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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形虫棒状体蛋白２重要家族成员核酸疫苗的研究进展

张丽新，赵桂华，尹昆

（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山东济宁２７２０３３）

【摘要】　弓形虫呈世界性分布，可感染几乎所有的温血动物并引起弓形虫病，目前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和影响畜牧业生

产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但迄今尚无理想的药物和防治手段。伴随着弓形虫重要毒性因子作用机制研究的日趋深入，研

制安全有效的抗虫疫苗是防治弓形虫病的有效策略。棒状体蛋白（ｒｈｏｐｔｒ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ＲＯＰｓ）是弓形虫在入侵宿主细胞过

程中向宿主胞内分泌的效应蛋白因子，因在弓形虫入侵及逃避宿主免疫清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已成为研制

弓形虫疫苗的重要候选分子，其中棒状体蛋白２（ＲＯＰ２）家族是研究最为深入的重要成员。本文就近年来ＲＯＰ２家族重

要成员的疫苗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研发安全有效的抗弓形虫病疫苗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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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地弓形虫是专性细胞内寄生的顶复门原虫，中间宿主众

多，感染范围广泛，可导致严重的人兽共患弓形虫病。作为一

种机会致病性寄生虫，它的感染非常普遍，据统计，世界上约有

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了弓形虫［１］。弓形虫在免疫正常人体中

一般呈现隐性感染状态，但对于免疫受到抑制或免疫缺陷人

群，如自身免疫病患者、肿瘤患者、艾滋病人等，则会引起严重

的并发症，且预后不良。孕妇也是易感的危险群体，孕早期急

性感染弓形虫的孕妇，对胎儿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一方面虫体

可穿过胎盘屏障进行增殖，对胎儿造成直接侵犯；另一方面，可

能导致母胎间的免疫耐受状态失衡，引起不良妊娠［２］。此外，

弓形虫病还可影响畜牧业的发展。由于弓形虫致病机制复杂，

虫体抗原表位多样，导致目前弓形虫病的临床治疗仍不理想，

缺少成熟的抗虫疫苗。因此，研发新型的抗弓形虫病疫苗，已

成为研究人员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弓形虫致病机制研究的

深入，大量的致病因子被发现。在这些已被发现的弓形虫致病

因子中，棒状体蛋白（ｒｈｏｐｔｒ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ＲＯＰｓ）的数量最多，占

虫体总体积的１％～３０％。研究显示，棒状体蛋白对弓形虫入

侵宿主过程和在宿主细胞中分裂增殖至关重要［３］，是研制开发

弓形虫疫苗的重要候选分子。其中棒状体蛋白２（ｒｈｏｐｔｒｙｐｒｏ

ｔｅｉｎ２，ＲＯＰ２）家族是棒状体蛋白最常用的疫苗靶点。所以本

文综述了 ＲＯＰ２家族部分重要成员 ＲＯＰ１８、ＲＯＰ１６、ＲＯＰ８、

ＲＯＰ５的疫苗研究进展情况。

１　棒状体蛋白在弓形虫逃避宿主免疫清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弓形虫属于顶复门原虫，其虫体顶端有一特殊的细胞器，

被称为顶端复合体，主要由棒状体（ＲＯＰｓ），微线体（ｍｉｃｒｏｎｃ

ｍｃ，ＭＩＣｓ）以及致密颗粒（ｄｅｎｓｅｇｒａｎｕｌｅ，ＧＲＡｓ）组成
［４］。该结

构在弓形虫入侵宿主细胞的过程中，可分泌大量的毒性因子，

协助其成功入侵及寄生。在这些分泌的毒性因子中，由棒状体

分泌的棒状体蛋白对弓形虫的入侵、操纵宿主胞内生理过程起

着关键作用［５，６］。棒状体的结构研究表明，其由高度分化的蛋

白质家族组成，可分泌几十种蛋白，根据其在棒状体内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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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两类，即棒状体颈部蛋白（ｒｈｏｐｔｒｙｎｅｃｋ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ＲＯＮｓ）

和棒状体基部蛋白（ＲＯＰｓ），其中 ＲＯＰｓ是近年来的研究热

点［７］。ＲＯＰｓ属于弓形虫特异性蛋白，通常出现于纳虫空泡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ｐｈｏｒｏｕｓｖａｃｕｏｌｅ，ＰＶ）中，或插入纳虫空泡膜（ｐａｒａｓｉｔｏ

ｐｈｏｒｏｕｓｖａｃｕｏｌ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ＶＭ）上，与弓形虫逃逸宿主细胞

免疫机制有关［８］。弓形虫这种逃避宿主免疫清除由干扰素γ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γ，ＩＦＮγ）免疫相关ＧＴＰ酶效应器（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ｌａｔ

ｅｄＧＴＰａｓｅｓ，ＩＲＧｓ）和ＣＤ８
＋
Ｔ细胞介导

［９］。此外有研究揭示

弓形虫可利用棒状体蛋白阻断宿主的免疫通路，成功完成胞内

粘附、入侵、纳虫囊泡的形成和胞内增殖［１０］。值得注意的是，

棒状体蛋白不仅可利用多种操纵机制导致宿主形成慢性感

染［１１］，还可作为清除慢性感染的药物靶点，这一特性决定了它

们亦可作为具有潜力的疫苗候选靶点［１２］。

２　犚犗犘２家族及其重要成员疫苗概况

研究表明，ＲＯＰ２家族是抗弓形虫病ＤＮＡ疫苗和蛋白疫

苗研制中最常用的候选因子，其中ＤＮＡ疫苗占２７．２７％，蛋白

疫苗占６．８１％
［１３］。ＲＯＰ２家族是棒状体蛋白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蛋白家族，其结构中均拥有丝氨酸－苏氨酸激酶活性结构

域，成 员 包 括 ＲＯＰ２、ＲＯＰ３、ＲＯＰ４、ＲＯＰ５、ＲＯＰ７、ＲＯＰ８、

ＲＯＰ１６、ＲＯＰ１８等。其中在刚地弓形虫速殖子和缓殖子阶段

表达的ＲＯＰ５、ＲＯＰ１６，具有较强的致病性和免疫原性。同时

呈单期速殖子表达的ＲＯＰ１８，亦具有较高的致病性，亦可引起

免疫应答［１４］。研究证实 ＲＯＰ５和 ＲＯＰ１８共同作用可阻断小

鼠宿主中干扰素γ（ＩＦＮγ）激活的先天免疫机制，ＲＯＰ５是导致

Ⅱ型和Ⅲ型虫株毒性差异的主要毒力因子；且 ＲＯＰ５和

ＲＯＰ１８在北美和南美遗传多样性虫株中较为保守
［１５］。Ｅｌｌｉｏｔ

等［１６］的研究发现，ＲＯＰ１８和ＲＯＰ５等位基因类型的组合对于

弓形虫分离株毒性具有预测作用，且该预测作用不仅适用于北

美／欧洲原型谱系，也适用于南美／中美洲和亚洲的各种分离

株，成为评价新发现弓形虫株毒力的一种有应用价值的分子工

具。

２．１　基于ＲＯＰ１８的疫苗研究现状　ＲＯＰ１８具有蛋白激酶活

性，是弓形虫重要的毒力因子之一［１７］。它通过与宿主靶蛋白

的相互作用来调节宿主细胞的应答。Ｗａｎ等
［１８］研究表明，

ＲＯＰ１８可能通过内质网应激介导的凋亡通路参与神经元凋

亡，可能是导致弓形虫病人神经功能紊乱的潜在作用因子。

Ｘｉａ等
［１９］证明 ＲＯＰ１８ 的特异靶点是免疫相关 ＧＴＰ 酶 ６

（Ｉｒｇａ６），而 ＧＲＡ７是 ＲＯＰ１８特异性失活Ｉｒｇａ６的调节因子。

Ｉｒｇ蛋白的结构具有多样性，这意味着其家族成员可能成为弓

形虫毒力效应物的特异性靶点［２０］。研究人员通过鼻腔途径给

小鼠接种ＲＯＰ１８疫苗，诱导黏膜ＩｇＡ体液反应，发现 ＲＯＰ１８

能够显著降低（可达５０％）脑包囊的产生，表明ＲＯＰ１８疫苗对

慢性弓形虫病具有保护作用，可作为弓形虫病亚单位疫苗的重

要组成部分，增强黏膜保护性免疫反应［２１］。Ｃｈｅｎ等
［２２］构建的

ｐＩＲＥＳｎｅｏ／ＲＯＰ１８／ＰＬＰ１重 组 质 粒，免 疫 昆 明 小 鼠，发 现

ＲＯＰ１８和ＰＬＰ１联合的多价核酸疫苗比单价疫苗具有更强的

抗虫能力和免疫原性，为新型疫苗研制提供了思路。

最新的一项研究把ＲＯＰ１８重组蛋白与纳米制剂结合制成

ＲＯＰ１８纳米微球，该新型疫苗组与单纯鼻内注射ＲＯＰ１８组或

皮下注射佐剂ＲＯＰ１８组相比，可显著提高小鼠特异性ＩｇＡ和

ＩｇＧ２ａ的应答，提示 ＲＯＰ１８纳米微球可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

新型弓形虫疫苗［２３］。此外，将刚地弓形虫Ｉｒｇａ６和包在聚乳酸

－糖醇酯微球中的ＲＯＰ１８共同接种，可诱导小鼠产生长期保

护性免疫［２４］。最近，通过虚拟筛选ＲＯＰ１８的竞争性小分子抑

制剂抗弓形虫新型药物先导物的研究也有报道［２５］。

Ｋａｎｇ等
［２６］以流感基质蛋白 Ｍ１为核心蛋白，制备了２种

表达弓形虫 ＲＯＰ４和 ＲＯＰ１８的类病毒颗粒（ｖｉｒｕｓｌｉｋｅ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ＶＬＰｓ）疫苗，结果显示经 ＲＯＰ１８ＶＬＰｓ免疫的小鼠比经

ＲＯＰ４ＶＬＰｓ免疫的小鼠，具有更高水平的ＩｇＧ和ＩｇＡ抗体应

答能力，小鼠体重和脑包囊数量显著降低，表明ＲＯＰ１８ＶＬＰｓ

比ＲＯＰ４ＶＬＰｓ具有更好的免疫保护性。此外与单独接种

ＶＬＰ疫苗相比，ＲＯＰ１８ＶＬＰｓ和 ＭＩＣ８ＶＬＰｓ联合接种疫苗在

诱导虫株中和活性、记忆Ｔ细胞应答和减少虫体干扰方面具有

更强的效果。与单一 ＶＬＰｓ疫苗相比，同时表达 ＲＯＰ１８和

ＭＩＣ８抗原的ＶＬＰ疫苗具有更强的保护作用，或可作为对抗弓

形虫病的潜在疫苗［２７］。

２．２　基于ＲＯＰ１６的疫苗研究现状　ＲＯＰ１６也是刚地弓形虫

ＲＯＰ２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具有蛋白激酶活性，是弓形虫入

侵过程中的重要毒力因子。ＲＯＰ１６在弓形虫入侵早期分泌，

靶向作用于宿主细胞内的转录因子 ＵＨＲＦ１，并导致宿主细胞

周期阻滞。ＲＯＰ１６可进入宿主细胞核内，导致信号转导因子

和转录激活因子（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３／６，ＳＴＡＴ３／６）磷酸化，干扰宿主细胞的信号转导通

路［２８－２９］。转录谱分析显示，ＳＴＡＴ３或ＳＴＡＴ６缺失可减弱弓

形虫对宿主细胞的控制，而ＲＯＰ１６的缺失会导致弓形虫数量

的显著减少和弓形虫特异性 Ｔ细胞反应的增强。Ｃｈｅｎ等
［３０］

证明，ＲＯＰ１６具有调节弓形虫感染宿主细胞凋亡的能力。另

外抗ＲＯＰ１６多克隆抗体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而 ＲＨ

株的ＲＯＰ１６蛋白水平高于Ｐｒｕ株
［３１－３２］。Ｐａｎ等

［３３］采用酵母

双杂交技术，筛选到两种与ＲＯＰ１６相互作用的宿主蛋白Ｄｎａ

ｊａ１（ＤｎａＪ热休克蛋白家族成员Ａ１）和Ｇａｂｒａ４（γ氨基丁酸Ａ受

体）。免疫共沉淀技术揭示它们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 ＲＯＰ１６

的Ｎ端结构域介导的。

弓形虫 ＲＯＰ１６和 ＧＲＡ７联合的多抗原 ＤＮＡ 疫苗，在

ｐＢ７２佐剂的共同作用下，能够显著促进小鼠体液和细胞

（ＣＤ８
＋
Ｔ细胞）的免疫反应。因此，该核酸疫苗可能成为一种

有前景的抗弓形虫ＤＮＡ疫苗
［３４］。

２．３　基于ＲＯＰ８的疫苗研究现状　ＲＯＰ８在弓形虫感染宿主

早期起主要作用，可在速殖子和缓殖子期表达。结构生物学研

究揭示，ＲＯＰ８具有６０个潜在的翻译后修饰位点，二级结构包

括３３．０４％的α螺旋、１８．２６％的β折叠和４８．７０％的无规卷曲，

以及多种可供识别的潜在Ｂ细胞和Ｔ细胞表位。这些结构特

点均表明该蛋白具有较强的潜在免疫原性［３５］，可作为抗弓形

虫病候选疫苗因子。Ｐａｒｔｈａｓａｒａｔｈｙ等
［３６］利用ｐＶＡＸ１载体，

构建了ＲＯＰ８核酸疫苗，免疫ＢＡＬＢ／ｃ小鼠后，小鼠血清抗体

水平增高，存活时间显著延长。一种新型的基于ＲＯＰ８潜在Ｂ

和Ｔ细胞的多表位ＤＮＡ疫苗在ＢＡＬＢ／ｃ小鼠中可诱导产生较

强的体液和细胞免疫，明显延长了攻虫小鼠的生存时间，提示

采用多表位设计核酸疫苗是疫苗研发的优化策略［３５］。

２．４　基于ＲＯＰ５的疫苗研究现状　ＲＯＰ５是体液和细胞免疫

潜在刺激因子，编码ＲＯＰ５的ＤＮＡ疫苗能够显著增强弓形虫

·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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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小鼠的免疫保护性［３７］，使ＢＡＬＢ／ｃ和Ｃ３Ｈ／ＨｅＯｕＪ小鼠能

够产生较强的细胞和体液免疫应答［３８］。有报道还表明，将

ｐＶＡＸＲＯＰ５与ｐＶＡＸＧＲＡ１５核酸疫苗共免疫小鼠可提高保

护效果。Ｊｉａ等
［３９］分别用 ＲＯＰ５重组蛋白，以及 ＲＯＰ５／ＳＡＧ１

联合蛋白免疫ＢＡＬＢ／ｃ小鼠，发现受试小鼠脾细胞增殖反应显

著增加，ＩＦＮγ和ＩＬ２水平升高，经联合免疫的小鼠在ＲＨ 株

的攻击下生存时间延长，与单独使用ＲＯＰ５或ＳＡＧ１免疫的实

验组相比，使用 ＲＯＰ５＋ＳＡＧ１混合接种可产生更高水平的

ＩｇＧ抗体，淋巴细胞增殖反应增强，表现出更强的免疫保护性。

这些发现均表明ＲＯＰ５也是研发抗弓形虫病亚单位疫苗的潜

在因子。

３　结语

近年来随着研究思路的不断拓展，抗弓形虫疫苗的研制，

尤其是作为候选靶标的ＲＯＰ２家族在疫苗的开发方面已取得

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无研究表明单一的某种蛋

白具有长期有效地促进宿主的保护性免疫反应的能力［４０］。距

离成功生产出可用于人类的安全有效的商业化抗弓形虫疫苗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综上，利用多基因联合、ＶＬＰｓ、纳米微球

等新型的载体平台等来构建新型疫苗的思路值得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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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综合治疗措施的不断实施，放射性肺炎发

生率及严重程度日渐增加，化疗、手术等多种因素均会

增加放射性肺炎发生的风险。分析放射性肺炎合并感

染的高危因素，对提高患者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

大。本研究经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４５岁、血粒细胞数＜２．０×１０
９／Ｌ、放疗照射体积≥２５．

０％以及ＫＰＳ评分＜７０分均是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

的独立危险因素。分析认为，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加，其

自我管理能力逐渐下降，对护理人员、家人的依赖性增

加；再加上年龄增大往往出现骨髓造血、免疫功能自然

衰退，在强度较大的抗肿瘤治疗过程中，患者会出现免

疫抑制现象，感染风险随之增大。血粒细胞数＜２．０×

１０
９／Ｌ时，反映骨髓造血功能低下，患者化疗期间会出

现骨髓急慢性损伤，加重骨髓抑制程度，增加感染风

险［１３］。放疗照射体积和肿瘤大小、设野范围以及设野

数目均存在密切关系，因而在室性放射治疗期间，不可

避免地会照射到患者肺部正常组织，从而对其造成一

定损害，导致机体对细菌的抵抗能力下降，而同步放化

疗对患者呼吸道黏膜的损害，更增加了感染的风险。

因此在对患者进行放射治疗时，应尽可能减少照射剂

量，减轻对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损伤，必要时适当使

用免疫增强剂，提高患者抗病能力，减少感染的发

生［１４］。ＫＰＳ评分＜７０分表示患者一般情况较差，长

期卧床且户外活动较少，体质较弱，发生感染的风险增

大。

综上所述，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广

泛，年龄较大、血粒细胞数偏低、放疗照射体积较大以

及ＫＰＳ评分较低均为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临

床上应重视对上述高危因素的预防，并根据患者感染

病原菌的种类选用敏感抗菌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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