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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外膜蛋白Ｏｍｐ２ａ抗原的克隆表达

及其抗原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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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构建和原核表达布鲁氏菌膜蛋白 Ｏｍｐ２ａ，并进行抗原性鉴定。　方法　将布鲁氏菌外膜蛋白 Ｏｍｐ２ａ

基因连接到ｐＥＴ３０α原核表达载体上，转化到大肠埃希菌菌株ＢＬ２１内。重组蛋白ｒＯｍｐ２ａ经ＩＰＴＧ诱导，亲和层析纯

化后用ＳＤＳＰＡＧＥ凝胶电泳分离，确定目的蛋白的大小和表达丰度。通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与患者血清反应，确定重组

ｒＯｍｐ２ａ的抗原性及诊断价值。　结果　成功构建布鲁氏菌外膜蛋白 Ｏｍｐ２ａ的原核表达系统，测序表明阅读框架正

确。用ＩＰＴＧ可诱导高表达 Ｏｍｐ２ａ，ＳＤＳＰＡＧＥ显示其分子质量单位为３８．４ｋｕ，且其表达蛋白以包含体形式存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显示ｒＯｍｐ２ａ能被布鲁氏菌感染患者血清识别，而不与细粒棘球绦虫和单纯疱疹病毒感染者血清反应。　

结论　大肠埃希菌原核表达系统可高效表达不可溶的ｒＯｍｐ２ａ蛋白，该蛋白具有反应原性，对布鲁氏菌感染患者具有潜

在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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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ｂｒｕｃｅｌｌｏｓｉｓ，简称布病）是由布鲁氏菌

（犅狉狌犮犲犾犾犪）引起的严重人畜共患传染病
［１－２］，呈世界

性分布，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畜牧业经济。该病在我

国流行尤为严重，被列为国家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

布鲁氏菌为革兰染色阴性小球杆状菌，营细胞内

寄生［１］。人早期感染布鲁氏菌后的临床表现较为复

杂，可出现轻重不一的发热，多汗，关节痛等症状［３］，由

于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发病隐匿及农牧区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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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往往使感染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导致长期

迁延不愈，甚至出现严重并发症，丧失劳动能力［４］。因

而，亟待研发适用于农牧区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的布病

诊断试剂盒［５］。

外膜蛋白（ｏｕｔｅ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ＯＭＰ）是布

鲁氏菌的高表达蛋白，参与细胞的分子交换，是布病诊

断和疫苗设计潜在的候选分子［６－９］。本研究拟通过使

用大肠埃希菌原核表达系统表达Ｏｍｐ２ａ蛋白并确定

其免疫反应性，为布病诊断试剂盒的研发奠定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主要试剂　ＬＢ培养基购自美国ＢＤ公司；ＮＣ纤

维膜购自美国３Ｍ 公司；ＩＰＴＧ购自美国Ｐｒｏｍｅｇａ公

司；驴抗人抗体购自美国ＢｅｔｈｙｌＬａｂ公司。

１．２　细菌及载体质粒　大肠埃希菌ＢＬ２１（ＤＥ３）菌

种，载体质粒ＰＥＴ３０α由南京金斯瑞生物有限公司提

供。２　方法

２．１　Ｏｍｐ２ａ表达系统的构建　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已知提

交 Ｏｍｐ２ａ基因序列（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ＣＰ０４４３４０．

１），由南京金斯瑞生物有限公司构建原核表达系统。

使用的载体质粒为ＰＥＴ３０α，克隆策略为 Ｎｄｅｌ启动

子Ｏｍｐ２ａ６×Ｈｉｓ标签－终止子ＨｉｎｄＩ１Ｉ（预期相对

分子质量为３８．４×１０３），诱导转化进入大肠埃希菌

（ＢＬ２１）。挑选含有表达质粒的大肠埃希菌菌液加入

１０％的甘油，－８０℃保存。

２．２　表达质粒的克隆与鉴定　取１μｌ菌液，涂于含有

５０μｇ／ｍｌ卡那霉素的ＬＢ培养板上，３７℃过夜。挑取

单克隆菌１００℃加热１０ｍｉｎ后冰浴，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

心半径１５ｃｍ）离心２ｍｉｎ，取上清，作１∶１０稀释，以

此为ＤＮＡ模板，ＰＣＲ扩增Ｏｍｐ２ａ基因插入片段，引

物为ＰＥＴ通用引物Ｔ７和Ｔ７Ｔ。对其中３个克隆进

行核酸测序，将阅读框架正确的克隆，－８０℃保存。

２．３　重组蛋白的表达和纯化　挑出少许重组菌涂布

含有５０μｇ／ｍｌ卡那霉素的ＬＢ培养板上，３７℃过夜。

挑取单克隆菌接种于 ＬＢ培养液，加入终浓度为５０

μｇ／ｍｌ的卡那霉素，３７℃２００ｒ／ｍｉｎ摇床过夜培养

后，接种含有５０μｇ／ｍｌ卡那霉素的ＬＢ培养液，继续

３７℃摇床培养到吸光度 Ａ６００值为０．６～０．８，加入

ＩＰＴＧ，使其终浓度为０．４ｍｍｏｌ／Ｌ。３７℃６ｈ后，以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５ｃｍ）离心１５ｍｉｎ，收集菌体

沉淀，参考文献［１０］的方法裂解菌体，镍螯合组氨酸柱

子纯化及复性，收集洗脱液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测。

２．４　表达蛋白的免疫反应性检测　收集经虎红凝集

实验布病抗体阳性血清２０份，及布病抗体阴性的细粒

棘球绦虫感染患者（ｃｙｓｔｉｃ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ＣＥ）及单纯

疱疹病毒感染患者（ｈｅｒｐ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ｘｖｉｒｕｓ，ＨＳＶ）血清

各１０份。分别取少量按等比例混合后，生理盐水作１

∶５０稀释备用。

将Ｏｍｐ２ａ纯化蛋白按１．２５、２．５、５和１０μｇ的加

样量做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然后转移至ＰＶＤＦ膜（８０Ｖ

２ｈ），然后浸入５％脱脂奶粉溶液中３７℃封闭１ｈ，

ＰＢＳＴ清洗３次，每次５ｍｉｎ；将ＰＶＤＦ膜浸于待检血

清（１∶５０稀释）中，３７℃孵育约１ｈ，清洗同上；加入１

∶４０００稀释的驴抗人ＩｇＧＨＲＰ，室温孵育１ｈ，清洗

同上；加入４氯１萘酚显色，ＰＢＳ终止反应。

结　果

１　目的基因的构建

Ｏｍｐ２ａ共编码３６７个氨基酸，使用ＳｉｇｎａｌＰ５．０

ｓｅｒｖ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ｉｇｎａｌＰ在

线进行信号肽分析，去除编码信号肽的前２２个氨基

酸，合成编码剩余 Ｏｍｐ２ａ蛋白的核苷酸序列后构建

到质粒载体。构建的目的序列见图１。

　　

图１　构建的犗犿狆２犪目的基因序列

犉犻犵．１　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狅犿狆２犪狋犪狉犵犲狋犵犲狀犲狊犲狇狌犲狀犮犲

２　目的基因的克隆表达

构建的表达质粒转化入ＢＬ２１（ＤＥ３）后培养过夜，

挑取１０个单克隆菌落通过ＰＣＲ扩增目的基因片段

Ｏｍｐ２ａ，经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１０个菌落均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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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１０００ｂｐ目的片段（图２），与预期一致。随

机挑选２个样品送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测

序，确定为目的基因序列。

　　

Ｍ　ＤＮＡ标志物（ＤＬ２０００）　１～１０　Ｏｍｐ２ａ扩增产物
图２　犗犿狆２犪基因犘犆犚扩增产物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２０００）　１－１０　Ｏｍｐ２ａ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犉犻犵．２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犗犿狆２犪犵犲狀犲犘犆犚犪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１％

犫狔犪犵犪狉狅狊犲犵犲犾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

３　重组犗犿狆２犪蛋白的表达及鉴定

重组表达质粒转染ＩＰＴＧ诱导６ｈ，ＳＤＳＰＡＧＥ

凝胶电泳检测表达产物相对分子质量约为３８．４×１０３

（图３），与重组Ｏｍｐ２ａ理论分子质量相符。目的蛋白

几乎均存在于裂解后的沉淀中，经镍离子柱亲和纯化

和复性后得到单一电泳条带蛋白。

　　

Ｍ　蛋白分子质量标准　１　未诱导重组菌裂解物　２　重组菌

ＩＰＴＧ诱导后超声破碎上清　３　重组菌ＩＰＴＧ诱导超声破碎沉淀　４

　柱层析样品液　５　柱层析第一次洗脱液　６　柱层析第二次洗脱液

　７　柱层析第三次洗脱液　８，９　纯化后的Ｏｍｐ２ａ
图３　犛犇犛犘犃犌犈检测犗犿狆２犪在大肠埃希菌犈．犮狅犾犻犅犔２１中的表达

及纯化蛋白纯度

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Ｕ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ｌｙｓａｔｅ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２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ｗｉｔｈ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ｏｆａｆｔｅｒＩＰＴＧ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３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ＩＰＴＧ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４　Ｃｏｌ

ｕｍ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５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ｌｕ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ｕｍｎ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６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ｌｕ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ｕｍ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７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ｅｌｕ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ｕｍ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８，９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
Ｏｍｐ２ａ

犉犻犵．３　犇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狅犿狆２犪犻狀犈．犮狅犾犻犅犔２１

犫狔犛犇犛犘犃犌犈犪狀犱狆狌狉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狆狌狉犻犳犻犲犱狆狉狅狋犲犻狀

４　重组犗犿狆２犪的反应原性鉴定

将不同浓度纯化 Ｏｍｐ２ａ蛋白上样，经过 ＳＤＳ

ＰＡＧＥ凝胶电泳得到了单一蛋白带。转膜后，将２０例

布病患者和混合血清及随机挑选的布病抗体阳性血清

各１人份，经１∶５０稀释后分别作一抗做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结果见图４。当 Ｏｍｐ２ａ的上样量为５～１０μｇ

时，可出现较为清晰的反应条带，表达重组 Ｏｍｐ２ａ具

有反应原性。

　　

Ｉ　ＳＤＳＰＡＧＥ　ＩＩ　一抗为布病患者混合血清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ＩＩＩ　一抗为布病患者单人份血清的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Ｍ　蛋白分子质

量标准　１～４　重组纯化蛋白上样量分别１．２５、２２．５、５、１０μｇ／孔
图４　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狋显示纯化的犗犿狆２犪蛋白对布病患者血清的识别

Ｉ　ＳＤＳＰＡＧＥ　ＩＩ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ｏｆｍｉｘｅｄｓｅｒｕｍｆｒｏ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ｂｒｕｃｅｌｌｏｓｉｓ　ＩＩＩ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ｅｒｕｍｆｒｏ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ｂｒｕｃｅｌｌｏｓｉｓ　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１－４　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ｒｅｃｏｍ

ｂｉｎ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ｗａｓ１．２５，２２．５，５ａｎｄ１０μｇ／ｌａｎ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犉犻犵．４　犜犺犲狉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狅犳狆狌狉犻犳犻犲犱犗犿狆２犪狆狉狅狋犲犻狀犳狅狉狊犲狉狌犿

狅犳狋犺犲犫狉狌犮犲犾犾狅狊犻狊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犫狔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狋

５　重组犗犿狆２犪的交叉反应原性鉴定

将不同浓度的纯化Ｏｍｐ２ａ蛋白经ＳＤＳＰＡＧＥ然

后以ＣＥ和 ＨＳＶ感染者混合血清作１∶５０稀释后为

一抗进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见图５。不同浓度的纯化

重组Ｏｍｐ２ａ蛋白均不被ＣＥ和 ＨＳＶ感染者血清识

别。

　　

Ｉ　一抗为ＣＥ感染混合血清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ＩＩ　一抗为 ＨＳＶ感

染混合血清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Ｍ　蛋白分子质量标准　１～４　重组纯

化蛋白上样量分别１．２５、２２．５、５、１０μｇ／孔
图５　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狋检测纯化的重组犗犿狆２犪蛋白对包虫病与

单纯疱疹患者血清交叉反应性

Ｉ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ｏｆｍｉｘｅｄＣ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ｓｅｒｕｍ　ＩＩ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ｏｆ

ｍｉｘｅｄＨＳ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ｓｅｒｕｍ　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１－４　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

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ｗａｓ１．２５，２２．５，５ａｎｄ１０μｇ／ｈｏｌｅ，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犉犻犵．５　犚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狅犳狆狌狉犻犳犻犲犱犗犿狆２犪狆狉狅狋犲犻狀犳狅狉狊犲狉狌犿

狅犳狋犺犲犆犈犪狀犱犎犛犞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犫狔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狋

讨　论

布病呈全球性广泛流行，建立特异、敏感的诊断方

法对于布病的防治至关重要。虎红平板凝集试验

（ＲＢＰＴ）是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诊断方法，具有价格

便宜，检测快速等特点，但也存在抗原标准化生产困

难，结果判定受人为因素影响及易与小肠耶尔森氏菌

等革兰氏阴性菌出现交叉反应等问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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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布病诊断抗原的研究主要包括脂多糖

（ＬＰＳ）和外膜蛋白的提取和表达等方面。布菌外膜蛋

白有３个家族，分别为 Ｏｍｐ２家族，ＯｍＰ２５／Ｏｍｐ３１

家族和其余膜蛋白，多数家族外膜蛋白均具有较强的

免疫原性，可用于布病诊断［１２］。Ｏｍｐ２基因具有布鲁

氏菌属特异性，基因组内存在两个亲缘关系较近的

Ｏｍｐ２ａ和Ｏｍｐ２ｂ基因，布鲁氏菌不同种株之间，二者

高度同源［１３－１５］。本研究选择布鲁氏菌 Ｏｍｐ２ａ基因，

利用大肠埃希菌原核表达系统成功表达了高浓度的

ｒＯｍｐ２ａ蛋白。该蛋白不可溶，主要以包涵体形式存

在于沉淀中，纯化后做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试验，证实该蛋白

可被布病抗体血清识别，而不与ＣＥ及ＨＳＶ感染者血

清反应，表明重组 Ｏｍｐ２ａ蛋白可以作为用作人布病

的诊断抗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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