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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肠毒素性大肠杆菌疫苗的研制进展
应天翼韩照中苏国富

脑Ｉ

Ｂ

细菌性腹泻是常见的肠道传染病，广泛流行于世界各

２人源唧的ｃＦｓ结构：基于形态学分类，在人类

地。据统计，全球年腹泻病人达３０亿左右，我国年发病约８

明、Ｅｃ中已发现２０种不同的ｃＦｓ，分为菌毛与原纤维纤丝两

亿多人次，死亡率达Ｏ ０２‰，其中最常见的是由肠毒索性大

种．菌毛类姐ｃＦＡ／Ｉ、ｃｓｌ是呈致密、发丝状、纤丝状细胞

脑杆菌（Ｅｎｔ哪ｔｏｘｉｚ叽ｉｃ耐盱讪ｍ田“，ＦｒＥＣ）引起的腹

器，由几百个同样的蛋白亚基构成，这种蛋白决定了菌毛的

泻。”。由于是经口传播、所以常因食品或水源污染导致爆发

免疫学特性。纤丝类如Ｃｓ３和Ｃ研菌毛，由两条纤丝缠绕成

性流行，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和战争时期更不易避免和控制，

双螺旋。原纤维纤丝更细，更具柔韧性且结构更开放，它每

同时由于滥用抗菌药物而导致有耐药性细菌的大量增长，所

一个螺旋中的亚基数目比菌毛要少。

以研制有效的疫苗加ｉ葑免疫预防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公共卫

生问题，但是目前还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盯ＦＣ疫苗‘２“。

３

ＣＦｓ的分类：在已发现的２０种ＣＦｓ中，ＣＦＡ／Ｉ、ＣＳＩ、

Ｃ皿、ＣＳ４、ＣＳｌ４、ＣＳｌ７和ＣＳｌ９这一组菌毛，由于具有一定的

一、Ｉ玎ＥＣ的定居因子

遗传相关性旧』，所以被称为ｃＦＡ／Ｉ样组。它们主要亚基的

ＥＴＤＣ是通过一种叫作定居因子（∞ｌｏｎｌ龃讧ｍ ｆａｃｔ。ｒｓ，

氪基酸序列非常相似，这些菌毛可能是由于宿主的免疫压力

ＣＦｓ）的蛋白表面结构黏附到上皮细胞表面，之后可单独或同

进化而来的。免疫学研究显示，这一组中ＣＦＡ／Ｉ与Ｃｓ４亲

ｅｎｔ∞ｔＵｘｉｎ，ｌ』）与耐热肠

缘关系最近，其次是ｃＳｉ４、ｃＳｌ、ｃｓｌ７，而ｃ眈与ｃＦＡ／Ｉ的差

时分壕不耐热肠毒索（ｈｅａｔ—ＩａｂｉＩｅ

毒素（ｈ锶ｔ－Ｓｔａｂ【ｅ锄ｔｅｒｏｔｏｘｉｎ，Ｓｒ）。在全世界范围内分离出

的ＥＴＦｃ茁株中，大约３５％分泌ＬＴ和趼，约３５％只分泌
Ｓ丁，其余的仅分泌ＬＴ。

别最大。

ｃＳ５、ｃｓｌ３、ＣＳｌ８、Ｃ盟０被称作“ｃＳ５组”，它们的亚基彝
基酸序列与动物Ｅ１蕾ｃ的Ｋ８８、Ｆ４ｌ或９８７ｐ菌毛有遗传相似

通过流行病学研究证明并非所有的ＥＴＥＣ菌株都含有

性，ＣＳ７可能也属于这～组，因为ｃ即与ｃｓ５有同样的亚基

ＣＦｓ．ｃＦｓ在日ＥＣ中的分布也呈现出一定的特异性。在同

大小、螺旋结构和红细胞凝集形式。ｃＳ７与Ｃｓ５亚基在蛋白

时产ｓｒ与ＬＴ的菌株中约有９０％都表达现在已知的Ｃｈ，

质印迹反应中有交里反应，且它们最前面的２０个Ｎ．端氨基

而在单纯分泌ｓＴ或Ｌ丁的菌株中表达已知ｃＦｓ的菌株数量

酸是一致的。另外，还有一组ＣＦｓ，其中包括ｃＳ３、（Ｎ、

则分别占６０％和ｌＯ％。在现今已知的人类研Ｅｃ的２０种

ｃｓＬ０、ｃｓｌｌ、ｃｓｌ２，它们与己知的任何菌毛都不同源：

ＣＦｓ－８中特征最鲜明且研究最多的是定居因子抗原Ｉ

二、ＦＴＥＣ疫苗

ｆａｃ埘卵ｔｉ卿Ｉ，ｃＦＡ／Ｉ）和菌毛表面抗原１～

鉴于ｃＦｓ在盯ＥＣ病理学中的关键性地位，用ｃｈ作为

６（ｄｉ乳Ｊｒｆａｃｅ ａｎｔｉｇ肌ｓ １～６，ＣＳｌ～ｃＳ６），而同时流行病学研

人用ＦｒＥｃ疫苗抗原的可能性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究娃示出在世界的不同地区，耵ＢＣ所含ＣＦｓ的种类也不尽

尽管已经鉴定出加种不同的ＣＦｓ．但可在５０％～８０％的临

相同。在我们最关心的亚洲地区，同时表达ｓＴ与Ｕ、的菌

床分离出的髓ＢＣ中找到大约７种常见的ＣＦｓ（ｃＦＡ／Ｉ，

株占大多数９。由于将来预防ＥＴＥｃ腹泻的疫苗中所告的

ｃｓｌ，ｃ置，（：ｓ３复合物，ｃｓ４，ＣＳ５，ＣＳ６复合物）。动物及志

抗原将是在人群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或几种ＣＦｓ，所以还

愿者实验表明：ＣＲ剐表达同源ｃＦＳ的大肠杆菌感染具有高

有必要进一步搞清楚关于世界各地区流行的ＥＴ比所含

效保护性ｏＩｏＪ，ＣＲ还可以协同ＥＴＥＣ毒素抗原对ＥＴＥＣ表达

（ｄｏ血捌ｉ。ｎ

ＣＦｓ种类的详细情况。
ｌ

ｃＦｓ的受体与黏附：Ｅ１’Ｅｃ ｃＦｓ结合的受体分子是一

的毒素及同源ＣＦｓ提供保护。所以如果选择包括ＣＦＡ／Ｉ和
ｃｓｌ～ｃｓ６中的一种或几种作抗原，再结台一定的类毒索，在

种复合糖。由于不同的ＣＦｓ需要不同的结合位点，所以病原

理论上这样的候选株可以对世界范围内的８０％以上ＥＴＥｃ

性大肠杆菌对宿主和组织有着显著的选择性，例如动物

菌株提供保护，如果再加上一些出现频率较低的菌毛抗原

盱Ｅｃ所古重要的ｃＦｓ并不存在于感染人类的Ｅ丁ＤＣ中。

（如（＝ｓ１２，（＝Ｓ１４，ｃｓｌ７），并配“合适的载体菌…』，则将大大

尽管已有许多文献报道了人类ＦｒＢＣ如何黏附到红细胞及

提高保护能力。

肠细胞．但是由于无法获得有效的人体肠道模型，所以对于
结合位点的结构了解得远不如对动物ＥＴＥｃ清楚。

ｌ，亚单位疫苗：在８０年代初期曾试图以纯化的ｃＦｓ蛋
白为口服免疫原来对抗表达各种同源ｃＦｓ的雕、ＢＣ侵袭，但
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因为经分离纯化的菌毛蛋白在肠分泌物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７ｌ北京生物工程研究所四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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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很容易被蛋白酶降解。当时也曾作过其他尝试，包括直接
将茁毛送至小肠或给它们包上一层可生物降解的荚膜，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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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数带荚膜的疫苗诱导了针对ＣＦｓ的黏膜免疫，但对表达

细胞及Ｒ细胞免疫应答。现在一些证据表明可以用伤寒沙

同源Ｃｈ的盯Ｅｃ毒株攻击还是无法提供显著的保护。另

门氏菌作为载体将ＥＴＥｃ的ｃＦＡ／Ｉ菌毛运进至体内脏器相

外．分离纯化菌毛费用昂贵，所以，注意力开始转向能够提供

关的淋巴器官刺激黏膜免疫，并诱生了针对ＣＦＡ／Ｉ的ＩＥＡ

表而ｃＦｓ的灭活或者活的全菌疫苗。

和ＩｇＧⅣ。

２灭活疫苗：由于矾’Ｈ：引起的疾病与小肠密切相关，

口服活菌疫苗存在的虽大问题是如何确保其稳定无毒

于是有观电认为最重要的抗体将是在肠道内诱发的抗体。

（因为利用突变手段制备的菌体很容易产生回复突变而恢复

于是，ｉ甲价不同Ｅ１、ＥＣ疫苗时最关键的是看它在肠道内诱发

其毒力），以发没有反应原性（或可耐受的反应原性）。。＆ｓ吲ｉ

的免疫『董答教价如何．有一种疫苗，它包含福尔马林灭活的

等”ｏ利用平衡致死系统构建了能够稳定表达ｃＦＡ／Ｉ及

表达ｃＦＡ／Ｉ与ｃＦＡ／Ⅱ的ＥＴＥｃ，疫苗给人服用后，产生针

Ｋ９９、Ｋ８８等菌毛的疫苗，他们用ＢＡＩ，Ｈ／ｃ和ＣⅡｌ小鼠实验

对ｃｎ／Ｉ与ｃＦＡ／Ⅱ的分泌型Ｉ趴抗体的抗体分泌细胞

的结果硅示Ｌ１服免疫这种疫苗可以很好地诱导ＩｚＡ及Ｉ娟

ｓ“ｒｃＩ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ＡＳＣ）应答最高，居中的是ＩｇＭＡＳ（＝，

的应答。目前国内也正在大量使用平衡致死系统构建多种

（柚ｃｌｂ。ｄｙ

最低的是ＩｇＧ ＡＳＣ：另外还测出了疫苗特异性的，Ｉ细胞免

疫应答：众多结果硅示，灭活的全菌疫苗（ｗｈ【）１ｅ

活菌疫苗。

ｖａｃｃ·ｎｅ，

４．其他新型疫苗：在分于生物学高速发展的今天，除了

ｗＣｖ）所保持的全茁结构对于诱导强烈的免疫鹿答是非常

上述用传统方法制备的辛｝种疫苗外，还有许多新思路与新方

重要的．它与毒素有明显的辅助怫同效应。

法正在处于探索中。例如Ｆｒｅｅｄｒ【－ａｎ等”ｏ用纯化浓缩的

ｃｃｌｌ

由于霍乱毒素（ＣＴ）与ＬＴ结构类似，其Ｂ亚基之间有免

ＣＦＡｓ免疫奶牛，而后从牛奶中浓缩Ｉ—ｊ给志愿者Ｌｊ服。１５

疫交叉反应，已有实验证明霍乱毒素Ｂ亚基（田Ｂ）可对大肠

名志愿者接受口服１０９ｃｆｕ剂蕈表达ＣＦＡ／ｌ的Ｅ｜ＩＨＣ毒株攻

轩菌疾病提供商效保护，所呲现在普遍认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击，只有Ｌ人发病，在服用安慰弃吐的Ｌ（）人中有７人发病。

是用基因工程手段制备携带有ｃＴＢ基因、用福尔马林灭活

用转基因植物作为抗ＥＴＥｃ的疫苗，让马铃薯表达ＬＴ．

的、表面表达多数流行ｃＦＳ的ＥＴ毗联合疫苗．这种Ｅ１、卜ｃ

Ｂ基因，用这些块茎来喂小鼠，在小鼠体内可诱生Ｉ研与

疫苗在不同国家内（如瑞典、美国、盂加拉和埃及）进行了广

ＩｇＧ，当用ＬＴ对小鼠进行攻击时，发现可提供一定程度的保

泛的一期和二期Ｉ临床实验。结果表明，７０％～９０％的用

护瑚Ｊ。由此可见，植物表达的ＬＴ－Ｂ有抵抗盯ＥＣ与霍乱的

ｆ＿ｒＫＣＦＡ Ｅ１’ＥＣ疫苗免疫过的瑞典志愿者中，ＩｇＡ呈显著增

能力。最近的实验结果显示，植物表达的ｃＩｌ‘Ｂ可以刺激小

多．

鼠体内产生抗体来中和毒索【２“。

总的来说，口服灭活菌体疫苗方便、安全，但用量偏大．

最近几年新兴的核酸疫苗对传统疫苗已经构成了一种

费用硝高，且不妞胃肠道外疫苗效果好。此外，它对菌株和

挑战．它克服丁减毒、灭恬疫苗的潜在致病性和亚单位疫苗

灭活方式的选择租讲究，而诸如福尔马林、酚、大肠菌素磁

免疫反应的不完全性等缺点，可表达经修饰的天然抗原，诱

或加热等灭活方式可能会破坏菌体表面重要的不稳定抗

导机体产生全面的免疫应答，适于制备多价苗，既可预防，又
能治疗，一次免疫剂量即可产生有效的免疫反应，此外它还

原：”‘：

３基因工程活菌疫苗：口服活菌疫苗是用细菌作为活

具有生产简便、成本低廉、稳定性好、贮运方便等优点ｍ Ｊ。

载体米延长在小肠内相关的淋巴组织驻留时间井表达不同

Ａｌｖ群等口“将编码盯Ｅｃ

的ｃＦｓ和类毒素抗原，这些载体允许在一剂疫苗中存在多种

达载体，并用作ＤＮＡ疫苗进行免疫，发现在注射ＤＮＡ后的

抗原．另外由于口服疫苗成本低廉、贮存稳定性好、便于涸

２～４周之间ＣＦＡ／Ｉ特异性ＩｇＧ水平有明显增高，而且在７

配，产生的免疫刺激与病原菌最为接近，所以采用基因工程

周后仍然有升高的迹象．但是他们发现ＣＦＡ／Ｉ特异性表达

手段，以Ｅ１、Ｅｃ菌毛作为抗原。以细茁为载体构建口服活菌

质粒所诱导出来的抗体与完整的ｃＦＡ／Ｉ菌毛上暴露在表面

疫苗开始引起普遍关注？现在进行的研究太都是以减毒伤

的抗原决定簇的反应有别于用那些纯化的ｃＦＡ／Ｉ菌毛产生

寒沙门氏菌、减毒志贺痢疾菌和减毒霍乱弧菌为载体，但最

的抗体。ＤＮＡ免疫所产生的抗体与那些用菌毛免疫产生的

为引起重视的是减毒伤寒沙门氏菌”。

抗体在功能上也有所区别．究其原因是由于它们在菌毛表面

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人的失败应部分归因于采用肠
道选径免疫而没有刺激相应的黏膜免疫“ｊ。而减毒伤寒沙
Ｊ氏菌的特点就在于它保持了抗原性，可以刺激机体相应区

ｃＦＡ／Ｉ菌毛的基因克隆于真核表

的结台位点不一样所造成的，具体的饥理尚未搞清楚，不过
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两种抗原的表达方式不同，这个问题至今
仍难以解决…Ｊ。

域产生黏膜免疫－”。黏膜组织自有一套独特的免疫系统，

三、小结

独屯于一般的免疫系统之外发挥保护作用ｍ－。黏膜免疫过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关于大脑杆菌的定居因子人们

ｐａｔｃｋ，ＰＰ）的作用是｛’分独特且关

已经了解得很多，但是这方面工作比预想的复杂得多．主要

链的，将ＰＰ作为靶部位是非常重要的。相比之下，用大肠杆

原因是菌毛抗原有许多型，而每一型内又有血清学的变异，

菌则不能在血清及黏膜诱导有效的抗体应答。换句话说，活

加上抗原性的漂移以及还有一些迄今为止所未知的定居因

菌载俸倾向于进八或瞄准黏膜诱发部位并可有效地刺激Ｔ

子抗原，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

程中派伊尔节（ｐｅｙ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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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ｄｅｃＬｌｌａｒ ａｎｄ ｃｌ咖ｃｄ ＡｓｐｅｃＢ ｄ Ｂａｃｔｅｎ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随着转基因动物、转基因植物和核

ｃｈｉｃｈ目ｃｒ：Ｊ。｝ｍ Ｗｌｋｙ＆ｓ。∞，１９９５

酸疫苗等新技术的逐渐趋于成熟，对黏膜免疫机理、功能抗
原确定和高效表达体系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合适的用于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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