重叠的15肽的肽库。

（1）脾细胞计数（无论是刚分离出来的还是从冷冻样本中分离出来的）（见

本章备注13）。
（2）每个样本每个孔吸取2×106个细胞，加入到96孔圆底板中，注意板布

局。对于冷冻细胞，可选择使用3个孔，每个孔2×106个细胞。另有1个孔加入

PMA/离子霉素作为阳性对照，1个孔加入未染色细胞。

（3）用 α-MEM完全培养基将刺激剂稀释至合适的浓度，其中内含终浓度为

2.5 μg/ml的 α-CD28。
（4）用α-MEM完全培养基制备PMA/离子霉素溶液（终浓度为PMA 5 ng/ml，

离子霉素500 ng/ml）作为阳性对照。

（5）离心板（500 r/min，4℃，3 min），弃去上清液，用多通道移液器上下吸

移或轻度涡旋振荡重悬细胞。

（6）吸取200 μl的刺激剂和α-CD28抗体或PMA/离子霉素阳性对照，加到对

应孔中。

（7）用多通道移液器混合细胞，于37℃孵育，孵育时间取决于使用的刺激

剂。一般情况下，对于刺激蛋白质或肽，分别孵育24 h或1 h。
（8）用布雷菲德菌素（bregeldin）A和（或）莫能星（monensin）阻断蛋白

质的分泌。为检测 IFN-γ、TNF和 IL-2，采用以下方案，并取得了良好的结果：用

α-MEM完全培养基稀释BD GolgiPlug™（1∶200）和BD GolgiStop™（1∶300），
吸取该混合液孔加入到所有含有刺激物的孔中，每孔50μl（终浓度BD Golgi 
Plug™ 1∶1000和BD GolgiStop™0.67∶1000）。混合每孔，在37℃下孵育5 ～ 6 h

（见本章备注14）。
（9）离心板（500 r/min，4℃，3 min），弃去上清液，重悬细胞。在每孔中加

入200 μl的α-MEM完全培养基。

（10）将板在4℃下过夜。

（11）离心板（500 r/min，4℃，3 min），弃去上清液，重悬细胞。用200 μl 
PBS清洗细胞2次。

（12）进行活死细胞染色。该方法是基于405 nm下可激发的染料［LIVE/
DEAD™ FixableAqua Stain（分子探针）］而建立的。用PBS将Aqua Stain溶液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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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1∶1000比例稀释，每孔加入200 μl（无未染色对照）。于4℃避光孵育细胞30 
min。

（13）离心板（500r/min，4℃，3 min），弃去上清液，重悬细胞。用200 μl 
PBS＋0.5% BSA 洗涤细胞2次。

（14）制备抗体 /FcγR阻滞剂混合物用于细胞表面染色：CD4-V 450（1∶200）、
CD8-PE-Cy7（1∶200）、Thy1.2-FITC（1∶300）、FcγR阻滞剂（1∶100）（PBS＋0.5% 
BSA，每孔100 μl）。

（15）离心板（500 r/min，4℃，3 min），弃去上清液，重悬细胞。

（16）每孔加入100 μl抗体混合物（不包括未染色的对照组），在4℃下孵育

30 ～ 45 min。
（17）离心板（500 r/min，4℃，3 min），弃去上清液，重悬细胞。用200 μl 

PBS＋0.5% BSA清洗细胞两次。

（18）每孔加入200 μl细胞固定和渗透液（Cytofix/Cytoperm），于室温下避光

孵育20 min。可4℃孵育过夜。

（19）离心板（500 r/min，4℃，3 min），弃去上清液，重悬细胞。用200μl的
洗涤缓冲液（Permwash）洗涤细胞2次。

（20）可选：用100 μl Permwash＋2%大鼠血清阻断细胞。在室温下避光孵育

15 min。离心板（500 r/min，4℃，3 min），弃去上清液，重悬细胞。

推荐该步骤用来减少产生的低水平细胞因子的细胞内染色及未知抗体产生的

背景。

（21）准备细胞内染色的抗体混合物（1∶100）：IFN-γ-APC、TNF-PE、IL-2-
PerCpCy5.5或 IL-17-PerCpCy5.5（溶解于Permwash中，每孔100 μl）。

（22）每孔加入100 μl抗体混合物（除去未染色控制组），于4℃避光孵育30 
min。

（23）离心板（500 r/min，4 ℃，3 min），弃去上清液，重悬细胞，用200 μl 
Permwash洗涤细胞2次。

（24）离心板（500 r/min，4 ℃，3 min），弃去上清液，每孔用200 μl PFEA
重悬细胞。

（25）如必要，则将板避光保存在4 ℃条件下，最多可保存2 d，直到进行

FACS分析。

3.验证实验　为了证明某一种疫苗的有效性，可能需要进行一项验证试验。

如果不明确对某特定病原体是否有明确的相关保护作用，这样做是特别有必要

的。有时可以在人类模拟验证模型（如疟疾或呼吸道合胞病毒）的背景下进行，

但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使用合适的动物模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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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注

1.质粒制剂通常用作体外转录模板。用于分离高质量质粒DNA的试剂盒可以

从Qiagen和Macherey-Nagel等不同供应商处获得；模板可以直接由聚合酶链反应

产生［15］，尽管这样可以克服克隆的困难，节省时间，但与质粒相比，模板保真

度通常较低。

2.对于线性化，5′突出端更优于平端，而不是3′突出端，因为后者可能导致

不依赖于SP6启动子的T7、T3而合成不需要的mRNA，这可能会影响疫苗。

3.如果RNA转录试剂盒没有帽类似物，则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如来自

TriLink。当有不同的类似物供选择时，反向帽类似物（ARCA）应该具有最佳的

表达结果。CAPE类似物和 rGTP最常用的使用比例为4∶1，这似乎是获得良好的

加帽效率（约80%）和高RNA产量的最佳折中方案。提高这一比例会提高加帽效

率而降低RNA产量，而降低这一比例则会使RNA分子加帽效率更低。

4.对于膜结合蛋白的检测，可以采用Western 印迹法或FACS分析。FACS分

析用解离缓冲液（40 mmol/L Tris-HCl pH7.5/150 mmol/L NaCl/1mmol/L EDTA）

从平板上去除细胞，防止胰蛋白酶裂解膜结合蛋白。检测细胞质蛋白的最佳方法

是Western印迹法或FACS分析，必须对其进行细胞内染色。ELISA和Western 印
迹法可检测可溶性蛋白的表达。

5.由于供体及其多变性，使用2 ～ 3种不同供体中分离出来的PBMC。

6.下面的试剂可用作阴性对照：R848（TLR7/8激动剂；InvivoGen；10 ng/
ml ～ 10 μg/ml）和poly（I∶C）HMW（TLR3激动剂；InvivoGen；30 ng/ml ～ 10 
μg/ml）。

7.在层流柜中处理RNA，并使用无RNase试剂和过滤吸头，以避免RNase污
染。使用前用RNase去污液清洁工作台表面，如使用RNase-ExitusPlus™。

8.与皮内注射相反，皮下注射时没有产生阻力。水泡定义不太明确，更多的

是椭圆形。

9.为了稳定PpLuc标准品，需要加入乙酰化BSA。这不是细胞或组织样本所

必需的。

10.皮肤样本应该没有头发或脂肪残留，这可能会干扰测量。

11. 80 μg是评价免疫原性的良好起点。一旦建立了疫苗的免疫原性，就可以

测试较低数量的RNA。

12.如果实验中的背景过高，可以尝试在封闭液中使用1%的牛奶替代BSA或

使用更高比例的BSA。确保ELISA板在实验过程中不变干，应仔细遵循有关洗涤

步骤的要求操作。如果背景只出现在单个孔中，可能是由于孔中有气泡，这些气

泡在测量前必须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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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新鲜分离的脾细胞可储存在4℃过夜。如果采用冷冻脾细胞，样本中将含

有更高比例的死细胞。

14.使用不同的细胞因子需要选择不同的蛋白质分泌抑制剂及孵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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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核苷修饰的mRNA传染病疫苗

Norbert Pardi，Drew Weissman

摘要

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mRNA具有产生针对病原体的强力免疫应答的能

力，使其成为疫苗研制的一个新平台（Weissman，Expert Rev Vaccines 14：
265-281，2015；Sahin et al.，Nat Rev Drug Discov 13：759-780，2014）。 修

饰核苷在mRNA的制备中具有许多优点，且目前在临床治疗蛋白传递工具

方面正处于复兴阶段。修饰核苷在预防传染病的疫苗中的应用才刚刚开始被

报道，但它在产生有效和长效抗体应答方面具有优势。快速蛋白质液相层析

（FPLC）纯化和mRNA中修饰核苷的替换使其具有非炎症性和高度可翻译性

（Kariko et al.，Immunity 23：165-175，2005；Kariko et al.，MolTher 16：1833-
1840，2008；Kariko et al.，Nucleic Acids Research 39：e142，2011），这些是临

床治疗相关性的关键特征。将mRNA构建成脂质纳米粒（LNP）可以防止其

降解，高效蛋白质产生增加了疫苗的持续时间（Pardi et al.，J ControlRelease，
2015）。这里将报道一种简单的接种方法，将LNP包裹的含1-甲基假尿苷的

FPLC纯化的mRNA接种于小鼠体内。此外还描述了评估这种疫苗产生的抗

原特异性T细胞和B细胞应答的方法。

关键词：mRNA，修饰核苷，假尿苷，脂质纳米粒，传染病，疫苗

一、前言

癌症和传染病的核酸疫苗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1，2］。当时大多数研究

都集中在DNA上，而mRNA疫苗接种研究进展缓慢。然而，与其他核酸的方法

相比，mRNA疫苗具有一些优势，如可直接进入胞质迅速产生蛋白质，不与染色

体整合使mRNA成为一个完全可控的递送平台。

已经研制出来几种抗传染病的mRNA/自复制RNA疫苗，但没有一种含有被

认同具有提高安全性和翻译功能的修饰核苷。一种可引起小鼠、雪貂和猪保护性

免疫应答的鱼精蛋白复合物的流感mRNA疫苗已经被报道［3］。关于纳米粒子或纳

米乳液复合自复制RNA疫苗的研究表明，低剂量给药可诱导对一系列感染性病原

体的强T细胞和B细胞免疫应答［4-7］。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将体外产生编码HIV-1抗

原mRNA的自体树突状细胞经体外电穿孔后再次注射给进行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

 
http://www.shinegene.org.cn/RiboGreen.html



102 RNA疫苗：方法与操作

HIV-1感染者［8，9］。这种疫苗形式引起强烈的CD4+和CD8+ T细胞免疫应答，并已

进入Ⅰ /Ⅱ期临床试验［10］，但目前不适用于大规模免疫项目。

虽然体外转录未修饰mRNA已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新治疗手段，但一些问题

如mRNA不稳定、翻译量少和体内递送等仍有待解决。笔者小组曾证明，编码序

列的密码子优化、引入起稳定作用的5′和3′非翻译区序列、用修饰核苷，（包括假

尿苷、1-甲基假尿苷和5-甲基胞嘧啶）取代尿苷、加入cap1和poly（A）尾修饰

结合FPLC纯化，可使mRNA无炎症性且具有高度可译性［11-13］。此外，笔者小组

最近已经证明，可电离的氨基脂质纳米粒（LNP）是良好的mRNA体内载体［14］。

在皮肤中发现大量不同种类的免疫细胞，使之成为接种疫苗的最佳解剖结构［15］。

该方法描述了编码免疫原的核苷修饰mRNA-LNP复合物的经皮内给药途径。根据

免疫原和所需的反应水平可以进行单次或多次免疫。这种新的疫苗形式诱导了强

烈的抗原特异性T细胞和B细胞免疫应答，表明LNP形式的核苷修饰mRNA在抗

感染病原体和潜在的其他疫苗靶点接种方面具有优势。

二、材料

（一）mRNA制备与纯化

1.在所需mRNA序列的3′端，用适当的限制性内切酶酶切，将质粒线性化。

2.苯酚 -氯仿 -异戊醇（25∶24∶1），pH8.0。
3.氯仿。

4.超纯水（UP）。
5. 7.5mol/L LiCl，3.0mol/L NaOAc，pH5.5。
6.异丙醇。

7. 75%乙醇溶液。

8.硅化微离心管（Research Products International Corp，Mount Prospect，IL）。
9.体外转录试剂盒（Ambion，Grand Island，NY），包括未修饰的核苷三磷酸

溶液、反应缓冲液、DNase和RNA聚合酶。

10. CellScript（Madison，WI）的 INCOGNITO 试剂盒（T7±ARCA），带有 
Ψ 和 m5C，带有Ψ的T7，带有Ψ的SP6 和没有修饰核苷的试剂盒；SP6-Scribe，
T7 mScript和 T7-Scribe。

11.修饰的核苷三磷酸（NTP）：转录试剂盒（TriLink，San Diego，CA）Ψ、

m1Ψ、M5C和转录试剂盒（CellScript）。
12. AKTApurifier10 FPLC，带有Frac-920馏分收集器（GE Healthcare Bioscients，

Piscataway，NJ）和TL 105柱加热器（Timberline Tools，Boulder，CO）或类似配

置的可用于体外转录mRNA FPLC纯化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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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criptCap m7G加帽系统和2′-O-甲基转移酶试剂盒（CellScript），可将

cap1修饰引入FPLC纯化的mRNA中。

14.酵母poly（A）聚合酶多聚腺苷化试剂盒（600 U/μl）（USB，Cleveland，
OH），如果需要，可用于加入poly（A）尾。

（二）mRNA的LNP络合

1.离子化阳离子脂质体，随LNP配方的不同而变化。

2.磷脂酰胆碱，随LNP的不同而变化。

3.胆固醇，随LNP配方的不同而不同。

4.PEG-脂质，随LNP配方的不同而变化。

5.乙醇。

6.动态光散射仪，如Zetasizer Nano ZS（Malvern Instruments Ltd，Malvern，
Worchestershire，UK）。

（三）小鼠皮内mRNA-LNP给药

1.小鼠（近交或远交品系，包括BALB/c、C57BL/6等，按实验要求选择）。

2.异 氟 烷（Piramal Healthcare Limited，Coldstream，KY） 和 调 节 雾 化 器

（Forane model 100F regulated nebulizer，Ohio Medical Products，Madison，WI），
用于麻醉小鼠。

3.电动剃须刀，用于去除动物背部的毛。

4. 3/10 cc 29½G胰岛素注射器（BD Biosciences，Franklin Lakes，NJ），用于

给小鼠皮内注射mRNA-LNP。
5. Dulbecco磷酸盐缓冲液（DPBS）用于稀释mRNA-LNP。

（四）小鼠眼眶采血

1.微型离心管。

2.微血细胞比容毛细管（Fisher Science，Pittsburg，PA）。

3.纸巾和Kimwipes（纸巾品牌）。

4.异氟烷和调节雾化器，用于麻醉小鼠。

5.抗凝剂：0.3mol/L EDTA，pH7.4。

（五）脾和淋巴结分离

1.剪刀和钳子。

2.超纯水和75%乙醇。

3. RPMI 1640培养基，含2mmol/L L-谷氨酰胺（LifeTechnologies）和10%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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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血清（HyClone），或按实验要求准备。

4. 15 ml锥形管（BioExpress，Kaysville，UT）。
5.异氟烷和调节雾化器，用于麻醉小鼠。

（六）小鼠脾细胞和淋巴结细胞的刺激和染色

1.含2 mmol/L L-谷氨酰胺和10% FCS的RPMI 1640培养基。

2. FACS缓冲液：含1% FCS的PBS，FACS管12 mm×75 mm（Fisher Scientific），
15 ml和50 ml锥形管，Eppendorf管。

3. 10 ml注射器（BD Biosciences），尼龙网，100 μm细胞过滤器（BioExpress），
100mm×15mm培养皿（Crystalgen，Commack，NY），血细胞计（Reichert Technol-
ogies，Buffalo，NY）。

4.与免疫原相对应的肽库，如HIV-1 B亚型（MN）、环境肽集（NIH AIDS 
Reagent Program）或流感血凝素（HA）肽库［BEI Resources、NIH生物防御

和新发感染研究资源库（Biodefense and Emerging Infections Research Resources 
Repository）、NIAID、NIH］，或纯化的免疫原蛋白或编码免疫原的mRNA。

5. GolgiPlug（布雷菲德菌素 A，BD Biosciences）和GolgiStop（monensin，
BD Biosciences）。

6. PMA和离子霉素（Sigma）。
7.抗体：抗CD4 PerCP/Cy5.5（Clone GK1.5，Biolegend），抗CD8a PB（Clone 53- 

6.7，Biolegend），抗CXCR5 BV605（Clone L138D7，Biolegend），抗PD-1 BV785
（Clone 29F.1A12，Biolegend），抗Bcl6 PE（Clone K112-91，BD Biosciences），抗 

ICOS BV421（Clone 7E.17G9，BD），抗CD27 PE（Clone LG.3A10，BD Biosciences）， 
抗CD107a FITC（Clone 1D4B，BD），抗CD3 APC-Cy7（Clone 145-2C11，BD  
Biosciences）， 抗TNF-α PE-Cy7（Clone MP6-XT 22，BD Biosciences）， 抗 IFN-γ 
AF 700（Clone XMG 1.2，BD Biosciences）和抗 IL-2 APC（Clone JES6-5H4，BD 
Biosciences）。根据实验情况，还可以使用其他的抗体。

8.活 /死细胞染色试剂盒（LIVE/DEAD Fixable Aqua Dead Cell Stain Kit，Life 
Technologies）。

9. Cytofix/Cytoperm试剂盒（BD Biosciences）。
10. FoxP3转录因子缓冲液试剂盒（eBioscience）。
11.固定缓冲液：新鲜配制的含1%多聚甲醛的PBS。

（七）补偿对照制备

1. ArC Amine反应补偿珠试剂盒ArC Amine Reactive Compensation Bead Kit
（Life Technologies）和抗鼠和抗仓鼠补偿珠（BD Biosciences）或与相应物种匹配

 
http://www.shinegene.org.cn/RiboGreen.html



第六章　核苷修饰的mRNA传染病疫苗 105

的染色抗体。

2. Aqua Blue和所有用于脾和淋巴结驻留细胞染色抗体。

3. FACS管，FACS缓冲器。

4.固定缓冲液：含1%多聚甲醛的PBS。

（八）流式细胞术与T细胞数据分析

1. LSR Ⅱ（BD Biosciences）或类似功能的流式细胞仪。

2.用于数据分析的FlowJo 9.8.5、Excel（Microsoft）、Prism 5.0f（GraphPad）、
PESTLE 1.7和SPICE 5.35软件。

（九）ELISA

1.检测抗体：山羊抗小鼠 IgG HRP络合物（Sigma）。
2.包被抗原：纯化的免疫原或相关蛋白，如用于HIV包膜反应的HIV-1 gp120

或用于流感HA响应的HA。

3.阻断缓冲液：含2% BSA（Sigma）的PBS。
4.清洗缓冲液：含0.05%吐温 -20的PBS。
5.底物溶液（KPL Inc，Gaithersburg，MD）：TMB过氧化物酶基质和过氧化

物酶底物溶液B混合物（比例1∶1）。
6.终止溶液：1mol/L硫酸。

7. 免疫子 immuon4 HBx高结合板（Thermo Scientific）。
8.阳性对照mAb或亲和纯化多克隆抗体，用作阳性对照。

9. Dynex MRX Revelation（或类似）酶标仪（DYNEXT echnologies，Chandtilly，
VA）。

（十）病毒中和、细菌保护和抗癌试验

参见前文所描述的病毒、细菌或癌症试验。

三、方法

用线性化质粒体外转录mRNA并进行FPLC纯化，去除双链RNA污染。用牛

痘病毒加帽酶和2′-O-甲基转移酶法加入cap1。之后mRNA被构建在含有可电离

氨基的LNP中。

用渐增剂量的mRNA-LNP进行小鼠皮内免疫。mRNA-LNP的最佳剂量和免

疫次数取决于抗原的免疫原性。在每次免疫前采集血液，用血浆进行ELISA和功

能检测，以定量和定性测定B细胞的应答。最后一次免疫后2周，处死动物，采

集脾脏、淋巴结和血液，分析抗原特异性T细胞和B细胞应答。如果只分析B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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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应答，免疫后延长时间可以使抗体反应进一步成熟。脾细胞和（或）淋巴结

细胞用适当的肽库、全蛋白刺激或用编码mRNA转染，并用抗体对细胞表面标记

物和细胞内细胞因子进行染色。样品用多色流式细胞仪进行分析，并使用适当的

计算机软件对数据进行评估。

（一）mRNA生产和纯化

用适当的体外转录试剂盒从线性化质粒中合成mRNA［16］（可参见参考文献中

关于质粒线性化和mRNA制备的详细信息和重点）。然后对mRNA进行FPLC纯

化，并添加cap1［17］（参见参考文献中关于FPLC净化的详细资料）。酶加poly（A）

尾是可选择的方法之一，因为可以在质粒DNA中编码poly（A）尾。

1.将100μg质粒与50U的限制性内切酶在100 μl反应体积中线性化1 h至过夜，

这取决于限制性内切酶的最适条件。

2.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溴化乙锭（EtBr）染色分析DNA，证实质粒DNA完

全断裂。

3.用50 μl苯酚 -氯仿 -异戊醇提取线性化质粒DNA。将线性化质粒DNA溶于

超纯水。

4. 10 μl的体外转录反应体积：在硅化微离心管中加入1μg线性化质粒、反应

缓冲液、适当的核苷三磷酸溶液和RNA聚合酶。

5. 37℃体外转录反应孵育2 ～ 4 h。
6.每10 μl反应加入1 μl DNase，于37℃孵育15 min。
7.用冷LiCl沉淀mRNA，在-20℃孵育过夜。

8.将沉淀的mRNA在13 000×g离心5 min，用冷的75%乙醇溶液洗3次，溶

于超纯水中。采用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mRNA。

9.按照参考文献［17］中的方法用FPLC纯化mRNA，并加入3 μl糖原、1/10
体积NaOAc和1体积异丙醇进行mRNA沉淀。

10.沉淀过夜后，将mRNA在13 000×g离心5 min，用冷的75%乙醇溶液洗3
次，溶于超纯水中。采用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mRNA。

11.使用从CellScript购置的试剂盒，进行酶法加帽和2′-O-甲基化修饰，在硅

化微离心管中加入60μg体外转录的FPLC纯化的mRNA和超纯水，使最终体积为

67.5 μl，在65℃下孵育5 min。
12.将反应管置于冰上20s，之后离心5s。加入10 μl 10×反应缓冲液、10 μl 

GTP、5 μl SAM、2.5 μl Script Guard RNase抑制剂、5 μl ScriptCap m7G加帽酶、5 
μl 2′-O-甲基转移酶，最终体积为100 μl。

13.于37℃孵育1 h。
14.每100 μl反应体积用50 μl冷LiCl溶液沉淀，在-20℃下孵育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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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孵育过夜后，用13 000×g离心5 min，用冷的75%乙醇溶液洗3次，溶于

超纯水中。采用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mRNA。

16. mRNA的多聚腺苷化是可选的。在硅化微离心管中加入33 pmol的
mRNA，相当于约10μg的1kb的RNA，最终体积为16.2 μl。

17.加入1.3 μl ATP储存液，5 μl 5×反应缓冲液和2.5 μl poly（A）聚合酶。

于37℃孵育1 h。
18.每25 μl反应体积，加入12.5 μl冷LiCl溶液沉淀mRNA，在-20℃孵育

过夜。

19.用13 000×g离心5 min，用75%冷乙醇溶液洗涤3次，用超纯水溶解。采

取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mRNA。

（二）mRNA 的LNP络合

由于脂质合成和微流控混合的综合要求，LNP-mRNA复合物通常是由专业公

司（Arcturus、Acuitas等）制造的。用自组装的方法将mRNA包裹在LNP中，在

pH4.0的条件下，mRNA水溶液与溶解在乙醇中的脂质可迅速混合。LNP含有不

同摩尔 /摩尔比的离子化阳离子脂质 /卵磷脂 /胆固醇 /聚乙二醇 -脂质，其封装率

（RNA/总脂质体）一般为0.05（w/w）。用Zetasizer Nano ZS或类似仪器对LNP进

行动态光散射测量，其直径为60 ～ 100 nm。某些mRNA-LNP制剂存储在-80℃
条件下，而另一些则需要存储在4℃条件下。详细信息见相关参考文献［18］。

（三）小鼠mRNA-LNP皮内给药

1.在微型离心管或15 ml锥形管中，用PBS稀释mRNA-LNP，并放在冰上。

2.用电动剃须刀去除老鼠背部的毛。

3.给药前，用3.3%异氟烷麻醉动物。

4.用3/10 cc 29½G胰岛素注射器皮下注射30 μl的液体。每只动物背部采取4
点注射（4×30 μl）（见本章备注1）。

5.把动物放回笼子，确认它已经从麻醉中完全苏醒。

（四）小鼠眼眶取血

1.在微离心管中按1/10比例加入EDTA（如100 μl血加10 μl EDTA）。

2.用3%异氟烷麻醉动物。

3.使用微血细胞比容毛细管从小鼠眼眶静脉窦采集血液（见本章备注2）。
4.将毛细血管中带有EDTA的血液加到微离心管中。

5.在获得所需的血量后，轻轻地用Kimwipe（纸巾）擦眼眶静脉窦，以进一

步止血，并去除眼球多余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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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眼部涂抹眼膏。

7.把动物放回笼内，确认它已经完全从麻醉中苏醒。

8.将血以1000×g离心10 min，将血浆移入干净的微离心管。存放在-80℃处

待用。

（五）脾、淋巴结分离

1.用3%异氟烷麻醉动物。

2.全身麻醉后通过颈椎脱位处死小鼠（每次一只）。

3.用剪刀打开动物的胸部和腹部，切除脾脏和淋巴结。

4.将器官置于含有5 ml培养基的15 ml锥形管中，放在冰上。

（六）小鼠脾细胞和淋巴结细胞刺激和染色

1.将脾脏 /淋巴结放入5 ml含完全培养基的培养皿中，用10 ml注射器将脾脏

在细胞过滤器上研磨。

2.通过尼龙网过滤悬浮液并将其放入15 ml锥形管。

3.将锥形管以350×g离心7 min。
4.去除上清液，将细胞沉淀重悬于10 ml PBS中。

5.将锥形管以350×g离心7 min。
6.去除上清液，将细胞沉淀重悬于2 ml培养基中。

7.可以用AKC裂解缓冲液裂解红细胞，但这样会损害生物活性。

8.使用血细胞计数器计数有核细胞（见本章备注3）。
9.制备有核细胞浓度为107/ml的细胞悬浮液。使用培养基稀释肽或蛋白，或

用转染试剂稀释免疫原编码的mRNA，方法的选择见本章备注4。
10.计算每只动物所需的样本体积，包括每次染色加100 μl细胞悬浮液到

FACS管的量。每管加50 μl稀释肽。计算动物数量时，应始终包括不接受刺激的

阴性对照动物数。使用PMA（10 ng/ml）和离子霉素（250 ng/ml）刺激样品作为

阳性对照。

11.将样品在37℃孵育1 h。
12.向FACS管中加入总体积为50 μl稀释的GolgiPlug（1∶100 培养基）和

GolgiStop（1∶143培养基）溶液。如果进行CD107a染色，请在这一步向细胞中

添加抗体。

13.用铝箔包裹样品并在37℃下孵育5 h。
14.向样品中加入2 ml PBS。
15.将FACS管以350×g离心7 min。
16.倒出上清液，并用纸巾去除FACS管中的所有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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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PBS中稀释Aqua Blue储备液（1∶60），用5 μl稀释溶液重悬细胞。

18.于室温下避光孵育10 min。同时，在FACS缓冲液中制备表面染色的混

合物，包括相应的抗体：抗CD4、抗CD8、用于Th1细胞群的抗CD27和抗CD4、
抗CXCR5、抗 ICOS、用于滤泡辅助性T（Tfh）细胞群的抗PD-1或研究的任何细

胞群抗体。

19.将细胞重悬于50 μl表面染色主混合物中。

20.于室温下避光孵育30 min。
21.向样品中加入3 ml FACS缓冲液。

22.将FACS管以350×g离心7 min。
23.从FACS管中倒出上清液，用纸巾除去任何液滴。

24.对于Th1 细胞群，用250 μl Fix/Perm溶液重悬细胞，对于Tfh 细胞群，用

1 ml FoxP3 Fix/Perm（1份浓缩物和3份稀释剂）稀释溶液。

25.于室温下避光孵育20 min（Th1）或1 h（Tfh）。同时，用稀释的Perm/
Wash（Th1）或FoxP3 Perm缓冲液（Tfh）制备细胞内染色预混液，包括适当的

抗体：抗CD3a、抗 IFN-γ、用于Th1 细胞群的抗 IL-2和抗CD3、抗Bcl6、用于

Tfh 细胞群的抗TNF-α和抗 IL-2，或任何开发的细胞群抗体。

26.将细胞重悬于50 μl细胞内染色预混液中。

27.在室温下避光孵育1 h。
28.加入2 ml稀释的Perm/Wash（Th1）或FoxP3 Perm缓冲液（Tfh）到样品

中。两者均用蒸馏水以1∶10比例稀释。

29.以350×g（Th1）或700×g（Tfh）离心FACS管7 min（见本章备注5）。
30.倒出上清液并用纸巾除去FACS管中所有液滴。

31.将细胞重悬于200 μl固定缓冲液中。

32.将细胞避光保存在4℃，直至进行流式细胞术分析。

（七）补偿对照实验准备

1.在分析样品之前准备补偿对照。使用ArC Amine Reactive Compensation 
Bead试剂盒用于水蓝补偿与抗鼠和抗仓鼠补偿珠子［或标记的单克隆抗体

（mAb）的任何物种来源］作为抗体补偿对照。

2.准备水蓝补偿对照：加入30 μl珠子于FACS管中，再加入0.25 μl水蓝（未

稀释）原液。在室温下避光孵育30 min。加入1 ml FACS缓冲液并以700×g离心

5 min，除去上清液，向管中加入300 μl固定缓冲液。

3.抗体补偿对照：FACS管中加40 μl珠子。向每个管中加入和用于每个样品

染色相同量的抗体。在室温下避光孵育30 min。向珠子中加入300 μl固定缓冲液。

4.在流式细胞仪分析前将样品避光置于4℃。

 
http://www.shinegene.org.cn/RiboGreen.html



110 RNA疫苗：方法与操作

5.可选：替代珠子，可使用脾细胞或淋巴结残留细胞获得补偿对照。

（八）流式细胞术和T 细胞数据分析

使用多色流式细胞仪收集数据。首先，使用补偿珠设置补偿矩阵。确认流式

细胞仪设置合适，每种荧光都可以检测到且不会受到其他干扰，并且可以鉴定所

需细胞群。接下来，运行所有样品并收集每个样本至少100 000个数据。可选择

需要的软件进行分析数据：FlowJo 9.8.5、Excel、Prism 5.0f、PESTLE1.7或SPICE 
5.35。

（九）ELISA

1.用适当的抗原包被ELISA板。室温孵育1 h或4℃过夜（取决于抗原）。

2.在水槽上轻拍板后，在纸巾上轻拍，以完全除去未结合的包被抗原。

3.加入100 μl封闭缓冲液，在室温下孵育1 h。
4.用300 μl洗涤缓冲液洗涤板3次，每次洗涤后完全除去残留液体。

5.用封闭缓冲液稀释板上的血浆样品和标准品（每孔100 μl），在室温下孵育

1 h。
6.用300 μl洗涤缓冲液洗涤板3次，每次洗涤后完全除去残留液体。

7.用封闭缓冲液稀释检测抗体（每孔100 μl），在室温下孵育1 h。
8.用300 μl洗涤缓冲液洗涤板3次，每次洗涤后完全除去残留液体。

9.以1∶1的比例（每孔100 μl）加入TMB底物混合物，将板在室温下孵育20 
min或直至形成适当颜色。

10.加入1mol/L硫酸（每孔50 μl）以停止反应。

11.用酶标仪读取450 nm处的光密度值（见本章备注6）。

（十）病毒中和，细菌保护和抗癌分析

按照实验方法对感兴趣的病原体或抗原靶标进行操作。

四、备注

1.若要成功进行皮内注射，请将针头以小角度插入，即在表皮浅层下。皮内

注射成功后，即便注入少量（30 μl）液体，也会出现硬小泡。

2.将微血细胞比容管快速旋转进入眶窦。当管子通过眼下方时，确保眼部不

会受损。稍微改变管子的角度，可以增加血流量。

3.从小鼠脾脏中可获得4000万至1亿个细胞。按1∶1000的比例稀释少量细胞

悬液，用于血细胞计数。

4.大多数肽库的浓度为1 mg/ml。用培养基稀释肽的比例是1∶200，每个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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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50 μl稀释肽。

5. FoxP3 Fix/PERM溶液处理细胞后，以700×g离心，因大多数细胞在较低

的离心速度下会丢失。

6.加入终止液后15 min内读取光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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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抗过敏的预防性mRNA疫苗的生产和评价

Richard Weiss，Sandra Scheiblhofer，Josef  Thalhamer

摘要

由于世界范围内过敏反应的增加和治疗干预效果有限，人们已经认识到

预防过敏疫苗接种的必要性。mRNA和DNA疫苗具有预防过敏的能力，被认

为是通过防止Th2致敏的免疫学途径发挥作用的。而且mRNA疫苗必须满足

给健康儿童接种的严格安全要求。本章描述了传统的及自复制mRNA疫苗的

制备，以及在动物模型中检测其预防效果的方法。

关键词：mRNA疫苗，自复制mRNA，遗传免疫，预防，Th1/Th2应答，

过敏，BALB/c

一、前言

虽然香柏和花生过敏的治疗性DNA疫苗最近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1］，但

这种疫苗不太可能满足健康个体预防接种所需的严格安全要求。mRNA疫苗已重

新成为一种很有希望的替代方法，以避免DNA疫苗相关的危险因素。笔者小组

以前已经证明，mRNA疫苗有可能防止过敏，即产生Th2引起的免疫反应，其特

征是变应原特异性 IgE和标志性细胞因子 IL-4、IL-5和 IL-13的高水平表达［2，3］。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预防过敏疫苗接种的要求与传统疫苗明显不同。虽然预防传

染病的疫苗旨在诱导高滴度的保护性抗体和（或）细胞免疫，但针对过敏的预防

性疫苗引入了一种免疫偏倚，这种偏倚随后在与相应的变应原自然接触后得到增

强。研究已经证明，即使是疫苗引起的几乎无法检测到的初级免疫反应，也足以

防止过敏致敏［4］。此外，研究还可以证明疫苗接种后的记忆应答是长期持久的，

并且通过重复的呼吸道变应原刺激来维持，并不诱发不良的副作用［5］。因此，抗

过敏性疾病的mRNA疫苗满足所有预防过敏疫苗安全有效的要求。

本章描述了从市场可获得载体制备的传统及自复制mRNA。然而常规的

mRNA疫苗受限于有效翻译抗原所需的简单“小部件”，而自复制mRNA疫苗利

用复制酶，可扩增mRNA疫苗并触发其他的免疫刺激通路。关于这种疫苗更详细

的描述请参见本系列的另一本书［6］。另外，本章提供了疫苗的质量控制方法，以

及对参数进行优化的建议。最后，本章讨论了疫苗的体内递送，描述了评估疫苗

有效性的方法。更详细的评估致敏小鼠细胞免疫反应和肺功能的方法在其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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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介绍［7］。

二、材料

（一）质粒构建

1. pTNT（Promega）。
2. pSinRep5（Thermo Fisher）。
3.限制酶，小牛肠碱性磷酸酶（CIAP），T4 DNA连接酶，相应的缓冲液。

4.琼脂糖凝胶DNA电泳设备。

5.凝胶提取试剂盒。

（二）质粒纯化和线性化

1.大肠埃希菌XL1-蓝色感受态细胞（Thermo Fisher）。
2.标准Luria肉汤（LB）培养基。

3.氨苄西林。

4.质粒DNA制备试剂盒。

5. BamHI和NotI限制性内切酶和相应的缓冲液。

6. MaXtract™高密度，2 ml（Qiagen）。
7.苯酚 -氯仿 -异戊醇（PCI）25∶24∶1。
8.氯仿 -异戊醇（CI）24∶1。
9. 3mmol/L NaAc，pH5.2，无RNase。
10. H2O，无RNase。
11. 100%乙醇，不含RNase。
12. 70%乙醇，不含RNase。
13.带过滤加样头，不含RNase。

（三）体外RNA的转录

所有试剂都应不含RNase。
1. 5×T7反 应 缓 冲 液：400mmol/L HEPES-KOH pH7.5，120mmol/L MgCl2，

10mmol/L亚精胺，200mmol/L DTT。
2. 5×SP6反应缓冲液：400mmol/L HEPES-KOH，pH7.5，160mmol/L MgCl2，

10mmol/L亚精胺，200mmol/L DTT。
3. rNTP混合物：25mmol/L rATP，25mmol/L rCTP，25mmol/L rGTP，25mmol/L 

rTTP。
4. T7和SP6 RNA聚合酶，高浓度（200 U /μl）（Thermo F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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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无机焦磷酸酶（NEB）。

6.无RNase的DNase（Thermo Fisher）。
7. 5mol/L乙酸铵，pH6.2 ～ 7.5。
8. H2O，不含RNase。
9. 70%乙醇，不含RNase。
10.带过滤加样头，不含RNase。

（四）RNA加帽

所有试剂必须无RNase。
1. ScriptCap m7G加帽试剂盒（CELLSCRIPT）。
2. 5mol/L乙酸铵，pH6.2 ～ 7.5。
3. H2O，无RNase。
4. 70%乙醇，不含RNase。
5.带过滤加样头，无RNase。

（五）RNA质量控制

所有试剂必须无RNase。
1.琼脂糖。

2. 20×RNA缓冲液：500mmol/L BES或MOPS，300mmol/L NaAc，10mmol/L 
Na2 EDTA，pH6.8。

3. RNA上样缓冲液（FOFAL）：1 ml加入50 μl 20×RNA缓冲液，500 μl甲
酰胺（＞99%），184 μl甲醛（37%），134 μl甘油（87%），5 μl溴化乙锭（10mg/
ml），117 μl H2O，不含RNase。

4.用于琼脂糖凝胶电泳的RNA标记物。

5. BHK-21细胞系（ATCC编号：CCL-10）。
6. BHK-21生长培养基：DMEM，10%FBS，4.5 g/L葡萄糖，4 mmol/L L-谷氨

酰胺，2.2 g/L NaHCO3。

7. TurboFect转染试剂（Thermo Fisher）。
8.无Ca2+和Mg2+的DPBS。
9.裂解液：100 mmol/L磷酸钾，pH7.8，0.2%Triton X-100。
10. 30%（w/v）三氯乙酸（TCA）。

11. 2×SDS-样品缓冲液：200 mmol/L β-巯基乙醇，4%（w/v）SDS，20%（v/v）
甘油，0.2%（w/v）溴酚蓝，100mmol/L Tris-HCl，pH6.8。

12.用于SDS-PAGE和Western印迹法的设备。

13.针对由RNA编码的蛋白质的免疫血清（见本章备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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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RP标记的抗小鼠 IgG1二抗。

（六）免疫接种和致敏

1. BALB/c小鼠（雌性，6 ～ 10周龄）。

2. 27G针头。

3. 1 ml注射器。

4. Alu-Gel-S（Serva）。
5.纯化的编码变应原的mRNA。

6.最优化的CaCl2浓度的5×林格溶液：513.5mmol/L NaCl、26.5mmol/L KCl、
3.75mmol/L CaCl2（见本章备注2）。

7.重组变应原。

8. 10×无内毒素的PBS，pH7.5（Sigma）。
9.无内毒素的H2O。

10.弯钳。

11.适用于啮齿类动物的异氟烷麻醉机。

（七）IgG1和IgG2a次级ELISA

1.白色96孔高结合平底ELISA板（Greiner）。
2.标准PBS，pH 7.5。
3.重组变应原。

4.洗涤缓冲液：PBS，0.1%（v/v）吐温 -20。
5.封闭缓冲液：PBS，0.1%（v/v）吐温 -20，2%（w/v）印迹级脱脂牛奶。

6.检测抗体：HRP结合的抗小鼠 IgG1和 IgG2a。
7. BM化学发光ELISA底物（POD）（Roche）。
8.发光酶标仪。

（八）嗜碱性粒细胞释放试验

1.大鼠嗜碱性粒细胞白血病（RBL）-2H3细胞系（ATCC编号：CRL-2256；
DSMZ编号：ACC 312）。

2.培 养 基：70%MEM（Earle’s） 培 养 基 和20%RPMI 1640补 充10%FBS，2 
mmol/L-L-谷氨酰胺，1%青霉素 /链霉素，2mmol/L丙酮酸钠。

3.细胞培养瓶，面积为25cm2、75cm2和175cm2。

4. DPBS（Sigma）。
5. EDTA：0.05%胰蛋白酶，含0.02%EDTA的DPBS（Sigma）。
6. 96孔平底细胞培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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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yrode缓冲液：9.6g Tyrode盐（Sigma），1g/L NaHCO3；用NaOH或HCl调
节pH至7.2；使用前添加新鲜配制的0.1% BSA。

8.柠檬酸盐缓冲液：0.1mol/L柠檬酸或柠檬酸钠水溶液；用NaOH调节pH至

4.5。
9.甘氨酸缓冲液：15g甘氨酸，11.7g/L NaCl；用NaOH调节pH至10.7。
10. 4-甲基伞形酮-N-乙酰基-β-D-氨基葡萄糖苷（4-MUG）（Sigma）：10mmol/L 

DMSO溶液；80 μl或80 μl的等分试样在-70℃存储。

11. 10%Triton X-100。
12.非无菌96孔平底微量滴定板。

13.荧光酶标仪。

三、方法

（一）RNA转录质粒构建

用于mRNA疫苗转录的质粒载体，采用病毒RNA聚合酶（典型的T7或SP6）
特异的启动子，该启动子驱动目的mRNA下游转录。稳定转录的RNA构件通常

被整合到载体中。这些序列包括编码目的基因的cDNA序列之前（5′非翻译区）

和（或）之后（3′非翻译区）的非翻译序列［8］。3′非翻译区还含有一个poly（A）

尾，这对于蛋白质的高效翻译是非常重要的。较长的poly（A）尾通常会增加

mRNA的半衰期，并提高蛋白质的翻译效率［9］。市场上具有这些特征的载体是

pTNT（Promega）。该载体含有串联的SP6和T7启动子，来自兔β-珠蛋白的5′非
翻译区［10］和一个合成的poly（A）30尾（图7-1）。

用于自复制mRNA转录的质粒载体必须满足不同的要求。这些载体用于转

录所谓的基因组RNA，它编码甲病毒（如Sindbis或Semliki森林病毒）的非结构

蛋白1 ～ 4，从而形成病毒复制酶。复制酶下游有一个亚基因组启动子，也称为

24-核苷酸保守序列元件（CSE）［11］，它驱动目的基因的表达。其次是一个病毒3′
非翻译区，包括一个保守的19nt CSE，它是合成负链RNA［12］的核心启动子，最

后一个是合成的poly（A）尾。病毒3′和5′非翻译区的相互作用是启动复制和调

控负链及加链合成的必要条件［13］。

pSFV和pSinRep5（图7-1）载体可从Thermo Sciencitific获得，可分别用于从

SFV和Sindbis病毒产生自复制RNA。

用标准的重组DNA方法可以构建pTNT-P5和pSin-P5载体。载体pTNT和

pSinRep5用XbaI线性化，并用CIAP处理，以防止重新连接。利用NheI/XbaI从
pCMV-Phl p5［14］中提取编码Phl p5的cDNA，并将其连接到线性化载体中。得到

的载体分别命名为pTNT-P5和pSin-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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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粒纯化和线性化

质粒模板可由任何市售的无内毒素的高质量质粒DNA的质粒制备试剂盒制

备。该质粒DNA必须在加入poly（A）尾后线性化，才能转录mRNA（见本章备

注3）。质粒DNA的完全线性化是避免导致RNA大小不正确的循环转录的重要因

素。较好的方法是产生更多的线性化质粒DNA，然后将其在-20℃储存。

1.将用水溶解的200 μg质粒DNA（pTNT-P5或pSin-P5）加入到1.5 ml反应

管中。

2.加入50 μl适当的10×反应缓冲液。

3.加入20 μl BamHI（10 U /μl）或NotI（10 U /μl）分别对pTNT-P5或pSin-P5
（见本章备注4）进行线性化。

4.加水至500 μl，涡旋振荡，并在37℃下孵育2 h（见本章备注5）。
5.从这一步开始，在无RNase的条件下工作：戴手套，使用经过认证的无

RNase过滤加样头、反应管和试剂。

6.取2个MaXtract™高密度层析柱，以1500×g离心2 ～ 3 min。
7.将反应液加到MaXtract™高密度层析柱中（见本章备注6）。
8.加入500 μl PCI（25∶24∶1），通过反复倒置充分混合。

9.以1500×g离心5 min，进行相分离。

10.将水相转移到步骤6制备的第二个MaXtract™高密度层析柱中。

11.加入500 μl CI（24∶1），通过反复倒置充分混合。

12.以1500×g离心5 min，进行相分离。

13.将水相转移到一个新的反应管中。

14.加入1/10体积的3mol/L NaAc，pH5.2，涡旋振荡。

15.加2倍体积的100%乙醇，涡旋振荡。

16.以16 000×g离心10 min。
17.细胞团用70%乙醇洗3次。

18.风干沉淀，然后将其溶解在100 μl水中。

19.测定浓度，用1%琼脂糖凝胶检查其完全线性化程度。

20.将线性化质粒DNA在-20℃储存。

（三）RNA体外转录

RNA是用T7或SP6 RNA聚合酶从线性化的质粒DNA中转录出来的。利用优

化的缓冲液和高浓度的 rNTP［15］及无机焦磷酸酶［16］可产生毫克量的RNA，从而

防止核糖核苷三磷酸掺入过程中释放的焦磷酸盐的抑制作用。如本章所述，笔者

小组已经成功地使用了自制的缓冲液；然而，所有必要的组分都可以从Pr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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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boMAX™大规模RNA生产系统）的试剂盒中获得。

用T7或SP6聚合酶可以从线性化的pTNT-P5模板DNA中转录出编码Phl 
p5的常规mRNA。1 ml反应可产生2 ～ 5mg的RNA。同样，可以用SP6聚合

酶从线性化的pSin-P5中转录自复制RNA。1 ml的反应将产生约1mg的自复 
制RNA。

1.加入200 μl 5×T7或SP6反应缓冲液至1.5 ml反应管中。

2.加入200 μl rNTP混合物。

3.加入50 ～ 100 μg线性化的pTNT-P5或pSin-P5。
4.每微克模板DNA添加30U T7或SP6 RNA聚合酶。

5.加入15 U无机焦磷酸酶。

6.用水加至1 ml。
7.通过重复反转混合。

8.在37℃孵育2 ～ 3 h。
9.添加无RNase的DNase至浓度为1 U/μg的模板DNA中。

10.通过重复反转混合。

11.在37℃孵育15 min。
12.加入1 ml 5 mol/L乙酸铵，pH 6.2 ～ 7.5。
13.通过重复反转混合。

14.在冰上孵育15 min。
15.在4℃下以16 000×g离心15 min。
16.用70%乙醇中洗涤沉淀。

17.风干沉淀物并将其溶于100 μl水（见本章备注7）。
18.测定RNA浓度（见本章备注8）。

（四）RNA加帽

7-甲基 -鸟苷帽结构对于mRNA稳定性和有效翻译是必要的［17］。可以在转录

过程中合并帽类似物。或者使用痘苗病毒加帽酶，将帽O结构［m7G（5′）ppp（5′）
NpN］添加到RNA的5′端［18］。后一种方法的优点是高达100%的转录本可以被加

帽。这章描述了使用ScriptCap m7G加帽试剂盒（CELLSCRIPT）酶法进行加帽的

方法。该试剂盒有痘苗病毒加帽酶，包括帽构建所需的3种酶，即mRNA三磷酸

酶，鸟苷酰转移酶和鸟嘌呤 -7-甲基转移酶。

1.将50 ～ 60μg体外转录的RNA加入到1.5 ml反应试管中，用不含RNase的
水补充到68.5 μl。

2.在65℃下加热变性样品5 ～ 10 min，然后立即转移到冰上。

3.在冰上按以下顺序添加并在每个步骤后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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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μl 10×ScripCap缓冲液。

（2）10 μl rGTP（10 mmol/L）。
（3）5 μl S-腺苷甲硫氨酸（SAM）（2 mmol/L）。
（4）4 μl ScriptCap加帽酶（10 U/μl）（见本章备注9）。
4.用不含RNase的水补充至100 μl并混合。

5.在37℃孵育30 ～ 60 min。
6.加入100 μl 5mol/L乙酸铵，pH6.2 ～ 7.5。
7.通过重复反转混合。

8.在冰上孵育15 min。
9.在4℃下以16 000×g离心15 min。
10.在70%乙醇中洗涤沉淀。

11.风干沉淀并将其溶于100 μl水中。

12.测定RNA浓度。

（五）RNA质量控制

加帽mRNA的质量控制可采用变性琼脂糖凝胶电泳、体外转染和Western印

迹法分析。

1.变性琼脂糖凝胶电泳　通过变性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转录RNA的完整性

和正确长度。理想情况下，转录本显示为预期大小的单一条带（图7-2）。转录本

条带较长提示质粒模板的线性化不足或存在隐性反义启动子。转录本较小可能是

RNA二级结构如poly-T区或重复序列所致（见本章备注10）。
制备20 ml 1% 琼脂糖凝胶：

（1）将0.2 g琼脂糖加入17.6 ml无RNase的水中。

（2）在微波炉中煮沸，直至琼脂糖完全溶解。

（3）冷却至约60℃。

（4）在通风橱内加入1 ml 20×RNA缓冲液和1.4 ml 37%甲醛溶液。通过打旋

混合。

（5）浇铸凝胶。

（6）用1/10 体积的RNA上样缓冲液混合1μg RNA（FOFAL）。
（7）加入适量的RNA标记液（即用型）到反应管中。

（8）将RNA和RNA标记物在95℃孵育5 min，然后移到冰上。

（9）将凝胶浸入1×RNA缓冲液中，加入RNA和标记物并在100V运行。

2.体外转染和蛋白质印迹试验　可以通过体外转染BHK-21细胞来测试RNA
的翻译功效。有效的翻译取决于RNA的完整性和二级结构，以及帽O结构。密码

子使用也可能影响翻译效率（见本章备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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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转染前一天，将BHK-21细胞接种到24孔中组织培养板中，密度为

50% ～ 70%（每孔2.5×105个细胞）。

（2）对于每次转染，用100 μl无血清DMEM稀释1μg RNA，涡旋振荡。

（3）加入1 μl TurboFect。
（4）轻轻上下吹打，混合溶液。

（5）在室温下孵育15 ～ 20 min。
（6）滴加100 μl聚合物 /RNA混合物到孔内。

（7）在37℃，5%CO2下孵育24 h。
（8）第二天，除去上清液，用500 μl DPBS冲洗一次。

（9）加入100 μl裂解液。

（10）在37℃孵育1 ～ 2 min。
（11）通过上下吹打使细胞重悬，充分冲洗孔底。

（12）将裂解液转移到新管中。

（13）加入100 μl 30%TCA沉淀蛋白质。

（14）在冰上孵育10 min。
（15）在4℃下以16 000×g离心10 min。
（16）丢弃上清液。

（17）将细胞沉淀重悬于50 μl SDS-样品缓冲液中（缓冲液变成黄色）。

（18）加入1mol/L NaOH直至样品再次变为蓝色。

（19）在95℃孵育10 min。
（20）将15 μl样品加入12.75%聚丙烯酰胺凝胶中。

（21）运行SDS-PAGE。

图7-2　RNA疫苗质量控制

A.通过变性琼脂糖凝胶电泳评估转录RNA的正确长度。（M）标记：（1）从pTNT-P5转录的Phl p5 
mRNA；（2）从pSin-Rep5-P5转录的自复制RNA。B.常规的（1）或自复制的（2）编码Phl p5的RNA转

染BHK-21细胞的细胞裂解物的Western印迹

bp 6000

(M) (1) (2)

1000

500

A

kDa 70
55

35
25

10

(M) (1) (2)
B

 
http://www.shinegene.org.cn/RiboGreen.html



第七章　抗过敏的预防性mRNA疫苗的生产和评价 123

（22）用合适的抗体进行Western印迹法检测和蛋白质染色（见本章备注12）。

（六）小鼠免疫致敏

由于BALB/c小鼠容易产生Th2偏倚的免疫反应，因此常用于过敏模型检

测。经重组变应原和氢氧化铝（Alu-Gel-S）等佐剂致敏后，在这些动物中可检测

到高滴度的过敏原特异性 IgE和增加的 IL-4、IL-5和 IL-13。此外，变应原特异性

IgG1∶IgG2a亚类抗体在致敏小鼠中的比例较高，表现为以Th2为主的应答类型。

通过在致敏前用变应原编码mRNA疫苗免疫小鼠，可以防止 IgE和 IgG 1的形成及

过敏相关细胞因子的产生。

一个典型的预防过敏的mRNA免疫实验方案需要每周2 ～ 3次免疫，然后进

行2 ～ 3次敏化。为了避免与抗原无关的Th2敏化抑制，应保持接种与致敏之间

至少2周的间隔。因为疫苗记忆持续至少9个月时，较长时间间隔是可行的［5］。

为了质控目的，必须包括接受编码不相关抗原 /变应原和（或）仅致敏反应的动

物群的检测。

1.皮肤内mRNA免疫

（1）准备编码变应原mRNA，每只小鼠体积为200μl 1×林格溶液，并将

RNA保持在冰上待注射用（见本章备注13）。
（2）用电动剪刀小心地剃掉老鼠的背部毛。

（3）使用异氟烷麻醉机麻醉小鼠，并在整个过程中让他们处于麻醉状态。

（4）用镊子捏起一小块皮肤。

（5）将少量mRNA表面注射入该皮肤褶皱中（见本章备注14）。
（6）重复此步骤5次，将溶液分配到多个注射部位。

2.皮下注射致敏

（1）用100 μl Alu-Gel-S和20 μl无内毒素10×PBS制备1 ～ 5μg重组变应原的

混合物（见本章备注15），并加无内毒素的水至每只小鼠200 μl体积。

（2）在室温下通过在足够大的试管中摇动液体至少2 h，以形成蛋白质 -佐剂

复合物。

（3）在剃毛背部的两个点之间，提起皮肤并皮下注射。

（4）2周后重复致敏（见本章备注16）。

（七）抗体亚型的测定

为了检验预防性免疫是否有效，最容易测量的参数是血清中 IgG1/IgG2a值。

虽然免疫后的体液反应可能几乎无法检测到，过敏反应敏化后 IgG2a滴度的提高

是RNA疫苗引起的Th1偏倚和成功保护机体的有力指标（图7-3）。
1.每孔用50 μl的1 μg/ml变应原PBS溶液包被ELISA平板，在4℃孵育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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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200 μl PBS、0.1%吐温 -20洗孔3次。

3.每孔用200 μl封闭缓冲液在室温下封闭1 h。
4.用200 μl PBS、0.1%吐温 -20洗孔3次。

5.孔中加入50 μl封闭缓冲液连续稀释的单个血清，在室温下孵育1 h。
6.用200 μl PBS、0.1%吐温-20洗孔5次。每次洗涤之间孵育1 min。
7.将50 μl用封闭缓冲液稀释的检测抗体加入孔中，在室温下孵育1 h。
8.用200 μl PBS、0.1%吐温-20洗孔5次。每次洗涤之间孵育1 min。
9.根据制造商的说明制备化学发光基质，用水稀释基质（1∶2）。
10.在孔中加入50 μl底物，于室温下孵育3 min。
11.在化学发光光度计中，以每秒光子计数的方式测量化学发光。

（八）嗜碱性细胞释放试验

评估致敏小鼠血清中游离变应原特异性 IgE和表达FcεRⅠ的嗜碱性粒细胞的

量，IgE的高亲和力受体是被动负载 IgE的。添加相应的变应原会导致 IgE的交联，

并随后导致介体释放。其中一种介质，β-氨基己糖苷可以裂解基质4-MUG，导致

形成裂解产物，可通过荧光光谱检测。

与通过ELISA测量 IgE相反，RBL释放测定可提供 IgE介导的脱粒的功能性

读数。另外，致敏动物血液中细胞结合的 IgE量可通过嗜碱性粒细胞激活试验确

定，其他部分对该试验已有详细描述［7］。

图7-3　A.小鼠（n ＝5）接种0.1 ～ 100μg编码Phl p5的常规mRNA或100μg编码无关

抗原的mRNA后，Phl p5特异性的IgG1和IgG2应答。B.重组Phl p5/Alu-gel-S致敏后IgG1

和IgG2a水平。100μg组和10μg组IgG2a的增加提示Th1记忆的成功诱导，并与抗致敏作用

相关。所有血清以1∶1000比例稀释。数据显示为平均值±均数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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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BL细胞培养　RBL-2H3细胞是黏附的成纤维细胞样细胞单层。用带有补

充剂的MEM和RPMI混合液在37℃中（见本章备注17）、95%相对湿度、5% CO2

的培养箱培养。

（1）在25 cm2、75 cm2或175 cm2细胞培养瓶中分别用5 ml，20 ml或50 ml培
养基培养细胞。

（2）在融合前裂解培养物（见本章备注18）。
（3）去除培养基。

（4）用DPBS洗涤细胞3次（见本章备注19）。
（5）用预热的胰蛋白酶 -EDTA覆盖细胞单层。

（6）将培养瓶置于培养箱中直至细胞脱离（见本章备注20）。
（7）加入温热的培养基（见本章备注21）。
（8）冲洗细胞（见本章备注22）并将其转移至新鲜的细胞管中。

（9）以300×g离心10 min。
（10）弃去上清液，并将细胞沉淀重悬于培养基中。

（11）按所需稀释倍数，将细胞稀释并转移到新培养瓶中。

（12）储存时，用70%培养基、20% FBS、10% DMSO将细胞冷冻在液氮中

或在-70℃保存。

2.介体释放试验

（1）如上所述从密集培养物中收获细胞，见“RBL细胞培养”（见本章备注

23）。
（2）计数细胞，按照7×105/ml浓度，每孔100 μl体积将其接种于96孔平底

组织培养板中。

（3）将培养板放入培养箱中培养过夜。

（4）加入系列稀释的血清（见本章备注24），并在孵化箱孵育2 h。这时，背

景对照孔和最大释放孔未处理。

（5）丢弃上清液，在纸巾上轻敲使盘干燥。

（6）用200 μl Tyrode缓冲液，小心洗涤细胞3次。

（7）加入100 μl含有变应原稀释液或者变应原提取物的Tyrode缓冲液（见本

章备注25）。为了得到最大释放数据，向最大释放孔中加入10 μl 10% Triton溶液。

背景孔只加Tyrode缓冲液。

（8）将培养板放入培养箱中孵育1 h。
（9）小心地重新悬浮最大释放孔溶液。

（10）每孔取50 μl上清液转移到新鲜的非灭菌96孔平底板。

（11）解冻4-MUG，每5 ml柠檬酸盐缓冲液加入80 μl制备试验溶液。

（12）向每种上清液中加入50 μl测定溶液，并在37℃下孵育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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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每孔加入100 μl甘氨酸缓冲液。

（14）用荧光酶标仪在波长为360 nm、465 nm处测量荧光［以相对荧光单位

（rfu）计］。

（15）按以下公式计算特定的释放百分比：

释放百分比＝（试验孔 rfu-背景孔 rfu）/（最大释放孔 rfu-背景孔 rfu）×100。

四、备注

1.您可以使用以前实验中用Alu-Gel-S佐剂重组蛋白致敏的小鼠免疫血清，如

“皮下注射致敏”所述。

2.裸露mRNA在体内的摄取与钙离子密切相关［19］。以荧光素酶mRNA的体

内表达为标记，实验中优化了林格溶液中CaCl2的浓度。

3.虽然pTNT在poly（A）尾后包含一个T7终止子，但这一终止并非100%有

效。因此，为了避免转录本过长，必须将载体进行线性化。

4.如果可能，应该采用产生5′突出端的限制性酶，因为3′突出端可能启动转

录并产生不必要的转录本。

5.虽然消化应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但长时间孵育可以获得更好的重复性

结果。

6.笔者小组发现，用有机萃取法纯化线性化模板DNA的转录率最好。重要的

是可避免任何苯酚污染模板DNA，因为苯酚能抑制下游的酶反应。因此，强烈推

荐使用分离水相和有机相的MaXtract 凝胶。

7.不要把细胞团干燥过度。根据细胞团大小，RNA的溶解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通常在4°于水中孵育细胞团，第二天再重悬。如果细胞团仍未完全溶解，则在

50℃下孵育，每2 ～ 3分钟涡旋振荡一次，直至完全溶解。

8.在280nm处用紫外吸收法测定RNA浓度时，由于存在游离 rNTP，可能导致

过高的估计。虽然乙酸铵沉淀使游离 rNTP污染降至最低，但用紫外吸收测量时，

通常认为有10%的高估。为了确定准确的RNA浓度，建议使用不受游离 rNTP存在

影响的RNA嵌合染料，如使用Quant-iT RNA分析试剂盒（Thermo Fisher）。
9.为了节省酶，笔者小组测试了达到100%掺入放射性标记的SAM所需的最

小加帽酶量。通过将培养时间延长至2 ～ 2.5 h，添加0.8 μl的加帽酶，可达到4 μl
的效果。

10.虽然体外转录RNA的纯度水平可以直接用于动物实验，但是大量的转录

本或GMP的产品要求可能需要额外的色谱纯化步骤。可以在这里找到一种通过分

子排阻色谱进一步纯化体外转录RNA的方法［20］。

11.在体外转染后未能翻译的RNA疫苗可能需要优化。一些公司提供密码子

使用和编码目标抗原的RNA二级结构元件的优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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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实验使用的血清是用Alu-Gel-S佐剂按照1∶5000比例稀释的重组Phl p5免

疫的小鼠血清。用HRP标记山羊抗小鼠 IgG1 二抗进行检测。使用制造商推荐的

稀释度。

13.根据抗原的不同，保护疫苗需要10 ～ 100μg的常规mRNA。对于自复制

RNA，低5 ～ 10倍的剂量即可［21］。

14.皮内注射会形成一个小水泡，并持续数分钟。如果溶液迅速消失，则说明

试样已被输送到皮下组织了。

15.根据所用蛋白质的致敏性，适当敏化所需用量可能会有所不同，必须根据

具体情况进行检测。

16.对于弱变应原，甚至可能进行第三轮致敏试验。定期取血，通过介体释放

试验检查致敏状态。

17.也经常使用其他培养基配方，包括带补充剂的RPMI 1640。但是，较高比

例的RPMI可能会增加细胞增殖率，而可能会减少介质的产生。

18.通常，细胞必须每隔3 ～ 4 d以1∶10稀释比例传代。如果细胞生长过于密

集，它们往往会累积悬浮而不是黏附在塑料上。建议在进行测定之前用显微镜检

查细胞的密度 /质量。

19.洗涤对于去除任何痕量的血清至关重要，因为其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剂。

20.这通常需要约5 min。可以用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层是否已经分散，如果

是，快速进入下一步。

21.分离这一步必须尽快完成，以稀释胰蛋白酶 -EDTA。与胰蛋白酶孵育时

间越长，细胞表面上受体数量越少，因此可减少受体交联。

22.避免敲打培养瓶，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细胞结块。

23.已经证明经过多次传代培养后组胺释放能力可能会严重减少［22］。这也适

用于β-氨基己糖苷酶的释放。因此，建议约在传代30次之后，开始新的培养。

24.建议开始时的稀释度为1∶50。如果这导致弱敏或不可检测的介质释放，

说明致敏方案可能失败了。

25.重组或纯化变应原的标准浓度为0.1 μg/ml。对于变应原提取物，建议开始

使用浓度为1 μ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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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RNA疫苗佐剂活性测定

Norbert Pardi，Drew Weissman

摘要

mRNA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药物类型，可应用于临床多种治疗

手段包括蛋白质替代疗法、肿瘤和传染病疫苗接种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目前，人们已经采取了多种方法来开发有效的mRNA疫苗，其中许多已

被证明是成功的，并已进入临床试验。mRNA，特别是体外转录的RNA具

有极强的免疫原性，因为它可通过激活各种途径识别受体来诱导天然免疫反

应。mRNA的这一特性对疫苗开发具有潜在的好处，在疫苗开发中，编码抗

原的RNA也可以作为一种佐剂发挥作用来诱导强效的抗原特异性T细胞和

B细胞免疫应答。本章介绍了可用于评估RNA疫苗佐剂活性的体外和体内 
方法。

关键词：mRNA，疫苗，佐剂，癌症，传染病，免疫系统

一、前言

1993年首次报道了体外转录的mRNA可以作为疫苗进行接种，当时注射的

是由脂质体包裹的编码流感核蛋白的mRNA，并被证实可诱导抗原特异性免疫应

答［1］。此后开发研究了大量针对癌症和传染病的mRNA疫苗，并且部分已经进入

临床试验。比如研究人员研制了一种用鱼精蛋白包裹佐剂RNA与编码抗原的裸

mRNA双组分流感病毒疫苗［2］，这种疫苗在小鼠、雪貂和猪三种动物模型上均被

证明是有效的［3］。同时一种基于甲病毒的自复制RNA疫苗平台（SAM）被开发

出来，该平台以不规则的人工合成脂质纳米粒或阳离子纳米乳液实现了疫苗的递

送。以上两种复合制剂均表现出较高的免疫原性，并能诱导机体对一系列感染性

病原体产生较强的免疫应答［4-8］。另一种独特的方法是将裸mRNA直接注入淋巴

结，诱导淋巴结内树突状细胞（DC）的成熟，从而产生强大的免疫应答［9］，这

种方法已经进入人体试验阶段，通过注射肿瘤抗原编码的裸mRNA来治疗黑素瘤

患者。一种替代的方法是将黑素瘤相关抗原与人白细胞抗原（HLA）-Ⅱ类靶向

信号DC-LAMP融合表达及与编码免疫刺激分子的mRNA，包括CD40配体，组成

活化型的TLR4和CD70（TriMix）通过离体电穿孔方法导入DC，然后将DC注射

给黑素瘤的患者［10，11］，在接受治疗的个体中观察到了具有长期疾病控制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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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抗肿瘤活性。

强效疫苗的关键成分之一是佐剂，它可以增加免疫反应的强度和广度，并诱

导某些T辅助细胞亚群、IgG亚类或黏膜抗体的扩增。在RNA疫苗中，佐剂活性

的来源可以是：①体外转录的RNA［12］，因为它是一种未经过密码子优化［13］或

核苷修饰和纯化［14-16］的高免疫原性分子；②直接作用的佐剂（TLR、解旋酶、

NOD和炎症小体激动剂）；③mRNA编码的免疫刺激分子（CD40L、组成型活性

TLR4，CD70、GM-CSF等）［10］；④RNA与特异性试剂（鱼精蛋白、脂类试剂）

的复合物（［3，17］）。随着佐剂活性的增加，不良反应也随之增加，这是疫苗领域

的一个普遍经验法则，因此评估佐剂活性是疫苗研制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本

章介绍了RNA疫苗免疫原性的体内外检测方法。

二、材料

（一）细胞处理和细胞因子检测

研究对象包括脾脏和淋巴结细胞，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或全血（人

和小鼠）。

1. 24孔板（Greiner Bio-One）、96孔板（Greiner Bio-One）、血细胞计数器

（Reichert Technologies，Buffalo，NY）或类似的细胞计数装置。

2.含 有2mmol/L L-谷 氨 酰 胺 和10%FCS（HyClone） 的RPMI 1640培 养 基

（Life Technologies）。
3.嗜酸乳杆菌M-TriLYS-D-ASN（Invivogen）、脂多糖（LPS）（Sigma）和

poly（I∶C）（Invivogen）或其他天然免疫受体激动剂阳性对照。

4.检测细胞上清液中 IFN-α和TNF-α促炎细胞因子的ELISA试剂盒。

（二）人和小鼠DC的制备和培养

1. 6孔板（Greiner Bio-One），15 ml锥形管（BioExpress，Kaysville，UT）。
2.超纯（UP）水，100mm×15 mm培养皿（Crystalgen，Commack，NY）。

3.血细胞计数器或类似的细胞计数装置。

4.剪刀、镊子、75%乙醇。

5.小鼠（近交或远交品系，包括BALB/c、C57BL/6等）。

6. 3/10 cc 29½G 胰岛素注射器（BD Biosciences，FranklinLakes，NJ）。
7.含有2 mmol/L L-谷氨酰胺和10%FCS的RPMI 1640培养基。

8.人 IL-4（100 ng/ml）、人GM-CSF（50 ng/ml）、小鼠GM-CSF（50 ng/ml）（R
＆D，Minneapolis，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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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细胞转染

用于体外测量DC、PBMC、脾脏或淋巴结细胞中的佐剂活性。

1. 96孔板，50 ml储液槽（USA Scientific，Ocala，FL）。
2.多通道移液器、超纯水。

3.含有2 mmol/L L-谷氨酰胺，含有和不含10%FCS（HyClone）的RPMI 1640
培养基（Life Technologies）。

4.转染试剂：TransIT mRNA（TransIT）（Mirus Bio）、Lipofectin（Invitrogen），
Lipofectamine RNAiMAX（Invitrogen），mRNA-脂质纳米粒（mRNA-LNP）（从

Acuitas Therapeutics获得）等。

5.磷酸钾缓冲液：0.4 mol/L，含10 mg/ml BSA，pH6.2。
6.人重组ApoE蛋白（Sigma）。

（四）细胞因子分析

细胞因子分析包括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其他配体和干扰素的检测。

ELISA、Luminex多重检测和其他检测技术均可从各种公司获得。

（五）mRNA给药

测量小鼠体内疫苗佐剂活性的给药方法包括皮内注射、肌内注射、淋巴结内

注射、皮下注射。

1.小鼠（近交或远交系，包括BALB/c、C57BL/6等，具体见实验方案）。

2.异氟烷（Piramal Healthcare Limited）（Coldstream，KY）和Forane100F型

调节雾化器（Ohio Medical Products，Madison，WI）或用于麻醉小鼠的类似设备。

3.用来剃除动物毛发的电动剃须刀。

4. 3/10 cc 29½G 胰岛素注射器：用于向小鼠注射mRNA。

5. DPBS：用于稀释mRNA。

6. 1%伊文思蓝染料水溶液（Sigma，St.Louis，MO）。

7. BD超 细™短 针 胰 岛 素 注 射 器，3/10 ml注 射 器，31G×8 mm（BD 
Biosciences）。

8.奈尔脱毛膏或类似脱毛膏。

（六）小鼠眼眶取血

1.微量离心管。

2.微量血细胞比容毛细管（Fisher Scientific，Pittsburg，PA）。

3.纸巾和无尘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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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异氟醚和调节雾化器，用于麻醉小鼠。

5.抗凝剂：0.3mol/L EDTA，pH7.4。

（七）斑点印迹法检测dsRNA

1.超级荷电的Nytran膜。

2. TBS-T缓冲液：50mmol/L Tris-HCl、150mmol/L NaCl、0.05%吐温 -20，pH
为7.4。

3.封闭缓冲液：含有5%脱脂奶粉的TBS-T缓冲液。

4.孵育缓冲液：含有1%脱脂奶粉的TBS-T缓冲液。

5. dsRNA特异性单抗 J2（English & Scientific Consulting，Szirák，Hungary）。
6. HRP标记的驴抗小鼠 IgG（Jackson ImmunoResearch，West Grove，PA）。

7. ECL Plus 蛋白印迹检测试剂（Amersham/GE Healthcare Biosciences）。
8. Fujifilm LAS1000数字成像系统或类似系统。

三、方法

（一）脾脏和淋巴结细胞、PBMC或全血（人和小鼠）处理方法和促炎细胞

因子测定

1.全血

（1）用无血清培养基稀释全血（1∶4）。
（2）将500μl 稀释的血液与阳性对照［3 μg/ml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M-TriLYS-D-ASN、0.01 ～ 1 μg/ml LPS、1 ～ 25 μg/ml poly（I：C）

等］或者阴性对照（培养基）在24孔板中分别取3个孔孵育，或者如下所述转染

mRNA。

（3）37℃孵育24 h。
（4）取出上清液，-80℃下保存，分析前取出。

（5）使用适当的ELISA、Luminex或其他试剂盒，按照厂家说明书来检测促

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配体或干扰素。

2.脾细胞、淋巴结细胞或PBMC
（1）计数脾细胞、淋巴结细胞或PBMC，并且接种到含有完全培养基的96孔

板（每220 μl 5.5×105个细胞）。

（2）将1 μg/ml 嗜酸乳杆菌 M-TriLYS-d-ASN、0.01 ～ 0.1 μg/ml LPS、1 ～ 25 
μg/ ml poly（I：C）或培养基在24孔板中各取3个孔进行孵育或如下描述用mRNA
转染。

（3）在37℃孵育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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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去除上清液并储存在-80℃，分析前取出。

（5）使用适当的ELISA、Luminex或其他试剂盒，按照厂家说明书检测促炎

细胞因子、趋化因子、配体或干扰素。

（二）人、小鼠DC的制备与培养

1.人类DC
（1）在6孔板中制备和培养人Mo DC。

（2）在每孔中加入3×106个经洗涤、黏附或负向筛选获得的单核细胞，3 ml
培养基培养。

（3）在每孔中加入人 IL-4（100 ng/ml）和人GM-CSF（50 ng/ml）。
（4）每隔3 d每孔更换1 ml含细胞因子的新鲜培养基，第7 ～ 10天开始后续

试验。

2.小鼠DC
（1）采取CO2窒息和颈椎脱臼的方法来处死小鼠。

（2）切断动物的腿并去除股骨周围肌肉。

（3）将股骨放入乙醇中浸泡3 min。
（4）将股骨置于完全培养基中1 min。
（5）切断股骨末端，用注射器将完全培养基注入骨腔内，将骨髓冲洗到含有

完全培养基的培养皿中。

（6）计数有核细胞。如果需要，RBC可以用红细胞裂解缓冲液裂解。

（7）在6孔板中每孔加入含3×106个细胞的3ml完全培养基进行细胞培养。

（8）培养基中补充小鼠GM-CSF（50ng/ml）。
（9）每隔3 d每孔更换1 ml含GM-CSF的新鲜培养基，第7 ～ 11天开始后续

试验。

（三）转染细胞

用裸mRNA或mRNA与TRAIL、Lipofertin、RNAiMAX或脂质纳米粒的复合

物，转染DC、PBMC、脾或淋巴结细胞，进行体外佐剂活性测定。转染完成后均

收集隔夜孵育后的细胞培养上清液并保存于-80℃，等待进一步分析。

1. 96孔板每孔加5×104 个DC、PBMC、脾脏或淋巴结细胞　在96孔板中，

每孔加5×104个DC、PBMC、脾脏或淋巴结细胞。

2.裸mRNA 转染

（1）用PBS清洗DC，以除去含有RNase的FCS。
（2）向DC中加入适量小体积的mRNA，通常为50 μl含mRNA的PBS溶液。

（3）孵育1 h，再加入完全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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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ransIT mRNA转染试验

（1）在转染前从细胞中去除培养基，加入183 μl完全培养基。

（2）在标准微离心管中，将0.1 μg的mRNA、TransIT 转染试剂（0.34 μl）和 
Boost（0.22 μl）加入到无血清培养基中并使终体积为18 μl。

（3）混合均匀后，取17 μl的转染复合物加入到细胞中（见本章备注1）。
4.脂质体转染

（1）将6.7 μl无血清培养基与0.37 μl含BSA磷酸钾缓冲液在标准微离心管中

混合（见本章备注2）。加入0.8 μl脂质体，再次混合。于室温（RT）孵育10 min。
同时，将0.1 ～ 1.0 μg mRNA与无血清培养基在硅化微离心管中混合，最终体积

为3.3 μl。
（2）孵育后，在脂质体中加入mRNA，在RT下混合孵育10 min，生成复

合物。

（3）加入38.8 μl无血清培养基，混合均匀（总体积50 μl）。
（4）从细胞中去除培养基，用无血清培养基清洗，并向细胞中加入47 μl的复

合物。

（5）孵育1 h后，去除含mRNA的培养基，加入200 μl完全培养基进行细胞

培养（见本章备注3）。
5.阳离子脂质体RNAiMAX转染

（1）在标准微量离心管中，用无血清培养基稀释0.5 ～ 1.5μg mRNA，总体积

为5 μl。
（2）用无血清培养基稀释0.5 μl的RNAiMAX，总体积为5 μl。
（3）将稀释的mRNA加入到稀释好的阳离子脂质体RNAiMAX试剂中（1∶1

比例）。

（4）在室温下孵育5 ～ 15 min。
（5）将复合物加入到每孔含有190 μl完全培养基的细胞中（96孔板）。

6.脂质纳米粒（LNP）转染

（1）将mRNA水溶液（pH4.0）与溶解于乙醇中的脂质溶液混合，使mRNA
通过自组装过程生成LNP。

（2）在37℃，将mRNA-LNP用含0.1μg人重组ApoE3蛋白的6μl无血清培养

基预培养5 min（人DC表达ApoE受体，但不表达ApoE）。
（3）预孵育后，将mRNA-LNP加入到194 μl完全培养基培养的DC中。

（四）细胞因子分析

检测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相关配体和干扰素。ELISA、Luminex多重

检测和其他检测技术资料可从各种公司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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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厂家说明书使用试剂盒。

2.其他检测天然免疫反应的方法有Northern印迹法、实时PCR和其他对特异

性mRNA进行定量的分子方法。

（五）mRNA给药

用于小鼠体内测量佐剂活性的给药方法包括皮内注射、肌内注射、淋巴结内

注射和皮下注射。

1.动物　用异氟醚麻醉动物，用于真皮内和淋巴结内注射。

2. mRNA-LNP制备　在微型离心管或15 ml离心管中用PBS稀释mRNA-
LNP，并放置在冰上。

3.皮内注射

（1）用电动剃须刀剃除小鼠背部的毛，便于真皮内注射。

（2）在mRNA注射前用3%异氟醚麻醉动物。

（3）真皮内注射：用3/10 cc 29½G胰岛素注射器注射30μl的液体。每只动物

背部找4个点进行注射（4×30 μl）（见本章备注4）。
4.肌内注射　用3/10 cc 29½G胰岛素注射器注射30 μl的mRNA溶液（见本章

备注5）。
5.淋巴结内注射［18］

（1）用异氟醚和可调式雾化器麻醉小鼠。

（2）剃掉小鼠尾巴根部、后腿及臀部的毛。

（3）注射伊文思蓝示踪剂以识别淋巴结而无须解剖：用微型吸管将10 μl的染

料溶液转移到微离心管中，用带31G针头的0.3 ml注射器将10 μl染料全部吸进注

射器，在每侧的尾巴底部皮下注射10 μl染料，每侧注射一次染料。

（4）用脱毛膏脱去动物腹侧到后腿髋关节上方的背侧位置残留的毛发，一定

要处理腹部和后大腿之间的皮毛。

（5）用温水润湿手套并轻轻地把脱毛膏涂抹到皮肤上，让脱毛膏在皮肤上保

持3 min。
（6）立即用温水擦除脱毛膏并擦拭处理后的区域，重复此操作直到多余的脱

毛膏被完全擦除。

（7）用湿软布或纸巾去除残留的脱毛膏，去除时保持向小鼠的下半身一个方

向擦拭，避免来回摩擦而伤害小鼠。

（8）第二天，用异氟醚和可调式雾化器麻醉小鼠。

（9）检查小鼠，确定示踪剂染料引流到每个腹股沟淋巴结，淋巴结应能透过

无毛皮肤在后肢、大腿和腹部附近可见黑斑。

（10）将10 μl的mRNA溶液转移到微离心管中，用带31G针头的0.3 ml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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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吸取10 μl溶液。

（11）用拇指、示指和中指收紧淋巴结周围的皮肤，将皮肤拉紧，使针头能

够精确和可控地进入淋巴结。

（12）在染色的淋巴结上垂直于皮肤深度1mm进行注射。

（13）缓慢注射10 μl，通过皮肤观察淋巴结大小，根据肿块确认注射情况

（见本章备注6）。
6.皮下注射　用3/10 cc 29½G胰岛素注射器注射200μl的mRNA（见本章备

注7）。
7.实验结束　把动物放回笼内，确认它们从麻醉中完全苏醒过来。

（六）小鼠眼眶取血

1.将EDTA（1/10血量）加入到微离心管中（如每100 μl血加入10 μl EDTA）。

2.用3%异氟醚麻醉动物。

3.使用微量采血管从小鼠眼眶静脉窦采集血液（见本章备注8）。
4.将毛细血管中的血液转移到含EDTA的微离心管中。

5.在取得所需的血量后，轻轻地用纸巾擦眼眶静脉窦进行止血，并从眼球中

清除多余的血液。

6.把动物放回笼内，确认它从麻醉状态中完全恢复。

7.用微离心机以1000×g的速度离心血液10 min，用吸管将血浆移入干净的

微离心管，保存在-80℃处，等待进一步分析。

8.也可以使用其他形式的血液采集方法，包括针刺脸颊和断尾。

（七）斑点印迹检测dsRNA

dsRNA是一种高免疫原性的分子，常存在于 IVT mRNA中。它被广泛存在的

细胞免疫传感器所识别，导致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和翻译的抑制，因此对RNA疫

苗中检测（和去除）dsRNA污染是必不可少的。

1.将200 ng的mRNA点到超级荷电的Nytran膜上，干燥至少30 min。
2.用封闭缓冲液孵育膜1 h。
3.用TBS-T缓冲液冲洗膜两次。

4.将膜放在含有 J2单抗（1∶5000稀释）的孵育缓冲液中，室温孵育1 h。
5.用TBS-T缓冲液洗涤6次膜（每次洗5 min），每次洗涤完毕冲洗4次。

6.用含有HRP标记的驴抗小鼠 IgG（1∶5000稀释度）的孵育缓冲液于室温孵

育膜1 h。
7.用TBS-T缓冲液洗涤6次膜（每次洗5 min），每次洗涤完毕冲洗4次。

8.用ECL Plus Western印迹法检测试剂盒检测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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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用适当的数字成像系统捕捉图像。

四、备注

1.TransIT-mRNA转染是一种时间敏感的方法，一旦复合物形成需在5 min内

将它们加入到细胞中。

2.轻敲管子的两侧4 ～ 6次混合组分。不要使用涡旋振荡仪。

3.脂质体 -mRNA复合物是在无血清培养基中制备的，而脂质体对细胞有毒

性，因此必须在孵育1h后去除复合物，并加入完全培养基。

4.为了成功地进行皮内注射，应以小角度进针，即在表皮的浅层下面。即使

皮内成功注射少量（30 μl）液体，也会出现硬泡。

5.在大腿肌肉中以小角度插入针头，缓慢注入30 ～ 50 μl的液体。

6.淋巴结注射的视觉表现可在参考文献中查看［19］。

7.把背部皮肤拉起，形成一个褶皱，将针头插入褶皱底部，并以适度的速度

注入溶液，手指应放在褶皱顶上，以免发生意外。

8.用快速旋转的方法将微量采血管插入眶窦，当管子通过眼下方时，眼部不

会受损。只要稍微改变管子的角度，就可以增加血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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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制备免疫刺激130nm鱼精蛋白RNA纳米粒子

Marina Tusup，Steve Pascolo

摘要

通过将手术后中和肝素的鱼精蛋白与寡核苷酸形式的RNA或mRNA混合

即可获得一定大小的纳米粒子。根据这两种试剂的浓度及其含盐量，可以自

动地生成平均粒径为50nm至超过1000 nm的均匀纳米粒子。RNA是一种危

险信号，因为它是TLR3、TLR7和TLR8的激动剂；因此，鱼精蛋白RNA纳

米粒子具有免疫刺激作用。笔者小组和其他研究人员在体外已经证明纳米粒

子大小与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产生 IFN-α呈负相关。相反，纳米粒

子大小和PBMC 产生的TNF-α呈正相关（Rettig et al，Blood 115：4533-4541，
2010）。粒径小于450 nm的粒子最常用于研究和临床应用，因为它们非常稳

定、保持多分散性并诱导 IFN-α蛋白，这是一个在人类中有12个成员的天然

抗病毒和抗癌蛋白家族。本章描述了一种制备130nm纳米粒子的方法，以及

它们的物理和生物学特性。

关键词：RNA，鱼精蛋白，纳米粒，TLR，IFN-α，TNF-α

一、前言

免疫刺激分子是危险信号，可以刺激表皮、囊内和细胞内的受体。危险信号

既可作为疫苗佐剂，也可用于单一疗法，以诱导 /增强对病原体和肿瘤细胞的天

然和获得性免疫［1］。TLR在识别危险信号中具有特异性［2］，并在不同的免疫细

胞和不同的亚细胞位置表达。当触发时，TLR可诱导特定的细胞内激活途径，从

而导致不同类型的天然免疫应答分子的表达，如 IFN-α（全部12个人类 IFN-α蛋

白家族成员）和（或）TNF-α的表达。未修饰的单链RNA（ssRNA）被人TLR7
（如在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中表达，主要产生 IFN-α）和人TLR8（如在单核细胞

中表达，能够产生大量的TNF-α）所识别［3］。因此，ssRNA可以触发广泛的免疫

细胞和激活途径［4，5］。为了保护其免受RNase活性的影响，并成功地将其递送到

TLR7和TLR8所在的内体，ssRNA必须在脂质复合物或聚合复合物（或脂多糖复

合物）中制备。包括笔者小组在内的几个团队开发了基于鱼精蛋白的RNA复合制

剂。鱼精蛋白是一种天然的阳离子肽，用作抑制肝素的药物，也可自发地与核酸

结合［4-9］。因此，免疫刺激复合物可以被注射到人体内，笔者小组将这些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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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疫苗［10］或肽疫苗佐剂［11，12］作为癌症患者的实验性免疫治疗。值得注意的是，

在混合前可以通过调节鱼精蛋白和RNA组分中的盐浓度来促进特定大小粒子的自

发形成，从而确定鱼精蛋白RNA复合物的大小［13］。随着盐浓度的降低，颗粒尺

寸减小。以这种方式，可以很容易地制备50 ～ 1000 nm以上的粒子。令人惊讶的

是，粒子的大小决定了它们的免疫刺激特性。只有小于450 nm的粒子才能有效地

刺激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从而诱导高水平的 IFN-α。较大的粒子激活单核细胞，

但不激活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从而触发TNF-α但不产生 INF-α［13］。因此，不同

大小的鱼精蛋白RNA颗粒是激活感兴趣的免疫细胞的理想的多功能工具，如基于

树突状细胞疫苗接种［14］。同时，由于 IFN-α对抗癌和抗病毒治疗有很大的益处，

笔者小组已经将研究重点放在小于450 nm的鱼精蛋白RNA颗粒上。这些粒子正

在进一步发展成为免疫调节药物（Tusup和Pascolo正在进行的研究），也被用作

mRNA疫苗的佐剂［15］。本章详细介绍了制备约130 nm大小的免疫刺激的鱼精蛋

白RNA颗粒的方法。

二、材料

稀释、重悬和分析操作中均使用超纯水［通过净化去离子水来制备，在25℃时

电阻率为18.2 MΩ·cm，TOC（总有机碳）为4 ppb（μg/L），Milli-Q®AdvantageA10 
超纯水系统］。

（一）粒子组成

1.鱼精蛋白　可获得两种浓度的药物鱼精蛋白——1000（1 ml中和1000 IU肝

素）或5000（1 ml中和5000IU肝素）。为了制备130 nm的粒子，使用MEDA制药

公司的Protamine Ipex 5000（盐酸鱼精蛋白5000 IU/ml，见本章备注1）。鱼精蛋白

储存在4℃（见本章备注2）。
2. mRNA　萤火虫荧光素酶基因经体外转录获得高度纯化的mRNA，由

BioNTech Ag（德国美因茨的UguerSahin教授）提供。转录本大约有1800个碱基，

含有A、C、G和U残基，有5′帽和3′poly（A）尾（见本章备注3）。该mRNA储

存在-20℃（见本章备注4）。

（二）颗粒分析

1.激光粒度仪（Malvern）3000HSA粒子分析仪配备电脑操作软件。

2.透明比色皿（一次性比色皿，1.5 ml，半微型（Brand＋CO Gmbh，Germany）。

（三）对人血细胞的刺激

1.肝素管（BD 真空采血管LH 17 IU/ml，目录号：36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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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icoll溶液（Ficoll-Paque™Plus，GE Health care Life Sciences，17-1440-02）。
3.巴斯德吸管。

4.带可控制动器的离心机（Eppendorf™Model 5810离心机）。

5.磷酸盐缓冲液（PBS）（不含钙和镁，pH7.2，无菌，不用于输液）（Kanton-
sapotheke Zurich，Switzerland）。

6. 15 ml Falcon管。

7.完全培养基：RPMI 1640培养基（Sigma，目录号：R0883）含有10%热灭

活的胎牛血清（Gibco，Life Technologies，Thermo Fischer Scientific），1∶100抗生

素（青霉素 -链霉素）（Thermo Fischer，目录号：15140-122）和L-谷氨酰胺（200 
mmol/L，Merck Milipore目录号：K 0282）。

8. 96孔U形板（Falcon）。
9.加湿、37℃、CO2培养箱。

（四）检测IFN-α

1.泛 IFN-α试剂盒（MABTECH，目录号：3425-1A-6）。
2.酶标仪（Biotek，ELx808 Absorbance Reader，软件Gen5，2.07版）。

三、方法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均在室温下进行所有程序。

（一）制备130 nm的鱼精蛋白RNA纳米粒子

以下操作在层流条件下使用无菌设备进行。

1.在280 μl的水中稀释10 μl的鱼精蛋白5000，制备0.5 mg/ml的鱼精蛋白溶

液（见本章备注5）。
2.用适量的水稀释RNA，制备0.5 mg/ml的RNA溶液（见本章备注5）。
3.在RNA溶液中加入等量的鱼精蛋白溶液（见本章备注6），并快速上下吹吸

至少10次（见本章备注7）。
4.将溶液在室温下放置10 min（见本章备注8）。

（二）粒径测量

1.用1 ml水稀释40 μl的鱼精蛋白RNA制剂（含10 μg RNA和10 μg鱼精蛋白）

（见本章备注9）。
2.将分析仪的黏度设置为0.89（在软件范围内选择在水中测量或黏度为0.89）。

如图9-1所示，在上述条件下制备的粒子尺寸约为130 nm，多分散性指数（PDI）
小于0.3（见本章备注10）。

 
http://www.shinegene.org.cn/RiboGreen.html



146 RNA疫苗：方法与操作

（三）人血细胞中IFN-α诱导能力的评价

以下操作在层流条件下使用无菌设备进行。

1.将5 ml新鲜静脉血（从健康供者收集到肝素管中，见本章备注11）放在15 
ml Falcon管中。

2.将巴斯德吸管添加到Falcon管中，并确保巴斯德管的顶端在管底部。

3.用装有5 ml吸管的电动移液器，在巴斯德吸管内加入5 ml Ficoll（这种液体

会在血液下面，译者注）。如果Ficoll不易流入管底，就稍微抬高巴斯德管。在15 
ml的Falcon管中，当Ficoll液体水平达到最高时（当巴斯德管中的Ficoll液体水平

液面与管中的血液水平液面平齐时），用示指封闭巴斯德管并将其从Falcon管中

提出。丢弃巴斯德吸管。

4.小心地将试管放置在离心机中，在转子的另一侧安装平衡管，并在20℃下

以805×g离心20 min，不制动（见本章备注12）。
5.准备一个15 ml Falcon管并加入10 ml的PBS。
6.小心地将含有血液和Ficoll的管置于层流柜下，将上层（血浆）吸出至界

面上方约5 mm，并使用装有5 ml吸管的电动移液器收集最多3 ml的界面液体（血

浆和Ficoll中将包含一些细胞）。用吸管尖进行轻轻旋转，收集可能靠近管壁的

细胞。

7.用10 ml PBS稀释收集的3 ml混合液（在步骤5中准备的管）。

8.将管子倒置3次，放入离心机（在转子相对端用平衡管平衡），在453×g、
20℃下离心10 min。

9.丢弃上清液，轻敲几次Falcon管底部，松开细胞团，重复用PBS洗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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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固体颗粒粒度的测量显示“强度加权高斯分布分析”

平均尺寸为131 nm，PDI为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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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上加入10 ml的PBS，按步骤7离心）。松开细胞团，加入1 ml的完全培 
养基。

10.细胞计数（PBMC），总数约为500万。

11.调节细胞浓度至每毫升5×106（如有需要，再以453×g旋转10 min，松

开细胞团后，再悬浮在适量的完全培养基中）。

12.在96孔U型板的孔底加入4 μl的130 nm鱼精蛋白RNA颗粒（含1 μg的

RNA和1 μg的鱼精蛋白，见“制备130nm的鱼精蛋白RNA纳米粒子”中的步

骤4）。
13.在4 μl的粒子上加入200 μl的细胞（106个）。作为对照，准备1个仅含200 

μl细胞的孔、1个含200 μl细胞和1 μg鱼精蛋白的孔，以及1个含200 μl细胞和1 
μg RNA的孔。

14.在加湿的CO2培养箱中于37℃孵育过夜。

15.将细胞培养上清液转移到96孔板上。继续执行步骤15或存储在-80°C（见

本章备注13）。
16.严格按照制造商的泛 IFN-α ELISA试剂盒说明书操作（见本章备注14），

加入20 μl的细胞培养上清液（每孔加入80 μl的测定稀释剂：含1% BSA 的PBS）
进行测定（见本章备注14）。

17.计算实验值。如图9-2所示，约130 nm的鱼精蛋白RNA纳米粒子在体外

能有效诱导PBMC中 IFN-α的表达（见本章备注15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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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IFN-α的定量

该图表报告了PBMC或与RNA、鱼精蛋白（Protamine）或鱼精蛋白RNA纳米粒（Prot-RNA）共孵

育上清液中 IFN-α含量的计算值。每条表示3个数据点（3个培养孔）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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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注

1.使用硫酸鱼精蛋白，如Valeant鱼精蛋白，可得出相同的结果。

2.实验已经观察到就免疫刺激RNA多聚体的产生而言，冷冻鱼精蛋白溶液可

能会损害其功能。鱼精蛋白应当如包装上的说明所示保存在4°C。

3.任何RNA［寡核苷酸，长无帽和（或）非聚腺苷化mRNA，或加帽

mRNA］都可以用来制备130 nm的粒子。

4.在室温下，高纯度的无菌RNA水溶液是非常稳定的。然而，由于理论上可

能存在RNase污染，故将RNA储存在4℃（数天贮藏）或-20℃（长期保存），并

在进行实验时将其置于室温下，实验后立即将其放回4℃或-20℃。

5.RNA和鱼精蛋白稀释得越多，产生的颗粒就越小（图9-3A）。50 ～ 250 nm
的颗粒在体外诱导人血细胞产生 IFN-α，可达到相似的程度（图9-3B）。

6.将等量的鱼精蛋白和RNA混合会产生几乎中性或略带正电荷的粒子（ζ电
位）。如前文所述，使用两倍质量过量的鱼精蛋白或两倍质量过量的RNA将分别

产生具有正ζ电位或负ζ电位的粒子。在此范围内使用具有正电荷、中性电荷或负

表面电荷的粒子时（两种组分之一是两倍过量），颗粒的尺寸（图9-4A）和体外

免疫刺激特性（图9-4B）是相似的。

图9-3A　试剂稀释倍数对粒径大小的影响。先以水稀释鱼精蛋白、RNA，使其浓度分别

为0.1、1或2 mg / ml，然后以质量比1∶1进行混合。该图显示了固体颗粒的“强度加权高斯

分布分析”（Intensity-Weighted Gaussian Distribution Analysis）。0.1 mg/ml浓度的平均粒

径为85nm，1 mg/ml浓度的平均粒径为146nm，2 mg/ml浓度的平均粒径为192nm，通过调

节鱼精蛋白和RNA的浓度可以对粒径进行微调。稀释度越大，颗粒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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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B　试剂稀释倍数对诱导α干扰素的影响。该图显示了单独使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简称“PBMCs”）或与鱼精蛋白 -RNA纳米粒试剂孵育的上清液中α- 干扰素含量的计算值

［0.1 mg/ml（“PR01”）、1 mg/ml（“PR1”）或2 mg/ml（“PR2”）］。每个柱代表三个数据（三

个培养孔）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这三种粒子诱导的α- 干扰素数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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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A　试剂配比对粒径的影响。鱼精蛋白、

RNA用水分别稀释成0.5 mg/ml浓度，然后以1∶2

（RNA比鱼精蛋白多2倍“PR12”）、1∶1（RNA和

鱼精蛋白的质量相等“PR11”）或2∶1（鱼精蛋白

比RNA多2倍“PR21”）的质量比混合在一起。这

些图表报告了固体颗粒的“强度加权高斯分布分

析”。1∶2的平均粒径为174.7nm，1∶1的平均粒

径为131.6nm，2∶1的平均粒径为154.7nm。因此，

当使用鱼精蛋白-核糖核酸比率从1∶2到2∶1变化

时，颗粒大小是相似的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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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B　试剂比对α-干扰素诱导的影响。该图显示了单独使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BMCs）或与鱼精蛋白 -RNA纳米粒孵育的上清液中α-干扰素含量的计算值，这些纳米粒由

1∶2质量比（“PR12”）、1∶1质量比（“PR11”）或2∶1质量比（“PR21”）试剂制成。每个柱

代表三个数据（三个培养孔）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这三种粒子诱导的α-干扰素数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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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颗粒稳定性对诱导α干扰素的影响。图中显示了单独使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BMCs）或与鱼精蛋白 -RNA纳米粒孵育的PBMCs上清液中α- 干扰素含量的计算值，这

些纳米粒由试剂制成，质量比为1∶1。其测定时间分别为立即使用（“PR11 fresh”），在室温

下保存1周（“PR11 7 days RT”）或4℃保存10 d后使用，（“PR11 10 days 4℃”）或冻融

一次后（“PR11 -20℃”）。每个柱代表三个数据（三个培养孔）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结果显

示当颗粒保存在液体中时非常稳定，但冷冻/解冻将使其部分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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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验中总是将鱼精蛋白添加到RNA中，而不是将RNA添加到鱼精蛋白中。

8.这种制剂在室温下（只要它是用无菌RNA、鱼精蛋白和水，在无菌条件

下，即在层流条件下制成的）或在冰箱中非常稳定。笔者小组已经测试了这种材

料的储存时间长达1周，并发现储存期不影响颗粒大小或免疫刺激能力（图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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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颗粒在-20℃下冷冻会破坏其免疫刺激能力。因此，将130 nm的鱼精蛋白

RNA纳米粒子储存在液体溶液中是非常重要的，建议将未稀释的粒子保存在4℃。

9.实验中观察到，当在含盐溶液（如PBS或乳酸林格液）中稀释时，粒子随

时间聚集，如果在这些溶液中进行分析，粒子的大小就会比原来的尺寸大。当颗

粒未经稀释或稀释在水或其他低盐溶液（如5%等渗葡萄糖溶液）中时能保留原

始的粒子尺寸。因此，为了测量颗粒大小，必须在水或其他低盐溶液中稀释以保

存鱼精蛋白RNA纳米粒。

10. PDI值为1表示样品具有非常广泛的尺寸分布，可能含有可能缓慢沉积的

大颗粒或团聚体。接近于0的PDI值表示一个单分散系统（样品中一种独特的粒

径）。对于生物粒子，通常认为PDI值低于0.5表示一个相对均匀的体系（配方）。

11.在4℃保存24 h的血液可以使用。然而，冷冻血细胞不如新鲜或储存（最

多24 h）血液的反应效果好。笔者小组怀疑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作为 IFN-α的

重要生产者，当细胞被冷冻在含有10% DMSO的生理溶液中时，不能很好地在冻

融循环中存活。

12.离心机加速和减速应尽可能慢。如果加速或减速过快，血液和Ficoll之间

的界面将受到干扰，从而影响对PBMC的收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如在离心过

程中不使用制动），血液和Ficoll可以手动进一步混合（将试管倒置几次），在离

心之前（见“人血细胞中 IFN-α诱导能力的评价”中的步骤3），将5 ml的 Ficoll
再次加到原5 ml Ficoll之下，继续离心。

13.实验中观察到，就 IFN-α而言，储存在-20℃的上清液保存效果不佳。

14.通常为了使ELISA的光密度（OD）值在标准测定范围内（0 ～ 1000 pg/
ml），需用20 μl的细胞培养上清液进行实验。

15.上清液中检测到的 IFN-α总量因供体而异，可在1000～10 000 pg/ml变化。

16.对于每种情况，笔者小组均进行了3次PBMC培养（一式3份），将数据

表示为平均值＋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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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mRNA的电穿孔作为通用技术平台转染各种原代

细胞与抗原和功能性蛋白质

Kerstin F. Gerer*，Stefanie Hoyer*，Jan Dörrie*，Niels Schaft*

摘要

电穿孔（EP）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多种细胞类型的瞬时表达蛋白质的方法。

笔者小组花了10多年的时间来优化和改良这种方法，首先是树突状细胞（DC）

的抗原负载，然后是T细胞、B细胞、大量PBMC和几个细胞系。在这方面，

抗原被引入，加工，并递呈给MHC-Ⅰ和MHC-Ⅱ类受体。接下来，成功地表

达了黏附受体、T细胞受体（TCR）、嵌合抗原受体（CAR）、活性信号转导子

等功能蛋白。笔者小组还在完全符合GMP要求的情况下建立了这一生产工艺，

作为获取许可证的一部分，生产用于临床试验的治疗性疫苗接种的mRNA电

穿孔DC。因此，笔者希望在这里分享其通用mRNA电穿孔生产工艺及其使用

这种工艺的经验。本章提出的转染方法的优点：①易于适应不同的细胞类型；

②每次转染106 ～ 108个细胞；③转染效率高（80%～ 99%）；④同源蛋白表达；

⑤如果电穿孔在A级洁净室中进行，则符合GMP规范要求；⑥没有转基因整

合到基因组中。提供的工艺包括：Opti-MEM作为电穿孔介质、500 V方波脉冲

和4 mm电转杯。只需改变脉冲时间，便可使该工艺适应不同规模的细胞。在

基本工艺之外，本章还提供了大量注意事项和技巧，笔者认为这对于计划使用

这种转染方法的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技术价值。

关 键 词：mRNA电穿孔，单核细胞衍生DC（MoDC），T细胞，CAR，

TCR，B细胞，抗原表达，蛋白质表达，GMP，免疫疗法

一、前言

电穿孔（EP）是将核酸导入真核细胞的一种标准方法。核酸如何通过膜的机

制尚不明确，但根据目前的科学知识，核酸的移动是由于在电场中电荷改变，使

其穿过存在于电转杯的细胞膜［1］。除DNA外，mRNA在这方面的应用也越来越

广泛。虽然将RNA导入细胞被定义为基因工程，但相比于DNA，mRNA具有巨

* Kerstin F. Gerer ，Stefanie Hoyer，Jan Dörrie和Niels Schaft对本章做出了同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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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优势，不整合到宿主基因组中。mRNA电穿孔其他的优点：①转染效率高

（图10-1）［2-7］；②蛋白质快速表达；③瞬时表达；④高重复性［8］；⑤不影响细

胞表型［9，10］；⑥可同时引入多种蛋白质［2，3，11-13］；⑦方法的可扩展性；⑧GMP
相容性［4，14］。因此，这种方法创造了一种高重复性和可验证的产品，可用于细胞

免疫治疗。

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的mRNA电穿孔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将抗原

负载到DC上，并引入功能蛋白来成熟和激活DC［11，15-20］的一种手段。这种策略

也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因为仅在过去的5年里，就出现了20多篇关于mRNA电穿

孔DC临床应用的文章。这些研究是针对恶性黑素瘤［11，15-19，21-23］患者进行的，但

也包括肾癌［15，20］、胰腺癌［15］、胶质母细胞瘤［15，24］、多发性骨髓瘤［15］、急性

髓细胞性白血病［25］、结直肠癌［26］、子宫癌［27］和其他癌症患者［15，28］。除癌症

外，还治疗了艾滋病［29，30］。所有这些试验都使用MoDC。DC疫苗具有很好的

耐受性，似乎对临床有好处，但遗憾的是，只有极少数未有满意治疗方案患者试 
验［11］。因此，DC疫苗的优化仍在进行中。

在过去的几十年，过继性T细胞转移被证明是一种强有力的免疫治疗工具，

特别是针对具有细胞溶解性T细胞的肿瘤［31］。表达嵌合抗原受体（CAR）或正常

T细胞受体（TCR）的工程T细胞已成为一种将它们重新定向到有效识别和裂解

肿瘤细胞［32-34］的策略［35-39］。反转录病毒和慢病毒转导是目前为T细胞配备抗原

特异性受体的首选方法［35-43］。然而，对于永久性和高水平的受体表达导致改良T
细胞自身免疫的安全性问题被提出［44-46］。因此，瞬时受体转运被认为是一种更安

全的方法，mRNA电穿孔技术提供了一种可靠且易于操作的方法［47-51］，最近获得

了第一批临床数据［52，53］。

图10-1　不同转染效率的示意图

目的蛋白表达水平和细胞的转染效率可以在不同的mRNA和细胞类型之间发生变化。示意图描述了

不同的转染效率。灰色直方图表示细胞无mRNA转染，而白色直方图显示目的蛋白的预期表达。A.直方

图代表具有高蛋白质表达的成功转染。几乎100%的细胞都转染成功。B.图中描述的细胞也以高效电穿

孔转染，但是引入的蛋白质以更低的水平表达。因此，可以使用更多的mRNA，如果细胞能够耐受，则

增加脉冲时间，以获得更好的效果。C.在这里，不是所有的细胞都可用蛋白质转染，因此有非转染和转

染细胞的混合物，其可另外显示蛋白质的多样表达。如果从混合细胞（如PBMC等大量原代细胞）开始，

或者某些细胞受损，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可通过缩短脉冲时间以改善结果

细
胞

计
数

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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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临床应用外，各种细胞类型的mRNA电穿孔在临床前和基础研究中也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转染抗原递呈细胞（APC），使其加工和递呈外源蛋

白，产生所有天然加工的全长抗原表位。因此，可以产生免疫检测的靶点，以

评估肿瘤相关［54］或病毒抗原的免疫原性。mRNA电穿孔可用于活化和扩增T
细胞［55］，监测针对相应抗原的T细胞数量和质量，或检测抗原处理的胞内通

路［56］。正常B细胞或EB病毒（EBV）转化的B细胞株以这种方式转染，并作为 
APC［57-59］。DC也被用作功能读数分析的目标［60］。由于任何MHC-Ⅰ类阳性细胞都

可以作为APC，在 IFN-γ酶联免疫斑点（ELISPOT）试验中，大量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PBMC）［61，62］甚至CD8 T细胞本身与抗原电穿孔转染，然后成功地相互刺 
激［54］。综上所述，说明了mRNA电穿孔的广泛适用性。

二、材料

（一）仪器

1.细胞培养设备。

2.液体处理设备。

3.能够进行方波脉冲的电穿孔装置（如Bio-Rad Gene Pulser Xcell或BTX 
ECM 830）。

（二）耗材

1.电穿孔电转杯（电极间隙4mm，如Cell Projects；Mat.No.EP-104；见本章备

注6和图10-2）。
2.无RNase带过滤移液器吸头。

3.碎冰。

4.可以通过体外转录（IVT）从质粒产生任何具有合适启动子的mRNA（如

T7）。建议质粒具有poly（A）片段的编码，但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酶促多聚腺

苷酸化也可以。一些公司提供合适的 IVT试剂盒。需要合适的帽子结构，poly（A）

尾至少50A。酶促多聚腺苷酸化可能是有益的（见本章备注2）。mRNA的浓度应

该足够大（见本章备注10）。
5.细胞应该状态良好，有活力。DC应按Pfeiffer等的方法制备成熟［55］。T细

胞可以通过磁性细胞分选纯化或按照Krug等的方法从PBMC中扩增［4］。转染细

胞系应该是在电穿孔前1天传代。

6.不含L-谷氨酰胺的RPMI 1640。
7.不含酚红的Opti-MEM®。

8.细胞培养基：使用相应的常用细胞培养基进行细胞类型或细胞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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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细胞、DC和B细胞培养的典型培养基成分列示如下（储存溶液的浓度列在括号

内；介质的选择见表10-1）。上述培养基由所述成分组成。培养基组分被添加到

RPMI 1640中，随后进行无菌过滤。所有步骤均在层流柜内进行。

表10-1　不同类型细胞的电穿孔条件

细胞类型 DCs B细胞 PBMCs T 细胞 Cell系

EPa settings Voltage ［V］ 500 500 500 500 500

Electrode gap ［mm］ 4 4 4 4 4

Pulse duration ［ms］ 1 3 3 5 1 ～ 3d

Cell
concentration

M a x i m u m  c e l l 
number per 100 μl

Opti-MEM®

6×106 10×106 8×106 12×106 （8 ～ 10）×106e

Cul t ivat ion 
after EP

Mediumb DC medium R10 MLPC MLPC R10f

Supplementc 800 U/ml GM-
CSF＋

275 IU/ml IL-4

— — 10 ng/ml 
IL-7

—

aEP：电穿孔
b 材料部分介绍了各种培养基的不同成分
c 显示最终浓度
d 较大的细胞需要较短的脉冲持续时间
e 较大的细胞需要较低的细胞浓度
f 相应细胞系所需的培养基

（1）DC培养基：500 ml RPMI 1640、5 ml人血清（在56℃下热灭活30 min）、
5 ml L-谷氨酰胺（200 mmol/L）、200 μl庆大霉素（20 μg/ml）。

图10-2　塑料隔板不应覆盖电转杯电极内部

将电穿孔电转杯切成两半。图像显示内部表面电极。如左图所

示，不得有任何塑料隔板覆盖金属。如右图所示，塑料隔板覆盖到

了电极的下边缘（见箭头）。特别是若使用少量的细胞悬浮液，会导

致悬浮液与电极接触不当，从而对电穿孔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可能

导致形成电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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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LPC培养基：500 ml RPMI 1640、50 ml人血清（在56 ℃下热灭活 
30 min）、5 ml L-谷氨酰胺（200 mmol/L）、5 ml HEPES缓冲液（1 mol/L）、5 ml丙
酮酸钠（100 mmol/L）、5 ml非必需氨基酸（100×）、200 μl庆大霉素（20 μg/ml）。

（3）R10培养基：500 ml RPMI 1640、50 ml FCS或FBS（在56℃下热灭活

30 min）、5 ml L-谷氨酰胺（200 mmol/L）、5 ml青霉素 -链霉素（均为10 000 UI/
ml）、1 ml HEPES缓冲液（1 mol/L），200 μl β-巯基乙醇（50 mmol/L）。

9.补充剂：某些补充剂，如细胞因子，可能是电穿孔后需要。是否添加任

何补充剂取决于将进行的分析试验。可添加的细胞因子（最终浓度）如下：DC，

800 U/ml GM-CSF和275 IU/ml IL-4；T细胞，10 ng/ml IL-7。

三、方法

（一）一般说明

1.准备实验装置（见本章备注1）。
2.遵守使用RNA的一般规则，即处理mRNA时，使用不含RNase材料，戴手

套，使用带过滤芯的枪头及一次性耗材（见本章备注2）。
3.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均在室温下（18 ～ 22℃）进行实验工作。

4.对DC，以140×g离心10 min，对所有其他类型的细胞，在最大加速和脱

附的条件下以215×g离心。

5.进行所有涉及开启细胞容器的步骤时，均应在层流条件下进行。

6.将培养箱温度调到37°C、5% CO2、95%相对湿度。

（二）准备工作

1.将RPMI 1640、Opti-MEM和适当的细胞培养基（表10-1）从冰箱中取出，

放置至室温。

2.冰上缓缓解冻mRNA，重悬，并放在冰上保存（见本章备注2 ～ 4）。
3.准备并标记4mm间隙的电穿孔电转杯和组织培养板（见本章备注5和6）。
4.将电穿孔设备的设置调整为方波协议，并使用适合实验细胞类型的适当设

置 （表10-1）。
5.在不插入电穿孔电转杯的情况下进行测试脉冲。

（三）实验步骤

1.用RPMI 1640冲洗细胞，收集细胞（见本章备注7 ～ 9）。
2.进行细胞计数以确定细胞数量。

3.在离心同时（步骤4及以下），计算细胞数量、电穿孔量和mRNA量（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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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备注10 ～ 12）。每个脉冲至少应该电穿孔1×106个细胞。每种细胞类型的最大

细胞浓度见表10-1。每个脉冲至少100 μl Opti-MEM®，可以增加至600 μl，但请

注意，必须同时增加OPTI-MEM®的量和增加mRNA的使用量。

4.使用适当的设置离心细胞（表10-1）。
5.吸出并丢弃上清液。

6.在RPMI中重悬细胞（如果需要，将细胞合并在一个试管中）。

7.再次离心细胞并弃去上清液。

8.在对细胞进行离心分离时，准备好电穿孔后放细胞的平板。电穿孔后应该

使细胞的终浓度约为1×106/ml。依据相应的细胞类型，使用适当的培养基和补充

剂（表10-1，见本章备注13）。用5 ～ 10 ml Opti-MEM®重新悬浮细胞，洗去残留

的RPMI。
9.根据使用的细胞类型，用适当的离心设置离心细胞（表10-1）。
10.在最后一次离心步骤中，将计算量mRNA转移到电穿孔电转杯底部（见

本章备注14）。使用过滤器吸头进行mRNA移液。

11.弃去上清液，然后用计算的Opti-MEM®重悬细胞。

12.将相应量的细胞悬浮液加到含有mRNA的电穿孔电转杯中，无须额外混

合（见本章备注14）。确保液体位于电转杯的底部形成凹形弯月面（图10-3和

“故障排除”2）。试着通过轻轻敲击电转杯来避免气泡（见本章备注15）。
13.将封闭的电转杯放入电穿孔的电击盒中。

14.电穿孔细胞（电穿孔设置见表10-1）。
15.从冲击容器中取出电转杯并将细胞立即转移到准备好的培养基中。必要时

清洗电转杯（见本章备注16）。
16.孵育细胞（如上所述在标准培养箱条件下），至少1 h后再继续进行实验

（见本章备注17和18）。

图10-3　细胞悬液必须在电转杯中形成凹形弯月面

应该确保电流可以很容易地流过细胞悬液，从电转杯内的一个电极到另一个电极。电极和液体之间

接触面应尽可能大。因此，应该避免A、B和C中显示的液体水平，因为液体与电极接触很少。非常重要

的是在电转杯内形成细胞悬浮液的凹形弯月面（D）

X X X
A C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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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注

1.不仅电穿孔对细胞来说是一种压力过程，而且电穿孔缓冲液（Opti-MEM®）

也会产生一些对细胞不利的影响，因此要仔细设计实验。详细准备实验设置，在

开始使用细胞前准备好每一件物品，尽可能用少量Opti-MEM®重悬细胞。电穿孔

后将细胞立即转移到培养基中。

2.可以用市售的体外转录试剂盒制备mRNA。必须加帽并且应该有至少50A
的poly（A）尾。例如，通过酶促多聚腺苷酸化产生更长的poly（A）尾，可以改

善mRNA在转染细胞内的稳定性，从而得到更好和更长蛋白质表达。纯mRNA应

该溶解在水（不含内毒素和其他有毒物质）或OPTI-MEM®中。

3.无处不在的RNase一直危害着RNA，所以当处理用于电穿孔的mRNA时，

必须小心谨慎。即使没有RNase，也要注意这一点，因为RNA在室温下不稳定。

一旦开始使用mRNA，请确保电穿孔过程尽快进行。

4.由于mRNA稳定性低，请尽量在mRNA解冻后最短时间内使用，并始终保

持放在冰上。等量分装每批mRNA，以减少反复冻融次数。mRNA可以在-20℃
下储存以便使用（如要更长的储存时间，需保存在-80℃）。

5.也可以使用2mm间隙电转杯，但是必须使用一半的电压，即250 V。也可

能无法将细胞从电转杯中取出，因为电转杯间距较小。因此，请提前尝试移液器

吸头能否到达电转杯的底部。

6.质量好的电转杯至关重要，尤其是转移少量细胞时。一些供应商提供了小

塑料隔板覆盖住下端电极的电转杯（图10-2）。这将对电转染产生负面影响，并

经常导致电弧形成。

7.不仅可以使用新鲜分离或制备的细胞，也可以使用解冻的细胞。如果使用

解冻的细胞，让这些细胞解冻后至少放置1 h再开始电穿孔过程。由于冻融过程

对细胞来说意味着额外的压力，因此它们很可能在电穿孔过程中存活率不如新鲜

的细胞。

8.如果用磁珠分离的细胞，需要至少放置4 h，为了更好的结果，最好放置过

夜。在此过程中，磁珠会脱落，因此电穿孔过程不会受到磁珠的干扰。

9.收集黏附细胞是一个关键的步骤，特别是如果存在敏感细胞（如DC）。细

胞在电穿孔过程之前不应受到压力。不要轻敲培养皿或细胞培养瓶来收获细胞！

不要在低温下培养后来收获细胞，而应在室温下工作。然而，用10 ml的吸管尖

冲洗培养基中细胞，其是可以耐受的。

10.溶解mRNA的水不能太多，否则产生的渗透压力将损害细胞。如果

mRNA浓度太低，则沉淀mRNA并将其溶解在少量的水中。电穿孔过程中水的体

积（含mRNA）不应超过Opti-MEM用量的25%。或者，也可以将mRNA直接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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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Opti-MEM中。

11.可以同时电转染不同的mRNA。不同的mRNA可以同时加到电穿孔池中。

随后，可以按照描述的方法进行电穿孔，并将不同的mRNA共同电穿孔。

12.通过电穿孔使DNA与mRNA共同进入细胞也是有可能的。DNA必须进入

细胞核，因此与mRNA转染细胞相比，在转染DNA的细胞中更难获得足够的表

达。然而荧光素酶报告质粒已成功转染 Jurkat T细胞［63］。如果使用DNA进行电穿

孔，则DNA（类似mRNA）必须溶解在无核酸酶的水中或Opti-MEM中。

13.考虑到在电穿孔后使用细胞的实验，在某些实验中细胞因子的加入会影响

结果。因此，可以在没有任何额外补充剂的情况下接种这些细胞。然而，DC的

补充剂是非常必要的。GM-CSF和 IL-4阻止DC黏附在细胞培养板上。没有这些

细胞因子，细胞的收集可能很困难。

14.一定要先加mRNA，然后再将细胞悬液添加到电转杯中。因此，mRNA
自动与细胞悬浮液混合，从而避免了额外的混合步骤，但这可能会导致气泡的

形成。

15.为了避免电转杯内部电场的不均匀性，请确保没有气泡存在。因为气泡可

以干扰电流，甚至可能导致电弧形成。

16.将细胞转移到准备好的培养皿后，不必冲洗电转杯。冲洗电转杯，将会把

主要来自电穿孔的死细胞和细胞碎片转移到细胞培养板上。

17.每种mRNA的行为略有不同。必须进行表达动力学实验以评估在哪个时

间点mRNA有最高的表达，然后决定如何进行相关的实验设计。

18.由于每种mRNA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动力学，因此应该滴定需要足够量

的表达目的蛋白的mRNA量。

五、故障排除

1.细胞死亡　通常情况下，如果按照实验方案操作，则有30% ～ 90%的细

胞在电穿孔过程中可以存活。如果电穿孔后存活的细胞较少，则应该改进实验方

案。原因之一可能是细胞在电穿孔之前已经受到过压力，以不正确的，如过于苛

刻的方式收获细胞。此外，使用过的培养基可能没有被加热到室温，因此细胞受

到了冷热冲击。如果电穿孔细胞系，则一定要事先适当地进行培养。最好在电穿

孔前一天对细胞进行传代。此外，确保它们是无支原体的。一些成熟刺激会导

致DC的存活率低。因此，也可以减少脉冲时间，但这也会导致蛋白质表达水平

较低。

2.产生电弧　在细胞刺激过程中，可能在电转杯内看到（和听到）电弧，可

能是一道闪光和一声巨响，它通常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甚至可能损坏电穿孔

装置。如果电流不能正常和均匀地从电转杯内液体中的一个电极向另一个电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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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发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定要检查电转杯的液位（图

10-3）。如果液位不形成凹形弯月面（图10-3A ～ C），则示指和拇指握住电转杯

顶部，从手腕轻轻摇动直到液体水平调整到凹形弯月面（图10-3D）。产生电弧的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使用了低质量的电转杯（图10-2，右电转杯）。

3.低蛋白表达或无蛋白质表达　即使实验遵循了所有的程序，但仍可能看不

到任何或足够的蛋白质表达。这个问题有几个原因。一方面，使用的mRNA可能

是低质量的［如poly（A）尾太短］或已被降解。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可以很容

易地检测mRNA是否被降解。另一方面，使用的mRNA量可能不足。在这种情况

下，必须增加mRNA量。所需量因RNA而异。作为参考值，常用的量为每100μl 
Opti-MEM 5 ～ 30μg多聚腺苷化的mRNA 。如果有很好的存活率，则可以通过

增加脉冲时间来牺牲一些细胞。这样会降低产量，但通常会增加引入蛋白质的表

达水平。此外，每种蛋白质都有不同的表达动力学，所以必须确定最高表达的时

间点。

4.细胞的异常行为　细胞通常能很好地应付电穿孔，而不受电穿孔过程本身

的影响。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细胞可能由于电穿孔而改变其激活或成熟状态

（如未成熟的DC在整个过程中可能被轻微激活，或者钙可能会通过透化的膜进入

T细胞的细胞质）。永远记住，电穿孔对细胞来说是一个压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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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佐剂增强型mRNA疫苗

Lukasz Bialkowski，Kevin Van der Jeught，Dries Renmann，Alexia van Weijnen，
Carlo Heirman，Marleen Keyaerts，Karine Breckpot，Kris Thielemans

摘要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发展，体外转录（IVT）mRNA的稳定性和

翻译效率均得到了显著提高。目前，基于mRNA的疫苗在抗癌免疫治疗领域

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治疗方法，比早期建立的基于细菌、病毒或细胞的免

疫接种方法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本章介绍了笔者实验室利用编码免疫激活

信号和目的抗原的 IVT mRNA在不同的小鼠肿瘤模型中诱导抗癌免疫反应的

实验步骤。

关键词：mRNA，电穿孔，淋巴结内，淋巴管内，肿瘤内，生物发光成

像，治疗性疫苗，肿瘤免疫治疗，树突状细胞

一、前言

树突状细胞（DC）是肿瘤免疫治疗的核心角色。近年来，人们对DC的捕

获、加工和抗原递呈的能力进行了深入探索，对其生物学特性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并且多项研究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1，2］。DC可以以不同方式用于不同的

免疫目的。例如，它们可以在CD14+患者的自体单核细胞中培养，并装载肿瘤相

关抗原（tumor-associated antigen，TAA），使其成熟后回输给患者进行治疗。DC
成熟过程对于诱导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反应至关重要。人们报道了许多不同的方法

以取得最佳的DC成熟状态［2］。笔者小组已经开发了一个基于mRNA的平台，通

过与三种mRNA分子（统称为TriMix）进行电穿孔来激活自体DC。该mRNA混

合物编码两个DC激活刺激物：CD40L和caTLR4的组成型活性变体及共刺激分子

CD70，并可补充TAA mRNA分子［3］。

最近，笔者小组扩宽了相关专业知识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原位疫苗接种策略，

该策略可以避免昂贵和耗时的患者特异性离体DC的制备和进一步的操作。笔者

建议直接将mRNA注入淋巴结以刺激初始T细胞。这种方法在诱导小鼠的T细胞

免疫应答方面至少与DC疫苗一样有效［4］。这种原位mRNA给药的一个改良方

法是肿瘤内注射mRNA，这可以直接作用于肿瘤浸润T细胞（通过DC-T细胞相

互作用）并改善抑制性肿瘤微环境（通过利用肿瘤的DC作为分泌mRNA编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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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调节因子的“工厂”）［5-7］。重要的是，瘤内mRNA注射可以直接激活肿瘤

的DC，这些细胞已经负载了来自肿瘤死亡细胞的抗原，从而提供了一个不依赖

TAA的疫苗接种系统。

本章采用上述技术在不同的小鼠模型中诱导了抗肿瘤免疫应答反应，并对

不同实验方法进行了描述，包括基于mRNA电穿孔的DC免疫、淋巴结内递送

mRNA免疫，以及通过瘤内注射mRNA进行免疫和免疫调节。在描述淋巴结内和

瘤内mRNA注射技术之前，有一个合成后修饰mRNA制备的详细介绍。此外，本

章还简要介绍了一种活体生物发光成像技术，可用于评估mRNA注射效果。

二、材料

（一）DC电穿孔

1. Genepulser X细胞系统（Bio-Rad，Belgium）。

2. 4 mm电转杯（Cell Projects，UK）。

3.微量移液器（10 μl、20 μl、200 μl）。
4.带滤器加样头（Biotix Inc.，USA）。

5.Ⅱ级垂直层流柜。

6.离心机。

7.培养基：RPMI 1640培养基（Sigma-Aldrich，Belgium），添加5%胎牛血清

（Harla，荷兰）、100 IU青霉素、100 μg/ml链霉素、2mmol/L L-谷氨酰胺、1mmol/L
丙酮酸钠、非必需氨基酸和50μmol/L β-巯基乙醇（Sigma-Aldrich，Belgium）。

8. Opti-MEM缓冲液（Life Technologies，比利时）。

9.无菌PBS。
10.无菌50 ml Falcon管（圆锥形底座）。

11.无菌红细胞裂解缓冲液。

12. 100mm×20mm无菌组织培养皿。

13.重组小鼠GM-CSF（自制）。

14.剪刀和镊子。

15. Falcon 40μm尼龙细胞过滤器（Corning，the Netherlands）。
16. 1 ml 26G注射器。

（二）淋巴结内和瘤内注射用合成后修饰mRNA制备

1. mRNA（eTheRNA，Belgium）。

2. LiCl（Sigma-Aldrich，Belgium）。

3. 70%乙醇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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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菌注射用水。

5. Hartmann 溶液（Baxter，Belgium）。

6.微量离心机。

7. -20°C冰箱。

8. 4°C冰箱。

9.Ⅱ级垂直层流柜。

10. RNase擦拭巾（Ambion-Life Technologies，Lithuania）。
11. DNA LoBind管1.5 ml（Eppendorf，Germany）。
12.微量移液管（10 μl、20 μl、200 μl、1000 μl）。
13.带滤器加样头（Biotix Inc.，USA）。

14. Agilent 2100生物分析仪（Agilent Technologies，Germany）。

（三）节内注射

1. 100 mg/ml氯胺酮（Ceva，Belgium）。

2. 20 mg/ml甲苯噻嗪（Bayer SA-NV，Belgium）。

3.注射器BD Micro-Fine＋Demi 0.3（30G），8 mm（BD Medical，France）。
4.剪刀和镊子。

5. Michel夹 子（Fine Science Tools，Germany） 或6-0VICRYL涂 层 缝 合 线

Ethicon（强生医疗，Belgium）。

6. 60cm×60cm的尿布。

7.双刃剃须刀片。

8.带光源的放大镜或显微镜。

9.肥皂水。

10. 10cm×10cm无菌纱布拭子。

11. 0.9%NaCl溶液。

12. 10%聚维酮碘水溶液（Iso-Betadine®Dicmicum）（Meda Pharma SA，Belgium）。

13.红外灯或加热毯。

（四）瘤内注射

1.异氟烷（Forene，AbbeVie SA，Belgium）和麻醉装置（Minerve，Module 
Anesth Compact，France）。

2. BD Micro-Fine＋0.3（30G）5 mm注射器，（BD Medical，France）。
3.适合老鼠的电动剃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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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内生物发光成像（BLI）

1. D-荧光素（Promega，Belgium）。

2. BD Micro-Fine＋Demi 0.3（30G）8 mm注射器（BD Medical，France）。
3.异氟烷（Forene，AbbeVie SA，Belgium）和麻醉装置（Minerve，Module 

Anesth Compact，France）。
4. BLI装置（Photoimager Optima，Biospacelab，France）。
5.采集软件（照片采集版本3.4）（Biospacelab，France）。
6.分析软件（M3 Vision版本1.0.7.1178）（Biospacelab，France）。

三、方法

（一）基于mRNA电转染DC的免疫疗法

已有研究表明，基于DC的疫苗对癌症患者是可行和安全的，在某些情况下

可诱导临床反应［2］。以前的实验表明人体循环血液前体细胞或小鼠的骨髓细胞

可以分化成大量功能性DC。为了诱导有效的T细胞免疫反应，DC必须负载TAA
并适当激活。到目前为止已经设计和报道了多种方法。笔者小组探索的一种可能

性是用编码TAA和免疫激活分子的mRNA混合物电穿孔DC，免疫激活分子包括

DC激活刺激分子、共刺激分子和免疫检查点阻断分子［8-12］。其中，上述免疫激

活分子三联混合物TriMix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mRNA混合物，可有效激活TAA
特异性抗肿瘤T细胞免疫应答。DC电穿孔方案已被若干个临床试验采用［13-15］，

其中一些仍在进行中（如NCT 01676779）。
1. DC制备

（1）处死一只6周龄的雌性C57BL/6小鼠并分离取下股骨和胫骨（见本章备

注1），去除所有肌肉组织后用70%乙醇溶液简单清洗以便在室温用培养基进一步

分离细胞。

（2）小心地切断每根骨头的两端，并使用培养基和一个无菌的26G注射器将

骨髓冲洗到无菌组织培养皿中。

（3）彻底重悬骨髓以获得单个细胞悬浮液，并通过预先润湿的40μm尼龙过

滤器过滤，放在无菌的50 ml Falcon管中。

（4）以435×g离心10 min沉淀细胞。

（5）将细胞沉淀重悬于2 ml红细胞裂解缓冲液中，孵育2 min。
（6）加入过量的新鲜培养基（20 ml）并以435×g离心5 min。
（7）将细胞重悬于含有200 IU/ml rmoGM-CSF的培养基中，将2×106个细胞

移入10 ml培养基中，接种于无菌组织培养皿中，在37°C、5%CO2和95%相对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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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孵育3 d。
（8）第3天，向每个组织培养皿中再加入10 ml培养基。补充双倍量的

rmoGM-CSF（即新加的10 ml培养基含有400 IU/ml rmoGM-CSF）。
（9）第5天，更换一半的培养基，即从每个组织培养皿中吸出10 ml细胞悬

液，转移至无菌的50 ml管中并以435×g、37℃离心5 min，将细胞沉淀重悬于10 
ml补充400 IU/ml rmoGM-CSF的新鲜培养基中，与剩余的一半细胞混合并放回到

培养箱中。

（10）第7天，用预热的PBS轻轻冲洗组织培养皿来收获细胞，将细胞转移至

无菌50 ml管并以435×g离心5 min。笔者强烈建议进行流式细胞术以评估CD11c+ 
DC的纯度（图11-1A）。

2. DC电穿孔

（1）在转染前，立即用温PBS洗涤细胞两次，用温Opti-MEM重复此步骤

两次。以435×g离心5 min后，将细胞重新悬浮于Opti-MEM中使细胞终浓度为

40×106/ml。通过添加所需量的mRNA到Opti-MEM来制备mRNA混合物（总体

积100 μl）。转移100 μl细胞悬浮液（4×106个细胞）到含有mRNA混合物的试管

中，轻轻重悬，然后将混合物转移到4 mm间隙的无菌一次性电转杯中。

（2）使用以下参数进行电穿孔：电压脉冲300 V，电容150μF，电阻∞Ω。

（3）电穿孔后，立即将细胞转移到含有预热培养基的无菌组织培养皿中，并

在37℃、5%CO2和95%相对湿度下孵育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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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DC培养纯度和电穿孔效率
A.培养7 d后，使用流式细胞术评估DC纯度。通过用PBS轻轻冲洗组织培养板收获细胞，用PBS/

BSA/叠氮化物洗涤一次，并用抗CD11c-APC-H7抗体染色。图中显示了CD11c在活细胞内的表达。B.用
10 μg TagBFP-mRNA电穿孔DC，24 h后使用流式细胞术评估TagBFP蛋白的表达水平。图中显示了
TagBFP在CD11c＋活细胞内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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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PBS洗涤细胞两次，并将其重悬于PBS中。如有必要，使用补充有 
2 mmol/L EDTA的PBS分离牢固黏附在培养皿上的细胞。每只小鼠静脉注射

5×105个细胞。

（5）建议在使用的mRNA分子混合物中加入一个报告基因，如蓝色荧光蛋白

（TagBFP），以确定电穿孔的效率（图11-1B）。

（二）淋巴结内和瘤内注射用合成后修饰mRNA制备

将 IVT mRNA溶解于不含RNase的水中并储存于-20°C。根据注射所需的

mRNA量混合不同的mRNA，制成不同体积的最终溶液（见本章备注2）。为了调

节注射量（如每次注射10 μl），mRNA混合物可以使用LiCl沉淀并纯化，具体如

下所述。

1.将mRNA溶液与LiCl以2∶1的比例混合并在-20°C储存过夜或更长时间。

2.解冻后，将Eppendorf管放入微量离心机中，以18 600×g离心溶液15 min。
3.小心去除上清液。可见的白色颗粒即是mRNA。避免接触颗粒。

4.加入500 μl 70%乙醇溶液，于37℃ 18 600×g离心5 min。去除上清液。小

心不要吸出颗粒，因为在这一步它可能从管底分离。

5.短暂离心并去除残留的乙醇溶液。首先用不含RNase的水溶解沉淀，然后

室温下静置30 min。涡旋振荡30 s并短暂离心。重复此步骤3次。按所需体积，

加入Hartmann溶液（水 -Hartmann溶液比为1∶4），涡旋振荡并离心3次。在室温

下，将溶液静置15 min，涡旋振荡并离心一次。用注射器吸取样品等待注射（见

本章备注3）。
6.注射完成后建议使用毛细管凝胶电泳（Agilent）测试注射的mRNA的质量

（降解程度）。

（三）淋巴结靶向mRNA递送免疫疗法

与其他给药途径相比，不同类型疫苗的淋巴结内免疫具有更强的免疫反 
应［16，17］。为了规避离体DC操作的烦琐程序和成本，笔者小组和其他学者提出

了mRNA直接注入淋巴结的方法［4］。因此本实验的首要目标是针对肿瘤引流淋巴

结。然而，这种经淋巴结注射的疫苗似乎可以通过连接不同淋巴结的淋巴管扩散

（Lukasz Bialkowski，未发表的观察结果）。目前正在进行一系列临床试验研究淋

巴结内mRNA递送平台，包括肝细胞癌疫苗（EudraCT 2012-005572-34），黑素瘤

疫苗（NCT01684241，NCT02035956）和抗HIV疫苗（NCT02413645）。
1.腹腔注射氯胺酮 -赛拉嗪溶液麻醉小鼠（见本章备注4）。
2.使用剃刀剃掉皮毛，以便暴露髂下淋巴结（肿瘤引流淋巴结，用于在背部

和侧腹皮下植入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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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动物放在显微镜下，调整镜片和光强度。

4.沿身体纵向轴线做一个小切口（图11-2A）。

5.扩大切口以暴露整个淋巴结，不要切断邻近的淋巴管和血管。如果手术操

作视野有出血，用0.9%NaCl溶液清洗切口，并用干燥无菌纱布小心擦干。这会

降低由于血液中存在的RNase导致mRNA降解的风险。

6.用镊子抓住淋巴结并轻轻将其拉起。

7.一旦使用镊子固定住淋巴结，即可以插入针头。尝试将mRNA精准注射到

淋巴结中心（见本章备注5）。
8.慢慢取下针头。不要再动注射过的淋巴结，使其正确复位。采用Michel夹

或手术缝合线缝合切口（见本章备注6）。
9.等待动物苏醒。请注意，麻醉会诱导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抑制，小鼠可能体

图11-2　淋巴结内mRNA注射的步骤

A.沿身体纵向轴线切开并暴露淋巴结（左图和中图）。固定淋巴结，将针插入淋巴结中心并小心地注

射mRNA（右图）。B.向6周龄的C57BL/6雌性小鼠注射1 μg fluc mRNA，并在24 h后进行体内化学发光

成像分析以评估注射成功与否，用未注射的小鼠作为阴性对照

5 10 15×106 (ph/s/cm2/sr)

阴性对照 fluc mRN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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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过低。如有必要请在笼子前放置红外线灯，但不要将灯太靠近动物，以避免过热

或烧伤伤口。另外还可选用带直肠探头的加热毯根据小鼠实际体重来调节热量。

10.可以通过体内生物发光成像技术来验证注射成功与否（图11-2B）。为达

到这一目的，必须将编码萤火虫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的mRNA（fluc mRNA）掺入

到注射的mRNA混合物中。

（四）肿瘤内注射mRNA进行免疫治疗和免疫调节

虽然在抗癌疫苗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只要恶

性肿瘤微环境不被扭转，免疫治疗的临床收益将大大受限［5，18］。因此，有学者建

议直接向肿瘤病灶注射疫苗，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激活肿瘤浸润T细胞，同时可在

肿瘤微环境中发挥特异性作用。

1.肿瘤细胞接种

（1）用2.5%异氟烷麻醉小鼠。

（2）剃掉小鼠右侧的毛，暴露肿瘤接种区域。使用70%乙醇溶液消毒皮肤。

（3）用注射器吸入肿瘤细胞PBS悬液进行皮下注射，注射的最终体积为每只

小鼠50 μl（见本章备注7）。
（4）将针头插在与皮肤表面平行的皮肤下面，并慢慢注入细胞。如有必要，

请使用镊子拉起皮肤以正确插入针头。

2.肿瘤生长监测　肿瘤生长应使用卡尺监测，每周仔细监测2 ～ 3次（见本

章备注8）。
（1）用2.5%异氟烷麻醉小鼠。

（2）肿瘤体积应用长椭球体公式计算：（宽 2×长）/2。
3. mRNA注射步骤

（1）瘤内注射是在肿瘤长到所需体积时进行的（见本章备注9）。
（2）用2.5%异氟烷麻醉小鼠。

（3）如果需要，剃掉覆盖在肿瘤上的毛，以便露出注射区域。使用70%乙醇

溶液消毒皮肤。

（4）用注射器中吸入适量的mRNA溶液。对于肿瘤体积超过100 mm3的，总

注射量建议用50 μl。对于体积为50 ～ 100 mm3的，建议注射30 μl。对于体积低

于50 mm3的，建议至少注射10 μl（见本章备注10）。
（5）将针头插入所需深度的肿瘤中缓慢注射mRNA溶液（图11-3A）（见本章

备注11）。
（6）由于存在许多可能会导致注入的mRNA降解的因素，建议每次注射均掺

入一个报告基因如萤火虫荧光素酶（fluc）mRNA，以便利用体内生物发光成像系

统检测注射成功与否（图11-3B）（见本章备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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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注意观察任何影响注射质量的因素，如出血（见本章备注13）或注射溶

液的泄漏等情况等，以便为每个肿瘤模型单独优化瘤内注射程序。通常，这些观

测可以与体内的生物发光数据相关联。

（五）注射mRNA后体内生物发光成像检测

尽管结构修饰可有效提高体外转录mRNA的稳定性和翻译效率，但普遍存在

的RNase仍然可将其降解，因此强烈建议使用体内生物发光成像验证mRNA注射

成功与否。为了实现这一目的，fluc mRNA必须掺入到所使用的mRNA混合物中。

fluc mRNA将翻译成荧光素酶，从而介导D-荧光素（底物）的氧化还原反应。在

该氧化还原反应期间产生的光子由专用照相机检测并转换为电信号。软件可以定

量评估信号的强度，该强度与注射成功的fluc mRNA的量成比例。所需的体内生

物发光成像的程序修改自Keyaerts等［19］描述的程序。

1.在制备该mRNA时，在混合物中加入1μg的fluc mRNA。

2.根据实验目的，可在注射后4 ～ 24 h测量最佳信号。

3.用气体麻醉（2.5%异氟烷）小鼠。

4.确保注射淋巴结上方皮肤上的毛被剃掉。如有必要，去除Michel夹或过多

的缝合线。

图11-3　肿瘤内mRNA的注射步骤

A.用镊子固定肿瘤结节，并在针上放置一个环（由红色箭头指示的），以确保注射的深度（上图）。

将针小心插入肿瘤组织并注射mRNA溶液（下图）。B. 6周龄C57BL/6雌性小鼠注射10 μg对照mRNA［截

短神经生长因子受体（tNGFR）或10 μg tNGFR mRNA和1μg fluc mRNA］。24 h后进行活体生物发光成像

检测，以评价注射是否成功

50 100 150×103 (ph/s/cm2/sr)

tNGFR mRNA tNGFR mRNA
+fluc mRN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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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射浓度为30 mg/ml 的D-荧光素酶（见本章备注14）。
6.将动物放置在装有冷却电荷耦合器件（CCD）探测器的黑匣子中以量化动

物产生的光子。所获得的彩色图像通常与小鼠的灰度照片重叠，以允许在小鼠体

内进行生物发光的二维定位。检测时间为4 ～ 5 min，这足以确定mRNA注射是

否成功；当然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如根据注射的RNA的质量和所使用的

设备。

四、备注

1.从一只小鼠可获得100×106个骨髓细胞。

2. mRNA的使用量取决于实验组设计和目的。必须要注意的是，来自不同厂

家的mRNA诱导免疫应答方面的能力也不同。在本章所述的方法中，用于结内接

种的每种TriMix组分使用10 μg，抗原mRNA也使用10 μg。
3.根据操作步骤持续时间的不同，在注入注射器之前可以考虑将准备注射的

溶液在4°C储存。在手术过程中，还建议将注射器置于冰上保存。

4.为了配制注射用储液，在0.9% NaCl的8.5 ml中加入1 ml氯胺酮和0.5 ml甲
苯噻嗪，并储存在4°C，每10 g小鼠体重注射0.1 ml储备液（即100 mg/kg氯胺酮

和10 mg/kg甲苯噻嗪）。

5.为获得最佳效果，每个淋巴结注入溶液的最终体积应该为10 μl。
6.建议使用涂层缝合线代替尼龙缝合线来减少感染的风险。用无菌纱布蘸聚

维铜碘溶液消毒闭合的伤口。用无菌纱布包裹小鼠，避免在手术操作后将小鼠直

接放在锯末上（垫料）。始终将动物置于俯卧位。

7.根据实验室提供的标准操作规程培养肿瘤细胞。建议接种时细胞处于对数

生长期（80%融合率）。注射前建议进行支原体检查。注射肿瘤细胞的数量应严

格取决于所用肿瘤模型的动力学特性和实验目的。因此，应根据经验对每个模型

进行优化。根据肿瘤模型，可能需要加入基质凝胶以促进肿瘤生长。

8.通常情况下，在接种肿瘤的地方，毛发会开始再生。因此，为了正确确定

肿瘤尺寸，建议小心给小鼠再剃毛。

9.所需的肿瘤体积应根据实验方案需求和伦理委员会的要求进行。

10.更多详情请参阅“淋巴节内和瘤内注射用合成后修饰mRNA制备”部分

内容。将大量mRNA注入小鼠体内肿瘤可导致注射溶液的流出。

11.瘤内注射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到针头可能插入不同的深度。为了减少注射

个体间的差异，建议使用可以套在针头的套环（图11-3A）。这将保障瘤内注射深

度一致。根据肿瘤模型的类型，较大的肿瘤可出现坏死区。坏死区能够吞噬注射

mRNA的细胞数量很少，并且可能含有大量的RNA降解因子。肿瘤结节（坏死

区，富含DC的区域）的免疫组化分析可能有助于确定最佳注射部位。对于大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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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块（＞300 mm3）注射，常见的问题是由于高间质压力，使注射的mRNA渗露。

渗露的溶液可以被重新吸取并缓慢注入肿瘤的另一侧。

12.重要的是要注意肿瘤中的暗色物质（如某些类型的黑素瘤细胞系产生的黑

素）和小鼠的深色皮肤或毛发可以减弱发射光，并降低这种技术的灵敏度。重复

剃毛会刺激皮肤并导致色素沉着，将进一步降低检测敏感性。

13.是否出血取决于所采用肿瘤模型的血管分布。

14.可选择两种底物给药途径。从技术上讲，腹腔注射更容易，如果选择这种

给药途径，则每20 g体重注射100 μl D-荧光素并等待10 min后才可以采集数据。

静脉注射需要更高的技术技能，但可以在注射后立即开始数据采集。对于静脉注

射给药，每20 g体重注射100 μl D-荧光素，并立即开始数据采集。请注意腹腔注

射会比静脉注射产生更多的信号差异［19］。因此，应该考虑到弱生物发光成像信

号可能并不总是归因于mRNA的降解，也可能与不成功的底物给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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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电穿孔增强DNA或RNA疫苗的递送

Kate E.Broderick，Laurent M.Humeau

摘要

核酸疫苗是新一代疫苗的一个分支，与传统的蛋白质、细菌或病毒类疫

苗相比，核酸疫苗具有更大的优势。然而，要在大型哺乳类动物和人类上

有效，就需要一种增强的递送技术。电穿孔是一种物理技术，可使大分子

通过细胞膜的输送得到改善。对于质粒DNA和mRNA，电穿孔增强了递送

核酸的摄取和表达。肌肉由于在临床环境中的可获得性和可接近性，成为

核酸疫苗接种有吸引力的目标组织。先前对肌肉电穿孔的临床研究已经证

实电穿孔在患者中有比较好的耐受性。已有研究已经表明优化的电穿孔参

数（如电场强度、脉冲长度、脉冲宽度和药物制剂配方）对核酸的递送效率

有重要影响。本章概述了在小鼠肌肉中接种DNA/RNA疫苗的程序。结果表

明该技术是安全有效的，且非常适用于研究环境，并可扩展到较大的动物和 
人类。

关键词：电穿孔，肌肉，质粒DNA，小鼠，DNA疫苗，RNA疫苗

一、前言

电穿孔（EP）即应用短暂的电脉冲，在哺乳动物细胞的脂质双层膜内产生水

通道。电穿孔允许大分子，包括DNA和其他大分子通过细胞膜，否则则无法通

过。因此，EP既增加了摄取量，也增加了药物和DNA被递送到靶目标组织的程

度［1-4］。先前研究中EP主要针对肌肉组织，目前正在使用这种途径进行多种临床

试验［5-7］。EP作为增强传递的一种方式，为体内制造所需的基因产物提供了一个

平台，在DNA和RNA疫苗中，该疫苗可同时产生抗体和细胞免疫应答［7，8］。密

码子优化载体、RNA优化、添加生物活性序列和优化共同序列，是激发强烈免疫

反应的关键［9-13］。EP可以增强质粒DNA和RNA疫苗的效力，表明EP可以促进核

酸在质膜和核膜上的传递［14，15］。

在动物模型中，DNA和RNA疫苗技术都被证明在产生免疫应答方面是有效

的，且DNA疫苗已经在人体试验［16-24］中显示了临床效力。肌肉内（IM）EP也

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评价，并被证明是DNA疫苗的一种有效和可接受的递送方 
式［22，25］。表12-1概述了与肌肉递送有关的核酸接种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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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人肌肉核酸疫苗接种

接种部位 肌内

注射方法 针头和注射器，喷射注射

注射深度 10 ～ 50 mm

常规注入量 1 ～ 2 ml

目标组织区域 骨骼肌

靶细胞类型 肌细胞

最高剂量（10 mg/ml制剂） 10 ～ 20 mg

虽然EP明显改善了DNA和RNA在体内的传递，但在限制破坏性组织损伤的

同时，还必须调整电参数以确保最佳的传递。本实验中描述了编码绿色荧光蛋白

（GFP）的DNA质粒和编码GFP的大的、自扩增mRNA载体的给药过程。GFP的

表达是在2 d内测定的，因为之前研究表明这是小鼠肌肉中的表达高峰时间。这

里提供了优化小鼠肌内注射的策略，并提高了EP程序的重现性。

二、材料

（一）质粒/复制子制备

1.质粒 DNA，pgWIZ-GFP（Aldevron，ND）。质粒DNA配制成每个注射部

位30 μl的体积。

2.表达GFP的RNA复制子（Novartis，Cambridge，MS）。将复制子RNA配

制成每个注射部位30 μl的体积。

3.无菌1×PBS溶液。

（二）动物

1. 3周龄的雌性BALB/c小鼠（Charles River Laboratories，Worcester，MA，USA）。 
批准的动物实验方案［根据NIH、动物福利法案和美国农业部（USDA）］。

2.电推剪（用于剃毛）。

3.氧气和异氟醚。

（三）肌内注射

1. 29G胰岛素针和注射器。

2.塑料深度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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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穿孔步骤

1. ELGEN脉冲发生器（Inovio Pharmaceuticals，Plymouth会议，PA，美国）

（图12-1A）。

2.小鼠肌肉EP装置（Inovio Pharmaceuticals）（图12-1B）。

3. 27G针。

（五）组织取材和分析

1.氧气和异氟醚。

2.手术刀。

3.剪刀。

4.显微镜载玻片。

5.荧光显微镜。

图12-1　电穿孔程序

A.肌肉EP装置（Inovio Pharmaceuticals）。照片显示电极配置。B. ELGEN脉冲发生器（Inovio 
Pharmaceuticals）连在EP装置上并输出电脉冲。C. EP装置在小鼠肌肉中的定位

（原图12-1与图12-2用反顺序，现已更正，译者注）

A

CB

三、方法

（一）质粒制备

1.用1 ml可注射的1×PBS将质粒制剂稀释至所需剂量（每个注射部位5 μ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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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备注射用质粒注射液的注射器（每个注射部位30 μl）。

（二）复制子制备

1.用1 ml可注射的1×PBS稀释表达GFP的自复制RNA载体制剂（每个处理

部位5 μg）。
2.用注射器吸入准备注射的复制子溶液（每个注射部位30 μl）。

（三）肌内注射和电穿孔程序

1.按笼子大小成群或单独饲养动物，可随意获取食物和水。将小鼠随机分配

至治疗组。允许适应环境5 d。
2.用吸入异氟醚（5%）麻醉动物，通过适当的气盒，保持异氟醚浓度

（3%），使动物在等待治疗期间轻度麻醉。

3.识别后腿的股四头肌（见本章备注1），并标记将被处理的一侧（右或左）。

4.剃掉待治疗动物的腿毛。用乙醇清洁该区域，以确保完全去除油污、灰尘

和皮屑。

5.开始电穿孔和DNA/RNA注射（图12-1）。采用标准 IM技术进行肌内注射

（见本章备注2）。延长动物肢体长度并将腿置于操作人员拇指和示指之间以辅助

定位（见本章备注3）。垂直于皮肤进针，将全部溶液注入四头肌。成功的肌内注

射应可见肌肉膨胀。注射后，针和注射器应放到利器处理盒。

6.小鼠注射药物后立即（不超过2 min；见本章备注4）将EP装置电极插入

注射药物的肌肉区域（图12-1C）。必须小心确保电极完全刺入肌肉中（见本章备

注5）。电穿孔应通过脚踏开关启动。由于电脉冲会导致不自主的肌肉收缩，因此

小鼠EP设备和鼠腿必须固定牢固。成功的处理，应观察到两种不同的收缩。脉

冲发生器发出一连串的“哔哔”声，标志处理成功。这时可以从小鼠肌肉内移除

设备。

7.如果计划多次处理，则设备中的电极每使用5次应更换一次（见本章备注

6）。一旦完成处理，电极应放到利器盒中。

8.应监测动物2 h以确保从麻醉中完全康复，评估治疗肢体与运动相关的任何

问题。

9.小鼠肌肉中GFP报告基因的高峰表达在24 ～ 72 h可检测到（见本章备

注7）。
10.在达到终点后，应使用机构标准的SOP对动物实施安乐死（见本章备

注8）。
11.使用手术刀片和剪刀，通过皮肤的初始切口，从动物身上切除处理过的

肌肉。小心去除整个股四头肌肌肉群。切除的肌肉可以在显微镜载玻片上保持平

 
http://www.shinegene.org.cn/RiboGreen.html



第十二章　电穿孔增强DNA或RNA疫苗的递送 183

坦，并存放在自封袋冰上。如果肌肉不立即处理，可以在-20°C冷冻。

12.为了观察GFP的表达总量，可以使用手术刀刀片纵向切开被切除的肌肉，

并将其安装在显微镜载玻片等平面上（见本章备注9），在低倍荧光显微镜下观

察。为了评估转染的肌细胞数量，可以将肌肉切成横切面。处理过的肌肉可以被

完整观察或以每个横截面单独观察。图片可以保存为TIFF或BITMAP文件格式

（图12-2）。
13.使用市售的像素计数软件（即Photoshop），可以分析每个处理过的肌肉的

表达情况（图12-2）或者计算出GFP阳性肌细胞的数量。

14.处理之间的统计分析可以使用Microsoft Excel统计软件包中的学生 t检验

程序进行。

- EP

1xPBS

pDNA

RNA

+ EP

图12-2　通过肌内注射递送的报告蛋白（GFP）的表达［没有EP（-EP）或用EP（＋EP）］

小鼠肌内注射50 μl 1×PBS、pDNA或自扩增RNA载体（pDNA或RNA，每个位点5 μg）。处理后 
2 d获得图像，并显示为每个代表性的区域取6 ～ 8个载玻片，每组4块肌肉

四、备注

1.由于鼠腿较小，很容易混淆股四头肌与胫骨肌。虽然这两种肌肉都能起作

用，但四头肌比胫骨肌大，因此可以使用更大的注射量。实验至关重要的是正确

识别被治疗的肌肉，以免在切除过程中，错误的肌肉没有被去除而导致假阴性。

2.小鼠肌内注射方法涉及插入一个细针到小鼠肌肉规定的深度。因为小鼠肌肉

很小，所以必须小心，注射时插入太浅，会导致液体流出肌肉，并进入皮下空间。

为了协助评估这个深度，可以将胰岛素注射器塑料护针帽取出，并切割掉所需的长

度（一般2 ～ 3mm），然后准回。这样针的穿透只能达到护针帽所穿透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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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肌内注射时，伸展鼠腿并使用拇指和示指轻轻地向上推肌肉群可以协助

针头定位。

4.注射后约2 min，肌内注射的药物在注射部位将开始消散。在此之前，EP
必须进行。最好的做法是注入并立即EP。

5.要使EP程序有效工作，深处肌肉必须与电极接触。最强的电场（及大多

数转染发生的区域）是在电极之间。因此，电极完全穿透肌肉会有更好的转染

效果。

6.虽然电极可以在处理间多次使用，但最好每5次处理就更换电极。多次插

入电极头进入小鼠肌肉会导致尖端变钝，而有效进入组织的电极变少。另外，重

复的EP将引起电极上的材料堆积，导致EP效率降低。如果计划使用多种疫苗方

案，则建议交替使用四肢。

7.最早在处理1 h后就可以在肌肉中检测到GFP表达（显微镜下），并持续超

过1个月。

8.这里的实验选择二氧化碳窒息法。监测动物10 min，以确保没有生命迹象。

9.玻璃显微镜载玻片或有机玻璃正方形塑料是理想的肌肉成像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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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RNA疫苗欧洲监管环境

Thomas Hinz*，Kajo Kallen*，Cedrik M. Britten，Bruno Flamion，Ulrich Granzer，
Axel Hoos，Christoph Huber，Samir Khleif，Sebastian Kreiter，Hans-Georg 

Rammensee，Ugur Sahin，Singh-Jasuja Harpreet，ÖzlemTüreci，Ulrich Kalinke

摘要

有多种mRNA药物正在开发中。过去几十年对RNA研究的重大突破使

得mRNA在翻译、稳定性和递送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使mRNA开发为药物

成为可能。这章的重点是针对肿瘤或病原体RNA编码的抗原疫苗。mRNA编

码疫苗是为预防或治疗疾病的目的而开发的。大多数mRNA疫苗直接用于患

者，也有一些是通过来源于患者的自体细胞经mRNA体外修饰再过继转移到

患者身上。欧盟目前没有专门针对mRNA疫苗的监管指南，但明确地规定了

mRNA疫苗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是集中批准。有趣的是，根据RNA疫苗是否

直接治疗肿瘤或传染病，被分别定义为基因治疗产品或非基因治疗产品。除

了目前在各种治疗领域临床使用的mRNA疫苗的概述外，本章还提供了对当

前监管情况的详细讨论和对监管观点的讨论。

关键词：mRNA，疫苗，抗癌疫苗接种，抗传染病疫苗接种，预防和治疗

方法，欧盟监管框架，先进医疗产品（ATMP），基因修饰药品

一、mRNA的医学应用

（一）RNA的历史

信使RNA（mRNA）的发现可以精确地追溯到1961年。那年，年轻的NIH
小组组长Marshall Nirenberg和Nirenberg实验室的德国博士后Heinrich Matthaei
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描述了重复序列合成的核糖核酸在体外被翻译成 
肽［1，2］。Nirenberg和Matthaei通过对肽序列与原始RNA序列的相关性分析，可以

推断出遗传密码。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因此，1968年Nirenberg获得诺贝尔奖。

此后，人们对mRNA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细胞是如何将DNA转录

成mRNA，以及如何将该mRNA翻译为蛋白质的。不久人们就发现，与DNA不

* Thomas Hinz和Kajo Kallen对本章做出了同样贡献。

 
http://www.shinegene.org.cn/RiboGreen.html



190 RNA疫苗：方法与操作

同，mRNA不是必须进入细胞核才被激活。无论是从细胞核输出的，还是通过某

种转染方式被直接导入细胞的mRNA，一旦进入细胞质后，立即就被翻译成蛋白

质。与DNA不同，进入细胞腔的mRNA不被整合到基因组中。因此，与某些基于

DNA的基因转染方法相比，mRNA转染后即使在理论上也不存在插入突变的风险。

此外，由于细胞质内存在的各种生理机制，mRNA一旦进入细胞质就很快被降解。

（二）mRNA的治疗潜力

在GMP条件下生产蛋白质是一项消耗资源、成本和时间的工作。用DNA或

mRNA在体内表达所有的蛋白质来替代体外生产蛋白质的方法似乎是非常有吸引

力的，从而从本质上将一个有机体转化为其自己的生产基地。因此，mRNA作为

一个良好的载体，用于生产大量所需的蛋白质，如抗原或替代基因受损的功能蛋

白。25年前，Wolff等证明，在小鼠骨骼肌内注射mRNA和DNA获得了类似的蛋

白表达［3］。不久又发现，DNA和mRNA疫苗在诱导体液［4-6］和细胞免疫应答［7］

方面具有相似的功能。

然而，在这些初步的成功使人们对mRNA作为蛋白质编码的载体产生更广

泛的兴趣之前，mRNA技术必须有重大的改进，特别是在翻译、细胞内稳定性、

转运方面，而不是在成本方面［8］。许多研究人员长期以来有这样的错误观点，

mRNA相当不稳定，很可能是由于无处不在的RNA降解酶。尽管如此，mRNA在

化学上还是非常稳定的，很容易在无细胞系统中产生［8-10］。为此，采用T7或SP6 
RNA聚合酶在体外用线性化的DNA模板转录mRNA。编码的mRNA为单链，具

有5′cap结构，其编码序列被非翻译区和3′poly（A）尾所包裹，因此，在真核细

胞胞质检测中很像成熟和加工过的mRNA。

通过使用修饰了序列的天然核苷酸、修饰的5′和3′非翻译区、使用化学修饰

的cap结构及引入化学修饰的核苷［11-19］，都可以极大提高体外转录mRNA的翻译

效率。与mRNA从细胞核到细胞质的自然转录方式不同，体外合成的mRNA通

常是通过复杂的转染方法导入细胞质中的。合成的mRNA在体内作用机制尚不清

楚，但可能与通过受体介导的内吞或微胞吞［20，21］的主动转运有关。

工程mRNA分子也可用于体外细胞转染。由于自发的mRNA摄取率很低（取

决于细胞类型），因此需要不同的转染方法。有趣的是，直接将mRNA注入细胞

也会导致大量的蛋白质表达［17］。近年来，包裹了脂质体的mRNA也成功应用于

静脉注射，脂质体的纳米粒保护了mRNA不被血清中的RNase立即降解，并被设

计成靶向特定器官的靶向mRNA［19，22］。

（三）RNA的肿瘤疫苗的趋势

正在研究中许多不同的mRNA制备方法以诱导针对肿瘤T细胞［22］。抗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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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疫苗的设计来源于这样的观察：将编码为裸抗原（未受保护的）或鱼精蛋

白保护的mRNA注射到小鼠耳廓内，可产生大量抗原特异性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应

答，能够裂解抗原表达细胞［7］；而注射的mRNA诱导的T细胞能够裂解表达该

抗原的细胞。通过利用翻译增强的mRNA和一种包含佐剂活性的疫苗制剂改进了

早期的疫苗，现已成功地通过了前列腺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Ⅰ期临床试 
验［23-27］。利用mRNA的灵活性，可以开发编码4种（前列腺癌）或5种（非小细

胞肺癌）与肿瘤相关的抗原。非封装疫苗的皮内给药似乎是安全的，在约80%接

种个体中诱导了特异性T细胞抗原的免疫原性［27］。目前正在进行前列腺癌和非小

细胞肺癌的6种肿瘤抗原疫苗的后期临床研究（ClinicalTrials.gov；NCT02140138，
NCT01817738，NCT01915524）。

mRNA疫苗的多功能性也可通过利用细胞靶向技术对翻译增强的mRNA
编码肿瘤抗原进行定位得到突显。该方法的产品进入了黑素瘤临床Ⅰ期试验

（ClinicalTrials.gov；NCT01684241）。重要的是，肿瘤突变体的免疫学相关性的

新观点是每个患者个体都有其独特的免疫反应。由此，开发了“积极个体化免疫

疗法”［29］。简单地说，每名患者的肿瘤NGS信息都有其独特的编码癌细胞突变的

mRNA［30-32］。因此，对突变体分析，为每名患者设计一种适合的新药，即为积极

个体化免疫疗法。另一种积极个体化免疫治疗是称作库的概念，它是一种非突变

肿瘤抗原的特定组合［29］。对单名患者进行库抗原的表达分析后，再从现有的库中

筛选出适合的肿瘤抗原。目前分别在黑素瘤和三阴性乳腺癌（ClinicalTrials.gov；
NCT02035956，NCT02316457）中评估了基于突变体和库的mRNA积极个体化概念。

另一种mRNA疫苗是树突状细胞疫苗。它是由mRNA编码的抗原连接到一个

带有3种免疫刺激分子（组成型活性TLR4突变体、CD40L和CD70）的Ⅱ级信号

的抗原，通过转染得到的。这种电穿孔树突状细胞的疫苗用于Ⅲ /Ⅳ期黑素瘤患

者［静脉注射和（或）皮内注射］，可产生强健的特异性CD4+和CD8+ T细胞抗原

应答，临床治疗效果良好［34-36］。

上面概述的各种不同的方法说明了耐受良好的mRNA疫苗在接种治疗方法的

广泛可变性；此外，也说明了在临床发展阶段实践新医学和科学的新见解。

（四）RNA抗传染病疫苗的趋势

目前癌症疫苗通过反复注射并且在可能存在高抗原负荷的情况下使用。与之

相反，传染病疫苗是预防性给予健康的人，以尽可能少的使用激发保护性免疫反

应。这对安全性和诱导保护性免疫反应提出了新的挑战。现在各种mRNA疫苗的

制备技术也在这一领域显示出了良好的前景希望。上述自我佐剂的mRNA对小鼠

的几种致命流感病毒株和猪的猪流感具有保护作用，并且解决了运送过程中对冷

链维护困难和后勤管理繁杂的问题［18，37］。以这种方式构建的mRNA疫苗目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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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Ⅰ期测试阶段（ClinicalTrials.gov；NCT 02241135）。已经获得了针对几种不

同病原体能产生大量体液和细胞免疫应答的快速自扩增mRNA疫苗，这种mRNA
是基于工程甲病毒复制子，以非病毒方式递送给小鼠和猕猴［38-41］。另一个mRNA
疫苗的重要特征是该技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开发出新型疫苗（几周而不是几个

月）［18，42］。因此，未来用“按需疫苗”可能可以应对新病原体的挑战［43］。以下

实例说明了生产速度所能带来的治疗益处。如开发了一个通过编码HIV携带者保

守T细胞表位的mRNA疫苗来治疗HIV感染（http：//ihivarna.org/partners/）的项

目，以及生产针对不同癌症患者突变体的高度个体化疫苗［32，44］。在过去的几十

年中已经研究了许多mRNA的生产方法，其中许多方法很难做到大量生产，即在

有限的时间内大量、批量生产。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些方法全部测试是不可行的，

但敏感性分析显示，针对传染性病原体的疫苗，以负担得起的成本大规模生产是

有可能的。因此，可以通过此法对mRNA疫苗进行革命性的疫苗开发［45］。

（五）新的mRNA治疗方案：抗过敏疫苗和利用mRNA体内生产蛋白质

过敏反应就是Th2变化引起机体的免疫反应，它导致细胞因子分泌，使B细

胞发生抗体同型转换的改变，并诱导变应原特异性 IgE抗体的产生。最近的研究

表明，由mRNA编码的各种变应原疫苗可阻止Th2偏移［46，47］。这为流行病学上

一些难治疾病的治疗提供了可能。

最近的研究为临床前验证提供了依据。天然的核苷、由此编码的mRNA产生

的蛋白质在大动物体内在水平和持续时间上都有功能相关的表达［15，16，19，48］。已

有呼吁mRNA技术研究的文章，以表达非常大的蛋白质，如抗体。这些研究提出

了一个问题：高纯度的mRNA本身是否真正具有免疫原性［19］。

尽管这些研究进展和治疗可能性引起了研究人员很高的兴趣，但这些新兴疫

苗的监管与抗癌或抗传染病疫苗的监管不同。这里不讨论mRNA抗过敏和蛋白质

替代物 /替代药物相关监管要求。与此相反，在积极个体化免疫治疗中的mRNA
或合成肽的监管问题以前曾有讨论，也曾由代表监管研究小组［29］的学者讨论过

（关于这一小组的更多信息，见下文的致谢部分）。

二、欧洲监管框架

（一）EMA和国家监管部门

与其他药品一样，mRNA药物也是如此，受欧盟和欧盟各成员国的监管，具

体取决于药品的开发阶段。临床试验阶段试验用药品的生产由国家监管；一些试

验用药品一旦获准上市许可，即由欧盟监管。根据产品的分类，mRNA药可以通

过集中审批程序在所有欧盟成员国获得上市许可。上市许可的申请由欧洲药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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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EMA）人类医药产品委员会（CHMP）评估。CHMP将医药产品的意见提

交给欧洲委员会。因此，欧洲委员会是批准或拒绝上市许可申请的最终机构。

生物技术或制药公司的申请者需要向EMA发送一份文件，全面描述生产和

质量控制及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过程。一旦开始，EMA按照一个确定的时间表来

组织实施，包括对研究数据的深入评估，从开始评估之日起，120 d内将所提出

的问题列表发送给申请者。评估工作由CHMP提名的一名报告起草人和一名合作

报告起草人分别进行。在CHMP中，来自欧盟所有成员国监管机构的代表出席会

议，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型的欧洲监管机构。在讨论了报告员和合作报告员的评估

后，收到了CHMP成员 /国家机构的评语和意见及EMA的药物警戒风险评估委员

会（PRAC）对药物警戒和风险管理系统的评估后，CHMP生成了第120天的问题

清单。

问题清单发送给申请人后，同时给出一个约90 d时间的截止限（从EMA的

角度来看）。在90 d内，申请人有机会编写答复文件。收到申请人对提出的每一

个问题的全部答复后，EMA开始重新启动第121天程序。在第180天，报告起草

人、合作报告起草人、CHMP成员和PRAC将对答复的评估以一份未解决问题清

单再次转交申请人，期限1 ～ 3个月。之后申请人的回复再次提交给EMA，从

而开启第181天程序。批准上市许可的最后意见是由CHMP在210 d时做出的。

CHMP意见将提交给欧洲委员会，最后由欧洲委员会在第277天做出最终结论。

申请人应知道，上市许可申请应包括研究结果，如儿科调查计划（PIP），除非该

药物已免除这一要求。EMA的儿科委员会（PDCO）做出同意或拒绝PIP的决定。

除了210 d的EMA程序，申请人可以申请一个只需要150 d的加速程序。加

速程序适用于对公共卫生和治疗创新都有重大贡献的药品。

除了基于上述常规的综合数据的EMA集中上市许可的“正常”方式外，还

可以对数据不完整的产品进行审批。对那些只有初步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的

药品，可以授予一种有条件的上市许可。虽然临床数据可能不完整，但EMA评

估该药的总体效益大于风险，该药就可能授予有条件上市许可。此替代许可途径

的前提是申请者在获得有条件许可后能够提供缺失的其他数据。此外，该药品是

为未满足医疗需求的特殊患者设计的，其对公共卫生的益处超过了可能不完整临

床数据所带来的风险。一旦数据补充完整，有条件的上市许可就可以转成常规

的上市许可。有条件的上市许可有效期为1年，可续签。另一种情况是，对于某

一特定的医药产品，申请人可能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无法提供全面的安全和有效

性数据，因为病例很少，或者不可能或伦理不允许收集全部信息。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授予上市许可。与有条件上市许可相反，常规的上市许可要求提供完整

的数据。因此，每年都要对受影响的产品进行审查，以重新评估其效益 /风险值。

关于获得上市许可可能性的问答文件可在EMA主页上找到（www.ema.eur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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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Human regulatory/Pre-authorisation/Presubmission guidance：questions and 
answers）。为了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如常规的临床开发模式、仅基于一项关键临

床试验的授权、临床试验设计等有关的信息，建议查阅专门的指导说明［49，50］。

如上所述，个别欧盟成员国的管理机构可以在EMA集中程序中担任报告起

草人或合作报告起草人。各个国家的代表可以是EMA委员会的成员，如CHMP、
PRAC、罕用药品委员会（COMP）、高级治疗委员会（CAT）等。国家代表也可

以是生物制剂工作组（BWP）等EMA工作组的成员，BWP是讨论生物医药产品

质量方面问题的核心EMA平台，如集中上市许可程序或科学咨询程序中出现的

生物医药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除了EMA的参与外，国家监管机构还参与由欧

盟成员国单独负责的活动。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批准临床试验申请。在撰写申请稿

时，申请人需要将申请书提交给将进行临床试验的欧盟成员国相关机构。这一程

序将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新的临床试验条例的实施而改变［49］。条例一旦生效，将

对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像指令那样要求在成员国立法中予以执

行。新的GCP法规要加速且协调欧盟临床试验申请的审查。事实上，新的临床

试验条例已于2014年6月16日生效。然而，新法规的执行取决于EMA的欧盟临

床试验门户网站的功能。该门户网站将成为欧盟所有临床试验申请的入口。临床

试验申请将通过门户网站转发给有关成员国（正在进行试验）。提案国将有机会

建议提交报告的成员国对其申请进行初步评估。在得到所有相关成员国的协调审

查后，各成员国将通过门户网站通知委托方是否批准了临床试验、是否有条件许

可，或是否拒绝许可申请。

总之，如果mRNA药物想要通过单一许可在整个欧盟市场上市，可以参考上

述EMA-集中审批程序。根据治疗的疾病种类和提供的数据，可以获得一个“常

规的”上市许可、有条件的上市许可或在特殊情况下的许可。另外，如果在临床

试验申请中使用mRNA药物，需要向相关成员国监管机构申请。未来（但不早于

2016年5月28日）必须通过EMA门户网站向相关方发送临床试验申请。

（二）集中EMA上市许可程序中的强制性与可选择性

对于某些药品在欧盟的销售，集中上市许可是强制性的。受影响的产品列于

第726/2004号条例［50］附件。这些药物是由以下生物工艺之一开发的：重组DNA
技术；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活性蛋白基因的控制表达，包括转化的哺乳类动物细

胞；杂交瘤和单克隆抗体方法。对于高级治疗药物产品（ATMP，见下文），集中

式程序也是强制性的。同样受影响的是含有新的活性物质的人用药用产品，该物

质在2005年11月20日之前尚未得到批准治疗以下疾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其他自身免疫功能障碍、病

毒疾病。治疗罕见疾病（在欧盟的流行率低于5/10 000）、称为罕用药（孤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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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也需要经过集中审批程序。

选择集中审批程序的药物包括2005年11月20日前欧盟没有批准的新活性成

分的药品，还有那些具有显著疗效、科学或技术创新或上市许可机构认为符合患

者利益的药物。EMA可能会考虑那些具有治疗、预防或诊断功能的新替代品产品。

另外，医药产品的开发显著依赖科学新技术及它们的应用。

总之，对于RNA药物，即基因治疗药物（定义见下文），集中式EMA审批

程序是强制性的。如果mRNA用于传染性疾病的疫苗接种，根据法律的定义，它

不再是ATMP。如果应用重组DNA技术，这种mRNA的抗传染病疫苗也需要通

过集中式审批程序获得批准。如果不符合集中审批程序的标准，抗传染性疾病

的mRNA药可能会通过国家审批途径，如果申请人有要求，仍可进入集中审批

程序。

（三）EMA高级治疗委员会在批准mRNA药方面的作用

CAT是EMA的高级治疗委员会，负责对高级治疗药物（ATMP）的上市许

可申请进行科学评估。以上所述的集中审批程序的时间表也适用于ATMP。根

据规则第2条（EC）No 1394/2007［51］，基因治疗药品、体细胞治疗产品和组织

工程产品都属于ATMP。组织工程产品的定义可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第2条

（EC）No 1394/2007中看到，体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的定义可在指令附件Ⅰ第Ⅳ

部分2001/83/EC［52］中找到。后一指令是欧盟规范医药产品的法典。因此，需要

将其纳入各个欧盟成员国的立法中。基因治疗药的定义见指令2001/83/EC，内容

如下。

基因疗法药品是指生物医药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1）包含重组核酸或由重组核酸构成的活性物质，用于人或给予人的重组核

酸，以调节、修复、替换、加入或删除基因序列。

（2）其治疗、预防或诊断结果直接与重组核酸序列相关，或与该序列表达的

产物相关。基因治疗药不包括抗传染性疾病疫苗。

从这一定义中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考虑到通常mRNA的生产是以细菌

提取的质粒作为模板进行体外转录，因此，这类mRNA被认为是一种生物医药产

品。此外，由于引入了密码子优化、修饰cap结构、引入合适的5′和3′非编码区、

明确的poly（A）尾等，mRNA通常是重组的。总之，mRNA符合重组生物制品

标准，用于添加或替换一段基因序列，其治疗、预防或诊断直接由其所包含的核

酸介导，故定义为基因治疗药物。如果RNA分子像许多RNA干扰（RNAi）分子

一样由纯化学方法生产，它就不再是生物制品，因此不能归类为基因治疗产品。

还必须注意的是，在治疗或预防传染病的情况下，法律规定的mRNA即便满

足了所有其他要求（重组、生物学），也不是一种基因治疗产品。因此，用于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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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流感疫苗接种的mRNA不是基因治疗产品，同样，用于治疗癌症的mRNA也不

是基因治疗产品。EMA上市许可的结果是，抗传染病疫苗的mRNA由CHMP评

估，而符合ATMP标准的mRNA则由CAT评估。

（四）CAT对药品分类

CAT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要求提供医药产品的分类。医药产品的开发人员可

能很有兴趣知道他们的医药产品是否是ATMP。CAT发表了一篇反思论文，讲述

了CAT如何将一种药物归类为基因治疗、体细胞或组织工程产品［53］。关于CAT
分类的简短描述可以在EMA主页上找到（高级治疗药物分类的科学建议摘要）。

如果将mRNA转染到如DC中，而不是直接用于患者，所产生的转基因细胞通常

也被归类为基因治疗产品［52］。文章描述了电穿孔转染体外转录RNA的自体DC，

CAT没有将其产品归类为基因治疗药，因为它没有满足法律定义的所有要求。因

为该mRNA产品不是“为增加基因序列”而设计的。这个设计的目的是在短时间

内介导肿瘤抗原的翻译（只要mRNA在细胞中不降解），然后呈现在DC表面，以

诱导患者自身产生抗肿瘤的免疫反应。

“……其治疗、预防或诊断结果直接与所含的重组核酸序列相关，或与该序

列表达的产物相关。”以上节选的句子从法律上定义了T细胞经基因修饰表达外

源性胸苷激酶（TK）基因。由于T细胞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免疫重建，因此

尚未被归类为基因治疗药物。导入TK基因的目的是治疗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出现

（如果发生在某些患者身上）。因此，基因序列（TK基因）引入患者体内与预期

的治疗效果（即免疫重建）不相关。因此，这些细胞产品被归类为体细胞治疗产

品。另外，由编码mRNA转染的T细胞，如一种新的T细胞受体（TCR），显然与

预期的治疗效果有直接关系，即杀伤表达靶抗原的癌细胞。在这种情况下，该医

药产品可能被归为ATMP。这些方法对于开发针对新靶标的过继细胞疗法可能很

有吸引力，因为这些新靶点的安全性数据还没有很好地确定，但由于基因修饰的

短暂性，它仍然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风险 /受益概况。

如上所述，基因治疗药物产品不包括预防传染病的疫苗。CAT的反思文章中

概述了一种以基因疗法为基础的疫苗，如果用于治疗或预防由感染引起的病原体

（如恶性肿瘤），则可归为基因疗法。例如，一种mRNA疫苗，用于治疗或预防

HPV 16诱发的恶性肿瘤，那它就是基因治疗产品（如果符合基因治疗的标准）。

使用相同的mRNA疫苗用于HPV 16疫苗接种，则将其归类为疫苗。

目前，尚无直接用于患者的体外转录mRNA CAT分类。因此，鼓励mRNA
药物开发人员通过询问来澄清分类问题。mRNA的生产细节，如是使用化学合成

模板还是从细菌中分离出的质粒模板，对决定mRNA是否是一种生物医药产品很

重要。生物医药产品的定义见第2001/83/EC号指令附件Ⅰ第Ⅰ部分3.2.1.1。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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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mRNA被归类为基因治疗药品需要符合这两个标准，即生物学和重组。

（五）国家许可的医院豁免的ATMP

ATMP的强制性集中上市许可中的豁免条款在ATMP法规第28条第（2） 
款［51］。它修订了2001/83/EC指令第3条Nr.7，包括称作医院豁免的程序，适用于

满足某些标准的ATMP。医院豁免是一种仅适用于国家范围内的许可程序。因此，

申请人必须联系他们各自的国家监管机构。由于医院豁免执行的是2001/83/EC指

令，而不是ATMP法规，因此个别成员国有义务将医院豁免纳入其国民立法。因

此，各国间的医院豁免申请存在差异。ATMP通过医院豁免授权的一个先决条件

如下：ATMP需要根据具体的质量标准，在非常规的基础上制备，在同一成员国

内的医院、在专属医院的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且需要为每名患者提供个人医疗

处方。

总之，如果以mRNA为基础的药品被用于传染病（预防和治疗）的疫苗接

种，则根据法律它们不是ATMP，因此不能通过医院豁免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授权。

另一方面，如果mRNA用于其他疾病的治疗，且符合上述标准（非常规制造等），

则mRNA药物原则上可由个别成员国通过医院豁免予以批准。一些欧盟监管机

构将这一程序设想为一个机会，特别是对中小型生物技术公司或医院研究机构来

说，将其医药产品应用于临床试验能获得第一手安全性和药效的资料。此外，患

者能尽早获得创新药物，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仍需在对照临床试验中进行验证。

三、mRNA疫苗的意义

（一）适用于RNA疫苗监管指南的一般考虑

欧盟统一向监管机构提供临床试验授权的信息。可以在欧洲联盟委员会主页

（http/ec.europa.eu/Health/documents/eudralex/vol-10/index_en.htm）上找到详细的表

格，包括要提供的具体资料的指引，如生产商、生产过程的描述、原材料的质量

控制、原料药 /药品的质量控制等。可以从该主页检索更多信息，如有关如何为

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申请实质性修改。关于生物试验用药品的质量控制文件的详

细指南见EMA［54］。由于试验用药品的质量数据库通常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早期

开发阶段，因此不要希望所开发的产品在常规生产 /上市产品的范围内找到验证。

此外，厂房设备应该验证合格，消毒过程应验证其有效性。必要时，应证明病

毒灭活 /清除和其他生物来源杂质的灭活 /清除［55］。一般来说，临床试验需遵循

GCP进行［56］。

对于集中上市许可的申请，提供的所有信息在通用技术文件（CTD）中有定

义，其中包括行政信息（模块1）、质量总结、临床前数据和临床数据（模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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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数据（模块3），模块4和模块5分别为临床前信息和临床信息［57］。强烈建议

申请者在实际提交上市许可申请之前，在审批会前与EMA保持联系。值得注意

的是，ATMP的风险方法可以根据具体产品来调整上市许可申请的内容［58］。虽然

第2001/83/EC号指令［52］附件第Ⅳ部明确了提交给ATMP数据的主要技术要求，

但以风险为依据的方法证明其合理性时，偏差是可以接受的。以风险为依据的方

法学根据风险侧写（风险和风险相关因素的识别）来建立。允许申请人调整申请

书的内容。

（二）mRNA质量管理要求

EMA还没有为开发mRNA药物发布具体的指南。因此，必须遵守总括性指

导文件中概述的一般原则。虽然以mRNA为基础的预防或治疗传染病的疫苗不

是基因治疗产品，但应参考EMA基因治疗药物产品指南中概述的原则，其涉及

质量控制、非临床和临床方面原则［59］。在撰写申请书时，指南只能作为一份草

案提供，该草案可在收集公众咨询意见之后加以修改。如果是将mRNA转染到

体细胞中得到的细胞产品，则应参考“人类细胞的医药产品”和“转基因细胞指 
南”［60，61］。所有药品都需要建立适当的生产工艺，以保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为

此目的，必须确立关键生产工艺步骤，控制中间体、原料药和终产品的质量。此

外，必须确定和控制原材料与起始原料的质量。关于“生产基于细胞和基因治疗

药物的生物来源原料”的5.2.12不久将在欧洲药典（Ph.EUR.）上发表。它涵盖了

生物血清、培养基、重组蛋白等材料，以及从酶等生物材料中提取的蛋白质。

一般来说，需要控制的质量属性有外观，同一性（核酸为完整性），含量，

药效，与产品和工艺相关的杂质、无菌、内毒素，以及物理化学性质，如酸碱度

和渗透压。如果是mRNA分子与阳离子聚合物或脂质体等的复合物，则应建立粒

度分布的测定方法和规范。复合材料含量的一致性应是药物释放的一部分，需要

在研究中确定。如果复合物与药物混合后立即用于患者，复合物一致性的研究是

必需的。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早期临床研究阶段，一些管理机构会要求提供

脂质体或乳剂的最终制备工艺，并通过适当的药物溶出试验加以控制（而不是重

建）。最终的制剂处方不管是作为生产工艺还是需要调整，最妥当的方法是把它

交给有资质的生产商。除药物溶出试验外，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还需进行核酸的

表征研究，如形状、表面电荷和稳定性等属性。

虽然欧盟明确要求按照GMP生产原料药和药品，但在mRNA生产中应该从

哪个生产步骤开始执行GMP标准还不太清楚。其他原料药的生产见GMP指南第

二部分（用作起始材料的活性物质的基本要求）。药品的生产一般从原料药起始

物开始。对于质粒或非病毒载体（如mRNA），起始材料为重组微生物细胞的质

粒、宿主细菌和主细胞库［52］，然而，其中没有规定对制备质粒和非病毒载体过

 
http://www.shinegene.org.cn/RiboGreen.html



第十三章　RNA疫苗欧洲监管环境 199

程中的哪个点开始执行GMP标准；但明确了制备基因修饰细胞的病毒载体必须

从细胞库开始执行GMP标准。其他原料药的生产，如来源于发酵 /细胞培养的药

物，GMP从维护工作细胞库开始［62］。一些mRNA原料药是以细菌细胞库作为起

始原料的。这些微生物库常作为生产其他药物的起始物（质粒模板），而不是用

于生产mRNA。虽然将微生物细胞库纳入GMP标准可能是有益的，但目前还没

有明确的要求。另外，对于制备起始质粒 /模板构建的重组技术来说，现有指南

并不要求执行GMP标准。然而，毫无疑问，体外转录的原料药一定要在GMP标

准下生产。在相关文献［59］中可以找到更详细的信息，这些信息可适用于mRNA
制备，如载体设计、基因开发、特性研究、辅料如复合材料的分析方法及验证。

虽然在欧洲药典一般要求5.14描述了几种病毒和非病毒载体的制备及检测，但

mRNA尚未包括在内。这可能会在未来的欧洲药典中有所改变。

（三）mRNA医用产品的临床前监管要求

没有具体的指南对mRNA疫苗的临床前评估。mRNA的临床前药理学和毒

理学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疗的疾病和给药途径。下面给出的示例可以说明

这一情况。疫苗通常是通过皮内或肌内途径给药。因此，通常不需要进行药代动

力学（PK）研究［63］。而用于治疗性抗癌疫苗的mRNA有时是通过静脉途径给药

的。从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角度看，单次或多次全身给药的PK参数评估显得非常

重要。全身给药血浆中的PK参数代表药物在体内的暴露、清除、积累状态。由

于mRNA与适合辅料制成的复合物能增加其稳定性，重复给药后，可能在血浆中

积累并持续一段时间，这也需要关注，因为mRNA本身是免疫刺激的，可以诱导

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

由于一些基因治疗药物能被整合到受体的基因组中，因此需要生物分布的研

究［59］。由于基因组整合不是mRNA药物关注的问题，这类研究相关性不大，如

反转录病毒载体系统的治疗性疫苗。代谢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不相关的，因为人们

普遍认为，mRNA-药物与内源性mRNA有相同的代谢方式。而化学修饰的核苷，

则需要体内代谢研究。

相关文献［63］概述了疫苗（非ATMP）的临床前检测。这份EMA指南还讨论

了佐剂、辅料和防腐剂等添加剂。新的研究表明，佐剂存在的潜在安全隐患包括

注射部位的反应、发热，以及可能的免疫介导作用，如过敏反应，应该在临床前

研究中解决。除单独检测佐剂外，还应检测疫苗 /佐剂的组合。当非编码mRNA
在预防传染病疫苗中作为佐剂时，也需要进行检测。临床前毒性试验的持续时间

一般取决于将要进行的临床试验的持续时间。这方面的资料可从相关文献［64］中

获得。

抗癌疫苗的临床前管理监管指南参见EMA中6.3.2的抗癌指南［65］。指南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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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由于人HLA分子上不能表达抗原的自然特性，一些适合动物模型的抗癌疫苗

在抗人癌的治疗中无效。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疫苗在HLA转基因动物上有效，但

由于这些动物不具有人的复合抗原加工器，因此药效的相关性有限。如果不存在

合适的动物模型，则可采用体外试验用于原理验证。因此，抗癌疫苗可以在体外

进行试验，证明用相应抗原重复刺激后，可以产生或激活特定的人T细胞。临床

前药理学研究旨在进行概念验证，确定起始剂量和计划。

（四）mRNA药物的临床管理要求

疫苗授权的临床要求参见专门的EMA文件，其中也包括表达外源性抗原的

DNA疫苗［66］。虽然mRNA不包括在其范围内，但该原则也适用于mRNA疫苗。有

趣的是，指南没有要求进行PK研究，尽管核酸也包括在内。相反，基因治疗药物

的PK研究是必需的［59］。这将适用于治疗癌症的重组mRNA（符合基因治疗药用产

品的标准），即治疗性抗癌疫苗。关于疫苗临床发展的详细指导，如体液和细胞免

疫应答的特征、需要考虑适用人群（包括婴儿）、临床相关终点、剂量确定、临床

试验设计和可能的免疫干扰分析等，也可在相关文献［66］中找到。目前尚无针对

治疗性抗癌疫苗的详细和专门的EMA指南。一些信息可以在EMA中6.3.2［65］的抗

癌指南中找到。它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与现有的FDA指南［67］重叠。

根据抗癌指南［65］，早期临床试验旨在确定安全性、剂量和诱导所需免疫应

答的时间，强调了免疫检测在确定剂量范围和时间的重要性。在可能的情况下，

应分析接种前和接种后肿瘤活检中浸润淋巴细胞的情况。若可能，则进行多项监

测，并仔细分析探讨。指南中强调了疾病分期的相关性，因为通过接种治疗高肿

瘤负担的患者是很难的，而将低肿瘤负担的患者纳入疫苗治疗可能更有利。另一

方面，在疾病早期进行临床研究可能不现实，因为已有已获批准的具有临床疗效

的药物产品。与细胞毒性化合物相比，诱导有效免疫应答和临床反应可能需要时

间来验证，因此在疾病进展期让患者停止细胞毒性药物的治疗可能是不可取的。

如果在研究方案中前瞻性地定义了相应的标准，那么在研究中保留疾病缓慢进展

期的患者是有可能的，并可在研究中实施密切监测患者病情进展的适当措施。如

果定义进展的修订标准，是合理的，则是可以接受。

四、结论和观点

从监管的角度来看，mRNA的药物很好地包含在了欧盟监管体系中。根据分

类，上市许可申请可以通过EMA的CAT（基因疗法）或CHMP评估。因为对于

ATMP/基因治疗产品及通过重组DNA技术开发的药物，集中EMA上市许可程序

是强制性的，并且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mRNA药必须经EMA集中审批

程序，才被允许进入整个欧盟市场。国家许可的ATMP/基因治疗产品，如非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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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条件下生产的mRNA，只要提供了确定的标准，也可申请上市许可。从另一

方面看，对临床药物开发的管理，目前是欧盟成员国管理机构的唯一责任。虽然

提交的临床试验申请必须通过新的EMA门户网站进行追踪，原则上，新的临床

试验法规出台后情况也还是如此，但建议mRNA药的开发人员在开始临床试验之

前，向EMA咨询相关的科学建议，以获得清晰的上市许可要求（质量控制、临

床前或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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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癌症免疫治疗的新表位特异性T细胞反应的探索

和分型：寻找诱变剂 

Mustafa Diken，Mathias Vormehr，Christian Grunwitz，Sebastian Kreiter， 
Özlem Türeci，Ugur Sahin

摘要

癌症中累积10 ～ 1000个基因突变，其中一部分是有免疫原性的，这

可能是肿瘤细胞的致命弱点。突变特异性T细胞能够识别这些抗原并杀伤

恶性细胞。目前，在小鼠和人类中正在积极研究使用肽或mRNA疫苗免

疫治疗来解决个体肿瘤突变的策略。确定突变体疫苗治疗潜力的一个重

要步骤是检测突变活性T细胞的反应。本章提供了一个以 IFN-γ ELISPOT
和流式细胞术为基础的，对小鼠突变特异性T细胞的鉴定和分类的实验 
方法。

关键词：mRNA，新表位，CD4+ 和CD8+ T细胞反应的检测和分型

一、前言

癌症是一类以细胞不受控制的无限增殖和侵袭生长特征的疾病。在肿瘤发

生过程中，肿瘤细胞因获得遗传的突变和表观遗传修饰，从而导致其细胞恶性增

殖。70年前就发现肿瘤在先前暴露后，免疫系统便能特异性识别和排斥肿瘤细 
胞［1］。此后，科学家已经鉴别出了几类肿瘤抗原（综述见相关参考文献［2］）。

直到最近，大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识别肿瘤相关抗原（TAA），如分化和

过表达的抗原，以及可作为广谱肿瘤患者的靶标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的肿瘤 -种系

抗原。这些共有抗体至少有一部分在胸腺中表达，能通过中枢耐受机制导致高活

性 T细胞克隆丢失。这一耐受机制可能解释了目前大量的以TAA为靶标的临床疫

苗研究失败的原因［3］。

与TAA相比，由于肿瘤特异性抗原（TSA）如病毒性或突变抗原仅表达

于恶性细胞中，因此其T细胞反应不受中枢耐受的影响。最近，笔者小组发现

20% ～ 30%的由单个氨基酸改变的点突变具有免疫原性，这为肿瘤免疫治疗提

供了一个有大量新靶标的靶标库。除了驱动肿瘤发展的突变之外，由携带突变产

生的新表位也是免疫系统的肿瘤特异性细胞毒性T细胞和辅助性T细胞的适当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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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因此，癌症突变产生的遗传不稳定性和新表位可能是肿瘤的致命弱点（参考

Castle et al.）［4，5］。一些研究也已证明了癌症突变特异性T细胞的重要性。对多种

癌症类型的研究表明，患者新表位候选者的数量与肿瘤中T淋巴细胞的浸润和生

存期的延长都相关［6］。在过继转移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后表现出临床获益

的患者中，发现T细胞是以突变抗原为靶标的［7-10］。因此，免疫检查点在临床上

的成功与肿瘤突变负荷呈正相关［11-13］。

目前为免疫治疗直接开发的突变抗体仅局限于广谱的肿瘤突变，如Ras突
变或P53突变［14］。因为每名患者需要个体化途径来针对其肿瘤中存在的特定突

变。随着核酸测序技术的发展，现在已能够对个体突变进行分析、鉴定和靶向 
确定［15，16］。

通过对肿瘤DNA与正常健康组织的全外显子测序数据进行比对，可确定体

细胞非同义突变。肿瘤RNA的转录组测序则提供了已识别突变的表达水平。那

些可能诱导T细胞响应的新表位候选基因是用一种计算机工具筛选出来的，如

MHC-Ⅰ和MHC-Ⅱ结合预测。最后，制造编码目标靶标的疫苗，将其与适当的

佐剂组合并递送至专职抗原递呈细胞，如DC。

有效的个体化肿瘤疫苗接种需要一个适当的疫苗形式，这一形式要具有

安全性、稳定性、成本经济适用性及可稳定诱导特定T细胞响应等特征。这方

面，合成体外转录（IVT）mRNA是很吸引人的。IVT mRNA不仅编码抗原，且

作为成熟DC佐剂，mRNA通过激活几种模式识别受体如TLR3、TLR7、TLR8、
RIG-Ⅰ、蛋白激酶R（PKR）和黑素瘤分化相关抗原 -5（MDA5），来启动炎症反 
应［17］。对 IVT mRNA的各种修饰［如5′cap修饰，稳定非翻译区序列及poly（A）

尾修饰］对数增加其稳定性及翻译效率，从而延长了相应抗原的表达时间［18，19］。

此外，通过信号序列修饰mRNA，将其编码的抗原导入MHC-Ⅰ和MHC-Ⅱ递

呈途径，从而激发更多CD8+和CD4+细胞应答。个体化肿瘤疫苗接种重要的是，

mRNA能立即编码几种新表位候选抗体，从而在解决肿瘤异质性的同时增加诱导

T细胞抗肿瘤的概率。因为仅有约25%的点突变具有免疫原性［16］，所以检测新表

位抗原特异性T细胞是很重要的。

本章将介绍以ELISPOT和流式细胞术为基础，对小鼠定向诱导T细胞反应

突变的鉴别和亚型分类方法。尤其是，检测脾细胞、外周血白细胞（PBL）、TIL
或小鼠中作为编码突变表位的 IVT mRNA免疫效应分子而分离出的T细胞，来

识别突变的肽、肿瘤细胞、IVT mRNA电穿孔骨髓来源的树突状细胞（BMDC）

或作为靶标的肿瘤细胞。此外，还提供了3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突变定向T细胞

的亚型分析，这3种不同的方法分别基于MHC阻断抗体、流式细胞术和磁细胞 
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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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

（一）通过IFN-γ ELISPOT进行新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的鉴定和亚型分析

1.培养基

（1）含GlutaMAX（Gibco）的RPMI 1640培养基。

（2）100 U/ml青霉素，链霉素（Gibco）。
（3）1 mmol/L丙酮酸钠（Gibco）。
（4）1 mmol/L非必需氨基酸（Gibco）。
（5）10%热灭活的FCS（Gibco）。
2.制备脾细胞

（1）红细胞裂解缓冲液（150 mmol/L NH4Cl，10 mmol/L KHCO3，0.1mmol/L 
EDTA）。

（2）细胞过滤器（70μm）。

（3）50 ml离心管。

3.制备PBL
（1）Ficoll-Paque PREMIUM 1.084（GE Healthcare）。
（2）毛细管采血管（1.3 ml肝素采血管，Sarstedt），15 ml离心管。

（3）15 ml离心管。

（4）12 mm×75 mm聚苯乙烯试管。

4.制备脾脏分离的CD8+或CD4+ T细胞　磁细胞分离系统（如MACS Miltenyi）。
5.制备TIL

（1）Ⅳ型胶原酶（Gibco）。
（2）DNase Ⅰ（Invitrogen）。
（3）透明质酸酶（Sigma-Aldrcich）。
（4）含GlutaMAX（Gibco）的RPMI 1640培养基。

（5）Ficoll-Paque PREMIUM 1.084（GE Healthcare）。
（6）细胞过滤器（70 μm）。

（7）175 cm2细胞培养瓶（Greiner）。
（8）50 ml离心管。

（9）15 ml离心管。

6.制备目标肽

（1）冻干肽（见本章备注1）。
（2）二甲基亚砜（DMSO，纯度＞99%，Sigma-Aldrich）。
（3）去离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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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应管（500 ～ 2000 μl）。
7.制备mRNA的电穿孔细胞

（1）编码突变序列的 IVT mRNA、无关序列或增强的绿色荧光蛋白。

（2）ECM 830方波电转染系统（BTX）。

（3）电转杯（间隙0.4 cm，Bio-Rad）。
（4）X-Vivo 15无血清培养基（Bio Whittaker）。
（5）去RNase的移液器吸头。

（6）RNaseZap（Ambion）。
（7）流式细胞仪系统。

（8）15 ml离心管。

8.制备肿瘤细胞

（1）细胞消化缓冲液（Sigma-Aldrich）。
（2）可选：重组 IFN-γ（Peptrotech）。

9.IFN-γ ELISPOT分析

（1）基于PVDF膜的ELISPOT板（Merck Millipore）。
（2）35%（w/w）的乙醇。

（3）BSA（Sigma-Aldrich）。
（4）多通道移液器（10 ～ 200 μl规格）。

（5）一抗（鼠抗 IFN-γ mAb AN18，Mabtech）。
（6）二抗（生物素化的鼠抗 IFN-γ mAb R4-6A2，Mabtech）。
（7）ExtrAvidin碱性磷酸酶（Sigma-Aldrich）。
（8）BCIP/NBT液体底物系统（Sigma-Aldrich）。
（9）可选：MHC-Ⅱ类特异于H-2、I-Ab、I-Ad、I-Aq、I-Ed、I-Ek的阻断抗体（克

隆M5/114，BioXCell）。
（10）ELISPOT读板仪。

（二）通过流式细胞术进行新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的鉴别和亚型分析

1.制备培养基

（1）含GlutaMAX（Gibco）的RPMI 1640培养基。

（2）100 U/ml青霉素，链霉素（Gibco）。
（3）1 mmol/L丙酮酸钠（Gibco）。
（4）1 mmol/L非必需氨基酸（Gibco）。
（5）10%热灭活的FCS（Gib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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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备阳性对照混合物

（1）1 μg/ml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2）2 μg/ml离子霉素。

（3）含20 μg/ml布雷菲德菌素A的培养基。

3.制备阴性对照混合物　在含有或不含有4 μg/ml不相关肽的培养基中加入20 
μg/ml布雷菲德菌素A。

4.制备激动剂混合物

（1）4 μg/ml肽。

（2）含20 μg/ml布雷菲德菌素A的培养基。

5.多色流式细胞分析仪（6种以上颜色）

（1）96孔聚苯乙烯圆底板。

（2）布雷菲德菌素A（BFA）粉末（Sigma-Aldrich）。
（3）离子霉素钙盐（Sigma-Aldrich）。
（4）PMA（Sigma-Aldrich）。
（5）固定 /透化溶液试剂盒（BD Bioscience）。
（6）可固定的活性染料，如Fixable Viability Dyee Fluor®506（eBioscience）。
（7）用于细胞外染色的鼠抗CD4（克隆：GK1.5）。
（8）用于细胞外染色的鼠抗CD8（克隆：53-6.7）。
（9）用于细胞内染色的鼠抗 IFN-γ（克隆：XMG1.2）。
（10）用于细胞内染色的鼠抗 IL-2（克隆：JES6-5H4）。
（11）用于细胞内染色的鼠抗TNF-α（克隆：MP6-XT22）。
（12）12 mm×75 mm聚苯乙烯试管。

（13）配有孔板适配器的离心机。

三、方法

（一）通过IFN-γ ELISPOT进行新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的鉴别和亚型分析

1.制备脾细胞

（1）切除脾脏。

（2）将研磨过的脾脏组织用一个70 μm细胞滤网过滤后将组织转移到50 ml带
有柱塞的管子，此过程用20 ml PBS冲洗。

（3）于室温（RT）下以300×g离心6 min。
（4）将细胞沉淀重悬于5 ml裂解液中裂解红细胞3 ～ 5 min。
（5）加入20 ml PBS终止裂解。

（6）于室温下以300×g离心6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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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弃上清液，将脾细胞重悬于培养基中（见本章备注2）。
2.制备外周血白细胞（PBL）

（1）将2 ml Ficoll-Paque加入15 ml离心管中。

（2）缓慢小心地加入1∶1稀释的血液和PBS（见本章备注3）。
（3）于室温下以400×g离心30 min，离心过程不能间断。

（4）小心地将白膜层（PBL）转移到新的15 ml离心管中（见本章备注4）。
（5）于室温下以300×g离心6 min。
（6）弃上清液，将细胞重悬于培养基中（见本章备注5）。

3.制备分离出的CD8+ 或CD4+ T细胞

（1）参照“制备脾细胞”方法分离脾细胞。

（2）参照制造商的操作说明，用磁细胞分离器分离CD8+ T细胞或CD4+ T细

胞（如MACS，Miltenyi Biotec）。
（3）弃上清液，将细胞重悬于培养基中。

4.制备TIL
（1）用手术剪将离体的肿瘤剪成小块。

（2）将其在含有2 mg/ml Ⅳ型胶原酶、40 μg/ml DNase Ⅰ、500 U/ml透明质

酸酶的3 ～ 4 ml RPMI 1640培养基中于37℃孵育20 min。
（3）用20 ml PBS冲洗后，将孵育液用滤网轻轻过滤。

（4）于室温下以300×g离心8 min。
（5）弃上清液，将细胞重悬于30 ml培养基中。

（6）在175 cm细胞培养瓶中于37℃培养过夜（见本章备注6）。
（7）将含非贴壁细胞的培养基转移到50 ml试管中。

（8）用10 ml PBS轻轻冲洗培养瓶后，清洗液转移到50 ml试管中。

（9）于室温下以300×g离心8 min。
（10）弃上清液，将细胞重悬于15 ml PBS中。

（11）将10 ml Ficoll-Paque加入一个50 ml试管中。

（12）将细胞溶液轻轻加入（覆盖）到Ficoll-Paque。
（13）于室温下以400×g离心30 min，离心过程不能间断。

（14）小心地将白膜层（PBL）转移到新的15 ml试管中。

（15）于室温下以300×g离心8 min。
（16）弃上清液，将细胞重悬于培养基中（见本章备注7和8）。

5.制备目标肽

（1）将冻干肽溶于DMSO（10 μl DMSO /1 mg肽）中。

（2）每1 mg肽加入490 μl软化水，得到2 mg/ml浓缩溶液。

（3）将浓缩液分装并储存在-80°C，避免反复冻融（见本章备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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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制备mRNA电穿孔靶细胞（BMDC或肿瘤细胞）

（1）用RNaseZAP清洁移液器和工作台以消除RNase。
（2）收获细胞并将细胞沉淀重悬于10 ml X-Vivo 15培养基中。

（3）于室温下以300×g离心6 min。
（4）为每次电转染准备一个含750 μl培养基的15 ml试管。

（5）弃上清液，用X-Vivo 15培养基稀释至浓度约1×107/240 μl。
（6）向电转杯中加入10 μg mRNA（10 μl的1 mg/ml溶液）。

（7）加入240 μl细胞悬浮液并混匀。

（8）电穿孔细胞（见本章备注10和11）。
（9）立即将细胞转移到准备好的15 ml试管中。

（10）计数细胞并稀释至每毫升5×105 个BMDC或每毫升（1 ～ 5）×105个

肿瘤细胞用于ELISPOT。
（11）eGFP电穿孔细胞在37℃培养4 ～ 24 h，通过流式细胞术确定电转染效

率和死亡率。

7.制备肿瘤细胞

（1）在计数前至少提前2天取肿瘤细胞进行培养（见本章备注12）。
（2）收获细胞并用PBS洗涤一次（见本章备注13）。
（3）将细胞重悬于培养基中并稀释至（1 ～ 5）×105/ml。

8. IFN-γ ELISPOT实验

（1）用多通道移液器在每个PVDF ELISPOT板孔中加入15 μl 35%（v/v）乙

醇溶液后立即吸掉乙醇。

（2）用200 μl PBS洗两次。

（3）在PBS中加入50 μl浓度为10 μg/ml的一抗（鼠抗 IFN-γ mAb AN18）。
（4）在37°C孵育4 h或在2 ～ 8°C孵育1 ～ 7 d。
（5）清空平板并用200 μl PBS洗涤两次。

（6）在100 μl培养基中添加效应细胞［5×105个脾细胞，（1 ～ 5）×105个

PBL，（0.5 ～ 1）×105个分离的CD8+ T细胞，（1 ～ 2）×105分离的CD4+ T细胞，

每毫升（4 ～ 5）×105 CD8或CD4耗尽的脾细胞，0.5 ～ 5×104 个TIL）（见本章

备注14 ～ 16）。
（7）在100 μl培养基中添加靶标［4 ～ 12 μg/ml肽，5×104电穿孔过的BMDC，

（1 ～ 5）×104电穿孔过的肿瘤细胞，（1 ～ 5）×104个肿瘤细胞］（见本章备注17）。
（8）在37°C孵育过夜（至少16 h）。
（9）清空平板并用200 μl PBS洗涤两次。

（10）加入60 μl的1 μg/ml浓缩的二抗（生物素化的鼠抗 IFN-γ mAb R4-6A2）
到PBS中，再加 5 g/L BSA（见本章备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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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37°C孵育2 h（见本章备注19）。
（12）清空平板并用200 μl PBS洗涤两次。

（13）加入100 μl ExtrAvidin碱性磷酸酶溶液（在PBS中以1∶1000比例稀 
释＋5 g/L BSA）。

（14）在室温孵育45 min（见本章备注20）。
（15）清空平板并用200 μl PBS洗涤两次。

（16）加入100 μl BCIP/NBT溶液。

（17）避光孵育5 ～ 10 min。
（18）清空平板并用自来水彻底冲洗。

（19）将板干燥1天。

（20）用ELISPOT读板仪测量斑点数（图14-1）。

图14-1　用IFN-γ ELISPOT鉴定突变特异性T细胞

体外转录中，将突变编码mRNA以阳离子脂质体［16］形式接种到C57BL/6或BALB/c小鼠中。IFN-γ 
ELISPOT试验步骤按照本章描述的方法进行。各种效应器和目标组合物如图所示。肽抗原可用于刺激脾

细胞（A）或血液（B）中的T细胞。此外，BMDC（C）或无抗原的肿瘤细胞（D）通过抗原RNA电穿

孔均可作为T细胞靶点。有抗原阳性的肿瘤细胞可直接识别被分离的肿瘤特异性的CD8+ T细胞（E）或肿

瘤浸润的T细胞（TIL，F）

脾细胞 + 多肽

A 不相关肽 抗原多肽 B 脾细胞 肿瘤细胞

RNA 电穿孔肿瘤细胞 + 脾细胞

D CD8+ T 细胞 肿瘤细胞C 不相关多肽 抗原多肽

外周血白细胞 + 多肽 肿瘤细胞 + 分离的 CD8+ T 细胞

抗原 RNAE 不相关 RNA

RNA 电穿孔 BMDC+ 脾细胞

F TILs 肿瘤细胞

肿瘤细胞 +TILs

（二）通过流式细胞术进行新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鉴定和亚型分析

1.在培养基中加入100 μl脾细胞［（2 ～ 3）×107/ml］到96孔圆底板中，其

中包括阳性、阴性和未染色的对照孔（见本章备注21）。
2.向指定的孔中加入100 μl各自的混合物（见本章备注22）。
3.在室温下以300×g离心3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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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37°C孵育5 h。
5.在室温下以300×g离心5 min。
6.用200 μl PBS洗两次。

7.加入100 μl可固定活性染料溶液（如PBS中溶解eFluor®506，稀释比例为

1∶200）。
8.使用多通道移液器重悬细胞。

9.在4°C避光孵育25 min。
10.用200 μl FACS缓冲液（PBS 加 5%FCS和5 mmol/L EDTA）洗涤一次。

11.添加100 μl抗体的混合物到FACS缓冲液中，进行细胞外染色，用多通道

移液器重悬细胞（见本章备注23）。
12.在4°C避光孵育30 min。
13.在室温下以300×g离心5 min。
14.用200 μl FACS缓冲液洗涤两次。

15.用100 μl Cytofix/Cytoperm™彻底重悬细胞（见本章备注24）。
16.在4°C避光孵育30 min。
17.在室温下以300×g离心5 min。
18.用200 μl Perm/ WashTM洗涤一次。

19.添加100 μl抗体混合物到Perm/WashTM中，进行细胞内染色，用多通道移

液器重悬细胞（见本章备注23）。
20.在4°C避光孵育30 min。
21.在室温下以450×g离心5 min。
22.用200 μl Perm/WashTM洗涤两次。

23.用200 μl FACS缓冲液洗涤一次。

24.将细胞重悬于适当体积的FACS缓冲液中，转移到12mm×75mm 聚苯乙

烯试管中。

25.在流式细胞仪上收集样品（图14-2）。

使用 MHC 封闭抗体进行亚型分类

IFN-γ 斑点/ 5×105细胞

对照

多肽

多肽
+αMHCⅡ

对照

多肽

多肽
+αMHCⅡ

0 50 100 150 20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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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流式细胞仪细胞因子染色法进行亚型分类

IF
N
-γ

TN
F-
α

IL
-2

CD4

对
照

多
肽

C

使用分离的效应细胞进行亚型分类

多肽

多肽

多肽

对照

对照

对照

CD8 T 细胞

CD8 T 细胞

CD4 T 细胞

0 50 100 150
IFN-γ spots

CD4 T 细胞

B

图14-2　突变特异性T细胞的亚型分类

通过MHC-Ⅱ阻断抗体（A），分离的T细胞群（B）或基于流式细胞术的细胞因子染色（C）来确

定突变特异性T细胞亚型。将编码CT26肿瘤来源的突变蛋白的27个氨基酸的40μg IVT mRNA接种于

BALB/c小鼠（n＝3）［16］。A.显示了单独的脾细胞（对照）或具有或不具有MHC-Ⅱ阻断抗体的突变的

27肽刺激的脾细胞的斑点计数（左图）。右图为一只小鼠的ELISPOT图片示例。B.用40 μg编码5种不同

的4T1肿瘤衍生的突变蛋白质片段的 IVT mRNA接种于BALB/c小鼠（n＝5）。从混合脾细胞中分离CD8+ 
T细胞，并与（肽）或不与（对照）突变肽一起作为 IFN-γ ELISPOT中的效应细胞。其显示斑点计数（左

图）和ELISPOT示范图片（右图）。C.为新表位接种的C57BL/6小鼠脾细胞分泌细胞因子的流式细胞术分

析，显示了在CD4＋的活的单个淋巴细胞中显示的 IFN-γ、IL-2和TNF-α信号

 
http://www.shinegene.org.cn/RiboGreen.html



216 RNA疫苗：方法与操作

四、备注

1.肽的纯度最好在90%以上。

2.白细胞也可以从淋巴结中分离出来，而不需要裂解红细胞。

3.6孔至少需要血液200 ～ 300 μl（约1×106个细胞）。每15 ml 试管最多加6 
ml 稀释血液。

4.避免从上层或红细胞层吸取细胞，因为会引起背景值增加。

5.若使用300 μl血液，细胞应在大约600 μl培养基中稀释。10 ～ 20 μl细胞与

活细胞染色液以1∶1比例稀释，用血细胞计数器计数。

6.过夜后肿瘤细胞会贴壁。另外，根据肿瘤细胞株的不同，培养时间可缩短

至4 ～ 6 h。大的肿瘤可能需要分离到多个细胞培养瓶。本方法不适用于非黏附性

肿瘤细胞系。

7.分离的细胞应重新悬浮在约400 μl的培养基中。10 ～ 20 μl 细胞与活细胞

染色液以1∶1比例稀释，用血细胞计数器计数。

8.或者，可以在黏附步骤之前进行密度梯度离心。

9.另外，肽可在-20°C短时间储存。

10.制备小鼠BMDC参考已发表的方法［21］。在小鼠股骨和胫骨取骨髓细胞，

用20 ml添加了1000 U/ml GM-CSF的培养基培养7 d，每75 cm2细胞培养瓶培养

2×107个细胞。细胞于第3天接种5 ml添加了1000 U/ml GM-CS的培养基。第5
天，将悬浮细胞转移到20 ml添加了1000 U/ml GM-CSF的培养基的75 cm2细胞培

养瓶中。第7天收获BMDC。

11.根据细胞种类，设置最佳电穿孔参数。BMDC在400 V和5ms长的脉冲下

可被有效地电穿孔。4T1肿瘤细胞以250 V和5ms长的脉冲处理效果最好。A20 B
细胞淋巴瘤经300 V和6ms长的脉冲处理电穿孔后可作为抗原递呈细胞。注意，

mRNA电穿孔导致MHC分子的上调。

12.为了提高肿瘤抗原提呈的效果，可以用重组 IFN-γ刺激细胞。例如，4T1
肿瘤细胞与1 ng/ml（约1×104 U/ml）重组 IFN-γ共孵育24 h后，可上调MHC-Ⅰ
和MHC-Ⅱ分子表达。

13.建议使用Accutase 缓冲液（Sigma-Aldrich）来分离细胞。胰蛋白酶溶液

处理可能会对细胞表面蛋白（包括MHC分子）产生负面影响，降低抗原递呈的

效率。

14.每孔总细胞数不应超过5×105个细胞。效应细胞的最佳数量取决于应答T
细胞的比例。

15.如果使用冷冻细胞，则应增加效应器细胞数量。

16.用MHC-Ⅱ阻断抗体进行亚型分型时，应在50 μl培养基中加入效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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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随后加入50 μl浓度为80 μg/ml（终浓度为20 μg/ml）阻断抗体（M5/114，
BioXcell）。

17.如果用分离的T细胞作为抗原递呈细胞，应在50 μl培养基中加入BMDC
（如5×104）。这对CD4+ T细胞尤其重要（但CD8＋缺失的脾细胞不需要）。如果加

入抗原递呈细胞，则应加入50 μl靶细胞（细胞和多肽溶液的浓度必须相应调整）。

18.加入BSA减少了二抗的非特异性结合。

19.延长孵育时间（最长达5 h）不影响检测性能。

20.孵育时间不应超过1 h。
21.受刺激和染色的脾细胞的数量取决于预期的频率。对于罕见的细胞分析，

较高的细胞数可能更合适。

22.除肽外，还可以在含20 μg/ml 布雷菲德菌素A的100 μl培养基中，将

2×105个电穿孔细胞或肿瘤细胞可作为靶标（参见“制备mRNA电穿孔靶细胞”

和“制备肿瘤细胞”）。

23.试剂应滴定以达到其最佳性能。

24.细胞在Cytofix/Cytoperm™中于4°C孵育过夜，对后续染色无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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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临床试验生产mRNA疫苗的考虑因素

Andreas Schmid

摘要

由主管部门批准临床试验所需新药的全面质量文件供临床试验参与者

使用。欧盟的质量资料统称为试验用药品档案（Investigational Medicinal 
Products Dossier，IMPD）， 美 国 称 之 为 试 验 用 新 药（Investigational New 
Drug，IND）的应用。为满足生产、质量控制和保证这几个先决条件。在此，

主要根据欧洲标准阐述mRNA疫苗生产的一些相关具体要求。

关键词：试验用药品（IMP），原料药，mRNA，IMPD，规格，临床试验

一、前言

在欧盟，持有当地主管部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才能生产临床用药。反过

来说，生产许可证的授予需要申请人提供所有的生产工艺和检测数据，且必

须遵循GMP标准（第2003/94/EC号指令中规定的GMP原则），包括符合GMP
标准的厂房、设备、质量控制数据，以及Eudralex第4卷“人类和兽医用医

药产品良好制造规范指南”中规定的适合当前科学发展的、有资质的科学技

术人员和生产过程。附件13阐述了“试验用药品”的具体问题和要求，并强

调批次间的一致性应符合GMP的 IMP生产要求，以确保试验对象的安全性

和临床试验数据的可靠性不受试验用药品（IMP）效力和药品质量变化的影 
响［1］。

临床试验的规定见第2001/20/EC号临床试验指导（GCP）。该指导原则已

转化为Eudralex第10卷中的“临床试验指南”。第一章“申请和申请表”中除

其他档案外有一个 IMP档案，见 IMPD第三章“试验用药品质量”中《关于临

床试验中试验用药品的化学性质和质量控制要求指南》［2］和《关于临床试验中

生物实验用药品的质量控制要求指南》两项指南。然而，该指南中的 IMP仅限

于蛋白质和多肽，不适合mRNA［3］。这意味第一次提到的指南适用于mRNA 
疫苗。

mRNA疫苗通常是利用重组DNA技术生产，属于生物技术 /生物医药产品；

而纯化学方法合成的RNA则归类为化学物质。

这里，重点讲述利用重组聚合酶体外转录生产的mRNA［4，5］，它代表了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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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生产技术。最近的活体研究似乎为未来制备mRNA提供了新的可能［6，7］。

二、试验用药品

上述提到的欧洲药品管理局《关于临床试验中试验用药品的化学性质和质量

控制要求指南》（见本章备注1）中概述了 IMPD的框架和内容［2］。指南第二章给

出了mRNA等新型活性物质的药用产品质量要求，区分了原料药（活性物质）和

药品（IMP）。

（一）原料药（2.2.1.S）

IMPD的“一般信息”一节（2.1.S.1.1）包含有关原料药的命名（信使核糖核

酸 /mRNA），名称或实验室代码或提议的国际非专利文件名称（INN）；还有结

构［cap、ORF、非翻译区、poly（A）尾等］、序列和mRNA分子量；此外，还规

定理化性质（可能影响药理学或毒理学安全性）如pKa、渗透压、摩尔浓度和溶

解性。

“生产”（2.2.1.S.2）项下给出了原料药的详细信息。第一，列出了所有生产

商、承包商、生产地点，包括生产过程和检测过程。第二，描述了生产过程和

与之相关的质量控制过程，包括关键起始物和中间体的流程图。其中至关重要的

是，所有相关步骤均应按批准的标准操作流程进行，以保证工艺的可重复性。典

型的mRNA生产过程包括模板生成，即质粒DNA的扩增与线性化，随后进行体

外转录、DNase处理和mRNA纯化［5］。相关制备过程的控制是质粒线性度的保证。

一方面，可用DNA电泳验证质粒的线性度；另一方面，可用小规模的体外转录，

然后进行RNA的定量和质量分析来预测大规模生产原料药的生产量。进一步的生

产过程控制将集中在大规模体外转录和mRNA纯化后的mRNA鉴定和完整性上。

第三，对所有原料（如RNA聚合酶）、所有用于生产的试剂（如转录缓冲液）和

溶剂的质量控制信息汇总。如果可以，应加上分析证书和原产地证明。如果使用

动物或人来源的原料，应进行外来物的安全评估（7.2.1.A.2），包括传染性海绵状

脑病（TSE）、病毒和微生物安全。第四，确定原料药生产的关键步骤，描述关键

步骤的控制方法（通过风险分析）。如生产步骤从非临床试验到临床试验有重大

改变，应该论证其中的差别。

“特征描述”（2.1.2.S.3）项下着重阐明mRNA的结构和可能存在的杂质。

mRNA结构正确性的基础是质粒DNA模板的同源性，通过全自动GMP认证的

DNA测序仪进行序列验证。由于mRNA转化为互补DNA（CDNA）会存在一些

错误率（即失败率），直接RNA测序对读长有限［8］，因此，起始质粒的测序仍是

保证mRNA序列准确性的最佳选择。原料药潜在的杂质包括生产过程中残留的

DNA、酶 /蛋白质和生产过程所用的溶剂及降解产物。DNase处理结合RNA特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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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纯化（沉淀和层析）可以降解和去除质粒DNA，这个方法也可去除酶和蛋白质

（如RNA聚合酶）［5］。残留在原料药中的溶剂可以通过将其溶解在所需的缓冲液

中通过冷冻干燥的方法去除。下游加工步骤的效率能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因此，

阐述了特定杂质的去除条件，如RNA特异性沉淀会降低蛋白质含量等。此外，应

对潜在的降解产物进行评估。降解产物可以通过RNA完整性分析（表15-1和表

15-2）追踪，如RNA电泳。

下一章“原料药的控制”（2.2.1.S.4）项下有一个原料药的说明。给出了分析

过程及验收标准，提出了mRNA的鉴定方法、分析方法和杂质分析方法。为此下

文“原料药 /IMP质量控制”中提供了更多、更详细的信息。所有分析方法都必须

经过验证。而Ⅰ期临床试验只提供执行验证参数和验收标准即可，尽管如此，这

仍需要有丰富的分析方面的经验。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需要对验证结果列表说

明。作为一个关键因素，所有用于临床试验和非临床研究的药品批次的分析数据

必须列出“批号、批量、生产地点、生产日期、质量控制方法、验收标准和检测

结果”［2］。同时，需要对所有能影响原料药性能的重要参数加以说明，这方面参

照欧洲药典对限量的要求［9］，如残留溶剂的限量（见Ph.EUR.5.4）。而对于不参

照欧洲药典的分析方法，应该进行全面、详细的描述。

如使用标准品或对照品（2.2.1.S.5），则应提供表征参数。标准品可用于电

泳（RNA标准）、定量反转录PCR（qRT-PCR）或光度测定法。此外，还须说明

用于储存原料药（2.2.1.S.6）的主要包装材料。最后，mRNA稳定性的关键参数

（2.2.1.S.7）以表格形式呈现。mRNA稳定性最重要的指标是RNA的完整性、含

量和效价，辅以pH、外观和微生物学状态。稳定性检测依据 ICH指南Q1A（R2）
“新原料药和新药的稳定性测试”［10］，稳定性检测有代表性的批次，检测的药品

与临床 IMP的包装（密封容器）一致。此外，还需进行长期理想储存温度的研

究、加速条件下的储存研究和应力测试。这些研究可以解决降解动力学和降解模

式的问题，由此评估最差储存环境条件下仍可保证RNA的完整性，同时可作为改

进分析方法的依据。压力测试包括温度变化、pH变化、光稳定性、湿度（用于冷

冻干燥RNA）或多次冻融（冷冻时）测试。

（二）IMP的检测（2.2.1.P）

本部分首先从 IMP/药品（2.2.1.P.1）的描述和组成开始介绍。用于临床试验

参与者的mRNA疫苗是无菌的（如皮内注射），包括指定的剂型、辅料的功能和

包装数量 /剂量。

其次，介绍了该类药物的发展方向（2.2.1.P.2）。当 IMP的生产、组成或剂型

发生可能与临床试验有关的变化时，此章节对临床Ⅱ期和临床Ⅲ期的研究非常有

用。这里提供了 IMP与溶剂（用于冷冻干燥的 IMP）、稀释剂和添加剂（如果适

 
http://www.shinegene.org.cn/RiboGreen.html



222 RNA疫苗：方法与操作

用）相容性的一些信息，包括临时制备时的制备方法的说明。这对经重建、稀释

或加入添加剂以模拟临床应用过程中出现最坏情况（如在室温条件下，药品重建

和注射之间延迟几小时）时，检测 IMP的稳定性是很重要的。这一章对药品包装

容器封闭系统做了概述，包括包装材料选择的理由，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容器密

闭系统的完整性，以保证无菌mRNA疫苗在整个有效期内不受微生物的污染（详

情见FDA工业指南“容器和密闭系统完整性测试代替无菌产品稳定性规程中的无

菌检测”）。有关新药研发的更多信息，另见 ICH指南Q8（R2）［11］。

以下部分是有关 IMP生产的详细信息（2.2.1.P.3）。所有与原料药生产有关的

生产商、承包商、生产地点，包括生产和检测及他们各自的职责必须列表说明。

生产过程和任何与之相关过程的控制应简要描述，包括临床试验用药的配方。由

于mRNA疫苗不能进行湿热灭菌，IMP制剂、灌装和包装（包括冷冻干燥［5］）应

在无菌条件（EU GMP洁净室A级）下进行［12］。Ⅲ期临床试验之前不需要说明关

键步骤的控制（能确保疫苗无菌的生产方法除外）。这里，应提供培养基灌封的

结果，即使用微生物生长培养基替代 IMP［12］无菌操作过程的验证。

关于辅料（2.2.1.P.4），它取决于是否有药典的参考物［9］。如果没有，必须概

述分析方法，并提供风险评估机构的安全评估报告。如果是新型赋形剂，必须提

供更详细的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和其特性的信息。

“试验用药品的控制”（2.2.1.P.5）要求 IMP规格调整为现临床试验用药所需

的规格。规格应该合理并包括参数、测试方法和验收标准。这方面的细节在“原

料药 / IMP质量控制”中描述。分析方法验证标准与上述相同。规格附有代表性

IMP批次的质量控制检测结果。强制数据包括“批号、批量、生产场地、生产日

期、控制方法、验收标准和检测结果”［2］。在 IMP中观察到的杂质（在药物原料

中没有），应该给出细节描述。

很可能不需要 IMP的标准品或对照品（2.2.1.P.6）。
在临床试验中，应确定用于 IMP的容器密闭系统（2.2.1.P.7）。可适用的主

要包装材料在相关药典中有参考。在所有情况下，应提供原料药规格和（或）所

有原材料的合格证明并详细说明。最后给出各批次 IMP的稳定性数据（2.2.1.P.8）
及有效期。在Ⅰ期临床试验中可以验证所定有效期的合理性。各批次稳定性研究

的启动先于临床试验，并与临床试验平行进行，从而实现外推以延长有效期。需

提供长期和加速研究的数据。在适用的情况下，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倒置存储。对

于用如有橡胶塞的小瓶灌装的液体 IMP，评估胶塞对RNA疫苗稳定性的影响至关

重要。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应提供模拟临床使用中 IMP（重建等）的

稳定性情况。有关稳定性研究的更多细节，见 ICH指南Q1A-1F。
除原料药的质量和 IMP的质控信息外，IMPD还包含全面风险和效益评估，

以及关于非临床药理学、毒理学和相关临床数据的补充信息。这些信息通常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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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员手册（IB）（一部调查人员指南）中有概述。生产临床试验用mRNA疫苗时，

除 IMPD准则［2］外，还应考虑的其他方面的情况，见“备注”中概述（见本章备

注2 ～ 11）。

三、原料药/ IMP 质量控制

保证原料药和 IMP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根据产品开发和科学技术的现状制

定生产产品规范。

为此，ICH指南Q6A“新原料药和新药：化学物质的测试方法和验收标 
准”［13］制定了框架文件。此外，还应考虑适用于蛋白质和多肽的 ICH指南

Q6B“生物技术 /生物产品的测试方法和验收标准”［14］中概述的某些方面，尤其

是生物活性方面。

该规范定义了一份测试清单（测试参数），以及分析方法和验收标准的参考

资料，以便对相关产品的鉴定、检测 /数量、纯度 /杂质及效价 /生物活性进行评

估。此外，说明还应包含具体的产品信息，包括产品名称、成分、剂型、主要包

装材料、储存条件和有效期（见德国AMWHV）。

一个典型mRNA原料药的示例说明见表15-1（见本章备注12和13）。在此申

明，对此信息的准确性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欧洲药典有相关的内容，请参照欧

洲药典的试验方法。选择两个独立鉴定方法检测RNA长度和序列准确性（见本章

备注16 ～ 18）。此外，为确保转录的mRNA序列的准确性必须考虑测定质粒模板

的序列（见本章备注14和15）。“测定”部分包括RNA含量和理化性质参数、pH
和渗透压分析（见本章备注19和20）。杂质检测包括（关键）对原料药中用于上

下游生产工艺中的原材料残留、RNA完整性和微生物状态（见本章备21 ～ 27）
的分析。可以省略mRNA的可翻译性效能测试，因为无论如何，IMP都会进行生

物活性分析。

IMP的规范可以从原料药中推导出来。假如 IMP的无菌处方只有注射用缓冲

液和辅料（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然后就可以进行无菌灌装和冷冻干燥（根据欧

盟GMP洁净室A级执行的所有步骤）［12］。最近的研究表明，mRNA疫苗冷冻干

燥后可以在常温下储存［5］。

有关纯度，如蛋白质、质粒DNA，宿主DNA和残留溶剂的数据可以省略，

因为它们是（潜在）药物生产工艺中所特有的污染物。但是，根据 ICH指南Q6A 
3.3.2.3，一些非胃肠道用药的mRNA类 IMP必须附加一些其他试验，包括无菌和

内毒素检查，渗透压、微粒体检查（见本章备注28），水含量、重组时间和剂量

的均匀性检查。此外，还有效能 /生物活性检测（见本章备注29和30）。表15-2
显示的是mRNA类 IMP冻干制剂的示例说明。请注意，对此信息的准确性不承担

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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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　液体mRNA原料药的示范说明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RNA123

参考代码： R01-00123

应用： 活性物质，原料药

状态： 液体

生产规范： XY SOP

浓度： XX g/L

其他成分： 例如注射用水（WFI）

主要包装材料： 例如，聚丙烯容器

例如，聚丙烯螺帽

储存温度： -80 °C

稳定性 /复验期： 查看正在进行的稳定性测试

RNA序列： GG…

碱基长度： XX b

测试参数规格

描述

参数 分析程序 可接受标准

外观：澄清度和浊度 溶液的澄清度和浊度（欧洲药典2.2.1） 例如透明液体

外观：颜色 溶液的颜色（欧洲药典2.2.2） 例如无色至微黄色液体

鉴定

参数 分析程序 可接受标准

DNA序列质粒DNA模板　根据SOP XY进行自动DNA测序 与理论顺序相同

RNA长度 根据SOP XY进行RNA电泳和条带测定 XX ± XX

RNA序列片段 根据SOP XY进行反转录，PCR和DNA电泳 理论条带大小±XX

测定 /定量

参数 分析程序 可接受标准

RNA含量 紫外线吸收，OD260，符合SOP XY XX g/l ± XX %

酸碱度 pH（欧洲药典2.2.3） XX - XX

渗透压 重量克分子渗透压浓度（欧洲药典2.2.35） ≤XX mOsm/kg

纯度 /杂质

参数 分析程序 可接受标准

细菌计数 /生物负荷 微生物计数测试（欧洲药典2.6.12） ≤XX cf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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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毒素 细菌内毒素（欧洲药典2.6.12） ≤XX EU/ml

RNA完整性 根据SOP XY进行RNA电泳和完整性测定 ≥XX %

蛋白质类 总蛋白质（欧洲药典2.5.33） ≤XX μg/ml

质粒DNA 根据SOP XY的qPCR ≤XX copies/ml

宿主DNA 根据SOP XY的qPCR ≤XX copies/ml

残留溶剂 气相色谱（欧洲药典2.2.28） ≤XX ppm (see Ph. Eur. 5.4)

效力 /生物活性

参数 分析程序 可接受标准

可翻译性 根据SOP XY体外转录 100%±XX%

表15-2　冻干mRNA IMP的示范说明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IMP234

参考代码： R02-00234

应用： 皮内注射用研究药品

剂型： 冷冻干燥的粉末可重新调配，例如在注射用水（WFI）中

制造参考： XY

每个容器的剂量： XX mg

API： RNA123，根据SOP XY生产

重新调配后的API浓度： XX g/L

其他成分： XX % 缓冲液XY重新调配在XX ml中，例如注射用水（WFI）
XX g/ml赋形剂XY重新调配在XX ml中，例如注射用水（WFI）

主要包装材料： 例如1型2R玻璃瓶

溴丁基橡胶塞，13 mm，灰色

铝盖，20 mm，透明漆

储存温度： XX°C

稳定性 /保质期： 查看正在进行的稳定性测试 　

RNA序列： GG…

碱基长度： XX b

试验参数说明

说明

可接受参数 分析程序 可接受标准

外观、着色 目视检测 例如无色至淡黄色粉末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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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调配后的外观：澄

清度和浊度

溶液重新调配、澄清度和浊度（欧洲药典

2.2.1条）

例如，透明液体

重新调配后外观：色度 溶液的重新调配和色度（欧洲药典2.2.2条） 例如，无色至淡黄色液体

鉴定

参数 分析程序 可接受标准

RNA长度 根据SOP-XY的重新调配、RNA电泳和游程

测定

XX ± XX

药物特性 根据SOP-XY进行重新调配、反转录、PCR
和DNA电泳

理论条带大小 ± XX

分析 /数量

参数 分析程序 可接受标准

RNA含量 重 新 调 配 和 紫 外 吸 收， 根 据SOP XY，

OD260
XX g/l ± XX %

重量差异 (质量 ) 重新调配后重量差异 (质量 )（欧洲药典

2.9.40）或粉末重量差异（欧洲药典2.9.5
条）

符合欧洲药典

pH值 重新调配和pH值（欧洲药典2.2.3条） XX - XX

渗透压 重新调配和渗透压（欧洲药典2.2.35条） XX - XX mOsm/kg

重新调配时间 注射用水重新调配时间 ≤XX s

纯度 /杂质

参数 分许程序 可接受标准

此外，包装容器的可溶出物会影响mRNA疫苗的稳定性，所以应检测包装容

器的可溶出物量（Ph.EUR.2.9.17），并测试递送系统的功能。

四、备注

1. IMPD模板可在网上找到，如http/www.mmc.nl/media/portal/mmc_documenten/
impd［15］。

2.应谨记，必须建立一个遵循“人类和兽医用医药产品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的药品质量体系，包括GMP标准的mRNA疫苗生产工艺和测试方法，以保

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除了附件13“试验用药品”，非肠道给药的药物如mRNA
疫苗等的指南参照附件1“无菌药品的生产”。生物制品的特别指南见附件2“生

物活性物质和人用医药产品的生产”。

3.除了生产设备质量分析程序需要验证外，自动化系统的和清洁度也需要验

证。根据 IMPD指南，临床阶段不需要工艺验证数据。而欧盟GMP准则附件13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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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验证灭菌工艺的全过程，因为它是无菌产品（如mRNA疫苗）生产工艺的组成

部分，包括直接接触 IMP材料的灭菌，如主要包装的小药瓶［1］。此外，培养基的

罐装必须定期进行，以确保生产环境和产品的无菌［1，12］。

4. RNA类 IMP采用无菌过滤，不适于采取湿热灭菌。如果终产品无法进行无

菌过滤，则需要在无菌条件下对个别成分分别进行消毒。这两种情况需要检查无

菌过滤过程中潜在的产品损失。此外，必须检查过滤器的完整性。

5.建立辅料溶液 /稀释剂（不参照药典）的分析方法，生成储存期间的稳定

性数据；确定包装规格。

6.如果 IMP为大包装（可以一个批次分次无菌过滤），必须说明大包装的

规格。可能有必要对大包装增加分析次数。任何情况下，都应检测大包装的稳

定性。

7.合同生产商、外包分析实验室和供应商必须具备资质。遵循基于风险的方

法，对其进行审计和问卷调查。

8.主要的和次要的 IMP标签管理应依据欧盟GMP指南附件13的要求进行［1］。

9.建立 IMP原料药的包装和分装分发工艺并执行，确保运输和现场正确的储

存条件。

10.起始标准物、包装材料及 IMP都应留存样品以供分析用。此外，每个批

次都应留样，并保证安全［1］。

11.欧盟GMP指南附件13要求产品规格文件不断更新。除此之外，还包括

IMP生产、检测、包装、标签、稳定性等信息，以及包括原材料、原料药、大包

装和成品的规格［1］。

12.Ⅰ期临床使用的包装规格可能需要在后期的临床试验阶段中调整。必须保

证所有变更（包括变更依据）的完全可追溯性。

13.产品规格是按照相同的工艺流程（可变质粒DNA模板或原料药除外）生

产出来的不同批次的原料药或 IMP。按照这样的工艺流程，每个新开发的mRNA
的 IMP，不需要对生产许可证进行精心修改。

14.上述的RNA同源性分析（表15-1）不能保证RNA序列的准确性。尽管如

此，质粒DNA的GMP测序仍可确保模板的正确性。然而，上述的RNA鉴别实验

中模板DNA体外完全转录的信息，可以防止混杂长度相似和序列不同的mRNA。

反转录后测序（如ORF）和PCR扩增是可信的；因为反转录酶和DNA聚合酶

（用于PCR）的错误率引起的序列偏差不会直接影响原料药。

15. RNA鉴定“DNA序列质粒DNA模板”（表15-1）不是原料药说明的一部

分。因为质粒DNA模板是鉴定原料药和产品的最关键原材料，所以在任何情况下

都应提供一份质粒DNA规范，保证DNA序列100%准确。

16. RT-PCR结合DNA电泳的同源性检测可用于任何其他合适的序列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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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方法，如Northern印迹法。

17.电泳法测定RNA长度时，应记住mRNA的序列和GC含量会影响电泳的

特性。例如，长度为1000 bp的mRNA疫苗并不意味着等同电泳长度1000 bp的

标准。

18.除了表15-1中给出的鉴定试验外，RNA原料可通过RNase处理进行验证。

但此法不能给出序列特异性。

19.定量分析的验收标准应考虑分析方法的精度，限度试验应考虑检测限

（LOD）。详细信息（关于验证分析程序特性）参见 ICH指南Q2（R1）。
20.原料药的渗透压试验可以省略。

21. RNA完整性也可以通过色谱分析［5］。

22. RNA完整性的检出限取决于序列复杂性、二级结构和转录长度。数千个

碱基或更长的转录本纯度不会很高。

23.原料药为无菌时，则用无菌试验（Ph.EUR.2.6.1）代替微生物计数试验

（Ph.EUR.2.6.12）。
24.单核细胞活化试验（MAT.2.6.30）可能是细菌内毒素检查的替代方法

（Ph.EUR.2.6.14）。MAT可以检测出额外的热原（来源于革兰氏阳性细菌、酵母菌

和真菌、病毒）。

25.质粒DNA通常用重组大肠埃希菌扩增。因此，应确定起始物质粒DNA中

残留的细菌RNA限值，因为质粒作为宿主RNA的起始物时，在整个mRNA、原

料药和 IMP生产过程中一直保持不变。原料药必须对残留的宿主DNA进行分析。

质粒DNA模板的细菌DNA污染信息也应提供。

26.残余DNA验收标准的定义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每周流行病学记录（1997
年5月16日第20号），其中建议每剂量残留DNA小于或等于10ng［16］。

27.应规定生产原料药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溶剂的残留限度。根据溶剂潜在的毒

性，Ph.EUR.5.4［9］确定了限值。

28.由于mRNA疫苗是肠外给药，根据Ph.EUR.2.9.20，所有罐装 IMP的容器

都必须逐个检查外观和外来微粒的污染（可见颗粒）［9，12］。

29.为验证 IMP的效价 /生物学活性，应研究 IMP的可翻译性（即抗原产生）

和免疫刺激。IMP中mRNA活性物质的可译性可用体外翻译的无细胞系统来检测，

如兔网织红细胞裂解液。用PBMC细胞因子释放试验可以分析mRNA疫苗的免

疫刺激作用［17］。此外，抗原特异性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可以在体内进行分析

（动物实验）。

30.成功生产和检测之后，IMP的质量得到认证（分析证书），临床用药由有

资质的专业人员依照欧盟GMP准则附件13所有的规定放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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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RNA疫苗的非临床安全性试验

Gundel Hager

摘要

本章首先讨论了药物开发过程中非临床安全性试验的总体目标和其监管

背景概况。然后讨论了安全 /毒性测试的一些基本要求、RNA疫苗的安全性

测试和一套RNA疫苗安全性测试参考方案。

关键词：未观察到有害作用水平（NOAEL），指南，（药品实验室管理规

范）GLP，研究方案，研究报告，安全性和毒性试验，安全药理学，免疫原

性，环境风险评估（ERA）

一、前言

（一）药物研发过程中的安全和毒性试验目标

在与药物研发人员讨论到安全相关毒理学话题时，经常有这样的评论：“我们

的目标是（……）证明我们的药物是无毒的”。这种言论隐藏有致命错误，请考

虑以下几点。

比如研究者发现了一种潜在的新药，有其物质结构、作用机制等方面的信

息，以及体外药效数据。也有一些很有意义的动物实验，在这些实验中，获得了

体重、存活率，以及一些药物特异性功效生物标志物数据。研究者欣喜地发现在

动物实验过程中没有动物死亡，研究者表明这种物质似乎没有毒性！

现在，想象一下，下一步首次将这种潜在药物应用于人体。在这个临床试

验准备的过程中，研究者会和相关的医生讨论如何监控药物的安全性等问题。第

一次接触到该药物的受试者需要监测哪些参数，动物实验中检测的体重、生存和

生物标志物数据吗？这些足够了吗？要考虑生物体的生理平衡在多大程度上受到

干扰或破坏，才能显著地引起体重减轻甚至死亡！医生需要尽早在尚未造成损害

的情况下，由可靠、快速和容易获得的参数来检测潜在的毒性效应和靶点。很明

显，在动物研究中没有动物死亡，所以该物质是无毒的说法是证据不足的。医生

们需要的是“密切监测临床血液学、尿检和粪便参数，以便提示其潜在的肝脏

损伤”。

为了得到这些信息，需要在最类似人类的动物中模拟特定新药的预期临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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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最坏情况，例如：
●  高剂量给药。
●  实现高暴露。
●  放大药理作用产生的毒性。

潜在损害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显现：
●  降低或丢失特定功能。
●  生物标志物（如血液学、临床化学、尿液分析和免疫系统标志物）。
●  形态学确定的病变（如用病理组织学观察）。

复杂的模型被用来识别不同类型的毒性。无论使用何种模型或方案，如何界

定药物毒性取决于具体情况。例如，与毒性相关的风险随着治疗持续时间、中毒

症状的持续时间、剂量 -效应曲线的斜率或重要器官的增加而增加。正如上文所

述，安全性评价试验的情况非常复杂。药物可能会产生预期的或意外的副作用。

药物的风险评估必须考虑药理学（希望的）效应和不利的、有毒的（不需要的副

作用）效应。

回到药物研发中毒理学试验目标的问题，我们应尽可能全面地描述毒理学特

征，评估和评价研发中药物的预期和非预期风险。用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

协调会（ICH）指南之一的话来说就是：药物的开发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涉及对

动物和人类药效及安全性的全面评估。

非临床安全性评估的目标一般包括描述对目标器官的毒性效应、剂量依赖

性、与暴露的关系，以及在适当情况下潜在的可逆性。这些信息用于估计人体试

验的初始安全起始剂量和剂量范围，并确定潜在不良影响的临床监测参数。非临

床安全性研究，虽然通常局限于临床发展的开始，但应足以描述所支持的临床试

验条件下可能发生的潜在不良影响［1］。

（二）监管背景

1.术语和定义　在深入了解非临床安全性 /毒性试验的细节之前，有必要学

习一些基本术语和定义，在这里罗列了一些简短的词汇表：
●  ADME：吸收、分布、代谢、排泄。
●  GLP（药品实验室规范）：提供一个框架的原则，在此框架内规划、执行、

监测、记录、报告和存档相关实验室研究。
●  LD50（半数致死剂量）：能杀死一半试验总体所需化学物质或物理剂（辐射）

剂量。
●  LDmin（最低致死剂量）：在外来化合物急性毒性试验中，化学物质引起个

别动物出现死亡的最小剂量。
●  LED（最低有效剂量）：绝大多数受试对象发挥生理功效的最低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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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EL（观察到最低有害作用剂量）：某种外源化学物在一定时间内按一

定方式或途径与机体接触后，根据现有认识水平，用最为灵敏的试验方法

和观察指标，未能观察到对机体造成任何损害作用或使机体出现异常反应

的最高剂量。
●  LOEL，LEL（观察到最低作用剂量，最低作用剂量）：在一定时间内，一

种化学物按一定方式或途径与机体接触，并使某项灵敏的观察指标开始出

现异常变化的最低剂量。
●  MABEL（最低预期生物效应剂量）：预期导致人体生物效应的最低剂量。

在使用这种方法时，需要考虑到人和动物对研究药用产品作用方式敏感性

的潜在差异，如从体外研究中得出的结果。
●  MFD（最大可行剂量）：可使用的最高剂量。
●  MTD（最大耐受剂量，最小毒性剂量）：预期在试验期间使用时会产生有

限毒性的剂量。它不应该引起：

— 明显的毒性，如明显的细胞死亡或器官功能障碍。

— 除肿瘤发展的结果外，预计会大大缩短动物寿命的毒性表现。

— 与对照组动物相比，体重增长延迟10%或更大。
●  MTEL（最大可耐受接触剂量）：有机体可以接触到物质的最大量或最大浓

度，而在长时间接触后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  NOAEL（无可见有害作用剂量）：通过实验或观察发现的一种物质的浓度

或数量，它在特定的接触条件下不会对目标生物体的形态、功能能力、生

长、发育或寿命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
●  NOEL（无可见效应剂量）：通过实验或观察发现的一种物质的浓度或数量，

它不改变目标生物体的形态、功能能力、生长、发育或寿命，与在相同接

触条件下观察到的相同物种和品系的正常（对照）生物没有区别。
●  NRL（无反应水平）：在规定的人群中和在规定的接触条件下未观察到特

定反应的物质的最大剂量。
●  毒性剂量：产生中毒的物质的量，不一定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2.监管框架　法规与如何计划试验策略关系密切。一方面，有一些法律规

定，如德国的Arzneimittelgesetz（药品法）和Chemikaliengesetz（化学品法）或

欧洲指令和条例。另一方面，有一些指南，如 ICH指南或欧洲的专利药品委员会

（CPMP）或人用药品委员会（CHMP）发布的指南，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

遵守这些准则是主管当局接受安全试验结果的先决条件。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些

准则被视为当局对各种法律要求的解读。换句话说，它们为药物开发行业如何满

足这些要求提供了帮助。尽管如此，这些指导方针并不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作为

必须严格遵循的非临床蓝图，但新药或新疗法的安全评价过程中，始终应遵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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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判断基础上的个案处理、循序渐进的原则。

ICH指南：ICH的任务是提出建议，以便在其成员（欧盟、美国和日本）之

间在药品注册技术准则和要求的解释及应用方面实现更大的协调。ICH指南建

立了国际公认的非临床安全试验框架，但没有给出试验的具体设计 /性能细节。

原始的指南可以在 ICH网站（www.ich.org）上免费查阅，也可在其三个成员的

主管当局的网站上免费查阅：欧盟欧洲药品管理局（EMA）（www.ema.europa.
eu）、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www.fda.gov）、日本制药和医疗器械局

（PMDA）（www.pmda.go.jp）。
OECD指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化学品试验指

南是用于非临床安全研究的详细“烹饪方法”。它们是政府、工业界和独立实验

室为确定化学品和化学制剂（包括农药和工业化学品）的安全性而采用的最相关

的国际商定试验方法的集合。该指南涵盖了化学品的物理化学性质、人类健康影

响、环境影响及环境中的降解和蓄积测试。但是，它们是为化学品的测试而开发

的，因此必须始终牢记，它们不能满足药物开发的所有要求。指南已经在40多个

指南中确定了毒理学试验研究设计的最低标准，这些指南在所有OECD成员国中

都有效。OECD指南可在OECD iLibrary免费查阅（http：/www.oecd-ilibrary.org/
content/package/chem_guide_pkg-en）。对非临床毒理学极为重要的是OECD GLP
和合规监测原则系列。GLP原则已经通过相应的立法，强制监管毒理学研究。它

们对下列事项提出了精确的要求：
●  试验设施组织和人员职责。
●  质量保证计划和质量责任保证人员。
●  设施（试验设施、档案、废物处理）。
●  仪器、材料和试剂。
●  试验系统。
●  试验和参考品（接收、处理、取样、储存、描述）。
●  标准操作规程（SOP）。
●  研究执行和报告（研究计划、研究执行、研究结果、最终报告）。
●  储存和保留记录和材料。

除 ICH和OECD指南外，还有具体的区域性和国家指导原则、法规和法律

规范各自的安全性评价。可以在各主管当局的网站找到最新版本特定法规和

指南。

二、安全/毒性测试的一些基本要求

正如已经指出的，药物开发过程中的安全 /毒理学试验是一个相当规范的过

程。其在官方规定的限制范围内，符合策略和经费要求下，在时间和预算压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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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在研发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因意外结果而停止。在开始这一复杂过程之

前，应采取一切合理的努力，使所有需要的信息和预试工作到位。

启动新化学实体（NCE）毒性研究的基本要求清单如下［2］：
●  是否有剂量和药代动力学（PK）信息？
●  是否有与试验物种相关的信息？
●  是否有足够数量的试验项目（如药物或载体）可用且质量达到要求？
●  是否有适当的配方？
●  是否确定计划用于临床试验的受试品不含有干扰实验的杂质？
●  是否计划和测试关键节点的受试品和载体的处理、储存和运输环节？
●  是否提供有关临床前和临床试验材料信息？ 需要特殊材料吗？
●  是否确定了可供应的合理包装单位？
●  是否有合理浓度的原料药确保最小和最大应用体积？
●  是否建立了验证的配方和稀释分析方法？
●  生物分析的分析方法可用于不同基质中吗？该方法的验证状态是什么？
●  试验项目储存的受试物在配方、血清 /血浆稳定性数据（包括冻融循环）可

用吗？

对于新生物实体（NBE），必须考虑的一些额外因素如下［3］：
●  理想情况下，药物以（几乎）最终配方方式用于临床试验；制剂在调节免

疫原性方面是中性的。
●  是否需要活性分析？如果是，是否建立和验证？
●  材料应来自为临床测试材料开发的生产过程。它应该来自GMP或前GMP
批次（通常称为“毒批”），材料和工艺都必须充分地加以描述。

●  是否建立和验证了生物活性试验（批量释放试验）？

在第一步详细介绍安全试验策略和研究之前，我们将了解符合GLP的研

究方案、研究报告及存档的基础知识。当然，方案的详细内容必须适应具体的

试验。

（一）研究方案（符合GLP）

符合GLP的研究方案必须包含以下所有信息：
●  受试物。
●  试验所依据的监管程序。
●  进行试验的环境（设施、参与者）。
●  所有计划的活动。
●  要记录和报告的数据。
●  存档（归档内容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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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总结了毒理学的体内研究方案要点［4］：

一般性陈述

责任

方案批准

1.0 研究目标

2.0 法规指南和试验方法

3.0 质量保证

　 3.1　GLP合规性

　 3.2　修正程序

　 3.3　偏差程序 /干扰因素

　 3.4　质量保证评估

　 3.5　存档

4.0 受试物

　 4.1　受试物特征

　 4.2　接收、储存和处理

　 4.3　受试物的准备

5.0 选择物种和给药途径的原因

6.0 动物和饲养

　 6.1　动物规格

　 6.2　动物健康

　 6.3　动物识别

　 6.4　处置

　 6.5　食物和饲料

　 6.6　供水

　 6.7　水控制

　 6.8　饮食和水中可接受的污染物含量

　 6.9　垫料

7.0 实验设计

　 7.1　实验组和剂量

　 7.2　选择剂量的理由

　 7.3　受试物溶液和载体给药

　 7.4　治疗和恢复（无治疗观察）期

　 7.5　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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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临床观察

　 7.7　体重

　 7.8　实验室检查

　 7.9　尸检和组织准备

　 7.10　组织病理学检查

　 7.11　统计分析

8.0 记录数据

9.0 维护记录

10.0 报告

11.0 内部方案分发

附录Ⅰ 受试物特性和处理

附录Ⅱ 饮食和水中污染物的可接受水平

附录Ⅲ 饲料构成

（二）研究报告（符合GLP）

研究报告必须清楚地描述所有结果。但不描述数据的科学解释，也没有任何

将测试结果用于人体用药含义的陈述。类似于研究方案，报告包含以下有关方面

的详尽信息：
●  使用的受试物。
●  试验所依据的监管程序。
●  进行试验的环境（设施、参与者）。
●  所有已执行的活动。
●  所有观察到的发现和记录的终点。
●  毒性试验结果（总结和详细说明附录）及其评估。
●  存档。

以下示例总结了毒理学动物研究报告的要点［5］：

技术部分的内容 　 　

　 一般性陈述 　

　 研究时间表 　

　 责任 　 　

　 项目人员签名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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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指南和试验方法 　

　 GLP合规性 　

　 存档 　 　

　 符合性声明 　

　 质量保证部门的声明 　

1.0 总结和结论 　

2.0 研究目标 　 　

3.0 选择物种和给药途径的理由

4.0 受试物和载体 　

　 4.1 受试物特性

　 4.2 受试物的接收、储存和处理

　 4.3 受试物溶液的准备

5.0 动物和饲养 　

　 5.1 动物规格 　

　 5.2 组和组大小

　 5.3 动物健康 　

　 5.4 随机化 　

　 5.5 动物识别 　

　 5.6 饲养 　

　 5.7 饲料和饲养

　 5.8 供水 　

　 5.9 垫料 　

6.0 实验设计 　 　

　 6.1 实验组和剂量

　 6.2 受试物溶液和载体给药

　 6.3 治疗持续时间

　 6.4 选择剂量的理由

　 6.5 临床观察 　

　 　 6.5.1 临床观察和检眼镜检查

　 　 6.5.2 死亡率

　 　 6.5.3 体重、食物消耗和食物转化率

　 6.6 实验室检查

　 　 6.6.1 血液采集和采样时间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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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 血液学

　 　 6.6.3 临床生物化学

　 　 6.6.4 尿液分析

　 6.7 毒代动力学

　 6.8 终点调查 　

　 　 6.8.1 尸检程序和肉眼检查

　 　 6.8.2 器官称重

　 　 6.8.3 器官固定和组织准备

　 　 6.8.4 组织病理学检查

　 6.9 统计分析 　

　 6.10 研究期间的环境条件

7.0 结果 　 　

　 7.1 临床观察 　

　 　 7.1.1 一般条件、行为和死亡率

　 　 7.1.2 检眼镜检查

　 　 7.1.3 体重、食物消耗和食物转化率

　 7.2 实验室检查

　 　 7.2.1 血液学检查

　 　 7.2.2 临床生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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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档

在OECD“GLP和合规监测原则系列”中找到关于必须归档的内容和归档期

的详细说明。

三、方法

一般来说，新药的安全性评价是高度规范的。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广泛的国际

咨询程序制定了疫苗安全试验的建议和准则。管理机构，如EMA、生物制品评价

和研究中心（CBER）制定了监管要求，还制定了药典规定。对于新开发的产品，

如RNA疫苗，可能没有具体的监管要求。在缺乏具体指导的情况下，必须根据具

体情况制定安全试验策略和研究设计。它将受到适用于医药产品、疫苗、佐剂、

DNA疫苗和联合疫苗、基因治疗产品及风险评估的科学依据的普遍原则的启发。

第一步可能希望确定与要试验的受试物相关的预期风险。

（一）预期疫苗或佐剂的主要安全问题是什么？

人们可能会出现局部反应（如疼痛、红肿、肿胀、肉芽肿、脓肿、坏死和区

域淋巴结病）和典型的全身反应，如过敏反应、热原性、器官特异性毒性、恶心 / 
腹泻 /不适、免疫介导的毒性（如细胞因子释放、免疫抑制、自身免疫性疾病）、

致畸性和致癌性。为了评估这些项目并涵盖意外毒性问题，建议遵循世界卫生组

织关于疫苗非临床评估的准则中概述的基本毒性评估。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

进行额外的毒性评估。

（二）预期核酸/RNA疫苗的主要安全隐患是什么？

它们可能导致免疫刺激 /炎症激活，并可能对宿主产生不必要的影响，如引

起发热或流感样症状和自身抗原表达增加。

总之，RNA疫苗的非临床毒性试验应在人体临床试验前评估疫苗的安全性，

确定潜在的毒性和靶器官，理想情况下确定安全的疫苗剂量，并在需要时确定

NOAL。

（三）先决条件

在开始对RNA疫苗的非临床评估之前，应掌握以下有关疫苗配方的信息。
●  质量。
●  特性。
●  纯度。
●  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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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性。
●  效力。

非临床研究的目的是支持疫苗的预期临床使用，因此有必要知道：
●  预期的临床用途（临床指征）和患者人群。
●  预期的临床给药途径 /给药装置。
●  配方。
●  估计的剂量水平。
●  免疫计划。

试验的样本最好是GMP批次，与临床相当的前GMP（验证）批次也是可以

接受的，以确保非临床数据与临床数据的可比性。应提供用于治疗对照组的对

照制剂。在较小的动物身上使用达到人体所用的全人体剂量（full human dose，
FHD）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可以通过给动物多位点给药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四）选择适当的动物模型

一般来说，对于疫苗，在一个单一的相关物种中进行安全试验即可。理想的

情况是，所选择的物种应满足一系列标准：在免疫后，所选择的物种应对疫苗和

佐剂产生类似于人类预期反应的免疫反应，以便能够识别与疫苗药效学作用有关

的毒性。如果疫苗是针对病原体的，所选择的物种应该对该病原体敏感。

此外，以前对特定的模型的实验，是使用该模型进行安全研究的很好的依

据。也必须考虑到该模型的实用性，即给药途径和给药体积、用于分析目的生物

样本的体积，以及该动物物种的血清学试剂盒和试剂的可得性。

常用的物种有小鼠、兔子，有时还有小型猪或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较不常见

的物种可能有雪貂、仓鼠或棉鼠。

（五）安全评估的试验策略

为了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疫苗非临床评估的指导方针来概述这一问题，关于

研究设计，最基本的要求如下。

临床前毒性研究应足以确定和描述疫苗的潜在毒性效应，以便得出结论：用

该疫苗进行临床研究是合理安全的。动物毒理学研究设计中应考虑的参数有相关

动物种类和毒株、疫苗的给药时间表和给药方法，以及终点评价的时机（如临床

化学取样、抗体评价和尸检）。给药途径应与临床试验中使用的方法相对应。当

疫苗在人体临床试验中使用某一特定装置时，应在可行的情况下在动物研究中使

用同样的装置（如猴子模型中的麻疹气溶胶疫苗）。应根据目标器官、剂量、接

触途径、接触时间和频率及潜在可逆性来评估该产品的潜在毒性效应。疫苗配方

的毒性评估可以在专门的非重叠毒性研究中进行，也可以与具有毒性终点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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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活性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这项研究还应包括局部耐受性的评估［6］。

关于RNA疫苗，除了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要求外，第一次临床使用基因治疗

药物产品前必需的非临床研究指南EMEA/CHMP/GTWP/125459/2006指出，应设

计和开展旨在确定以下方面的研究：
●  非临床模型中的药效学“概念证明”。
●  GTMP的生物分布。
●  用于拟议的临床试验中关于初始剂量和剂量递增计划的建议。
●  确定潜在的毒性靶器官。
●  鉴定潜在的生物活性靶器官。
●  确定拟议临床试验中要监测的指标。
●  确定具体的患者资格标准［7］。

总体来说，监管机构强烈建议并鼓励与他们协商、讨论拟议的特定RNA疫

苗试验策略是否适当。根据在会议上提出的议题，可以最后确定并启动一个试验

项目。

RNA疫苗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估程序示例可能如下所示：
●  单剂量毒性。
●  重复剂量毒性（如果可行，应包括局部耐受性、免疫和安全药理学终点）。
●  生物分布包括组织吸附 /机体消除。
●  安全药理学（如果可行，安全的药理学评估应包括在单次或重复剂量毒性

研究中）。
●  局部耐受（急性和慢性炎症）。
●  免疫原性研究（诱导过敏、过敏反应、免疫抑制、自身免疫）。

疫苗通常不需要进行遗传毒性研究。然而，如果疫苗配方中有需要进行此类

研究的成分，那么在首次人类暴露之前，应进行突变和染色体损伤的体外试验。

疫苗通常不需要致癌性研究，但必须评估疫苗配方的成分是否需要这样的研究。

通常也不需要对儿童免疫疫苗进行发育毒性研究。如果将育龄妇女纳入预期

的临床研究 /目标人群，则应考虑进行发育和生殖毒理学研究（DART），除非有

充分的论据表明不需要进行DART研究。

所有的研究设计都必须适应特定RNA疫苗的特点。

到目前为止，本章已经介绍了一些关于RNA疫苗的非临床安全性试验的基础

知识。现在继续下一个更具体的步骤：非临床安全性研究。对于每种研究类型，都

对应关于研究原则及其内容简短的评论，以及对研究目标、解读和评估的评论。请

注意：除非另有说明，所有非临床安全性研究均需要以符合GLP的方式执行。

1.单剂量毒性　单剂量毒性研究为疫苗的急性作用提供了初步的安全性和耐

受性数据。它们具有典型的啮齿动物急性毒性研究的设计，使用FHD或更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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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当这些数据已经从重复的剂量毒性研究中获得时，往往不进行单剂量毒

性研究。无论如何，如果在开始重复剂量研究之前没有体内数据，或者第一次给

药引起的免疫反应改成了重复给药，则必须考虑单剂量研究是绝对必要的。

2.重复剂量毒性　重复剂量毒性试验的范围很广。其目标如下：
●  确定毒理学特征和毒理学目标，尽可能了解已确定毒性的机制（如果巧妙

设计，也可以评估药理学参数和放大的药理作用）。
●  为人类临床试验的开始或继续提供支持。

对于疫苗，进行试验的剂量必须是FHD和临床试验的配方。如果FHD不可

行，则应采用MFD。为了在确定临床剂量方面具有灵活性，可能需要包括较高

（仅为FHD的小倍数，以避免任何无关的免疫效应）或较低的剂量（如果预期有

不可接受的毒性，并需要确定NOAEL）剂量，还应该将适当的对照组（安慰剂、

载体、佐剂或纯抗原等）纳入研究。

确定途径和剂量（如何，多少，管理的频率）是基于预期的临床疫苗用

途。只要给药间隔与潜在的免疫学反应基本一致，就有可能压缩时间计划。特

别是动物连续给药，应以足够的间隔隔开，以确保在连续的免疫反应之间没有

干扰。一般认为可以在连续给药之间间隔2 ～ 3周［8］。毒性研究中的给药次数应

该超过安全性研究中人体给药计划的次数（至少比建议的临床方案多出一次或 
更多）。

要了解安全试验研究的内容，请参阅按照重复剂量研究的样本案例研究，包

括生物分布、CNS安全药理学和局部耐受性评估概述（图16-1）。
几个监测项目（如临床化学、出凝血、血液学、毒代动力学）都必须采集血

液。在不损害动物的情况下采集多少血液，都有特定物种的限制。请注意，组织

病理学需要检查的组织清单在世界卫生组织和环境医学指南中都有定义。

如果可行，临床观察应包括眼科评估，以观察可能作为自身免疫反应表征的

葡萄膜炎是否发生。

试验、报告和存档必须按照GLP进行。

3.药理学方面安全性　如果需要进行安全性药理学研究，则必须在特定产品

的基础上进行评估。在药理学安全性研究中，当在治疗范围内剂量或更高剂量

时，应监测试验物质对重要器官系统的急性影响。一组评估心血管、中枢神经系

统和呼吸效应的标准测试被认为是核心组合研究。

在体心血管安全性研究通常是通过遥测非啮齿类动物进行的。动物依次服用

低剂量、中剂量和高剂量的试验物质，并按洗脱期间隔。给药后记录和评估心血

管参数（如动脉压、心率、心电图和体温）。延长QT间期的药物是通过调节心

肌细胞上人hERG基因通道的活性来实现的。这可能会导致一种潜在的致命性快

速性心律失常，也就是所谓的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因此，还进行了QT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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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体外监测（hERG通道试验），如在稳定转染hERG克隆的细胞中进行电生理

记录。

呼吸安全性是在给予试验物质后，在体内通过记录和评估呼吸参数监测的。

中枢神经系统（CNS）安全测试（如 Irwin试验）既可以作为单独的试验进行

（通常在啮齿类动物身上进行），也可以纳入一般毒性研究（如重复剂量研究；见

案例研究）。它是基于一套标准的行为参数的评估，通常是在给予测试物质后确

定的时间点进行。

4.免疫原性　免疫毒性的初步筛选来源于一般毒性研究，其中应特别注意血

液学变化、免疫系统器官（体重和组织病理学）的变化、没有合理解释的血清白

蛋白变化、感染发生率增加、体温升高、在没有合理遗传毒性的情况下肿瘤发生

率增加、免疫生物标记值超出正常范围或对照组、肝酶诱导，或者激素效应。如

果免疫毒性是由于先前的研究和物质性质的提示，或者是由于预期的临床用途

（即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则必须进行进一步的免疫毒性测试。

由于RNA疫苗的免疫反应是药效学活性的主要部分，因此需要对不需要的免

疫反应进行检测。一般来说，免疫毒性效应可能是：
●  意外免疫抑制（即免疫功能降低，导致感染或恶性肿瘤）。
●  非预期的免疫刺激（相当普遍的免疫系统失调导致流感样反应、自身免疫

性疾病、药物代谢酶的抑制和对无关变应原的超敏反应）。
●  免疫原性（主要是药物致敏性和抗药物免疫应答能力，改变药物的药效学

和药代动力学特征）。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动物测试对人体试验的预测

图16-1　重复剂量毒性：样本案例研究

动物种类：老鼠

持续时间：28 d至4个月 

给药方法：重复，尽可能接近临床方法

供试品：    RNA疫苗临床制剂，待溶解冻干品  

剂量水平：1 

分组：        6组：  

　 1.生理盐水对照组，主试验组  

　 2.生理盐水对照组，恢复期  

　 3.剂量组，主试验组  

　 4.剂量组，恢复期  

　 5.盐水对照组，卫星试验组（satellite） 

　 6.剂量组，卫星试验组（satellite）

每组数量：20（10 m + 11 f）

动物总数：120

检测：        死亡率
体重
临床观察
食物摄入
局部反应
体温
FOB（mod. Irwin）
血液学
临床生化
尿液分析
骨髓涂片
凝血参数
细胞因子：TNF-α，IFN-g，IL-6，IL-11等

尸检：         尸检和选定器官的称重；对所有动物进行
                     全面的组织病理学评估，包括在卫星动物
                      实验室的恢复期动物（给药部位、淋巴结、
                     肝、肺、性腺）中的RNA生物分布

研究周期：研究计划制订到报告：6～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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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有限）。
●  诱导过敏，导致过敏反应或假过敏反应（如迟发型超敏反应，DTH）。
●  诱导自身免疫（与疫苗或含有免疫反应调节剂如佐剂的制剂有关）。

事实上，GLP对免疫原性检测没有要求。尽管如此，由于免疫反应的复杂性，

理想的情况下仍应使用一种功能性的、有效的免疫检测方法。

5.环境风险评估（ERA）　除了可能假设的情况外，毒性测试并不局限于研究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尤其是考虑使用、储存和处理许多医药产品时。因此，要求

进行类似于化学品的环境风险评估是合理的。在欧盟，后者受REACH（化学品

登记、评价、授权条例）管制；新药物的ERA必须按照经修正的第2001/83/EC号

指令第8（3）（Ca）和（G）条进行。ERA是所有新的营销授权应用程序中的一

个强制性部分。

对潜在环境风险的评估是分两阶段程序进行的。第一阶段评估药物环境暴露

程度，然后在第二阶段分析环境归趋和环境效应。在EMA的人用医药产品环境

风险评估指南中提供了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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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葡萄膜黑素瘤的免疫治疗：抗肿瘤疫苗接种

Mirko Kummer，Beatrice Schuler-Thurner

摘要

葡萄膜黑素瘤是成人眼内最常见的原发性肿瘤，每年的发病率约为

5/10万，且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Lipski，Klin Monbl Augenheilkd 
230：1005-1019，2013；Metz et al.，Klin Monbl Augenheilkd 230：686-691，

2013；Singh et al.，Ophthalmology 110：956-961，2003）。葡萄膜黑素瘤因缺

乏早期症状，被确诊时往往已经是晚期，是一种预后差的黑素瘤。约50%
的患者会发生远处转移（Lipski，Klin Monbl Augenheilkd 230：1005-1019，
2013；Metz et al.，Klin Monbl Augenheilkd 230：686-691，2013；Singh et al.，
Ophthalmology 110：956-961，2003）。与皮肤黑素瘤形成鲜明的对比，葡萄

膜黑素瘤表现出强的肝向性，并且仅通过血源途径扩散（有眼外扩张的肿瘤

除外）（Heindl et al.，Arch Ophthalmol 128：1001-1008，2010）。这一现象最

有可能的原因是脉络膜内缺少淋巴管和巩膜的溶栓屏障（Schlereth et al.，Exp 
Eye Res 125：203-209，2014；Schroedl et al.，Invest Ophthalmol Vis Sci 49：

5222-5229，2008）。因为葡萄膜黑素瘤的生长部位为有免疫豁免的眼球，所

以其能受到广泛的保护而免于受到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因此，本章介绍的

“个体化疫苗接种疗法”的目的在于帮助免疫系统对葡萄膜黑素瘤的识别和 
消灭。

关键词：葡萄膜黑素瘤，肿瘤，免疫系统

一、 前言

无论用哪种治疗方式（手术切除、眼内切除术、块切除、近距离放射治疗、

质子疗法等）治疗原发性肿瘤，预后都很差，且不受辅助治疗影响［1-3］，因此需

要新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带有3号染色单体的葡萄膜黑素瘤，其预后极差［4］。葡

萄膜黑素瘤有很强的肝向性，并且仅通过血源途径扩散，这一现象最可能的原因

是脉络膜内缺少淋巴管和巩膜的溶栓屏障［5-7］。大多数患者会在肝转移后几个月

内死亡。仅有极少数患者能够通过激酶抑制剂或免疫检查点的治疗延缓肿瘤进 
展［1-3］。总之，不论对于发生转移的还是处于辅助治疗阶段的葡萄膜黑素瘤患者，

目前都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8-10］。特别是带有3号染色单体和葡萄膜黑素瘤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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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患者，针对位于眼球内部的肿瘤进行个体化肿瘤疫苗接种将可能是一个很有希

望的治疗方法。

二、树突状细胞疫苗接种

树突状细胞疫苗是肿瘤免疫治疗的一种，已经被应用于下列多种肿瘤实体治

疗的Ⅲ期临床研究（表17-1），如肾细胞癌、前列腺癌、恶性胶质瘤、皮肤黑素

瘤、结直肠癌和葡萄膜黑素瘤。在美国和欧洲有一种药物（Provenge®）已经被批

准用于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治疗。正在进行的针对葡萄膜黑素瘤患者的Ⅲ期临床研

究是唯一一个不是由公司主持，而是在一所获得德国癌症援助支持的大学医院进

行的研究（表17-2）。

表17-1　被批准用于利用树突细胞进行肿瘤免疫治疗的3期临床研究的产品

肿瘤 申办者 研究编号或批准产品

肾细胞癌 美国Argos Therapeutics NCT01582672

前列腺癌 美国丹伦

捷克共和国索蒂奥

Provenge®

NCT02111577

胶质母细胞瘤 美国西北生物治疗学

美国免疫细胞治疗学

荷兰Pharmacell

NCT00045968
Planned

皮肤黑素瘤 美国卡拉德里斯生物科学 NCT01875653

结肠癌 丹麦丹德里特生物技术公司 Planned

葡萄膜黑素瘤 德国埃尔兰根大学医院皮肤科 NCT01983748

表17-2　参与的研究中心

埃尔兰根

　（Erlangen）
Prof. Friedrich Kruse, Dr.
Harald Knorr, Dr. Ralph
Meiller

＋49-9131-8544141
＋49-9131-8534478

B a r b a r a . S t o l l @ u k -
erlangen.de

埃森（Essen） Prof. Norbert Bornfeld, Dr.
Claudia Metz

＋49-201-72383471
＋49-201-72383474

Claudia.Metz@uk-essen.
de

汉堡埃彭多夫

　（Hamburg 
　Eppendorf）

PD Lars Wagenknecht, Dr.
Bettina Fuisting, Dr.
Matthias Keserü

＋49-40-741052350 augenklinik@uke.de

霍姆堡 /萨尔

　（Homburg/Saar
　Cologne）

PD R. Arne Viestenz, Prof.
Berthold Seitz
PD Dr. Ludwig M. Heindl,
Prof. Claus Cursiefen

＋49-6841-1622302
＋49-6841-1622387
＋49-221-4784308

Arne.Viestenz@uks.eu

Augenklinik-Studien@
uk-koel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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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贝克（Lübeck） Prof. Salvatore Grisanti, Dr.
Schulz-Wagenbarth

＋49-451-5002217 Salvatore.Grisanti@uk-
sh.de

图宾根（Tübingen） PD Dr. Daniela Süsskind,
Prof. Dr. Karl-Ulrich
Bartz-Schmidt

＋49-7071-2983730 Daniela.Suesskind@med.
uni-tuebingen.de

维尔茨堡

　（Würzburg）
Dr. Thomas Ach, Dr. Felix
Guggenmoos-Schreyer

＋49-931-20120458
＋49-931-20120614

AK_Studien@ukw.de

树突状细胞是一类有调节免疫系统功能的免疫调节细胞。它们通过诱导特异

性抗原的免疫或免疫耐受来发挥功能。在治疗中，树突状细胞经体外培养扩增，

成熟后转到“刺激模式”，最终负荷特异性的抗原（如肿瘤抗原）。一旦进入患者

体内，这些细胞能够通过诱导细胞毒性CD8+细胞和CD4辅助淋巴细胞，来诱导

针对其携带的肿瘤抗原的免疫反应。这最终会通过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消除肿

瘤。由于免疫反应是针对接种的肿瘤抗原，因此该反应是抗原特异性的。

在这项研究中，从患者肿瘤组织中分离出带有RNA的树突状细胞并进行聚合

酶链反应（PCR），这些RNA代表肿瘤细胞的转录表达谱，包括递呈的抗原。如

果疫苗诱导出针对肿瘤抗原的特异性免疫细胞，体内剩余的肿瘤细胞就能被自身

免疫系统识别和消除。

如果从皮肤黑素瘤、前列腺癌、肾细胞癌、恶性胶质瘤和其他能够转移发展

为葡萄膜黑素瘤的肿瘤治疗中能获得有希望的结果，则可预期通过阻止癌细胞转

移而使患者的生存期得以延长。最好的情况是，通过诱导对肿瘤抗原有特异性的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使肿瘤的进展被完全阻止。

三、葡萄膜黑素瘤的Ⅲ期疫苗接种研究

埃朗根大学医院的眼科诊所的Essen、Hamburg-Eppendorf、Homburg/Saar、
Cologne、Lübeck、Tübingen，和Würzburg正在开展一个多中心的Ⅲ期临床研究，

为近期诊断为大葡萄膜黑素瘤（T2 ～ 4，AJCC TNM分级2009版）的患者提供个

体化免疫治疗。这一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诱导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来阻止癌细胞的

转移。

名为ATMP（先进治疗药物）的试验用药是一种个体化疫苗。它包含携带肿

瘤RNA的自体树突状细胞。已经从患者肿瘤组织中提取出的RNA被扩增后导入

到树突状细胞中。这一方法的基本原理是，为树突状细胞配备肿瘤细胞特异性

的抗原库，将这类树突状细胞重新接种到人体内后，激活肿瘤抗原特异性的杀伤 
细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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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在原发肿物手术期间（优先考虑摘除术），摘除的肿瘤大小最小要达

到豌豆大小。在洁净室内，将从肿瘤组织中提取的RNA，用电转法转移到自体

树突状细胞中。最后产品被冻结并分给各个实验中心，用于实验中心患者疫苗接 
种［11，12］（图17-1）。

对入组的葡萄膜黑素瘤患者，在治疗原发肿瘤之前，必须在参与该项目的分

中心进行确诊，且必须在研究中心和标准化条件下获取肿瘤组织，然后将其送往

疫苗制造商（试验性免疫治疗方法，Hautklinik，埃朗根大学医院）。在埃朗根大

学医院（试验性免疫治疗方法，Hautklinik）内洁净的实验室提取肿物RNA并对

其扩增之前，肿物必须在含有RNase抑制剂的缓冲液中保存以避免RNA降解。从

少量肿物中提取RNA的复杂实验过程是埃朗根大学附属医院皮肤医学科与眼科合

作研发的。

自体树突状细胞来自患者的前体细胞（单核细胞）。加入细胞因子（GM-CSF
和 IL-4）并刺激成熟后，7 d内单核细胞会分化为成熟的树突状细胞。为获得这些

单核细胞，患者需要接受白细胞去除术，进行白细胞去除术的患者只能去埃朗根

4 树突状细胞的形成

3 白细胞分离 / 细胞采集

5 Loading with RNA

1 手术

2 肿瘤RNA的分离

6 输注＝疫苗接种

眼科中心

GMP Facility 

Erlangen

图17-1　葡萄膜黑素瘤疫苗接种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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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附属医院一次。将肿瘤RNA负荷到树突状细胞后，这些细胞会被分装冻存

（图17-1）。所有的生产步骤都在埃朗根大学医院的洁净室内完成，并符合欧盟现

行GMP标准。

据第十三章AMG，埃朗根大学医院皮肤科拥有生产许可证。因此其生产受

到当地政府的监管，生产区域符合最严格的无菌生产要求。遵守的准则包括对生

产环境的监测（气压、颗粒指数、微生物实时监测），仪器和场所鉴定，生产和

分析方法的验证且遵循严格的生产程序，以及包括无菌测试、内毒素和支原体测

试、细胞表型鉴定、细胞活力、细胞数量评估等大量的质量控制。

疫苗的接种方案是在2年内，以递增的时间间隔（2周、4周、6周，3个月，

然后是每6个月）完成8次静脉注射。接种患者的生活质量几乎完全没有受到接

种的影响。副作用一般仅是接种后短时间内出现发热和流感样症状。极少会出现

皮疹或白癜风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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