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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分枝杆菌ｐｅｐＡ蛋白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包嘉佳，徐蕾

（重庆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教研室，重庆４０００１６）

【摘要】　目的　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结核分枝杆菌（犕狔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狊犻狊，Ｍｔｂ）ｐｅｐＡ蛋白的结构和功能。

方法　采用 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ｏｎＥｘｐａｓｙ、ＴＭＨＭＭ、ＳｉｎｇａｌＰ５．０、ＰＳＯＲＴ、ＮｅｔＰＨＯＳ３．１、ＢＬＡＳＴ、ＳＯＰＭＡ、ＳＷＩＳＳ

ＭＯＤＥＬ、ＡＢＣｐｒｅｄ、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等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 ＭｔｂＨ３７Ｒｖ菌株ｐｅｐＡ蛋白的生物学特性。　结果　ｐｅｐＡ蛋

白的编码基因Ｒｖ０１２５全长１０６８ｂｐ，该蛋白由３５５个氨基酸组成，等电点５．０４，为疏水性蛋白，有１个的信号肽和１个

丝氨酸蛋白酶结构域，含有１９个磷酸丝氨酸位点；蛋白二级结构中无规则卷曲占４４．７９％，为稳定蛋白；该蛋白预测含多

个Ｂ细胞和Ｔ细胞表位，其中 ＭＨＣＩ型和 ＭＨＣＩＩ型表位集中在蛋白Ｎ端的前６０个氨基酸区域。　结论　该蛋白预

测含多个Ｂ细胞和Ｔ细胞表位，其中 ＭＨＣＩ型和 ＭＨＣＩＩ型表位集中在蛋白 Ｎ端的前６０个氨基酸区域，该区域可激

活 Ｍｔｂ特异性ＣＴＬ和Ｔｈ免疫应答，可作为抗结核肽疫苗的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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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核分枝杆菌 （犕狔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狊犻狊，

Ｍｔｂ）引起的结核病（ＴＢ）是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引

起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２０１９年 ＷＨＯ报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ｔｂ／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ｇｌｏｂａｌ＿ｒｅ

ｐｏｒｔ／ｅｎ／），全球ＴＢ结核潜伏感染人群约１７亿，占全

人群的１／４，２０１８年全球新发ＴＢ病例约１０００万
［１］。

在ＡＩＤＳ、衰老、肿瘤等导致的免疫低下人群更易引起

感染。此外，耐多药结核病的出现，危害更加严重。因

此，亟待研制新型抗ＴＢ疫苗及免疫药物。Ｍｔｂ被报

道的抗原约４０００种，但经过筛选后有望成为合适的

保护性抗原的只占少数，包括Ａｇ８５Ａ、ＰｓｔＳ３、ＭＰＴ６４、

ＡＣＲ、Ｍｔｂ３９、ＴＢ１０．４和ｐｅｐＡ等，这些抗原被大多数

Ｍｔｂ感染的人免疫识别，其中ｐｅｐＡ且显示出抗原潜

力并在预防性动物ＴＢ模型中提供保护
［２］。但是ｐｅ

ｐＡ是如何激活机体的抗ＴＢ免疫应答的机制尚不清

楚，本研究通过对ｐｅｐＡ蛋白及编码基因的生物信息

学分析，预测其结构和功能，为其靶向机制的研究奠定

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　蛋白及其编码基因信息的获取

Ｍｔｂ的ｐｅｐＡ蛋白氨基酸序列及其编码基因序列

均从 ＮＣＢＩ提供的 Ｍｔｂ（Ｈ３７Ｒｖ）的全基因数据库

（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中检索获得，其

中Ｒｖ０１２５是ｐｅｐＡ蛋白得编码基因。

２　犚狏０１２５基因开放阅读框架分析

通过 ＮＣＢＩ的 ＯＲＦＦｉｎｄｅｒ在线分析软件（ｈｔ

ｔｐ：／／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ｏｒｆｆｉｎｄｅｒ）分析 Ｒｖ０１２５

基因得开放阅读框架。

３　狆犲狆犃蛋白的生物学信息分析

利用ＰｏｒｔＰａｒａｍ，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ｏｎＥｘｐａｓｙ等在线软

件分析ｐｅｐＡ蛋白得到分子质量、等电点、亲疏水性等

理化特性；利用 ＴＭＨＭＭ、ＳｉｇｎａｌＰ５．０、ＰＳＯＲＴ等软

件对ｐｅｐＡ蛋白的分泌情况进行分析；采用 ＮｅｔＰｈｏｓ

３．１Ｓｅｒｖｅｒａ软件分析蛋白的磷酸化位点；ＢＬＡＳＴ在

线工具预测蛋白保守域及比对ｐｅｐＡ（ＮＰ＿２１４６３９．１）

与ｐｅｐ家族相关成员ｐｅｐＢ（ＮＰ＿２１６７２９．１）、ｐｅｐＣ（ＮＰ＿

２１５３１５．１）、ｐｅｐＤ（ＮＰ＿２１５４９８．１）、ｐｅｐＥ（ＮＰ＿２１６６０５．１）

和ｐｅｐＮ（ＮＰ＿１７７８８５．１）氨基酸序列相似性；预测采用

ＳＯＰＭＡ和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预测ｐｅｐＡ 蛋白的级结

构并建立三维模型；分别利用 ＡＢＣｐｒｅｄ 和 ＳＹＦ

ＰＥＩＴＨＩ软件预测蛋白的Ｂ细胞和 Ｔ细胞抗原表位

（表１）。

表１　蛋白质分析软件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狅犳狋狑犪狉犲狊犳狅狉狆犲狅狋犲犻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软件名称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

功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网址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 理化性质分析、亲疏水性分析 ｈｔｔｐｓ：／／ｗｅｂ．ｅｘｐａｓｙ．ｏｒｇ／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

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ｏｎＥｘｐａｓｙ 亲疏水性分析 ｈｔｔｐｓ：／／ｗｅｂ．ｅｘｐａｓｙ．ｏｒｇ／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

ＴＭＨＭＭＳｅｒｖｅｒｖ．２．０ 跨膜区域分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ＭＨＭＭ／

ＳｉｇｎａｌＰ５．０ 信号肽分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ｉｇｎａｌＰ／

ＰＳＯＲＴ 亚细胞定位分析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ｅｎｓｃｒｉｐｔ．ｃｏｍ／ｐｓｏｒｔ．ｈｔｍｌ

ＮｅｔＰｈｏｓ３．１Ｓｅｒｖｅｒａ 磷酸化位点分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ＮｅｔＰｈｏｓ／

ＢＬＡＳＴ 保守域预测 ｈｔｔｐｓ：／／ｂｌａｓｔ．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Ｂｌａｓｔ．ｃｇｉ

ＳＯＰＭＡ 二级结构预测 ｈｔｔｐｓ：／／ｎｐｓａｐｒａｂｉ．ｉｂｃｐ．ｆｒ／ｃｇｉｂｉｎ／ｎｐｓａ＿ａｕｔｏｍａｔ．ｐｌ？ｐａｇｅ＝ｎｐｓａ＿ｓｏｐｍａ．ｈｔｍｌ

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 三级结构同源建模 ｈｔｔｐｓ：／／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ｅｘｐａｓｙ．ｏｒｇ／

ＡＢＣｐｒｅｄ Ｂ细胞抗原表位预测 ｈｔｔｐ：／／ｃｒｄｄ．ｏｓｄｄ．ｎｅｔ／ｒａｇｈａｖａ／ａｂｃｐｒｅｄ／ＡＢＣ＿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ｈｔｍｌ

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 Ｔ细胞抗原表位预测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ｄｅ／ｂｉｎ／ＭＨＣＳｅｒｖｅｒ．ｄｌｌ／Ｅｐｉｔｏｐ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ｈｔｍ

ＩＥＤＢ Ｂ、Ｔ细胞表位分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ｅｄｂ．ｏｒｇ／ｈｏｍｅ＿ｖ３．ｐｈｐ

结　果

１　犚狏０１２５基因和编码蛋白得基本信息及开放阅读框

架

ＮＣＢＩＢ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显示 Ｒｖ０１２５基因（ＩＤ：

８８６９２４）位于 Ｍｔｂ（Ｈ３７Ｒｖ）的全基因组（ＮＣ＿０００９６２．

３）的１５１１４８－１５２２１５区域，全长１０６８ｂｐ，起始密码

子为 ＡＴＧ，终止密码子为 ＴＧＡ。

２　狆犲狆犃蛋白的理化性质

经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软件分析ｐｅｐＡ蛋白分子式为Ｃ１５１７

Ｈ２４４１Ｎ４４７Ｏ４８７Ｓ６，由Ｃ、Ｈ、Ｏ、Ｎ、Ｓ等５种元素共４８９８

个原子构成，相对分子质量为３４９２６．１３；由３５５个氨

基酸构成，包含１９种氨基酸，其中甘氨酸（Ｇｌｙ）占

１６．３％，丙氨酸 （Ａｌａ）占 １３．５％，缬氨酸 （Ｖａｌ）占

１１．３％。该蛋白携带负电荷的残基总数为２１，正电荷

的残基总数为８，等电点为５．０４，消光系数（２８０ｎｍ）为

２０９２０？蛋白质不稳定指数为２９．９７，为稳定蛋白。

３　狆犲狆犃蛋白的亲水性

·３４６·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０年６月　第１５卷第６期

Ｊｕｎ．２０２０，　Ｖｏｌ．１５，Ｎｏ．６



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 预测 ＰＰＥ３２蛋白的脂肪族指数为

９２．３４，疏水性平均值（ＧＲＡＶＹ）为０．１８２，为疏水性蛋

白。经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ｏｎＥｘｐａｓｙ进一步分析显示该蛋白第

７位氨基酸亲水性得分最高为－２．２４４；第１７为氨基酸

疏水性得分最高为２．５１１（图１），正值代表为该氨基酸

疏水，负值则表示该氨基酸亲水。

　　 图１　狆犲狆犃蛋白亲疏水性分析

犉犻犵．１　犎狔犱狉狅狆犺犻犾犻犮犻狋狔狅犳狆犲狆犃

４　狆犲狆犃蛋白的跨膜结构域、信号肽及亚细胞定位

经ＴＭＨＭＭＳｅｒｖｅｒｖ．２．０预测（图２），ｐｅｐＡ蛋白

跨膜螺旋数为１，跨膜螺旋氨基酸数为２１．５６５１１（该指

标＞１８提示很有可能为跨膜蛋白或信号肽），Ｎ端前

６０个氨基酸中跨膜氨基酸数为２１．３９０７４，（该指标大

于几个，表示Ｎ端很可能为跨膜蛋白或信号肽），Ｎ端

位于膜胞质侧的总概率为０．９８５７８。ＳｉｇｎａｌＰ４．１在线

预测发现Ｎ端有一个标准的信号肽，其裂解位点位于

３３－３４位氨基酸之间（图３）。ＰＳＯＲＴ软件分析该蛋

白其亚细胞定位于细胞外（包括细胞壁）。综合分析表

明ｐｅｐＡ蛋白极可能为分泌蛋白，且是一个膜外蛋白。

　　 图２　狆犲狆犃蛋白跨膜区预测

犉犻犵．２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狉犪狀狊犿犲犿犫狉犪狀犲犱狅犿犪犻狀狊狅犳狆犲狆犃狆狉狅狋犲犻狀

　　 图３　犛犻狀犵犪犾犘４．１预测狆犲狆犃蛋白信号肽

犉犻犵．３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狊犻狀犵犪犾狆犲狆狋犻犱犲狊狅犳狆犲狆犃狆狉狅狋犲犻狀犫狔犛犻狀犵犪犾犘４．１

·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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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狆犲狆犃蛋白磷酸化位点及保守域预测

采用ＮｅｔＰｈｏｓ３．１Ｓｅｒｖｅｒａ在线软件预测ｐｅｐＡ蛋

白有２７个磷酸化位点，其中磷酸化丝氨酸位点有１９

个，分别位于２、４、８、１２、１６、３８、１０７、１５９、１８３、１８５、

２０８、２２７、２３３、２５５、２５９、２９０、２９５、２９９、３９９位氨基酸；

磷酸化苏氨酸位点有７个，分别位于８０、１１３、１２４、

１６５、１８７、１９２、２６１位氨基酸；磷酸化酪氨酸位点有１

个，为７０位氨基酸（图４）。利用ＢＬＡＳＴ工具分析，预

测ｐｅｐＡ有一个结构域，属于丝氨酸蛋白酶超家族（图

５）。

　　

图４　狆犲狆犃蛋白磷酸化位点分析

犉犻犵．４　犘狉犲犱犻犮狋犲犱狆犺狅狊狆犺狅狉狔犾犪狋犲犱狊犻狋犲狊狅犳狆犲狆犃狆狉狅狋犲犻狀

　　

图５　犅犔犃犛犜工具预测狆犲狆犃蛋白的结构域

犉犻犵．５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犱狅犿犪犻狀狊狅犳狆犲狆犃狆狉狅狋犲犻狀犻狀犅犔犃犛犜

６　狆犲狆犃蛋白结构及同源建模

ＳＯＰＭＡ在线分析软件预测ｐｅｐＡ蛋白由α螺旋

（Ｈｈ）、延伸链（Ｅｅ）、β转角（Ｔｔ）和无规则卷曲结构

（Ｃｃ）组成，其比例分别为１５．７７％、２８．１７％、１１．２７％、

４４．７９％ （图 ６），该蛋白结构稳定。利用 ＳＷＩＳＳ

ＭＯＤＥＬ软件，选择同源性最高的３ｇｄｕ．１．Ａ为模板，

对ｐｅｐＡ蛋白进行同源三级建模（图７）。其ＧＭＱＥ评

分为０．６０，Ｑｍｅａｎ评分为－２．７，手势向上，说明该模

型结果可靠。

　　 图６　狆犲狆犃蛋白二级结构的预测

犉犻犵．６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狑狅犾犲狏犲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狆犲狆犃狆狉狅狋犲犻狀

　　

图７　狆犲狆犃蛋白三级结构的预测

犉犻犵．７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狉犲犲犾犲狏犲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狆犲狆犃狆狉狅狋犲犻狀

７　犕犜犅犎３７犚狏中狆犲狆基因家族相关成员氨基酸序列

相似性对比

利用ＢＬＡＳＴ工具分析，对 ＭＴＢＨ３７Ｒｖ中ｐｅｐ

基因家族中相关成员 ｐｅｐＢ、ｐｅｐＣ、ｐｅｐＤ、ｐｅｐＥ 和

ｐｅｐＮ分别与 ｐｅｐＡ 的氨基酸序列进行比对，发现

ｐｅｐＤ与ｐｅｐＡ 的同源性最高，为６５％；ＰｅｐＢ、ｐｅｐＣ、

ｐｅｐＥ和ｐｅｐＮ相似度与ｐｅｐＡ均较低，为７％～３３％。

８　狆犲狆犃蛋白的犅细胞和犜细胞表位

经ＡＢＣｐｒｅｄ在线工具预测得到多个可能Ｂ细胞

抗原表位，其中得分＞０．５的有３７个，得分＞０．８５（０．

８６－１）的有８个（表２）。通过ＩＥＤＢ在线软件对ｐｅｐＡ

蛋白氨基酸序列的线性表位、β转角、可塑性、表面可

·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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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亲疏水性、抗原六个方面筛选比较Ｂ细胞表位

（图８）。

表２　狆犲狆犃蛋白犅细胞抗原表位预测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犘狉犲犱犻犮狉犻狅狀狅犳犅犮犲犾犾犲狆犻狋狅狆犲狊狅犳狆犲狆犃狆狉狅狋犲犻狀

等级

Ｒａｎｋ

序列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起始氨基酸位置

Ｓｔａｒ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得分

Ｓｃｏｒｅ

１ ＰＡＬＰＬＤＰＳＡＭＶＡＱＶＧＰ ４６ ０．９３

２ ＤＡＡＩＱＰＧＤＳＧＧＰＶＶＮＧ ２００ ０．８８

２ ＥＥＴＬＮＧＬＩＱＦＤＡＡＩＱＰ １９６ ０．８８

４ ＳＧＧＱＧＧＴＰＲＡＶＰＧＲＶＶ １５９ ０．８７

５ ＧＡＰＩＮＳＡＴＡＭＡＤＡＬＮＧ ３０９ ０．８６

５ ＴＧＤＶＩＴＡＶＤＧＡＰＩＮＳＡ ３００ ０．８６

５ ＥＰＶＶＡＭＧＮＳＧＧＱＧＧＴＰ １５１ ０．８６

５ ＧＧＬＰＳＡＡＩＧＧＧＶＡＶＧＥ １３６ ０．８６

　　６个结果和 ＡＢＣｐｒｅｄ预测结果，推测第１０－２６、

４１－６０、１３６－１５６、１５９－１７５、３０９－３２４位氨基酸为

ｐｅｐＡ蛋白的Ｂ细胞表位可能性大。经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

软件预测对ｐｅｐＡ蛋白有多个可能的ＣＴＬ抗原表位，

其中 ＭＨＣ类型为 ＨＬＡＡ０２：０１限制性ＣＴＬ表

位，评分大于１５分以上的有１３个（表３），但是 ＭＨＣ

类型 为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１０１、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３０１、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４０１、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７０１限制性Ｔｈ表

位检出数均为０。通过ＩＥＤＢ在线软件预测获得该蛋

白的多个 ＭＨＣＩ和 ＭＨＣＩＩ型表位（图９）。ＭＨＣＩ

型抗原表位中，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ａｎｋ（该分值越低，抗原表位

可能性越大）分值低于３的有１１个，除２个外其余９

个肽段都来自ｐｅｐＡ蛋白Ｎ端的前６０个氨基酸中；其

中分值最低的肽段氨基酸位于１３－２１位，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ａｎｋ分值为０．２，与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软件预测结果一致。

ＭＨＣＩＩ型表位中，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ａｎｋ分值低于１的有９

个，均来自蛋白Ｎ端的前６０个氨基酸。

表３　狆犲狆犃蛋白犎犔犃犃０２：０１的限制性犆犜犔抗原表位预测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犆犜犔犲狆犻狋狅狆犲狊狉犲狊狋狉犻犮狋犲犱犫狔犎犔犃犃０２：０１

狅犳狆犲狆犃狆狉狅狋犲犻狀

等级

Ｒａｎｋ

序列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起始氨基酸位置

Ｓｔａｒ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得分

Ｓｃｏｒｅ

１ ＷＬＬＳＶＬＡＡＶ １３ ２９

２ ＶＬＡＡＶＧＬＧＬ １７ ２５

２ ＡＡＩＧＧＧＶＡＶ １４１ ２５

２ ＡＶＰＧＲＶＶＡＬ １６８ ２５

２ ＳＬＴＧＡＥＥＴＬ １８５ ２５

２ ＧＬＩＱＦＤＡＡＩ １９５ ２５

７ ＳＬＧＩＳＴＧＤＶ ２９５ ２４

８ ＶＩＤＰＮＧＶＶＬ ８３ ２３

９ ＧＡＥＥＴＬＮＧＬ １８８ ２２

９ ＳＴＧＤＶＩＴＡＶ ２９９ ２２

１１ ＧＩＶＩＤＰＮＧＶ ８１ ２１

１１ ＴＡＦＬＧＬＧＶＶ ２６７ ２１

１１ ＧＴＲＴＧＮＶＴＬ ３４１ ２１

　　

注：Ａ　氨基酸序列的线性表位预测　Ｂ　β转角预测　Ｃ　可塑性预测　Ｄ　表面可及性预测　Ｅ　亲疏水性　Ｆ　抗原预测
图８　犐犈犇犅预测狆犲狆犃蛋白的犅细胞表位

Ｎｏｔｅ：Ａ　ＬｉｎｅａｒＥｐｉｔｏｐ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　ＢｅｔａＴｕｒ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Ｃ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　Ｈｙｄｒｏｐｈｉ
ｌｉｃ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　Ａｎｔｉ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犉犻犵．８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犅犮犲犾犾犲狆犻狋狅狆犲狊狅犳狆犲狆犃狆狉狅狋犲犻狀犻狀犐犈犇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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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ＭＨＣＩ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　ＭＨＣＩＩ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图９　犐犈犇犅预测狆犲狆犃蛋白的犜细胞表位

犉犻犵．９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犜犮犲犾犾犲狆犻狋狅狆犲狊狅犳狆犲狆犃狆狉狅狋犲犻狀犻狀犐犈犇犅

讨　论

疫苗是预防结核病较有效地方法之一，通过向免

疫系统呈递外来抗原来引起免疫反应。肽疫苗是基于

对Ｂ细胞和Ｔ细胞表位的识别和化学合成，这些表位

具有免疫优势，可以诱导特定的免疫反应。由于肽疫

苗的生产和构建相对容易，化学稳定性好，无感染力而

成为理想的候选疫苗。目前肽疫苗研究已应用于肿瘤

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３，４］，以及预防登革热、寨卡

病毒、曼氏血吸虫、流感等感染性疾病［５－８］。因此，研

制新型的抗 Ｍｔｂ肽疫苗对于 ＨＩＶ、免疫缺陷、免疫低

下等人群预防 Ｍｔｂ感染以及对耐药菌株感染的患者

进行免疫治疗均为理想的策略。

ｐｅｐＡ 同 Ａｇ８５Ａ、ＰｓｔＳ３、ＭＰＴ６４、ＡＣＲ、Ｍｔｂ３９、

ＴＢ１０一样是ＢＣＧ缺失的 Ｍｔｂ抗原，Ａｈｎ等
［９］将上述

７个抗原做比较，当 Ｍｔｂ气溶胶攻击小鼠后，它们均

可以积极地参与细菌复制的控制，其中ｐｅｐＡ保护性

效果优于其他六个候选抗原，能明显减少小鼠肺、脾荷

菌量和病理损伤。ＢＬＡＳＴ分析结果提示ｐｅｐＡ蛋白

含有丝氨酸蛋白酶超家族结构域，该家族广泛存在于

各种生物体内，参与调节生物体内蛋白质代谢、清除不

可逆损伤的蛋白、对外应激耐受及维持内环境的稳态，

在病原微生物的生长与致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１０，１１］。

本研究中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分析ｐｅｐＡ蛋白有多个可能的

Ｔ细胞抗原表位，能够特异性激活Ｔ淋巴细胞，使肺

脾组织中产生ＩＦＮγ，发挥抗 Ｍｔｂ的免疫应答。

ＭｔｂＨ３７Ｒｖ菌株ｐｅｐ基因家族中有ｐｅｐＡ（又称

为 Ｍｔｂ３２ａ）、ｐｅｐＢ、ｐｅｐＣ、ｐｅｐＤ（又称为 Ｍｔｂ３２ｂ）、

ｐｅｐＥ和ｐｅｐＮ多个成员，但是为何只有ｐｅｐＡ在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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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表现出较强的抗 Ｍｔｂ的活性，通过氨基酸序列比

对本研究发现，该家族其他成员与ｐｅｐＡ的同源性均

较低，其中ｐｅｐＤ与ｐｅｐＡ 的同源性最高（６５％），但

ｐｅｐＤ蛋白缺失ｐｅｐＡ蛋白Ｎ端１－６０位点的氨基酸，

该区域包含了 ＭＨＣＩ型抗原表位如 ＷＬＬＳＶＬＡ

ＡＶ、ＶＬＡＡＶＧＬＧＬ等，ＭＨＣＩＩ型表位如ＬＲ

ＷＳＷＬＬＳＶＬＡＡＶＧＬ等，Ｂ细胞表位如ＰＡＬＰＬＤＰ

ＳＡＭＶＡＱＶＧＰ等，这证明ｐｅｐＡ通过其Ｎ端前６０位

的肽链在激活 Ｍｔｂ特异性Ｔ、Ｂ细胞免疫应答中至关

重要，而ｐｅｐＤ缺失该重要功能区。此外，ｐｅｐＤ也缺

失了ｐｅｐＡ蛋白 Ｎ端的信号肽区域，可以推测ｐｅｐＡ

分泌到胞浆利于抗原提成细胞的提成，对于启动抗

Ｍｔｂ的特异性免疫应答也非常重要。

因此，ｐｅｐＡ蛋白尤其是其Ｎ端６０个氨基酸区域

含有丰富的Ｂ细胞和Ｔ细胞表位，可以作为结核病的

靶向疫苗抗原，为进一步研究该蛋白的功能和构建相

关肽疫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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