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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问号钩端螺旋体属特异性ＬｉｐＬ４１ｓ抗原膜定位

及其患者血清抗体检测
胡野

郭宗琪

【摘要】

孙百莉

杨平

严杰

目的确定问号钩端螺旋体（钩体）属特异性脂蛋白抗原ＬｉｐＬ４１ｓ膜定位及其自然抗体

应答情况和抗体类型。方法

采用显微镜凝集试验（ＭＡＴ）检测四川地区钩体病患者血清标本。

ＩＰＴＧ诱导重组原核系统表达目的蛋白ｒ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ｒＬｉｐＬ４１／２，Ｎｉ—ＮＴＡ亲和层析法提纯目的重组表
达产物。采用ｗｅｓｔｅｍ ｂｌｏｔ检测感染不同血清群问号钩体病患者血清与ｒＬｉｐＬ４ｌｓ的免疫反应性。采
用胶体金免疫电镜技术，对ＬｉｐＬ４１ｓ进行膜定位。建立基于ｒＬｉｐＬ４１ｓ的ＥＬＩＳＡ，检测钩体病患者血清
中特异性抗体水平及其类型。结果黄疸出血群是四川地区最主要的优势钩体血清群。不同血清群
问号钩体病患者血清均能有效识别ＬｉｐＬ４１ｓ。ＬｉｐＬ４１ｓ是位于钩体外膜表面的蛋白分子。１５６例
ＭＡＴ阳性钩体病患者血清标本中，ｒ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ｒＬｉｐＬ４１／２特异性ＩｇＭ阳性率分别为８４．６％～
８７．８％和７８．２％～８３．３％，特异性ＩｇＧ阳性率分别为６９．２％～８１．４％和７５．０％～８０．１％。结论
“ｐＬ４１ｓ是钩体表面蛋白抗原。自然感染钩体时，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ＬｉｐＬ４１／２可诱导机体产生ＩｇＭ和ＩｇＧ两
类血清抗体，且两者之间有广泛的抗原交叉反应。ｒ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ｒ“ｐＬ４１／２可作为研制通用型钩体基
因工程疫苗和检测试剂盒的候选抗原。
【关键词】钩端螺旋体；基因，ＬｉｐＬ４１ｓ；重组表达；抗原定位；免疫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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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端螺旋体（钩体）病是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人
兽共患病¨３｜，也是洪涝时重点监控的传染病之

ＳＤＳ—ＰＡＧＥ和ＢｉｏＲａｄ凝胶图像分析系统检查目的
重组蛋白表达和提纯效果。

一Ｍ。６１。钩体血清群、型众多，各群、型间交叉保护作

３．目的重组蛋白抗血清的制备及其效价测定：

用微弱或无０７。９Ｉ。目前均采用当地流行的钩体血清

１

群、型制备多价全菌死疫苗，但该疫苗对其未包含的

佐剂混合，充分乳化后背部皮下多点注射免疫家兔，

钩体血清群、型感染保护作用有限，易引起钩体病的

间隔一周免疫１次，共４次。末次免疫１０ ｄ后采集

爆发性流行一『７｜。寻找钩体属特异性保护抗原，对于

心血，分离血清，以ｒＬｉｐＬ４ｌ／ｌ或ｒＬｉｐＬ４ｌ／２为抗原，

研制通用型钩体疫苗及实验室诊断试剂盒均有重要

采用免疫双扩散法测定抗血清效价。

ｍｇ的ｒＬｉｐＬ４１／１或ｒＬｉｐＬ４１／２与等体积弗氏完全

价值。Ｓｈａｎｇ等¨刮首先从流感伤寒群问号钩体基因

４．钩体患者血清标本来源及其ＭＡＴ检测：发

组ＤＮＡ中克隆了全长１０６８ ｂｐ、编码３５５氨基酸的

病后ｌ一４周钩体病患者血清标本由四川省疾病预

ＬｉｐＬ４１基因，并认为其表达的脂蛋白可能存在于所

防控制中心提供，将患者血清用生理盐水对倍稀释，

有致病性钩体的表面。我们在以往的实验中证实我

各取０．１ ｍ１分别与０．１ ｍ１上述我国１５群１５型１５

国主要流行的钩体血清群ＬｉｐＬ４１基因分为２个基

株致病性问号钩体新鲜培养物混合，３７℃孵育２ ｈ，

因型ｕ１｜，其重组原核表达系统均能有效表达目的重

用暗视野显微镜（４００×）观察交叉凝集情况，实验中

组蛋白。ｗｅｓｔｅｍ ｂｌｏｔ结果证实ｒＬｉｐＬ４１／１和

以生理盐水作空白对照，以５０％钩体被凝集的血清

ｒＬｉｐＬ４１／２均能有效诱导家兔产生ＬｉｐＬ４１抗体ｕ

最高稀释度为该血清ＭＡＴ效价判断的终点ｕ

２｜，

３。。

但其抗原存在部位及其在自然感染人群中的抗体反

５．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以１：５００稀释的３份黄疸出血

应和类型迄今未见国内外研究报道。为此，我们建

群以及各１份秋季、澳洲、波摩那、流感伤寒和七日

立了基于ｒＬｉｐＬ４ｌｓ的ＥＬＩＳＡｓ检测了钩体病患者血

热群阳性患者血清为一抗，１：３０００稀释的羊抗人

清中特异性ＩｇＧ和ＩｇＭ，同时采用免疫电镜技术对

ＩｇＧ（Ｊａｃｋｓｏｎ Ｉｍｍｕｎ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为二抗，采用

ＬｉｐＬ４１ｓ进行了膜定位，以期为研制钩体属特异性

Ｗｅｓｔｅｍ ｂｌｏｔ检测上述患者血清识别ｒＬｉｐＬ４１／１或

疫苗奠定基础。

ｒＬｉｐＬ４１／２的情况。
材料与方法

１．菌株来源及培养：我国１５群１５型问号钩体

６．ＬｉｐＬ４１／１的定位：采用免疫电镜法。钩体
５６６０ｌ株和５６６０４株新鲜培养物１０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１５

ｍｉｎ，沉淀用ＰＢＳ重悬洗涤并离心２次。第２次

参考标准株黄疸出血群赖型５６６０１株、爪哇群爪哇

离心后沉淀中加入２０倍体积的２％多聚甲醛液，

型５６６０２株、犬群犬型５６６０３株、拜伦群拜伦型

４℃固定２４ ｈ，按上法用ＰＢＳ洗涤２次，明胶包埋后

５６６０４株、致热群致热型５６６０５株、秋季群秋季型

冰冻超薄切片。用０．５ ｍｍｏｌ／Ｌ ＮＨ。Ｃｌ一０．１ ｍｏｌ／Ｌ

５６６０６株、澳洲群澳洲型５６６０７株、波摩那群波摩那

ＰＢＳ（ｐＨ值７．４）孵育１５ ｍｉｎ，以封闭切片中游离醛

型５６６０８株、流感伤寒群临型５６６０９株、七日热群七

基，ＰＢＳ漂洗３次后用１％ＢＳＡ一０．１ ｍｏｌ／Ｌ ＰＢＳ（ｐＨ

日热型５６６１０株、巴达维亚群巴叶赞型５６６１２株、塔

值７．４）室温封闭３０ ｍｉｎ。以１：１０００稀释的ｒＬｉｐＬ４１／

拉索夫群塔拉索夫型５６６１３株、曼耗群曼耗Ⅱ型

１或ｒＬｉｐＬ４１／２兔抗血清为一抗，４℃孵育过夜。

５６６１５株、赛罗群乌尔夫型５６６３５株、明尼群明尼型

ＰＢＳ反复漂洗后，加入１：２０稀释的胶体金（１２ ｎｍ）

５６６５５株均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培养基

标记羊抗兔ＩｇＧ为二抗，４℃孵育２ ｈ。ＰＢＳ反复漂

为Ｅ￣ＵＨ培养基。培养物以暗视野显微镜检查，若

洗后分别用中性醋酸双氧铀和酸性醋酸双氧铀溶液

菌体形态典型、运动活泼、菌数≥２００条／４００×视野

各染色ｌＯ ｍｉｎ，ＰＢＳ漂洗、风干后透射电镜观察。

者可供使用。

７．ｒＬｉｐＬ４１ｓ—ＩｇＧ／ＩｇＭ—ＥＬＩＳＡｓ：酶标板每孔加

２．目的重组蛋白的表达：嬲Ｔ３２ａ—ＬｉｐＬ４１／１一
Ｅ．∞ｚｉ ＢＬ２１ＤＥ３
和 加Ｔ３２口一Ｌｉ户Ｌ４１／２一Ｅ．∞ｚｉ

入５０肛ｇ／ｍｌ的ｒＬｉｐＬ４１／１或ｒＬｉｐＬ４１／２溶液０．１

ＢＬ２１ＤＥ３原核表达系统由本实验室提供ｕ１｜。以

涤，分别以１：５０和１：１００或１：１００和１：２００稀释的患者

０．５ ｍｍｏｌ／Ｌ

血清为一抗用于ＩｇＭ或ＩｇＧ检测，以ＨＲＰ标记的

ＩＰＴＧ、３７℃诱导表达重组蛋白

ｍｌ，

４℃包被１８ ｈ。次日按常规封闭、ＰＢＳ—Ｔｗｅｅｎ ２０洗

Ｉｍｍｕｎｏ

ｒ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ｒＬｉｐＬ４１／２。采用Ｎｉ—ＮＴＡ（ＢｉｏＣｏｌｏｒ）亲

１：３０００稀释的羊抗人ＩｇＭ（Ｊａｃｋｓｏｎ

和层析法提纯目的重组蛋白，以１０％分离胶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或１：４０００稀释的羊抗人ＩｇＧ为二抗、ＯＰ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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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底物，显色后酶标仪（ＢｉｏＲａｄ Ｍｏｄｅｌ ６８０型）检测
其Ａ。。。值。实验中采用相同稀释度的１６份ＭＡＴ

群、流感伤寒群和七日热群钩体。
３．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感染不同血清群问号钩体的患

阴性的健康体检者血清作为阴性对照。以被检标本

者血清均能与ｒＬｉｐＬ４１／１或ｒＬｉｐＬ４１／２发生免疫结

Ａ。帅值≥阴性对照Ａ。。。均值＋３ ｓ者为阳性Ｈ ４Ｉ。采

合反应（图２）。

用×２检验对各检测阳性率进行比较，Ｐ＜０．０５认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目的重组蛋白的表达及提纯：ＳＤＳ—ＰＡＧＥ和
凝胶图像分析系统分析结果显示，所构建的

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ＬｉｐＬ４１／２原核表达系统在ＩＰＴＧ诱导

注：Ａ１、Ｂ１：Ｍ８。ｋ。ｒＳ．Ａ２～Ａ９、Ｂ２～Ｂ９：ｒＬ｜ｐＬ４１／１和‘ＬｉｐＬ４１／２

下黻达目的重组蛋白出洲小和山幽北，其芝言曩毒：差詈喜：凳嚣篡。：。麓鑫霎誊篆黧篓≥和
表达量分别约占细菌总蛋白的２０％和１５％，

图２

Ｎｉ—ＮＴＡ亲和层析法提纯后均仅见单一的蛋白条带

感染不同血清群问号钩体的患者血清
与ＬｉｐＬ４１。的ｗ。。ｔ。，ｎ ｂｌｏｔ结果

（图１）。
４．抗血清免疫效价测定及ＬｉｐＬ４１ｓ的定位：

ｒ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ｒＬｉｐＬ４１／２兔抗血清免疫双扩散试验
效价均为１：４。免疫电镜观察结果显示，免疫胶体
金颗粒均定位于钩体５６６０１株和５６６０４株菌体表面
（图３）。
５．ｒＬｉｐＬ４１ｓ—ＩｇＧ／ＩｇＭ—ＥＬＩＳＡ检测：结果见表２

和表３。ｒＬｉｐＬ４１／１一ＩｇＧ—ＥＬＩＳＡ中，１：１００或１：２００稀
注：１、５：Ｍａｒｋｅｒｓ；２：无插入片段的ｐＥＴ３２ａ质粒；３、４：表达的
ｒＬｉｐＬ４１／ｌ和ｒＬｉｐＬ４１／２；６、７：提纯的ｒ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ｒ“ｐＬ４１／２

图１

ｒ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ｒＬｉｐＬ４１／２表达及其提纯效果

释的阴性对照血清标本Ａ。。。，均值（孟±ｓ）分别为
０．３１±０．０４或０．２４±０．０４，故其阳性判断标准值分
别为０．４３和０．３６；ｒＬｉｐＬ４ｌ／２一ＩｇＧ、ＥＬＩＳＡ中，ｌ：１００

２．钩体患者血清ＭＡＴ检测：共有１５６份血清

或ｌ：２００稀释的阴性对照血清标本Ａ。。。均值（互±ｓ）

ＭＡＴ效价≥ｌ：８０（表１），感染的钩体血清群为黄疸

分别为０．２９±０。０８或０．２０±０．０５，故阳性判断标准

出血、秋季、澳洲、波摩那、流感伤寒和七日热群，其

值分别为０．５３和０．３５。根据上述判断标准值，１：１００

中２００４年凉山州血清标本７１份、２００５年峨眉山市

或１：２００稀释的血清标本ｒＬｉｐＬ４ｌ／１一ＩｇＧ—ＥＬＩＳＡ阳

血清标本５１份、２００５年名山市血清标本３４份，

性率分别为８１．４％（１２７／１５６）和６９．２％（１０８／１５６），

７５％（１１７／１５６）患者感染黄疸出血群钩体，其余

１：１００或１：２００稀释的血清标本ｒＬｉｐＬ４１／２一ＩｇＧ—

２５％（３９／１５６）患者分别感染秋季群、澳洲群、波摩那

ＥＬＩＳＡ阳性率分别为８０．１％（１２５／１ ５６）和７５．０％

注：Ａ：阴性对照；Ｂ：结合于问号钩体５６６０１株表面ＬｉｐＬ４１／１的免疫胶体金颗粒；ｃ：结合于问号钩体５６６０４株表面
乙ｉｐＬ４ｌ／２的免疫胶体金颗粒

图３

ＬｉｐＬ４１ｓ定位的免疫电镜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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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

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１：１００）

血清群病例数
阳性
例数

表３

Ａ４９０值
（ｊ±ｓ）

四川省１５６例钩体病患者血清标本ＭＡＴ检测结果

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１：２００）
阳性
例数

Ａ４９０值
（ｊ±ｓ）

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１：１００）
阳性
例数

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１：２００）
阳性
例数

Ａ４９０值
（孟±ｓ）

Ａ

４９０值
（ｊ±５）

四川省１５６例钩体病患者血清标本ｒＬｉｐＬ４１／１和ｒＬｉｐＬ４１／２一ＩｇＭ—ＥＬＩＳＡ检测结果

（１１７／１５６）。ｒＬｉｐＬ４１／１一ＩｇＭ—ＥＬＩＳＡ中，１：５０或

度血清检测阳性率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１：１００稀释的阴性对照血清标本Ａ。。。均值（孟±ｓ）分

０．０５）。

别为０．３３±０．０５或０．２５±０．０５，故阳性判断标准值

讨

论

分别为０．４８和０．４０；ｒＯｍｐＬｌ／２一ＩｇＭ—ＥＬＩＳＡ中，１：５０

或１：１００稀释的阴性对照血清标本Ａ。。。均值（ｊ±ｓ）

致病性问号钩体因其血清群、型众多且有地区

分别为０．２８±０．０６或０．１９±０，０３，故阳性判断标准

分布差异，故不同地区必须采用不同组合的多价疫

值分别为０。４６和０．２８。根据上述判断标准值，１：５０

苗进行免疫接种，血清学检测方法及其过程也相当

或１：１００稀释的血清标本ｒＬｉｐＬ４１／１一ＩｇＭ—ＥＬＩＳＡ阳

繁琐和复杂。钩体属特异性抗原（ＧＰ—Ａｇ）是指不同

性率分别为８７．８％（１３７／１５６）和８４．６％（１３２／１５６），

钩体血清群、型均具有的抗原＂，１３ Ｊ，因而在研制通用

１：５０或１：１００稀释的血清标本ｒＬｉｐＬ４１／２一ＩｇＭ—

型钩体疫苗及检测试剂盒中有重要应用价值和现实

ＥＬＩＳＡ阳性率分别为８３．３％（１３０／１５６）和７８．２％

意义。采用目前成熟的基因工程技术，可较为便利

（１２２／１５６）。ｘ２检验结果表明，除１：１００稀释的血清

地获得大量目的蛋白，故钩体属特异性外膜蛋白抗

标本ｒ“ｐＬ４１／１一ＩｇＧ—ＥＬＩｓＡ阳性率高于１：２００稀释

原更受到人们重视。

的血清标本外（Ｐ＜０．０５），其余同一抗体不同稀释

迄今全球分离并获得鉴定的问号钩体已有２４

·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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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血清群２５９个血清型，我国则有１８群７５型，且新

变的可能性。已知钩体抗感染免疫主要依赖抗体为

的血清群、型仍在不断发现之中＂１。尽管我国问号

主的体液免疫＂’１３］。为此，我们建立了基于ｒＬｉｐＬ４１／１

钩体血清群众多，但黄疸出血群、流感伤寒群、秋季

和ｒＬｉｐＬ４ｌ／２的ＥＬＩＳＡ，以期了解在钩体自然感染人

群和波摩那群是我国最为流行的钩体血清群，其次

群后，机体有无对ＬｉｐＬ４１产生抗体应答及特异性抗

是七日热群和澳洲群，近年引起我国南方地区钩体

体类型。实验结果表明，不同稀释度的１５６例钩体病

病暴发的棉兰型钩体，早年也归属于七日热群ｕ

患者血清标本中，ｒＬｉｐＬ４１／ｌ和ｒＬｉｐＬ４１／２特异性ＩｇＭ

３｜。

本研究中ＭＡＴ检测结果也证实，四川地区１５６例

阳性率分别为８４．６％～８７．８％和７８．２％～８３．３％，特

钩体病患者感染的钩体血清群也分别是黄疸出血

异性ＩｇＧ阳性率分别为６９．２％～８１．４％和７５．０％～

群、流感伤寒群、秋季群、波摩那群、七日热群和澳

８０．１％，提示自然感染钩体病患者可出现对ＬｉｐＬ４１ｓ

洲群。

有效的体液免疫应答并产生ＩｇＭ和ＩｇＧ两类血清抗

上述ＭＡＴ结果还表明，黄疸出血群是四川省

体，ｒＬｉｐＬ４ｌ／１和ｒＬｉｐＬ４１／２可作为通用型钩体基因工

峨眉山市和名山市主要流行的钩体血清群（１００％和

程疫苗的候选抗原。此外，Ｍｐ汀特异性和敏感性虽

７９．４％），该省凉山州流行的钩体血清群较为复杂，

较高但十分繁复，故本研究中建立的ｒＬｉｐＬ４１Ｓ—ＩｇＭ／

虽以黄疸出血群多见（５４．９％），但感染问号钩体澳

ＩｇＧ－ＥＬＩＳＡ若能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有可能成为简

洲群、流感伤寒群、秋季群、七日热群和波摩那群也

便、快速、通用的钩体病血清学检测方法，用于临床钩

占４５．１％。由于有７５％（１１７／１５６）上述患者感染黄

体病实验室诊断。

疸出血群钩体，因此黄疸出血群钩体仍然是四川地
区最主要的优势钩体血清群。
ＭＡＴ是暗视野显微镜下观察的活钩体与其抗
体的免疫凝集试验＂’１３１。我们以往证实的ｒＬｉｐＬ４１ｓ
抗血清与我国１５群１５型钩体参考标准株均可呈阳
性的ＭＡＴ结果¨川。本研究中，感染不同血清群问
号钩体的患者血清均能识别ｒＬｉｐＬ４１／１或ｒＬｉｐＬ４１／

参
［１］Ｌｅｖｅｔｔ ＰＮ．Ｌｅｐｔｏｓｐｉｒｏｓｉｓ

献
Ｍｉｃｒｏｂｉ０１ Ｒｅｖ，２００ｌ，１４：２９６—

ｃｌｉｎ

３２６．

［２］Ｍｅｓｌｉｎ ＦＸ Ｇ１０ｂ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ｚｏｏｎｏｓｅｓ：８
ＷＨ０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Ｅｍｅｒｇ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１９９７，３：２２３—２２８．
［３］Ｌｏｍａｒ

Ｄｉ鼬ｅｎｔ

ＡＶ，

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ｎｆｅｃｔ

Ｄ，Ｔｏｒｒｅｓ

Ｊ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ｌｏｎｅ

Ｌａｔｉｎ

Ｐ．０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ｌｅｐｔｏＳｐｉｒｏｓｉｓ

Ｍｅｄ Ｊ Ｉｎｄｉａ，２００２，１５：２２—２３．

Ｏｒｉｓｓａ．Ｎａｔｌ

ｉｎ

ｉｎ

Ｌｅｐｔｏｓｐｉｒｏｓｉｓ

Ｃｌ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２０００，１４：２３．３９．

Ｄｉｓ

［４］ｓｅ垤ａｌ Ｓｃ，Ｓｕｇｕｎａｎ ＡＰ，Ｖ巧ａｙａｃｈａｒｉ

［５］Ｂａｒｃｅｌｌｏｓ Ｃ，Ｓａｂｒｏｚａ ＰＣ．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ｌ印ｔｏｓｐｉｒｏｓｉｓ

２并与之发生免疫结合反应。上述实验结果不仅提
示ＬｉｐＬ４１是属特异性抗原，也提示该抗原极可能位

文

考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Ｉ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ｆｌｏｏｄ—ｒｅＩａｔｅｄ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ｍ．Ｃａｄ Ｓａｕｄ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２００１，１７：５９—６７．

［６］Ｆｕｏｒｔｅｓ Ｌ，Ｎｅｔｔｌｅｍａｎ Ｍ．

于钩体表面。从ＬｉｐＬ４１基因序列和结构特点分析，

Ｉｏｗａ ｆｉ００ｄ【ｏｗａ

Ｌｅｐｔｏｓｐｉｒｏｓｉｓ：ａ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ｅｄ，１９９４，８４：４４９—４５０．

其产物也应是膜蛋白，但无法确定是内膜或外膜及

［７］Ｆａｉｎｅ ｓ，Ａｄｌｅｒ Ｂ，Ｂｏ“ｎ Ｃ．Ｌ印ｆｏ印ｉ，诅ａｎｄ Ｌｅｐｔｏｓｐｉｒｏｓｌｓ，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ＭｅｄＳｃｉ，１９９９．

外膜内、外表面或穿膜蛋白。众所周知，必须是位于

［８ Ｊ

病原微生物表面的抗原，才能用于研制疫苗或检测
试剂盒，故确认ＬｉｐＬ４１ｓ是否位于钩体外膜表面仍
有其必要性。免疫胶体金技术用于靶分子定位，较
之酶免疫技术因无显色底物弥散现象而更为精确。
我们以往的实验证实我国流行的１５群１５型问号钩

体分为２个基因型，５６６０１和５６６０４株钩体分别属
于ＬｉｐＬ４１／ｌ型和“ｐＬ４ｌ／２型ｕ１Ｉ。本研究中我们采
用了免疫胶体金电镜技术，发现免疫胶体金颗粒均
定位于钩体５６６０１株和５６６０４株菌体表面，提示

Ｓｏｎｒｉｅｒ Ｃ，

Ｂｒａｎｇｅ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Ｍｉｃｈｅｌ

Ｌ印ｆＤ驴ｉｍ

ａｌ

Ｖ，ｅｔ

ｉｎ￡ｅｒ，‘ｏ酗ｎ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Ｖａｃｃｉｎｅ，２０００，１９：８６—９４．

［９］Ｇｕｅｒｒｅｉｒｏ Ｈ，Ｃｒｏｄａ Ｊ，Ｆｌａｎｎｅｒｙ

Ｂ，ｅ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ｏｒａｌｉｍｍｕｎｅ

ａｌ

Ｌｅｐｔｏｓｐｉ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ｌｅｐｔｏｓｐｉ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Ｉｎｆｅｃｔ Ｉｍｍｕｎ．２００１，６９：４９５８—４９６８．

［１０］ｓｈａｎｇ ＥＳ，ｓｕｍｍｅｒｓ ＴＡ，Ｈａａｋｅ ＤＡ，ｅｔ ａ１．Ｍ０１ｅｃｕｌａｒ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ＬｉｐＬ４１，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ｘｐｏｓｅｄ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ｌｅｐｔｏｓｐｉｒ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ｆｅｃｔ Ｉｍｍｕｎ，１９９６，

６４：２３２２．２３２６．

［１１］丁威，严杰，毛亚飞．中国主要钩端螺旋体血清群ＬｉｐＬ４１基因
型分析及其表达产物的交叉保护作用．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
杂志，２００４，２４：８５９—８６５．

［１２］孙百莉，罗冬娇，孙军德，等．钩端螺旋体主要属特异性蛋白抗
原分布及其免疫性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７：１０７３—

ＬｉｐＬ４１是钩体外膜外表面或穿膜蛋白。
采用基因工程技术进行目的基因原核表达，基因
携带载体和宿主菌分别改为质粒和大肠埃希菌，有可
能因外部条件改变而引起蛋白分子空间构像变化。
尽管原核细胞微生物蛋白的免疫原性主要取决于分
子的一级结构，但存在空间构像变化导致免疫原性改

１０７７，

［１３］于恩庶．钩端螺旋体病的发现及流行简史／／严杰，戴保民，于恩

庶．钩端螺旋体病学．３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４］Ｌｅｗｉｓ ＳＭ，

０ｓｅｉ—Ｂｉｍｐｏｎｇ

Ａ．

Ｈａ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ｏｍｅｔｒｙ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ｌｉｎ Ｌａｂ Ｈａｅｍａｔｏｌ，２００３，２５：３４３—３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０１．１９）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