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CV-2 + PRRSV次單位疫苗之研發(1)
1.PCV-2：具有11個開放性閱讀區(ORF)

a.ORF1：病毒複製的主要啟動基因

b.ORF2：表面抗原性蛋白質基因，轉譯病毒的外殼蛋白

2.PRRSV：具有8個開放性閱讀區(ORF)

a.ORF1a、1b：轉譯病毒RNA聚合酶(viral RNA polymerase)

b.ORF2-7：為病毒的結構基因，而ORF2-5均為醣蛋白，ORF2-4

的功能尚未被完全確認

c.ORF5：負責轉譯26-30kDa，具有抗原性的醣化封套蛋白(E；

GP5蛋白)，與肺泡巨噬細胞的凋亡有關，亦與病毒的中和能

力和抗體依賴性增強效應(ADE)有關

d.ORF6：轉譯膜蛋白(M)，不具醣化作用

e.ORF7：轉譯核膜蛋白(N)，不具醣化作用

3.GP5和M蛋白會以雙硫鍵形成異質體，E及M兩個蛋白質的胺基酸

系列中均有厭水區



PCV-2 + PRRSV次單位疫苗之研發(2)
1.試驗設計：

a.以PCR增幅PCV2 ORF2，以RT-PCR增幅PRRSV ORF5片段

b.將上述片段插入pET-28a載體，並以大腸桿菌表現系統表現

重組蛋白，結果顯示重組蛋白會以類病毒顆粒(VLP)的形式

產生

c.將蛋白質純化後，再利用抗His抗體及感染豬隻之血清進行

西方墨點法和ELISA，以確認重組蛋白的抗原性

2.結果：

a.以重組蛋白免疫小鼠，並經由T細胞增殖試驗，以確認重組

蛋白的抗原性

b.重組蛋白不僅具有免疫原性，並可令免疫細胞產生記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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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M results of PRRSV-PCV2 divalent protein



Figure 2.Serum IgG elicited by chimeric VLPs and inactivated PRRSV in mice. Six-week-old SPF 
BALB/c mice were vaccinated via intramuscular injection at day 0 and 14 with chimeric VLPs, 
attenuated vaccine or PBS.  Serum for each group was tested for IgG antibody by indirect ELISA.  
Pre-immune sera from mice had no detectable specific anti-PRRSV antibodies.  Optical densities 
were read at 450 nm.  Bars represented O.D.± standard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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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nalysis the T cell proliferation response i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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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PRRSV-specific neutralization antibodies in mice. 

Mice were immunized with PRRSV inactivated, chimeric VLP, and PBS.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on the 28th day after primary immunization to determine the neutralization antibody effects.  

The PRRSV were mix with serum for 1hr and co-culture with MARC-145 cells for 3 days.  The 

relative virus RNA was detected by real time PCR.  The data represent the mean S.D. for eight 

mic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ve PRRSV RNA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ttenuated Vaccine





全群種豬免疫方式
1.關閉全部種豬群，包括額外的後備母豬群；所有的種群在同一

時間接種疫苗，先用滅活疫苗，然後每隔一個月以活苗進行補

強接種；此種方法，例行性用於母豬的預防

2.PRRSV監測：

a.母豬經三次疫苗接種後，利用PCR進行仔豬傳播病毒的監測；

若連續兩個月出現陰性反應，即表示免疫成功

b.將豬隻重新分群到肥育舍，若經18個月的持續監測，均呈陰

性反應，即可列為PRRSV清除場

3.加強生物安全：

a.車子不能直接進入場地

b.設置更衣室及洗澡間，讓所有參觀者必須在洗澡後更換農場

工作服及靴子；在進入農場之前，必須洗手及消毒



PRRSV與內毒素(Endotoxin)
1.PRRSV與內毒素之間，具有協同作用：

PRRSV→在肺臟(PAM及PIM)增殖→輕度間質性肺炎→吸引單核

球及巨噬細胞進入肺臟 釋放大量促炎細胞因子(IL-1、

IL-6及TNFα：約↑10-100倍)→細胞因子風暴(cytokine

storm)→嚴重肺炎→呼吸急促、腹式呼吸、呼吸困難、發高燒

精神沉鬱→死亡

2.內毒素的來源：

a.存在於豬舍內的塵埃中，密閉式豬舍較開放式豬舍含量高，

內毒素在豬體內具有累積的作用

b.感染肺臟的革蘭氏陰性菌：

*在革蘭氏陰性菌的菌壁含有內毒素，β-Lactams類(青黴素

類及頭孢子素類)抗生素具有殺菌的作用

*當細菌被抗生素殺死後，菌體發生溶解而釋放其內毒素

內毒素





內毒素的結構式



發炎因子(LPS)對豬隻生長之影響

仔 豬 -LPS +LPS

IL-1β pg/ml 32 114

PGE-2         pg/ml 490 1285

腎上腺皮質醇 ng/ml 55 206

IGF-1         ng/ml 182 101

成長(14-28天)  g/天 604 525

採食量(14-28天) g/天 962 838

LPS(脂多醣；內毒素)：刺激發炎
IL-1β和PGE-2 (發炎反應因子)：發炎程度
腎上腺皮質醇(免疫抑制、加速分解代謝)：機體對緊迫的反應
IGF-1(第一型胰島素生長因子)：促進生長的作用



PRRSV與Gram(-)菌混合感染的肺炎致病機制

PRRSV

病毒結構蛋白M及M-GP5 complex

與PAM的Heparin-like receptor結合

輕度間質性肺炎

LPS：源自細菌菌壁(內毒素)

細胞因子風暴
IL-1及TNF-α

IL-6

過度產生

誘導急性期蛋白的
製造/活化淋巴細
胞、抗體的製造

肌肉加速分解
採食量降低
敗血性休克

發熱

厭食
沉鬱

活化血管內
皮細胞/增加
血管通透性體表

發紺

支氣管及肺胞腔蓄積
白血球及單核細胞

支氣管過度反
應而造成收縮

呼吸急促
呼吸困難

肺臟組
織傷害

游離基
過氧化氫

抗體依賴性效應

病毒大量複製

IL-1  、TNF(-)、IFN-α

PRRS疫苗干擾素/金絲
桃素/抗病毒劑

白血球浸潤
非固醇類消炎劑

抗氧化劑

支氣管擴張劑

鎮咳化痰劑

牛樟芝

調節免疫反應



牛樟芝(Antrodia camphorata)

1.牛樟芝素有「靈芝之王」美譽，但樟芝

與一般靈芝類有很大的差異，樟芝的學

名是Antrodia camphorata，而靈芝是

Ganoderma lucidium兩者根本不同屬亦

不同種

2.牛樟芝只生長於台灣海拔450~2000公尺

深山闊葉林中特有的牛樟樹，其子實體

具強烈之黃樟香氣味，是台灣特有的品

種，屬於國寶級的珍貴藥用真菌



牛樟芝的主要成分及作用

1.三萜類化合物：

a.促進癌細胞死亡 b.抑制肝癌細胞增殖

c.修復肝臟，提升肝臟機能 d.降低血壓，防止中風

e.抗發炎 f.雙向調節免疫功能 g.調整血壓、降血脂

2.β-D-葡聚醣：

a.具有預防腫瘤的免疫生理活性 b.增強免疫功能

c.具有抗過敏的作用 d.幫助調解高血糖

3.超氧岐化酵素：

a.抗氧化，去除自由基 b.防止細胞病變

c.延緩老化，回復皮膚光澤 d.減少皺紋、斑點

4.腺苷：

a.抑制血小板凝集 b.防止血栓形成 c.改善血液循環系統



牛樟芝的保肝功效
四氯化碳誘發大鼠肝臟產生脂質過氧化反應

大鼠餵食牛樟芝發酵液，可以顯
著降低四氯化碳造成的肝臟脂質
過氧化反應

(中國醫藥大學研究結果)



牛樟芝的解熱作用 [Hseu et al., 2005]



隨AC濃度增加，
有效抑制TNF-α生成

隨AC濃度增加，
有效抑制IL-1β生成

[Hseu et al., 2005]牛樟芝的抗炎作用



牛樟芝有效抑制LPS引發的炎症反應

[Hseu et al., 2010]



牛樟芝有效抑制LPS引發的炎症反應

[Hseu et al., 2010]



牛樟芝增加干擾素IFN-γ濃度Lu et al., 2009



牛樟芝的抗氧化作用

AAPH (自由基誘導劑)造成
Bax (細胞凋亡基因) 表現上
升，內皮細胞死亡。

牛樟芝發酵液 (FCBA) 能拮
抗 (減少) Bax (細胞凋亡基因) 

表現，保護內皮細胞。牛樟
芝菌絲體 (AEMA) 及抗氧化
劑Trolox也具有保護內皮細胞
免受氧化傷害之作用。

(中國醫藥大學、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及高雄師範大學共同研究成果)



牛樟芝增加腸內的益生菌

隨著牛樟芝發酵
液濃度增加，大
鼠盲腸內的乳酸
桿菌數隨之增加

大鼠餵食牛樟
芝發酵液，可
增加盲腸中益
生性乳酸菌的
數量

控 制 組 盲
腸 中 益 生
性 乳 酸 菌
的 數 量 稀
少



牛樟芝對抗病原的效果

1.台灣師範大學簡秋源教授研究指出，牛樟芝菌絲體的甲醇萃取

物對金黃葡萄球菌及鬚瘡小芽癬菌生長有抑制作用

2.林文鑫教授等曾評估抑制血吸蟲感染也獲得結果，可以有效降

低血吸蟲數目30%以上

3.B型肝炎病毒：

a.中國醫藥大學盧美光教授研究發現牛樟芝液態菌絲多醣體具

有抗B型肝炎病毒的活性，其中B86在50ｕg/ml有強烈抑制B

型抗病毒表面抗原的作用，比干擾素還有效

b.南台科技大學也發現牛樟芝固態培植體對B型肝炎病毒



巨噬細胞的一般功能

巨噬細胞在Beta-1,3/1,6-
glucan作用下的功能



Beta-1,3/1,6-glucan作用機制

Beta-1,3/1,6-glucan

Dectin-1

Alarm signals

INF-γ
IL-10

Toll-like receptors

革蘭氏陰性菌
(LPS in blood)

TNF-α
IL-1
IL-6

阻斷

Macrophage 發炎
發燒
食慾減退
體重減輕
敗血性休克

促進吞噬作用
強化細胞防禦力
增強抗病力
促進食慾及生長
致活Th3

過氧化物

殺菌作用



貫葉連翹
貫葉連翹 Hypericum perforatum L. 金絲桃科，連翹屬

金絲桃素
hyperforin



吸附
胞攝

(或胞噬) 脫殼
複製

(轉錄、轉譯及複製)

聚集
(裝配)

出芽
(或裂解)

Soluble 
CD4

chemokines

? Amantadine
Rimantadine
Arildone

Polymerase Inhibitors:
Acyclovir.
Foscarnet
Ganciclovir
Vidarabin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
Didanosine(DDI)
Zalcitabine(DDC)
Zidovudine(AZT)
Thymidine Kinase Inhibitors:
Idoxuridine

Protease 
Inhibitors:
Saquinavir
Ritonavir
Indinavir

抗病毒劑的作用機轉
(模式圖) 剋流感

金絲桃素



貫葉連翹
1.主成分:金絲桃素

2.功用:

a.抗病毒機制：並不是影響病毒的轉錄及轉譯，而是干擾病毒

的組裝及釋放

b.激活單核巨噬細胞、淋巴球及T-細胞，強力提高免疫能力及

對抗免疫抑制

c.禽類：對禽流感、新城病、IB、ILT、甘保羅病、EDS、鴨瘟

、鴨病毒性肝炎均有效

d.豬隻:對豬瘟、藍耳病、小病毒、TGE及免疫功能下降

3.用量及用法:

a.口服:50-70 mg/隻，連用3-4天

b.飲水投予:0.2 kg/噸

c.預防:400 g/噸料，連用7天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
畜牧與獸藥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