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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形吸虫蛋白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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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寄生在肝脏胆管内的人兽共患的片形吸虫病，对动物和人体的肝脏造成损害，致生长迟缓、动物死亡、牲畜产量

下降。蛋白质组学数据的发展帮助我们了解片形吸虫生物学、片形吸虫病诊断及免疫作用重要因子，为片形吸虫病的防

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文综述了片形吸虫排泄分泌蛋白组、体被蛋白组、细胞外囊泡蛋白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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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兽共患的片形吸虫病，感染的动物多达６亿以上，包括牦

牛、梅花鹿、野生马鹿、野猪、野兔、反刍家畜［１－３］等，导致动物

死亡、生长迟缓、牲畜产量下降，造成牲畜业损失每年高达３０

亿美元［４－５］。片形吸虫病分布在美国、南非［６－７］、爱尔兰［８］、丹

麦［９］、南美的丛林地区［１０］，尤以玻利维亚、秘鲁、埃及尼罗河三

角洲、中国、西班牙、越南和伊朗的肝片吸虫患病率为高［１１－１２］。

蛋白质组是机体内特定细胞、组织或生物样品中一系列、

完整的蛋白质。蛋白质组学是通过蛋白质组学、结构蛋白质组

学和蛋白质相互作用分析等方法对蛋白质组进行研究。蛋白

质组是高度动态的，复杂的调控系统，控制蛋白质的表达水平，

对基因组的整体蛋白质特征的分析和分类［１３］。寄生虫蛋白组

的信息为寄生虫病的防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此本文就片形

吸虫的分泌蛋白组、体被蛋白组、细胞外囊泡的分泌蛋白组进

行叙述。

１　片形吸虫分泌蛋白组成分

寄生虫的排泄／分泌产物（ｅｘｃｒｅｔｏｒｙ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ＳＰ）是由寄生虫的肠道、排泄孔和被膜分泌的蛋白质和其他

化合物组成的集体物质。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许多研究聚焦在排泄／分泌的蛋白质组。

有资料［１４］表明片形吸虫的排泄分泌蛋白组有组织蛋白酶Ｌ、谷

胱甘肽ｓ转移酶、脂肪酸结合蛋白、硫氧还蛋白过氧化物酶等，

其中超氧化物歧化酶是来源于宿主羊。

有研究分析肝片吸虫感染早期新脱囊的幼虫（ｎｅｗｌｙｅｘ

ｃｙｓｔｅｄ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ＮＥＪ）２４ｈ后和幼虫期（２１ｄ）分泌的蛋白。与

ＮＥＪ２４ｈ（２９个蛋白）和成虫（２２个蛋白）相比，幼虫分了４５个

蛋白，主要是组织蛋白酶同工型和抗氧化酶，其中１４－３３ｚ蛋

白被证明与ＮＥＪ的外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寄生虫体

内和分泌成分中的存在［１５］。通过对肝片吸虫成虫和ＮＥＪ４８ｈ

后分泌的蛋白分析，并与 ＮＥＪ４８ｈ后体细胞蛋白组进行了比

较，确定了２０２个蛋白质检查参与组成分泌腺内的成虫，ＮＥＪ

体细胞蛋白组中的结构蛋白和与代谢相关的蛋白发现了以前

未见报道的蛋白［１６］，它们分别是谷胱甘肽ｓ转移酶、细胞色素

Ｃ、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物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和硫氧

还蛋白谷胱甘肽还原酶及一系列免疫调节剂。肝片吸虫脱囊

幼虫（ＮＥＪ）的排泄／分泌产物中蛋白酶抑制剂、信号转导和富

含半胱氨酸的蛋白质等类别在样品间表现出不同的丰度，并且

发现了肽基丙氨酸顺式反式异构酶、硫氧还蛋白、组织蛋白酶

Ｂ、组织蛋白酶 Ｌ和 ｋｕｎｉｔｚ型抑制剂等单个蛋白丰度的差

异［１７］。

肝片吸虫在含有５０％鸡血清细胞培养基中培养，肝片吸虫

６个月后成活率达到６５％。共有３８个蛋白质被确定在，其中４

个是免疫球蛋白，８个是预测膜蛋白，２０个分泌蛋白质，９个蛋

白质预测与溶酶体，细胞质中蛋白质或细胞骨架和一个未知的

细胞定位。膜蛋白中有三种是转运体，包括多药耐药蛋白、氨

基酸渗透酶和葡萄糖转运体［１８］。

有资料表明［１９］采用亚蛋白组学方法，对肝片吸虫的成虫

在体内、在绵羊宿主胆汁内产生的排泄／分泌产物与经典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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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排泄／分泌产物进行比较，结果在羊宿主胆汁发现肝片吸虫

组织蛋白酶Ｌ、白蛋白和烯醇化酶与宿主胰蛋白酶抑制剂复合

物。谷胱甘肽转移酶、脂肪酸结合蛋白、烯醇化酶、肌动蛋白、

甘油醛３磷酸脱氢酶均在体外被鉴定，可能通过成虫膜的自然

脱落而释放到宿主胆汁环境中。肝片吸虫成虫会不断脱落被

膜以逃避宿主免疫系统，磷酸甘油醛脱氢酶位于吸虫表面或仅

在吸虫表面以下，当吸虫被蜕皮时，磷酸甘油醛脱氢酶可能被

释放到周围的培养基中。

以上文献可见，在片形吸虫从幼虫到成虫的发育过程中，

不管培养环境怎样改变，都共同分泌组织蛋白酶，推测组织蛋

白酶可以是虫体免疫逃避宿主的监控。

２　体被蛋白组

有资料报道：大片形吸虫的被膜是一层约１０ｍｌ厚的合胞

体层，由被膜细胞的胞质突起融合而成，被膜细胞的体细胞体

位于两层肌层之下。覆盖被膜的外膜是一层约１２ｎｍ厚的三

层胺板，被膜上还涂有一层富含碳水化合物的糖萼层。被膜细

胞骨架由由４～６ｎｍ多节的微小梁纤维、成束的中间丝、微管

组成等构成的高度交联的网络［２０－２２］。利用已开发的曼氏血吸

虫技术，利用肝片吸虫的新转录数据库与串联质谱技术，对肝

片吸虫被膜进行了富集，鉴定了一系列与血吸虫被膜共享的蛋

白或转录本，包括膜联蛋白ａ四聚氰胺、碳酸酐酶和抑制补体

固定的宿主蛋白（ＣＤ５９）的同源物。及凝集素、铜蛋白和ｖｏｎ

Ｗｉｌｌｅｂｒａｎｄ因子域蛋白，以及１０个跨膜螺旋结构的蛋白
［２３］。

有资料鉴定了两种血吸虫与肝片吸虫被膜表面共有的三

种转运体（两个离子通道和一个葡萄糖转运体）和三种酶（两个

钙蛋白酶和碳酸酐酶）。虽然相关基因在肝片吸虫ｃＤＮＡ数据

库中有表达，但我没有发现曼氏吸虫被膜表面的磷酸水解酶。

通过ＵＴＣＳ处理，提取了一个 ＧＴＰａｓｅ和一系列 ＧＴＰ结合蛋

白。这些蛋白通常与细胞膜结合作为信号通路的组成部分，至

少有６个ＣＤ５９样蛋白编码在曼氏血吸虫基因中，其中２个是

锚定在血吸虫被膜表面的 ＧＰＩ；其中一个前体蛋白 Ｓｍｐ＿

０１９３５０与鉴定的肝片吸虫蛋白最接近的同源蛋白（３７％相同，

５２％保守氨基酸）
［２４］。

肝片吸虫的糖原分析主要集中虫体的外表面，富含糖蛋白

和糖脂的糖孢原表面［２５］。鉴定脱囊壳的幼虫ＮＥＪ的体表表面

具有高度糖基化、棘和吸盘上均存在大量富含甘露糖的ｎ链糖

蛋白，在ＮＥＪＴｅｇ之前鉴定的所有蛋白中，糖基化部分也检测

到１８个，其中包括肝纤维化组织蛋白酶Ｂ３和两个组织蛋白酶

Ｌ３蛋白。并证实了组织蛋白酶Ｂ１位于Ｎ８０位点，组织蛋白酶

Ｌ３（ＢＮ１１０６＿ｓ１０１３９Ｂ００００１４，支架１０１３９）位于 Ｎ１５３位点，携

带不寻常的少量的甘露糖苷 Ｍａｎ２ＧｌｃＮＡｃ２聚糖
［２６－２８］。肝片

吸虫外表面的许多蛋白是代谢酶或其他内务蛋白，据报道在其

他寄生虫和微生物病原体中起＂兼职＂作用
［２９］。这些酶包括苹

果酸酶、烯醇酶、磷酸甘油醛脱氢酶、醛缩酶和膜联蛋白，它们

通过与宿主细胞表面的纤溶酶原和／或纤连蛋白相互作用，作

为寄生虫粘附分子［３０－３２］。

寄生虫的体被是在入侵宿主后，与宿主的器官高度结合的

部位，能引起宿主强烈的免疫反应。因此寄生虫体被组成机器

与宿主相互作用应引起重视。

３　片形吸虫细胞外囊泡

细胞外囊泡（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ｖｅｓｉｃｌｅｓ，ＥＶ）是大约有４０～１

０００ｎｍ的膜状、非均质小泡群。现在是细胞间有着重要功能

的物质［３３］。寄生虫来源的ＥＶ可被宿主免疫细胞内化，导致一

系列细胞内信号事件，具有强大的免疫调节作用［３４］。有资料

报道在肝片吸虫被膜的超微结构有＂大量的小膜限制液泡和小

泡＂
［３５］。

在棘口吸虫、肝片吸虫、血吸虫的细胞外囊泡中鉴定了分

泌体中的蛋白有热休克蛋白，细胞骨架蛋白，糖酵解和ＡＴＰ相

关的酶高表达［３６－３７］。在肝片吸虫的分泌体中发现的分子中，

有一半以上存在于这些外泌体样的囊泡中。这表明细胞外囊

泡是吸虫体内蛋白质输出的重要机制此外，便可能解释了在蠕

虫的排泄分泌蛋白中［３８－３９］中的烯醇化酶存在缺乏经典分泌信

号肽的非典型蛋白。最近的一项研究证实，在螺旋体的外膜囊

泡中存在烯醇化酶，它负责固定细胞外环境中参与蛋白质水解

的烯醇化酶，在营养和促进［４０］的传播方面发挥作用。

有资料表明［４１－４２］，细胞外囊泡可能在寄生虫和宿主之间

的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究其原因是寄生虫囊泡蛋白是种特

异性的；寄生虫类外泌体囊泡中发现了一些宿主蛋白；寄生虫

囊泡被纳入活的肠细胞。在棘口吸虫和肝片吸虫释放的外泌

体样囊泡中发现了一些常见结构酶和代谢酶，而且是种特异性

的，如，肝片吸虫释放的小泡富含应激相关蛋白和蛋白酶。肝

片吸虫超滤层中存在蛋白酶，如组织蛋白酶和氨基肽酶，此前

已有报道，这些蛋白酶与幼虫从肠道向胆管中最终微生境的组

织迁移有关。此外在原虫如寄生性布鲁氏锥虫，从包被的质膜

出芽的５０～１００ｎｍ 的囊泡中也发现了组织蛋白酶ｌ样的存

在。相反，在棘口吸虫的胞外囊泡中，没有发现蛋白酶［４３］。再

有肝片吸虫［２３］分泌制剂中发现了ＩｇＡ重链常数区等宿主蛋

白，这些宿主蛋白在寄生小泡中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有趣的是，印度尼西亚瘦尾羊感染肝片吸虫后，鉴定了３８

种蛋白质中，有２１种与最近报道的肝片吸虫成虫小外泌体样

细胞外囊泡相关。鉴定了５种细胞外囊泡膜蛋白，其中２种蛋

白预测与囊泡转运／胞吐有关（ＶＰＳ４、液泡蛋白分级相关蛋白

４ｂ和ＮｉｅｍａｎｎＰｉｃｋＣ１蛋白）
［４４］。

对肝片吸虫成虫可溶性和囊性分泌物的分析，寄生虫释放

的细胞外小泡（ＥＶ）在建立和维持感染中起重要作用，已经确

定了这种人畜共患病寄生虫分泌体的明确特征。肝片吸虫分

泌至少两个ＥＶ亚群，它们的大小、载物分子和释放部位不同。

较大的ＥＶ从寄生胃壁的特化细胞中释放出来，这些细胞含有

３７ｋｕ组织蛋白酶Ｌ肽酶的酶原，该酶具有消化功能。较小的

外泌体样囊泡来自于被膜合胞体内的多泡体，并携带许多先前

描述的免疫调节分子，这些分子可以被传递到宿主细胞中。通

过整合的蛋白质组学数据和最近可用的转录组数据，描述了肝

片吸虫ＥＶ生物发生的途径，并提出小的外泌体生物发生是通

过被膜合胞体中转运必需内体分选复合物 （ｅｎｇｏｓｏｍａｌｓ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ｏｆ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ＳＣＲＴ）依赖的内源性蛋白

（ｍｕｌｔｉｖｅｓｉｃｕｌａｒｂｏｄｉｅｓ，ＭＶＢｓ）形成，然后从顶端的质膜脱落。

此外，ＥＶ生物发生所需要的分子＂机制＂在寄生虫的动物体内

发育阶段具有结构性表达。相比之下，ＥＶ内部包装的载物分

子是发育调节的，也可能促进寄生虫通过宿主组织迁移，并抵

消宿主的免疫攻击［１９］。

资料［４５］表明１５ｋＥＶｓ起源于寄生虫的肠道，而１２０ｋＥＶｓ

可能从排泄系统释放。１２０ｋＥＶｓ有一个内体起源，可能通过

·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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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头（排泄）系统从寄生虫中释放，而较大的１５ｋＥＶｓ则从排

列在肝片吸虫肠道内的胃真皮上皮细胞中释放。采用平行凝

集素微阵列策略，分析了完整荧光标记ＥＶ的主要表面寡糖的

拓扑结构。在１５ｋ和１２０ｋ的ＥＶ亚群表面暴露的糖缀合物

对应的凝集素谱实际上是相同的，但与寄生虫表面被膜的凝集

素谱不同，尽管都以高甘露糖为主。发现肝片吸虫对胞外糖苷

酶和胞内糖苷酶具有抗性，而糖酰胺酶ＰＮＧａｓｅＦ对胞外寡糖

进行了重组，阻断了宿主巨噬细胞对胞外寡糖的吸收。相比之

下，使用从受感染宿主获得的抗体或针对特定 ＥＶ表面蛋白

（含ＤＭ９的蛋白、ＣＤ６３受体和 ｍｙｏｆｅｒｌｉｎ）胞外结构域的纯化

抗体进行预处理，可显著增强其细胞内化。说明肝片吸虫ＥＶ

生物发生和转运途径的多样性，并阐明了寄生虫ＥＶ与宿主细

胞之间的分子相互作用。

１５ｋＥＶｓ定位于寄生虫肠道内排列的胃真皮细胞，这与之

前的超微结构观察一致。这种组织特异性的分布，连同激活蛋

白Ｃ的富集（以前证明可以溶解宿主红细胞
［４６］）和蛋白酶，如

组织蛋白酶Ｌ１与Ｌ２、天冬氨酸蛋白酶，可以有效降解肝片吸

虫和其他吸虫体内的宿主血红蛋白［４７－４８］，强烈提示１５ｋ激活

蛋白Ｃ具有消化功能激活蛋白Ｃ超微结构检查后，Ｈａｌｔｏｎ
［４９］

提示，在顶浆膜破裂时，与胃真皮细胞一起存在的大量分泌囊

泡被释放到肠腔内。这个周期性的刺激大规模释放似乎存在

的浓缩食物在肠道和大量的钙结合／传感分子如：钙网蛋白，钙

结合蛋白４和类ＥＦｈａｎｄ域蛋白质，１５ｋＥＶｓ表明钙信号通

路可能调节这一过程。

蠕虫来源的ＥＶ与宿主细胞的相互作用似乎对免疫微环

境产生了功能上的影响，这可能导致逃避免疫反应或激活免疫

调节。寄生虫分泌的ＥＶ可能是致病的原因之一。例如对肝

片吸虫分泌ＥＶｓ的观察可以促进肿瘤的发生。ＥＶｓ被胆管细

胞（肝片吸虫所在的胆管壁细胞）内化，在那里，ＥＶｓ驱动细胞

增殖，诱导与内吞、伤口修复和癌症相关的蛋白表达变化［５０］。

４　展望

片形吸虫是雌雄同体的寄生虫，片形吸虫的体被存在有细

胞外囊泡结构，那么体被蛋白与体被中细胞外囊泡分泌的蛋白

组是否有差异与共性，且虫体在不同的发育阶段，是否存在片

形吸虫细胞外囊泡的组分不同，其生物学功能尚有许多功能不

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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