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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类过敏原组分及其抗原表位的研究进展
。

奎叠鋈

奎蝗

奎金强ｉ宣筮）

ｌ

黪

基金项目：天津市卫生局科技基金项目（２０１１ＫＹ３４）

鼗

攀

作者单位：３００２０２天津市，天津ｒ１１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检验科（李韶深）

尊

３０００７０天津市，天津医科大学医学检验学院（李婵李会强）

。蹬

惩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７１５１．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５
近年来，在食品安全研究中，对食物过敏性疾病的研究
呈逐年上升趋势，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调查

要指标之一。
２过敏原蛋白水平的研究

数据显示．在１５～２４岁年龄段的健康人群中，约有６％的人曾

蟹过敏检测方法的构建需要建立在对蟹中主要过敏原

患有食品过敏疾病…。虾、蟹等甲壳类动物及其制品是联合国

的提取、鉴定的基础上。如何提取、鉴定蟹的主要过敏成分，

粮农组织提出的８大类过敏食物中的重要一类『一。因此，国

并将这些过敏成分有效地运用，以建立简单有效的血清中特

内外针对蟹类过敏原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国内对蟹类过敏

异性ＩｇＥ测定方式是食物过敏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的研究主要处在蛋白水平＋赵绮华等口ｌ报道了梭子蟹主要过

对于过敏原蛋白水平的研究方法已经同定，基本是按照

敏原为相对分子质量４８．７ｘ１０３和７４．４ｘ１０３的蛋白质：Ｌｉ等＿，１

提取、鉴定活性、纯化步骤进行。蟹类甲壳动物过敏原研究的

先后研究了虾类产品在不同加工过程中过敏原免疫活性的

方法与此相同。首先，采用丙酮抽提方法提取总蛋白溶液，经

变化；喻海琼等ｆ８】从刀额新对虾中分离得到相对分子质量为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ｆｓｏｄｉｕｍ

３６ｘ１０３和６８ｘ１０３的过敏蛋白。而国外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就

ｇｅｌ

确定了甲壳类动物的主要过敏原为３６×１０３的原肌球蛋白

次，以过敏患者血清（特异性ＩｇＥ）为识别探针，采用免疫印迹

ｄｏｄｅｃｙｌ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ｐｏｌｙａｃｌｙｌａｍｉｄｅ

ｅｌｅｅ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提取液中蛋白组分；其

（ｔｒｏｐｏｍｙｏｓｉｎ，ＴＭ）嘲。并且对过敏位点进行研究，如发现了对

方法，鉴定与血清特异性ＩｇＥ结合的蛋白组分（过敏原）；最

褐对虾ＴＭ中的８个Ｉ娅结合位点，长度分别为５～１４个氨基

后，根据已确定的蛋白理化特性，采用选择沉淀、层析技术分

酸［１０，“］，这将对食物过敏的研究深人到抗原表位的分子水平。

离获得相应组分。

因此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关于蟹类过敏原组分和抗原表位的

近些年，文献［１３ １８１报告分离的蟹类蛋白总数在１５～２０条

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左右，不同蟹种主要过敏蛋白的数量和相对分子质量也不同

１食物过敏

见表ｌ。

食物过敏是指因机体对某种食物中一种或多种蛋白（过

表１不同种类蟹的主要过敏蛋白相对分子质量

敏原）敏感而导致疾病，是免疫应答异常的结果。食物过敏患
者的临床表现涉及呼吸系统、胃肠道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皮
肤、肌肉和骨骼等，其临床症状各异，如：荨麻疹、血管性水
肿、喉痉挛和哮喘等，严重的食物过敏甚至可导致过敏性休
克㈦。超敏反应即变态反应是一种病理性免疫应答，是已致敏
的机体再次受到相同抗原刺激后发生的一种异常或病理性
的免疫应答。根据发生机制及临床特点可将超敏反应分为Ｉ
型、Ⅱ型、Ⅲ型和Ⅳ型四种类型。食物过敏反应属于Ｉ型超敏
反应，由ＩｇＥ抗体介导，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是Ｉ型超敏
反应关键的效应细胞。正常人血清中ＩｇＥ水平很低，而过敏患
者血清ＩｇＥ水平很高，通过检测血清总ＩｇＥ水平可以帮助临

目前，蟹类过敏原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７ＦＭ和精氨酸

床判断患者是否为过敏体质，而检测过敏原特异性ＩｇＥ则可

激酶（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ＡＫ）两个方面。ＴＭ的相对分子质量在

以帮助临床判断患者是否对此种食物敏感（或过敏）。因此，

３５ｘ１０３～３８ｘ１０，左右，由两个多肽链组成，含一个仅一螺旋和一

检测血清特异性ＩｇＥ是确定受试者是否对特定食物过敏的重

个卷曲螺旋结构，此种蛋白质家族具有高度保守性，并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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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亚型。

表２已确定收录入库的甲壳类食物抗原表位

粱银龙研究｛一９Ｊ显示中华绒鳌蟹的主要过敏原为ＴＭ．而
Ａｂｄｅｌ等１２０ｌ也报告用质谱仪检测ＴＭ作为雪蟹加工场所空气
中过敏原的检测指标。吴凯威等［２１］在梭子蟹ＴＭ基因的克隆，
表达的相关实验中揭示梭子蟹ＴＭ与美洲鳌龙虾ＴＭ的同源
性达９７％，与中国龙虾和刀额新对虾同源性为９２％，Ｂｏｑｕｅｔｅ
等阳报告海产品中的ＴＭ与螨中的ＴＭ有很强的相关性。

ＡＫ是一种磷酸化的胍基化合物，主要存在于无脊椎动
物体内，其作用是催化精氨酸与ＡＴＰ之间的可逆性反应。在
元脊椎动物能量产生较多时，ＡＫ将这些能量储存于磷酸精
氨酸的高能磷酸键中，在细胞活动爆发需要能量时，ＡＫ又将

４重组过敏原

磷酸精氨酸分解产生ＡＴＰ【Ｚ３Ｊ。Ａｂｄｅｌ｛２４１应用ＳＤＳ—ＰＡＧＥ技术和

目前．由于我国对于蟹类过敏的研究还较少，关于蟹类

质谱仪对雪蟹蛋自进行分析，识别了５个蛋白（包括肌浆钙

过敏原组分的基础数据还较缺乏，现医院内蟹类过敏原的诊

结合蛋白相对分子质量２０×１０，．ＡＫ ４０ｘ１０，，肌钙蛋白２３ｘ

断还主要依赖于进口检测试剂盒，或者沿用传统的试验方

１０３，仅一肌动蛋白４２ｘ１０３，平滑肌内质网ＡＴＰ酶１１３ｘ１０３）。该

法。而且国产的过敏原只是天然提取，未经脱脂后的粗浸液．

研究显示，４３％的患者在相对分子质量４０ｘ１０３有很强的反

其成分较为复杂，包括主要、次要致敏组分和其他非特异性

应，因此确定该蛋白为蟹类次重要过敏蛋白，即ＡＫ。而Ｓｈｅｎ

蛋白成分，并未进行标准化，不仅临床效果较差．甚者会发生

等晒］认为锯缘青蟹ＡＫ是其特异的变应原。随着新仪器的出

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人们开始考虑将主要过敏原以及抗

现，方法学的改善，使过敏原蛋白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原表位迸行克隆表达，以获得高纯度的抗原，用以制备体内

Ａｂｄｅｌ等｛２６１用同位素质谱仪通过检测过敏原的一级结构和信

或体外诊断试剂盒，提高检测的准确性。

号肽，可以同时检测出蟹类加工场所空气中的ＴＭ和ＡＫ．而

随着医学研究水平的不断发展，基因的克隆和表达等分

且利用串联质谱仪和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子生物学技术已日渐成熟。国外也有报道［２８１，利用传统的重组

技术准确测量了ＴＭ的相对分子质量为３８ｘ１０ｓ。

肽库和合成多肽的方法确定抗原表位，同时也开始利用免疫

３过敏原抗原表位水平的研究

信息学的方法确定抗原表位，这些确定的抗原表位已得到证

近年来，人们已将过敏原的研究从蛋白水平开始深入到

实并收录人库。在此基础上，将确认的抗原表位进行克隆表

抗原表位水平。抗原表位（抗原决定基）是抗原分子中决定抗

达，获得的过敏组分可以作为高质量的抗原，用以诊断和治

原特异性的特殊基团，直接参与结合抗体的部分．同时也是

疗食物过敏。目前，国内的梁银龙等［２９１就成功地克隆表达了锯

免疫细胞识别的基本单位。对于蛋白抗原而言，抗原表位一

缘青蟹、中华绒螯蟹和三疣梭子蟹二三种蟹的主要过敏原（ＴＭ

般由５～７个氨基酸组成。因此．食物过敏原中特殊的氨基酸

序列）。

序列（抗原表位）才是引起食物过敏反应的“元凶”。同时，由

５蟹ＴＭ的克隆表达

于抗原表位的结构相对于蛋白质更加简单，分子量更小，仅

目前，国内关于食物过敏原的克隆表达报道较少，上述

为一小段多肽，更具针对性。同一分子有的存在多表位。不同

中的梁银龙等『２９】是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报道的甲壳类动物ＴＭ序列

的表位对抗原性的贡献不周，有优势表位和非优势表位之

设计合成引物，同时根据需要设计相应的酶切位点，分别

分。抗原的交叉反应性依据表位的定义又可分为两类．一类

ＰＣＲ克隆得到锯缘青蟹、中华绒螯蟹和三疣梭子蟹的ＴＭ基

叫共同反应性，即不同蛋白质分子上有共同的表位而为同一

因序列，测序所克隆的基因序列，这三个基因的序列长度均

抗体识别；另一类叫交互反应性．即交叉反应抗原与免疫原

为８５５ ｂｐ，编码２８４个氨基酸残基、证实克隆所得的产物与

表位只有结构相似性而并非完全相同。这种交互反应一般较

ＧｅｎＢａｎｋ所登录的三种蟹的ＴＭ序列一致；为构建谷胱甘肽

弱，但也可以很强，后者叫异质特异性。目前发现许多抗原一

转移酶融合蛋白的要求选择表达载体ｐＧＥＸ一４Ｔ一３：之后将克

抗体系统中存在异质特异性，说明抗原抗体识别的特异性是

隆的锯缘青蟹的ＴＭ基因与ｐＧＥＸ一４Ｔ－３载体连接并转化ＪＭ

有一定限度的。将过敏原表位作为过敏原研究的重点是必然

１０９感受态细胞，氨苄青霉素培养基培养；后经ＩＰＴＧ诱导，优

的趋势［２７１。

化诱导条件，最后得到相对分子质量约为６１ｘ１０，的融合表达

目前，在利用传统的重组肽库和合成多肽的方法，已经
成功预测并收录入库了８种甲壳类食物的抗原表位，具体序
列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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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并通过免疫印迹证实了该蛋白的过敏原性。
６小结

可以看到，对蟹过敏原的研究已经从最初的蛋白水平的

塞旦量墅匿娅盘查２Ｑ１３生３旦筮５鲞箜！塑ｇ丛！！堕』！！望ｉ！堑￡！迦！塑Ｐ巫ｈ！！！垂鱼丛ｉ竖ｈ！Ｑ １３，ｙ！！：５：盟！：！
分离纯化，逐渐发展到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预测抗原表位，
并将这些抗原表位克隆和表达，为基因重组抗原、单克隆抗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ｎｍｍｎｏｌ，１９９８．１０２：８４７—８５２．

１４赵绮华，赖荷，陈丽金，等．梭予蟹过敏原致敏组分的分析研究．广

体的制备，提供更加高效和特异的已知抗原，同时也为食品
领域检测食物中过敏原提供已知的特异性抗体。总之，对蟹

东医药杂志，２００５，２７：９８０—９８１．
１５张明琦，支玉香，吕淑霞，等．铁蟹过敏原的分离、鉴定和快速纯化．
核农学报，２００９，２３：８３９—８４２．

类过敏原进行更加细致的抗原表位预测．并克隆表达将是食

１６吴序栎，邓利平，刘志刚．大闸蟹过敏原的分离、鉴定与纯化．食品

物过敏原检测领域研究的重要趋势。

科技，２００９，３４：２９４—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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