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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带绦虫的幼虫囊尾蚴又称囊虫, 可寄生人体脑 、眼和

皮下肌肉等组织, 导致不同部位的囊尾蚴病 (囊虫病 ), 其中

脑囊尾蚴病是寄生于人体脑部最严重的寄生虫病之一, 常导

致患者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甚至死亡。我国人体囊尾蚴病分

布广泛, 据新近统计在 29个省 (区 、市 )的 675个县市有流

行, 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健康 [ 1] 。同时, 囊尾蚴亦可寄生于

猪体, 造成猪的囊尾蚴病, 给畜牧业生产造成极大的损失。

为了有效的控制和预防囊尾蚴病,目前国内外很多研究者正

致力于猪囊尾蚴病疫苗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　虫体疫苗

　　Molinari等 [ 2]曾用取自猪囊尾蚴的一种免疫原性复合物

(至少含有 8种抗原 )免疫接种实验猪, 再进行攻击实验, 结

果对照组有 74.9%感染, 而免疫接种组仅有 11.8%被感染,

而且有超过 40%的幼虫被完全摧毁, 显示了良好的保护性。

国内曾采用猪带绦虫全囊虫匀浆配合弗氏佐剂免疫接种实

验猪, 三年所得总保护率达 91.39%, 基本达到实用水平 [ 3] 。

但所用抗原需要囊虫全虫来制备,因无法获得大量的囊虫而

限制了此类疫苗的应用。

2　细胞疫苗

　　李靓如于 1997年初完成了 “猪囊尾蚴 CC-97免疫细胞

系”及其生物学性质的研究课题,创立了 “猪囊尾蚴四性细胞

系” 。该细胞系以其形态均一性 、生长稳定性以及高度的免

疫原性和稳定的细胞遗传学性质, 而称之为 “四性细胞系 ”。

实验证明, 使用该细胞制成的疫苗不仅安全, 而且引起免疫

反应的时间早, 免疫效价高, 免疫期长。经对免疫猪的攻击

实验, 保护力高达 95.46%, 开创了寄生虫细胞免疫的新途

径 [ 4] 。由于该细胞系是可以培养的, 因此使用该细胞系制备

疫苗解决了虫体疫苗来源困难的问题。

3　蛋白疫苗

　　从囊尾蚴虫体中寻找保护性抗原来制备囊尾蚴病疫苗,

是一种可行的路线, 国内外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早在 1990年, Sciutto等 [ 5]就从猪囊尾蚴提取一种抗原

来免疫小鼠, 发现可诱发小鼠对巨颈绦虫囊尾蚴的保护性免

疫 (小鼠巨颈绦虫囊尾蚴病可作为人囊尾蚴病的动物模型 ),

并观察到免疫保护效果与性别有关,对雄性小鼠的免疫保护

效果要优于雌性小鼠。 Nascimento等 [ 6]用来自猪体的囊尾

蚴的头节抗原 (SPA)分别与完全弗氏佐剂 (IFA)和 CP联合

对猪进行免疫 ,再以活性猪带绦虫卵进行攻击感染, 结果发

现免疫效果良好, 分别达到了 71.43%和 75.00%。 Molinari

等 [ 7]以猪囊尾蚴抗原为疫苗在墨西哥农村的流行区进行现

场实验, 结果流行区猪的感染率由 2.4%降至 0.45%, 取得

了良好的保护效果。除了利用囊尾蚴抗原作为疫苗研究外,

有的学者以六钩蚴抗原观察免疫保护作用, 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 Plancarte等 [ 8]利用猪带绦虫六钩蚴抗原对猪进行免疫,

结果获得了 83%的免疫保护。这些研究表明,利用猪囊尾蚴

或猪带绦虫六钩蚴抗原来制备抗猪囊尾蚴病疫苗从免疫保

护效果上来看是可行的, 其免疫保护效果是明确的。但是,

这些天然抗原都必须来自于猪囊尾蚴或猪带绦虫卵孵化出

的六钩蚴, 要长期大量获得这些抗原来制备疫苗是不现实

的, 所以有的学者用可作为其动物模型的比较容易获取的其

他绦虫的抗原 (如小鼠巨颈绦虫抗原 )来作为替代品, 不失为

一种较好的途径 [ 9] , 但它的大量获取也比较困难。随着分子

生物学的发展 ,基因工程技术日益成熟 ,愈来愈多的学者把

目光放到了重组疫苗上,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来合成猪囊尾蚴

或巨颈绦虫囊尾蚴抗原。 Manoutcharian等 [ 10]克隆了 5种猪

囊尾蚴和巨颈绦虫囊尾蚴共同表达的抗原,其中的 KETc7抗

原被认为是猪囊尾蚴保护性抗原。其后 Toledo等 [ 11]重组了

猪囊尾蚴和巨颈绦虫囊尾蚴共有的抗原表位 KETc1、

KETc12, 发现它们对猪囊尾蚴感染具有高度的保护性, 可以

作为猪囊尾蚴病的候选疫苗。在猪囊尾蚴特异性抗原方面,

Vazquez-Talavera等 [ 12] 重组了猪囊尾蚴 的副肌球蛋白

(Tpmy) ,即抗原 B,以巨颈绦虫为动物模型研究其对猪囊尾

蚴病的免疫保护作用, 发现其减虫率约为 52%, 具有较好的

免疫保护作用 。在猪带绦虫六钩蚴抗原方面, 唐雨德等 [ 13]

从猪带绦虫六钩蚴 cDNA文库中筛选目的基因并进行克隆

表达, 重组抗原用血清学方法和猪体免疫试验进行鉴定, 筛

选保护性抗原基因。将具有免疫保护作用的重组抗原纯化,

并与免疫刺激复合物佐剂结合, 制成猪囊虫病基因工程疫

苗。应用昆明小鼠建立了猪囊虫病的实验动物模型, 应用该

模型进行上述疫苗的免疫预防试验,免疫 1次和 2次的免疫

保护率分别为 96.9%和 98.4%。 动物的免疫预防试验显

示, 疫苗安全性好,免疫保护率达 92.2%, 且免疫组发现的囊

虫多数已死亡。在流行区进行的现场试验和区域试验表明,

免疫猪无不良反应, 囊虫感染率分别由 20%降为 1.1%和

5.4%降为 0.21%, 取得了满意的效果。除了重组疫苗外,另

有学者以化学合成多肽的途径来解决抗原问题。 Huerta

等 [ 14]以 3个源于巨颈绦虫囊尾蚴蛋白的合成多肽在墨西哥

农村做现场实验,结果发现这 3种合成肽疫苗使该地区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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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尾蚴总数减低了 98.7%, 流行程度降低了 52.6%, 显示了

良好的效果。

4　核酸疫苗

　　核酸疫苗又称 DNA疫苗, 是把外源基因克隆到真核质

粒表达载体上, 然后将重组的质粒 DNA直接注射到动物体

内, 使外源基因在活体内表达, 产生的抗原激活机体的免疫

系统, 引发免疫反应。 自 1993 年美国 Merck研究室的

Montgomery等 [ 15]将含流感病毒基因的质粒直接肌肉注射于

小鼠体内, 诱发全面的免疫应答, 并可抵抗流感病毒的攻击,

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证实了核酸作为疫苗的可能性和

免疫机制。其与常规疫苗相比有高效 、持久 、广谱 、简便 、廉

价 、无致病性等优点。有学者把该技术誉为 “疫苗的第三次

革命” 。在寄生虫病疫苗方面, 核酸疫苗也迅速得以研究应

用, 其中疟原虫核酸疫苗已经经过 FDA批准进入临床试验。

对于猪囊尾蚴病核酸疫苗的研究, 也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

Rosas等 [ 16]将编码巨颈绦虫囊尾蚴 、猪囊尾蚴共同表达的

56 kDa的保护性重组抗原 KETc7的 cDNA导入质粒 pcDNA3

制备 DNA疫苗 ,并以小鼠为动物模型研究其免疫保护效果,

结果发现该核酸疫苗所诱导的免疫保护效应同重组疫苗

KETc7所诱导的免疫保护一样成功。 孙树汉等 [ 17]构建了猪

囊尾蚴的 cDNA表达文库 ,采用免疫筛选法筛选出共同抗原

1(cC1), 并发现 cC1的基因为囊尾蚴阶段特异性转录基因。

在此基础上将全长 cC1 cDNA插入真核表达质粒载体

pcDNA3,构建了重组质粒 pcDNA3-cC1, 并进行仔猪的免疫

保护实验, 达到 73%的保护率, 显示该疫苗能有效诱导仔猪

的免疫保护效应。 而且观察到该核酸疫苗免疫接种后动物

宿主体内囊尾蚴的细胞凋亡现象 [ 18 ～ 20] 。该课题组还将编码

猪囊尾蚴的特异性抗原副肌球蛋白 (抗原 B)的 cDNA插入

真核表达质粒载体 pcDNA3, 构建了核酸疫苗 pcDNA3-AgB,

进行仔猪的免疫保护实验,结果用该疫苗免疫仔猪使其获得

了 80%的保护率, 显示了较高的保护性 [ 21] 。为猪囊尾蚴病

核酸疫苗研究做了有益的探索。

5　展望

　　经历了 20年的研究探索, 猪囊尾蚴病疫苗研究已经取

得了巨大的成果。疫苗的种类已经从最初的虫体疫苗, 发展

到了亚单位疫苗 、基因重组疫苗 、合成肽疫苗, 直至核酸疫

苗;疫苗的抗原来源涉及虫卵 (六钩蚴 ) 、猪囊尾蚴 、巨颈绦虫

囊尾蚴。疫苗的保护率也已达 90%以上。随着研究的继续

深入, 可能在下面一些方面还会取得有益的进展:( 1)在六钩

蚴来源疫苗方面。近年来, 在羊绦虫疫苗研究上取得了突破

性的进展, 来源于羊绦虫六钩蚴的 45W、16 kDa、18 kDa的抗

原显示了极高的保护性 [ 22, 23] ,这 3种抗原的重组蛋白亦有同

样有效的保护性 [ 24, 25] 。基因和蛋白结构上, 猪带绦虫六钩

蚴 、牛带绦虫六钩蚴与之有高度的同源性, 提示猪带绦虫六

钩蚴 、牛带绦虫六钩蚴的 45W、 16K、 18K抗原也可能成为有

效的候选疫苗。牛带绦虫六钩蚴的 18K抗原被重组成功并

显示高度的保护性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观点 [ 26]。 事实上,

用羊绦虫六钩蚴的重组 45W、16 kDa、18 kDa抗原免疫, 获得

针对猪囊尾蚴较高的保护效应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佐

证 [ 6] 。近来, 猪带绦虫六钩蚴的 45W、 18K抗原的基因

TSO45、TSOL18都已经克隆成功 [ 27, 28] ,使相应的猪带绦虫六

钩蚴疫苗的构建成为可能。由于六钩蚴是侵入宿主的最初

阶段, 以其为靶位构建疫苗可能会取得更好的保护效果。

( 2)基因疫苗的构建方面。由于猪带绦虫六钩蚴的 45W、

18K抗原的基因 TSO45、TSOL18 都已经克隆成功, 以其

cDNA插入真核表达质粒载体, 构建基因疫苗已经成为可能。

相信这些尝试将会给囊尾蚴病的防治带来新的武器。近年

来, 有学者将一些细胞因子基因作为佐剂同目的基因串联,

构建含有融合基因的基因疫苗,大大提高了基因疫苗的免疫

保护效果。如将乙肝病毒 S抗原的基因与 IL-2基因串联,构

建的基因疫苗的免疫保护效果要优于仅含有 S抗原的基因

疫苗。在猪囊尾蚴病疫苗方面也有学者开始这方面的尝试。

Grewal等 [ 29]的研究表明, 在人体脑囊虫病患者其细胞免疫

是以 Th1型为主的。既往的重组的猪囊尾蚴和巨颈绦虫囊

尾蚴共有的表位抗原 KETc1、KETc12疫苗和重组的猪囊尾

蚴的副肌球蛋白 (Tpmy)疫苗也均显示其所诱导的免疫反应

以 Th1型为主 [ 9, 10] , 提示如果以 Th1类的细胞因子 (如 IL-2、

IL-12、IL-18等 )的基因作为基因佐剂构建基因疫苗, 以及对

核酸免疫机制认识的进一步深入和分子修饰等技术的应用,

将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此外, 为了进一步提高疫苗的保护

效果, 将几种候选基因融合, 建立复合型的核酸疫苗也是一

种大有希望的路线。在疟疾 、弓形虫 、结核等疾病核酸疫苗

的研究方面, 融合了不同候选基因的复合型核酸疫苗已经显

示了良好的前景 [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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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骨髓微转移的检测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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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据统计患者就诊时约 50% ～

70%已有转移。发病率占妇女肿瘤的 31%, 全世界每年约有

30万人死于乳腺癌 [ 1] 。多变量分析的结果显示 , 腋窝淋巴

结 (ALN)是最有价值的预后因素 , 虽然约 40%ALN阳性乳

腺癌患者生存达 10年,但是 20% ～ 25%的 ALN阴性患者却

出现了全身转移 [ 2] , 说明血行转移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

免疫组化和聚合酶链反应 (PCR)技术使血行转移的早期诊

断成为可能。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在没有临床转移征象的乳

腺癌患者中, 骨髓和 ALN的微转移检测率分别为 30%和

15%[ 3] 。近年来,对乳腺癌患者处于亚临床阶段的骨髓微小

转移灶 (BMM)的检测愈来愈受到肿瘤学家的重视。本文就

乳腺癌骨髓微转移的检测及意义作一综述。

1　乳腺癌微转移的定义

　　肿瘤微转移至今尚无明确定义和标准。孤立肿瘤细胞 、

播散肿瘤细胞 、单个肿瘤细胞 、微小残留病灶 、隐匿性转移和

微转移细胞曾用以描述微转移。然而孤立肿瘤细胞与微转

移不同, 因孤立肿瘤细胞要成为转移灶 ,需先接触血管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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