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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研究·
钩端螺旋体主要属特异性蛋白抗原分布
及其免疫性研究
孙百莉

罗冬娇孙军德

【摘要】

严杰

目的确定致病性问号钩端螺旋体（钩体）属特异性外膜蛋白的抗原性和交叉免疫反应

性，为研制通用性钩体基因工程疫苗及检测试剂盒提供依据。方法采用Ｎｉ—ＮＴＡ亲和层析法，提取
了４种钩体外膜蛋白主要基因型重组表达产物ｒＬｉｐＬ２１、ｒＬｉｐＬ３２／１和ｒＬｉｐＬ３２／２、ｒＬｉｐＬ４１／ｌ和
ｒＬｉｐＬ４１／２、ｒｏｍｐＬｌ／１和ｒｏｍｐＬｌ／２，并用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测表达及提纯效果。上述重组蛋白常规皮下
免疫家兔获得抗血清，显微镜凝集试验（ＭＡＴ）检测各抗血清交叉凝集效价。采用盐变法提取了我国
１５群问号钩体参考标准株及非致病的双曲钩体Ｐａｔｏｃ Ｉ株的外膜蛋白。以兔抗血清为一抗，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上述４种外膜蛋白自然表达情况及其免疫反应性。结果

ｒＬｉｐＬ２１、ｒ“ｐＬ３２／１和

ｒＬｉｐＬ３２／２、ｒＬｉｐＬ４ｌ／１和ｒＬｉｐＬ４ｌ／２、ｒＣ畹ｐＬｌ／１和ｒｏｍｐＬｌ／２表达量分别约占细菌总蛋白的ｌＯ％、４０％
和３５％、１５％和１０％、３０％和１５％，各重组蛋白ＳＤＳＰＡＧＥ提纯后均仅见单一的蛋白条带。重组蛋
白兔抗血清在同一基因不同基因型表达产物之间有广泛的交叉免疫反应性，与不同钩体血清群的
ＭＡＴ效价为１：２～１：１２８。各血清群钩体外膜中均可检出上述４种外膜蛋白，但ＬｉｐＬ２１仅存在于问
号钩体中。结论ＬｉｐＬ２ｌ、ＬｉｐＬ３２、ＬｉｐＬ４ｌ、０ｍｐＬｌ均为钩体属特异性表面抗原，可作为通用性钩体
疫苗及检测试剂盒的候选抗原。
【关键词】问号钩端螺旋体；外膜蛋白；属特异性抗原；交叉凝集；免疫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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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端螺旋体（钩体）病是世界范围流行的自然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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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系统Ｈ ６‘１９］。上述７个原核表达系统在
ｍｍｏｌ／Ｌ ＩＰＴＧ诱导下，３０℃振荡培养４ ｈ，以表

源性疾病ｎ。３ ｏ，也是洪涝灾害时重点监控的传染病之

０．５

一Ｈ刮。钩体血清群、型众多，分布有地区性差异，且

达目的重组蛋白。采用Ｎｉ—ＮＴＡ亲和层析法提纯目

各群、型间交叉保护作用较弱或无。７。９｜，故目前国内

的重组蛋白，１５％ＳＤＳ—ＰＡＧＥ及Ｂｉｏ—Ｒａｄ凝胶图像

外均采用当地流行的钩体血清群、型来制备多价钩

分析系统检测其表达量和纯化情况。

体全菌死疫苗。由于多价钩体全菌死疫苗对其中未

３．抗血清制备及其效价测定：各重组蛋白与等

包含的其他钩体血清群、型感染保护作用极其有限，

体积弗氏完全佐剂混合，充分乳化后背部皮下多点

易造成钩体病的暴发流行¨…。因此，寻找可用于研

注射免疫家兔，每只家兔每次间隔一周免疫１ ｍｇ蛋

制通用性钩体疫苗及实验室诊断方法的钩体属特异

白抗原，共４次。末次免疫１０ ｄ后采集心血，分离血

性蛋白抗原，对于钩体病预防、控制和诊断均有重要

清，采用免疫双扩散法测定抗血清效价。

意义。

４．ＭＡＴ：将各抗血清用生理盐水对倍稀释，各

近年我国科学家报道了钩体黄疸出血群赖型赖

取Ｏ．１ ｍ１分别与０．１ ｍｌ上述我国１５群１５型１５株

株的全基因序列ｕ１｜，国外学者也报告了跨膜蛋白

致病性问号钩体及Ｐａｔｏｃ Ｉ株双曲钩体新鲜培养物

ＯｍｐＬｌ、脂蛋白ＬｉｐＬ３２和ＬｉｐＬ４１可能是所有钩体

混合，３７℃孵育２ ｈ，用暗视野显微镜观察交叉凝集

主要外膜蛋白Ｈ２。１ ５｜。我们曾证实我国流行的钩体参

情况，以生理盐水为空白对照，以５０％钩体被凝集

考标准株均含有ｌｉｐＬ２１、ｌｉｐＬ３２、１ｉｐＬ４１和ｏｍｐＬｌ基

的血清最高稀释度为抗血清ＭＡＴ效价判断的

因，但后３个基因存在不同的基因型Ｈ６Ｊ ８Ｉ。然而，上

终点‘２

０Ｉ。

述钩体基因自然表达及其抗原性和交叉免疫反应性

５．外膜制备及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按文献［２０］制

尚未有深入研究的报道。本研究中，我们采用Ｎｉ—

备上述１５株问号钩体和双曲钩体Ｐａｔｏｃ Ｉ的外膜

ＮＴＡ亲和层析、ＳＤＳ—ＰＡＧＥ、Ｗｅｓｔｅｍ ｂｌｏｔ和显微镜

（ＯＥ）。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不同ＯＥ提取物的蛋

凝集试验（ＭＡＴ）等方法，探讨了对钩体上述基因主

白含量，采用１５％分离胶及不同上样量，对相近蛋

要基因型自然表达情况及其重组抗原的抗原性和交

白含量的不同ＯＥ提取物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和考马斯

叉免疫反应，以期为此等抗原作为通用性钩体基因

亮蓝Ｒ２５０染色分析。
６．ｗｅｓｔｅｍ ｂｌｏｔ：钩体ＯＥＰ提取物ＳＤＳ—ＰＡＧＥ

工程疫苗及检测试剂盒候选抗原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
１．钩体菌株及其培养：钩体参考标准株黄疸出

后电转移至ＰｖＤＦ膜（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上。分别以
１：２５００稀释的ｒＬｉｐＬ２１兔抗血清以及１：１０ ０００稀释
的

ｒＬｉｐＬ３２／１、ｒＬｉｐＬ３２／２、ｒＬｉｐＬ４１／１、ｒＬｉｐＬ４１／２、

血群赖型５６６０１株、爪哇群爪哇型５６６０２株、犬群犬

ｒＯｍｐＬｌ／１和ｒＯｍｐＬｌ／２兔抗血清为一抗，１：３０００稀

型５６６０３株、拜伦群拜伦型５６６０４株、致热群致热型

释的ＨＲＰ标记的羊抗兔ＩｇＧ（Ｉｍｍｕｎ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为

５６６０５株、秋季群秋季型５６６０６株、澳洲群澳洲型

二抗，ＥＣＬ（ＢｉｏＣＯｌｏｒ）法曝光显影。用本实验室构建

５６６０７株、波摩那群波摩那型５６６０８株、流感伤寒群

的幽门螺杆菌鞘膜蛋白ｐＥＴ一３２／Ｅ．∞ｚｉ

临型５６６０９株、七日热群七日热型５６６１０株、巴达维

原核表达系统作为对照，其目的重组表达产物相对

亚群巴叶赞型５６６１２株、塔拉索夫群塔拉索夫型

分子量（Ｍ，）约为３７×１０３Ｋ１｜。

５６６１３株、曼耗群曼耗Ⅱ型５６６１５株、赛罗群乌尔夫
结

型５６６３５株、明尼群明尼型５６６５５株，以及双曲钩体

ＢＬ２ｌＤＥ３

果

国际参考标准株三宝垄群ｐａｔｏｃ型Ｐａｔｏｃ工株均购

１．目的重组蛋白的表达及纯化结果：凝胶图像

自北京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培养基为８％兔

分析结果显示，ｒＬｉｐＬ２１、ｒＬｉｐＬ３２／１、ｒＬｉｐＬ３２／２、

血清的Ｋｏｒｔｈｏｆ培养基。

ｒＬｉｐＬ４１／１、ｒＬｉｐＬ４１／２、ｒＯｍｐＬｌ／１、ｒＯｍｐＬｌ／２表达量

２．目的重组抗原表达和提纯：ｌｉｐＬ３２／１、ｌｉｐＬ３２／

分别约占细菌总蛋白的１０％、４０％和３５％、１５％和

２、ｌｉｐＬ４１／１、１ｉｐＬ４１／２、ｏｍｐＬｌ／１、ｏｍｐＬｌ／２基因型包

１０％、３０％和１５％，经Ｎｉ—ＮＴＡ亲和层析法提纯后

含了我国主要流行的钩体黄痘出血群、秋季群、波摩

在ｓＤＳ—ＰＡＧＥ上各目的重组蛋白均仅见单一的条

那群、流感伤寒群等，本实验室已构建了上述基因型

带（图１）。

及ｌｉｐＬ２ｌ基因的ｐＥＴ一３２／Ｅ．∞ｚｉ ＢＬ２１ＤＥ３原核表

２．各兔抗血清免疫双扩散试验和ＭＡＴ凝集效

生堡煎塑疸堂壅查；！！！堡！！旦箜！！鲞箜！！塑

垦垒ｉ！』垦２ｉ！型垫！！里！！！里！笪；！！！！∑！！：；！！盥！：！！

价：ｒＬｉｐＬ２１兔抗血清免疫双
扩散试验效价为１：２，其余均为
１：４。各目的重组蛋白兔抗血
清均可与我国１５群１５型问号
钩体参考标准株发生不同程度
的交叉凝集反应，其效价范围
１：２～１：１２８，但仅有ｒ“ｐＬ２ｌ
兔抗血清不能凝集双曲钩体
Ｐａｔｏｃ

ｌ和１０：Ｍａｒｋｅｒ；２：空质粒；３～９：ＩＰＴＧ诱导表达的ｒＬｉｐＬ２１、ｒＬｉｐＬ３２／１、ｒＬｉｐＬ３２／２、

ｒＬｉｐｌＪ４１／１、ｒＬｉｐＬ４１／２、ｒｏｍｐＬｌ／１和幻ｍｐＬｌ／２；１１～１７：Ｎｉ—ＮＴＡ亲和层析法提纯的

Ｉ株（表１）。

３．ＯＥＰ提取物ＳＤＳ—

ｒＬｉｐＬ２１、ｒＬｉｐＬ３２／１、ｒＬｉｐＬ３２，２、ｒＬｉｐＬ４１／１、ｒＬｉｐＬ４１，２、ｒｏｍｐＬｌ／１和∞ｍｐＬｌ／２，Ｍ，（×１０３）
分别为３６．８、４８．４、４８．４、５８．０、５８．０、５２．Ｏ和５２．０

ＰＡＧＥ图谱：不同钩体ＯＥ提

图１随ＳＰＡＧＥ分析钩体目的重组蛋白表达量及其提取物纯度

取物的ＳＤＳ—ＰＡＧＥ图谱见图

２，其主要ＯＥ条带处于Ｍ，

表ｌ

目的重组蛋白兔抗血清与不同钩体株的ＭＡＴ结果

２０×１０３～８５×１０３之间。
４．ｗ酋ｔｅｍ ｂｂｔ结果：兔抗

钩体删Ｐａｔｏｃ工血清，兔抗
ＬｉｐＬ３２／１、ＬｉｐＬ３２／２、ＬｉｐＬ４１／１、
ＬｉｐＬ４ｌ／２、０ｒｒｌｐＬｌ／１、０ＩｎｐＬｌ／２
均能与提取的１６株钩体外膜
蛋白结合，兔抗ＬｉｐＬ２１血清能

与Ｐａ奴矽ｈ的１５株钩体外膜蛋
白结合。ＬｉｐＬ２１与所提外膜蛋
白反应条带较弱，ＬｉｐＬ３２／１、
ＬｉｐＬ３２／２、ＬｉｐＬ４１／１、ＬｉｐＬ４１／２、
ＯｒｎｐＵ／１、Ｃ妇ｐＬｌ／２之间，以及
各血清内部１６菌株间反应条
带差异不大（图３）。
讨

论

钩体血清群除有地理分布
差异外，也会发生同一地区钩
体优势血清群更迭把０’２ ２｜。流
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赛罗群
棉兰型钩体逐渐成为两湖及安
徽地区新的主要流行钩体血清
群型，七日热群在江西省流行

１和１０：Ｍａｒｋｅｒ；２～９：问号钩体５６６０１、５６６０２、５６６０３、５６６０４、５６６０５、５６６０６÷５６６０７、
５６６０８株ＯＥ；１１～１８：问号钩体５６６０９、５ｂ６１０、５６６１２、５６６１３、５６６１５、５６６３５、５６６５５株和双曲
钩ＰａｔｏｃＩ株０Ｅ
图２

钩体外膜提取物ＳＤＳＰＡＧＥ后考马斯亮蓝染色图谱

的钩体血清群中约占１／３，但
该两群均未包含在疫苗之中。
因此，钩体属特异性蛋白抗原对于研制通用性疫苗
及诊断方法均有重要意义。尽管已发现一些表面蛋
白存在于各钩体血清群中，但了解其抗原性及免疫
反应性将为上述疫苗和诊断方法研究提供实验
依据。

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ＬｉｐＬ２１无基因型差
别，ＬｉｐＬ３２、ＬｉｐＬ４１和ＯｍｐＬｌ分别有２、２和３个基
因型，但含有ｏｍｐＬ １／３基因型的爪哇群、拜伦群、致
热群、塔拉索夫群和明尼群均为非流行的钩体血清
群，因而本实验未涉及该基因型产物免疫性的研究。

主堡煎亘堑望壅查！！！！堡！！旦箜！！鲞笙！！塑堡垒ｉ！！垦趔！！翌ｉ！！！旦竺！坐！望！！！！！！尘！：！！！堕！：！１

我们的实验结果显
示，所构建的１ｉｐＬ２１、
ｌｉｐＬ３２／１和ｌｉｐＬ３２／２、
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１ｉｐＬ４１／２、
ｏｍｐＬｌ／１和ｏｍｐＬｌ／２
基因型原核表达系统能
有效地表达目的重组蛋
白，其产量分别约占细
菌总蛋白的１０％、
１

４０％、３５％、１５％、１０％、

３０％和１５％，所建立的
Ｎｉ—ＮＴＡ亲和层析法可
获得高纯度的上述目的
重组蛋白。
ＭＡＴ是在暗视野
显微镜下，用新鲜培养
的活钩体与相应抗体进
行的免疫凝集试验。
ＭＡＴ抗体具有免疫保
护性，可在补体存在下
溶解钩体细胞，且在较
低效价时即有保护作
用‘２２１。我们的ＭＡＴ结
果证实，

ｒ“ｐＬ２１、

ｒＬｉｐＬ３２／１、ｒＬｉｐＬ３２／２、
ｒＬｉｐＬ４１／１、ｒＬｉｐＬ４１／２、
ｒＯｍｐＬｌ／１、

ｒＯｍｐＬｌ／２

兔抗血清均能与上述
１６株钩体发生不同程

１：Ｍａｒｋｅｒ；２１７：问号钩体５６６０１、５６６０２、５６６０３、５６６０４、５６６０５、５６６０６、５６６０７、５６６０８、５６６０９、
５６６１０、５６６１２、５６６１３、５６６１５、５６６３５、５６６５５株和双曲钩体Ｐａｔｏｃ Ｉ株０Ｅ与兔抗ＬｉｐＬ２１（Ａ）、ＬｉｐＬ３２／
１（Ｂ）、ＬｉｐＬ３２／２（ｃ）、ＬｉｐＬ４１／１（Ｄ）、ＬｉｐＬ４１／２（Ｅ）、０ｍｐＬｌ／１（Ｆ）、０ｍｐＬｌ／２（Ｇ）血清的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结
果；１８：幽门螺杆菌鞘膜蛋白原核表达产物的阴性对照

度的凝集反应，效价范

图３

目的重组蛋白兔抗血清与钩体外膜蛋白提取物的ｗｅｓｔｅｍ ｂｌｏｔ结果

围为１：２～１：１２８，表明
上述蛋白抗原是自然状
态表达的位于钩体细胞表面的属特异性抗原。

白条带发生较强的免疫反应，其位置与ｌｉｐＬ３２／１、

不同钩体培养物浓度常有差异，因而其ＯＥ制

ｌｉｐＬ３２／２、ｌｉｐＬ４１／１、１ｉｐＬ４１／２、ｏｍｐＬｌ／１和ｏｍｐＬｌ／２

品浓度常有一定差别。我们在实验中采用分光光度

基因表达产物分子量相符。此与ＭＡＴ结果相似，

法测定不同ＯＥ制品中的蛋白浓度后，采用调节不

即上述基因表达产物是存在于钩体表面、具有良好

同ＯＥ制品上样量，获得了令人满意的ＳＤＳ—ＰＡＧＥ

免疫反应性的属特异性蛋白抗原。其中，ＬｉｐＬ２１条

及其染色图谱。从ＳＤＳ—ＰＡＧＥ图谱可见，不同钩体

带着色最弱，提示其表达量可能较其他蛋白为低。

株０ＥＰ种类及含量极为相似，仅双曲钩体Ｐａｔｏｃ工

ＬｉｐＬ３２／１条带略浓于ＬｉｐＬ３２／２、ＬｉｐＬ４１／１、ＬｉｐＬ４１／

株低分子量蛋白条带略有差异。

２、ＯｍｐＬｌ／ｌ、ＯｍｐＬｌ／２，且该基因型几乎包括了我国

免疫双扩散试验结果表明，目的重组蛋白有较

流行最广的钩体血清群如黄疸出血群、犬群、致热

好的抗原性。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结果显示，所有目的重组

群、秋季群、澳洲群、波摩那群、流感伤寒群和七日热

蛋白兔抗血清均能与１６株钩体ＯＥ制品中某一蛋

群，以及巴达维亚群、赛罗群、明尼群Ｈ ６。，且我们的

垦垒也！曼Ｐ！！！坐垫！！旦！堡些！竺；！！！！ｙ盟：！！！堕！：！！

主堡逋堡疸堂苤查！！！！至！；旦笙！！鲞箜！！塑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实验也证实ｒＬｉｐＬ３２／１表达产量最高，提示
ｒＬｉｐＬ３２／１应是研制钩体通用性疫苗及检测试剂盒

１１

Ｒｅｎ

ＯｍｐＬｌ／２条带无明显差异，但ｌｉｐＬ４ｌ／１基因型所包

１２

ｏｕｔｅｒ

１３

达量高乇ｒ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ｒＬｉｐＬ４１／２。因此，ｒＬｉｐＬ４１／

ｂｙ

ｗｈｏｌｅ—ｇｅｌｌｏｍｅ

ａ１．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ＯｍｐＬｌ，ａ ｔｒａｎ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ｇｅｎｅ

Ｌ印幻印ｉｍ ｓｐｐ．Ｊ Ｂａｔｅｒｉｏｌ，

Ｓｈａｌｌｇ ＥＳ，Ｓｕｍｍｅｒｓ ＴＡ，Ｈａａｋ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ｅｔ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ｇｅｎｅ

ａ１．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ｐＬ４１，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ｘｐｏｓ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 Ｉｍｍｕｎ，１９９６，

６４：２３２２—２３３０
１４

Ｈａａｋｅ ＤＡ，Ｃｈａｏ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因工程疫苗或检测试剂盒时，应综合考虑进行选择。

Ｇ，Ｚｕｅ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ｉｐＬ３２

ａ１．

ＲＬ，ｅｔ
ｉｓ

ａ

Ｔｈｅ ｌｅｐｔｏｓｐｉｒａｌ ｍａｊ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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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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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ｌ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ｃｔ Ｉｍｍｕｎ，２０００，６８：２２７６—２２８５．

（该论文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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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错即改·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目录中作者名字的更正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目录中“疾病控制”栏目第４篇文章作者“郭炳红”应为“郭炳虹”，特此更正。同时对
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周所造成的影响，表示歉意。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