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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猪链球菌２型反应调控因子Ｒ已刁Ｓ
突变株的构建
鞠爱萍王长军

【摘要】

程功

李明

郑峰潘秀珍陆承平唐家琪

构建猪链球菌２刊强毒株０５ｚＹｍ３反应渊控因子Ｒ。＂ｓ基因敲除突变体，研究

目的

基因敲除后对细菌基本生物学性状投对小鼠和猪的致病降的影响。方；去构建中间为壮观霉索抗性
基因，两侧为Ｒｅ”ｓ编码基因上、下游同源序列的基幽敲除裁体，通过同源重组和ＰＣＲ法鉴定，获得
Ｒｅ。５编码基因完全被壮观霉素抗降基幽替代的突生株。体外观察基凶敲除后细菌的稳定性、牛长曲
线、茼落形态、溶血件、染色情况、镜下彤忐及蛋白表达等基本生物学性状有无发牛明显改变。以
ｌ（户ｃＦｕ野毒株和缺先株分别感染ＢＡＬＢｋ小鼠和２０日龄仟猪．观察致病忡有允明品区别。结果

Ｉ，（：Ｒ分析显示Ｒｅ硌编码基因完全被壮观霉素抗性基因替代，丛凶敲除后细菌的基本生物学眭状尤
明显改变。动物感染实验显示，Ｒ删ｓ缺失株对小鼠的致病件显著减弱，但对其主要宿主猪的致病性

未见显著改变。结论成功构建了猪链球菌２型强毒株０５ｚＹＨ３３反应调控斟子Ｒ稍基崮敲除突
变株．基因敲除后末明显影响细酶的基奉生物学性状，但对小鼠和猪的致病性有所减弱。
【关键词】猪链球菌２型；反应调控因子；基因敲除；致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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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５年，我国江苏省和四川省先后

为了对造成这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猪链球菌

发生猪链球菌病暴发感染猪和人的公共卫生事件，

（ｓ￡Ｍ钟ｏｃｏｃｃ“５ Ｊ“缸，ｓｓ）２型流行菌株的致病性进行

感染者出现了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ｓＴｓｓ）“。

深入研究，南京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对１９９８年江苏
省流行的强致病株９８ＨＡＨｌ２、２００５年四川省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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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致病株０５ｚＹＨ３３（两株均分离自ＳＴＳＳ患者）及

无毒株０５ＨＡＳ６８（分离自江苏省健康猪）进行了全
基因组测序和功能注释，发现０５ｚＹＨ３３基因组巾存
在１５个二元信号转导系统（ｔｗｏ一∞ｍｐｏｎ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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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ｖｓｔｅｍｓ，ＴｃｓＴｓ），为开展基因功能研究

ｍａｒｋｅｒ ＳＭ０４４１为品美公司产品。胶【里Ｉ收试剂盒为

奠定了基础”。ＴＣＳＴＳ町在多种致病菌感染宿主

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产品；’ｌ、ｏｄｄ—Ｈｅｗｌｔｔ Ｉｊｒｏｔｈ（ＴＨＢ）培养

的过程中凋控细菌多种毒力因子的表达，参与细菌

基购于Ｄｉｆｃｏ公司；ＧｅＩｌｅ Ｐｕｌｓｃｒ ｘｃｃｌｒｒＭ型电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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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５ｚＹｆＢ３ ＲＰ口ｓ基因敲除突变株的构建和

ｓ、ｓ２在猪的主要组纵器官中的定植能力减弱，作用
机制不明。同源性分析发现，同内毒力株０５ｚＹＨ３３

鉴定：

的Ｒｅｎｓ基因与出Ｇｒｅｅｆｆ等报道的猪链球荫反应调

（１）基因敲除质粒的构建：以０５ｚＹＩｌ３３基因组

节幽子ＲＰ＂Ｓ基凶同源性为ｌ㈣％。为探讨尺Ｐ＂Ｓ

ＤＮＡ为模板，分别用引物ＬＡｌ／ＬＡ２、ＲＡｌ／ＲＡ２进行

基冈对０５ｚＹＨ３３致病性的影响及其可能的机制，木

ＰＣＲ，扩增Ｒｅ”Ｓ的上、下游片段ＩＡ和ＲＡ；同时以

研究通过构建Ｒｅ”ｓ基因敲除突变体，对其进行系

ｐｓ卜ｒ１２质粒为模板，川引物ｓｐｃｌ／ｓｐｃ２进行ＰｃＲ，扩

统的生物学研究。

增壮观霉素抗件基因（ｓ以。ｃａｓⅫＬｅ）。在限制性内
切酶和Ｔ４ ＤＮＡ连接酶的作用Ｆ，将它们依次克隆
材料与方法

到ｐｕＣｌ８载体的ＥｆｏＲ工、ＢⅡ”ｚＨ Ｉ、ｎｆ ｌ和

１菌株、质粒及引物：本实验所用的菌株、质粒

崩”ｄⅢ４个多克降位点ｒ，形成－个ｓ加。基因两

及引物见嵌１。引物南上海赛自盛基因技术有限公

侧具有与Ｒｅｕｓ上下游同源序列的基囚敲除质粒

司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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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ｗＳ，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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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方法制备０５ｚＹＨ３３感受态细凶，在
ｋｖ／ｃｍ、２００

２２．５

ｎ和２５心电转参数Ｆ，用构建好

的基因敲除质粒ｐｕＣｌ８尺ｅ”ｓ电转化感受态细菌，
电转结束后将菌液涂布于ＴＨＢ甲板（含１００“ｇ『ｍｌ
壮观霉素），３７℃培养４８｝、，挑取可疑单菌落进行增

ＣＴＧＣＡＧＧＴＴＴＴＣＴＡＡＡＡＴＣＴＧＡＴ

菌培养并取芮液２＂ｌ作模板，用引物ＩＮｌ／ＩＮ２（位于

ＣＡＧＣ｜，ｆＴＡＧ＾＾＾ＡＴＧＣｒＡＴ

Ｒｅｗｓ内部）进行ＰｃＲ宅Ｕ步筛选，然后再对疑似阳性

ＡＡＡＴ（谴ＣＴＴＴＡＴＧＡＡＴＣＧ
ｒ

Ｒｅ”ｓ基因敲除质粒构建示意幽

（２）基因敲除突变体的筛选和鉴定：参照ｓｍｉｔｈ

ｌ址ａｍｍｓⅡ，ｄ ｄ

＆嘏基冈敲除质粒，山７妒７，ｓ牟７本研究构建

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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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下划线分别引人。ＥｍＲ Ｔ酶切位电；６ ｍｍＨＩ酶切位点；

菌采用交叉引物进行ＰｃＲ验证。

５．突变株与野毒株０５ｚＹＨ３３生物学性状的
比较：

（１）牛长稳定性的比较：参照ｒＩｈｒｏｕｐ等“１的方

ＰｎＩ酶切位点；“聊以Ⅲ酶训位点

２．实验动物：ＢＡＬＢ／ｃ小鼠１５只，购自上海中科
院动物中心；２０日龄仔猪９头，购自姜堰某猪场。

法进行，略有改动。在相同培养条件ｒ，挑取突变株

和野毒株单个菌落分别接种于５ ｍｌ含壮观霉素

ＤＮＡ聚合酶、ＤＮＡ

（１００“ｇ／ｍ１）和不含壮观霉素的ＴＨＢ培养基，３７℃

限制性内切酶、Ｔ４ ＤＮＡ连接酶、质粒ＤＮＡ抽提试

振荡培养至Ａ。≈０．３，取１００“Ｉ菌液转接于５ ｍｌ新

剂盒均为ＴａＫａＲａ公司产品；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ｐｒｏｔｅｉｎ

鲜的Ｔ｝Ⅲ培养基，继续振荡培养。雨复３次后各敢

３主要试剂和仪器：Ｅｘ

Ｔａ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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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菌液，倍比稀释后通过平板计数比较二者的

１００

（１）Ｒｅｕｓ基因敲除质粒的构建：以０５ｚＹＨ３３

基因组ＤＮＡ为模板，用引物ＬＡｌ／ＬＡ２、ＲＡｌ／ＲＡ２

稳定性有无差异。

（２）生长曲线的比较：在相同培养条件下，分别

成功扩增出ＲＰⅫＳ的上游片段ＬＡ（１００９ ｂｐ）和下游

接种同等数量的突变株和野毒株于５ ｍｌ ＴＨＢ培养

片段ＲＡ（１０９３ ｂｐ），同时用引物ｓｐｃｌ／ｓｐｃ２从

基中，每隔１ ｈ分别取样测定６００ ｎｍ下的Ａ值，实验

ｐｓＥＴ２质粒中扩增出ｓ舡７基因（１１３０ ｂｐ）。将这二

重复测定两次，计算均值、，以培养时间为横坐标，

个片段分别装人Ｔ载体后，根据引入的相应酶切位

Ａ。。为纵坐标，分别绘制突变株和野毒株的生长曲

点，在限制性内切酶和Ｔ４ ＤＮＡ连接酶的作用Ｆ，

线，比较二者有无显著差别。

将它们依次连接到ｐｕｃｌ８载体的ＥｃｏＲ工、ＢｎｍＨ

（３）革兰染色和镜下形态的比较：根据突变株和

Ｉ、Ｒ￡Ｉ和Ｈｉｎｄ¨【４个多克隆位点上，形成基因敲

野毒株的生长曲线，分别于对数期取样进行革兰染

除质粒ｐｕｃｌ８一Ｒ目ｓ。对构建好的重组质粒进行

色和镜Ｆ形态观察，观察二者有无显著差异。

ＰｃＲ及双酶切验证，结果见图２、３，对重组质粒进行

（４）菌落形态和溶血性的比较：取稳定生艮期的
突变株和野毒株菌液划线接种５％绵羊血新鲜琼脂

测序，结果均显示３个片段连接次序『Ｆ确，重组质粒
构建成功。

平板，比较二者的菌落形态和溶血情况有无明显
差别。
（５）蛋白表达水平的比较：分别收集稳定生长期

的突变株和野毒株的全菌裂解产物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Ｆ
电泳，考马斯亮监染色后观察突变株和野毒株的蛋
白表达水平有无明显差异。
６．突变株与野毒株０５ｚＹＨ３３动物致病性的
注：１：以ＬＡｌ，ＬＡ２扩增的ＰｃＲ产物；２：眦ＲＡｌ，ＲＡ２扩增的

比较：
（１）对ＢＡＩ卫／ｃ小鼠致病性的比较：分别取
０５ｚＹＨ３３和ＲＰ口ｓ△０５ｚＹＨ３３ ＴＨＢ培养物，腹腔接

ＰｃＲ产物；３：以ｓ１１ｃｌ，ＳＩ）ｃ２扩增的ＰｃＲ产物；４：以ＬＡｌ，ｓｐｃ２扩增

的ＰｃＲ产物；５：以ｓｐｃｌ，ＲＡ２扩增的Ｐ（：Ｒ产物；６：以ＬＡｌ，ＲＡ２打
增的ＰｃＲ产物：７：ｌ ｋｂＤＮＡ ＬａｄｄｃｒＭａｒｋｃｒ

种ＢＡＬＢ／ｃ小鼠５只（体重２０ ｇ左右，接种荆革含１×

图２

ＰＣＲ扩增产物凝胶电泳

１０８ｃＦｕ炽），接种后动物隔离饲养，观察发病及死
亡情况。死产动物立即解剖，无菌采集肝脏、脾脏等
病料，涂片，革兰染色，镜检。病料在鲜血琼脂平板
上划线分离培养。设０５ｚＹＨ３３ ＴＨｎ培养上清及
ＴＨＢ培养基作为对照。

（２）对２０日龄仔猪致病性的比较：２０ Ｅ｛龄仔猪
９头，分成３组，每组３头。Ａ组接种野毒株
注：ｌ：质粒ｐｕｃｌ８地埔以ｎｘ，ＲＩ和ＢⅡｍＨＩ酶剀后产物；

０５ｚＹＨ３３，Ｂ组接种突变株Ｒｅ口ｓ△０５ｚＹＨ３３，ｃ组接
种弱毒株０５ｚＹｓ６８。每头耳缘静脉注射Ｏ

３ ｍ１ ＰＢｓ

２：质粒ｐｕｃｌ８一ＲＰ佰以髓ⅢＨ
ｐＵＣｌ８

ｌ和Ｐｎ Ｉ酶四后产物；３：质粒

Ｒｅ岱咀ｎ￡Ｔ和衄”ｄ ｍ酶切后产物；４：质粒ｐＵＣｌ８，ＲＦ。ｓ

Ｒ删ｓ以出槲Ｔ和

悬液（约１０８ＣＦｕ）。接种后每日３次观测受试动物

以Ｅ伽ＲＩ和风￡Ｉ酶切后产物；５：质聪ｐｕＣｌ８

呼吸、运动、饮食、体温和发病等情况。死亡猪立即

ＨｉｎｄｌⅡ酶切后产物；６：质粒ｐｕｃｌ８．ｍ话以ＢＹ）Ｒ Ｉ和ＭｎｄⅢ酶切

进行病理解剖，观察脏器病变情况。无菌取血液、淋

后产物；７：１ ｋｂ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Ｍａｒｋｃｒ

图３

巴结、脾脏、肺脏、肝脏、肾脏以及脑等器官和组织等
病料在鲜血琼脂培养基上分别划线培养，置３７℃恒
温箱培养。

鉴定

（２）Ｒ８ｖＳ基因敲除突变株的筛选：取５ ｒｔｌ基因

敲除质粒ｐｕｃｌ８一ＲＰ口ｓ电转化０５ｚＹＨ３３感受态细
结

１．０５ｚＹＨ３３

基因敲除质粒ｐｕｃｌ８一Ｒｅ口Ｓ的双酶切罄定

果

Ｒ８鸿基因敲除突变株的构建和

菌，转化平板经３７℃培养４８ ｈ后，从平板挑取单菌

落摇菌培养，使用引物ＩＮｌ／ＩＮ２进行菌液ＰｃＲ。由
于引物ＩＮｌ／ＩＮ２位于Ｒ８口Ｓ内部（产物大小
４７１

ｂｐ），如果Ｒ８口Ｓ被敲除，ＰｃＲ扩增应呈阴性结

！！￡煎塑煎堂茎圭；！堕至！旦筻；！查茎！麴曼！·！』堡Ｅ塑！坠ｔ！ｌ，』！！！！型！！塑，塑【．望，！堕．！

果，否则说明Ｒ８口ｓ未被敲掉。通过上述筛选方法，

（４）菌落形态和溶血性的比较：将稳定生长划的

在一组菌液ＰｃＲ中，发现２株扩增结果为阴性（图

突变株△０５ｚＹＨ３３和野毒株０５ｚＹＨ３３菌液接种ｊ：

４，泳道１２、１４），挑出第１２泳道对应的菌株

｜血平板并于３７℃孵育２４ ｈ后，可见二者均呈灰白

ｍｕｔａｎｔｌ２，重命名为△０５ｚＹ｝｛３３，并做进一步验证。

色、圆形半透明、湿润、表面光滑的细小菌落，菌落周

（３）Ｒ８口ｓ基因敲除突变体△０５ｚＹ｝Ｂ３的ＰｃＲ
鉴定：分别于Ｒｇｕｓ卜、下游片段ＬＡ和ＲＡ的两侧

围有明显的Ｂ＿溶血环，直径约２～３ ｍｍ。
（５）蛋白表达水平的比较：将突变株△０５ＺＹＨ３３

再设计一对引物０ｕＴｌ／ｏｕＴ２，引物的位置如（图

和野毒株０５ｚＹＨ３３的伞菌裂解产物进行ｓＤｓ—

５Ａ）所示。如果发生等位基因置换，ｓ抛。基因将取

ＰＡＧＥ电泳，采用考马斯亮蓝进行染色，结果发现突

代Ｒｅｕｓ，用引物ｏｕＴｌ／ｓｐｃ２、ｓｐｃＩ／ＯｕＴ２进行ＰＣＲ

变株△０５ｚＹＨ３３和野毒株０５ｚＹＨ３３的蛋白表达条

能够均能扩增山约２２００ ｂｐ的片段，用引物ｓｐｃｌ／

带并无明显差异（图７）。

ｓＵｃ２进行ＰｃＲ能扩增出ｓ由（·。基因，而在０５ｚＹＨ３３
中，用以上引物进行ＰｃＲ都应得到阴性结果。而原

３．突变株与野毒株０５ｚＹＨ３３动物致病性的
比较：

来以０５ｚＹＨ３３基因组为模板，用引物ＩＮｌ／ＩＮ２能

（１）对ＢＡＬＢ／ｃ小鼠致病性：５只ＢＡＬＢ／ｃ小鼠

扩增出的４７１ ｂｐ的目的片段，在突变株中扩增为阴

感染０５ｚＹＨ３３后８ ｈ开始死Ｌ，军１２ ｈ全部死亡；而

性，说明突变株中尺ｅ”ｓ已经缺失。各ＰｃＲ产物的

感染突变株组小鼠３只健活，２只分别ｊ一２０ ｈ、２４

大小与理论值相符（图５Ｂ）。

死亡。解剖病理佩示，突变株组与野毒株组死Ｌ小

２突变株与野毒株０５ｚＹＨ３３生物学性状的
比较：

ｈ

鼠没有明显区别，均可见肝、脾、肾淤｜ｆ『【、肿大，涂片
革兰染色镜检相似，均可见大量单个或成对的节兰

（１）生长稳定性的比较：在相同的培养条件下，

阳性球菌。对照组小鼠均未见异常。

突变株和野毒株经过３次连续稀释培养后，分别取

（２）仔猪致病性的比较：Ａ组动物攻毒２４ ｈ后，

１００“ｌ菌液进行倍比稀释并取１０“稀释的萧液各

先后出现全身颤抖、体温升高（达４２℃）、呼吸困难、

ｕ１涂布于ＴＨＢ平板，３７℃孵育２４ ｈ后，突变株和

腿关节肿胀、不能站立等症状，其中１头双眼呈急

野毒株在平板上平均长出１０５个和１２０个菌落，表

性化脓性感染。Ｂ组动物用突变株攻击２４ ｈ后，其中

明ＲｅｗＳ敲除后并未明显影响细菌的生长稳定。

１头体温一过性升高，未山现明显的临床症状，精神

１００

（２）生长曲线的比较：在相同培养条件下，以培

状态正常，其余２头发生严重感染，有明显的神经系

养时间为横坐标，Ａ。。为纵坐标，绘制得到突变株

统损害表现，上要表现为体温升高（可高达４２℃）、

△０５ｚＹＨ３３和野毒株０５ｚＹＨ３３的生长曲线（图６），

全身颧抖、呼吸困难、腿关节肿胀明显等，与野毒株

结果发现二者并无显著差别。

相比，动物发病进程和病损程度方面均没有明显差

（３）革兰染色和镜Ｆ形态的比较：取对数生长期

异。Ｃ组动物弱毒株攻击后，呈一过性体温升高，１

的突变株△０５ＺＹＨ３３和野毒株０５ＺＹＨ３３茼液进行

日后恢复正常。病理变化显示Ａ组和ｎ组发病动

涂片和革兰染色，显微镜Ｆ观察发现，二者均为革兰

物的眼、嘴角有大量黏性分泌物。肺淤血、肿大，脾

染色阳性，菌体形态为圆形或椭圆形，呈链状或成双

脏呈暗紫色，边缘暗黑色，肝脏可见灶性坏死，肾脏

排列。

水肿淤血。喉头和气管环有黏液。脑回充血水肿。

沣：１～１６：烈引物ＩＮｌ／ＩＮ２进行ＰｃＲ拶增结果；１７：阴性对照；１８：１ ｋｂＤＮＡｋｄｄ盯Ｍａｒｋｅｒ

圊４

Ｒｅ”ｓ基困敲除突变体的部分ＰｃＲ初步筛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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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组和Ｂ组病死动物心血、脑、脾、肝ＪｊＪ＿｜：、肾、淋巴结

等样品接种绵羊鲜血琼脂平板上，培养２４ ｈ后划线

讨

论

处可见灰闩色、光滑、整齐、半透明、针尖大小的菌
落。经ＰｃＲ检测鉴定，基因表型特征均与接种菌株

ＴｃｓＴｓ是在细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跨膜信号
传导系统，由组氨酸激酶（ｈｉｓｔｉ（１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及其相邻

一致。

的反应调节因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组成，可感受外
界环境变化并做出适应性反应，广泛参与病原菌的
信号传递及毒力因子表达调控过程，在细菌致病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显示，部分ＴｃｓＴｓ
有时会缺失组氨酸激酶，只以单个“孤儿”反应调节

因子的形式存在，但其在细菌致病过程中作用同样
不可忽视。Ｔｈｒ￡）ｕｐ等’“运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从
肺炎链球菌基蚓组中鉴定出１３个ＴｃｓＴｓ和１个
“孤儿”反应调控凶子，通过基凶敲除突变研究发现，
“孤儿”反应凋控罔子在肺炎链球菌的黏附性及细胞
信号转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ｄｅＧｒｅｅｆｆ等”。２００２年首次报道反应调节因子

Ｒｅｕｓ，该基因ｒ游缺失组氨酸激酶，是典型的“孤
注：１，２：以ＩＮｌ／ＩＮ２分别扩增ｔ】５ｚＹＨ３３和突变株△０５ｚＹＨ３３

儿”反应调控因子，Ｒｅ。ｓ基因的缺失突变体毒力佩

蕞睦ｊ组；３，４：以０Ｌ丌１／ｓｐ【２分别扩增【）５ｚＹＨ３３和突盘株

著减弱，证实该因子在ｓｓ致病性方面发挥重要作

△０５ｚⅥ１３３基吲组；５，６：以ｓｐｃｌ／ｓ ｒ）ｃ２分别扩增０５ＺＹＨ３３和突变楝
凸０５ｚＹＩｌ３３基凼组；７，８：以Ｓ口ｃ１幻ＵＴ２分别扩增０５ｚＹＨ３３和突变
株△０５ｚＹＨ３３基吲组；９－１ ｋｂ ＤＮＡ Ｌａｄｄｃｒ Ｍａｒｋｅｒ
图５

ＲＰ＂ｓ基因敞除突变体△０５ｚＹＨ３３的ＰＣＲ验证

用。既往研究发现，围内强毒力株０５ｚＹＨ３３在毒力

和致病谱方而与国外菌株有显著的篮异，其感染所
致独特的Ｓ，Ｉ、ｓＳ机制尚不明确。奉研究通过同源性
分析发现，国内强毒力株０５ｚＹＨ３３的尺。。ｓ基因与

ｄｅＧｒｅｅｆｆ等报道完全相同（同源性１００％），提示其
对菌株的致病性町能发挥作用。此外，浚基因还与
多种病原曲毒力调节因子具有一定的同源性，如与

化脓链球菌（ｓｆｗｐⅫｗｆ“５细ｏｇＦ＂ｄＪ）的反应调节因
子№ｓＡ基因同源性约５８％，与金黄色葡萄球菌

（ｓ缸砷ｙｚｏ删ｃ“ｓ ｄ“胛“ｓ）的ＡｇｒＡ基因也有一定的
同源性。其中而幽负向调控链激酶
（ｓｔｒｅｐｔｏｋｉｎａｓｅ）、链球菌溶素ｓ（ｓｔｒｅｐｔｕｌｙｓｉｎ ｓ）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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