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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黏膜免疫:前景与挑战
杨倩 ∗
(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呼吸道和消化道黏膜是大多数病原微生物入侵机体的门户ꎮ 通过黏膜免疫建立局部免疫力可直接切断病原微生物
的入侵途径ꎮ 近几年由黏膜入侵引起的猪传染病越来越多ꎬ给我国养猪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ꎮ 因此ꎬ猪黏膜免疫研究
倍受关注ꎮ 本文首先介绍了口服免疫和鼻腔免疫的特点和挑战ꎬ然后针对这些挑战对疫苗设计的进展进行了概述ꎮ 应用
免疫增强剂和抗原递送载体可有效提高口服抗原的效果ꎬ口服免疫和鼻腔免疫是预防猪传染病有效的免疫途径ꎮ 本文为
有效设计猪黏膜疫苗提供了合理的建议和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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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猪传染病的绝大多数(９５％以上) 病原微生物都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或生殖道入侵机体ꎬ如猪

传染性胃肠炎病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 ｖｉｒｕｓꎬＴＧＥＶ)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ｖｉｒｕｓꎬＰＥＤＶ) 、 猪 圆 环 病 毒 ２ 型 (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ｃｉｒｃｏ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 ２ꎬ ＰＣＶ２) 、 猪 瘟 病 毒 (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ｖｉｒｕｓꎬ
ＣＳＦＶ) 和轮状病毒 ( ｒｏｔａｖｉｒｕｓꎬＲＶ) 等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播和入侵机体ꎮ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ＰＲＲＳ) 、口蹄疫( ｆｏｏｔ ａｎｄ ｍｏｕ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猪流感( ｓｗｉｎ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伪
狂犬(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ｂｉｅｓ) 和猪支原体肺炎(

ｏｆ ｓｗｉｎｅꎬＭＰＳ) 等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和入侵

机体ꎮ 这些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已给我国养猪业造成毁灭性的经济损失ꎮ 尤其是近几年来猪流行性腹泻
的爆发和流行( 消化道发病ꎬ系统免疫无法控制) 使黏膜免疫倍受关注ꎮ 大量的事实表明传统的免疫方式
( 肌肉注射和皮下注射) 已经不能有效控制一些通过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播的传染病的发生ꎮ
进入消化道和呼吸道的大多数病毒首先入侵黏膜上皮ꎬ然后再扩散到其他部位进行感染ꎬ还有些病毒
只限制在上皮中繁殖ꎬ如猪流感病毒和猪肺炎支原体ꎬ造成猪局部的严重病变ꎮ 通过模拟传染病病原的自
然感染途径ꎬ建立呼吸道和消化道免疫ꎬ直接切断病毒的入侵途径是控制猪传染疾病的最有效方法ꎮ 近年
来ꎬ通过黏膜免疫预防猪传染病的研究已悄然兴起ꎮ 本文概述猪的消化道免疫与口服疫苗研究进展以及
猪的呼吸道免疫与滴鼻疫苗研究进展ꎬ以期为黏膜免疫预防猪的传染病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猪口服免疫与消化道免疫
猪消化道中广泛分布大量的淋巴组织ꎬ除了弥漫淋巴组织ꎬ淋巴组织还以淋巴集结的形式存在ꎮ 口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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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桃体和肠道相关淋巴组织( ｇｕ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ｌｙｍｐｈｏｉｄ ｔｉｓｓｕｅꎬＧＡＬＴ) 是 ２ 个典型的淋巴集结ꎮ ＧＡＬＴ 主要指
肠集合淋巴结又称派伊尔氏斑( Ｐｅｙｅｒ′ｓ ｐａｔｃｈｅｓꎬＰＰ) ꎮ 猪口咽扁桃体和 ＰＰ 结中分布有大量的淋巴滤泡或
淋巴小结ꎮ 此 外 还 有 大 量 与 免 疫 反 应 有 关 的 细 胞ꎬ 如 树 突 状 细 胞 (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ｌｌꎬ ＤＣ ) 、 微 皱 褶 细 胞
( ｍｉｃｒｏｆｏｌｄ ｃｅｌｌꎬ简称 Ｍ 细胞) 、巨噬细胞、Ｔ 细胞、Ｂ 细胞、肥大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等 [１] ꎮ Ｍ 细胞是覆盖
ＰＰ 结表面的一种特殊的上皮细胞ꎮ 抗原进入消化道后ꎬ肠道 ＰＰ 结上皮中 Ｍ 细胞首先摄取抗原ꎬ然后将
抗原转移给 ＤＣꎬ后者产生相应的趋化因子ꎬ迁移到 Ｔ 细胞区ꎬ将处理过的肽抗原呈递给 Ｔ 细胞ꎬＴ 细胞变
成抗原特异性 Ｔ 细胞ꎮ 肠道中黏膜下层的 ＤＣ 也可通过伸出树突进入肠腔内直接摄取抗原ꎮ 摄取抗原后
ＤＣ 可迁移到肠系膜淋巴结中ꎮ 随后被 ＤＣ 激活的 Ｔ 细胞使生发中心的 Ｂ 细胞发生 ＩｇＡ 类别转换 [１] ꎮ 因
此ꎬ猪口咽扁桃体和 ＰＰ 结在肠道免疫中发挥主要的作用 [２] ꎮ

由于减毒活病毒可在黏膜上皮中复制ꎬ因此应用减毒活疫苗可有效进行黏膜免疫ꎮ 如在欧洲应用减

毒 ＣＳＦＶ 口服免疫猪群已成功预防猪瘟( ＣＳＦ) [３] ꎻ口服减毒 ＣＳＦＶ 后猪体内产生较高的中和抗体ꎬ整个猪
群全体免疫力都显著提高 [３－４] ꎮ 我国的 ＣＳＦＶ 减毒 Ｃ 株疫苗也具有较好的效果ꎬ口服此疫苗后 ７３％ 的猪

抗体效价显著增加 ２ ~ ３ 倍 [５] ꎮ 非洲猪瘟(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ꎬＡＳＦ) 是严重危害欧洲养猪业的重大传染病ꎮ
尽管在养猪场中可通过免疫能控制 ＡＳＦ 的发生ꎬ但对放牧的野猪却无法控制ꎬ致使 ＡＳＦ 长期流行ꎮ 应用
口服方式( 避免抓猪和引起动物应激反应) 对放牧的野猪进行免疫对预防 ＡＳＦ 是目前欧洲公认的有效方
法 [３－４ꎬ６] ꎮ 在欧洲和美国对野外动物应用口服免疫已有效控制了狂犬病的蔓延和扩散 [７] ꎮ

猪传染性胃肠炎( ＴＧＥ) 和猪流行性腹泻( ＰＥＤ) 都是引起仔猪腹泻、脱水等症状的高度接触性肠道传

染性疾病ꎮ ２ 种病毒( ＴＧＥＶ 和 ＰＥＤＶ) 均主要在小肠中复制和致病ꎮ 应用减毒 ＴＧＥＶ 经口鼻腔途径免疫
后可显著提高小肠黏膜免疫力ꎬ小肠( 十二指肠和回肠) 中 ＣＤ２ ＋ 、ＣＤ４ ＋ Ｔ 细胞数量极显著增加ꎬ支气管淋
巴结、肠系膜淋巴结 ＩｇＧ 和 ＩｇＡ 水平显著增加ꎮ 十二指肠和空肠 ＩｇＡ 抗体分泌细胞数量显著增加 [８] ꎮ 应
用减毒 ＰＥＤＶ 通过口服免疫可显著降低致死率( 致死率为 １３％) ꎬ明显低于肌肉注射免疫动物的致死率
(６０％) [９] ꎮ

猪消化道黏膜表面环境复杂ꎬ如胃肠道中胃酸和各种蛋白酶的存在、大量微生物的存在均会影响口服
疫苗的效果ꎬ长期以来给猪口服免疫带来巨大的挑战ꎮ 设计和诱导高效的口服免疫反应使疫苗抗原不容
易受到酶解或化学降解的影响ꎮ 因此ꎬ各种免疫增强剂、重组亚单位疫苗和各种抗原呈送系统在黏膜免疫
中得到广泛研究ꎮ 黏膜免疫增强剂能显著增强局部黏膜对抗原的特异性免疫应答ꎬ是研制高效黏膜免疫

疫苗的保证ꎮ 应用 ＣｐＧ 配合灭活 ＴＧＥＶ 通过口服仔猪ꎬ不仅可诱导局部小肠黏膜免疫力( ＩｇＡ 分泌细胞、
ＣＤ３ ＋ Ｔ 和小肠上皮内淋巴细胞数量显著增加) ꎬ还可提高全身 ＴＧＥＶ 特异性 ＩｇＡ 水平 [１０] ꎮ

霍乱毒素是目前公认的很有效的一种免疫增强剂ꎮ 针对我国养猪业危害严重的 ＰＲＲＳꎬ有学者将

ＰＲＲＳＶ Ｎ 蛋白与霍乱毒素 Ｂ 亚单位( ＣＴ￣Ｂ) 进行融合形成重组蛋白ꎬ或将 ＰＲＲＳＶ 的 Ｍｙｃ 多肽与 ＣＴ￣Ｂ 进
行融合形成重组蛋白ꎬ然后将 ２ 种重组蛋白分别灌服小猪ꎬ在肠黏膜均检测到 ＣＴ￣Ｂ 特异性 ＩｇＡ( ＳｉｇＡ) ꎬ血
清中同时也产生了抗 Ｎ 蛋白抗体和 Ｍｙｃ 的 ＩｇＡ 抗体 [１１] ꎬ该结果为预防 ＰＲＲＳ 提供了新的免疫途径ꎮ

Ⅰ 和
Ⅱ 基因
插入酵母基因组ꎬ构建了重组酵母ꎮ 口服重组酵母后仔猪鼻洗液中产生较高的抗
Ⅰ 和
Ⅱ 的
[１３]
ｓＩｇＡꎮ 应用猪胸膜放线杆菌滴鼻攻毒后仔猪临床症状明显减轻ꎮ Ｏｇａｗａ 等 以猪丹毒杆菌为载体构建了
一种表达肺炎支原体基因 Ｃ 端 Ｐ９７ 蛋白的重组载体ꎬ通过滴鼻攻毒后口服预防接种的仔猪也获得了一定
的保护ꎮ 应用酵母表达 ＰＥＤＶ Ｓ１ꎬ口服免疫小猪ꎬ从第 ７ 天开始粪便中就产生了 ＰＥＤＶ￣ｓＩｇＡꎬ一直持续到
第 ２８ 天 [１４] ꎮ
益生菌不仅能促进小肠的发育ꎬ提高肠道的先天性免疫力ꎬ还具有很好的安全性ꎮ 应用益生菌作为抗
原呈送表达系统是最理想的口服免疫载体ꎮ Ｍｏｕ 等 [１５] 应用枯草芽胞杆菌表达了 ＴＧＥＶ Ｓ 蛋白ꎬ口服重组
枯草芽胞杆菌后可显著提高局部肠道黏膜免疫力ꎮ 其机制是重组枯草芽胞杆菌通过刺激肠上皮细胞分泌
ＣＣＬ２０ 募集树突状细胞至肠黏膜下ꎬ树突状细胞摄取重组枯草芽胞杆菌后对其进行加工处理ꎬ同时迁移至
肠系膜淋巴结中激活 Ｔ 细胞并促进 Ｔ 细胞增殖ꎬ进一步刺激 Ｂ 细胞分化形成 ｓＩｇＡ 细胞ꎬ分泌 ｓＩｇＡꎮ 将口
蹄疫抗原与 ＣＴ￣Ｂ 进行重组ꎬ然后通过枯草芽胞杆菌表达ꎬ口服免疫仔猪后肺和小肠中抗 ＦＭＤＶ 的 ＩｇＡ 含
量显著增加ꎬ血清中中和抗体增加ꎬＩＦＮ￣γ 水平也显著增加ꎮ 进一步的攻毒试验验证有 ６０％ 的动物对
ＦＭＤＶ 强毒具有预防作用 [１６] ꎮ
应用抗原呈送系统可避免胃肠道的复杂环境ꎮ Ｓｈｉｎ 等 [１２] 将猪胸膜放线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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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鼻腔免疫与呼吸道免疫
呼吸道黏膜是许多病原微生物的主要入口ꎬ几乎在所有呼吸道的管壁中都分布有淋巴组织ꎬ有的部位

淋巴组织以弥散性淋巴组织为主ꎬ有的部位则是以淋巴集结的方式存在ꎮ 以淋巴集结的方式存在的典型
淋巴组织主要是位于上呼吸道鼻黏膜的相关淋巴组织( ｎａｓ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ｌｙｍｐｈｏｉｄ ｔｉｓｓｕｅꎬＮＡＬＴ) 和位于下呼
吸道支气管的相关淋巴组织( ｂｒｏｎｃｈｕ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ｌｙｍｐｈｏｉｄ ｔｉｓｓｕｅꎬＢＡＬＴ) ꎮ ＮＡＬＴ 主要指鼻腔后部的咽鼓管
扁桃体和咽扁桃体ꎮ 二者与口咽扁桃体软腭扁桃体、 舌扁桃体和会厌两侧扁桃体一起构成类似人的

Ｗａｌｄｅｙｅｒ′ｓ 环ꎮ 猪的 ＮＡＬＴ 除含有较多淋巴小结外还分布大量与免疫反应有关的细胞ꎬ如 ＤＣ、巨噬细胞、
Ｔ 细胞和 Ｂ 细胞等 [１７－１８] ꎮ 因此ꎬＮＡＬＴ 是鼻腔免疫的组织结构基础ꎬ在防御外界病原微生物从鼻腔入侵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呼吸道免疫( 滴鼻、喷雾) 因具有抗原使用量少、对动物产生的应激反应小等多种优点ꎬ
而使鼻腔免疫的研究近年来倍受关注ꎮ 在人类医学上应用鼻腔免疫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已开始推广ꎬ如

２０１０ 年美国启动流感疫苗工程(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ꎬ主要是通过鼻腔免疫预防人类流感的发生 [１９] 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有人试图通过鼻腔免疫预防猪呼吸道传染病( 伪狂犬) [２０] ꎮ 最近几年一些研究学
者对猪的鼻腔免疫进行了更深入研究ꎬ如通过鼻腔免疫预防 ＰＲＲＳ、ＭＰＳ 和猪流感等 [２１－２４] ꎮ

ＰＲＲＳ 是严重危害我国养猪业的重大传染病ꎮ 应用 ＰＲＲＳＶ 活苗或死苗通过传统的免疫方式都不能

有效控制 ＰＲＲＳ 的发生ꎬ但通过鼻腔免疫后却能产生较好的效果ꎮ 如应用 ＰＲＲＳＶ 致弱毒株与 ＣｐＧ 配合
通过鼻腔免疫仔猪后在唾液、粪便、鼻液中都能产生大量的抗 ＰＲＲＳＶ 的 ｓＩｇＡꎬ血清中 ｓＩｇＧ 抗体水平也显
著增加 [２４] ꎮ 应用 ＰＲＲＳＶ 弱毒苗通过鼻腔免疫后还可诱导交叉保护性免疫 [２１] ꎮ 应用结核杆菌裂解物配
合 ＰＲＲＳＶꎬ通过鼻腔免疫既可诱导肺中 ＮＫ 细胞、ＣＤ８ ＋ Ｔ 细胞、ＣＤ４ ＋ Ｔ 细胞和 γδＴ 细胞数量的增加ꎬ也可
引起 ＰＲＲＳＶ 特异性抗体的升高 [２１] ꎮ 最近ꎬ有试验结果证明减毒 ＰＲＲＳＶ 株( ＶＲ２３８５) 通过鼻腔免疫比肌
肉注射效果更好 [２５] ꎮ 此外ꎬ应用灭活 ＰＲＲＳＶ 病毒ꎬ配合 ＣｐＧ 经鼻腔免疫后也可促进局部细胞免疫和提

高局部 ＩｇＡ 水平 [２４] ꎮ 病毒样颗粒( ｖｉｒｕｓ￣ｌｉｋ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ꎬＶＬＰ) 大小与病毒相似ꎬ由于具有更好的抗原性、免疫
原性和更高的安全性倍受青睐ꎮ 应用 ＶＬＰ 通过黏膜免疫预防传染病在人类医学已得到广泛研究( 人乳头
瘤病毒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ꎮ 应用 ＰＲＲＳＶ 的 ＶＬＰ 经鼻腔免疫 １０ ｄ 后就能检测出特异性抗体ꎬ并在血
液中产生高水平的 α 干扰素 [２６] ꎮ

猪支原体肺炎( ＭＰＳ) 是由猪肺炎支原体(

ꎬＭｈｐ) 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ꎬ长期

以来危害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养猪业ꎮ 应用 Ｍｈｐ 弱毒株配合 ＣｐＧ 鼻腔免疫猪后鼻腔、气管和气管叉ꎬ
分泌物中 ｓＩｇＡ 抗体水平显著增加ꎬ细胞因子 ＩＬ￣６、ＩＬ￣１０ 及 ＩＦＮ￣γ 水平也显著增加ꎬ肺门淋巴结中 ＣＤ４ ＋ 、
ＣＤ８ ＋ Ｔ 淋巴细胞的数量也显著增加 [２７] ꎮ 有意思的是肺内注射猪肺炎支原体弱毒株能够显著提高鼻腔分
泌物中 ｓＩｇＡ 抗体水平 [２８] ꎬ因此目前通过肺内注射接种已成为国内一些猪场控制猪支原体肺炎的主要
方法ꎮ

猪流感是典型通过飞沫传染的呼吸道疾病ꎬ应用聚肌胞( Ｐｏｌｙ Ｉ:Ｃ) 与猪流感灭活病毒一起鼻腔免疫

后可对猪产生很好的交叉保护效果 [２９] ꎬ应用聚乳酸聚乙醇酸( ＰＬＧＡ) 包被 Ｈ１Ｎ２ 猪流感病毒ꎬ经鼻腔免疫
动物后也产生很好的保护效果( 不再出现流感症状) [３０] ꎮ

３

猪黏膜免疫应用前景
目前ꎬ我国预防猪传染病的方法大都通过皮下注射或肌肉注射的传统方式ꎬ但此种疫苗接种方式不仅

会对动物造成很大的应激反应ꎬ影响动物的生产力ꎬ而且还会因针头接种易带来人为的污染ꎬ不能有效控
制传染病的发生ꎮ 通过黏膜免疫不会导致动物的应激反应ꎬ而且鼻腔免疫和口服免疫简便易行ꎬ能直接切
断病原体的入侵途径ꎮ 国外学者曾专门介绍了猪黏膜免疫未来的发展方向 [３１] ꎮ 但目前猪的黏膜免疫还
存在一些局限ꎬ如口服免疫存在疫苗经胃肠道时易受到胃肠液中各种酶解威胁和免疫期短等问题ꎮ 因此ꎬ
寻找合适的免疫增强剂和设计有效的疫苗递呈载体是猪黏膜免疫的发展方向ꎮ 科学设计猪黏膜疫苗将为
有效控制猪的传染病带来广阔的应用前景ꎮ 此外ꎬ 猪的免疫系统和人的免疫系统有超过 ８０％ 的相似
度 [３２] ꎬ大量试验证明猪可作为理想的实验动物模型ꎬ因此ꎬ研究猪黏膜免疫和有针对性地设计疫苗会对人
类预防医学发展做出很大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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