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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犘犮狉犞疫苗研制现状

何爱琳，李文桂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寄生虫病研究所，重庆４０００１６）

【摘要】　铜绿假单胞菌是一种广泛分布于自然界的条件致病菌，它是院内感染常见的病原体之一。铜绿假单胞菌对多

种抗生素有耐药性，开发具有高效保护作用的疫苗是防治其感染的有效手段之一。铜绿假单胞菌钙反应蛋白 Ｖ（ＰｃｒＶ）

属ＩＩＩ型分泌系统，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是疫苗开发的靶点之一。本文拟就ＰｃｒＶ的特性、重组抗原疫苗、ＤＮＡ疫苗及

重组沙门氏菌疫苗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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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犪犲狉狌犵犻狀狅狊犪，Ｐａ）是一种常见的

条件致病菌，是院内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之一。Ｐａ慢性感染是

引起囊性纤维化（ｃｙｓｔｉｃ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ＣＦ）患者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

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在ＣＦ患者的上呼吸道形成生物膜，下呼吸

道反复定植，最终导致慢性肺部感染［１－２］。此外，它也是一种

常见的病原体，与烧伤创面感染、肺炎、尿路感染、菌血症和艾

滋病患者有关［３－４］。由于大量使用抗生素造成多重耐药性的

增加，新抗生素的开发空间有限，给临床治疗带来极大挑战，因

此采用替代治疗方案对抗耐药Ｐａ感染备受关注，其中疫苗是

防治Ｐａ感染的有效手段之一
［５］。

近年来，Ｐａ疫苗的研究已取得巨大进展，迄今报道的Ｐａ

疫苗种类包括脂多糖疫苗、鞭毛疫苗、菌毛疫苗、减毒活疫苗和

外膜蛋白疫苗等，然而这些疫苗多以动物实验为主，仅少部分

开展了临床试验，开发一种具有良好保护作用的Ｐａ疫苗面临

重大挑战，这一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与 Ｐａ的多种毒性机制相

关［６－７］。ＩＩＩ型分泌系统（ｔｙｐｅＩＩＩ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３ＳＳ）是Ｐａ

的主要毒力因子，在急性及重症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Ｔ３ＳＳ的

高表达与感染的持续、复发及高死亡率有关［８］，其中Ｐａ钙反应

蛋白 Ｖ（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ｃａｌｃｉｕ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Ｖ，ＰｃｒＶ）是

Ｔ３ＳＳ转运体蛋白的重要成分之一，是决定毒素分泌启动的关

键。ＰｃｒＶ基因的缺失导致毒力蛋白分子的释放被破坏，Ｔ３ＳＳ

不能与宿主细胞膜结合，从而使得宿主细胞免于损伤，几乎完

全消除了致病性［９－１０］。Ｓａｗａ等
［１１］首次报道ＰｃｒＶ可作为急性

肺部感染模型的保护性抗原，ＰｃｒＶ主动和被动免疫对Ｐａ所致

肺损伤具有保护作用，此外，在慢性感染的 ＣＦ患者中，接种

ＰｃｒＶ疫苗是提高细菌清除率和预防炎症的有效策略之一，表

明ＰｃｒＶ是理想的靶点之一，是极具潜力的疫苗候选分子。本

文拟就ＰｃｒＶ的特性、重组抗原疫苗、ＤＮＡ疫苗和重组沙门氏

菌疫苗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１　犘犮狉犞特性

ＰｃｒＶ是位于铜绿假单胞菌Ｔ３ＳＳ顶端的针尖样结构，用于

调节效应蛋白进入宿主细胞。ＰｃｒＶ属于耶尔森氏菌（犢犲狉狊犻狀

犻犪）低钙反应蛋白Ｖ（ｌｏｗｃａｌｃｉｕ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Ｖ，ＬｃｒＶ）的

同源物，由ｐｃｒＧＶＨｐｏｐＢＤ操纵子编码，氨基酸（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

ａａ）序列分析发现ＰｃｒＶ含有２９４个氨基酸，与ＬｃｒＶ的氨基酸

序列相似性达３４．７％
［１２－１３］。ＰｃｒＶ以各种构象状态对Ｔ３ＳＳ进

行调节，它能改变转位装置的结构，从而控制效应蛋白的分泌，

同源模型显示ＰｃｒＶ呈哑铃状结构，包括以α螺旋结构为主，卷

曲的区域修饰和稀少的β折叠；在Ｎ和Ｃ末端有两个球形结构

域，其中Ｃ末端结构域形成Ｖ抗原的头部区域，该区域包含抗

原表位，是治疗性抗体的靶标，另外，两个长螺旋分别形成哑铃

的抓握，在结构及功能上有高度保守性［１４－１６］。Ｆｒａｎｋ等
［１７］通

过表达ＰｃｒＶ的截短分子，用免疫印迹法识别表位为ＰｃｒＶ的

ａａ１４４和ａａ２５７之间的区域，利用噬菌体技术对单克隆抗体

（ｍｏｎｏｃｌｏｎａｌ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ｍＡｂｓ）１６６结合的ＰｃｒＶ表位进行定

位，识别表位为ａａ１５８和ａａ２１７之间。这一研究对于设计具有

免疫原性的Ｐｃｒ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Ｍｏｒｉｙａｍａ等
［１８］采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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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Ｃ末端球形区域和预测的卷曲握持结构的ＰｃｒＶ片段进行

主动免疫对Ｐａ感染可产生保护性免疫力，表明有效的ＰｃｒＶ疫

苗需同时包含 Ｍａｂ１６６表位（ａａ１４４－２５７）及ＰｃｒＶ的下游羧基

末端这两个最大抗原区，这一结果为筛选抗原的优势表位，构

建表位疫苗或新型疫苗提供新的思路。Ｗａｎ等
［１９］提出将

ＰｃｒＶ的２个免疫显性结构域即 Ｎ末端结构域（Ｍｅｔ１Ｌｙｓ１２７）

和 Ｈ１２结构域（Ｌｅｕ２５１１ｌｅ２９４）作为融合亚基结合，制备一种

人工合成的全新ＰｃｒＶ衍生物（ＰｃｒＶＮＨ），并在大肠埃希菌中

成功表达为可溶性均一单体。ＰｃｒＶＮＨ 免疫在急性ＰＡ肺炎

模型中能诱导多因子免疫应答并给予有效保护，同时对具有流

行血清型的临床分离株具有保护作用，提示利用分子结构域可

获得重组ＰｃｒＶ衍生的免疫原性制剂，有助于新疫苗的开发。

Ｎａｎａｏ等
［２０］将扩增的ＰｃｒＶ基因扩增，插入ｐＥＴ１５ｂ得ｐＥＴ／

Ｖ，ＩＰＴＧ诱导，在大肠埃希菌ＢＬ２１（ＤＥ３）中成功表达，经镍亲

和层析和凝胶过滤层析纯化后，去除 Ｈｉｓ标签。从凝胶过滤柱

中分离含标记蛋白的ＰｃｒＶ相对分子质量约３８×１０３，天然质谱

分析纯化的ＰｃｒＶ证实该分子是单体，相对分子质量为３２．６×

１０３。此外，圆二色光谱发现一个正向峰在波长１９２ｎｍ处，两

个负向峰分别在波长２０８ｎｍ和２２２ｎｍ处，证明ＰｃｒＶ蛋白具

有α螺旋特征，随后估计螺旋含量约为１８％。Ｌｙｎｃｈ等
［２１］以

Ｐａ的ＤＮＡ为模板，ＰＣＲ扩增ＰｃｒＶ基因，结果发现所有临床分

离株中均检测到编码８８４ｂｐ的ＰｃｒＶ基因片段，单核苷酸多态

性（ＳＮＰ）分析在所有三组队列中ＰｃｒＶ显示出５９个多态性，并

且大多数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没有变化，说明ＰｃｒＶ在不同的

地理区域中很大程度上具有保守性。

ＰｃｒＶ是一种可溶性蛋白，它既存在于细菌的细胞质中，也

可分泌至细胞外［１１，２２］。ＰｃｒＶ是肺损伤和毒素转运到靶细胞

所必需的，尤其对于依赖细胞毒性的ＥｘｏＵ和移位到上皮细胞

的ＥｘｏＳ，抗ＰｃｒＶ抗体在体内外研究中能增加巨噬细胞的存活

率，同时抗体中和细胞外蛋白能够抵御毒素并促进巨噬细胞系

吞噬假单胞菌，从而保护机体免受感染［１１，２０，２３］。除了调节效

应蛋白外，在不编码四种毒力蛋白（ΔｅｘｏＵ／Ｓ／Ｔ／Ｙ）的Ｐａ菌株

中，研究发现ＰｃｒＶ本身作为一种毒力因子就能介导毒力发挥

相关的效应，如促炎细胞因子的诱导、免疫细胞浸润肺、免疫细

胞死亡和感染动物模型中的死亡［２４］，说明ＰｃｒＶ作为治疗靶点

可能具有独特优势，与现有的抗生素治疗选择耐药性相比，

ＰｃｒＶ的中和可能对细菌发展为耐药表型的选择压力较小。因

此，对固有耐药 Ｐａ分离株，主动或被动免疫是有效途径之

一［２５］。随后Ａｕｄｉａ等
［１０］通过培养大鼠的肺微血管内皮细胞

（ＰＭＶＥＣｓ），发现具备功能性ＰｃｒＶ但缺乏上述效应蛋白的Ｐａ

菌株能引起中性粒细胞的浸润，造成细胞通透性增加，引起肺

泡水肿、塌陷和肺损伤等问题，严重时甚至可引起器官系统功

能障碍。此研究首次揭示ＰｃｒＶ与肺内皮细胞屏障和全身器官

功能障碍相关的有害效应，该基因的缺失将显著减弱上述的毒

力作用，因此针对控制和改善肺损伤或多器官功能损害，开发

ＰｃｒＶ疫苗有极大价值。此外，Ｋｉｎｏｓｈｉｔａ等
［２６］从成年健康志愿

者中选择高抗ＰｃｒＶ效价血清提取人免疫球蛋白Ｇ（ＩｇＧ）分子，

发现其诱导产生的促炎症因子明显降低，同时在小鼠模型上对

Ｐａ肺炎具有预防作用，表明通过ＰｃｒＶ抑制Ｔ３ＳＳ相关毒力效

应能激活补体，产生ＩｇＧ。因此无论主动免疫或被动免疫，高

滴度抗ＰｃｒＶ血清对Ｐａ感染具有保护作用。

２　重组抗原疫苗

重组抗原是指利用ＤＮＡ重组技术制备的不含传染性物

质，只含保护性抗原的纯化蛋白或亚单位抗原。Ｎａｉｔｏ等
［２７］以

Ｐａ的ＰＡ０１株基因组为模板扩增ＰｃｒＶ基因，插入ＰＱＥ２构建

重组质粒，导入大肠埃希菌 Ｍ１５菌株，ＩＰＴＧ诱导，经纯化及去

除蛋白标签，ＳＤＳＰＡＧＥ证实重组ＰｃｒＶ蛋白能在重组菌中有

效表达。用１０μｇ含ＣＰＧ佐剂的ＰｃｒＶ蛋白滴鼻免疫ＩＣＲ小

鼠，于第０、７、１４和２１ｄ共免疫４次。初免５０ｄ后，收集血清

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ＥＬＩＳＡ检测结果显示ＰｃｒＶＣｐＧ组中特

异性抗体ＩｇＧ滴度及ＩｇＡ滴度明显升高；ＩｇＧ亚类发现ＰｃｒＶ

ＣｐＧ组可产生高水平的ＩｇＧ１、ＩｇＧ２ａ和ＩｇＧ２ｂ免疫反应，能有

效诱导Ｔｈ１免疫应答。免疫后５５ｄ用１．５×１０６ＣＦＵ致死剂

量的ＰＡ１０３株攻击小鼠，２４ｈ后发现接种ＰｃｒＶＣｐＧ疫苗的小

鼠存活率为７３％，而其他免疫组存活率均低于３０％。疫苗感

染后的２４ｈ，杀鼠采血，测肺重量，收集肺组织计数细菌负荷，

测定髓过氧化物酶活性和肺中抗ＰｃｒＶＩｇＡ滴度。结果显示，

ＰｃｒＶＣｐＧ组平均肺重量和 ＭＰＯ活性明显低于其他免疫组，

可有效改善肺水肿，抵御肺部炎症，但对肺部感染的细菌清除

率无明显增加，组间无显著差异；肺匀浆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产生的ＩｇＡ滴度相当；肺组织病理学发现该免疫组可有效减轻

炎症反应。

Ｙａｎｇ等
［２８］将扩增的融合蛋白 ＰｃｒＶ２８２９４ＯｐｒＩ２５８３

Ｈｃｐ１１１６２（ＰＯＨ）基因插入ｐＧＥＸ６Ｐ２，转化至ＸＬ１Ｂｌｕｅ，经

纯化和去除 ＧＳＴ 标签后，在大肠埃希菌中成功表达，ＳＤＳ

ＰＡＧＥ证实重组菌分别表达２９．６×１０３ 的ＰｃｒＶ蛋白、６．４×１０３

的ＯｐｒＩ蛋白、１７．４×１０
３ 的 Ｈｃｐ１蛋白和５４．１×１０

３ 的ＰＯＨ等

四种蛋白。用３０μｇ的 ＨｉｓＰＯＨ 加氢氧化铝肌肉注射免疫

ＢＡＬＢ／ｃ小鼠三次，每次间隔２周，首次免疫２８ｄ后，ＥＬＩＳＡ发

现ＰＯＨ免疫鼠的血清特异性抗体滴度与单抗原免疫小鼠组间

无明显差异，表明ＰＯＨ免疫诱导的保护性抗体不会导致各疫

苗成分相互干扰。分别用２倍和３倍半数致死剂量的Ｐａ菌株

感染小鼠，１周后发现三价ＰＯＨ免疫组的存活率分别为９０％

和５０％，与ＰｃｒＶ、ＯｐｒＩ和 Ｈｃｐ１混合免疫的小鼠相比，两者存

活率无显著差别，同时随着致死剂量的增加，ＰＯＨ疫苗能产生

更好的保护力。用５×１０６ＣＦＵ的ＰＡ０１株攻击ＰＯＨ免疫组

小鼠，感染后８ｈ和２４ｈ，收集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计数肺组织

的细菌负荷，结果显示，与单抗原免疫组相比，ＰＯＨ 组的细菌

负荷显著减少；流式细胞仪检测发现该免疫组小鼠ＢＡＬ液中

性粒细胞数的百分比明显降低；ＥＬＩＳＡ检测促炎细胞因子的分

泌也观察到类似的结果，从而证实了疫苗的保护作用。组织病

理学观察到疫苗免疫组的小鼠肺泡破裂、血管渗漏和细菌微菌

落沉积减少，说明其肺损伤的程度较轻；脾细胞亚群检测发现

免疫鼠脾细胞中呈现高ＣＤ４＋／ＣＤ８＋比值。末次免疫后２周，

ＥＬＩＳＡ测定接种疫苗的脾细胞能产生更多的ＩＬ４、ＩＮＦγ和

ＩＬ１７，免疫鼠能产生高水平的ＩｇＧ１、ＩｇＧ２ａ和ＩｇＧ２ｂ，说明能诱

导偏向Ｔｈ２的免疫反应。此外还探讨了三价疫苗在Ｐａ烧伤模

型及被动免疫的诱导保护作用，同时Ｐａ在不同临床分离株之

间ＰＯＨ免疫也产生广泛的交叉保护效果。

Ｈａｍａｏｋａ等
［２９］将ＰｃｒＶ扩增的片段连接ｐＱＥ３０，导入大

肠埃希菌 Ｍ１５，ＩＰＴＧ诱导重组蛋白的表达，经镍－硝基三乙酸

琼脂糖柱纯化，成功构建重组ＰｃｒＶ抗原疫苗。分别用三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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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佐剂含１０μｇ重组ＰｃｒＶ蛋白腹腔注射免疫ＩＣＲ小鼠，首免

后第２０ｄ和第４０ｄ加强２次。免疫后６０ｄ发现各免疫组血清

ＩｇＧ均升高，其中ＰｃｒＶＦＡ免疫组ＩｇＧ水平高于ＰｃｒＶＣｐＧ与

ＰｃｒＶａｌｕｍ免疫组，表明ＰｃｒＶ作为抗原疫苗与三种佐剂均能

有效诱导保护性免疫；抗体亚类分析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含佐

剂的ＰｃｒＶ免疫组ＩｇＧ１滴度明显高于单独使用ＰｃｒＶ免疫组；

含ＦＡ或ＣｐＧ佐剂的ＰｃｒＶ疫苗可表现出较高ＩｇＧ２ａ和ＩｇＧ２ｂ

滴度，ＰｃｒＶａｌｕｍ 组产生更多ＩｇＧ１，偏向 Ｔｈ２免疫反应，而

ＰｃｒＶＣｐＧ组显示高ＩｇＧ２ａ／ＩｇＧ１比值，故诱导 Ｔｈ１型免疫应

答，另外ＰｃｒＶＦＡ组ＩｇＡ水平表现较高。免疫第６５ｄ，气管内

注入１．５×１０６ＣＦＵ的铜绿假单胞菌ＰＡ１０３株，感染后２４ｈ发

现含佐剂的ＰｃｒＶ免疫组从低温恢复迅速，尤以ＰｃｒＶａｌｕｍ组

效果较好，三个免疫组的存活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攻击２４ｈ

后处死小鼠，采血取肺组织，计数肺匀浆和血液中的ＣＦＵ，评估

感染铜绿假单胞菌后肺部严重程度。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

比，ＰｃｒＶＦＡ和ＰｃｒＶＣｐＧ组的肺水肿较轻；细菌负荷检测发

现ＰｃｒＶＦＡ和ＰｃｒＶａｌｕｍ组细菌计数均低于对照组，而ＰｃｒＶ

ＣｐＧ组细菌计数较低，但不显著；含佐剂的ＰｃｒＶ组 ＭＰＯ活性

比对照组明显降低，表明该疫苗能有效对抗ＰＡＯ１株攻击；肺

组织病理学表明ＰｃｒＶＣｐＧ与ＰｃｒＶａｌｕｍ组病理改变较轻。

Ｍｏｒｉｙａｍａ等
［１８］通过ＰＣＲ扩增ＰＡ１０３的ＰｃｒＶ基因，将其

插入ＰＧＥ２ＴＫ构建ＧＳＴ标记的截短ＰｃｒＶ质粒文库，并在大

肠埃希菌中成功表达截短ＰｃｒＶ融合蛋白疫苗，ＩＰＴＧ诱导，经

分离纯化后用３０μｇ含弗氏完全佐剂的六种不同ＰｃｒＶ疫苗

（一种全长 ＰｃｒＶ 即 ＰｃｒＶ１－２９４ 和五种截短 ＰｃｒＶ）免疫

ＢＡＬＢ／ｃ小鼠，３０ｄ后用等量含弗氏不完全佐剂的重组疫苗加

强１次，首次免疫后６０ｄ用５ｍｇ的环磷酰胺腹腔注射进行免

疫抑制，３ｄ后采血称重，计算白细胞总数和差异细胞，ＥＬＩＳＡ

检测免疫鼠血清ＩｇＧ滴度。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ＣＰ处理

组小鼠的白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的数量明显减

少，体重也显著降低；ＥＬＩＳＡ发现截短疫苗中ＰｃｒＶ１３９－２９４、

ＰｃｒＶ１３９－２５８、ＰｃｒＶ１３９－２３４和全长的ＰｃｒＶ１－２９４的效价增

加，在三组（ＰｃｒＶ１－２９４，ＰｃｒＶ１３９－２９４和ＰｃｒＶ１３９－２５８）检

测到增加的ＩｇＧ水平中ＩｇＧ１较多，其次是ＩｇＧ２。第６３ｄ后用

５×１０６ＣＦＵ的Ｐａ进行攻击，攻击后４８ｈ发现用空白对照组和

环玲酰胺组的小鼠存活率分别为８０％和０。

３　犇犖犃疫苗

ＤＮＡ疫苗是将编码抗原的外源基因直接导入真核细胞内

表达抗原，诱导机体产生免疫应答。Ｊｉａｎｇ等
［３０］将扩增的１２００

ｂｐ的ｔｏｘＡ和９００ｂｐ的ＰｃｒＶ基因，分别插入ｐＩＲＥＳ构建真核

双表达质粒ｐＩＲＥＳｔｏｘＡｍＰｃｒＶ，脂质体法将其转染 ＨＥＫ２９３

细胞，分别加入 ＨＡ标签和 Ｈｉｓ标签经免疫印迹证实转化细胞

株可表达７０×１０３ 的ＥｘｏｔｏｘｉｎＡＨＡ蛋白和３３×１０３ 的ＰｃｒＶ

Ｈｉｓ蛋白。分别用１００μｇ含有ｐＩＲＥＳｔｏｘＡｍ、ｐＩＲＥＳＰｃｒＶ、和

ｐＩＲＥＳｔｏｘＡｍＰｃｒＶ重组质粒的疫苗肌肉注射免疫ＢＡＬＢ／ｃ小

鼠，另三组小鼠用等量上述重组质粒加１５μｇ的ＣｐＧ佐剂免疫

３次，间隔２周，ＥＬＩＳＡ检测发现三种ＤＮＡ疫苗均能诱导高水

平的ＩｇＧ抗体；ｐＩＲＥＳｔｏｘＡｍＰｃｒＶ 组的抗体水平明显高于

ｐＩＲＥＳｔｏｘＡｍ和ｐＩＲＥＳＰｃｒＶ组。末次免疫１周后杀鼠，取脾

组织，分别以１０μｇ／ｍｌ重组ＰＥ和ＰｃｒＶ为抗原刺激脾细胞，

ＭＴＴ法检测显示 ＰＩＲＥＳｔｏｘＡｍＰｃｒＶ 组脾细胞明显增殖，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发现ＤＮＡ免疫鼠的脾细胞能诱导产生足够的

细胞因子；与单基因 ＤＮＡ 疫苗相比，ｐＩＲＥＳｔｏｘＡｍＰｃｒＶ 组

ＩＦＮγ、ＩＬ１２水平升高，脾细胞在ＰＥ抗原刺激下产生ＩＬ４增

加，而在ＰｃｒＶ抗原刺激下ＩＬ４产生减少，ＩＬ１０的分泌无明显

变化。含佐剂共同免疫的小鼠中，每个ＤＮＡ疫苗组的ＩＦＮγ

和ＩＬ１２分泌增加，ＩＬ４水平减少，ＣｐＧ佐剂在抗原刺激下，ＩＬ

１０水平在ＰＩＲＥＳｔｏｘＡｍ组轻微下降，而在ＰＩＲＥＳＰｃｒＶ组显

著增加，ｐＩＲＥＳｔｏｘＡｍＰｃｒＶ疫苗组呈中等增加。末次免疫２

周后，经鼻腔接种５×１０７ＣＦＵ的ＰＡＯ１攻击小鼠，７２ｈ后处死

感染小鼠，发现ＤＮＡ疫苗免疫组小鼠的肺组织表现为中度损

伤，中性粒细胞浸润和细菌定植较少，其中ｐＩＲＥＳｔｏｘＡｍＰｃｒＶ

免疫组表现最佳。

Ｓａｈａ等
［３１］以铜绿假单胞菌ＰＡＯ１株为模板，扩增 ＯｐｒＦ／

ＯｐｒＩ、ＰｃｒＶ 和 ＰｉｌＡ 基因，分别插入 ｐＧＡＣＡＧ 得 ｐＧＡＣＡＧ

ＯｐｒＦ／ＯｐｒＩ、ｐＧＡＣＡＧＰｃｒＶ 和ｐＧＡＣＡＧＰｉｌＡ 并转化至大肠

埃希菌ＤＨ５α表达。用１００μｇ的ｐＧＡＣＡＧＰｃｒＶ和３３μｇ含

有上述３种重组质粒的混合疫苗采用肌肉注射免疫ＢＡＬＢ／ｃ

小鼠。首次免疫４周后增强１次。初免０、２、４和６周采集小

鼠血清，结果显示免疫鼠血清能识别 ＯｐｒＦ／Ｉ、ＰｃｒＶ和ＰｉｌＡ蛋

白。ｐＧＡＣＡＧＰｃｒＶ组和多价混合 ＤＮＡ 疫苗产生的ＩｇＧ、

ＩｇＧ１和ＩｇＧ２ａ滴度相当，表明混合疫苗易产生多价抗体，且抗

原间不存在免疫干扰。末次免疫２周后鼻内接种５×１０５ＣＦＵ

的Ｄ４株，攻击后１０ｄ，采血取肺组织，结果提示多价ＤＮＡ疫苗

对细菌清除率最佳；用２倍半数致死剂量的ＰＡＫ或Ｄ４株经鼻

内攻击小鼠，１０ｄ后发现经多价ＤＮＡ疫苗的小鼠存活率分别

为１００％和９０％。将各免疫组血清特异性ＩｇＧ纯化，并与２倍

半数致死剂量的ＰＡＫ或Ｄ４株混合经鼻内攻击幼稚小鼠，１０ｄ

后经ＰＡＫ或Ｄ４株免疫的小鼠存活率分别为１００％和８０％。

４　重组沙门氏菌疫苗

重组沙门氏菌疫苗是指利用减毒沙门氏菌作为载体，表达

外源蛋白，诱导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应答而制备的疫苗。Ａｇｕ

ｉｌｅｒａＨｅｒｃｅ等
［３２］以铜绿假单胞菌ＰＡ０１株为模板扩增ＰｃｒＶ基

因，插入ｐＧＥＸ４Ｔ２得ｐＩＺ２３３８，将重组质粒转入ａｒｏＡ和ａｒｏＢ

突变的鼠伤寒沙门氏菌菌株ＳＶ９６９９，构建ＳｓｅＪＰｃｒＶＦＬＡＧ

融合蛋白减毒沙门菌活疫苗。免疫印迹法证实融合蛋白能产

生高水平蛋白。用２×１０９ＣＦＵ／２００μｌ重组疫苗腹腔注射接种

Ｃ５７ＢＬ／６小鼠，免疫２１ｄ后采集血清，ＥＬＩＳＡ 发现用表达

ＳｓｅＪＰｃｒＶ的重组疫苗免疫鼠都能检测到的抗原特异性ＩｇＧ，

而对照组未产生可检测到的ＩｇＧ水平。用９×１０
６ＣＦＵ致死剂

量的ＰＡ０１株腹腔注射小鼠，感染后７ｄ发现免疫组存活率为

１００％，而对照组为０。感染后１２ｈ发现表达ＳｓｅＪＰｃｒＶ融合体

的沙门氏菌接种可使脾脏和肺部的铜绿假单胞菌数量明显减

少；ＥＬＩＳＡ检测显示免疫小鼠中ＴＮＦα和ＩＬ６的水平明显低

于对照鼠。

５　结语

现有研究表明重组抗原疫苗虽然安全有效、纯度高且稳定

性好，但是制备流程复杂、成本较高，与传统亚单位疫苗相比，

免疫效果较差；ＤＮＡ疫苗虽然生产成本较低、便于保存、可多

次免疫并且容易制成多联多价疫苗，但是外源基因可能会整合

到染色体中引起癌变，同时可引起免疫调理作用的隐患，如自

身抗核酸抗体的产生和免疫耐受等；重组沙门氏菌疫苗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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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较强的免疫原性以及能通过自然感染途径的免疫方式

诱导粘膜和全身免疫反应等优点，但存在回复突变的风险。

大多数铜绿假单胞菌ＰｃｒＶ疫苗在动物试验中能诱导较好

的免疫保护作用，但是这类疫苗存在免疫机制不明，不良反应

不清，动物实验与人体免疫机制有所差别等问题，其安全性和

保护力等有待验证，并且对于不同的Ｐａ分离株之间ＰｃｒＶ的遗

传特性、蛋白质结构和血清学变异等知之甚少［３３］，因此一方面

需开发新型疫苗载体、有效的分子佐剂和免疫增强剂等；另一

方面可借助蛋白质结构工具，设计或优化不同种类的Ｐａ抗原

以获得更好的性能［３４］，深入研究并探索其安全性及有效性，优

化剂量、免疫途径和接种次数，获得理想的抗原佐剂比例和最

佳给药途径等。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铜绿假单胞菌疫苗必将

开辟一个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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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ＤＮＡ酶＂断裂复合物的空间构象发生变化
［１５］。从耐喹诺

酮解脲支原体中检测到＂药物ＤＮＡ酶＂断裂复合物未紧密结

合，此时喹诺酮类药物对靶酶的抑制作用就无法得以充分实

现，细菌就能适应药物并继续生长而产生耐药。氨基酸的改变

导致了极性和电荷或羟基的改变，从而引起酶结构的改变，从

而产生耐药性［１６］。喹诺酮是目前临床上重要的抗生素类药物

之一，近年来在分子水平上对其耐药性的研究越来越多。随着

这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利于控制产生其他耐药解脲支原

体，寻找新的药物作用靶点并开发新一代喹诺酮类药物［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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