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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基于淋病奈瑟菌外膜蛋白夕ｍ一夕阳融合基因
重组产物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的建立和应用
范兴丽

孙爱华

严杰

目的克隆淋病奈瑟菌外膜蛋白声ｍ、ｐ侣基因并构建声ｍ一声忸融合基因及其原核表

【摘要】

达系统以及建立基于ｒＰＩＡ＿ＰＩＢ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方法

采用连接引物ＰＣＲ构建声ＬＡ．

声膪融合基因，按常规分子生物学方法构建其原核表达系统。采用十二烷基磺酸钠一聚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ｓＤｓ—ＰＡＧＥ）和ＢｉｏＲａｄ凝胶图像分析系统检测目的重组蛋白ｒＰＩＡ—ＰＩＢ表达情况，Ｎｉ—ＮＴＡ亲和
层析法提纯ｒＰＩＡ—ＰＩＢ。以ｒＰＩＡ—ＰＩＢ为包被抗原建立检测淋病患者血清标本中ｒＰＩＡ和／或ｒＰＩＢ特异
性ＩｇＧ的ＥＬＩＳＡ，以ｒＰＩＡ—ＰＩＢ抗血清为一抗建立检测淋病患者脓液标本中ｒＰＩＡ和／或ｒＰＩＢ的

声ｍ一声ＪＢ融合基因与原始核苷

ＥＬＩＳＡ，实验中以ｒＰＩＡ、ｒＰＩＢ及其抗血清相关ＥＬＩＳＡ为对照。结果

酸和氨基酸序列相似性均为１００％。ｒＰＩＡ—ＰＩＢ表达量为细菌总蛋白的２９．８％，其提纯物ＳＤＳＰＡＧＥ
后显示单一条带。ｒＰＩＡ—ＰＩＢ—ＩｇＧ．ＥＬＩＳＡ检测１１９例淋病患者血清标本的阳性率（９８．３％）明显高于
ｒＰＩＡ．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３０．３％）或ｒＰＩＢ—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６６．４％）（Ｐ＜０．０ｌ’）。ｒＰＩＡ—ＰＩＢ—ＥＬＩＳＡ检测１１９例淋病
患者脓液标本的阳性率（９１．６％）也明显高于ｒＰＩＡ，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２７．７％）或ｒＰＩＢ—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６２．２％）

（Ｐ＜０．０１）。结论成功构建淋病奈瑟菌声ｍ一声忸融合基因及其原核表达系统；较之单一的ｒＰＩＡ或
ｒＰＩＢ，ｒＰＩＡ．ＰＩＢ作为淋病相关检测试剂盒抗原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关键词】淋病奈瑟菌；融合基因；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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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互补柔性肽序列形成复合模板。加入ｐ从上游

材料与方法

及声馏下游引物各２５０ ｎｍｏｌ／Ｌ，ＰＣＲ参数：９４℃

１．菌株、临床标本及质粒来源：分别含声Ｍ、

５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５２℃３０ ｓ、７２℃１８０

ｓ，３０个循环；

声憎基因的淋病奈瑟菌临床菌株Ａ３６和Ｂ１８株由

７２℃１５ ｍｉｎ。采用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本实验室保存并提供ｐ Ｊ。１１９例淋病患者脓液及其

１９６５

ｂｐ的ｐ舱一声伯融合基因扩增条带。

血清标本、３８例非淋菌性尿道炎患者血清及脓液标

５．Ｔ—Ａ克隆、亚克隆和测序：采用ＤＮＡ小量快

本、３５例健康体检者血清标本分别由浙江大学附属

速纯化试剂盒（ＢｉｏＣ０１０ｒ）提纯ＰＣＲ产物，ＴａＫａＲａ公

邵逸夫医院、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和嘉兴市妇幼保

司Ｔ．Ａ克隆试剂盒克隆目的扩增片段，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

健院提供。原核表达载体ｐＥＴ４２ａ和表达宿主菌

公司负责测序Ｈ…。分别用Ｎ如工和ｘ＾ｏ工双酶切

Ｅ．∞毖ＢＬ２１ＤＥ３均购自Ｎｏｖａｇｅｎ公司。

经测序的重组质粒及表达载体ｐＥＴ４２ａ，回收各目的

２．ＤＮＡ提取：采用上海博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ＢｉｏＣｏｌｏｒ）的基因组提纯试剂盒提取淋病奈瑟菌

片段后分别与ｐＥＴ４２ａ连接，转化入于Ｅ．∞ｚｉ
ＢＬ２１ＤＥ３，经扩增、提取质粒后再次测序。

ＤＮＡ。提取的ＤＮＡ溶于ＴＥ缓冲液中，紫外分光光
度法测定其浓度和纯度¨…。

６．目的重组蛋白表达、提纯及其抗血清制备：
所构建的原核表达系统在含５０肛ｇ／ｍ１卡那霉素、

３．声ｍ和声旭基因的克隆：声ｍ和声仍基因５’

０．５

ｍｍ０１／Ｌ ＩＰＴＧ的ＬＢ培养液中３７℃振荡培养

及３ ７端序列相同旧。，故参考声ｍ和ｐＪＢ基因序列

４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Ｎｏ．：Ｌ１９９６２，Ｕ７５６３９）设计一对共用引

达。采用１０％ＳＤＳ—ＰＡＧＥ及ＢｉｏＲａｄ凝胶图像分析

物。上游引物序列：５

系统测定上述目的重组蛋白表达量。经Ｎｉ—ＮＴＡ亲

７一ＣＧＣ

７一

和层析法提纯的ｒＰＩＡ、ｒＰＩＢ、ｒＰＩＡ—ＰＩＢ各１ ｍｇ与弗

ＧＴＧ ＧＣＧ

氏完全佐剂混合，多点皮内注射免疫家兔，共免疫４

７。ＰＣＲ总体积为１００牡ｌ，内含

次，每次间隔１周。末次免疫后２周，采集家兔心血

ＡＡＡ ＡＡＡ ＴＣＣ ＣＴＧ ＡＴＴ ＧＣＣ
ＣＧＣ

ＣＴＣ

ＣＡＧ ＡＡＣ

ＧＡＧ（渤ｏ
ＧＡＣ一３

ＡＴＧ（Ｎ如Ｉ）

ＣＡＴ

Ｉ）ＧＡＡ

ＣＴＧ一３’，下游５

ｈ，诱导目的重组蛋白ｒＰＩＡ、ｒＰＩＢ和ｒＰＩＡ—ＰＩＢ表

ＴＴＴ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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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离血清，采用免疫双扩散试验测定兔抗血清的
效价。
７．ＥＬＩＳＡ：分别以５０肛ｇ／ｍｌ的ｌＯＯ肛ｌ

ｒＰＩＡ、

ｒＰＩＢ或ｒＰＩＡ—ＰＩＢ为包被抗原，１：２００稀释的血清标
本为一抗、ＨＲＰ标记羊抗人ＩｇＧ（Ｊａｃｋｓｏｎ Ｉｍｍｕｎ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为二抗，建立检测淋病患者血清标本中

ｒＰＩＡ和绒ｒＰＩＢ特异性ＩｇＧ的ＥＬＩＳＡ。分别采用
．ｒＰＩＡ—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ｒＰＩＢ—ＩｇＧ—ＥＬＩＳＡ或ｒＰＩＡ—ＰＩＢ—
ＩｇＧ—ＥＬＩＳＡ检测１１９例淋病患者血清标本，实验中
以相同稀释度的３５例健康体检者血清标本为阴性
对照，若患者血清标本吸光度（Ａ。；。值）≥阴性对照

注：Ｍ：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Ｂｉｏｃｏｌｏｒ）；１：无插人片段空质粒；２～４：
分别为ＩＰＴＧ诱导表达的ｒＰＩＡ、ｒＰＩＢ和ｒＰＩＡ—ＰＩＢ；５～７：经Ｎｉ—ＮＴＡ
提纯的ｒＰＩＡ、ｒＰＩＢ和ｒＰＩＡ—ＰＩＢ

ｒＰＩＡ、ｒＰＩＢ和ｒＰＩＡ－ＰＩＢ表达和提纯效果

图ｌ

Ａ。如均值＋３×标准差（孟±ｓ）者为阳性¨１｜。根据预
实验结果，以１：１００稀释的１１９例淋病患者脓液标本

４．目的重组蛋白兔抗血清效价：兔抗ｒＰＩＡ、

为包被抗原，１：４００稀释的ｒＰＩＡ、ｒＰＩＢ兔抗血清或

ｒＰＩＢ和ｒＰＩＡ—ＰＩＢ血清免疫双扩散效价分别为１：４、

ｌ：８００稀释的ｒＰＩＡ—ＰＩＢ兔抗血清为一抗、ＨＲＰ标记

１：４和１：８。

羊抗兔ＩｇＧ为二抗，建立检测淋病患者脓液标本中

５．血清标本ＥＬＩＳＡ检测结果与比较：根据

ｒＰＩＡ和／或ｒＰＩＢ的ＥＬＩＳＡ。分别采用ｒＰＩＡ—

ｒＰＩＡ—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ｒＰＩＢ—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ｒＰＩＡ—ＰＩＢ—ＩｇＧ—

ＥＬＩＳＡ、ｒＰＩＢ—ＥＬＩＳＡ或ｒＰＩＡ—ＰＩＢ—ＥＬＩＳＡ检、狈０

１ １９

ＥＬＩＳＡ的阳性标准，上述３种ＥＬＩＳＡ对１１９例淋病

例淋病患者脓液标本，实验中以相同稀释度的３８例

患者血清标本中ｒＰＩＡ和／或ｒＰＩＢ特异性ＩｇＧ检测

非淋菌性尿道炎患者脓液标本为阴性对照，阳性结

阳性率分别为３０．３％、６６．４％和９８．３％（表１），无

果判断标准同上。

ｒＰＩＡ．ＰＩＢ—ＩｇＧ—ＥＬＩＳＡ

阴性、ｒＰＩＡ—ＩｇＧ—ＥＬＩＳＡ 或

８．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ｔａｔａ ８．０软件进行Ｙ２检

ｒＰＩＢ—ＩｇＧ—ＥＬＩＳＡ阳性结果。ｒＰＩＢ—ＩｇＧ—ＥＬＩＳＡ检钡４

验，对不同检测方法的结果先进行阳性率行×列Ｙ２

阳性率明显高于ｒＰＩＡ—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ｘ２＝３１．１１，Ｐ＜

值比较，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则应用Ｙ２分割法再进

０．０１），ｒＰＩＡ—ＩｇＧ—ＥＬＩＳＡ和ｒＰＩＢ—ＩｇＧ—ＥＬＩＳＡ检钡０阳

行两两比较。

性率均明显低于ｒＰＩＡ—ＰＩＢ—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Ｙ２＝３９．３６，
结

果

１１７．７９；Ｐ＜０．０１）。
表１

不同ＥＬＩＳＡ对淋病患者血清标本的检测结果

１．目的基因片段扩增结果：琼脂糖凝胶电泳检
测结果显示，采用ＰＣＲ及连接引物ＰＣＲ扩增出预

期大小的ｐ舱、声馏基因和声ｍ一声仍融合基因
片段。

２．目的基因克隆的测序结果：与声ｍ基因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Ｎｏ．：Ｌ１９９６２）和声旭基因（ＧｅｎＢａｎｋ

Ｎｏ．：ｕ７５６３９）序列比较，淋病奈瑟菌Ａ３６株声从基
因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相似性均为１００％，Ｂ１８株

声媚基因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相似性分别为９８．１％
和９８．０％。Ｔ—Ａ克隆和亚克隆的序列测定结果完全
相同。
３．目的重组蛋白表达和提纯效果：在

６．脓液标本ＥＬＩＳＡ检测结果与比较：根据
ｒＰＩＡ—ＥＬＩＳＡ、ｒＰＩＢ—ＥＬＩＳＡ、ｒＰＩＡ—ＰＩＢ—ＥＬＩＳＡ的≯舀性
标准，上述３种ＥＬＩＳＡ对１１９例淋病患者脓液标本

ｍｍｏｌ／Ｌ ＩＰＴＧ诱导下，ｒＰＩＡ、ｒＰＩＢ和ｒＰＩＡ—ＰＩＢ

中ｒＰＩＡ和／或ｒＰＩＢ检测阳性率分别为２７．７％、

表达量分别为细菌总蛋白的４４．５％、２８．６％和

６２．２％和９１．６％（表２），无ｒＰＩＡ—ＰＩＢ—ＥＬＩＳＡ阴性、

２９．８％；经Ｎｉ—ＮＴＡ亲和层析后，ｒＰＩＡ、ｒＰＩＢ和

ｒＰＩＡ—ＥＬＩＳＡ或ｒＰＩＢ—ＥＬＩＳＡ阳性结果。ｒＰＩＢ—ＩｇＧ—

ｒＰＩＡ—ＰＩＢ均显示为单一的蛋白条带（图１）。

ＥＬＩｓＡ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ｒＰＩＡ—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Ｙ２＝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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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５４，Ｐ＜０．０１），ｒＰＩＡ—ＩｇＧ—ＥＬＩＳＡ和ｒＰＩＢ—ＩｇＧ—

示应是ｐ从一ｐ伪融合基因中声旧片段影响了表达

ＥＬＩＳＡ检测阳性率均明显低于ｒＰＩＡ—ＰＩＢ～ＩｇＧ—

量，若深入分析声旧片段密码子序列、依据大肠埃

ＥＬＩＳＡ（Ｘ２＝２８．９７，１００．８４；Ｐ＜０．０１）。

希菌偏爱密码子改建声馏片段，则有可能进一步提

表２

不同ＥＬＩＳＡｓ对淋病患者脓液标本的检测结果

组别
淋病患者

藻粱
１１９

锡裴

检测方法

ｒＰＬＡ－Ｉ玲ＥＬＩＳＡ
ｒＰＩＢＩｇ（｝ＥＵＳＡ

ｒＰ馋ＰＩＢＩ酊ＥＬＩＳＡ

．

非淋菌性尿
道炎患者

３８

黑婪产 器装

３３

２７．７

８６

７４

６２．２

４５

１０９

９１．６

１０

ｒＰ隐【ｇＧＥＬＩｓＡ

互十知＝Ｏ，２０＋３×０．０６＝Ｏ．３８

ｒＰⅡ｝ＩｇＧＥＬＩＳＡ

ｊ＋３ｓ＝０ ２１＋３×０．０５＝０．３６

ｒＰＩＡ－ＰＩＢＩ啦ＥＬＩＳＡｆ＋３ｓ＝Ｏ．１９＋３ｘＯ．０５＝０．３４
讨

论

高声Ｍ一声鹏融合基因表达产量。本研究中采用的
Ｎｉ—ＮＴＡ亲和层析法对ｒＰＩＡ、ｒＰＩＢ和ｒＰＩＡ—ＰＩＢ有
良好的提纯效果，在ＳＤＳＰＡＧＥ图谱中均显示为单
一的蛋白条带。
如前所述，约１／３淋病奈瑟菌临床菌株表达
ＰＩＡ，约２／３菌株表达ＰＩＢ，故本研究中着重建立了

基于声从一声妇融合基因表达产物ｒＰＩＡ—ＰＩＢ相应
ＥＬＩＳＡ。应用ｒＰＩＡ—ＰＩＢ—ＩｇＧ，ＥＬＩＳＡ检测１１９例淋
病患者血清标本的结果表明，其阳性率（９８．３％）明

人是淋病奈瑟菌自然感染的惟一宿主，近年来

显高于ｒＰＩＡ—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３０．３％）或ｒＰＩＢ—ＩｇＧ—

感染率仍呈上升趋势。１ ２Ｉ。由于淋病奈瑟菌培养条

ＥＬＩＳＡ（６６．４％）（Ｐ＜０．０１）。应用ｒＰＩＡ—ＰＩＢ。

件较为苛刻、产量低以及主要表面抗原ＰＩ变异较

ＥＬＩＳＡ检测１１９例淋病患者脓液标本的结果显示，

大、全菌死疫苗不良反应较大等原因，因而研制淋病

其阳性率（９１．６％）也明显高于ｒＰＩＡ—ＩｇＧ—ＥＬＩＳＡ

全菌疫苗及基于ＰＩ抗原的实验室诊断试剂盒有一

（２７．７％）或ｒＰＩＢ—ＩｇＧ—ＥＬＩＳＡ（６２．２％）（Ｐ＜０．０１）。

定困难¨３’１４。，故目前尚无相关产品上市。

ｒＰＩＡ—ＰＩＢ—ＩｇＧ—ＥＬＩＳＡ检测患者血清标本或脓液标

ＰＩ不仅是淋病奈瑟菌主要外膜蛋白，同时在该

本阳性例数分别为１１７例和１０９例，而ｒＰＩＡ—ＩｇＧ—

菌感染过程中发挥重要病理性作用，如参与黏附宿

ＥＬＩＳＡ与ｒＰＩＢ—ＩｇＧ—ＥＬＩＳＡ检测上述标本的合并阳

主细胞、诱导感染细胞凋亡等ｏ ７’”ｏ。然而，淋病奈瑟

性例数则分别为１１５例和１０７例，这可能与任一淋

菌声Ｊ基因有Ａ和Ｂ两个基因型，且声似和ｐ嵋还

球菌菌株只能含声ｍ或声饵基因有关。上述实验

可进一步细分为若干血清型，不同地区流行的声从

结果提示，ｒＰＩＡ—ＰＩＢ作为相关检测试剂盒抗原较单

或声鹏血清型存在一定的差异∽，”ｏ。我们以往的研

一的ｒＰＩＡ或ｒＰＩＢ更有优越性。

究资料显示，国内临床分离的淋病奈瑟菌株中，约

ｌ／３携带声掀基因，均属于ＩＡ６血清型；另约２／３菌株

参
ｌ

ＩＢ３血清型与其他血清型的嵌合型为主旧。。因此，

血清型ｐ鹏基因作为目的克隆基因，以及构建ｐ舱．

Ｐｅｔｅｒｍａｎ ＴＡ，Ｔｉａｎ ＬＨ，ＭｅｔｃａＩｆＣＡ，ｅｔ ａ１．Ｈｉｇ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ｋｍａｎ

ａｔ

Ｉｏｃｕｓ．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

１００ｐ

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 ｒ【ｎ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１９９８，

ＲＩ，毗ａ１．

ｓＱ，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ｐｅｍｅａｔｉｏｎ

Ｐｏｒｉ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ｉｓ靶ｒｉ口，印咒ｏｒ砌Ｄ唧Ｐ：ｌｏｎ，ｓ０１ｕｔｅ，ａｎｄ

】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ＩＢ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ｗｉｔｈ声ｅｎＢ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５ Ｊ Ｆｕｄｙｋ ＴＣ，Ｍａｃｌｅａｎ １ｗ，Ｓｉｍｏｎｓｅｎ ＪＮ．
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ｒ

ｉｏｃｕ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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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西宁市２０００名学龄前儿童血铅和血镉状况分析
胡艾莉
铅、镉是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可导致儿童智力和体格

１００剧Ｌ耆３００例（１５．Ｏ％），其中轻度２９７例（９９，Ｏ％），中度３

发育迟缓。为了解西宁市３～６岁儿童血铅和血镉状况，于
２００５年６月至２００６年９月对城区２０００名儿童进行血铅、血

例（１．ｏ％）。血镉水平为０１８１删Ｌ。②各年龄组儿童血铅、血
镉水平比较：３～６岁年龄组儿童血铅水平（耐Ｌ）和中毒检出

镉水平检测，结果报告如下。

率分别为（６２．５４±２９．７４，１２．８％）、（６２。２０±３３．０６，１３．８％）、

１．对象与方法：检测对象为４个城区入托体检的２０００名

（７０，３７±３５．００，１７．１％）、（７０．５９±４１，０６，２３．３％），经方差分

儿童。其中男１０９２名、女９０８名，年龄分组为３～岁７８４名、

析Ｆ＝８．７７２，Ｐ＜０．００１，结果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随

４～岁５４３名、５～岁５１０名、６～岁１６３名。

着年龄的增长血铅水平及铅中毒检出率在增高。各年龄组血

以无铅酒精消毒皮肤，采静脉血２０肛ｌ，滴人铅、镉测定专

镉水平（耐Ｌ）分别为０．７５±Ｏ．６７、Ｏ，７４±０．９９、Ｏ．９７±５．１７、

用液中。采用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公司生产的Ｂ心１００型

０．８５±０．８８，经方差分析Ｆ＝０．７６９，Ｐ＞０。５，各年龄组差异无

原子吸收光谱仪检测血铅、血镉含量，实验前进行标准曲线测

统计学意义。③缸铅、血镉水平的性别比较：各年龄组男童ｍ

定（标准曲线的相关系数ｒ＞０．９９５），在测定样本前和每隔２０

铅水平均高于女童，但５岁组及总体男、女童血铅水平，差异

份样本测定质控样（质控样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各年龄组血镉水平４岁组及总体

对实验条件进行质量控制，严格按照实验室操作规程操作。

男、女童血镉水平，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年

血铅≥１００耐Ｌ无论有无相应的临床表现或生化改变，均诊断

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１）。

铅中毒，轻度１００～１９９剧Ｌ，中度２００～４４９删Ｌ￣”。血镉标准
值为０．１～５扯ｇ／乙，血镉＞５删Ｌ为镉异常。２ｊ。

平均水平（５９．５２址ｇ／Ｌ）和铅中毒发生率（１０，４５％）的全国平

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运用百分率（％）、￡检验

均水平。３ Ｊ。同时显示各年龄组血铅水平及发生率随着年龄
的增长有上升的趋势。从不同性别儿童血铅水平比较，５、６

和方差分析。
２．结果与分析：①血铅、血镉水平及中毒检出率：２０００名
儿童血铅范围５～２３４弘ｄＬ，均值（６５．１０±３３．２５）ｐｄＬ；血铅≥
表１

［１］ ＣＤＣ．Ｐｒｅｖｅｎｔｒｉｎｇ

综上述，本次调查结果高于２００５年中国城市儿童血铅

ｉｎ

岁年龄组及总体男女童血铅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
次调查血镉水平低于我国血镉均值ｏ．９３肛ｄ０”。

西宁市２０００名３～６岁儿童血铅、血镉水平各年龄组比较（弘∥Ｌ，孑±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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