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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氏疟原虫基因条件修饰体系的构建及其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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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构建Ｆｌｐ／ＦＲＴ位点特异重组系统介导的致死型约氏疟原虫基因条件修饰体系，用于疟原虫红前期基因

功能的研究。　方法　构建含有Ｆｌｐ酶基因序列和ＦＲＴ标记耐药基因的重组质粒，通过Ｎｕｃｌｅｏｆｅｃｔｏｒ电转技术将线性

化质粒转染至约氏疟原虫犘．狔狅犲犾犻犻１７ＸＬ。经药物筛选并克隆后，利用ＰＣＲ和核酸探针杂交进行基因型鉴定。经蚊体

内发育，启动Ｆｌｐ酶介导的位点特异重组去除药物筛选基因（ｈＤＨＦＲ），并利用ＰＣＲ技术分析基因工程疟原虫内Ｆｌｐ酶

介导的ＦＲＴ位点间的重组效率。通过检测感染小鼠的发病情况、疟疾血症及生存曲线分析基因工程疟原虫的生物学特

性。　结果　成功构建打靶载体ｐｙＵＩＳ４／Ｆｌｐ并重组至ＵＩＳ４基因的５′调控区，获同源重组疟原虫Ｐ．ｙＵＩＳ４／Ｆｌｐ（Ｒ），经

蚊体内发育获位点特异重组删除药物筛选基因的基因工程疟原虫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ＰＣＲ和核酸探针鉴定基因工程疟原

虫基因型正确。基因工程疟原虫内Ｆｌｐ酶介导的ＦＲＴ位点间的重组在发育至１４ｄ的子孢子内达到近１００％的重组效

率。与野生型疟原虫比较，小鼠感染后３ｄ镜下均查见感染红细胞，其内疟原虫形态未见异常，７ｄ红细胞寄生率达峰

值，分别为８０．５％和８２．７％，疟疾血症及生存曲线均无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５）。　结论　成功构建基因工程疟原虫犘．

狔犝犐犛４／Ｆｌｐ，其生物学特性与野生型疟原虫无明显不同，并具有较高的位点特异的重组效率，可用于疟原虫红前期基因

功能的研究及减毒活疫苗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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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通过

唾液腺含有成熟子孢子的雌性按蚊叮咬吸血时感染，

目前仍造成全球２．１９亿人感染，４３．５万人死亡
［１］。子

孢子侵入人体进入血液循环，滞留肝血窦，穿过血管内

皮细胞，侵入肝细胞。疟原虫在肝细胞内摄取营养、发

育、进行裂体增殖，形成红外期裂殖体。成熟的红外期

裂殖体内含有数以万计的裂殖子，裂殖子从寄生的肝

细胞释放，进入血窦，侵袭红细胞，开始红内期几何级

增殖并引起临床症状［２］。尽管红内期感染引起临床疾

病，但子孢子入侵及肝内发育是疟原虫生活史中的一

个瓶颈阶段［３］，并且肝内期原虫具有较低的负荷，是目

前获取消除免疫防止疟原虫感染的唯一阶段［４－５］，也

是候选疫苗研制和新药作用的重要靶点［
６－７］。目前

对肝内期疟原虫形态有较详细的描述，但相对红内期，

疟原虫红前期的发育增殖过程十分复杂，包括初期的

子孢子转化、纳虫空泡的形成、虫体生长、有丝分裂和

后续的裂殖子形成和释放，并且红前期疟原虫数量少、

经历时间短、难以开展实验研究等［８－９］，使得对肝内期

疟原虫发育的信号及分子机制知之甚少，以及对此阶

段宿主的抗疟免疫机制了解亦不十分清楚。如果能够

在红前期抑制疟原虫的发育或杀死受感染的肝细胞，

阻止其释放裂殖子入血，便能达到阻断疟疾发病的目

的。因此进一步探明肝内期疟原虫的生物学机制具有

重要意义。

基因组操纵是了解疟原虫生命周期中关键事件的

重要工具。寄生虫的稳定转染和通过同源重组对其基

因组的修饰是常用的操作方法。但该方法的重大局限

性是一个生活史阶段必不可少的基因无法在随后的阶

段进行研究［１０］。Ｆｌｐ／ＦＲＴ重组系统源于酿酒酵母的

位点特异重组系统，Ｆｌｐ重组酶识别特异性的ＦＲＴ位

点并可介导两位点间ＤＮＡ片段的删除、置换或倒位

等［１１］。将Ｆｌｐ／ＦＲＴ系统引入疟原虫，通过条件控制

Ｆｌｐ酶的表达适时敲除靶基因，可实现相应虫期基因

功能的研究［１２］。

约氏疟原虫被广泛应用于鼠疟模型，其基因组与

人疟原虫基因组具有高度同源性，可进行在人体难以

开展的实验项目［１３］。本研究以适合红前期研究的约

氏疟原虫为对象［１４］，通过同源重组将Ｆｌｐ基因序列置

入在子孢子期上调表达的 ＵＩＳ４基因的启动调控序列

下游，构建可在子孢子期表达Ｆｌｐ酶的疟原虫虫株，并

对其表型进行分析，评估Ｆｌｐ酶介导的特异位点的重

组效率，建立可用于红前期基因功能研究和减毒活疫

苗研制的约氏疟原虫基因条件修饰体系。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疟原虫虫株、蚊虫及实验动物　致死型约氏疟原

虫（Ｐ．ｙ１７ＸＬ）虫株和斯氏按蚊（Ｈｏｒ株）均由中国医

科大学免疫学教研室提供。雌性ＢＡＬＢ／ｃ小鼠（５～６

周龄），ＳＰＦ级，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

公司。

１．２　主要试剂　限制性内切酶 ＮｈｅⅠ、ＳｍａⅠ、Ｎｃｏ

Ⅰ、ＰｓｔⅠ、ＸｈｏⅠ、ＥｃｏＲⅠ，高保真 ＰＣＲ 酶 Ｐｒｉｍｅ

ＳＴＡＲＨＳ，Ｔ４ＤＮＡ连接酶，碱性磷酸酶及ＤＮＡ分

子标记购自日本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ｐＧＥＭＴ载体购自美

国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Ｎｙｃｏｄｅｎｚ购自挪威 ＡｘｉｓＳｈｉｅｌｄ公

司；质粒提取试剂盒和琼脂糖凝胶ＤＮＡ回收试剂盒

购自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胎牛血清及含 ＨＥＰＥＳ

的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液购自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公司；

电转试剂盒购自瑞士 Ｌｏｎｚａ公司；ＤＩＧＤＮＡ标记和

检测试剂盒购自瑞士Ｒｏｃｈｅ公司；乙胺嘧啶购自美国

Ｓｉｇｍａ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打靶载体的构建　按照ｐＧＥＭＴ载体试剂说明

进行 ＴＡ克隆，构建质粒ｐＧＥＭＴ犘．狔犝犐犛４５Ｕ；使

用引物ｙＵＩＳ４５Ｕ．ＮｈＡｖ２Ｒ和ｙＵＩＳ４５Ｕ．ＮｈＡｖ２Ｆ对

质粒ｐＧＥＭＴ犘．狔犝犐犛４５Ｕ进行定点突变引入同源

臂线 性 化 位 点 （ＮｈｅⅠ），获 得 质 粒 ｐＧＥＭＴ犘．

狔犝犐犛４５ＵＮＡ；用ＳｍａⅠ和ＮｃｏⅠ酶切质粒ｐＧＥＭＴ

犘．狔犝犐犛４５ＵＮＡ，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后回收含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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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位点的同源臂，并置换质粒ＰｂＵＩＳ４／Ｆｌｐ（由长崎

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提供）的同源臂，构建质粒

ＰｙＵＩＳ４／Ｆｌｐ。ＰＣＲ鉴定正确后提质粒，进行酶切鉴定

和测序鉴定。ＰＣＲ引物见表１，由华大基因合成。

表１　引物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犻犿犲狉狊狌狊犲犱犳狅狉狆犾犪狊犿犻犱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犘犆犚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犵犲狀狅犿犻犮犇犖犃

名称

Ｎａｍｅ

序列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用途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ｙＵＩＳ４５ＵＳｍａＦ ＧＣＣＣＧＧＧＴＡＴＡＴＡＴＧＴＡＧＧＴＡＡＴＡＡＡ 载体构建

ｙＵＩＳ４５ＵＮｃｏＲ ＧＣＣＡＴＧＴＴＴＡＴＴＣＡＧＡＴＧＴＡＡＴＴＡＴＧＴＧＣＴＧＡＡＡ 载体构建

ｙＵＩＳ４５Ｕ．ＮｈＡｖ２Ｒ ＣＣＴＡＧＧＣＴＡＧＣＣＴＡＧＧＣＴＡＧＣＧＴＧＧＡＴＴＡＴＣＣＡＣＡＡＣＡＴＣＡＣ 载体构建

ｙＵＩＳ４５Ｕ．ＮｈＡｖ２Ｆ ＧＣＴＡＧＣＣＴＡＧＧＣＴＡＧＣＧＡＡＡＴＡＴＧＣＣＡＴＡＡＡＴＡＧＡＣＡＣＴＧ 载体构建

ｐｒｉｍｅｒ１ ＡＣＧＡＴＡＴＴＡＡＡＡＴＴＧＣＧＡＧＡＧＡＣＡＴ 基因型鉴定

ｐｒｉｍｅｒ２ ＣＧＧＡＣＴＴＣＡＧＧＧＴＧＣＡＴＡＣＡＡＧＣ 基因型鉴定

ｐｒｉｍｅｒ３ ＧＴＡＡＡＡＣＧＡＣＧＧＣＣＡＧ 基因型鉴定和重组效率分析

ｐｒｉｍｅｒ４ ＴＣＣＡＣＡＡＡＣＴＧＡＣＧＡＡＣＡＡＧＣ 基因型鉴定

ｐｒｉｍｅｒ５ ＧＣＡＴＧＣＡＴＣＡＡＡＡＡＡＴＧＡＡＴＣＣ 基因型鉴定

ＤＩＧＦ ＧＡＡＡＴＡＴＧＣＣＡＴＡＡＡＴＡＧＡＣ 基因型鉴定

ＤＩＧＲ ＴＡＴＴＣＡＧＡＴＧＴＡＡＴＴＡＴＧＴＧ 基因型鉴定

ｈＤＨＦＲＲ ＧＣＡＴＧＣＡＴＣＡＡＡＡＡＡＴＧＡＡＴＣＣ 重组效率分析

２．２　基因工程疟原虫的构建　使用去内毒素质粒提

取试剂盒提取打靶载体，并用ＮｈｅⅠ线性化，苯酚－氯

仿－异戊醇抽提，乙醇沉淀及漂洗，最后用去离子水溶

解ＤＮＡ并调整浓度为１μｇ／μｌ。ＢＡＢＬ／ｃ小鼠腹腔

注射１×１０６ 个犘．狔狅犲犾犻犻１７ＸＬ寄生的红细胞，至疟疾

血症大于２０％后小鼠乙醚麻醉，心脏穿刺取血，肝素

抗凝加入５ｍｌ全培养液（含２０％ＦＢＳ，新霉素２００ＵＩ／

ｍｌ，２５ｍｍｏｌ／ＬＨＥＰＥＳ的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液），离心，

去上清，再用５０ｍｌ全培养液重悬，过夜培养。次日经

６０％ Ｎｙｃｏｄｅｎｚ／ＰＢＳ梯度密度离心，获取成熟裂殖

体［１５］。用全培养液清洗１次，计数后用ＨｕｍａｎＴｃｅｌｌ

Ｎｕｃｌｅｏｆｅｃｔｏ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重悬裂殖体至（１～３）×１０
７ 个／

１００μｌ。将０．５～１．０μｇ线性化质粒ＰｙＵＩＳ４／Ｆｌｐ和含

有（１～３）×１０
７ 个裂殖体的１００μｌＨｕｍａｎＴｃｅｌｌＮｕ

ｃｌｅｏｆｅｃｔｏ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混合液加入电转杯，使用 Ｌｏｎｚａ

Ｎｕｃｌｅｏｆｅｃｔｏｒ电转仪的 Ｕ０３３程序进行电转，电转后

立刻加入５０μｌ全培养液，尾静脉注入小鼠体内。２４ｈ

后给予小鼠乙胺嘧啶水饮用，浓度为０．０７ｍｇ／ｍｌ。电

转后第６ｄ开始监测外周血中是否有抗性疟原虫出

现，若第１４ｄ时外周血仍未见到感染红细胞提示电转

染失败，重做。当发现抗性疟原虫后，取尾血进行直接

ＰＣＲ鉴定基因型。ＰＣＲ鉴定含有重组疟原虫基因型

后，在疟疾血症未达５％时用生理盐水稀释感染的外

周血至１ｉＲＢＣ／１００μｌ，然后每只小鼠尾静脉注射１００

μｌ，共注射１０只，进行克隆。ＰＣＲ鉴定克隆疟原虫基

因型正确后，根据 ＵＩＳ４基因５′非编码区序列制备探

针，进行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ｌｏｔ鉴定，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取基因型鉴定正确的重组疟原虫再次感染小鼠，每只

１×１０６ｉＲＢＣ腹腔注射。感染第３ｄ将小鼠固定，供斯

氏按蚊叮咬。蚊感染后第１４ｄ再次叮咬健康小鼠，从

而去除药物筛选基因，构建基因工程疟原虫。

２．３　基因工程疟原虫的生物特性分析　自尾静脉注

射子孢子／蚊叮咬感染后第３ｄ开始每天经小鼠尾静

脉采血，制备薄血膜，Ｇｉｅｍｓａ染色，镜下观察比较疟原

虫野生株和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的形态，计数红细胞感染

率，统计小鼠生存率并使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第１４ｄ外周血涂片无ｉＲＢＣ则认为未感染。

２．４　基因工程疟原虫的Ｆｌｐ酶介导的位点特异重组

（ＳＳＲ）效率分析　显微解剖镜下解剖蚊唾液腺，分别

获取重组疟原虫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Ｒ）感染蚊后第１０ｄ

和第１４ｄ的子孢子并提取基因组，使用引物ｈＤＨＦＲ

Ｆ（ｐｒｉｍｅｒ３）和ｈＤＨＦＲＲＰＣＲ扩增含有药物筛选基

因的碱基序列，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ＳＳＲ效率。

用重组疟原虫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Ｒ）感染蚊后第１４ｄ的

子孢子感染１０只小鼠，每只小鼠尾静脉注射１０００个

子孢子，同时给予乙胺嘧啶饮水，统计小鼠的发病率

（反映ＳＳＲ效率）。

结　果

１　打靶载体狆狔犝犐犛４／犳犾狆的构建及鉴定

通过 置 换 质 粒 ＰｂＵＩＳ４／Ｆｌｐ 构 建 打 靶 质 粒

ＰｙＵＩＳ４／ｆｌｐ，经ＮｈｅⅠ酶切产生一个８．０ｋｂ的片段，

经ＰｓｔⅠ酶切产生２．２ｋｂ和５．７ｋｂ两条片段，经Ｘｈｏ

Ⅰ酶切产生１．６ｋｂ和６．１ｋｂ两条片段，均与预期大小

一致（图１），对重组质粒测序，其序列与ＰｌａｓｍｏＤＢ公

布序列一致，并含有线性化位点 ＮｈｅⅠ限制性酶切序

列。

２　基因工程疟原虫Ｐ．ｙＵＩＳ４／Ｆｌｐ的构建及鉴定

通过单交叉同源重组，将 ＮｈｅⅠ线性化的质粒成

功插入ＵＩＳ４基因的５′调控区，达到即不干扰ＵＩＳ４基

因表达的情况下又能使Ｆｌｐ在子孢子期表达，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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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ｐ介导ＦＲＴ位点的特异重组去除药物筛选基因，实

现有限的药物筛选基因重复利用的目的（图２Ａ）。克

隆重组疟原虫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Ｒ）基因组经ＰＣＲ扩增

后进行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引物１加２组和３加４组

均无扩增片段，引物１加４组扩增出约２．３ｋｂ大小的

片段，引物２加３扩增出约３．４ｋｂ的片段，引物３加５

扩增出约２．２ｋｂ片段，与预期一致（图２Ｃ）。依据

ＵＩＳ４基因５′非编码区序列（ＵＩＳ４５Ｕ，引物 ＤＩＧＦ／

ＤＩＧＲ）制备探针，ＥｃｏＲⅠ酶切基因组后进行Ｓｏｕｔｈ

ｅｒｎｂｌｏｔ鉴定，疟原虫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Ｒ）杂交条带位

于３．９ｋｂ和４．９ｋｂ处（图２Ｅ），表明打靶载体在重组

位点相继进行了两次重组。重组疟原虫完成蚊体内发

育后再感染小鼠，获取含有ＦＬＰ基因并去除药物筛选

基因的疟原虫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基因组经ＰＣＲ鉴定，引

物１和２组无扩增片段，引物１加４组得到约２．３ｋｂ

的扩增片段，引物２加３得到约２．０ｋｂ的扩增片段，引

物３加５得到约０．５ｋｂ的扩增片段，与预期结果相符

（图２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ｌｏｔ显示，杂交条带位于约３．２

ｋｂ和４．９ｋｂ处，符合ＥｃｏＲⅠ酶切基因组后的预期杂

交结果（图２Ｅ）。

　　

Ｍ　ＤＬ１５０００ＤＮＡ标志物　１　ＮｈｅⅠ单酶切　２　ＰｓｔⅠ单酶切

　３　ＸｈｏⅠ单酶切

图１　质粒犘狔犝犐犛４／犉犾狆酶切鉴定

Ｍ　ＤＬ１５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ＰｌａｓｍｉｄＰｙＵＩＳ４／Ｆｌｐｄｉｇｅｓｔｅｄｂｙ
ＮｈｅⅠ 　２　ＰｌａｓｍｉｄＰｙＵＩＳ４／ＦｌｐｄｉｇｅｓｔｅｄｂｙＰｓｔⅠ 　３　Ｐｌａｓｍｉｄ
ＰｙＵＩＳ４／ＦｌｐｄｉｇｅｓｔｅｄｂｙＸｈｏⅠ
犉犻犵．１　犈狀狕狔犿犲犱犻犵犲狊狋犻狅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狆犾犪狊犿犻犱狅犳犘狔犝犐犛４／犉犾狆．

　　 Ａ　疟原虫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构建图示　Ｂ　野生型疟原虫ＰＣＲ鉴定　Ｃ　上图为引物设计情况及预测鉴定，下图为ＰＣＲ鉴定　Ｄ　上图为ＳＳＲ的
图示及鉴定引物；下图为ＳＳＲ后的ＰＣＲ鉴定　Ｅ　基因型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ｌｏｔ鉴定。ＷＴ表示野生型，ＳＣＯ表示同源重组单交叉，ＳＳＲ为位点特异性重
组，ＥＰＩ为附加体，１－５为引物序号。

图２　疟原虫犘．狔犝犐犛４／犉犾狆的构建及基因型鉴定

Ａ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　ＰＣ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ＮＡｏｆｗｉｌｄｔｙｐｅ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ＳＣＯａｎｄＳＳＲ　
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ｅｃｔｏｒｉｎ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Ｒ）ａｓｓｈｏｗｎｂｙＰＣＲ（Ｂｏｔｔｏｍ）．（Ｔｏｐ）Ｓｈｏｗｎｉｓ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ＰＣＲｐｒｉｍｅｒｓ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ｇｅｎｅ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Ｄ　ＰＣＲｐｒｉｍｅｒｓ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ＳＲ（Ｔｏｐ）ａｎｄＰＣ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ｏｔｔｏｍ）　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ｌｏ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ｔｈｅｇｅｎｏｍｉｃＤＮＡｏｆｔｈｅＷ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Ｒ）ａｎｄ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ｃｌｏｎｅｓ，ｄｉｇｅｓ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ｃｏＲⅠ．ＷＴ，ｗｉｌｄｔｙｐｅ；ＳＣＯ，ｓｉｎｇｌ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ＳＳＲ，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ＰＩ　ｅｐｉｓｏｍｅ；１，２，３，４，５，ｐｒｉｍｅｒ．
犉犻犵．２　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犵犲狀狅狋狔狆犲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犘．狔犝犐犛４／犉犾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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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因工程疟原虫犘．狔犝犐犛４／犉犾狆的表型分析

不同阶段疟原虫的形态观察和疟原虫毒力分析表

明疟原虫Ｐ．ｙＵＩＳ４／Ｆｌｐ与野生型具有相同的表型。

对易于观察的疟原虫红细胞阶段和感染阶段子孢子进

行Ｇｉｅｍｓａ染色观察，结果如图３Ａ，疟原虫Ｐ．ｙＵＩＳ４／

Ｆｌｐ形态和寄生特性与野生型疟原虫无明显不同。在

基因工程子孢子和野生型子孢子感染ＢＡＬＢ／ｃ小鼠

的第３ｄ，外周血开始出现疟原虫感染的红细胞（表

２），表明子孢子的感染性没有明显变化，随后疟疾血症

水平迅速升高，在第７ｄ达到峰值，红细胞寄生率分别

为８０．５％和８２．７％，经ｔ检验进行统计分析，两组疟原

虫致小鼠疟疾血症水平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９６）（图

３Ｂ）。野生型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在第５ｄ死亡１只，犘．

狔犝犐犛４／Ｆｌｐ组第６ｄ死亡２只，第８ｄ两组小鼠均全

部死亡，Ｌｏｇｒａｎｋ法检验两组生存曲线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２８）（图３Ｃ）。

表２　犘．狔犝犐犛４／犉犾狆子孢子体内感染性分析

犜犪犫犾犲２　犃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狅犳犻狀狏犻狏狅犘．狔犝犐犛４／犉犾狆狊狆狅狉狅狕狅犻狋犲犻狀犳犲犮狋犻狏犻狋狔

型别

Ｔｙｐｅ

感染用子孢子数（个）ａ

Ｓｐｏｒｏｚｏｉｔｅｓｉｎｊｅｃｔｅｄａ
实验小鼠只数

Ｍｉｃ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第３ｄ时出现感染

小鼠只数ｂ

Ｍｉｃｅｐａｔｅｎｔｂ

ＷＴ １０００ ３ ３

８ ８

Ｐ．ｙＵＩＳ４／Ｆｌｐ １０００ ３ ３

８ ８

注（Ｎｏｔｅ）：ａ小鼠通过尾静脉注射子孢子或蚊叮咬进行感染 （１５只按蚊

叮咬１０ｍｉｎ每只鼠）。Ｓｐｏｒｏｚｏｉｔｅｓｗｅｒｅｉｎｊ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ｌｙｏｒｂｙ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ｂｉｔｅ（１ｍｏｕｓｅ／１５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１０ｍｉｎｆｅｅｄｉｎｇ）．ｂ小鼠感染后

最早镜检到感染红细胞的天数。Ｐｒｅｐａｔｅｎｃ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ｓｐｏｒｏｚｏｉｔｅｉｎｊｅｃｔｅｄｕｎｔｉ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ｉｃｂｙ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ｂｌｏｏｄｓｍｅａ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　疟原虫Ｐ．ｙＵＩＳ４／Ｆｌｐ和野生型（ｗｉｌｄｔｙｐｅ）生活史部分阶段姬姆萨染色　Ｂ　两疟原虫疟疾血症变化情况　Ｃ　两疟原虫的生存率变化情况
图３　疟原虫犘．狔犝犐犛４／犉犾狆表型分析

Ａ　Ｔｈ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ｉｓｓｈｏｗｎｆｏｒ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ｏｒｗｉｌｄｔｙｐｅ．Ｐａｎｅｌｓａ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ｉｍａｇｅｓｆｒｏｍ
Ｇｉｅｍｓａｓｔａｉｎｅｄｓｌｉｄｅｓ　Ｂ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ｍｉａ（％）ｗａ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ｂｙ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ｎｂｌｏｏｄｆｉｌｍｓｗｉｔｈＧｉｅｍｓａ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Ｄａｔａ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ａｓ
ｍｅａｎｓ±ＳＥＭ　Ｃ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ｍｉｃｅｉｎｔｈｅｗｉｌｄｔｙｐｅｇｒｏｕｐ（ｗｉｌｄｔｙｐｅ）ａｎｄ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ｇｒｏｕｐ（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

犉犻犵．３　犘犺犲狀狅狋狔狆犻犮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犘．狔犝犐犛４／犉犾狆

　　 Ｍ　２５０ｂｐＤＮＡ标志物　Ｄ１０　感染蚊后第１０ｄ含ＦＲＴ位点区

段ＰＣＲ产物　Ｄ１４　感染蚊后第１４ｄ含ＦＲＴ位点区段ＰＣＲ产物

图４　犛犛犚效率分析

Ｍ　２５０ｂ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Ｄ１０　ＰＣＲｏｎｔｈｅｇｅｎｏｍｉｃＤＮＡｏｆｓｐｏ

ｒｏｚｏｉｔ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ｂｙ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Ｒ）ｆｏｒ１０
ｄａｙｓ　Ｄ１４　ＰＣＲｏｎｔｈｅｇｅｎｏｍｉｃＤＮＡｏｆｓｐｏｒｏｚｏｉｔ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ｂｙ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Ｒ）ｆｏｒ１４ｄａｙｓ
犉犻犵．４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犛犛犚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４　基因工程疟原虫 犘．狔犝犐犛４／犳犾狆的位点特异重组

（犛犛犚）效率分析

为分析子孢子期Ｆｌｐ介导的ＳＳＲ效率，分别用犘．

狔犝犐犛４／Ｆｌｐ（Ｒ）感染蚊至第１０ｄ和第１４ｄ子孢子基

因组ＰＣＲ扩增ＦＲＴ标记的药物筛选基因序列，结果

如图４。第１０ｄ时子孢子尚有未发生ＳＳＲ的疟原虫，

而第１４ｄ时未检出没有发生ＳＳＲ的疟原虫。第１４ｄ

子孢子感染的小鼠乙胺嘧啶给药后２周内做血液涂片

检查，１０只感染小鼠仅１只发现疟原虫感染的红细

胞，表明第１４ｄ及之后的子孢子产生了较完全有效的

ＳＳＲ。

讨　论

目前基因条件修饰体系仅在一种鼠疟模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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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伯氏疟原虫。其他的鼠疟原虫在人疟的生物学、病

理学及免疫保护机制等方面亦有重要意义［１５］。例如

减毒子孢子的红前期保护机制的研究优先选择约氏疟

原虫，而不是伯氏疟原虫［１６］。与恶性疟原虫相似，约

氏疟原虫仅需要数个子孢子就可使小鼠感染，相比之

下伯氏疟原虫需要数百个子孢子［１７－１８］。这样红前期

宿主接触的抗原量便有了较大差别，产生的免疫保护

力亦有不同，即约氏疟原虫更像人疟原虫，针对红前期

的免疫产生较慢［１９］。由此可见约氏疟原虫是较优选

的红前期研究的鼠疟模型。

本研究建立了以Ｆｌｐ／ＦＲＴ系统为基础的约氏疟

原虫基因条件修饰体系，可由子孢子期表达的早期转

录膜蛋白 ＵＩＳ４基因启动子驱动Ｆｌｐ酶表达。Ｆｌｐ酶

在２３～３０℃之间具有催化活性，发挥作用的最佳温度

为３０℃
［２０］，这也是按蚊饲养和疟原虫芽生子孢子的

适合温度［２１］。对于伯氏疟原虫，Ｆｌｐ酶可在子孢子期

介导有效而快速的位点特异的重组［２２］。相比之下，约

氏疟原虫感染后第１４ｄ子孢子能产生较完全的ＳＳＲ，

在红细胞阶段未发现没有去除药物筛选基因的疟原

虫。即使约氏疟原虫在蚊体内的发育时间相对较短，

在感染后第９ｄ唾液腺即可见子孢子
［２１］，但是饲养在

２５℃感染第１０ｄ的蚊唾液腺子孢子只大部分产生了

ＳＳＲ，因此建议对于约氏疟原虫基因的红前期条件修

饰使用第１４ｄ（包括１４ｄ）后的子孢子进行基因功能研

究。接下来可通过引入生物标记进一步完善本系统的

基因条件修饰体系，通过筛选虫株以确保获取产生

ＳＳＲ的疟原虫，并可在疟原虫其他阶段特异基因启动

子的基础上构建出新的可用于基因条件修饰的虫株，

用于对应生活史阶段基因功能的研究。

表型的对比分析显示疟原虫Ｐ．ｙＵＩＳ４／Ｆｌｐ具有

正常的生长特性和完整的生活史，毒力表型上亦无明

显变化，可用于肝内期疟原虫基因功能的研究，尤其对

于红内期疟原虫生存必需基因的红前期研究提供了较

佳的可选方法。目前以伯氏疟原虫位点特异重组为基

础的基因条件修饰已成功应用于肝内期疟原虫重要基

因功能研究，包括 ＭＳＰ１，ＰＫＧ （ｔｈｅ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ｃｙｃｌｉｃ

ＧＭＰ （ｃＧＭＰ）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和 ＳＵＢ１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ｉｎｌｉｋｅ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１）等
［２３］。而基于约氏疟原虫

的红前期基因条件修饰尚未见报道，构建的基因工程

疟原虫犘．狔犝犐犛４／Ｆｌｐ可在成熟子孢子介导有效的位

点特异重组，达到条件敲除或修饰靶基因的目的，用于

约氏疟原虫红前期的研究并将取得更深入的认识，为

新的针对子孢子感染及肝内期疟原虫防治策略的制定

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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