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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病毒顆粒平台技術 
對人用病毒疫苗發展之影響

劉家齊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前　言

類病毒顆粒 (Virus-like particle, 
VLP)平台技術是近年來在人用病毒
疫苗領域中蓬勃發展的生物技術。

目的為產生致病病毒的結構蛋白後組

裝成顆粒，模仿原先的病毒立體結

構[1,2]。以基因重組的方式產生這種
非傳染性的蛋白顆粒，與原先的病毒

形態相似但其顆粒內部不會包含致

病病毒的基因組，不能再次感染或自

我複製。與傳統培養病毒製備病毒疫

苗的方式相較下，以不含致病病毒基

因的類病毒顆粒做為預防性疫苗，可

以減少減毒病毒疫苗與去活化病毒疫

苗可能的風險，改善病毒疫苗製備與

使用時的安全性[1,2]。利用分子生物
學技術構築類病毒顆粒之載體，能快

速因應新興流行的病毒基因資訊進行

製備並發展候選疫苗，也可以置換不

同型別病毒結構蛋白基因或對其顆粒

進行修飾，提升疫苗誘發的免疫反應

[1-5]。目前在市場上已有的類病毒顆
粒疫苗的銷售，包括 B 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B virus, HBV)、人類乳突病
毒 (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 和 E 
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E virus, HEV)。
現階段已有許多新型類病毒顆粒候選

疫苗進行人體臨床試驗。

類病毒顆粒之構成型態

由於病毒的型態各異，每種病毒

具有各自形狀和結構，因此類病毒顆

粒疫苗有多種構成型態[1]。類病毒
顆粒的主要形態主要如圖一，包括：

(I) 單層類病毒顆粒 (Mono-layered 
VLP)，通常由病毒殼蛋白 (Capsid) 
組成的單層顆粒；(II) 多層類病毒顆
粒 (Multi-layered VLP)，由多個同時
表達的殼蛋白形成；(III) 含套膜的類
病毒顆粒 (Enveloped VLP)，在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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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蛋白外有磷脂膜包裹；(IV) 病毒體
類病毒顆粒 (Virosome VLP)，由磷脂
膜囊泡結合病毒衍生的蛋白質組成 
(表一) [6-9]。一些類病毒顆粒與衍生
自多種病毒株的多價型或鑲嵌型類病

毒顆粒，增加了類病毒顆粒疫苗的多

樣性，朝向建立廣效型疫苗以預防更

多亞型或血清型的病毒。但多價型或

鑲嵌型類病毒顆粒的製作增加了複雜

性，可能需要生產操作條件的優化以

促進穩定的顆粒形成[1,2]。除了類病
毒顆粒疫苗的設計與建構外，為達到

醫療上使用還須建立符合法規的量產

製備與生產設施，並確定類病毒顆粒

疫苗生產的一致性與穩定性。

類病毒顆粒之表達系統

類病毒顆粒選擇適合的表達系統

極為重要，因為每種表達系統在表達

(I) 單層類病毒顆粒；(II) 多層類病毒顆粒；(III) 含套膜的類病毒顆粒；(IV) 病毒體。
(Modified from Donaldson et al. Expert Rev Vaccines. 2018;17(9):833-849.)

圖一　主要的類病毒顆粒的形態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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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病毒蛋白質會有所不同，尤其是

轉譯後修飾作用 (如磷酸化與醣基化) 
對類病毒顆粒的構型與功能有所影

響，在施打後的免疫能力也有所差異

[1-3]。類病毒顆粒在人用病毒疫苗之
發展過程中，多種表達系統被發展出

來以利量產製備。以表達病毒蛋白成

分使其自行聚合組裝成類病毒顆粒，

製備平台有：細菌、酵母菌、昆蟲和

哺乳動物的細胞培養製備平台[1-3]，
也有使用活體生物如家蠶或轉殖植物

進行表達生產[10,11]。近年來也有發
展以病毒載體送入體內自行產生類病

毒顆粒，如腺病毒載體與水泡性口炎

病毒載體[5]。這些類病毒顆粒疫苗

之表達系統也各有其優缺點，達到量

產製備與產生足夠免疫能力之研究，

能以評估新型類病毒顆粒候選疫苗的

可行性。

近期類病毒顆粒疫苗之進展

從最早 B 型肝炎病毒和人乳頭
瘤病毒類病毒顆粒疫苗的上市，到目

前陸續已有許多病毒的類病毒顆粒候

選疫苗正進行人體臨床試驗 (表二)。
由這些人體臨床試驗，可以逐步驗證

類病毒顆粒疫苗之有效性。近年來，

也陸續有新型的類病毒顆粒被設計出

來，如：腸病毒、日本腦炎病毒、茲

表一　主要的類病毒顆粒的形態分類

類病毒顆粒的形態 代表範例 Ref.
單層類病毒顆粒 B 型肝炎病毒 Keating & Noble. 2003. [6]
多層類病毒顆粒 輪狀病毒 Crawford et al. 1994. [7]
含套膜的類病毒顆粒 仙台病毒 Sugahara et al. 2004.[8]
病毒體類病毒顆粒 流感病毒 Huckriede et al. 2005.[9]

表二　近期類病毒顆粒疫苗之臨床試驗

病毒種類 臨床試驗狀態 臨床試驗登記號碼

Hepatitis E virus Phase IV NCT02417597
HPV 6, 11, 16, 18, 31, 33, 45, 52 and 58 Phase IV NCT03051516
Influenza A virus (Quadrivalent) Phase III NCT03301051
Chikungunya virus Phase II NCT03483961
Influenza A virus (H7N9) Phase II NCT02078674
Norovirus Phase II NCT03039790
Cytomegalovirus Phase I NCT02826798
Enterovirus A71 Phase I ACTRN12617001027303
(Modified from Donaldson et al. Expert Rev Vaccines. 2018;17(9):83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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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病毒、登革病毒、伊波拉病毒與流

感病毒的多價型或鑲嵌型類病毒顆粒

[4,5,9]。以流感病毒為例，由於流感
病毒變異速度快，已從早期的單價類

病毒顆粒疫苗發展至四價類病毒顆粒

疫苗。

類病毒顆粒除了可以呈現病毒

抗原外，為提昇類病毒顆粒能誘發更

好的免疫能力，嵌合其他蛋白質於類

病毒顆粒的表面。如以沙門氏菌鞭毛

蛋白 (FliC) 嵌合來修飾流感類病毒顆
粒，以增強流感類病毒顆粒免疫原性

[12]。或是加入巨噬細胞群落刺激因
子 (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M-CSF)，以誘導
更有效和更廣泛的中和抗體，且增強 
Th1 和 Th2 細胞反應[12]。如 B 細胞
活化因子 (BAFF) 是抗原刺激 B 細胞
活化和抗體分泌細胞 (ASC) 的存活和
分化的重要因子，表現在流感類病毒

顆粒的表面，在動物實驗中觀察能提

升抗病毒的中和能力以及脾臟中 ASC 
的數量，在對活病毒攻毒動物模式有

著提高存活的保護能力[13]。
類病毒顆粒平台技術對於新興

感染症，提供一種快速製備疫苗的

策略。如在 2013 年被美國 FDA 允許
可以生產流感類病毒顆粒進行市場

銷售，在不適合於雞胚蛋生產或細

胞培養流感病毒時，仍能製備流感

疫苗[14]。近年出現的高致病性禽流
感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 H5 與 H7 流感病毒，引起人
們對潛在的禽傳人之全球大流行的擔

憂。由於禽流感病毒會殺死雞胚蛋，

使得以傳統雞胚蛋生產預防禽流感之

疫苗供給將可能發生困難。使用細胞

培養技術製備流感病毒雖然能進行量

產，但流感病毒還需篩選與適應宿主

細胞的過程。因此類病毒顆粒平台技

術的出現，使得只需流感病毒的 HA 
基因資訊，即可快速開始設計類病毒

顆粒疫苗，縮短疫苗製備的時程。

未來展望

類病毒顆粒平台技術提供人用病

毒疫苗新的發展方向，由於其顆粒內

部不會包含致病病毒的基因組，因此

避免傳統製備病毒時的風險，這對疫

苗的安全性提供重要的發展。病毒學

和疫苗學的進步也促進了新型類病毒

顆粒疫苗的開發，利用基因重組技術

所構築之類病毒顆粒載體，能藉由病

毒基因資訊進行基因重組或對其顆粒

進行修飾提升疫苗誘發的免疫能力，

並加速疫苗的研發過程。由於人用疫

苗在法規審查上極為慎重，不同類型

類病毒顆粒疫苗還需臨床試驗進行的

驗證。與傳統病毒疫苗相較，類病毒

顆粒疫苗在安全性與易於基因重組的

特性具有優勢，對未來發展新型人用

病毒疫苗具有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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