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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增强剂 CpG DNA 重组质粒对不同日龄
SPF 鸡 H9 亚型禽流感灭活疫苗免疫效应的影响
房立春 1，胡宇航 2，李月涛 2，刘

涛 1，亓丽红 1，吴家强 1，赵

（1.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济南
2. 河南科技学院，河南新乡

250100 ；

453003 ；

3. 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山东泰安

271018 ；

4.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北京
摘

鹏 3，朱鸿飞 4

100193）

（CpG DNA）对 H9 亚型禽流感病毒（AIV-H9）灭活疫苗的免疫增强作用，
要：为分析 CpG 基序寡聚脱氧核苷酸

利用商品化的含有 CpG DNA 的重组质粒作为 AIV-H9 灭活抗原的免疫佐剂，经肌内注射 1、7、21 日龄的 SPF 鸡，
通过检测鸡血清中 HI 抗体和外周血淋巴细胞 CD4、CD8 基因相对表达量，分析 CpG DNA 重组质粒对不同日
龄 SPF 雏鸡首次免疫 AIV-H9 灭活疫苗免疫效果的影响。结果显示 ：1、7 和 21 日龄 SPF 鸡首免后，CpG DNA

免疫增强剂添加组的 HI 抗体滴度明显高于未添加组（P ≤ 0.05），HI 抗体峰值滴度升高了近 2log2 滴度，差异

极显著（P ≤ 0.01），且上升速度更快 ；CpG DNA 免疫增强剂添加组，在 21 日龄免疫时的免疫效果明显优于 1
日龄和 7 日龄免疫组，表现为 HI 抗体上升速度更快，峰值更高，离散度更小 ；首免 3 周后，7 日龄和 21 日龄

SPF 鸡 CpG DNA 免疫增强剂添加组的 CD4、CD8 基因相对表达量均高于同日龄未添加组，且明显高于 1 日龄
SPF 鸡组（P ≤ 0.01）。结果表明，CpG DNA 能显著增强鸡对 AIV-H9 灭活疫苗的特异性体液免疫反应，可以作
为高效的免疫增强剂，尤其在 21 日龄使用时免疫效果更好。本研究为 CpG DNA 重组质粒在禽流感疫苗上的联
合应用以及研制新型复合佐剂疫苗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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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S852.4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5-944X.2022.08.019

文章编号 ：1005-944X（2022）08-0097-06

Effects of Immune Enhancer CpG DNA Recombinant Plasmid on Immune Response of
H9 Subtype AIV Inactivated Vaccine in Different Day-old SPF Chickens
Fang Lichun1，Hu Yuhang2，Li Yuetao2，Liu Tao1，Qi Lihong1，Wu Jiaqiang1，Zhao Peng3，Zhu Hongfei4
（1. Shan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Jinan，Shandong

250100，China；

2.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nxiang，Henan 453003，China；

3.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of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Shandong

271018，China；4. Institute of Animal Science of CAAS，Beijing 100193，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mmune enhancement effect of motifs oligodeoxynucleotides（CpG DNA）on the
inactivated vaccines against avian inﬂuenza virus H9 subtype（AIV-H9），SPF chickens at the ages of 1，7 and 21 days
收稿日期 ：2022-05-18

修回日期 ：2022-06-2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2102667）；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2020CXGC010801）；山东省
；
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创新工程项目（CXGC2022E11）
山东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补助项目（2021LYXZ003）

通信作者 ：朱鸿飞。E-mail ：hfzhu1965@163.com
赵

97

鹏。E-mail ：zhaopeng@sdau.edu.cn

技 术 支 撑

were intramuscularly injected using the commercial recombinant plasmid containing CpG DNA as the immune adjuvant
of AIV-H9 inactivated antigen，then the effects of CpG DNA recombinant plasmid on different day-old SPF chickens
with ﬁrst vaccination were analyzed through detecting relative expression of HI antibody in chicken serum and CD4
and CD8 genes in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after ﬁrst vaccination in the SPF chickens
at the ages of 1，7 and 21 days，the HI antibody titers in the CpG DNA immune enhancer groups were signiﬁcantly
higher than that without additive（P ≤ 0.05），the HI peak antibody titer increased by nearly 2log2，with extremely
signiﬁcant difference（P ≤ 0.01）and faster speed of rising ；for the CpG DNA immune enhancer groups，the immune
effect in SPF chickens at the age of 21 days was signiﬁ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ose at the ages of 1 and 7 days，as
HI antibody rose faster with higher peak value and smaller dispersion ；three weeks after the primary vaccination，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CD4 and CD8 genes in SPF chickens at the ages of 7 and 21 days was higher than in group at the
same age without additive，and signiﬁ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1-day-old ones（P ≤ 0.01）.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speciﬁc humoral immune response of chickens to AIV-H9 inactivated vaccines was greatly enhanced by CpG DNA
that could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immuno-enhancer，especially for those at 21 days old. A basis was thus provided for
futur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CpG DNA recombinant plasmid in vaccines against avian inﬂuenz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y new compound adjuvant vaccines.
Key words ：CPG DNA ；immune enhancer ；avian inﬂuenza ；immune effect

免疫刺激是 DNA 作为遗传物质之外的另一
[1]

为商品化的 CpG DNA 作为疫苗免疫佐剂提供有价

重要属性和功能 ，一部分短的非表达序列 DNA

值的理论依据；同时根据不同日龄雏鸡初免后的抗

通常具有这种功能。这些普遍存在于细菌、病毒

体消长情况和外周血淋巴细胞 CD4、CD8 分子的

及非脊椎动物基因组中的特定短核苷酸序列，通

mRNA 表达水平，为 AIV-H9 灭活疫苗联合使用

常 被 称 为 CpG 免 疫 刺 激 序 列 [2]。 已 有 试 验 [3] 证

CpG DNA 免疫增强佐剂的免疫程序提供试验依据。

明，化学方法合成的含有 CpG-ODN（oligo deoxy-

1

nucleotide，寡聚脱氧核昔酸）的重组质粒具有同

1.1

材料与方法
CpG DNA 分子免疫增强剂

细 菌 中 含 有 CpG 基 序 的 寡 聚 脱 氧 核 苷 酸（CpG

CpG DNA 重组质粒购自南京太和生物技术有

DNA）相似的免疫刺激活性。CpG DNA 还能增强

限公司，在配制评价用疫苗前进行适当稀释，使用

抗原特异性免疫应答，从而表现出强烈的佐剂活性，

剂量为每羽份 40 μg。

而且已在人和多种动物中获得证实 [4-7]。

1.2

[8-10]

抗原和主要试剂

已证明，CpG DNA 能有

AIV-H9 F 株灭活抗原，由中崇信诺生物科技

效刺激活化多种家畜和家禽的免疫系统，而且体内

研发项目部提供；AIV-H9 HA 抗原，购自青岛易

试验已经证实，用大肠杆菌 CpG DNA 与鸡新城疫

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吐温、司本、白油佐剂（Marcol

灭活疫苗同时接种鸡，能提高抗原的特异性免疫

52 白油），由淄博嘉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提供。

应答，诱导高水平保护性抗体。然而，CpG DNA

PBS 缓冲液，购自大连美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对 H9 亚型禽流感病毒（AIV-H9）灭活疫苗免疫效

1.3

目前，大量试验

试验动物
90 只 SPF 鸡（1、7、21 日 龄 各 30 只）， 购

果增强作用的系统性试验鲜有报道。本研究应用
商品化的含有 CpG 基序序列即 CpG DNA 的重组

自山东济南斯帕法斯家禽有限公司。

质粒作为 AIV-H9 灭活疫苗佐剂，共同免疫不同日

1.4

评价用疫苗制备

龄的 SPF 雏鸡，观察其免疫效应，目的在于分析

将白油与司本按 94:6 的体积比，搅拌混合均

CpG DNA 对 AIV-H9 灭活疫苗的免疫增强作用，

匀后高压灭菌，121 ℃维持 30 min；配置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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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后备用；AIV-H9 灭活抗原与指定剂量的 CpG

2

DNA 免疫增强剂或生理盐水混合，将混合物与吐

2.1

结果
不同日龄 SPF 鸡免疫抗体消长比较

温按 96:4 的体积比混合，200 r/min 搅拌 5 min，使

结果（表 2~4）显示：SPF 鸡在 21 日龄首次

吐温完全溶解，配置水相；将油相 300 mL（水相

免疫，比在 1 日龄和 7 日龄免疫的效果更好。免疫

体积的 3 倍）加入 500 mL 高脚烧杯中，开动疫苗

疫苗后，各组针对 AIV-H9 的抗体逐渐上升，21 日

乳化机，200 r/min 转速搅拌，同时缓慢加入水相

龄免疫组上升速度更快；在免疫添加 CpG DNA 免

100 mL，升高转速至 8 000 r/min 搅拌 10 min。具

疫增强剂疫苗情况下，1 日龄与 7 日龄免疫的 HI

体配苗比例见表 1。

抗体峰值约为 9log2，并且两组的 HI 抗体滴度差

表1
组别

AIV-H9 灭活疫苗制备成分

单位 ：mL

H9 灭活抗原 生理盐水 CpG DNA 吐温 白油 司本

异不显著（P ＞ 0.05），21 日龄免疫的 HI 抗体峰
值约为 11log2，与其他日龄相比增高约 2log2 滴度，

AIV-H9

20

76

0

4

282

18

差异显著（P ≤ 0.05）；21 日龄免疫的 HI 抗体离

AIV-H9+CpG

20

0

76

4

282

18

散度小，均匀度优于 1 日龄与 7 日龄。

1.5

动物试验
对 1、7 和 21 日 龄 SPF 鸡 各 10 羽， 分 别 免

疫添加 CpG DNA 佐剂的 AIV-H9 灭活疫苗和未添
加佐剂的 AIV-H9 灭活疫苗，每羽颈部皮下注射

1 日龄 SPF 鸡免疫后不同时间 HI 抗体消长规律

表2

不同免疫时间的抗体效价 /log2
平均值 ± 标准差

组别
第3周
AIV-H9
AIV-H9+CpG

PBS 缓冲液。

PBS（空白对照）

HI 抗体测定
所有免疫的 1 日龄与 7 日龄 SPF 鸡，在免疫

3 周后，连续 4 周，每周采集静脉血，分离血清，

存。血清样品同时按照《中国兽药典》中血凝抑制
（HI）试验操作规程测定针对 AIV-H9 的抗体。为
尽最大可能避免操作误差，所有鸡的血清使用同一

CD4、CD8 mRNA 表达水平测定
所有 1、7、21 日龄的 SPF 鸡在免疫 3 周后，

采集静脉血，参照岳华等 [11] 建立的 RT-PCR 方法

a

B

8.00±2.00 8.07±1.27 9.29±1.33
0

0

A

6.93±1.94

B

9.00±1.80

0

0

不同免疫时间的抗体效价 /log2
平均值 ± 标准差

组别

第3周

第4周

第5周

第6周

A

A

A

A

B

B

B

B

AIV-H9

4.57±1.22 6.07±1.59 7.79±1.05 7.14±1.03

AIV-H9+CpG

6.80±1.32 8.47±1.60 9.07±1.90 8.40±1.35

PBS（空白对照）

0

0

0

0

21 日龄 SPF 鸡免疫后不同时间 HI 抗体消长规律

表4

不同免疫时间的抗体效价 /log2
平均值 ± 标准差

组别

作中进行检测。每个样品重复 1 次，如果 2 次差异
1.7

b

7 日龄 SPF 鸡免疫后不同时间 HI 抗体消长规律

表3

批次试剂，在相同条件下，由相同人员在同一次操
较大则再次重复。

第6周
A

注：同列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不
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 ≤ 0.01），下同。

-20 ℃保存；所有免疫的 21 日龄 SPF 鸡，在免疫
后每周采集静脉血，连续 4 周分离血清，-20 ℃保

第5周
a

6.21±1.53 7.43±1.74 7.21±2.01

0.5 mL，另各设 10 羽作为空白对照，注射同剂量
1.6

第4周
a

第1周

第2周

第3周

a

A

b

B

第4周
A

A

AIV-H9

3.72±0.82 6.91±1.59

AIV-H9+CpG

4.44±0.51 9.62±0.69 11.00±1.05 11.24±1.03

PBS（空白对照）

2.2

0

0

8.80±0.78 10.23±0.63
B

0

B

0

CpG DNA 免疫增强剂对 HI 抗体的影响

检测鸡 CD4、CD8 基因表达水平，以鸡 β-actin 作

不同日龄 SPF 鸡初次免疫后不同时间点的 HI

为内参，以未添加佐剂的 AIV-H9 灭活疫苗组为对

抗 体 水 平（ 表 2~4） 显 示， 免 疫 添 加 CpG DNA

- ∆∆ ct

照，采用 2

法

相对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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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计算 CD4、CD8 分子 mRNA

免疫增强剂的 AIV-H9 灭活疫苗抗体滴度比未添
加升高明显。1 日龄 SPF 鸡免疫后第 3~6 周，添

技 术 支 撑

加 CpG DNA 免疫增强剂组比未添加组分别升高
1.79log2、0.64log2、2.08log2、2.07log2，而且第 5
周和第 6 周的 HI 抗体滴度差异极显著（P ≤ 0.01）；
7 日龄 SPF 鸡免疫后第 3~6 周，添加 CpG DNA 免
疫增强剂组的 HI 抗体滴度比未添加组分别升高
2.23log2、2.40log2、1.28log2、1.26log2， 差 异 均
极显著（P ≤ 0.01）
；21 日龄 SPF 鸡免疫后第 1~4 周，
添加 CpG DNA 免疫增强剂组的 HI 抗体滴度比未
添 加 组 分 别 升 高 0.72log2、2.71log2、2.20log2、
1.01log2，除第 1 周外，其他各时间点的 HI 抗体
滴度差异均极显著（P ≤ 0.01）。在相同日龄免
疫的情况下，添加 CpG DNA 免疫增强剂疫苗组的
HI 抗体峰值滴度更高，与未添加组相比，统计学
差异极显著（P ≤ 0.01），HI 抗体上升速度也更快，
且高峰的维持时间更长（图 1~2）。

* 表示差异显著（P ≤ 0.05）；** 表示差异极显著（P ≤ 0.01）。

图2

A、B 表示之间差异极显著（P ≤ 0.01）。

图1

2.3

CpG DNA 对 HI 抗体增速的影响

CpG DNA 对 HI 抗体峰值滴度的影响

CpG DNA 免 疫 增 强 剂 对 CD4、CD8 mRNA

表达水平的影响
以未添加 CpG DNA 免疫增强剂组雏鸡外周血
淋巴细胞 CD4、CD8 mRNA 表达水平为 1，对比
不同日龄 SPF 鸡初次免疫后第 3 周的外周血淋巴
细胞 CD4、CD8 mRNA 表达水平。结果（图 3）
显示：免疫添加 CpG DNA 免疫增强剂组的 CD4、
CD8 mRNA 表达水平均高于未添加组，且 7 日龄
和 21 日龄组的 CD4 和 CD8 基因表达水平明显高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 ≤ 0.01），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
显著（P ＞ 0.05）；--- 为未添加免疫增强剂的表达水平。

图3

3

免疫后第 3 周各日龄的 mRNA 表达水平

讨论

于 1 日龄组（P ≤ 0.01）；21 日龄免疫添加 CpG

CpG DNA 作 为 一 种 安 全、 经 济、 有 效 的 新

DNA 免疫增强剂组的 CD4、CD8 mRNA 表达水平

型疫苗佐剂，具有其他佐剂无法比拟的优势 [13]。

均高于其他日龄组。

国外学者 Rankin 等 [14] 研究证实，CpG ODN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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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安全性，使用剂量低，无毒副作用。另外

结果表明：在 21 日龄进行 CpG DNA 联合 AIV-H9

CpG 基序还可诱导机体发挥先天性的抗病毒作用。

灭活疫苗免疫比在 1、7 日龄免疫效果更好，不仅

目前，CpG 已成为人类医学和动物医学领域的研

HI 抗体滴度更高而且离散程度小。1 日龄与 7 日龄

究热点，并显示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国内学者李

免疫效果差距不明显，对比差异不显著，其原因可

[15]

利用 CpG DNA 佐剂进行鸡新城疫活疫苗

能是低日龄免疫时其自身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

的免疫效果观察，结果发现 CpG DNA 能显著增强

而 CpG DNA 在提高 HI 抗体水平上，主要是直接

鸡对新城疫 LaSota 活疫苗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

刺激 B 细胞，减少 B 细胞凋亡，还使 B 细胞表面

当前，进行疫苗免疫接种仍是我国防控禽流

MHC Ⅱ 类（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class

杰等

感的主要手段

[16]

。近年来，在我国部分省市规模

化养殖场的禽流感调查

[17]

中发现，H9 亚型阳性鸡

群占总禽流感抗体阳性鸡群的 93.67%，证明 H9 亚

II） 抗 原 以 及 共 刺 激 因 子 B7-1、B7-2 表 达 量 增
加 [18-19]，并且由于大日龄鸡的免疫系统相对成熟，
所以其 CpG DNA 的免疫增强效果更好。

型禽流感仍然在我国广泛存在，并给养鸡场造成了

CD4+ T 细 胞 可 与 MHCII 类 分 子 递 呈 的 多 肽

巨大经济损失。因此，如何提高疫苗的免疫效果成

抗原发生反应而被激活产生免疫反应，CD8+ T 细

为禽流感免疫防控中的重要研究课题。本研究首次

胞 可 以 识 别 MHCI 类（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将商品化的含有 CpG DNA 重组质粒，配伍白油等

complex class I）分子递呈的抗原，并直接杀死感

制成 AIV-H9 灭活疫苗，通过免疫不同日龄的 SPF

染或变异细胞 [20]。CD4+ T 细胞与 CD8+ T 细胞的数

雏鸡，观察了 CpG DNA 重组质粒对 AIV-H9 灭活

量及状态反映了机体免疫力的高低 [21-22]。本研究通

疫苗的免疫增强效应。

过测定分析外周血淋巴细胞中 CD4 和 CD8 的基因

目前广泛认可，在 HI 抗体滴度高于 4log2 时，

相对表达水平，来评估机体细胞的免疫状态，初

禽流感灭活疫苗具有较好的保护效果，因此较早地

次免疫后，添加 CpG DNA 免疫增强剂组的 CD4、

达到并超过这个滴度能极大减少鸡群感染禽流感病

CD8 mRNA 表达水平均高于未添加组，且在 21 日

毒的风险。本研究发现：在 CpG DNA 作用下，试

龄时差异水平最大。该结果说明，CpG DNA 免疫

验组 HI 抗体滴度上升速度更快，21 日龄 SPF 鸡免

增强剂能够激活鸡免疫细胞，提高外周血 T 淋巴

疫后第 1 周 AIV-H9 ＋ CpG 组即达到了 4.44log2，

细胞中 CD4、CD8 的相对表达水平，间接表明免

而未添加组仅为 3.72log2，差异显著（P ≤ 0.05）；

疫增强剂促进了 T 淋巴细胞的增殖和分化，从而

免 疫 后 第 2 周 AIV-H9 ＋ CpG 组 HI 抗 体 滴 度 为

提高了机体的免疫水平。

9.62log2，而未添加组为 6.91log2，两组较第 1 周

本研究表明，CpG DNA 重组质粒能显著激活

分 别 上 升 了 5.18log2 和 3.19log2，AIV-H9 ＋ CpG

鸡的免疫系统，增强鸡对 AIV-H9 灭活疫苗的特异

组表现出了更快的上升速度；在相同日龄免疫的情

性体液免疫应答，尤其对 21 日龄鸡作用更明显。

况下，添加 CpG 免疫增强剂疫苗组的 HI 抗体峰值

这提示，CpG DNA 重组质粒可作为禽流感灭活疫

滴度均高于未添加组，升高近 2 个滴度，差异极显

苗的高效免疫增强剂。本研究为 CpG DNA 重组质

著（P ≤ 0.01）并且高峰期维持时间更长，显示出

粒在禽流感疫苗上的联合应用以及研制新型复合佐

更好的保护效果，能带给鸡群更好的抵抗病毒的免

剂疫苗提供了依据。

疫能力。这些都是评价疫苗优劣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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