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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摘要  
中文摘要: 

 
本計劃的研究目的是，利用基因重組的技術，研發安全有效的次單元疫苗，來對

抗新型的流感病毒，選定的疫苗候選目標有三個，一是 H5流感病毒表面抗原中
血球凝集素(HA; hemagglutinin)的 N端部分，即 HA1；二是在各個亞型中幾乎相
同的 M2表面抗原，我們取露出病毒表面的序列，稱為 NtM2；將 NtM2和第三
個候選目標，全長之核蛋白 (NP; nucleoprotein)融合一起形成融合抗原
(NtM2-NP)。同時，希望透過新型高分子疫苗緩釋劑之研發，來增強次單元疫苗
的效力。在抗原免疫反應的測試方面，由大腸桿菌系統得到的重組抗原 NtM2-NP 
(rNtM2-NP)，有中和 H5病毒的活性；此外，我們也發現此血清有抑制 H5病毒
凝血的活性，有關抑制凝血現象的機制，仍需更進一步的研究；我們也用大腸桿

菌系統由包涵體(inclusion body)中得到純化的 rHA1，製備 HA1的抗體。在製備
rHA1時，我們成功地將 HA1變成水溶性狀(soluble form)，稱為 rHA1s。此 rHA1s
可被HA中和性的單株抗體辨識，然而，非水溶性的 rHA1及用化學合成 HA1的
peptide，則無法被此中和性的單株抗體辨識，此發現有可能突破了以往認為無法
由大腸桿菌系統，生產流感疫苗的認知。佐劑方面，也有初步的結果，我們已合

成了兩團聯共聚物 poly(ethylene glycol)- poly(lactide-co-ε-caprolactone) (PELC)，
也以白蛋白(ovalbumin)進行了小鼠實驗，所產生的抗體力價為無佐劑的十倍。從
初步實驗看來，我們達成了當初定下的進度及目標，本計劃所選定的疫苗候選抗

原，均有機會能應用在改進目前流感的疫苗上；(1)rNtM2-NP與不活化病毒一起
注射，希望能增加疫苗效果的廣度，使之不僅能對抗設定的病毒株，更能對抗抗

原漂移(antigenic drift)及抗原轉移(antigenic shift)的病毒株。(2)rHA1s

可以被HA中和性的單株抗體辨識，表示只表達部分HA的流感抗原，有機會成為

安全有效且成本較低的新一代疫苗。(3) 以白蛋白進行了高分子緩釋佐劑的效

果，在小鼠實驗中，能提高抗體的反應，接下來希望用在流感的抗原上，並研究

不同路徑的免疫方式，如鼻腔及經皮投予劑型的開發，希望有高抗體的反應的效

果。未來本計畫希望可以安排在家禽上，以病毒試驗其保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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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摘要  

英文摘要: 

 

The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o develop a safety and effective recombinant subunit 
vaccine against pandemic influenza virus. The selected targets are the N-terminal part 
of hemagglutinin i.e.HA1, the ectodomain of M2 proton channel (NtM2), and the 
full-length neucleoprotein fused with the NtM2 (NtM2-NP).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mmunogenicity of recombinant subunit antigens, we also want to develop a diblock 
co-polymer to test the adjuvant and controlled-release effects. From the preliminary 
data in mice, after immunized with recombinant NtM2-NP (rNtM2-NP), we observed 
that the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gainst H5N1 virus have been induced. These results 
coincide with our design and expectation. Also, the mouse sera showed to be capable 
inhibiting the activities of H5N1 virus hemagglutinin. We need further studies to 
figure out this surprising result. To facilitate the project, we have purified the 
recombinant HA1 (rHA1) from the inclusion body of E. coli expression system. 
During the purification stage, we had found a condition to get the aggregated form of 
rHA1 become soluble form (rHA1s). Moreover, rHA1s could be recognized by H5N1 
specific neutralizing monoclonal antibodies but the aggregated form and peptides of 
HA1 wouldn’t. In the controlled-release vaccine delivery system study, the ovalbumin 
(OVA) was used as a model system to test the effect of a novel synthesized polymer, 
poly (ethylene glycol)-poly(lactide-co-ε- caprolactone) (PELC). Ovalbumin 
formulated with PELC was found to be capable of inducing higher anti-OVA 
antibodies titers that were around 10 folds higher than those obtained from OVA alone. 
Thus far, the results mentioned above had demonstrated that we had achieved the 
defined milestones. We plan to study (1) to determine whether those universal 
antibodies to against the antigenic drift and shift strains could be induced by 
co-immunizing the rNtM2-NP with inactivated virus. (2)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rHA1s can be the new generation recombinant vaccine. (3) To demonstrate the 
potency of the novel delivery system, our recombinant antigens intend to be 
formulated with PELC by studied the immunogenicity in mice. We also plan a 
challenge test in poultry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vaccine candi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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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 

前言 

 
新型流感已成為全球關切重要的課題，世界衛生組織(WHO)不斷地發出警告，

呼籲全球各國重視，可能到來的新型流感，世界衛生組織預估若爆發流感大流

行，全球將有二至七百萬人死亡，將重創全球經濟[1]。根據過去三次大流行

(1918、1957與 1968年)的研究顯示，流感病毒在 6個月時間內即散播世界各大

洲，並造成嚴重全球疫情。有鑑於流感病毒對人類的威脅，歐洲(英國等 11國)、

美洲(美加 2國)、亞洲(日本等)、大洋洲(澳洲等)、非洲(南非)的多個國家陸續自

1997年起，針對個別特性制訂因應全球大流行防治計畫。根據美國 CDC之模擬，

估算我國可能 530萬人感染，7萬多人住院，1萬 4千多人死亡[1]。先不論此數

字的估算是否準確，確定的是新型流感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恐怕遠超過 2003

年 SARS的衝擊。因此，衛生署於今年(2005年)八月初也公佈了”我國因應流感

大流行之準備計畫”，來因應此次新型流感的威脅[2]，今年衛生署在立法院的施

政報告中，也明確地指出要建構醫藥產業優勢環境，提升生技產業之競爭力，推

動「流感疫苗研究發展計畫」[3]。所以，無論是台灣或是世界各國，均嚴陣以

待可能發生的新型流感且積極鼓勵流感疫苗研究發展計畫。依據世界衛生組織新

的分級制度[4]，目前正進入「流行警告期」，即第三期人類已感染新型流感亞型

的階段，因此流感相關研究之推動，已經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本計劃最主要的中心想法就是，研發出一種在生產及接種上，都非常安全的疫

苗。而利用重組 DNA的技術，來研發新型流感的重組次單元疫苗，即具有此特

性。除了安全的優點外，以這種方式生產的疫苗，不僅不會受限於蛋胚的供應問

題且造福對蛋過敏，無法施打目前去活性流感疫苗的人。有關次單元流感病毒的

研發，HA也是疫苗研發的首選目標。HA全長約 540個胺基酸，未被酵素切開

前稱為 HA0，HA0 被切開成 HA1及 HA2 後，才具感染力，因此，HA1 區域則

是 HA蛋白質與細胞接受器結合區及能產生中和性抗體的區域。有關在 HA1上

細胞接受器結合區是透過及能產生中和性抗體的區域已被研究很久，在不同的亞

型其中和性抗體的區域，可以透過序列比對及 3D 立體結構來觀察可能的位置

[5]。Douglos等人(目前稱為 protein sciences公司)在 1995年至 1997年，用由昆

蟲細胞/ 桿狀病毒表達系統，得到純化 H3的 HA0抗原，並進入臨床實驗階段。

在健康的人身上接種重組的 HA0後，試驗者的血清，利用血球凝集抑制法大都

可以測到活性，也有中和性抗體的產生，若接種 HA0的量為 90毫克則和已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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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的去活化疫苗，效果差不多。此重組 HA0在健康成人上接種後，發現在一

般流感流行的季節有較高的保護效力[6]。此外，若能將重組 HA0的劑量提高至

135毫克則在年輕成人上(<45歲)，有較佳的效果，年紀大的長者(>65歲)，則不

明顯[7]。不只接種後的成人能產生 B細胞的反應，也誘發了毒殺性 T細胞的活

性[8]。在 2001年他們用 1997年香港的病毒株，得到 H5N1亞型的 HA0並進行

臨床實驗，發現起始時，用較高量的抗原時(90毫克)，可以引發較高量的中和性

抗體；而用較高量的抗原(90毫克)誘導時，可以引發較好的 B細胞反應；然而，

起始與誘導的間隔對中和性抗體的量，並無顯著的影響[9]。Brett 等人用桿狀病

毒系統純化的 HA及 NA和去活化疫苗減毒疫苗，在小鼠上做比較，發現純化的

抗原，在血球凝集抑制(HI)以及神經胺酸酶抑制(NI)的活性上，和去活化疫苗減

毒疫苗效果差不多，相同地，無論何種形式的抗原，均可保護小鼠預防相同亞種

病毒的挑戰，但當受到不同亞種病毒的挑戰時，則無法保護小鼠[10]。 

 

以 HA為目標，利用大腸桿菌系統的研究，主要以 HA1的片段為主，Li等人利

用不同中和性抗體的結合表位片段，將其連結做成融合抗原。小鼠注射純化的融

合抗原後，血清反應有 HI的活性；也能有效地抑制溶菌斑(plaque)的形成[11]。

Jeon由大腸桿菌系統，純化 HA1球狀的片段，可以引發 B細胞及 T細胞的反應，

但以 DNA初始，隨後以純化抗原做誘導的結果，無法保護小鼠抵抗病毒的挑戰

[12]。 

 

目前市面上以純化的 HA當疫苗，主要是 Chiron公司所生產的 Fluad. 不過 Fluad

仍是先利用蛋胚來生產病毒，然後再從去活化的病毒中，純化出次單元的抗原

來。因此，仍有受限於蛋胚的缺點，此外，Chiron 公司發展出的佐劑更是幫助

此疫苗成功的関鍵[13]。ID biomedical 和 protein sciences 公司，也積極地利用

H3亞型的重組 HA0，來試驗新的佐劑配方及新的傳遞方式，結果均能提高抗體

的反應[14]及 HI的活性[15]。所以，找尋新配方的相關研究，對重組次單元抗原

而言也是重要的課題。利用生物可吸收式高分子材料包覆生物分子 (藥物、蛋白

質或疫苗抗原) 之微膠囊 (microspheres) 化技術，目前已被廣泛研究[16-19]。在

疫苗遞送技術方面，此技術與其他微粒載體型佐劑最重要之目標，在於微膠囊化

與釋放階段能有效穩定與遞送疫苗抗原至抗原表現細胞群 (antigen-presenting 

cells, APCs) 。包覆過後的抗原，在體內可經由擴散 (diffusion) 而緩慢地釋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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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並經由高分子基材之降解 (degradation) 而在不同的時間釋出抗原，如此能

經由一次接種，同時提供人體免疫細胞的初始與誘導刺激，減少接種次數 [19]。 

 

本計劃研究的主要目的，希望利用基因重組的技術以及新型的生物可吸收式基

材，研發安全有效的次單元流感疫苗，即不會受限於蛋胚的供應問題，完全符合

防疫工作的需求；重組次單元流感疫苗無論在生產及接種上，都是非常安全的，

更具有穩定人心、避免不必要的恐荒等優點；最後，若疫苗候選抗原能有保護抗

原標移及抗原轉移之病毒株，將是本計劃追求的最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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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 

材料與方法 

 
● 抗原基因之選定及合成。 

1. 利用胺基序列的比對選定的流感抗原，得到不同病毒株一致的序列。
再依據此一致的胺基酸序列，找出 HA1的區域，即可得到 HA1_H5的序
列。再以昆蟲細胞常用的遺傳密碼為主，經由反轉譯的方式，得到胺基酸

序列相同，但在昆蟲細胞有較佳表達的基因。 
2. 根據 HA1_H5的基因序列，分段合成長度 50的引子，前 20個核酸與
前段重疊，後 20個核酸與後段重疊，將全長的基因全部包含在內，共34
個引子。再利用組合式聚合酶連鎖反應( Assembly PCR)的方式，合成整段
基因。 
3. M2胞外區域與核蛋白 (NP)的基因也用相同的方式，得到個別基因後，
再將其融合成重組融合抗原(NtM2-NP)，全長約 1500DNA，共52個引子。 
4. 合成後的基因將由選植的質體，根據表達的系統，進而接入適當的
質體，來表達重組蛋白質。 

 
● 大腸桿菌表達系統  

合成後的基因，接入預先設計好已有純化標記的質體(pET-15b;Novagen)
上。 篩選合適的大腸桿菌植株，來表達重組的蛋白質，將以 BL21(DE3)
系列的植株為主。以 T7 promoter 來控制重組抗原的表達，若為 T7lacO 
promoter 則再增加 IPTG（isopropyl-b-d-thiogalactopyranoside）的量。.將
轉殖成功的大腸桿菌以微量吸管接種到含有適當抗生素的 LB 培養液
中，於 37℃以 200 rpm振盪培養 12~16小時。再以新鮮 LB培養液培養
3~4小時，直到 OD600達到 0.4，加入 IPTG後四小時後以離心沉澱以收
集細胞。 

 
● 昆蟲細胞/ 桿狀病毒表達系統 

1. 合成後的基因接入預先設計好已有訊號序列(signal peptide)及純化標記
的質體上，以 PBAC9(Novagen)質體為主，將接好基因的質體和線性桿狀
病毒，進行同源重組；培養的成分為 Lipofectin, 2 µl; Recombinant 
plasmid (1 µg/µl), 1 µl; Linear viral DNA, 1 µl; Serum-free medium 46 
µl，進而得到重組的桿狀病毒。 
2.將重組的病毒，在昆蟲細胞 (Sf9/Sf21) 中表達。以 TC-100 or Grace's 
media + 10% FBS + supplements.來培養 Sf9；以 High-Five細胞培養液/25 
mg/ml gentamicin (Sigma) 來作感染產生重組抗原。 
3. 由於含有訊號序列，因此可以在細胞培養液中，得到重組抗原，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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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的 HA1無法用純化標記來純化重組抗原，因此我們以傳統的方式，
純化重組抗原。 
 

● 純化重組抗原 
1. 昆蟲細胞/ 桿狀病毒表達系統，需收集細胞的培養液，離心、過濾後
的方式，得到純化的起始物，隨後以液相層析法來純化重組抗原。 
2. 利用高壓均質機打破細胞，再用離心、過濾後的方式，得到純化的起
始物，隨後以液相層析法來純化重組抗原。 
3. 液相層析法: 以 pharmacia AKTA  explorer/prime系統，. 以金屬離
子 吸 附 性 層 析 管 柱  (IMAC ， Immobilized Metal ion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的原理方式，以不同濃度的 imidazole，來達到純化的目
的。 
4. 由於桿狀細胞表達系統無法以親和力方式純化，因此改用離子交換樹
酯及疏水性樹酯之液相層析法來純化重組抗原。 

 
● 純化後抗原之檢驗 

1. 蛋白質濃度之測定 
取樣品及 Bovine Serum Albumin之標準液 50 ul，至入 96孔微量盤中，加
入 Bradford reagent 150 ul，震盪30秒，於波長 595nm測定其吸光值。 
2. 蛋白質電泳 
純化之樣品以 12.5 ％梯度的正十二烷硫酸鈉－聚丙烯醯胺膠體，在定電
壓 150伏特之下做電泳分離 90－120分鐘，之後以銀染色方式分析蛋白質
電泳的情況。 
3. 西方點墨沾漬法 
純化之樣品經過蛋白質電泳後，利用 Semi－phor 半乾式轉移槽，將蛋白
質樣品由膠體轉移至硝酸纖維膜上，加入 5％脫脂奶粉溶液於纖維膜上，
震盪30分鐘後以0.1％Tween80/PBS清洗之後加入經過適當稀釋的商品化
單株抗體於纖維膜上，在 37oC保溫箱中作用 3小時，以 0.1％Tween80/PBS
清洗三次來清除未結合之抗體。加入適當稀釋之 AP－conjugated goat anti
－mouse IgG抗體，在 37oC保溫箱中作用 1小時，以 0.1％Tween80/PBS
清洗三次來清除未結合之抗體。將 BCIP/NBT溶於 10mL水中後置於纖維
膜上，震盪 5－10分鐘，待其呈色後以去離子水洗淨纖維膜上，並觀察染
色情形。 
4. LC/MS 液相層析質譜儀分析 
利用 LC/MS(Agilent 1100 series, LC/MSD Trap XCP)來鑑定純化之抗原，
以直接進樣 HPLC，用 Reverse Phase的管柱以 acetonitrile (ACN)當梯度，
formic acid維持 pH值；得到的圖譜，可用 deconvolution的方式，來計算
分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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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免疫: 

用分不同劑量的已去掉內毒素(endotoxin)重組抗原 35 微克的重組抗原來

引發最大的免疫反應，與不完全佐劑（incomplete Freund’s adjuvant）或是

Montaide ISA-51進行乳化作用，在小鼠皮下進行免疫作用。在第二週與

第四週小鼠皮下注射相同劑量的追加物（booster）。第一次初始後，每兩

週收集血液一次進行免疫分析。  

 

● 免疫分析（immunoassay） 

利用酵素免疫分析法去看在血清中含有凝集蛋白或是胜肽專一性抗體。將

不活化病毒稀釋在 0.1M 碳酸塩緩衝液，其濃度為 10µg/ml 在 96 孔平盤

中，每個孔放入 50 l將胜肽或蛋白質固定在盤子上，放置於 4℃冰箱，

作用至隔天早上。用 PBST將多餘的蛋白質或胜肽洗掉，共洗兩次。再用

5﹪的脫脂牛奶於 PBS中於室溫作用 2小時，用 PBS/T (PBS/0.05 %tween 

20)清洗四次，加入系列稀釋的血清於室溫下作用 2 小時，清洗六次後，

加入 HRP-conjugated goat anti-mouse 或 anti-monkey的抗體，作用一小時

後，以 ABTS呈色，並於 ELISA測讀偵測 OD405的 吸光值。 

 
● 血球凝集抑制試驗： 

分裝 25 μL PBS至 B~H列的第 1~12孔，分別加 50 μL H1~H15標準抗
血清至 A排各孔，由第 1孔開始進行 25 μL兩倍連續序列稀釋，稀釋之
最後一孔丟棄 25 μL。每孔加入 25 μL 4 HAU病毒或抗原，在室溫感
作 15 分鐘。每孔再加 25 μL 雞紅血球懸浮液，輕微振盪混勻後，靜置
室溫中約 40分鐘，見血球對照孔之血球完全沉降下來即可判讀及記錄。
可以完全沉降。完全凝集之病毒（或抗原）最高稀釋倍數，即代表病毒（或

抗原）之 HA 力價。 

 
● 溶菌斑的形成抑制實驗(inhibition of plaque formation) 

用MDCK(Madin-Darby canine kidney)細胞在 24盤上培養後，將流感病毒
以 DMEM培養液調成 60 PFU(plaque formation unit)，最後體積為 500微
升。34℃培養兩小時後，再以 1% agarose/DMEM 加到培養盤內，等 agarose
凝結後，再加入不含血清的 DMEM；34℃培養72小時後，加入 1%的 crystal 
violet後，即可計算溶菌斑的形成數目。在溶菌斑的形成抑制實驗中，方
法相同，只是須在加入病毒時，將試驗的血清/抗體以連續稀釋的方式，
加到每一孔上，之後計算溶菌斑的形成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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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醚酯團聯共聚物 (polyether-polyester block copolymers) 聚合反應 

  三或二團聯共聚物是模擬生物分子的簡單自組裝 (self-assembling) 系

統。合成 PLA-PEG-PLA 兩性三團聯共聚物，秤取乳酸單體 (lactide, 

Mn=144 g/mol) 與其兩倍重量之聚乙二醇  (polyethylene glycol, PEG, 

Mn=6,000 g/mol) 共約 2克，置入乾燥的 25 mL 圓底反應瓶內，加入 20 

L辛酸亞錫 (stannous octoate) 當催化劑以及 8mL甲苯 (toluene) 作為溶

劑。聚合反應溫度控制在 140 C，反應瓶於氮氣(N2)下磁石連續攪拌並

冷凝回流反應一天後，得到透明產物，待整個反應裝置降至室溫後加入乙

醇洗去未反應物。待共聚物析出後過濾，再置入真空乾燥箱內乾燥至恆

重。若為合成 PEG-PLA兩性兩團聯共聚物，則將聚乙二醇取代成為聚乙

二醇甲基醚  (polyethylene glycol monomethyl ether, mPEG, Mn=5,000 

g/mol)，其餘步驟同三團聯共聚物的合成。而若為合成 PEG/PCL 兩性團

聯共聚物，則將乳酸單體取代成為聚己內酯單體。 

 

● 質子核磁共振光譜(1H-NMR)分析： 

質子核磁共振光譜可測定聚合物結構並計算共聚物中各成份例。秤取高分

子樣品 3~5 mg 溶解於 0.5 ml CDCl3 溶液中。以 TMS (tetramethyl silane)

作內標，室溫下開始進行偵測並記錄分析光譜圖。 

 

● 凝膠層析法(GPC)分析： 
凝膠層析法是用來測定聚合物分子量分佈最好的方法之一。凝膠層析儀以

四氫夫喃(tetrahydrofuran, THF)為移動相，設定儀器溫度為 35 C、流速
為 1 mL/min，先使用單分佈之聚苯乙烯標準品進行分析並製作校正曲線
(calibration curve)，再配製濃度為 3 mg/mL的共聚物溶液，開始進行共聚
物分子量分析，得到合成高分子之數量平均分子量(Mn)與多分佈指數
(polydispersity index, P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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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 

結果 

 

 

疫苗候選抗原基因的設計及合成: 

I.設計合成H5N1的HA1基因: 

(1).依據香港、越南及泰國H5N1病毒株的HA蛋白質序列，由此比對找出一

致(consensus)的序列，我們將此HA1_H5一致序列的HA1部分，當成抗原

基因(圖一)。此HA1_H5一致序列的設計是希望能達到也能對抗抗原漂移

的病毒株。 

(2).依據此HA1_H5一致的序列，利用反轉譯(back-translation)軟體選擇昆

蟲細胞常用的密碼(common used codon)，將HA1_H5胺基酸序列反轉譯成

HA1_H5的 DNA序列；接下來設計小片段正向(forward)及反向(reverse)

的引子(primer)，相鄰正向與反向引子間，有二十個DNA是重疊的，其詳

細設計情形如圖二所示。 

(3).圖三(a)是組合式PCR方法的示意圖，將設計完成的引子，利用第一次接

合反應形成模板，再用一次反應放大基因。利用組合式PCR的方法，我們

成功地合成了HA1_H5基因(圖三(b))，約1000個去氧核醣核酸。 

(4).由 PCR放大得到的產物，接到載體(vector)上，做 DNA定序。定序後的結

果，再和原先設計的序列進行比對，結果我們由 clone 序號

HA1_H5#56050-06成功地得到 HA1_H5的基因(圖五)。 

 

II. 設計合成NtM2-N的基因: 

(1) 將M2蛋白質的細胞外區域(ectodomain)，比對後一致的序列和流感病毒

的核蛋白(nucleoprotein)一致的序列，形成融合抗原NtM2-NP的蛋白質序

列，選擇大腸桿菌常用的密碼，利用反轉譯將NtM2-NP的胺基酸序列變成

的DNA序列；接下來設計小片段正向及反向的引子，相鄰正向與反向引子

間，有二十個DNA是重疊的，其詳細設計情形如圖五所示。 

(2) 利用組合式 PCR的方法，我們成功地合成了 NtM2-NP基因，約 1600個

去氧核醣核酸(圖六)。 

(3). 將此 clone去定序，再將定序後的結果和原先設計的序列進行比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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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成功地得到 NtM2-NP的基因(圖七)。 

 

III. 將合成的基因接入要表達的質體: 

(1)將 HA1_H5 接入 Bacmid 中，以便接下來利用線性之桿狀病毒與 Bacmid 上

的 HA1_H5基因做重組，得到重組的桿狀病毒，未來再用重組的桿狀病毒

來感染昆蟲細胞，來得到 HA1_H5 之重組抗原。目前已成功地將 HA1_H5

基因接入 Bacmid 中(圖八)。此外，我們也將HA1_H5基因接入可在大腸桿

菌表達的質體。 

(2)將 NtM2-NP 接入可在大腸桿菌表達重組蛋白質的載體中，未來再轉形至大

腸桿菌表達 NtM2-NP 之重組抗原。目前已成功地將 NtM2-NP 基因，接入

表達重組蛋白質的載體中(圖九)。 

 

 

疫苗候選抗原的表達及純化: 

 

I. 以桿狀病毒系統表達重組之H5_HA1 

 

(1)得到含H5_HA1抗原基因的重組桿狀病毒株。 

我們利用含有報導蛋白質(eGFP)的 bacmid，因此可以在螢光顯微鏡下觀察，我

們得到的桿狀病毒是否是重組的桿狀病毒，由圖十 a 圖可以知道我們得到

的是重組的桿狀病毒。接下來我們想進一步確認，昆蟲細胞感染了重組的

桿狀病毒後，不只有報導蛋白質的表現，更需要有H5_HA1重組蛋白質的表

現，圖十 b圖是用 SDS-PAGE及西方墨點轉漬法，來分析培養昆蟲細胞後

的培養液，由結果可知在實驗組，我們可以偵測到 H5_HA1重組蛋白質的

表現，所以，我們現階段已得到含H5_HA1抗原基因的重組桿狀病毒株。其

表達量每毫升約有 

(2) 將 NtM2-NP之質體，進行轉移及大腸桿菌植株的篩選，為求得到最佳表現

量，我們先初步篩選三種不同植株，包含 BL21Gold(DE3)pLysS、Rosetta 

(DE3)pLysS 及 BL21(DE3) CodonPlus-RIL，如圖十一所示，BL21(DE3) 

CodonPlus-RIL的植株可以得到較佳的表達量，隨後我們將會依此條件，來

進行後續的純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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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表達重組 NtM2-NP(rNtM2-NP)抗原，在水溶性的部份，通過 IMAC 

(immobilized metal affinity chromatography)柱層分析法，純化了 rNtM2-NP，

由於內毒素(endotoxin)無法以polymixB的樹脂去除，因此用傳統的柱層

分析法，才將內毒素去除。去除內毒素的 rNtM2-NP 即是我們用來做免疫

研究的抗原。 

(4) 為了得到 HA1 的抗體，如圖十三所示，我們也將 HA1 的基因，在大腸桿

菌中表達並純化了重組抗原 HA1(rHA1)，我們以此抗原由紐西蘭白兔中，

得到了抗體，此抗體可以用在H5_HA1抗原基因的純化及分析研究上。 

 

 

疫苗候選抗原的免疫分析及活性測試: 

I. NtM2-NP有中和 H5N1病毒的抗體產生： 

(1) 免疫小鼠時，同組實驗的不活化病毒在第四週抗體的力價即上升，NtM2-NP

的抗體反應則在第六週才上升。圖十四表示其抗體力價的反應情形。 

(2)病毒中和實驗，以 H5N1(NIBRG-14)病毒進行病毒中和實驗，以 Reed-Muench 

Method 計算 Logarithm 50% end point。Antilogarithm of Logarithm 50% end 

point，取得稀釋倍數。其結果如表一所示，不活化病毒有較高的中和活性，

而由大腸桿菌包含體得到聚集形式(aggregated form)的 rHA1(rHA1a)，雖經

界面活性劑溶解後，並無中和效果，但rHA1a與rNtM2-NP一起免疫的血清

有高一些的中和活性，rNtM2-NP單獨的血清則有中和病毒的活性，目前正

希望進一步確定此成果，也希望與合作實驗室觀察 rNtM2-NP的中和性抗

體，是否可以中和其他A型流感的亞型。 

(3) 血球凝集抑制試驗中的組別和中和實驗相同，不活化的病毒組血清有抑制

血球凝集的活性，而 rHA1a 並無活性，但是我們比較意外的是 rNtM2-NP

單獨的血清竟有抑制血球凝集的活性，雖然控制組都正常，此部份我們仍

需進一步的研究，才能有更深的了解。 

 

II. 大腸桿菌所純化的rHA1a，可經處理便成水溶性狀(rHA1s)，用酵素免疫分

析法(Enzyme-linked immunoassay, ELISA)發現，rHA1s可以被H5N1的中

和性抗體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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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 rHA1a經處理後，發現 rHA1a竟可以變成水溶性狀，此 rHA1s我們

拿來何其他的標本，以 H5的中和性抗體來做比較，如圖十五所示中和性抗

體 Y5，此外我們也將rHA1a以酸鹼處理成變性的形式(denature form)，

成為 rHA1d；測試的血清除中和抗體外，還有以rHA1d免疫兔子前的血清

(AE25 pre)及免疫後確定有抗體的兔子血清(AE25 R3.1)。在實驗固定的標

本有長15個胺基酸的peptide，再依據HA1的序列，重疊10個胺基酸合成

另一條15個胺基酸的peptide，如此涵蓋整個HA1的序列。實驗固定時將

其分成五組稱為H5-A、H5-B、H5-C、H5-D及H5-E，與rHA1d、 rHA1a、rHA1s

及不活化病毒一起做實驗。我們發現rHA1s可以被Y5的中和性抗體辨識，

情形與不活化病毒類似，但其他形式的HA1，則無法被中和性抗體辨識，但

可被兔子的血清辨識。說明了即使由大腸桿菌表達的 HA1仍有機會成為的

候選抗原，我們會進一步研究此一抗原的特性並評估其可否成為有效的抗

原。 

 

 

疫苗佐劑的合成與測試: 

I. 合成與鑑定兩性二團聯共聚物 PEL、PEC與 PELC  

目前已經合成兩成分兩團聯共聚物 poly(ethylene glycol)-poly(lactide) (PEL) 

與 poly(ethylene glycol)-poly(ε-caprolactone) (PEC) 以及三成分兩團聯共聚

物 poly(ethylene glycol)-poly(lactide-co-ε-caprolactone) (PELC)，並利用質子

核磁共振光譜 (1H-NMR) 分析聚合物結構並計算共聚物中各成份比例 

(圖十六)。  
 

II.調配以高分子為基材的各項製劑配方  

PEL、PEC 與 PELC 俱備兩性高分子特性。溶於PBS中，可以形成半透明白

色水凝膠狀，亦可作為乳化劑 (Emulsifiers)，將油劑 (Squalene或ISA51) 

均勻乳化而懸浮於溶液之中。各項製劑配方的製備與成分茲列於表一。 

 

III. 製劑配方性質測試與體外控制釋放實驗  

所形成之製劑配方進行下列性質之測試：油滴測試、微觀觀察、穩定度、

以及包覆水溶性樣品卵白蛋白之後的體外控制釋放實驗與體內小鼠免疫實

驗。實驗結果顯示，所發展的各項製劑配方於攝氏四度之下有良好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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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用顯微鏡觀察可以看出其粒徑分佈為 1~10 µm。油滴測試結果 (圖十

七) 可以得到高分子/PBS/Squalene與高分子/PBS/ISA51等乳狀液的連續相

為水相。反之，PBS/ISA51 的連續相為油相。圖十八是以卵白蛋白 

(Ovalbumin，OVA) 當成試驗系統，來研究不同配製組合的高分子在體外控

制釋放的實驗結果。 

 

IV. 體內小鼠免疫實驗  

目前正著手進行免疫小鼠，觀察其免疫反應。初期以 OVA模擬流感次單元，

以便抗原準備好後，即可試驗較佳的組合。由圖十九可以得知，OVA 搭配

PELC/Squalene乳狀液，所產生的血清 IgG抗體力價為無佐劑的十倍。未來

將用其包覆流感抗原及不活化病毒，來進行免疫實驗並研究其進行不同路

進的投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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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 

結論與建議 

 

(1) 

(2) 

(3) 

(4) 

rNtM2-NP 有中和 H5N1 病毒的活性；這和當初設計及期望看到的現

象相符，由於這兩個抗原在 A型流感的各個亞型中非常相似，因此，

未來也將研究 rNtM2-NP，可否中和其他亞型的A 型流感病毒；進而

研發可以對抗抗原漂移及抗原轉移的新型病毒株，才有機會達到防疫

的目的。 

rNtM2-NP有抑制 H5病毒凝血的活性，這是個非預期的結果，因此，

須進行更深入的相關研究，才能有進一步的了解。 

rHA1s可被H5N1中和性的單株抗體辨識，此發現有可能突破了以往認

為無法由大腸桿菌系統，生產流感疫苗的認知。我們將再探討 rHA1s

成為疫苗後選的可能性。 

佐劑方面，也有初步的結果，我們已合成了兩團聯共聚物 poly(ethylene 

glycol)- poly(lactide-co-ε-caprolactone) (PELC)，也以白蛋白(ovalbumin)

進行了小鼠實驗，所產生的抗體力價為無佐劑的十倍。未來會和流感

抗原，研究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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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 

計劃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從初步實驗看來，我們達成了當初定下的進度及目標，本計劃所選定的疫

苗候選抗原，均有機會能應用在改進目前流感的疫苗上；(1)rNtM2-NP與
不活化病毒一起注射，希望能增加疫苗效果的廣度，使之不僅能對抗設定

的病毒株，更能對抗抗原漂移(antigenic drift)及抗原轉移(antigenic 

shift)的病毒株。(2)rHA1s可以被HA中和性的單株抗體辨識，表示只表

達部分HA的流感抗原，有機會成為安全有效且成本較低的新一代疫苗。

(3) 以白蛋白進行了高分子緩釋佐劑的效果，在小鼠實驗中，能提高抗體

的反應，接下來希望用在流感的抗原上，並研究不同路徑的免疫方式，如

鼻腔及經皮投予劑型的開發，希望有高抗體的反應的效果。未來本計畫希

望可以安排，在家禽上以病毒試驗其保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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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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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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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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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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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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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文 

 

表一. 免疫後的血清，進行H5N11病毒中和實驗 

 

Sample Titer 

Positive Control 1004.8 

adjuvant 79.8 

rHA1_H5_coli 126.5 

rNtM2-NP > 512 

rHA1_H5_coli/rNtM2-NP 200.5 

Inactivated virus 5650.2 

 

 

 

 

 

 

 

 

 

 

 

 

表二. 免疫後的血清，進行血球凝集抑制試驗 

 

adjuvant <1 

rHA1_H5_coli <1 

rNtM2-NP 32 

rHA1_H5_coli/rNtM2-NP 8 

Inactivated virus 1024 

Positive Control 40 

Positive Control (10 dilution):40 

Negative Contro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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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各項以高分子為基材的製劑配方。油水兩相成分於室溫下使
用均質機以每分鐘六千轉均質五分鐘，可以得到均勻的乳狀液。 

 

製劑配方型式 水相 油相 

水凝膠 高分子 PBS - - 

水包油 (O/W) 乳狀液 高分子 PBS Squalene - 

水包油/油包水 (W/O/W) 

多相乳狀液 
高分子 PBS - ISA51 

油包水 (W/O) 乳狀液 - PBS - ISA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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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 

1. 雖然所配置之新型高分子疫苗緩釋劑能提高抗體反應但似乎沒有緩慢釋放的

功能如此結果無法達到當初本計畫緩釋劑之研發目的。 

回答: 將以合成之PELC為主，與不同的油性佐劑及乳化劑作成新的劑型，正用

單一注射的方式，在小鼠上試驗。 

 

2. 為了加快計畫的腳步建議利用不活化全病毒當作抗原直接測試新型高分子疫

苗緩釋劑對抗體免疫反應的影響。 

回答: 好的，明年度將加入不活化全病毒當作抗原，直接測試新型高分子疫苗緩

釋劑對抗體免疫反應的影響。 

 

3. 動物免疫試驗結果中的佐劑到底是什麼，為何中和試驗的效價79.8？為何不

利用磷酸鋁當作佐劑比較次單元與全病毒疫苗免疫反應之比較？ 

回答: 此為CFA/IFA為佐劑的結果，正在重複此實驗；我們正用鋁鹽當佐劑比較

次單元與全病毒疫苗之免疫反應。 

 

1.利用基因重組技術研發次單元流感疫苗，在研究的方向上有其學術價值，計畫

中對M2表面抗原的融入，其產製之產品有可能在發生流行情況時，成為較廣泛

對抗流行之新一代候選疫苗。以全球策略看，目前約有多個以上研究單位結合疫

苗產製業者已積極投入學術性研究中。部分研究單位，上開發輔助佐劑使能有效

誘導免疫反應。以疾管局現有資源，對此研究方向宜在業務導向上先以研發或有

可能量產之流感疫苗為優先，以快速儲備防疫能量，本計畫建議學界在國家科學

研究架構上，予以研議考量。 

回答: 有關基礎研究的問題，將考慮向國科會申請計畫；本計劃仍將以快速儲備

防疫能量的方向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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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標設定方向正確, 選取 HA1、NtM2、NtM2-NP 三個標的抗原來改進現有不活

化病毒的所面臨抗原轉移(Antigen shift)及抗原漂移(Antigen Drift)的挑戰, 

合理性良好。 

回答: 已和其他實驗室合作，注射後之血清，也將同時看其對H1N1病毒有無保

護的效果。 

 

3. 大腸菌系統生產 HA1 成為水溶性 rHA1 可以被 HA 中和性單株抗体所辨識

的發現可能突破過去流感疫苗生產的限制, 如能以蛋白質化學的角度進一步了

解是否與抗原蛋白的 folding 有關, 則在國際上應可有相當強的競爭力. 過去

國內早期生產其他疫苗時在大腸菌系統產物無法成為生產標的也可能因未能對

抗原蛋白的 refolding 的基礎研究不足所致。蛋白質藥物的發展, 

pharmaceutical formulation 為關鍵, 宜多投入研發, 培養人才, 建立相關實

力。 

回答: 感謝此建議，有機會將向高層提出建議。 

 

4. 自行合成兩團聯共聚物 PELC 在小鼠以白蛋白進行實驗, 發現可以產生十倍

力價, 成效良好, 但希望能更快進行對三個標的抗原的力價評估.  

回答: 好的，已計畫明年初進行。 

 

5.如果抗原佐劑及相關pharmaceutical formulation 能夠有更好的進展, 

rNtM2-NP 與不活化病毒的並用可以不必考慮，HA1、NtM2、NtM2-NP 三個標的抗

原的組合應有機會成為產品，且具有國際競爭力。 

回答: 希望能包含較多的組別，來進行評估，以祈能達成最好的效果。 

 

6.目前流感疫苗主要都是注射劑型, IgA 在黏膜免疫系統所產生第一線保護效

果不足, 在老年人及幼兒保護效果不如理想, 鼻腔投與劑型近年來因免疫學新

 34



 35

知的發展應該可以期待可以有所突破。本計畫擬接續不同路徑投與方式的開發, 

包括鼻腔及經皮, 應可以集中在鼻腔投與方式的開發, 畢竟人体第一線接觸最

多有效病源的部位是鼻腔。 

回答: 將會以鼻腔投藥的方式為主，來試驗新劑型的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