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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问号钩端螺旋体ｚｉ乡Ｌ４１基因
表达及重组抗原分析
阮萍严杰毛亚飞

【摘要】

彭慧琴周晓辉

构建问号钩端螺旋体（钩体）ｚ培ｋ培ｆ批４ｌ／１融合基因及其原棱表达系统。

目的

方法采用连接引物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构建，出一，，ｐＬ４１／ｌ和ｆｆｎ ｚ ｚ户７。４１／１融合基因，常规方法构建其
原核表达系统。采用十二烷基磺酸钠聚而烯酰胺凝胶电涑检测目的重组蛋白ｒＬＴⅡｒ１．ｚｐＬ４１／１和
ｒｃＴＢ＿ｒＬ』ｐＬ４１／ｌ表达情况；用免疫印迹和神经节苷脂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ＧＭ，一ＥＬＩｓＡ）分别检测上述
目的重组蛋白的免疫缘性和佐剂话性；采用ＰｃＲ和显微镜凝集试验（ＭＡＴ）分别检测９７株问号钩体
野生株Ｉ ｚ址４ｌ／ｌ基因及其表达情况；用ＥＬｌｓＡ检测２２８例钩体患者血清ｆ ｚ卢Ｌ４１基因产物的抗体。
结果与报道的相关序列比较，ｆｆＢ ｆｚ乩４ｌ／ｌ和ｃ｝Ｂ￡一声Ｌ４１ｎ融合基因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相似性分
别为９９

６％一９９

９％和９９ ８％～１００％。Ｔ■ｒＢ ｒＬｌｐＩ，４１／１和ｒ（：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ｌ／ｌ表达产量均约为细菌总蛋

白的１０％，主要以包涵体形式存在。ｒＬｌＢ儿ｌｐＬ４Ｌ／１和以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ｌ／ｌ均分别能与ｒｕｐＬ４ｌ／ｌ兔抗血
清和牛ＧＭ．结台。８７ ６％（８５／９７）问号钩体野生株含有ｆｉ止４１基因，８４ ５％（８２／９７）向号钩体野生株
分别与ｒＬ岫Ｌ４１／ｌ和ｒＬｉｐＬ４１／２兔抗血清出现效价范围为ｌ：４～１：１２８的ＭＡＴ阳性结果。８４ ６％（１９３／
２２８）和７８．５％（１７９／２２８）的患者血清分别ｒＬｌｐＬ４ＩｆＩ和ｒＬｉｐＬ４１／２抗体阳性。结论

成功地构建了，￡凸

“扯４１／ｌ和ｃｆＢｚｆ牡４１／ｌ融合基因及其原核表达系统。所表达的ｒＬＴＢ—ｒＬｌｐＬ４１／ｌ和ｒＣｌＢｒｕｐＬ４ｌ／１融
合蛋白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和佐剂活性。，ｉ声Ｌ４ｌ基因存在于不同问号钩体血清群中并高频率表达。
ｒＬ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ｌ／１和ｒｃ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ｌ／１具有成为钩体属特异性疫苗抗原的良好前景。
【关键词】问号钩端螺旋体；融合基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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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９９７０６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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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号钩端螺旋体（钩体）血清群、型众多，不同地

ＴＡ（ｊＡＧＡＡＧＡＴＡＡＴＴＴＴＣＴＡＴＴＴＧＣＣＡＴＡＣＴＡＡ

区有明显差异”’“。目前使用的问号钩体多价全凶

ＴＴＧｃＧＧ０３’。矗声Ｌ４１引物序列：上游５’一ＡＴＧ

死疫苗副作用大，且对其未包含的血清群保护作用

ＡＧＡ＾ＡＡＴＴＡｌ＇ＣＴＴＣＴＣＴＡ．３’．下游

极为有限’３“。ｓｈａｎｇ等”Ｊ报道了问号钩体表面均

ＣＴＣＧＡ（；ＴＴＡＣＴＴＴＧＣＧＴＴＣＣＴＴＴＣＧ

有编码３５５个氨基酸脂蛋白“础，４１基因。我国１５

（ｘｈｏＩ）。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总体积为１００ ｆｔｌ，内

群１５株问号钩体参考标准株有，ｉ业４１ｎ和
ｆ ｚ此４１／２两个基因型，前者包括了我国流行最广的

２０

血清群”ｏ，故可作为属特异性基因工程疫苗的候选

板、ｌ×ＰｃＲ缓冲液（ｐＨ ８．３）。ｚ出和ｆ出基因ＰＣＲ

抗原。重组大肠埃希菌不耐热肠毒素Ｂ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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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ＴＢ）和霍乱肠毒素Ｂ亚单位（ｃＴＢ）是抗体生成的

３０个循环；７２℃１０

良好佐剂”１…。为了提高表达产物抗原性及减少发

９４℃５ ｍｊｎ，９４℃３０ ｓ、５５℃３０ ｓ、７２℃９０ ｓ，３０个循

ｚｉ声Ｌ４１／１和“Ｂ—ｚｉ址４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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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基因及其原核表达系统，检测了表达产物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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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佐剂活性，以及问号钩体野生株ｚｉＡＬ４１基因的

目的扩增片段预期大小分别为３７５、３７５和１０６８

携带率和钩体患者ｆｆ｜：Ｌ清特异性抗体的阳性率。

引物由上海博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ＢｉｏＡｓｉａ）合成，

材料与方法
１菌株来源：问号钩体黄疸出血群赖型５６６０ｌ

ｂｐ。

ＰｃＲ试剂盒购自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ＴａＫａＲａ）。
３

ｚ出矗声Ｌ４１／１和以Ｂ一“声Ｌ４ｌ／ｌ融合基因的构

株、大肠埃希菌４４８５１株均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

建：将』ｆＢ、ｃ出和“址４１／ｌ基因扩增产物用上海申

检定所，霍乱弧菌东７４株培养物由浙江省医学科学

能博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Ｂｊｏｃｏｌ。ｒ）小量ＤＮＡ

院何浙生研究员惠赠。采用ＥＭＪＨ培养基培养钩

柱快速离心纯化试剂盒回收目的片段，用分光光度

体，ＬＢ培养基培养大肠埃希菌。９７株分离自患者

法测定其浓度““。将￡出或ｒ培与嘶也４１ｎ等摩

的钩体野生株、显微镜凝集试验（ＭＡＴ）效价≥

尔混台，ＤＮＡ总量＜５００ ｎｇ，加入除引物外的上述

ｌ：４００的２２８份钩体患者血清分别由浙江省和广东

ＰｃＲ试剂，反应参数：９４℃５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４５℃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本实验室提供。ｒＬｉｐＩ。４１／ｌ、

３０ ｓ、７２℃１５０

ｒＬｉｐｌ４ｌ／２以及ｒＬＴＢ、ｒｃ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ｌ／１、ｒＬｉｐＬ４ｌ／２

和ｃ膪基因扩增时，下游采用连接引物，即该引物３’

兔抗血清均由本实验室提供”’…。

端有１８个核苷酸序列与ｆｉ牡４ｌ／１基因５’端互补，

３ｓ

ｓ．１０个循环：７２℃１０ｍｉｎ。由于￡出

ｚ出、“Ｂ和ｚｉ声Ｌ４ｌ基因的扩增、克隆和测序：

故经ＰＣＲ后会形成部分ｚ出或ｃ膳与ｚ一卢Ｌ４１／１复

采用苯酚氯仿法提取钩体５６６０ｌ株、大肠埃希菌

合模板。在上述反应产物中分别加入ｆｆＢ或ｃ出上

４４８５ｌ株和霍乱弧菌东７４株ＤＮＡ，溶于ＴＥ缓冲液

２

中，用分光光度法测定ＤＮＡ浓度和纯度…。ｆ出

游引物和打牡４１下游引物，扩增扶得ｚ￡Ｂ一，ｉ业４１／１
或ｃ蝎一ｆｉ址４１／１融合基因，ＰｃＲ参数：９４℃３ ｍｉｎ，

上街引物序列：５’一ＣｃＧＧＡＡＴＴｃＡＴＧＡＡＴＡＡＡ

９４℃３０ ｓ、５０℃３０ ｓ、７２℃１５０ ｓ，１０个循环；９４℃

ＧＴＡＡＡＡＴＡ一３’（ＥｃｏＲ

３０ ｓ、５０℃３０ ｓ、７２℃１６０

ｆ），以Ｂ上游引物序列：

ｓ（以后每循环增加１０ ｓ），

５’、ＣＣＧＣＡＡＴＴＣＡＴＧＡ，ｒＴＡＡＡＴＴＡＡＡＡＴＴＴＧ一

１５个循环；７２℃１０ ｍｉｎ。目的扩增片段预期大小均

３’（ＥｃｏＲ工），ｚ出和“上ｉ下游连接引物序列：５’

为１４３７

ｂＤ。

６１０

１生盟煎堑芏壁查！！堕至！型塑堑鲞茎！塑垦！！！』垦Ｐ！ｉ！坐！型！垒！ｇ！壁；！堕！！型：堑，堂．１

Ｔ—Ａ克隆、亚克隆和测序：采用Ｔ．Ａ克隆试剂

４

盒（Ｂ１０ｃｏＩｏｒ）将，ｆＢ．』ｉ础，４１／ｌ和矗Ｂ—ｆｉ儿４ｌ／ｌ融合

患者血清标本Ａ。。。值≥阴性对照均值±标准差者
为阳性…ｊ。

基因扩增片段克隆至ｐｕｃｍ—Ｔ载体中，转化于
Ｅ

ｃ。ｆｉ ＤＨ

ＥｃｏＲ

结

５ｎ并扩增，碱变性法提取重组质粒…ｌ，

ｌ和ｘｈｏ ｌ双酶切初步鉴定后委托Ｂ１０Ａｓｉａ测

定插人片段的核苷酸序列，并与报道的ｚｚ址４１、ｚｆＢ

果

１￡出、“Ｂ基冈和ｚ蝎一如皿，４１、吐Ｂ—ｚｉ儿４ｌ融合
基冈扩增结果见图１。

和ｃ饵基因序列比较”“。将重组质粒和表达载体
ｐＥＴ３２ａ分别用ＥｃｏＲ Ｉ和ｘｈｏ Ｉ双酶切，琼脂糖凝
胶电泳和小量ＤＮＡ ３ｓ柱快速离心纯化试剂盒分离
并回收目的片段，连接后转化于表达宿主菌Ｅ．ｍ“
ＢＬ２ｌＤＥ３中，经扩增、提取质粒后再次测序。
５．目的重组蛋白表达和收集：所构建的原核重
组表达系统ｐＥＴ３２ａ—ｊｔＢ＿ｌｉｐＬ４ｌ／ｌ—Ｅ
和ｐＥＴ３２ａ ｃｔＢ．１ｉｐＬ４ｌ／１

Ｅ

∞如

ｆｏｚｊ

ＢＩ。２１ＤＥ３

ＢＬ２１ＤＥ３在含

ｎｌｍｏｌ／Ｌ ＩＰＴＧ的ＬＢ培养基中３７℃振荡培养。所

１：ＤＮＡ分子量爹考标准；２、４和６：分别为ｆ出、ｆ培、ｚｆ口Ｌ４ｌ门

收集的菌体超声破碎（３００ ｖ，５ｓ×３），离心后分为

基冈扩增片段；７和９：分别为ｚｆＲ￡ｚｐＬ４ｌｆ】和ｒｆＢ，ｚｐＬ４ｌｎ融合基

沉淀和上清。采用１０％十二烷基磺酸钠一聚丙烯酰

因扩增片段；３、５、８和１０：相应的空Ｅ１对照

１

图１

胺凝胶电泳（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查目的重组蛋白ｒＬＴＢ—

ｚ胡、ｃ蝎基因和ｆｆＢ一，ｚｐＬ４１／ｌ、ｃ｛Ｂ．ｆ ｚ声Ｌ４ｌ／１
融合基因目的扩增片段

ｒＬｉｐＬ４ｌ／１和ｒｃＴＢ—ｒ ＬｉｐＩ。４ｌ／ｌ的表达情况。
ｒＬ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１／ｌ和ｒＣＴＢ．ｒＩ。ｌｐＬ４１／ｌ免疫原

２．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分析：与报道的丰日应序

性及佐剂活性的鉴定：以ｒＬｉＤＬ４ｌ／１兔抗血清为一

列比较“’“，ｆｚＢ一矗皿，４１／１和以Ｂ—ｚｉ声Ｌ４１／ｌ融合基因

抗”１、１：３０００稀释ＨＲＰ标记羊抗兔ＩｇＧ（Ｊａｃｋｓｏｎ

核苷酸序列相似性分别为９９ ９％和９９．６％，氨基酸

Ｉｍｍｕｎ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为二抗，用免疫印迹（ｗｅｓｔｅｒｎ

序列相似性分别为１００％和９９ ８％，Ｔ—Ａ克隆和亚克

ｂｏｈ）检测ｒＬ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ｌ／１和ｒｃ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１／１的免

隆测序结果完全相同，比较时不包括引物序列。

６

疫原性。用牛神经节苷脂（ＧＭ，）包被酶标板，洗涤

３．目的重组融合蛋白的表达：ＩＰＴＧ能有效地

后分别加入４“ｇ的ｒＬ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ｒｃｌ’Ｂ—

诱导ｒＬ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１／ｌ和ｒｃＴＢ ｒＬｉｐＬ４ｌ／ｌ的表达，

ｒＬｉｐＬ４１／１，重复５孔，以ｒＬＴＢ或ｒｃＴＢ兔抗血清为

表达产物主要存在于菌体超声破碎物离心后的沉淀

一抗、上述ＨＲＰ标记羊抗兔ＩｇＧ为二抗、ＯＰＤ为底

中，其产量均约占细菌总蛋白的１０％（图２）。

物，显色后检吸光度（Ａ。）值。实验中以等量ＢｓＡ
代替ｒＬ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ｒｃ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１／２为【弱性对
照，重复５孔。

７钩体野生株“地４１基因及其表达的检测：按
上法采用ＰｃＲ检测９７株问号钩体野生株ｚｉ址，４１
基因携带情况。按Ｆａｉｎｅ等“１介绍的方法，检测９７

株问号钩体野生株与ｒＬｉｐＬ４１／ｌ和ｒＬｌｐＬ４１／２兔抗
血清的ＭＡＴ效价，实验中采用正常兔血清作为阴
性对照。
８钩体患者血清特异性抗体的检测：ｒＬｉｐＬ４ｌ／ｌ

１：蛋白质相对分子质量（Ｍ，）参考标准；２、３：分别为末诱导和
ＩＰＴＧ诱导的ｒＬＴＢ ｒ１．１ｐＬ４１门表达情况；４、５：分别为诱导后表达
ｒＬＴＢ

ｒＬｌｐＬ４ｌｎ细菌的上清和沉淀；６、７：分别为未礴导和ＩＰｔｒＧ诱

或ｒ“ｐＬ４ｌ／２（５０Ⅳ∥ｍ１）ｏ．１ ｍｌ包被酶标板各孔，

导的ｒｃＴＢ ｒＬ ＬＴｌＴ．４１『ｌ表达情况；８、９：分别为壤导后表选ｒ匕ＴＢ．

４℃过夜，封闭、洗涤后以ｌ：４００稀释的患者血清为一

ｒＬＩ口Ｌ４１“细菌的上清和沉淀

抗、ｌ：４０００稀释的ＨＲＰ标记羊抗人ＩｇＧ为二抗、

图２

０ＰＤ为底物，显色后检Ａ。。值。实验中用相同稀释
度的５份正常人血清作为阴性对照，重复５孔。若

ＩＰＴ（；诱导时ｒＩ．１’Ｂ—ｒ“ｐＬ４１／ｌ和
ｒｃＴＢｒＬｌｐＬ４ｌ／ｌ的表达

４．目的重组融合蛋白的免疫原性和佐剂活性：

主望煎堑瘟芏壁查！！堕至！担墨堑鲞墨！塑些ｚ！』垦￡ｉｉ！翌型，皇坚！墼！！堕ｔ堡！：堑，盟！：！
ｗｅｓｔｅｒ“ｂｏｌｔ结果表明，ｒＬｉｐＬ４１兔抗ｆ６：【清均能与

热群等，具有ｆｉ儿４１／２基因型的爪畦群、拜伦群、塔

ｒＬ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ｒｃＴＢ．ｒ“ｐＬ４１／１结合（图３）。５

拉索夫群和明尼群国内很少引起流行…，因而本文

孔阴性对照的ｎ。。。均值！标准差为０．２１±０ ０５，阳

采用ｚｉ声Ｌ４１／ｌ为目的克隆基因。

惟标准为０．３６；５孔ｒＬＴＢ—ｒＬｉｐＩ』ｌ／１平【Ｉ

ｒ“ｐＩ■１／ｌ的Ａ。洲均值±标准差分别为１

ｒｃＴＢ

０９±Ｏ

表２

２２８倒钩体患者血清ｒｕｐＬ４１ｓ抗体

１４

ＥＬＩＳＡ检测阳性率

和ｌ １５±Ｏ．１７，表明ｒＬ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ｌ／１和ｒｃＴＢ
ｒＬｉ口Ｌ４ｌ／Ｉ均能与牛ｃ；Ｍ．结合。

基因工程疫苗往往因抗原单一而导致保护效果
１：蛋白质Ｍｒ参考标准；２：卒ｆ】对ｊｌ《ｉ；３、４：ｒＬｌｐＬ４１抗血臂识别
的ＴＬｒＢ Ｔ１．１ｐＬ４ｌｎ和ｒｃＴＢ＿ｒＬ甲Ｌ４１九
ｒＬ ｚｐＴ』４１／ｌ兔抗血清和ｒＬＴＢ

图３

ｒＬｌｐＩ．４】／１及

ｒｃＴＢ—ｒＬｌｐＬ４ｌ／１的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１０ｔ结果

５问号钩体野生株ｚｉ址４１基因携带率和表达

不理想，若加入佐剂则可明显提高免疫效果。ＬＴＢ

和ｃ’ｒＢ是目前公认的诱导血清抗体和分泌性ＩｇＡ
的佐剂”’…。业已证实，ＬＴＢ和ｃＴＢ佐剂活性取决

于与细胞表面ＧＭ，受体的结合能力”ｊ。本文中

率：８７ ６％（８５／９７）问号钩体野牛株ｚ ｚｐＬ４１基因

ＥＬＩｓＡ结果证实，ｒＩＪＢ—ｒＩ。ｉｐＬ４１／１和ｒＣＴＢ一

ＰＣＲ扩增结果阳性，８４ ５％（８２／９７）问号钩体野生株

儿ｉｐＬ４ｌ／１能与牛ＧＭ．结台，表明上述融合蛋白中

与ｒＬｉｐＬ４１／ｌ和ｒ ＬｉｐＬ４１／２兔抗血清出现效价范围

的ｒＬＴＢ和ｒＣＴＲ仍具有佐剂活性。ＣＴＢ诱导产生

为１：４～１

血清ＩｇＧ作用较ＬＴＢ为强““，但ＣＴＢ激活ｎ｛２途

表ｌ

１２８的ＭＡＴ阳性结果（表１）。

９７株钩体野生株ｆｔ自Ｌ４１基因携带率和表达率

径而产生的ＩＬ一４能选择性地促进Ｉ娅合成，因而有
可能引起变态反应“…。Ｉ。ＴＢ主要激活ＴＨｌ途径，

其次是Ｔｍ，ＴＨｌ途径不产生ＩＩ。一４，故认为ＬＴＢ一
般不引起变态反应“。。因此，我们构建了ｚｆＢ—

ｆｉ声Ｌ４１／ｌ和娃Ｂ—ｎ声Ｌ４ｌ／１两种融合基因的原核表达
系统，为后继研制基因工程疫苗留有选择余地。
与报道的相应序列比较“’…，我们克隆的ｆｆＢ、

矗Ｂ、ｚｔ儿４ Ｌ基因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相似性高达
６．钩体患者血清ＬｉｐＬ４ｌ抗体阳性率：由于

９９．６％～１００％，Ｔ—Ａ克隆和亚克隆测序结果完全相

ｒＬｉｐＬ４１／ｌ和ｒ ＬｉｐＬ４ｌ／２的阴性对照均值±标准差

同。ｓＤｓ—ＰＡＧＥ后可在预期位置出现ｒＬＴＢ－

分别为０．１２２±０ ０３９和０¨５±０ ４６，阳性标准分别

ｒＬｉｐＬ４ｌ『ｌ和ｒｃＴＢ ｒＬｉｐＬ４１／１表达产物，ｒＬｉｐＬ４１／１

为０ ２３９和Ｏ ２５３。根据上述判断标准，分别有

兔抗血清能识别ｒＬ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ｌ／１和ｒＣＴＢ—

８４．６％（１９３／２２８）和７８．５％（１７９／２２８）的患者血清

ｒＬｉｐＬ４ｌ／ｌ，表明

ｒＬｉｐＬ４ｌ／１和ｒＬＩｐＬ４ｌ／２抗体阳性（表２）。

ｒＬｉｐＬ４１／１／１均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

讨

论

ｒＬＴＢ．ｒＬｉｐＬ４１／１／ｌ

和

ｒＣＴＢ—

ＭＡＴ是刖新鲜培养的活钩体与相应抗体进行

的显微镜凝集试验。我们在实验中发现，８７

６％

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１５群１５株致病性

（８５／９７）问号钩体野生株显示血儿４ｌ基因扩增片

问号钩体参考标准株均含有ｚｚｐＬ４１基刚，但可分为

段，８４ ５％（８２／９７）问号钩体野生株与ｒＬｉｐＬ４１／１和

ｚ劬Ｌ４ｌ／ｌ和ｚ咖Ｌ４１／２两个基因型，前者包括了我国

ｒＬｉｐｌ４１／２兔抗血清的ＭＡＴ结果阳性，提示嘶）Ｌ４１

人群巾流行最广的血清群，女儿黄疽出血群、犬群、致

是广泛存在于不同血清群问号钩体表面、有较高携

热群、秋季群、澳洲群、波摩那群、流感伤寒群和七日

带率和夜达率的基因。早已肯定，ＭＡＴ抗体足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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