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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猪链球菌分泌蛋白的免疫蛋白质组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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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寻找猪链球菌（ｓ．ｓ“曲）ｓｃ８４菌株分泌蛋白中具有抗原活性的蛋白，为ｓ．ｓ“ｉｓ特

【摘要】

异诊断抗原和新的疫苗候选抗原的筛选提供线索。方法

采用免疫蛋白质组学和介质辅助激光解吸

电离飞行时问质谱（ＭＡＬＤＩ—ＴｏＦ ＭＳ）技术，分析和鉴定Ｓ．ｓ“西ＳＩ盈４菌株分泌蛋白中能与感染病例恢
复期血清发生免疫杂交的蛋白点。结果

在ｓ．ｓ“ｉｓＳｃ８４菌株分泌蛋白的免疫杂交膜上，共发现１４

个具有抗原活性的蛋白点，其中１１个点可以在考马斯蓝染色胶上找到匹配点。１１个蛋白点经质谱
鉴定，分属于８种蛋白，全部定位于胞壁或胞外。其中溶菌酶释放蛋白、溶血素、细胞外因子为Ｓ．ｓ“如
已知的抗原蛋白；５’一核苷酸酶、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ｓ Ｇ和Ｅ、金属内肽酶等为新发现的具有抗原活性的蛋白；
所有的蛋白均能在测序菌株Ｓ．５“ｉｓ ０５ＺＹＨ３３基因组中找到相应的编码基因。结论在Ｓ．ｓ“曲分泌蛋
白中发现了新的具有抗原活性的蛋白，可能作为Ｓ．ｓ“妇特异诊断抗原和疫苗候选抗原，用于诊断试剂
和疫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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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ｍｕｎｏｐｒｏｔｅｍｉｃ勰ｓａｙ ｏｆ ｓｅｃｒｅｔｉｖｅ ｐｍｔｅｉ璐ｆｒｏｍ研ｒｅｐｆｏｃＤ０似ｓ ｓＨ括ｔｙｐｅ２ ｓｔｒａｉｎ ＳＣ８４

咖册ｇ＋，ＬＵｏ

Ｃ妇竹ｇ－３ｗ咒，Ｘ似Ｏ

Ｓ己订Ｖ

Ｑ缸行ｇ－

Ｈ口咒，ＪｆＮＧ Ｈ“盘ｉ一砸，ＸＵ Ｊ缸”一ｇ“ｏ．’Ｓ￡ｎ地Ｋ纠
Ｌ口￡｝。ｒ口￡ｏｒｖ加ｒ Ｊ花，砬≠ｉｏ“ｓ Ｄｉｓ臼６ｕＰ Ｐ理ｚ柁挖ｚｉｏ托ｎ弛ｄ（ｂ挖￡，·ｏＺ， №￡ｉｏ卵盘Ｚ Ｊ”ｓ￡ｉ￡乱￡８加ｒ（为７咒７挖“竹２ｃ口６ＺＰ Ｄｉｓ阳ｓＰ
ＧＤ７２￡ｒ０Ｚ口挖ｄ

Ｘ缸，ｙＥ

Ｐ地伽以￡ｉｏ竹，Ｃ“咒Ｅ靶Ｇ嘲地ｒ加ｒ Ｄｉｓ∞５８（力，２￡ｒｏＺ ｎ咒ｄ Ｐ愆伽咒￡ｉｏ咒，Ｂ耐ｉｉ咒．ｇ １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ＣＤｒ，。已ｓ声。咒ｄｉ咒ｇ

ｎ甜ｆ＾ｏｒ：ＸＵ．，ｉ口竹一ｇ“ｏ，Ｅｍａ订：ｘｕｊｇ（茧ｐｕｂｌｉｃ．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ｂ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ｔｉ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ｅｄ ｂｙ

０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ＳＣ８４．Ｔｕｅｔｈｏｄｓ
ｌａｓｅｒ

Ｄｉ，ＺＨＥＮＧ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ｏｆ

Ｓ．５“ｉｓ ｓｔｒａｉｎ ＳＣ舄４，ｗｈｉ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ｉｎ ２００５．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ＶＤＦ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１ １

ｓｐｏ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ＭＡＬＤＩ—ＴＯＦ ＭＳ．Ｔｈｅ １ 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ａｌｌ ｌｏｃａｔｅｄ

８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ｒ。ｔｅｉｎｓ．

Ａｎｌｏｎｇ

ｓｕｉｌｙｓｉｎ（Ｓｌｙ）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ｃｅｎｕｌ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ＥＦ）ｗｅｒｅ
ａｎｔｉ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Ｕｌ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ｏｆ

ｔｈｅｍ，

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ｏ

ｓｐｏｔ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ｃｏｏｍａｓｓｉｅ Ｇ．２５０—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ｔ

ｍｕｒａｍｉｄａｓ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ｏｒ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ＲＰ），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ｍｅｔａｌ—ｌｏｅｎｄｏ～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 ｗｅｒｅ ｎｅｗｌｙ ｆｏｕ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ｈａｄ ｔｈｅ ｃｏｄｉｎｇ ｇｅｎｅ ｉｎ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ｏｆ Ｓ．５“ｉｓ

ｓｔｒａｉｎ ０５ＺＹＨ３３，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

ｐｅｒｆｏｍｅｄ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 ｋｎ。ｗｎ ａｎｔｉ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ｂｕ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ｓｕｃｈ

ｐｕｔａｔｉｖｅ ５’一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ａｓｅ，ｒｉｂ伊ｎｕｃｌｅａｓｅｓ Ｇ ａｎｄ Ｅ，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ｃｏｕＩ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ｗｅｒｅ
ａｎ

Ａ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１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ｔａｉｎｅｄ ２一ＤＥ ｇｅｌ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ｗａｌｌ，ｗｅ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ｔｒｉｘ—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ａｓｓａｙ

ｆｌｉ曲ｔ·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ｔｉ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ｅｄ ｂｙ

ｏｎ

Ｓ￡，℃ｐｆｏ∞ｆｆ秕ｓ ｓ“ｉｓ（Ｓ．ｓ“ｉｓ）ｔｙｐｅ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２．Ｄ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ｆｏｕ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ａｎｔｉｇｅｎｓ ｆ６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ｓＭｉｓ．

ｓ￡ｒＰ声￡０ｃｏｆｃ“ｓ ｓ“厶；Ｓｅｃｒｅｔｅｄ

ｐｍｔｅ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ｐｒｏｔｅｍｉｃｓ

猪链球菌（Ｓ￡僧声￡ｏ∞ｃｆ“ｓ ５“ｉｓ，Ｓ．ｓ“ｉ５）是一种重

我国的四川等地发生由猪链球菌２型（序列７型，ＳＴ＿

要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可引起猪的脑膜炎、关节炎

７）引起的爆发性流行，造成２００多人感染，３８人死

及败血症等疾病…，亦可引起人类的感染，导致脑膜

亡ｂ１。目前，有多种策略用于猪链球菌疫苗开发，如

炎及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等严重疾患。２。。近年来，猪

灭活全菌、荚膜多糖等，但因为存在免疫次数多、不能

链球菌病在我国一些省区时有发生或暴发，对养猪
业及其从业人员造成重大伤害。特别是２００５年，在

产生广泛保护和免疫原性低等缺点，而影响了其实际
应用｜４‘６ ｏ。因此，寻找在Ｓ．ｓ“ｉｓ中广泛存在、具有抗原
性和免疫原性的蛋白作为疫苗靶位，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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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川省猪链球菌病暴发的Ｓ．ｓ“如ＳＣ８４菌株分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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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中能和患者血清发生杂交反应的所有蛋白点，以期
为寻找新的疫苗和诊断靶位蛋白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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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每一蛋白样品进行并行两块胶双

材料与方法

相电泳，一块胶进行考马斯蓝染色，另一胶块进行免
ｌ．菌株与培养条件：Ｓ．ｓ“始Ｓｃ８４菌株（血清型
２型，ＳＴ７型）由本室保存，为四川省猪链球菌病患

疫杂交。图像采用扫描仪扫描采集，运用ＰＤＱｕｅｓｔ
２Ｄ

７．４．０软件进行分析。

者分离株；常规培养采用５％绵羊血平皿（广州迪景

５．免疫杂交：双相电泳后，胶上蛋白采用湿法转

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３７℃、５％Ｃｏ，培养；Ｓ．５“缸

移至ＰＶＤＦ膜上，进行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具体步骤：膜

液体培养采用Ｔｏｄｄ—Ｈｅｗｉｔｔ ｂｒｏｔｈ（ＴＨＢ）（ｏｘｉｏｄ）培
．养基，３７℃，５％ＣＯ，静止培养。
２．仪器和试剂：ＩＰＧ干胶条（ＲｅａｄｙＳｔ＾ｐｍ
ｓｔｄｐ，７

以封闭液（ＰＢＳ，０．０５％ｔｗｅｅｎ一２０，５％脱脂奶粉）封闭
２

ＩＰＧ

ｃｍ，ｐＨ值４～７）、ｐＨ值３～１０和ｐＨ值４～７的

ｈ后，与封闭液稀释的患者血清（１：１００稀释）室温

孵育２ ｈ，ＰＢＳＴ（ＰＢＳ，０．０５％ｔｗｅｅｎ一２０）洗３次，每次
１０

ｍｉｎ；与ＨＲＰ标记的羊抗人ＩｇＧ二抗（１：５０）室温

Ｂ础ｏｒｄ

孵育２ ｈ，ＰＢＳＴ洗３次，每次１０ ｍｉｎ。以４一氯一１一萘

Ａ潞ｙ Ｋｉｔ）、矿物油、溴酚蓝等为ＢｂＲａｄ公司

酚（４一ｃｈｌｏｒｏ一１一ｎａｐｈｔｈｏｌ，４一ＣＮ）作为显色底物进行显

产品；二硫苏糖醇（Ｄ］盯）、３一［（３一ｃｈＯｌａｒｎｊｄｏｐｒｏｐｙｌ）

色，显色膜扫描保存。每个样品重复３次，３次杂交

ＩＰＧ缓冲液、蛋白定量试剂盒（Ｑｕｉｃ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ｔａｎ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蝴ｎｉｏ］一１一ｐｒｏｐａｎｅ枷ｆｏｎａｔｅ（ＣＨＡＰＳ）、三氯乙
酸（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ＴＣＡ）等为Ｓｉｇｍａ公司产品；测

均为阳性的蛋白点进行鉴定。另外，取正常人血清
作为阴性对照，以剔去非特异杂交点。

序级胰蛋白酶是鼢ｈｅ公司产品；ＰⅥ）Ｆ、０．２２扯ｍ低

６．蛋白消化和蛋白点鉴定：将考马斯蓝染色的

蛋白结合滤器为Ｍｉｌｌｉｐｏｒ公司产品；辣根过氧化物酶

胶与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显色的膜进行比对，以确定胶上

标记羊抗人ＩｇＧ二抗为华美生物公司产品；其他试剂

免疫反应蛋白点。从考马斯蓝染色胶上切取相应蛋

均为分析纯；恢复期血清是从２００５年四川省猪链球

白点进行蛋白酶切。使用４７００ ＭＡＬＤＩ ＴｏＦ／ＴＯＦ

菌感染病例中分离，由本室保存；双向电泳第一向等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电聚焦仪Ｐｒｏｔｅａｎ

Ｃｅｌｌ、第二向垂直板电泳仪

病预防控制所诊断室进行质谱鉴定，所得数据使用

ＰｒｏｔｅａｎⅡＸｉ为Ｂｉ口Ｒａｄ公司产品；扫描仪为Ｐｏｗｅｒｌ∞ｋ

ＭＡＴＲＩＸ软件（ｗｗｗ．ｍａｔｒｉｘ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ｍ）进行肽质

ＩＥＦ

２１００）（１（Ｕ删）；双向电泳凝胶图像分析软件为
ＰＤＱｕｅｓｔｌＭ ２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７００

ｓｏｆ研ａｒｅ（ＢｂＲａｄ）；质谱仪为

ＭＡＬＤＩ ＴＯＦ／Ｔ（）Ｆ

ＰｒｏｔｅＯｒｎｉｃｓ

Ａｍｌｙ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ｅｄ

量指纹图谱检索，同时在ＮＣＢＩｎｒ数据库进行蛋白
检索。因为实验菌株与Ｓ．ｓ钳ｉ５测序株０５ＺＹＨ３３同
为２００５年四川省猪链球菌感染疫情分离菌株，因此
在所有匹配蛋白中首选Ｓ．ｓ“ｉ５ ０５ＺＹＨ３３菌株蛋

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ｂｔｅｒ Ｃｉｔｙ，（：Ａ）。
３．上清分泌蛋白样品的制备：挑取血平皿上

白。鉴定的蛋白序列使用ＨＭＭｓ软件（ｈｔｔｐ：／／

Ｓ．５“厶ＳＣ８４单克隆菌株到ＴＨＢ液体培养基中静

ｔｉｇｒｂｌａｓｔ．ｔｉｇｒ．ｏｒｇ／ｗｅｂ—ｈｍｍ／）进行蛋白功能预测；使

止培养（３７℃，５％ＣＯ，）８ ｈ，ｌ：１００稀释到４００ ｍｌ

用ｐｓｏｒｔｂ

ＴＨＢ液体培养基中培养１６ ｈ（Ａ。约１．０）。４℃

定位预测。

６０００

ｇ离心１０ ｍｉｎ收集上清。上清中加入蛋白酶抑

制剂１片，ＤＴＴ（终浓度０．１％），０．２２肚ｍ低蛋白结
合滤器过滤除菌，加入三氯乙酸（ＴＣＡ，终浓度

２．０（ｗｗｗ．ｐＳｏｒｔ．ｏｒｇ／ｐｓｓｏｒｔｂ）进行蛋白

结

果

１．上清分泌蛋白谱：首先以ｐＨ值３～１０ ｌＰＧ胶

ｇ离心

条进行２一Ｄ分析，经考马斯蓝染色、扫描和软件分析，

ｍｉｎ，弃上清；沉淀以预冷的丙酮洗３次，冷冻真

结果发现５．５“舔ＳＣ８４菌株的上清分泌蛋白大多分

１０％），冰水中静置３ ｈ沉淀蛋白；４℃１４
４０

ｖ

０００

空干燥。沉淀蛋白以适量裂解液（７ ｍｏｌ／Ｌ

Ｕｒｅａ，

布在ｐＨ值４～７的范围内（资料未发表），因此，采用

ｍｏｌ／Ｌ Ｔｈｉｏｕｒｅａ，４％ＣＨＡＰＳ，０．２％ＤＴＴ）溶解；以

ｐＨ值４～７的胶条进行蛋白２一Ｄ电泳分析，共检测到

Ｑｕｉｃｋ Ｓｔａｒｔ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ｓｓａｖ Ｋｉｔ定量，分装成

大约１００个蛋白点（图１Ａ）。样品进行３次重复试

小份，直接上样或一７０℃保存备用。

验，得到的图谱有很高的重复性。

２

４．双相电泳：第一相固相ｐＨ等电聚焦按照
ＢＩＯ－ＲＡＤ操作手册进行，程序分别为５０

１２ ｈ，

样品进行并行双相电泳，一块胶进行考马斯蓝染色

ｈ，４０００ Ｖ

用于图谱分析和蛋白点的鉴定，另一胶上蛋白转移

ｈ；胶条进行平衡和二相垂直板

至ＰＶＤＦ膜上，与患者血清进行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经

２５０ Ｖ ３０ ｍｉｎ，５００ Ｖ
２０ ０００ Ｖｈ，５００ Ｖ １

Ｖ

２．上清分泌蛋白免疫杂交谱：取上清分泌蛋白

３０ ｍｉｎ，４０００

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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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色后，杂交膜上共发现１４个杂交点（图ｌＢ），共有

讨

论

１１个点可以与考马斯蓝染色胶上蛋白点匹配。切
取这些蛋白点进行酶切、肽指纹图谱和质谱鉴定，其
中１１个蛋白鉴定成功，分属于８种蛋白（表１）。经
蛋白定位预测，８种蛋白中有６种定位于胞壁或胞
外，其余２种定位于胞外和胞质。鉴定成功的所有
蛋白点均能在测序菌株Ｓ．ｓ甜ｉｓ ０５ＺＹＨ３３基因组中

蛋白点１、２、３、１３为同一种蛋白——溶菌酶释放
蛋白（ｍｕｒａｍｉｄａ盼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ＲＰ），是Ｓ．５“缸重
要的表面分子蛋白，ＭＲＰ蛋白与Ａ群链球菌Ｍ蛋白

一样，具有黏附、抗吞噬、调理及诱导细胞凋亡等多种
生物学功能，故将ＭＲＰ列为类Ｍ蛋白之列ｏ ７Ｉ。其相

对分子质量（Ｍ，）为１３６×１０３，在其Ｎ端有分泌信号

找到相应的编码基因。

肽段，Ｃ端有胞壁锚定结构域，成熟肽的Ｍ，为１１０×
１０¨８｜。ＭＩ心存在于大多数Ｓ．ｓ“ｉ５毒性菌株中，而在
无毒株中缺失，是重要的毒力因子，可作为细菌毒力
的参考指标，用来区分致病株和非致病株旧３。研究表
明，ＭＲＰ也是重要的保护性抗原，是疫苗研制的重要
备选抗原，以全长ＭＲＰ蛋白或截短的部分蛋白为抗
原的亚单位疫苗相关研究已经开展。ｗｉｓｓｅｌｉｎｌ【等¨叫
构建了ＭＲＰ和ＥＦ的双价亚单位疫苗，对实验动物
有很好的免疫原性和保护性；王海丽等ｕｌｆ、欧瑜和陆
承平ｕ２ ｏ分别克隆表达了ＭＲＰ蛋白部分氨基酸片段，
表达的蛋白均具有良好的抗原性；范红结等ｕ引也克
隆表达了ＭＩ心蛋白Ｎ端部分片段，表达的蛋白对
础咀吲Ｃ小鼠有很好的保护效果。
蛋白点６经鉴定为溶血素（ＳＩｙ），是ｓ．ｓ“ｉｓ产生
释放至胞外、具细胞毒性作用的毒素物质，属于巯基
激活的细胞毒素家族，可与宿主细胞受体结合，导致
细胞通透性增加和裂解，不仅直接造成细胞的破坏，
且有助于细菌的扩散，这也是Ｓ。ｓ“始易侵入宿主血
液导致菌血症和败血症的原因。Ｓｌｙ是Ｓ．ｓ“ｉｓ重要
注：Ａ：上清分泌蛋白２ Ｄ电泳胶考马斯蓝染色；Ｂ：２一Ｄ电泳胶

的毒力因子，Ｓｌｙ＋的菌株毒力强于Ｓｌｙ一的菌株¨“。

上蛋白转到ＰＶＤＦ膜上，与ｓ．５“缸感染患者血清杂交。胶上与免疫

Ｓｌｙ也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性抗原，可作为亚单位疫

杂交点匹配的所有点进行ＭＡＬＤＩ—ＴｏＦ ＭＳ分析

苗的候选抗原。Ｊａｃｏｂｓ等¨５。对Ｓ．ｓ甜毋２型的Ｓｌｙ进

图１

Ｓ．衄站ＳＣ８４菌株上清分泌蛋白２一Ｄ电泳

行了提纯，然后以提纯的Ｓｌｙ免疫ＢＡＬＢ／Ｃ系小鼠，

和免疫杂交图谱
表１

Ｓ．ｓ“如ｓｃ８４菌株上清分泌蛋白中免疫蛋白点质谱鉴定及检索结果

注：４在ＮｃＢＩ（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 ｇｏｖ）查找蛋白编码基因在５ ｓ“曲０５ｚＹＨ３３中的基因位点标签；６使用ＨＭＭｓ软件（ｈｔｔｐ：／／
ｔｊｇｒｂｌａｓｔ．ｔｉｇｒ．ｏｒｇ／ｗｅｂ—ｈｍｍ／）进行蛋白功能预测；。使用ｐｓｏｒｔｂ

ｖ

２，０（ｗｗｗ．ｐｓｏｒｔ ｏｒｇ／ｐｓｓｏｒｔｂ）进行蛋白定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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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小鼠得到了完全的免疫保护，证明Ｓ．ｓ“ｉｓ ２型的

族Ｍ１３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组织和细菌中，而在细

Ｓｌｙ具有重要的免疫保护作用，并推测Ｓｌｙ对其他类

菌中参与消化牛奶。经ＢＬＡＳＴ检索发现，金属内

型的Ｓ．ｓ“ｉ５有交叉保护作用。Ｊａｃｏｂｓ等ｕ纠对ＳＩｙ和

肽酶氨基酸序列与Ｓ．ｓ“妇测序株９８ＨＡＨ３３、８９／

其他胞外抗原对猪的免疫保护作用进行了对比，结

１５９１金属内肽酶蛋自的相似性最高，分别为１００％

果显示Ｓ１ｙ的免疫保护作用明显优于其他抗原。
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ｓ

Ｇ和Ｅ为一种细菌包膜蛋白，具

有２个膜结构域，定位于细胞外（表１），它与ｓｕｒｆａｃｅ

和９８％；其次为贝氏梭状芽胞杆菌（ａｏｓ￡ｒ积ｉ“优
６已ｉ尬，｜ｉ咒ｃ是ｉｉ）ＮＣＩＭＢ ８０５２的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ｌ蛋白（３４％），Ｒ拄∞沈ｆ砌一玩眈ｆ据ｒ级嫩

ｓｐｌ（Ｓａｏ）的氨基酸相似性为８３％。Ｓａｏ是Ｌｉ

ＢＢＦＬ７的ｅｎｄｏ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 Ｍ１３ ｆａｍｉｊｙ（３３％），而在其

等［１７１发现的能与病猪血清发生杂交的猪链球菌表

他菌属中没有发现相似性高的蛋白。因此，金属内

面蛋白，具有革兰阳性菌膜锚定蛋白典型特征，结构

肽酶蛋白为Ｓ．ｓ“ｉｓ的特异蛋白，可能作为Ｓ．ｓ“砖的

中含有植物病原体内经常出现的一段保守的非毒性

标志蛋白，用于特异诊断试剂和疫苗候选保护性抗

结构域。Ｓａｏ蛋白具有ｓ．ｓ“ｉｓ特异性，由Ｓａｏ蛋白免

原的研究。

ａｎｔｉｇｅｎ

疫仔猪能够诱发明显的体液免疫反应【１ ７｜。虽然在

蛋白点７为Ｓ．ｓ“毋０５ＺＹＨ３３株假定蛋白，经蛋

随后的保护性研究中并没有发现保护性，但可作为

白功能检索发现其氨基酸序列中含有多数受体所具

病原菌感染的标志性蛋白，用于特异诊断试剂的研

有的与配体结合的结构域，是细菌重要的受体组份。

发。本研究提示有必要对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ｓ Ｇ和Ｅ蛋白

它与无乳链球菌（Ｓ￡ｒＰｐ￡ｏ∞ｆｃＷ５口肛如ｃ￡ｉ乜Ｐ）２６０３Ｖ『Ｒ

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其免疫活性和保护性，为进一步

中ＡＢＣ型支链氨基酸运载体蛋白的相似性为

疫苗和特异诊断试剂的开发奠定基础。

６８％。可能作为药物作用的靶蛋白，用于Ｓ．ｓ“毋特

蛋白点１１经鉴定为细胞外蛋白（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又称为细胞外因子（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

异药物的开发。
蛋白点８为翻译延长因子ＥＦ—Ｔｕ（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其Ｍ，为１１０×１０３，仅存在于培养物上清中，是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Ｓ．５“ｉｓ重要的毒力因子，同ＭＲＰ、Ｓｌｙ一起，成为区

菌、脑膜炎双球菌等细菌中存在，在既往免疫蛋白质

分毒力株与非毒力株的标志蛋白。在一些国家（特

组学研究中，已经证实是一类免疫原性较强的标志

别是欧洲国家），ＭＲＰ＋、ＥＦ＋血清２型菌株与猪的

蛋白，但因其在球菌中广泛存在，特异性不强，作为

感染和严重临床表现密切相关，而ＭＲＰ一、ＥＦ一血

检测抗原和疫苗候选抗原的可能性不大。

ＥＦ—Ｔｕ），它在链球菌、肠球菌、乳球

清２型菌株主要从健康猪中分离“…。ＥＦ也是一种

在本研究中，Ｓ．ｓ“舔ＳＣ８４菌株培养物上清中共

重要的保护性抗原，ｗｉｓｓｅｌｉｎｋ等。１０ Ｊ以提纯的ＭＲＰ、

有８种分泌蛋白可与患者血清发生杂交，具有很好

ＥＦ蛋白免疫实验动物，结果发现免疫动物对猪链球

的抗原活性，其中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ｓ Ｇ和Ｅ、５ ７一核苷酸酶

菌毒力株的攻击具有很好的保护性，提示ＥＦ作为

及金属内肽酶为最新发现的具有抗原活性的蛋自：

亚单位疫苗的可行性。

但是，这些蛋白是否具有很好的免疫原性和保护性，

蛋白点１２为５ ７一核苷酸酶，是一类参与能量代

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谢的酶，将蛋白质序列在ＢＬＡＳＴ中进行结构域检
索，发现它具有３个结构域，分别是５ ７一核苷酸酶、钙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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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素样磷脂酸酶和双功能一ＵＤＰ水解酶。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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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一起水型细菌性痢疾暴发的调查
孟昭远

李平

徐志元

高元鹏

李海燕

２００５年６月天津市武清区汉沽港镇发生以发热、腹泻、

中有８例应用了抗生素）。发病例数最多街村的深井水源水

恶心、呕吐和脓血便为主要症状的病例，共确诊患者１１８９

细菌培养全部阴性。仅在一街蓄水池水、末梢水检测大肠菌

侈！｜，经流行病学调查确认是一起由于生活饮用水源污染而导

群最大可能计数（ＭＰＮ）＞１６００／１００ ｍｌ，严重超标（正常值

致的福氏志贺痢疾杆菌３ａ型细菌性痢疾（菌痢）的暴发。

ＭＰＮ＜２／１００ ｍ１），粪大肠菌群阳性，并检出福氏志贺痢疾杆

１，对象与方法：采用统一的调查表对所有病例进行流行
病学个案调查，同时选择健康人为对照，对可能的危险因素

菌３ａ型，与患者粪便培养菌型（流行菌株）一致。证实水源
污染是本次菌痢暴发流行的直接原因。

进行病例对照研究。采集病例粪便样本１７人份，按常规实

（４）水源现场调查与处理：对输水管网检查发现汊沽港

验方法分离培养病原菌。采集汉沽港镇深井水原水、管网

镇一街南井至蓄水池段管网破裂渗漏，且管网渗漏处原为垃

水、蓄水池水及管网末梢水，进行细菌总数、大肠菌群数、志

圾坑。６月１７日后迅速对自来水供水系统消毒和技术改造，

贺菌、沙门菌和霍乱弧菌检测。

及时更换破裂处管道；在蓄水池内缘建防渗墙，防止蓄水池

２．结果：

渗漏；对蓄水池、水塔、自来水管网进行饮水消毒；对另一处

（１）基本情况：汉沽港镇中心在汊沽港村，由４个街区及

经过污水段的水下管网改地上架高，防止水源污染。此外，

村落组成。居民生活饮用水为深井自来水，从蓄水池，二次

还采取隔离传染源（患者）、外环境消毒、高暴露人群预防性

提水到水塔，并下设自来水管网。

投药等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导的综合性防疫措施。此后未

（２）流行病学调查：首例腹泻患者于６月１日发病，至６

再出现二代续发病例。

月６日期间每日发病十余例。６月７—１２日每日发病例数从

３．讨论：本次疫情调查表明，饮用水地下管网破裂是导

２０多例逐渐上升到５０例，６月１５日病例陡升至１２０例，流

致此次疫情的直接原因。疫情发生的最早时问是６月１日，

行高峰持续到６月１８日。６月１７口采取综合性防疫措施

但乡村及个体医生未及时报告疫情，直到６月１４日武清区

后，病例数逐日下降，至６月２４日以后无新发病例报告。此

卫生防病站才收到疫情报告，是导致此次疫情流行的时间

次疫情历时２４ ｄ，确诊患者１１８９例，罹患率为３．６６％（１１８９／

长、范围大、病例多的原因之一。汉沽港一街为镇政府所在

５０５）。病例中男性６８３例，女５０６例，男女比为１：０．７４。

地，工商业较发达，流动人口较多，卫生条件差。我国每年报

其中以１０～２０岁年龄组发病数最多，达５００例，占总发病数

告的菌痢与感染性腹泻发病例数几乎占到法定传染病的

的４２．０５％；其次为０～１０岁３３２例（２７．９２％）。此次疫情波

ｌ／４…，有文献报道多达６０％的感染性腹泻疫情是由水污染

及范围大，全镇１８个村街均有病例，主要集中在汉沽港村的

造成的幢ｏ，且多发生于乡镇地区。这些地区由于改水改厕不

４个街区，占病例总数的６６．５３％（７９１／１１８９）。发病率呈以一

彻底，或者根本没有改水改厕，使自来水、井水或河塘水极易

街为最高，周围村落逐渐降低的特点。一街的发病率高达

受到污染，造成暴发疫情。

３２

８

１５％（５０９／４４９５），四街发病率为５．９８％（１１４／１９０７），六道口

村发病率为４．３６％（２４４／５５９３），其他街区和村落的发病率为
２．００％～３．５１％。

（３）实验室检测：１７份患者粪便标本中４份培养出福氏
志贺痢疾杆菌３ａ型，另１３份粪便标本细菌培养呈阴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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