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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基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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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是天然免疫系统中重要的模式识别分子。分析了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
凝集素在仿刺参不同组织及脂多糖刺激前后的表达规律，结果显示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ｍＲＮＡ
在仿刺参的肠道、呼吸树、体腔细胞和体壁均有组成型表达，且体壁的表达量最高；细菌脂多糖刺激后，
４个组织的仿剌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表达量均得到上调，且以肠道和体腔细胞表达量的变化最为显
著；另外，肠道、体腔细胞、体壁中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表达量峰值的出现具有明显的时序性，而
呼吸树自刺激后６ ｈ直至取样结束，其表达量呈稳步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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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又称甘露聚糖／甘露糖结
合蛋白，是哺乳动物或者禽类肝脏分泌的一种Ｃａ２＋
依赖型血清凝集素，属于Ｃ型凝集素超家族中胶凝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１１１（２０１２）０４一０２１６—０４

多糖刺激前后的表达规律，以期为深入了解仿刺参
免疫系统及免疫应答机制提供帮助。

１材料与方法

素家族成员［１］。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是天然免疫
系统中重要的模式识别分子，其糖基识别域能选择

１．１材料

性识别多种病原体表面的糖结构，而胶原样区为其

试验所用仿刺参来源于大连广鹿岛海域，鲜活

效应区，与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相关丝氨酸蛋白酶

样品取回后于人工育苗池常规条件下暂养，暂养期

结合形成复合物，通过凝集素途径激活补体系统，

间保持充气。育苗池水容积为５ ｍ３，所用海水均经

从而启动机体的天然免疫机制旧。］。

过砂滤，水温１６～１８℃，盐度３２，ｐＨ

仿刺参（Ａｐｏｓｔｉｃｈｏｐ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属棘皮动物
门、海参纲。棘皮动物属原始后口动物，无脊椎动

７．８。

１．２方法
１．２．１脂多糖刺激

物的最高等类群，处于由无脊椎动物向脊椎动物开

健康仿刺参幼参（约１０ ｇ）饲养于水族箱内，２

始分支进化的阶段。因此，棘皮动物是研究免疫系

ｄ内不投喂任何饵料，排空消化道内食物，注射质量

统进化的宝贵材料。仿刺参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海

浓度为１ ｇｇ／ｔ－Ｌ的脂多糖５００“Ｌ，对照组注射５００
肛Ｌ过滤（ｏ．２２肚ｍ滤膜）海水，空白组（ｏ ｈ）无任何

产经济物种，品质佳，营养价值高．对其免疫基因进
行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Ｂｕｌｇａｋｏｖ等ｎ１对日本

注射。幼参注射脂多糖３、６、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９６ ｈ后

海域刺参体腔细胞的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

用饱和ＭｇＳＯ；麻醉，过滤海水冲洗后取肠道、呼吸

进行了序列分析，并研究了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

树、体腔细胞和体壁，各种组织分别取３个个体的

集素蛋白的生物学特性。谢广成等［５ ３对仿刺参甘

混合样，投入液氮中迅速冷冻，于冰箱中一８０。Ｃ保

露聚糖结合凝集素进行了生物信息学分析。笔者

存备用。

在已构建的仿刺参肠道ｃＤＮＡ文库中选取了仿刺

１．２．２总ＲＮＡ提取

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的全长ｃＤＮＡ序列（Ｇｅｎ—

用ＲＮＡｐｒｅｐ

Ｂａｎｋ登陆号：ＨＱ７２８２８１）为研究对象口］，分析了仿
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在仿刺参不同组织及脂

ｐｕｒ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Ｋｉｔ（ＴＩＡＮＧＥＮ）提

取仿刺参不同组织的总ＲＮＡ，电泳检测ＲＮＡ的完
整性。用Ｉｍｐｌｅｎ Ｎａｎ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ｅｒ核酸蛋白分析

仪（德国）检测ＲＮＡ的纯度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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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

１．２．３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
取每个样品的总ＲＮＡ
Ｓｃｒｉｐｔ”ＲＴ

ｒｅａｇｅｎｔ

９００

ｎｇ用Ｐｒｉｍｅ

Ｋｉｔ（ＴａＫａＲａ）进行反转录，反

应体积及反应条件按照说明书进行。
采用Ｐｒｉｍｅｒ
ＭＢＬ—Ｆ：

Ｐｒｅｍｉｅｒ

５．０软件设计引物，

５’一ＧＡＣＧＧＣＴＴＧＴＣＣＡＧＡＧ

ＴＴ一３

７，

ＭＢＬ—Ｒ：５’一ＡＧＧＴＣＣＡＴＴＧＴＴＧＧＧＴＴＣ一３’，由大

连ＴａＫａＲａ生物公司合成。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Ｉ染料法（ＳＹＢＲ

Ｐｒｉｍｅ—

ＰＣＲ采用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Ｓｃｒｉｐｔ“ＲＴ—ＰＣＲ

Ｋｉｔ ＩＩ，ＴａＫａＲａ），在Ｍｘ３０００ｐ…

荧光定量ＰＣＲ仪（Ｓｔｒａｔａｇｅｎｅ，Ｌａ Ｊｏｌｌａ，ＣＡ，
ＵＳＡ）上进行。反应终体积２０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ｄ．：１０ ｐＩ．２×ＳＹＢＲ

ｍｉｘ缓冲液，ＲＯＸ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ｙｅ １１

图１

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的组织表达（Ｐ＜ｏ．０５）
１．肠道；２．呼吸树；３．体腔细胞；４．体壁．

０．４『上Ｌ，ｃＤＮＡ样品１肛Ｌ，引物各０．４／ｘｍｏｌ／Ｌ，引

（ａ～ｃ表示不同组织中基因表达量的差异）

物序列同上。以Ｃｙｔｂ基因作为内参［７］，引物序列
ＡＴＣ一

白组的３７倍，此时脂多糖刺激组表达量显著高于

３ ７，Ｃｙｔ—Ｒ：５＇－ＡＡＧＧＧＡＡＡＡＧＧＡＡＧＴＧＡＡＡＧ一

空白组和对照组（Ｐ＜ｏ．０５），脂多糖刺激后１２ ｈ表

３’。反应条件：９５℃，３０

达量显著下降（Ｐ＜ｏ．０５），刺激后２４ ｈ表达量又显

分别为Ｃｙｔ～Ｆ：５＇－ＴＧ

７２℃２５

ＡＧＣＣＧＣＡＡＣＡＧＴＡ

ｓ；９５℃１０ ｓ，５６℃２５

Ｓ，

ｓ，４０个循环。采用２““法计算ｍＲＮＡ

著升高（Ｐ＜０．０５），但显著低于６ ｈ表达量（Ｐ－＜

相对表达量［８］。

０．０５），之后各取样点表达量下降；在呼吸树中，脂

１．２．４数据分析

多糖刺激组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的表达量

根据每个样品的３组平行试验数据计算相对

也显示出６ ｈ表达量上升、１２ ｈ表达量下降、２４ ｈ

表达量均值及标准误差。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对

后表达量又上升的趋势，但除６ ｈ表达量显著上升

试验结果进行ＡＮＯＶＡ分析，Ｐ％０．０５表明差异显

（Ｐ＜ｏ．０５）外，其他相邻各组间表达量的差异不显

著。

著（Ｐ＞ｏ．０５）；在体腔细胞中，脂多糖刺激组仿刺参
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的表达量分别在刺激后１２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ｈ

（为空白组的２４倍）和４８ ｈ（为空白组的８倍）出现

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的组织表达

２个高峰，其他时间点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

利用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方法检测仿

的表达量与空白组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在体壁

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在仿刺参不同组织中的

中，在脂多糖刺激后３、６、１２ ｈ，仿刺参甘露聚糖结

表达情况（图１）。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在仿

合凝集素的表达量较空白组有所下降，但至２４

刺参的肠道、呼吸树、体腔细胞和体壁４种组织中

时，表达量迅速升高，显著高于空白组（Ｐ＜０．０５），

均有表达，其中以体壁中的表达量最高，显著高于

之后表达量又下降，直到刺激后９６ ｈ，仿刺参甘露

ｈ

其他组织（Ｐ＜０．０５），为呼吸树中表达量的１０倍，

聚糖结合凝集素的表达量显著低于空白组（Ｐ＜

肠道中表达量的２倍。呼吸树与体腔细胞中的表

０．０５）。

达量差异不显著（Ｐ＞Ｏ．０５）。
２．２脂多糖刺激后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在

３讨论
目前，有报道对仿刺参、棘瓜参（Ｃｕｃｕｍａｒｉａ

仿刺参不同组织中的时序表达
ＰＣＲ方法研究了

ｅｃｈｉｎａｔａ）的几种Ｃ型凝集素的蛋白结构、生化性质

脂多糖刺激后仿刺参肠道、呼吸树、体腔细胞和体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口。１…，而缺乏基因表达方面的研

壁４种组织中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的时序

究。在栉孔扇贝（Ｃｈｌａｍｙｓ如ｒｒｅｉ）［１“、海湾扇贝

利用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表达情况，结果显示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在

（Ａｒｇｏｐｅｃｔｅｎ

ｉｒｒａｄｉａｎｓ）ｎ“、鲤鱼（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脂多糖刺激后４种组织表达规律存在差别（图２）。

ｃａｒｐｉｏ）［”］和日本鳗鲡（Ａｎｇｕｉｌ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１４３等

在肠道中，脂多糖刺激组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

物种中，个体的多种组织均存在Ｃ型凝集素的组成

素的表达量高于空白组，表达量的变化过程存在２

型表达，而在棘皮动物的研究中，传统的观点认为

个高峰，在脂多糖刺激后６ ｈ表达量达到最高，为空

其先天免疫功能主要是由体腔液中的各种免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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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脂多糖刺激后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基因在仿刺参不同组织中的时序表达（Ｐ＜Ｏ．０５）
ａ．肠道．ｂ．呼吸树；ｃ．体腔细胞；ｄ．体壁．
（ａｂｅ表示对照组或刺激组组内各时间点的差异；＊表示某时间点对照组与刺激组存在显著差异）

子和体腔细胞来完成［Ｉ…，故相关研究也大多限于体

量的变化最为剧烈，表达量峰值分别为注射前的３７

腔液和体腔细胞，而缺少对其他组织的关注。本试

倍和２４倍，明显强于体壁和呼吸树。表明在脂多

验研究结果显示（图１），在未受脂多糖刺激的情况

糖刺激后，肠道和体腔细胞在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

下，仿刺参的肠道、呼吸树、体腔细胞和体壁均存在

凝集素的免疫应答表现得更为活跃。其次，仿刺参

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的表达，体壁和肠道的

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在其他组织的表达量达到峰

表达量高于体腔细胞和呼吸树，这一现象可能是由

值后会显著降低，而与此不同的是，在呼吸树中的

于仿刺参生活的海洋环境中充满了各种细菌、病毒

表达量从注射后的６ ｈ直至取样结束，基本呈稳步

和真菌，其食物中包含了腐殖质和微生物，体壁和

上升的趋势。再次，肠道、体腔细胞和体壁的仿刺

肠道组织是海参抵御外来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因

参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表达量峰值并未同时出现

而有免疫相关基因的高水平表达。
脂多糖是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的主要组分之
一，也是一种极为有用的免疫激活物质。在注射入
生物体后，它与病原体一样，可以引发机体的免疫
反应，因此脂多糖已被广泛用于脊椎动物、无脊椎
动物甚至是植物的免疫应答基因的研究，故本试验
中采用注射脂多糖的方法来模拟病原体的入侵。
经脂多糖刺激后，仿刺参的４个组织的仿刺参甘露
聚糖结合凝集素表达量均显著地上调，说明仿刺参
甘露聚糖结合凝集素参与了仿刺参的免疫应答过
程。注射脂多糖，可有效地引发仿刺参甘露聚糖结
合凝集素的转录，进而合成大量蛋白以应对脂多糖
的刺激。虽然在脂多糖刺激后，仿刺参的４个组织

的，而是有先后次序的（分别为注射后的６、１２、２４
ｈ），可见对于脂多糖的刺激，仿刺参甘露聚糖结合
凝集素在各组织中的免疫应答具有明显的时序性。
目前，对于上述现象，由于缺乏相关研究，尚未有合
理的解释，这有待于人们在仿刺参免疫基因的表达
调控、免疫应答机制以及免疫系统的组成等方面做
更深入的研究，以揭示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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