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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結核病疫苗藉由活化 M1 巨噬細胞
的活性增強抗分枝桿菌的免疫力
楊秀菊

葉昶慶

國家衛生研究院

前

言

結核病是一種目前仍普遍
存在於全世界，由結核分枝桿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MTB) 感
染所造成的傳染病，目前可將結核
分枝桿菌分為北京株及非北京株，
北京株流傳於全球，致病力較強且
較易突變成具有抗藥性；非北京株
則反之[1]。結核病是全球十大死亡
原因之一，主要以影響肺部為主。
自 2007 年超越 HIV/AIDS 後成為單
一傳染病導致的主要死亡原因[2]，
也是台灣法定傳染病中每年確定數及
死亡數最多的傳染病[3]。2019 年，
全球估計有 1,000 萬人患有結核病，
且有 140 萬人死於肺結核。從地理
分佈看，大多數結核病病例發生在
東南亞 (44%)，非洲 (25%) 和西太平
洋 (18%)，這些地區佔全球總數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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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上[2]。因此，減少結核病發病
率和減少結核病死亡人數為世界衛生
組織「終結結核病戰略」的目標。
目前預防結核病的方法為注射卡介
苗 (Bacillus Calmette-Guerin, BCG)，
BCG 疫苗是由減毒活牛結核分枝桿
菌 (Mycobacterium bovis) 製備而成。
在兒童時期接種時，可提供約 15 年
的保護期，但這種免疫力在成年後會
逐漸減弱；目前北京菌株是許多成人
感染結核病的主因，顯示 BCG 疫苗
不再能抵抗新出現的北京菌株[1]。
且卡介苗的保護效果差異很大，從 0
到 88% [4-6]；此外，廣泛應用 BCG
疫苗數十年的國家，如印度和中國，
結核病的盛行率並沒有因為 BCG 疫
苗的使用而下降[2]。基於這些流行
病學證據，BCG 疫苗似乎隨著時間
的流逝失去了保護作用。因此目前迫
切需要開發新型疫苗預防結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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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以重組蛋白 (Recombinant
protein) 技術改良 BCG 疫苗 (rBCG)
加入可誘發 T 細胞反應的結核桿菌
蛋白 Ag85B (Antigen 85 complex B,
Ag85B) 與 CFP-10 (Culture filtrate
protein 10, CFP-10) 蛋白製成 rBCG1
和包含前兩者並加上人類介白素-12
(Interleukin-12, IL-12) 作為加強免疫
反應製成 rBCG2；並同時與 BCG
疫苗給予小鼠接種後，感染結核菌
H37Ra 菌株。再評估三種疫苗與不給
與疫苗組別的個別功效。本研究評估
的功效包括免疫細胞的反應、細胞激
素釋放的狀態以及對結核菌的長期保
護。

rBCG1 和 rBCG2 疫苗可保護小
鼠抵抗結核分枝桿菌 H37Ra 菌株
這項調查中我們於第 0 週和第 2
週給予小鼠皮下接種 BCG、rBCG1
和 rBCG2 疫苗，於第 4 週以靜脈注
射感染結核菌 H37Ra。分別在第 2、
8、12、20 週犧牲小鼠，採血，取出
臟器做試驗評估疫苗的保護力。在
疫苗接種第 2 週 (結核菌 H37Ra 感染
前)，肺部無免疫細胞浸潤跡象 (圖一
B 和 C)。在疫苗接種後第 8 週，結
核菌量生長測試顯示 PBS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對照組和接種 BCG、
rBCG1 和 rBCG2 疫苗的組別相比，
肺臟中有較高的結核菌量 (圖一A)，
且在第 12 週時，PBS 對照中的結核
菌量仍很高 (圖一A)；肺臟病理切片

顯示 PBS 對照組的肺臟發炎比疫苗
接種組更嚴重 (圖一B 和 C)。雖在 12
週時 BCG、rBCG1 和 rBCG2 組中細
菌量較低 (圖一A)，但是 12 週的肺
臟病理結果顯示 PBS 和 BCG 組別的
細胞浸潤病變還很明顯，而 rBCG1
和 rBCG2 組的病變則幾乎快消失了
(圖一B 和 C)。特別是在 20 週肺臟結
核菌生長的菌落數量上，BCG 疫苗
和 PBS 控制組相差無異，而 rBCG1
和 rBCG2 仍抑制結核菌生長 (圖一
A)；同時在 20 週肺臟病理結果顯示
給予 rBCG1 和 rBCG2 疫苗的小鼠肺
臟淋巴細胞浸潤與給予 BCG 相比顯
著減少 (圖一B 和 C)。因此，這些結
果顯示 rBCG1 和 rBCG2 疫苗可在早
期保護小鼠避免結核菌感染擴大。

rBCG1 和 rBCG2 疫苗在 SCID
小鼠以及 C57BL/6 野生型小鼠中
都是安全的
此外研究團隊測試 rBCG1 和
rBCG2 疫苗的安全性，於免疫缺陷
(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SCID) 和 C57BL/6 野生型小鼠在第
0 周和第 2 週皮下注射了相同劑量的
BCG 和 rBCG 疫苗。每週記錄一次
小鼠體重，直到第 40 週或更早的人
道終點為止。SCID 和野生型小鼠接
種疫苗後均未顯示任何不利的體徵。
兩組的體重每週略有增加，但兩組
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 (圖二B 和 D)。
從第 21 週開始，基於人道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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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重組 BCG 疫苗 rBCG1 和 rBCG2 對小鼠感染結核菌 H37Ra 的保護作用
在 8, 12 和 2 0週 H37Ra 細菌於 PBS, BCG, rBCG1 和 rBCG2 各組小鼠肺臟中的
(A) 細菌量 (B) 和肺臟的病理切片 (C) 以及病理判讀分數。*：p 值 < 0.05；**：p 值 <
0.01；***：p 值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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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在免疫缺陷和免疫健全的小鼠中測試 rBCG 疫苗的安全性
於第 0 週和第 2 週在小鼠皮下注射 PBS, BCG, rBCG1 和 rBCG2 後觀測 40 週 (A) 免
疫缺陷小鼠的生存率，(B) 體重變化和 (C) 免疫建全小鼠的生存率，(D) 體重變化。
ns：統計不顯著。

BCG、rBCG1 和 rBCG2 組中的各一
隻 SCID 小鼠實施安樂死，但 PBS 組
(圖二A) 或任何野生型小鼠 (圖二C)
均無死亡。顯示即使在免疫缺陷的個
體中，rBCG1 和 rBCG2 疫苗也是安
全的。

BCG、rBCG1 和 rBCG2 疫苗接
種後，能增加小鼠肺臟中 Th1 細
胞激素的 mRNA 表達
接下來，我們使用定量 PCR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 檢查肺中細胞激素的
表達，以確定 rBCG 疫苗是否會刺
激輔助 T 細胞 Th (T helper cells, Th)
1 的細胞激素產生。在 H37Ra 感染
前後，於第 2、8、12 和 20 週，從
PBS 對照組和疫苗接種組的肺臟中
抽取 RNA (Ribonucleic acid, RNA)，
並進行 qPCR 去檢測肺組織中細胞
激素的基因表達。與 PBS 對照組
相比，BCG、rBCG1 和 rBCG2 組
別的 TNF-α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TNF-α)、IFN-γ (Interferongamma, IFN-γ) (第 2 周) 和 M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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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
1, MCP-1) (第 8 週) 均升高 (圖三
A~C)，這些細胞激素是 Th1 誘導的
免疫反應。在第 12 周和第 20 週，所
有組別的 TNF-α、IFN-γ和 MCP-1
均降低 (圖三A~C)。推測這現象反應
了結核菌清除後，Th-1 的細胞激素
停止產生並且恢復到正常的水平。相
較之下在第 2~8 週時，與 rBCG1 和
rBCG2 組別相比，PBS 和 BCG 組別
中感染的免疫細胞表現的 IFN-α1，
IFN-β1 和 IDO-1 (Indoleamine 2,
3-dioxygenase 1, IDO-1) 的量更高 (圖
三D~F)。而細胞激素 IL-1β，IL-4，
IL-6，IL-10，IL-12，IL-17 和 IDO-

圖三

2 在所有組別中均未改變或無法檢測
到 (數據未顯示)。這些結果顯示，
rBCG1 和 rBCG2 可以在早期誘導宿
主 Th1免疫反應，以清除結核菌。

BCG、rBCG1 和 rBCG2 疫苗
接種後，巨噬細胞、Th1 細胞和
Th17 細胞為主要的免疫細胞
為了瞭解疫苗接種對於細
胞免疫的影響，使用流式細胞儀
(Fluorescence-activated cell sorting,
FACS) 去分析小鼠肺臟組織中的免疫
細胞族群。在 H37Ra 感染前後，於
第 2、8、12 和 20 週，從小鼠肺臟中

接種 rBCG1 或 rBCG2 疫苗後在小鼠肺中表達的 Th1 細胞激素狀態
C57BL/6 小鼠在第 0 和 2 週接種 PBS, BCG, rBCG1 和 rBCG2 疫苗，於第 4 週感染
H37Ra。分別在第 2, 8, 12 和 20 週犧牲小鼠取其肺臟抽取 RNA，用 qPCR 分析 (A)
TNF-α, (B) IFN-γ, (C) MCP-1, (D) IFN-α1, (E) IFN-β1, 和 (F) IDO-1 細胞激素表
達量。*：p 值 < 0.05；**：p 值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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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出細胞。在進行細胞表面標記和
細胞內染色後，以 FACS 分析免疫細
胞群。結果發現在第 2 週，所有免疫
細胞數量都非常低，四組之間沒有差
異 (圖四B，D，F，H)。但在第 8 週
(即 H37Ra 感染後 4 週)，與 PBS 對
照和 BCG 組相比，rBCG1 和 rBCG2
組別的巨噬細胞數量 (F4/80+ 細胞)
卻顯著增加 (圖四A 和 B)。而在 2 週

圖四

時，所有組別中都有少許自然殺手
(Nature killer cells, NK) 細胞 (CD49b+
細胞) 和常駐巨噬細胞 (數據未顯
示)。雖在所有 BCG 疫苗接種組中
發現 IFN-γ+T 細胞 (圖四C 和 D) 和
IL-17A+T 細胞 (圖四G 和 H) 的持續
增加 (但 IL-4+T 細胞則沒有持續上
升，圖四E 和 F)，而在第 8~12 週時
rBCG1 和 rBCG2 組別中，IFN-γ+T

接種 BCG、rBCG1 或 rBCG2 疫苗的小鼠感染結核菌產生的先天和後天免疫細胞族群
分析
C57BL/6 小鼠在第 0 和 2 週接種 PBS, BCG, rBCG1 和 rBCG2 疫苗，於第 4 週感染
H37Ra。分別在第 2, 8, 12 和 20 週犧牲小鼠取其肺臟均質分離成單顆細胞，用 FACS
分析免疫細胞族群。(A) 8 週時各組小鼠肺臟中 CD49b+ 和 F4/80+ 的免疫細胞，(B)
量化各組小鼠在第 2, 8, 12 和 20 週肺臟中 F4/80+ 的巨噬細胞，(C) 12 週各組小鼠肺
臟中 IFN-γ+ 的免疫細胞和 (D) 2~20 週的趨勢變化，(E) 12 週各組小鼠肺臟中 IL-4+
的免疫細胞和 (F) 2~20 週的趨勢變化；(G) 8 週各組小鼠肺臟中 IL-17A+ 的免疫細胞
和 (H) 2~20 週的趨勢變化。***：p 值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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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和 IL-17A+T 細胞有略多一點的
趨勢。因此這些結果顯示與 BCG 相
比，接種 rBCG1 和 rBCG2 疫苗的小
鼠所誘導的細胞免疫更高。

在 rBCG1 和 rBCG2 疫苗接種
後，MCP-1 是血清中主要產生的
細胞激素
使用多種細胞激素檢測試劑組
(multiple cytokine inﬂammation kit, BD
Biosciences) 去測量血清和組織 (肺和
脾臟) 的發炎性細胞激素產量。測量
的細胞激素包括 TNF-α，IFN-γ，
IL-6，IL-10，IL-12 和 MCP-1。在
組織培養上清液中並未測得細胞激

圖五

素 (數據未顯示)，因為它們低於檢測
極限。但有趣的是，在血清檢體中
MCP-1 是唯一檢測到的細胞激素。
並且在第 2 週和第 8 週，接種 rBCG1
和 rBCG2 疫苗的小鼠血清中，MCP1 就已開始升高 (圖五)。雖 PBS 對照
組和 BCG 組別的 MCP-1 從第 8 週也
開始增加並持續到第 12 週 (在第 20
週所有組別均下降)，但在第 2~8 週
rBCG1 和 rBCG2 組別中的 MCP-1 升
高與肺部結核菌減少 (圖一A) 和巨噬
細胞數量增加 (圖四A 和 B) 同時發
生。此結果也反應 rBCG1 與 rBCG2
能在感染初期控制肺部結核菌數量可
能和巨噬細胞有關。

在接種重組 BCG 疫苗初期，能增加血清中的 MCP-1 濃度
C57BL/6 小鼠在第 0 和 2 週接種 PBS, BCG, rBCG1 和 rBCG2 疫苗，於第 4 週感染
H37Ra。在第 2, 8, 12 和 20 週小鼠血清中 MCP-1 的濃度變化。**：p 值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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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噬細胞是結核菌感染初期參與
免疫反應的關鍵細胞
根據 rBCG1 和 rBCG2 疫苗接種
後，肺部 Th1 的細胞激素上升 (圖三
A~C) 和血清中 MCP-1 的增加 (圖五)
以及肺臟內巨噬細胞數量變多 (圖四
A 和 B)，推測巨噬細胞功能顯然對
結核菌感染的免疫反應至關重要，為
了評估巨噬細胞在感染早期的作用。

圖六

研究團隊在疫苗接種和結核菌感染前
後，每週從氣管給予脂質體載運的氯
膦酸鹽 (clodronate) 來剔除肺部巨噬
細胞 (圖六A)。8 週後，計算各組之
間的細菌量。結果每個疫苗接種組的
細菌量與 PBS 組相比無顯著差異 (圖
六B)。此結果顯示巨噬細胞是早期參
與免疫反應針對結核菌感染的主要保
護細胞。巨噬細胞消耗後，它們不再
受到疫苗的保護。

巨噬細胞對於預防結核菌感染扮演重要角色
C57BL/6 小鼠在第 0 和 2 週接種 PBS, BCG, rBCG1 和 rBCG2 疫苗，於第 4 週感染
H37Ra。每週從氣管給予 clodronate 剔除肺部巨噬細胞，8 週後犧牲小鼠取其肺臟均
質液培養，觀察各組 H37Ra 細菌量。ns：統計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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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 rBCG1 和 rBCG2 疫苗能
增加小鼠肺臟中的巨噬細胞分化
為殺菌力強的M1表現型
因巨噬細胞能適應疾病微環境
並分化成不同的功能的表現型。例
如，M1 巨噬細胞可表現較高的發炎
激素，並有強大的殺菌能力。相反，
M2 巨噬細胞參與寄生蟲的清除，
組織重塑和免疫調節[7]。所以推測
rBCG1 和 rBCG2 增強了 M1 巨噬細
胞清除病菌的能力。研究團隊以免疫
組織染色，分別染誘導型一氧化氮合
成酶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圖七

iNOS，M1 巨噬細胞標誌物) 和甘露
糖受體 (Mannose receptor, MR，M2
巨噬細胞標誌物) 於第 8 週的肺臟切
片去比較各組中 M1 與 M2 巨噬細胞
的數量，因為此時間點肺臟含有最
多的巨噬細胞數和在血清中的 MCP1 產量最高。結果顯示在 rBCG1 和
rBCG2 組別中，iNOS 的表現升高
(圖七A 和 B)。MR 在所有組別的表
達均相似 (圖七A 和 B)。這些結果顯
示在所測試的疫苗中，rBCG2 誘導的
M1 巨噬細胞數量增加最多，以清除
肺部細菌進而在病程後期減低嚴重免
疫反應造成的肺臟損傷。

接種rBCG1或rBCG2的小鼠肺臟切片中分化為M1巨噬細胞的數量增加
C57BL/6小鼠在第0和2週接種PBS, BCG, rBCG1和rBCG2疫苗，於第4週感染
H37Ra。8週時犧牲各組小鼠取其肺臟做免疫組織染色，分別染(A)iNOS和MR
(CD206)，(B)量化肺臟免疫組織染色M1 (iNOS)，M2 (MR)細胞數量和M1/M2的比
值。*：p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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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Ag85B 和 CFP-10 是研究透徹的
結核菌抗原，可強烈誘導宿主產生
IFN-γ並增強 T 細胞增殖[8]。兩種
蛋白質均被認為是結核病的良好候選
疫苗。值得注意的是，IL-12 在誘導
細胞免疫上扮演重要角色，可透過活
化 T 細胞和 NK 細胞進而對抗感染。
最近的研究發現，IL-12 可以在細胞
內感染期間有效活化巨噬細胞，這
種活化作用主要是透過其對巨噬細胞
IFN-γ釋放的影響所導致的[9]。因
此，本研究以結核分枝桿菌特異性抗
原 Ag85B 和 CFP-10 與人類 IL-12 結
合並建構了 rBCG2 疫苗。在之前的
研究中，透過使用 ex vivo (離體) 方
式，將疫苗接種後的小鼠脾臟細胞與
小鼠骨髓衍生的巨噬細胞共同培養以
測量結核菌的存活能力，來測試保護
效果[10]。結果顯示與 BCG 相比，
rBCG2 疫苗對於結核菌感染提供更
好的免疫反應[10]。在本研究中，接
種 rBCG1 和 rBCG2 疫苗後小鼠肺組
織中 TNF-α、IFN-γ和 MCP-1 的
mRNA 表現上升並且增加肺臟中巨噬
細胞、IFN-γ+細胞和 IL-17+ 細胞的
數量，進一步支持了這兩種候選疫苗
的免疫保護力。當感染發生時，因應
感染產生的 MCP-1 可將單核細胞，
樹突細胞和 T 細胞聚集到引起發炎的
感染部位。很重要的是，在疫苗接種
初期 MCP-1 是 rBCG1 和 rBCG2 在小
鼠血清中唯一可檢測到的細胞激素。
儘管在 8 週時 PBS 對照組中 MCP-

1 的表達也增加，但這是在自然感染
過程中是可以預期的現象。這些結
果也與我們發現 rBCG1 和 rBCG2 疫
苗接種後肺組織巨噬細胞增加的發
現吻合。因此，與 BCG 疫苗相比，
接種 rBCG1 和 rBCG2 疫苗後主要能
在病程早期藉由增加宿主巨噬細胞
控制結核菌感染，並快速降低肺臟
中免疫細胞浸潤的病變。此外，以
clodronate 來剔除肺泡巨噬細胞後，
所有疫苗接種組肺臟的結核菌生長量
顯著增加，這證明了巨噬細胞在結核
菌感染早期的保護作用很重要。此
外，與 PBS 對照組和 BCG 組相比，
在 rBCG1 和 rBCG2 組別中還發現了
更多殺菌力強的 M1 巨噬細胞。這個
發現支持我們的論點，即先天免疫對
結核菌感染初期扮演著比以往認為更
重要的作用。但仍需 M1 巨噬細胞功
能性實驗進一步證明其作用。最近的
研究發現，免疫記憶不再是後天免疫
特有的現象，先天免疫的細胞在感染
或接種疫苗後可表現出長期的免疫活
化作用，稱為「訓練免疫」(trained
immunity)。在疫苗產生的免疫作用
中，受過訓練的免疫 (尤其是涉及巨
噬細胞的免疫) 可能比後天免疫的 T
細胞發揮更重要的作用[11-13]，可為
疫苗開發創造新的前景。若能同時活
化先天免疫和後天免疫則可提供更好
且長期的保護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顯示
我們的 rBCG 疫苗在 SCID 小鼠中也
是安全的，還能在免疫健全的小鼠中
增加分化成 M1 表現型的巨噬細胞數
感染控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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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為了進一步驗證疫苗的有效性，
之後應進一步用毒性較強的結核菌株
(例如：普遍流行的北京株) 建立動物
模型，結合保護力試驗加以驗證。總
而言之，我們的結果表明，rBCG1 和
rBCG2 可能是預防結核病的良好候
選疫苗。

結

語

在本研究中，在感染初期階
段 (第 8~12 週)，所有三種測試疫
苗 (BCG，rBCG1 和 rBCG2) 均抑制
結核菌 H37Ra 的生長。但是在第 20
週時，BCG 組別的細菌量反彈並增
加。相反地，rBCG1 和 rBCG2 組別
中的細菌量仍然很低。如果將小鼠
年齡轉換為人類年齡，本研究中的
BCG 疫苗保護期 (鼠齡 20 週) 將相
當於 15~20 年；這一發現與先前對
人類接種卡介苗的流行病學研究一
致[4]。因此，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
與 BCG 相比，rBCG1 和 rBCG2 可以
針對結核病提供更有效和更長的保護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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