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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外膜蛋白Ｏｍｐ３１的生物信息学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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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和分析布鲁氏菌外膜蛋白Ｏｍｐ３１的理化性质、信号肽、蛋白结构和抗原表位，

为布鲁斯病基因疫苗的研制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获取 Ｏｍｐ３１的氨基酸序列，运用在线软件Ｐｒｏｔ

ｐａｒａｍ分析Ｏｍｐ３１的理化性质；采用ＳＯＰＭＡ软件预测和分析布鲁氏菌外膜蛋白 Ｏｍｐ３１的二级结构。　结果　利用

在线软件预测布鲁氏菌外膜蛋白Ｏｍｐ３１分子式为Ｃ１１３５Ｈ１７２５Ｎ２９７Ｏ３５４Ｓ４，脂溶性指数为８７．３１，蛋白质的疏水值为６３．２６，

理论ｐＩ值为８．６１，原子总数为４７９００；其氨基酸序列Ｇｌｙ（Ｇ）占１２．９％，Ａｌａ（Ａ）占１１．７％。正电荷残基（Ａｒｇ＋Ｌｙｓ）、负

电荷残基（Ａｓｐ＋Ｇｌｕ）总数分别为１９和２４，其不稳定系数４８．２５。该蛋白为稳定蛋白，亲水性系数 ＧＲＡＶＹ为－０．０９１。

Ｏｍｐ３１无跨膜区域，属于水溶性蛋白，其中无规则卷曲较多，位于蛋白表面。蛋白质中大部分氨基酸可以形成一定的结

构域，抗原性总预测值为０．６３２４。　结论　生物信息学分析鲁氏菌外膜蛋白Ｏｍｐ３１含有多个抗原表位，可能具有免疫

原性，表明该蛋白可作为潜在抗原用于疫苗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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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是一种由胞内寄生的革兰

阴性布鲁氏菌（Ｂｒｕｃｅｌｌａ）感染所致的常见人畜共患病，

常引起家畜的睾丸炎、流产或不孕不育，人感染后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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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状热，临床并发心内膜炎、肝脾肿大、关节病变或骨

髓增生等，以生殖系统疾病为多［１］。布鲁氏菌分６种

（羊布鲁氏菌 、牛布鲁氏菌 、猪布鲁氏菌 、狗布鲁氏菌

、沙林鼠布鲁氏菌和羊附睾布鲁氏菌），其感染呈全球

分布［２］，可引起人、家畜及多种野生动物感染，具有流

行性广、危害重的特点。

膜蛋白在细菌的分化、能量信号传递及物质转运

等活动中起重要作用，是生物膜功能的主要部件［３］。

布鲁氏菌蛋白中以外膜蛋白（Ｏｍｐｓ）、核蛋白 Ｌ７／

Ｌ１２、表面蛋白（ＢＣＳＰ）、胞质结合蛋白（Ｐ３０）等为优势

抗原［４］。布鲁氏菌外膜蛋白免疫性强，这与布鲁氏菌

在巨噬细胞的免疫监控与反应有关。Ｏｍｐ３１家族的

表达转录受ｖｉｒＢ编码的ＩＶ分泌系统的调控
［５］，为布

鲁氏菌毒力相关抗原，是为细菌适应宿主环境的重要

机制。

对布鲁氏菌蛋白 Ｏｍｐ３１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

可以系统了解Ｏｍｐ３１从基因表达到蛋白质结构功能

的相关信息，明确该蛋白的免疫学特性，为深入研究其

在细菌耐药机制中的作用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为开

发更加有效的新型疫苗和新型药物奠定理论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　布鲁氏菌外膜蛋白犗犿狆３１基因及蛋白序列

从ＮＣＢＩ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ｍｎｉｂｕｓ基因数据库

（ＮＣＢＩＧＥＯ）找到布鲁氏菌外膜蛋白 Ｏｍｐ３１基因序

列（登录号：ＧＱ１８４７２９．１）和蛋白序列 （登录号：

ＡＣＳ５０３２８．１）。

２　犗犿狆３１生物信息学分析

２．１　蛋白的理化性质及亲（疏）水性分析　运用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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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Ｏｍｐ３１的理化性质，包括原子组成、正负电荷残基

数、分子质量、理论等电点、分子式、吸光系数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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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ｌ＃１）预测分析布鲁氏菌外膜蛋白Ｏｍｐ３１的亲（疏）

水性。

２．２　蛋白的跨膜区、信号肽分析　分别运用 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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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ｇ？ｉｐｄｂＩｄ＝１ｆｉ６）和 Ｓｉｇｎａｌｐ４．１ｓｅｒｖｅｒ（ｈｔｔｐ：／／

ｗｗｗ．ｅｘｐａｓｙ．ｏｒｇ／ｓｉｔｅｍａｐ．ｈｔｍｌ）软件预测Ｏｍｐ３１

蛋白的跨膜结构域，通过信号肽分析服务器预测其信

号肽序列。

２．３　蛋白的糖基化及磷酸化位点预测　利用 Ｍｏｔｉｆｓ

ｃａ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ＭＨＭ

Ｍ／）分析布鲁氏菌外膜蛋白 Ｏｍｐ３１的蛋白糖基化位

点，利用在线软件ＮｅｔＰｈｏｓ２．０Ｓｅｒｖ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

ｅｘｐａｓｙ．ｏｒｇ／ｔｏｏｌ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分析蛋白的磷酸化位

点。

２．４　蛋白的二级结构预测　进入 ＤＮＡＳｔａｒ中的

Ｐｒｏｔｅａｎ程序，采用 Ｃｈｏｕｆａｓｍａｎ、ＧａｍｉｅｒＲｏｂｓｏｎ方

案预测分析布鲁氏菌外膜蛋白Ｏｍｐ３１的二级结构。

２．５　蛋白质的三级结构预测及建模　利用在线软件

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ｅｔＰｈｏｓ／）预测并建立布鲁氏菌外膜蛋白 Ｏｍｐ３１的

同源三级结构模型。

２．６　Ｂ、Ｔ细胞抗原表位预测　使用ＢｅｐｉＰｒｅｄ１．０（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ｉｓｃｏＴｏｐｅ 和 ｈｔ

ｔｐ：／／ｔｏｏｌｓ．ｉｍｍｕｎｅｅｐｉｔｏｐｅ．ｏｒｇ／ｍｈｃｉ／）预测 Ｏｍｐ３１

蛋白的Ｂ细胞抗原表位；运用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ｍｍｕｎｅｅｐｉｔｏｐｅ．ｏｒｇ／ｔｏｏｌｓ／ｂｃｅｌｌ／ｉｅｄｂ＿ｉｎｐｕｔ和

ｈｔｔｐ：／／ｔｏｏｌｓ．ｉｍｍｕｎｅｅｐｉｔｏｐｅ．ｏｒｇ／ｍｈｃｉ／ｃｂｓ．ｄｔｕ．ｄ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ＢｅｐｉＰｒｅｄ）预测Ｏｍｐ３１的Ｔ细胞抗原表位。

结　果

１　犗犿狆３１的氨基酸序列

Ｏｍｐ３１基因编码蛋白含７２１个氨基酸残基：ａｔｇａ

ａａｔｃｃｇｔａａｔｔｔｔｇｇｃｇｔｃｃａｔｃｇｃｃｇｃｔａｔｇｔｔｃｇｃｃａｃｇｔｃｃｇｃｔａｔｇｇｃｔ

ｇｃｃｇａｃｇｔｇｇｔｔｇｔｔｔｃｔｇａａｃｃｔｔｃｃｇｃｃｃｃｃｔｇｃｔｇｃｔｃｃｔｇｔｔｇａｃａｃｃｔ

ｔｃｔｃｇｔｇｇａｃｃｇｇｃｇｇｃｔａｔａｔｃｇｇｔａｔｃａａｃｇｃｃｇｇｔｔａｃｇｃａｇｇｃｇｇｃａ

ａｇｔｔｃａａｇｃａｔｃｃａｔｔｔｔｃｔａｇｃｔｔｔｇｃａａｇｇａａｇａｃａａｃｇａａｃａｇｇｔｔｔｃｃ

ｇｇｔｔｃｇｃｔｃｇａｃｇｔａａｃａｇｃｔｇｇｃｇｇｃｔｔｃｇｔｃｇｇｔｇｇｔｇｔｔｃａｇｇｃｃｇｇ

ｔｔａｃａａｃｔｇｇｃａｇｃｔｃｇａｃａａｃｇｇｃｇｔｃｇｔｇｃｔｃｇｇｃｇｃｇｇａａａｃｃｇａｃｔ

ｔｃｃａｇｇｇａｔｃｇａｇｃｇｔｔａｃｇｇｇｔｔｃｇａｔｔｔｃａｇｃｃｇｇｔｇｃｃａｇｃｇｇｔｃｔｃｇ

ａａｇｇｃａａａｇｃｔｇａａａｃｃａａｇｇｔｃｇａｇｔｇｇｔｔｃｇｇｃａｃａｇｔｔｃｇｔｇｃｃｃｇｔｃ

ｔｔｇｇｃｔａｃａｃｇｇｃｔａｃｃｇａａｃｇｃｃｔｃａｔｇｇｔｔｔａｔｇｇｔａｃｃｇｇｃｇｇｔｃｔｇｇｃ

ｃｔａｔｇｇｔａａｇｇｔｃａａｇｔｃｔｇｃｇｔｔｃａａｃｃｔｇｇｇｔｇａｔｇａｔｇｃａａｇｔｇｃｃｃｔｇ

ｃａｃａｃｇｔｇｇｔｃｃｇａｃａａｇａｃｇａａａｇｃｔｇｇｃｔｇｇａｃｃｃｔｃｇｇｃｇｃｔｇｇｔｇｃ

ｔｇａａｔａｔｇｃｃａｔｃａａｃａａｃａａｃｔｇｇａｃｇｃｔｃａａｇｔｃｇｇａａｔａｃｃｔｃｔａｃａｃｃ

ｇａｃｃｔｃｇｇｃａａｇｃｇｃａａｃｃｔｃｇｔｃｇａｃｇｔｔｇａｃａａｔａｇｃｔｔｃｃｔｔｇａｇａｇｃ

ａａｇｇｔｃａａｔｔｔｃｃａｃａｃｔｇｔｔｃｇｃｇｔｃｇｇｔｃｔｇａａｃｔａｃａａｇｔｔｃｔａａ。

２　犗犿狆３１的理化性质及亲（疏）水性

ＥＸＰＡＳＹＰＰｒｏｔｅｍｉｃ蛋白质系统分析布鲁氏菌

外膜蛋白Ｏｍｐ３１分子式为Ｃ１１３５Ｈ１７２５Ｎ２９７Ｏ３５４Ｓ４，包含

Ｃ、Ｈ、Ｎ、Ｏ、Ｓ５种元素。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为３５．１５

×１０
５；理论ｐＩ值为８．６１；其原子总数为４７９００；脂溶

性指数为８７．３１，疏水值为６３．２６。氨基酸序列 Ｇｌｙ

（Ｇ）占１２．９％，Ａｌａ（Ａ）占１１．７％，Ｓｅｒ（Ｓ）占８．８％。

正电荷残基（Ａｒｇ＋Ｌｙｓ）／负电荷残基（Ａｓｐ＋Ｇｌｕ）总

数分别为１９和２４。布鲁氏菌外膜蛋白 Ｏｍｐ３１不稳

·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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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系数４８．２５，为稳定蛋白（表１）。Ｏｍｐ３１半衰期为

２６ｈ（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２０ｈ（ｙｅａｓｔ），＞１０ｈ（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

ａ）；消光系数为１６５１８。蛋白质的ＧＲＡＶＹ（ｇｒａｎｄａｖ

ｅｒａｇ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ｐａｔｈｉｃｉｔｙ）值（通常为－２～２），可作为衡

量蛋白质亲、疏水性的一个指标，负值表示蛋白为亲水

蛋白，正值表示为疏水蛋白。总平均亲水性系数

ＧＲＡＶＹ为－０．０９１，属于亲水性蛋白，其中单个氨基

酸的亲水系数最小值（ＭＩＮ）为 －２．３２３，最大值

（ＭＡＸ）为２．６８１（图１）。

３　犗犿狆３１的跨膜结构域与信号肽

布鲁氏菌外膜蛋白 Ｏｍｐ３１无信号肽及跨膜区

域，为水溶性蛋白。采用ＴＭＨＭＭＳｅｒｖｅｒｖ．２．０软件

分析Ｏｍｐ３１跨膜区预测结果见图２。该蛋白有跨膜

区域（３８７５ａａ）。信号肽显示Ｃ、Ｙ、Ｓ的最大值分别为

０．１２３、０．１１８、０．１０２，Ｓｍｅａｎ、Ｄ值分别为０．１２２、０．

１０２，Ｓｉｇｎａ１ｐ４．１ｓｅｒｖｅｒ分析该蛋白存在信号肽。它

的主要作用区域为细胞核，不需要进入其它膜性细胞

器。说明Ｏｍｐ３１不是内在膜蛋白，可能是一个外周

膜蛋白，它与细胞膜间结合蛋白在菌体合成后能特异

性引导至不同膜结构的亚细胞器内或细胞外发挥特定

作用。

表１　布鲁氏菌外膜蛋白犗犿狆３１氨基酸组成

犜犪犫犾犲１　犅狉狌犮犲犾犾犪狅狌狋犲狉犿犲犿犫狉犪狀犲狆狉狅狋犲犻狀犗犿狆３１犪犿犻狀狅犪犮犻犱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氨基酸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Ａｌａ（Ａ） ２８ １１．７

Ａｒｇ（Ｒ） ５ ２．１

Ａｓｎ（Ｎ） １２ ５．０

Ａｓｐ（Ｄ） １３ ５．４

Ｃｙｓ（Ｃ） ０ ０．０

Ｇｌｎ（Ｑ） ４ １．７

Ｇｌｕ（Ｅ） １１ ４．６

Ｇｌｙ（Ｇ） ３１ １２．９

Ｈｉｓ（Ｈ） ３ １．２

Ｉｌｅ（Ｉ） ６ ２．５

Ｌｅｕ（Ｌ） １７ ７．１

Ｌｙｓ（Ｋ） １４ ５．８

Ｍｅｔ（Ｍ） ４ ４．７

Ｐｈｅ（Ｆ） １２ ５．０

Ｐｒｏ（Ｐ） ４ １．７

Ｓｅｒ（Ｓ） ２１ ８．８

Ｔｈｒ（Ｔ） １８ ７．５

Ｔｒｐ（Ｗ） ６ ２．５

Ｔｙｒ（Ｙ） １０ ４．２

Ｖａｌ（Ｖ） ２１ ８．８

Ｐｙｌ（０） ０ ０．０

Ｓｅｃ（Ｕ） ０ ０．０

　　

图１　布鲁氏菌外膜蛋白犗犿狆３１的亲（疏）水性预测

犉犻犵．１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犺狔犱狉狅狆犺犻犾犻犮（狆犺狅犫犻犮）狑犪狋犲狉狊狅犾狌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犅狉狌犮犲犾犾犪狅狌狋犲狉犿犲犿犫狉犪狀犲狆狉狅狋犲犻狀犗犿狆３１

４　犗犿狆３１的糖基化和磷酸化分析

预测布鲁氏菌外膜蛋白 Ｏｍｐ３１的３、８、１５、１６、

２５、２８、３１、３７、３９、４１、４４、５１、６２、７２等氨基酸处为糖基

化位点（图３），并存在１个丝氨酸、１个苏氨酸、２个酪

氨酸磷酸化位点（图４）。

５　犗犿狆３１的二级结构

布鲁氏菌外膜蛋白Ｏｍｐ３１的二级结构中无规则

卷曲（Ｃｃ）占５２．５％（１２６个），延伸链（Ｅｅ）占２６．６７％

（６４个），α螺旋 （Ｈｈ）占１５．４２％（３７个）（图５）。无规

则卷曲结构较多，通常可与配体发生结合，蛋白质中大

部分氨基酸可以形成一定的结构域，因此易产生新的

抗原表位。

·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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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布鲁氏菌外膜蛋白犗犿狆３１的跨膜区预测

犉犻犵．２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狋狉犪狀狊犿犲犿犫狉犪狀犲犱狅犿犪犻狀狊狅犳犅狉狌犮犲犾犾犪狅狌狋犲狉犿犲犿犫狉犪狀犲狆狉狅狋犲犻狀犗犿狆３１

　　

图３　布鲁氏菌外膜蛋白犗犿狆３１的糖基化位点预测

犉犻犵．３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犵犾狔犮狅狊狔犾犪狋犻狅狀狊犻狋犲狊狅犳犅狉狌犮犲犾犾犪狅狌狋犲狉犿犲犿犫狉犪狀犲狆狉狅狋犲犻狀犗犿狆３１

　　

图４　布鲁氏菌外膜蛋白犗犿狆３１的磷酸化位点预测

犉犻犵．４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狆犺狅狊狆犺狅狉狔犾犪狋犻狅狀狊犻狋犲狊狅犳犅狉狌犮犲犾犾犪狅狌狋犲狉犿犲犿犫狉犪狀犲狆狉狅狋犲犻狀犗犿狆３１

６　犗犿狆３１三级结构

布鲁氏菌外膜蛋白Ｏｍｐ３１蛋白质三级结构预测

结果 见 图 ６。与 模 板 相 比，Ｏｍｐ３１ 的 相 似 度 为

５８．４５％。分析 Ｏｍｐ３１蛋白质与同源蛋白质的相似

性波形图显示，其预测值高且稳定，因此预测得到的模

型可以反映出Ｏｍｐ３１的真实高级结构。在线软件的

ＧＭＱＥ（全球性模型质量估测）分值多在０－１之间，

越接近１的部分其质量越高
［９］。布鲁氏菌外膜蛋白

Ｏｍｐ３１的ＧＭＱＥ值为０．３７，建模质量较好，手势向

下（图７）。

７　犅细胞抗原表位

蛋白的Ｂ细胞抗原指数≥１，表面可及性≥１，具

有柔性以及β转角或无规则卷曲结构的氨基酸序列为

抗原表位。Ｏｍｐ３１可能含有１８个Ｂ细胞抗原表位，

如１２６－１３１，１８５－１９１，１８２－２８７，３１２－３１７等。运用

Ｖａｘｉｊｅｎｖ２．０软件预测Ｏｍｐ３１蛋白的抗原性，总预测

值为０．６３２４，可能具有免疫源性。

·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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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布鲁氏菌外膜蛋白犗犿狆３１二级结构预测

犉犻犵．５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犅狉狌犮犲犾犾犪狅狌狋犲狉犿犲犿犫狉犪狀犲狆狉狅狋犲犻狀犗犿狆３１

　　

图６　布鲁氏菌外膜蛋白犗犿狆３１的三级结构预测

犉犻犵．６　犜犲狉狋犻犪狉狔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犅狉狌犮犲犾犾犪狅狌狋犲狉犿犲犿犫狉犪狀犲狆狉狅狋犲犻狀犗犿狆３１犺狅犿狅犾狅犵狔犿狅犱犲犾犻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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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犜细胞抗原表位

应用在线软件ＳＹＦＰＥＩＴＨ 预测 Ｏｍｐ３１蛋白含

有９个限制性 ＣＴＬ表位（ＨＬＡＡ０２：０１限制性

ＣＴＬ表位阈值＞２５）；Ｔ 细胞表位预测含有２２个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４０１辅助性 Ｔ细胞表位（设定阈值为

２６）。

讨　论

布鲁氏菌为胞内生长繁殖细菌，其感染可致患者

长期发热、多汗、关节痛及肝脾肿大等，其６种基因组

有较高的同源性，且不同株间毒力差异显著［６］，引起的

临床症状各不相同，这给其诊治带来困难和挑战。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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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内寄生菌含有多种逃避宿主细胞破坏的免疫防

御机制，导致其在宿主细胞内寄生时间较长且难以被

杀灭。研究发现布鲁氏杆菌能在宿主细胞内长期存

活，与其逃避宿主巨噬细胞抑制其凋亡有关，尤其是外

膜蛋白Ｏｍｐ３１在巨噬细胞感染早期受到ＴＮＦα、Ｃｙｔ

Ａ、Ｂｉｘ、Ｂａｋ２等的多种基因共同调控，从而抑制巨噬

细胞凋亡［７］。

Ｏｍｐ３１为布鲁氏菌外膜蛋白中较为重要的免疫

保护性抗原之一［８］，是一种模孔蛋白，其编码蛋白基因

较为封闭，为生物实验室目前常用的布鲁氏菌鉴定

ＢＡＣＰ３１ＱＴＰＣＲ方法的扩增目的基因，该蛋白被证

实是布鲁氏菌外模的一种血红素结合蛋白，其基因编

码序列与巴尔道通体血红素结合表面蛋白序列的相似

性为３８．２５％
［９］。该蛋白可帮助布鲁氏菌从宿主摄取

生存必须的铁，在布鲁氏菌铁含量较低时上调表达，与

宿主的铁代谢有重要关系［１０］。血红素对铁含量降低

Ｏｍｐ３１作用与华根瘤菌的８５ｋｕ蛋白的 ＨＢＰ较为相

向［１１］。具有免疫原性的３１ｋｕ外膜蛋白利于铁离子

的获取，为重要的保护性表位。

表位存在于抗原表面，能被特异受体识别，从而激

活淋巴细胞，引起免疫应答［１２］。目前尚无有效疫苗预

防布鲁氏菌感染，亟待寻找特异、敏感的抗原表位为布

鲁氏菌感染防治提供理论基础。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

速发展，核酸和蛋白质生物信息学技术变得简便、准

确［１３］。Ｏｍｐ３１的无规则卷曲（Ｃｃ）占５２．５％（１２６

个），延伸链（Ｅｅ）占２６．６７％（６４个）。无规则卷曲多

位于蛋白表面，易与配体结合，蛋白质中大部分氨基酸

可以形成一定的结构域，因此易产生新的抗原表位。

β转角与无规则卷曲易与配体发生结合，是形成

抗原表位的前提条件。Ｏｍｐ３１蛋白理论ｐＩ值为８．

６１，其原子总数为４７９００，脂溶性指数为８７．３１，蛋白

质的疏水值为６３．２６。氨基酸序列Ｇｌｙ（Ｇ）占１２．９％，

Ａｌａ（Ａ）占１１．７％。正电荷残基（Ａｒｇ＋Ｌｙｓ）、负电荷

残基（Ａｓｐ＋Ｇｌｕ）总数分别为１９和２４，不稳定系数＞

４０，属于亲水性蛋白，其中单个氨基酸的亲水系数最小

值（ＭＩＮ）为－２．３２３，最大值（ＭＡＸ）为２．６８１；外膜蛋

白Ｏｍｐ３１的３、８、１５、１６、２５、２８、３１、３７、３９、４１、４４、５１、

６２、７２等处为糖基化位点。表明鲁氏菌外膜蛋白

Ｏｍｐ３１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较强的免疫原性。

Ｏｍｐ３１蛋白有跨膜区域，跨膜区为３８７５ａａ。信

号肽显示Ｃ、Ｙ、Ｓ的最大值分别为０．１２３、０．１１８、０．

１０２，Ｓｍｅａｎ、Ｄ值分别为０．１２２、０．１０２，Ｓｉｇｎａ１ｐ４．１

ｓｅｒｖｅｒ分析该蛋白存在信号肽。它的主要作用区域为

细胞核，不需要进入其它膜性细胞器。说明 Ｏｍｐ３１

不是内在膜蛋白，可能是一个外周膜蛋白，它与细胞膜

间结合蛋白在菌体合成后能特异性引导至不同膜结构

的亚细胞器内或细胞外发挥特定作用。外模蛋白是寄

生虫感染宿主的首要部位，对虫体的生长发育、免疫监

视和逃避机制有重要作用［１４］。生物学信息预测

Ｏｍｐ３１蛋白的转角结构域较多，且多位于蛋白表面，

抗原表位形成较多，有较好的抗原性，可作为潜在的布

鲁氏菌感染抗原候选分子，为研发布病新药靶点及新

型疫苗制备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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