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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猪病疫苗不同免疫组合
对猪血清中部分细胞因子表达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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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目的 ] 探讨猪瘟（CSF）、高致病性猪蓝耳病（HP-PRRS）、口蹄疫（FMD）3 种疫苗不同免疫组合，

对猪免疫机能及其相关细胞因子表达量的影响。[ 方法 ] 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猪血清中 IL-1、IL-2、IFN-γ 表
达量的动态变化，分析免疫后 3 种细胞因子动态变化规律。[ 结果 ] 免疫后猪血清中的 IL-1、IL-2、IFN-γ 含量
变化不一致。其中 ：IL-1 表达量出现“波浪线”变化，且各试验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CSF、HP-PRRS、FMD 3
种疫苗同步联合免疫组与对照组（C 组）相比，二免后 60 d 和 90 d 的 IL-2 表达量差异显著 ；IFN-γ 表达量呈现
上升状态，3 种疫苗同步联合免疫组与对照组（C 组）相比，各时间点的 IFN-γ 表达量差异均显著（P<0.05），
且维持在较高水平。[ 结论 ] CSF、HP-PRRS、FMD 3 种疫苗不同免疫组合可引起猪免疫机能的变化，且对免疫
机能的影响较为复杂 ；整个免疫过程中各细胞因子的变化不是单纯的上升和下降，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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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n Different Vaccine Combination of CSF，HP-PRRS and FMD
on Some Cytokines Expression in Swine S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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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ﬂuence of three vaccine combinations of CSF，HP-PRRS and FMD on
immune response and expression of some cytokines in swine serum. [Methods] The dynamic change of IL-1，IL-2
and IFN-γ expression in swine serum were tested by ELISA. The dynamic change rule of the three kinds of cytokines
after immuniza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change trends of IL-1，IL-2 and IFN–γ content in swine serum
after immunization were not the same. A“wave”trend was appeared in the expression of IL-1，and there was no
signiﬁ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IL-2 change trend was not consistent with different groups，combined
with the group immunized by CSF，HP–PRRS and FMD vaccin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group C）. The
expression of IL-2 was signiﬁcantly different at 60 d and 90 d after second immunization ；Compared with group C，the
expression of IFN–γ in the group immunized by CSF，HP–PRRS and FMD vaccine was increasing. Expressions of IFN
–γ were signiﬁcantly different at each time point（P <0.05），and was always at a high level. [Conclusion] Different
immune combinations of CSF，HP-PRRS and FMD vaccine may cause different immune responses to swine，and
the changes of cytokines throughout the immune process were not simply rising and falling，but a relatively complex
dynamic change process.
Key words ：CSF ；HP-PRRS ；FMD ；immune combination ；cytok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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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细胞因子在机体免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白

1.2

方法

细胞介素 l（IL-l）是单核细胞 - 巨噬细胞产生的

1.2.1

细胞因子，促进多种免疫分子的表达，增强单核 -

为研究对象，随机选择雌雄不限，体重基本一致

巨噬细胞功能。IL-l 可介导天然性免疫和获得性免

的仔猪 30 头，随机分成 3 个组：A 组，先免 HP-

疫，既能刺激 T、B 淋巴细胞增殖，又能调节免疫

PRRS，7 d 后“FMD+ CSF”同时分点免疫组；B 组，

[2]

试验分组与处理。本研究以 30 日龄仔猪

反应 。白细胞介素 2（IL-2）是由活化的 Thl 细

“FMD+CSF+HP-PRRS”同步联合免疫组；C 组（对

胞和部分 B 细胞产生的，是体内最主要、最强的

照 组），FMD、CSF、HP-PRRS 分 别 单 独 免 疫，

T 细胞生长因子，是机体免疫调节网络中的核心

每次间隔 7 d。每组 10 次重复，每次重复 1 头猪。

物质。IL-2 可提高辅助性 T 细胞的数量和活性，

表1

增强整体的免疫功能，诱导和增强自然杀伤细胞 分组
（Natural killer cell，NK）和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
（Cytotoxic lymphocyte，CTL）的效应，并可促进
细胞的增殖和分化，促进多种细胞因子及其受体的
表达，因此 IL-2 在细胞及体液免疫中均有重要调节
[3]

作用 。干扰素 -γ（IFN-γ）为 II 型干扰素的一种，

A
B
C

编号

各组免疫程序、免疫剂量
免疫程序
免疫剂量

7 d后
先免 HP-PRRS，
“FMD+首 免 CSF 弱 毒 苗、
CSF”同时分点注射
FMD 灭 活 苗、HPPRRS 弱 毒 苗 剂 量
“FMD+ CSF+HP-PRRS”
B1~B10
分 别 为 2 头 份、1
同时分点注射
mL、1 头 份； 每 组
FMD、CSF、HP-PRRS 分 均在 30 d 后进行加
C1~C10
别单独注射，每次间隔 7 d 强免疫，剂量加倍。

A1~A10

是在免疫应答中由活化的 T 淋巴细胞和 NK 细胞产

1.2.2

生的促炎性细胞因子，其与机体抗病毒感染有关。

CSF 和 HP-PRRS 疫苗的批次、批号，充分摇匀后

IFN-γ 通过调节参与抗原加工和递呈的重要辅助分

备用。免疫猪保定后，在耳根后颈部和腿部内侧严

子，如抗原肽转运蛋白、蛋白酶体和对刺激 T 细胞和

格消毒后，注射疫苗，且每头更换针头。

识别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必需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

1.2.3

[4]

合物（MHC）的表达，从而调节宿主免疫应答 。
本实验选择以上 3 种细胞因子，采用酶联免

动物免疫。记录经检查保存完好的 FMD、

样品采集。首免 30 d 后第 1 次采血，同时

进行加强免疫。在加强免疫后 30 d、60 d、90 d 分
别采血。采用常规方法分离血清，记录编号后，将

疫吸附试验（ELISA）方法，采集 CSF、PRRS、

其置 -20 ℃冰柜保存备用。

FMD 3 种疫苗不同组合免疫试验猪血清进行检测，

1.2.4

以掌握 IL-l、IL-2、IFN-γ 表达量的动态变化，从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基本操作如下：在

细胞因子的角度，探讨不同疫苗联合免疫对猪免疫

试剂恢复到室温后，打开包装，旋转混匀；取出

应答的影响，从而了解主要相关细胞因子的动态变

酶标板，按要求进行标准品的稀释和加样；按要

化规律，为科学评价免疫效果提供理论依据。

求加入稀释液和待测样品；用封板膜封板后，置

1

37 ℃温育 30 min，洗涤；在所有孔（空白孔除外）

材料与方法

1.1
1.1.1

材料
试验动物。选择品种一致（杜洛克、长白、

试验指标测定。对各细胞因子指标的检测，

中加入酶标试剂，按要求在恒温箱中 37 ℃温育
30 min；洗板后，每孔加入底物 A、B 液，避光孵

大约克夏三元杂交），体重、日龄相近（30 日龄左右）

育后，加入终止液，终止反应。15 min 内于波长

的仔猪作为试验猪，由某规模化养殖场提供。

450 mn 的酶标仪上读取各孔的 OD 值。每个样品

1.1.2

疫苗。FMD、CSF 和 HP-PRRS（弱毒苗）

按要求做 2~3 个重复。细胞因子结果计算：以标准

疫苗均为第六师五家渠市政府采购疫苗。

品浓度为横坐标，对应 OD 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

1.1.3

品线性回归曲线，按曲线方程计算各样本浓度值。

检测试剂。IL-l、IL-2、IFN-γ 酶联免疫分

数据分析。将试验数据经 Excel 2003 初步

析检测试剂盒。其他试剂和设备，由第六师五家渠

1.2.5

市畜牧兽医工作站兽医实验室提供。

整理后，对检测结果以平均数 ± 标准差（X±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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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采用 SPSS17.0 软件统计分析；两组间比较

2.2

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多组之间比较采用单样本

相关细胞因子表达量动态变化规律
疫苗免疫后，各组 IL-1 浓度的变化趋势一致，

方差分析。显著性差异水平为 P<0.05。

均在二免后 60 d 达到峰值，二免后 30 d 和 90 d 出

2

现下降（图 1）。

2.1

结果及分析
不同时间点的 IL-l、IL-2、IFN-γ 表达量

从变化趋势看，B 组的 IL-2 浓度与对照组（C

IL-1、IL-2、IFN-γ 试 剂 盒 检 测 范 围 分 别 为

组）一致，即首免后 30 d 至二免后 60 d，浓度含

18~800 ng/L、13~300 ng/L、30~1 000 pg/mL， 检

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二免后 60 d 开始下降；A 组

测结果有效（表 2、表 3、表 4）。

在整个试验期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

表2
免疫后
时间（d）
301st
302nd
602nd
902nd

各组免疫后不同时间点 IL-1 表达量检测结果
（单位：ng/L）
A
53.01±4.76
43.44±5.45
72.11±3.42
46.67±2.49

组别（n=3）
B
47.34±4.58
41.16±1.89
76.5±3.58
42.39±2.68

C
45.23±3.14
39.56±4.21
74.38±2.56
43.42±1.48

从浓度含量看，B 组 >C 组 >A 组（图 2）。
各组的 γ- 干扰素浓度变化趋势一致，在整个
试验期均呈上升趋势，但 C 组上升幅度平缓（图 3）。

注：1st 代表首免；2nd 代表二免

表3
免疫后时
间（d）
301st
302nd
602nd
902nd

各组免疫后不同时间段 IL-2 表达量
（单位：ng/L）

A
13.92±3.88
13.89±2.99
15.89±4.76**
16.82±4.48**

组别（n=3）
B
21.67±7.34
23±9.28
36.28±3.91*
31.99±2.92*

C
15.23±5.31
18.01±4.56
21.34±3.21
19.56±3.36

图1

各试验组猪血清中 IL-1 浓度变化曲线

图2

各试验组猪血清中 IL-2 浓度变化曲线

图3

各试验组猪血清中 IL-3 浓度变化曲线

注：1st 代表首免；2nd 代表二免；* 号表示与对照 C 组相比差异
显著（P<0.05）；** 表示 A 组与 B 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

表4

各组免疫后不同时间段 IFN-γ 表达量
（单位：pg/ml）

免疫后
时间（d）
A
301st
119.72±14.67**
302nd
190.86±13.62
602nd
222.92±12.23
902nd
251.67±15.33

组别（n=3）
B
238.67±13.42*
235.85±20.43*
303.44±20.09*
316.7±12.77*

C
121.31±12.56
136.52±17.89
145.68±20.13
151.24±13.45

注：1st 代表首免；2nd 代表二免；* 号表示与对照 C 组相比差异
显著（P<0.05）；** 表示 A 组与 B 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

免疫后，各试验组之间的 IL-1 表达量差异不
显著。与对照组相比，B 组的 IL-2 的表达量在二
免后 60 d（P<0.05）、90 d（P<0.05）显著提高，
显著高于 A 组。与对照组相比，A 组的 IFN-γ 表
达 量 在 二 免 后 60 d（P<0.05）、90 d（P<0.05）
显著提高；B 组的 IFN-γ 的表达量在首免后 30 d
（P<0.05），二免后 30 d（P<0.05）、60 d（P<0.05）、

3

讨论
IL-1 是机体免疫系统中起中心作用的细胞因

90d（P<0.05）显著上升，并维持在较高水平；首

子，可以明显促进淋巴细胞增殖与分化，促进 NK

免后 30 d，B 组的 IFN-γ 表达量显著高于 A 组。

细胞的增殖分化。本试验中各试验组仔猪在疫苗接
85

种后 IL-1 表达量均出现“波浪线”变化趋势，在

达。

二免后 60 d 达到峰值，并且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4

说明不同免疫组合不影响 IL-1 的表达量，这间接
反映了不同疫苗联合注射是可行的。

结论
以上试验结果表明：不同疫苗联合免疫对仔

猪免疫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有影响；免疫应激过程

IL-2 为 Thl 类细胞因子中的一种，主要由活化

中，各细胞因子的变化不是单纯的上升和下降，而

的 T 淋巴细胞产生，是引起 T 细胞增殖的主要细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影响了

胞因子。T 细胞在胸腺中发育时，IL-2 参与 T-regs

动物机体的健康状态，间接反映了不同疫苗联合免

[5-6]

。本试验中各试验组仔猪在疫

疫对免疫应答的影响；虽然关系复杂，但先免 HP-

苗接种后，免疫 B 组和对照组（C 组）的 IL-2 表

PRRS，7 d 后“FMD+ CSF”同时分点免疫和“FMD+

达量在首免后 30 d 开始上升，至二免后 60 d 达到

CSF+HP-PRRS”同步联合免疫是可行的。

峰值，以后开始下降，而免疫 A 组的 IL-2 表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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