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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氏迭宫绦虫果糖１，６二磷酸酶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基因克隆及蛋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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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曼氏迭宫绦虫果糖１，６二磷酸酶（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生物学特性，同时对ＳｍＦＢ

Ｐａｓｅ进行基因克隆及蛋白原核表达。　方法　通过ＮＣＢＩ网站对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基因序列进行开放阅读框分析和核苷酸序

列同源性分析。通过ＥｘＰＡＳｙ网站预测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理化性质、结构及表位等特性。构建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重组质

粒，并转化入Ｅ
．ｃｏｌｉ

Ｂ
Ｌ２１（ＤＥ３）菌株，用异丙基βＤ硫代半乳糖苷对其诱导表达，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进行鉴定。　结果　

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由３３７个氨基酸组成，无信号肽、无跨膜区，理论相对分子质量约３７×１０
３，为稳定胞内蛋白。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氨

基酸序列与人ＦＢＰａｓｅ的氨基酸序列一致性为６１．７７％，且进化树中两者亲缘性较远，该蛋白含有１３个Ｂ细胞表位。

ＰＣＲ、双酶切鉴定及测序分析，证明重组质粒构建成功。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显示重组质粒转化ＢＬ２１后成功诱导表达ＳｍＦＢ

Ｐａｓｅ蛋白。　结论　生物信息学分析ＳｍＦＢＰａｓｅ是一个具有潜在研究价值的药物靶点，原核表达的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具有反

应原性，为研究其糖代谢规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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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氏迭宫绦虫（犛狆犻狉狅犿犲狋狉犪犿犪狀狊狅狀犻，Ｓｍ）为假

叶目、裂头科，迭宫属［１］。曼氏迭宫绦虫的终宿主为犬

和猫［１－３］，第一中间宿主为剑水蚤，第二中间宿主为青

蛙、蛇。成虫主要寄生于终宿主小肠内，偶可寄生于人

体。其幼虫曼氏裂头蚴（犛狆犪狉犵犪狀狌犿 犿犪狀狊狅狀犻）寄生

于人体，引起曼氏裂头蚴病［２］。该病是一种流行广泛

的食物源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其感染方式以在患处

敷贴生蛙肉、食用未经处理的蛙肉以及饮用被污染的

生水等［４－５］最为常见。曼氏裂头蚴可致皮下或肌肉裂

头蚴病，同时可侵犯脑部、眼部、脊髓［６］等多种组织器

官，可导致瘫痪、失明乃至死亡［６］的风险。曼氏裂头蚴

病在全世界范围内均有报道，流行地区以东亚以及东

南亚地区为主。在我国，该病的主要疫源地多集中于

南方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有报道的裂头蚴病有

１４００多例，其中我国逾千例
［３，７］。

果糖１，６二磷酸酶（ＦＢＰａｓｅ）为糖异生反应的关

键酶，广泛存在于动植物、细菌、真菌［８］。ＦＢＰａｓｅ与磷

酸果糖激酶 （ｐｈｏｓｐｈｏｆｒｕｃｔｏｋｉｎａｓｅ，ＰＦＫ）在１，６二磷

酸果糖（ｆｒｕｃｔｏｓｅ１，６ｄ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ＦＤＰ）和６磷酸果

糖（ｆｒｕｃｔｏｓｅ６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Ｆ６Ｐ）的转化中起重要的调

控作用［９］，该转化过程是体内碳素代谢调控的关键步

骤［１０－１２］。本研究从曼氏裂头蚴中提取 ＲＮＡ并逆转

录成ｃＤＮＡ，然后调取ＳｍＦＢＰａｓｅ核苷酸序列进行基

因克隆，表达重组蛋白，为研究其生物学功能效应以及

在疾病诊断和药物治疗等多方面的应用奠定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文库　曼氏迭宫绦虫ｃＤＮＡ全长基因核苷酸序

列由海南医学院热带医学与检验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

研室提供。

１．２　表达载体质粒与菌株　ｐＥＴ２８α（＋）为Ｋａｎ抗

性的全长５３６９ｂｐ的原核表达载体，Ｈｉｓ标签位于其

序列两端，由中山大学寄生虫学教研室提供。菌株犈．

犮狅犾犻ＤＨ５α及ＢＬ２１（ＤＥ３）购于天根生化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１．３　主要试剂 　Ｙｅａｓ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ＮａＣｌ，Ｔｒｙｐｔｏｎｅ，

ＴｒｉｓｅＢａｓｅ购自ＯＸＯＩＤ（英国）公司；Ｔ４ＤＮＡｌｉｇａｓｅ，

ＤＮＡｌｉｇａｓｅｂｕｆｆｅｒ，限制性核酸内切酶ＸｈｏＩ和 Ｈｉｎｄ

ＩＩＩ以及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购自 Ｔｈｅｒｍｏ（美国）公司；

ＧｏｌｄＶｉｅｗ核酸染料，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ＰＣＲ缓冲液

和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２０００，ＤＬ１５０００）购自宝生物工程

（大连）有限公司；质粒小提试剂盒，琼脂糖凝胶ＤＮＡ

纯化试剂盒购自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Ｉｓｏ

ｐｒｏｐｙｌβＤＴｈｉｏｇａｌａｃｔｏｓｉｄｅ（ＩＰＴＧ）购自美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咪唑、脱脂奶粉试剂购自北京Ｓｌｏａｒｂｉｏ公司；Ｎｉ

ＮＴＡＲｅｓｉｎ购自美国Ｎｏｖａｇｅｎ公司；Ｈｉｓ小鼠单抗和

ＨＲＰ标记小鼠ＩｇＧ购自美国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ｅｃｈＧｒｏｕｐ公

司。

２　方法

２．１　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全长基因的识别　从曼氏迭宫绦虫

成虫基因组文库中调取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序列，通过 ＮＣＢＩ

网 站 中 的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ＢＬＡＳＴｘ程序，比对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基因序列预测编码的

氨基酸序列和ＧｅｎｅＢａｎｋ中的同源氨基酸序列。利用

ＶｅｃｔｏｒＮＴＩｓｕｉｔｅ中的ＯＲＦＦｉｎｄｅｒ软件对ＳｍＦＢＰａｓｅ

基因的开放阅读框（ＯＲＦ）进行预测分析。

２．２　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利用 Ｐｒｏｔ

Ｐａｒａｍ对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理化性质进行预测，如氨基酸

组成、等电点、分子质量，以及在酵母及哺乳动物细胞

中的半衰期等；利用ＳｉｇｎａｌＰ分析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序列中

的分泌信号肽。利用ＰｒｅｄｉｃｔＰｒｏｔｅｉｎ对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序

列中跨膜区和空间结构进行预测分析；利用ＳＷＩＳＳ

ＭＯＤＥＬ预测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三维空间构象模型。在线

分析软件（ｈｔｔｐ：／／ｔｏｏｌｓ．ｉｍｍｕｎｅｅｐｉｔｏｐｅ．ｏｒｇ／ｔｏｏｌｓ）分

析ＳｍＦＢＰａｓｅ中可能存在的Ｂ细胞线性表位。

２．３　分子进化分析　通过ＶｅｃｔｏｒＮＴＩＳｕｉｔｅ８软件包

中的 ＡｌｉｇｎＸ程序对比分析ＳｍＦＢＰａｓｅ与 ＧｅｎｅＢａｎｋ

中不同物种的同源ＦＢＰａｓｅ序列，构建ＦＢＰａｓｅ的分子

进化树并进行分析。

２．４　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基因扩增

２．４．１　引物设计与合成　根据从曼氏迭宫绦虫ｃＤ

ＮＡ文库中选取的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基因序列设计特异性引

物。上 游 引 物：５＇ＣＡＡＧＣＴＴＡＴＧＧＡＴＴＧＴＴＴ

ＧＡＣＣＣＴＧＡＣＧ３＇（下划线部分为 ＨｉｎｄＩＩＩ的酶切位

点）；下游引物：５＇ＣＣＣＴＣＧＡＧＴＴＧＡＴＴＧＡＴＧＡＡＴ

ＧＡＧＡＧ３＇（下划线部分为ＸｈｏＩ的酶切位点）。引物

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合成。

２．４．２　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基因功能片段的扩增　以曼氏迭

宫绦虫ｃＤＮＡ为模板ＰＣＲ，扩增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基因功能

片段。反应体系（５０μｌ）：ｃＤＮＡ模板２．０μｌ，上游引物

２．０μｌ，下游引物２．０μｌ，Ｔａｑ酶混合物２５．０μ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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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ｄＨ２Ｏ１９．０μｌ。ＰＣＲ扩增反应条件：９４℃５ｍｉｎ；９４

℃４５ｓ，５５℃５０ｓ，７２℃４５ｓ，共３５个循环；７２℃１０

ｍｉｎ。

２．５　ＰＣＲ扩增产物回收和纯化　利用１％琼脂糖凝

胶和ＤＮＡ胶纯化试剂盒纯化回收ＰＣＲ扩增产物，按

试剂盒的说明操作。

２．６　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基因的功能片段原核克隆　用限制

性核酸内切酶ＸｈｏＩ和 ＨｉｎｄＩＩＩ对纯化的ＰＣＲ产物

和载体ｐＥＴ２８α（＋）分别进行双酶切。反应体系（２０

μｌ）：载体或ＰＣＲ回收产物６μｌ，１０×Ｂｕｆｆｅｒ２μｌ，Ｘｈｏ

Ｉ１μｌ，ＨｉｎｄＩＩＩ１μｌ，ｄｄＨ２Ｏ１０μｌ。将酶切后的ＰＣＲ

产物与载体ｐＥＴ２８α（＋）利用琼脂糖凝胶进行电泳，

并利用ＤＮＡ胶纯化试剂盒进行纯化，在连接反应体

系（２０μｌ）中，以摩尔比１∶３的比例加入纯化的ＰＣＲ

产物和ｐＥＴ２８α（＋）载体，同时加入酶反应缓冲液２

μｌ，Ｔ４ＤＮＡ连接酶１μｌ，用去离子水补足至２０μｌ。

在Ｔ４ＤＮＡｌｉｇａｓｅ作用下，室温反应２ｈ。将犈．犮狅犻犾

ＤＨ５α感受态冰浴融化，加入上述连接产物２０μｌ，冰

浴３０ｍｉｎ，热休克（４２℃水浴）９０ｓ；冰浴稳定５ｍｉｎ，

加入３７℃预热的ＬＢ液体培养基，３７℃、１５０ｒ／ｍｉｎ

摇床培养９０ｍｉｎ，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２０ｃｍ）离心

７ｍｉｎ，弃去上清，取沉淀菌液混匀平铺在含有０．１％

卡那霉素的ＬＢ固体培养基平板中，３７℃培养箱中培

养过夜。

２．７　重组质粒的鉴定　 随机挑取筛选培养基上的阳

性克隆的单菌落接种于 ＬＢ液体培养基（含０．１％

Ｋａｎ）中，３７℃、２５０ｒ／ｍｉｎ，摇菌１２ｈ，进行菌液ＰＣＲ

鉴定。选取阳性克隆菌接二代菌扩大培养，次日提取

质粒进行双酶切鉴定并测序。

２．８　ＳｍＦＢＰａｓｅ蛋白的原核表达　将重组质粒ｐＥＴ

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转化入犈．犮狅犻犾ＢＬ２１（ＤＥ３）中。利用

不同终浓度的ＩＰＴＧ（终浓度１ｍｍｏｌ／Ｌ、０．５ｍｍｏｌ／

Ｌ），分别在２８℃、３７℃条件下对重组质粒进行诱导，

于诱导０、３、５、７ｈ取样１ｍｌ。进行１２％ＳＤＳＰＡＧＥ

电泳检测，试验设空载体为对照。

２．９　重组蛋白做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鉴定　将电泳后的凝

胶浸泡于转移液中５ｍｉｎ。将ＰＶＤＦ膜依次浸泡于

１００％甲醇１５ｓ，ｄｄＨ２Ｏ５ｍｉｎ。在冰浴条件下１００Ｖ

恒压电转移１ｈ，用５％脱脂奶粉４℃封闭过夜，用

ＰＢＳＴ溶液振荡洗涤膜５次，每次５ｍｉｎ。加入１∶１５

０００稀释 Ｈｉｓ一抗（１％ＢＳＡＰＢＳ），室温孵育２ｈ，

ＰＢＳＴ洗涤５次，每次５ｍｉｎ；加入１％ＢＳＡＰＢＳ１∶２０

０００稀释的 ＨＲＰ标记小鼠二抗，室温孵育２ｈ，ＰＢＳＴ

洗涤５次，每次５ｍｉｎ；在黑暗环境下，利用ＥＣＬ化学

发光法显色，观察记录并保存结果。

结　果

１　犛犿犉犅犘犪狊犲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分析

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基因的开放阅读框为１０１１ｂｐ，共编

码３３７个氨基酸。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基因序列与华支睾吸虫

的ＦＢＰａｓｅ基因的序列一致性较高，为７０．６９％；与人、

大鼠ＦＢＰａｓｅ的序列的一致性分别为６１．７７％和６２．

０５％。

２　蛋白质的理化性质

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ｐＩ值为６．０２，理论相对分子质量为

３６．９×１０
３，略偏酸性。在Ｅ．ｃｏｌｉ体内培养时，其半衰

期大于１０ｈ。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在溶液中的不稳定指数为

３２．６１，因此在溶液中较为稳定且具有良好的亲水性。

３　分泌信号肽分析

ＳｍＦＢＰａｓｅ氨基酸序列中无信号肽（图１）。Ｓｅ

ｃｒｅｔｏｍｅＰ分析ＳｍＦＢＰａｓｅ蛋白质亦不通过非经典途

径进行分泌。

　　

图１　犛犿犉犅犘犪狊犲经典途径分泌信号肽序列分析

犉犻犵．１　犛犲狇狌犲狀犮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狊犻犵狀犪犾狆犲狆狋犻犱犲狊犲犮狉犲狋犲犱犫狔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犻犮犪犾狆犪狋犺狑犪狔狅犳犛犿犉犅犘犪狊犲

４　犛犿犉犅犘犪狊犲的二级结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软件分析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结构中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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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Ｈ）、β折叠（Ｅ）以及无规则卷曲（Ｌ）分别占３２．

８５％、２２．９２％和４５．２４％的占比。

５　犛犿犉犅犘犪狊犲跨膜区

利用ＴＭＨＭＭＳｅｒｖｅｒｖ．２．０软件预测ＳｍＦＢＰａｓｅ

的跨膜区域，结果见图２。ＳｍＦＢＰａｓｅ无跨膜区。

　　

图２　犛犿犉犅犘犪狊犲跨膜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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狉犲犵犻狅狀狅犳犛犿犉犅犘犪狊犲

６　犅细胞表位

Ｂ细胞线性表位分析结果如图３。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共

含有１３个Ｂ细胞线性表位，其相应表位的氨基酸序

列见表１。

　　

图３　犛犿犉犅犘犪狊犲犅细胞表位预测

犉犻犵．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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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犿犉犅犘犪狊犲

表１　犛犿犉犅犘犪狊犲中犅细胞表位对应的氨基酸序列

犜犪犫犾犲１　犃犿犻狀狅犪犮犻犱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犮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狋狅犅犮犲犾犾犲狆犻狋狅狆犲

犻狀犛犿犉犅犘犪狊犲

Ｎｏ．
序号

Ｓｔａｒｔ
起始氨基酸

Ｅｎｄ
终止氨基酸

Ｐｅｐｔｉｄｅ
多肽序列

Ｌｅｎｇｔｈ
长度

１ １ ６ ＭＧＥＮＳＦ ６

２ ２２ ３０ ＡＫＹＰＥＡＴＧＥ ９

３ ６３ ７１ ＲＳＮＶＱＧＥＥＶ ９

４ １０１ １１３ ＥＥＩＶＱＶＥＰＤＫＱＧＫ １３

５ １２０ １２６ ＰＬＤＧＳＳＮ ７

６ １４４ １４８ ＧＶＤＲＫ ５

７ １８４ １８８ ＧＶＮＧＦ ５

８ ２０４ ２０７ ＩＫＩＰ ４

９ ２３５ ２４５ ＫＦＰＫＳＧＫＰＹＱＡ １１

１０ ２７１ ２７５ ＫＧＶＰＳ ５

１１ ２９５ ３０１ ＧＧＭＡＳＮＧ ７

１２ ３１１ ３１４ ＲＱＩＨ ４

１３ ３２０ ３２８ ＹＬＧＳＰＥＤＶＱ ９

７　犛犿犉犅犘犪狊犲蛋白的三维结构

利用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通过比对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蛋白结

构与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中已知的蛋白质空间结构，得

到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三维结构模拟图。同时将ＡＭＰ配体

位点、蛋白质活性中心和金属离子配体位点标示，结果

如图４所示。

８　分子进化分析

将已知的其他物种的 ＦＢＰａｓｅ，包括人 ＦＢＰａｓｅ

（ＮＰ＿０００４９８．２），褐家鼠ＦＢＰａｓｅ（ＮＰ＿４４６１６８．１），黑

猩猩ＦＢＰａｓｅ（ＸＰ＿５２０７１７．２），细粒棘球绦虫ＦＢＰａｓｅ

（ＸＰ ＿０２４３４９１９６．１），十 二 指 肠 钩 虫 ＦＢＰａｓｅ

（ＫＩＨ６２９９８．１），肝片吸虫ＦＢＰａｓｅ（ＰＩＳ８３０４８．１），曲霉

ＦＢＰａｓｅ（ＶＤＨ０５９６１．１），脑 膜 炎 奈 瑟 菌 ＦＢＰａｓｅ

（ＥＧＣ５９０００．１）等与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氨基酸序列进行多

序列对比，显示ＳｍＦＢＰａｓｅ与棘球绦虫ＦＢＰａｓｅ、膜壳

绦虫ＦＢＰａｓｅ亲缘性关系较近，与吸虫也有较好的亲

缘性；ＳｍＦＢＰａｓｅ与人、猩猩、鼠等哺乳类的ＦＢＰａｓｅ亲

缘性较远，与细菌、真菌类的亲缘性较远（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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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　分别表示同源四聚体四条序列的起始点　Ｅ　ＡＭＰ配体位点　Ｆ　Ｆ６Ｐ配体位点　Ｇ　金属离子配体位点

图４　犛犿犉犅犘犪狊犲预测蛋白质三维结构模型

ＡＤ　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ｆｏｕ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ｈｏｍｏｌｏｇｏｕｓｔｅｔｒａｍｅｒｓ　Ｅ　ＡＭＰｌｉｇａｎｄｓｉｔｅｓ　Ｆ　Ｆ６Ｐｌｉｇａｎｄｓｉｔｅｓ　Ｇ　ｍｅｔａｌｉｏｎｌｉｇａｎｄｓｉｔｅｓ

犉犻犵．４　犜犺狉犲犲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狅犳犛犿犉犅犘犪狊犲

　　

图５　犛犿犉犅犘犪狊犲分子进化树

犉犻犵．５　犜犺犲犿狅犾犲犮狌犾犪狉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犪狉狔狋狉犲犲狅犳犛犿犉犅犘犪狊犲

９　目的基因片段的犘犆犚扩增

根据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功能域片段设计特异性引物，

扩增得到特异性片段，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其分子

质量，与理论预测值为９８１ｂｐ相一致（图６），ＳｍＦＢ

Ｐａｓｅ基因功能域片段扩增成功。

１０　重组质粒的构建及鉴定

目的基因ＰＣＲ产物酶切后构建重组质粒ｐＥＴ

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该质粒利用限制性核酸内切酶进行

双酶切，得到一条略大于１０００ｂｐ的基因片段和一条

大小与载体ｐＥＴ２８α（＋）相当的基因片段（图７），

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构建正确。

　　

Ｍ　ＤＮＡ标志物（ＤＬ２０００）　１　ＰＣＲ扩增产物
图６　犛犿犉犅犘犪狊犲基因犘犆犚扩增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２０００）　１　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犉犻犵．６　犘犆犚犪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犿犉犅犘犪狊犲

·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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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１　ＤＮＡ标志物（ＤＬ２０００）　１　阳性单克隆菌液ＰＣＲ产物　２

　ｐＥＴ２８α（＋）载体　３　重组质粒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　４　重组质
粒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双酶切　Ｍ２　ＤＮＡ标志物（ＤＬ１５０００）

图７　重组质粒狆犈犜２８α犉犅犘犪狊犲的双酶切鉴定

Ｍ１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２０００）　１　Ｔｈｅ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ｍｏｎｏ
ｃｌｏｎ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ｑｕｉｄ　２　ｐＥＴ２８α（＋）Ｖｅｃｔｏｒ　３　Ｔｈ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ｐｌａｓｍｉｄ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　４　Ｔｈ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ｐｌａｓｍｉｄｐＥＴ
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ｗａｓｄｉｇｅｓｔｅｄｂｙｄｏｕｂｌｅｅｎｚｙｍｅＭ２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ＤＬ１５０００）

犉犻犵．７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狆犾犪狊犿犻犱狆犈犜２８α犛犿犉犅犘犪狊犲

犫狔犱狅狌犫犾犲犲狀狕狔犿犲犱犻犵犲狊狋犻狅狀

　　

Ｍ　蛋白分子质量标准１未经诱导的ｐＥＴ２８α（＋）空载体　２　经

ＩＰＴＧ诱导的ｐＥＴ２８α（＋）空载体　３　未诱的重组质粒ｐＥＴ２８α
ＳｍＦＢＰａｓｅ　４　２８℃诱导３ｈ的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重组质粒　５　

２８℃诱导５ｈ的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重组质粒　６　２８℃诱导７ｈ的

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重组质粒　７　３７℃诱导３ｈ的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

Ｐａｓｅｅ重组质粒　８　３７℃诱导５ｈ的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重组质粒　
９　３７℃诱导７ｈ的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重组质粒

图８　重组犛犿犉犅犘犪狊犲蛋白在不同条件下诱导表达产物的

犛犇犛犘犃犌犈分析

Ｍ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　Ｔｈｅｕ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ＥＴ２８α（＋）　２　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２８α（＋）　３　Ｔｈｅｕ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ｅｃｏｍｂｉ
ｎａｎｔｐｌａｓｍｉｄｏｆ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　４　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ｐｌａｓｍｉｄｏｆ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ｆｏｒ３ｈａｔ２８℃　５　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ｐｌａｓｍｉｄｏｆ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ｆｏｒ５ｈａｔ２８℃　６　Ｔｈｅｉｎ

ｄｕｃｅｄ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ｐｌａｓｍｉｄｏｆ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ｆｏｒ７ｈａｔ２８℃　７

　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ｐｌａｓｍｉｄｏｆ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ｆｏｒ３ｈａｔ３７

℃　８　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ｐｌａｓｍｉｄｏｆ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ｆｏｒ５

ｈａｔ３７℃　９　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ｐｌａｓｍｉｄｏｆ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

Ｐａｓｅｆｏｒ７ｈａｔ３７℃

犉犻犵．８　犜犺犲犛犇犛狆犪犵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犛犿犉犅犘犪狊犲

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１１　重组蛋白的表达

重组质粒转染ＢＬ２１（ＤＥ３）后分别在不同时间和

温度下诱导表达，表达产物用１２％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鉴

定，结果如图８。在２８℃和３７℃诱导，均获得３７×

１０
３ 的重组蛋白，其分子质量与预测的ＳｍＦＢＰａｓｅ蛋

白质分子质量一致。在上述条件下，最佳诱导条件为

３７℃下诱导７ｈ。

１２　重组蛋白的 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狋鉴定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显示，重组蛋白被 Ｈｉｓ单克隆抗体

识别，反应条带位于３４×１０
３
～４３×１０

３ 处，与预期一

致（图９）。

　　

Ｍ　蛋白分子质量标准　１　诱导的空载ｐＥＴ２８α大肠埃希菌对

照　２　重组菌３７℃诱导５ｈ表达产物与 Ｈｉｓ一抗反应条带

图９　犛犿犉犅犘犪狊犲的 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狋鉴定

Ｍ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　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ＥＴ

２８α（＋）ｗａｓｒｅａ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ｔｉＨｉｓｍｏｕｓｅｓｅｒｕｍ　２　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ｐＥＴ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ｆｏｒ５ｈａｔ３７℃ ｗａｓｒｅａ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ｔｉ

Ｈｉｓｍｏｕｓｅｓｅｒｕｍ

犉犻犵．９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犿犉犅犘犪狊犲犫狔狑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狋

讨　论

利用ＮＣＢＩ和ＥｘＰＡＳｙ等相关的在线生物信息学

分析软件预测ＳｍＦＢＰａｓｅ潜在的生物学特征，结果显

示其基因序列全长１０１１ｂｐ，编码３３７个氨基酸，理论

相对分子质量约３６．９×１０
３，等电点（ｐＩ）约６．０２。在

蛋白质空间结构中α螺旋和β折叠的形成需要较高的

化学键键能，在维持蛋白质三维空间结构的稳定性上

发挥支撑作用。无规则卷曲所形成的二级结构相较于

前两者而言较为松散，更易于发生变形，有利于与抗体

相结合，可能成为抗原的结合位点［１３－１４］。本文研究通

过Ｐｒｅｄｉｃｔｐｒｏｔｅｉｎ预测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二级结构，α螺旋

（Ｈ）、β折叠（Ｅ）以及无规则卷曲（Ｌ）分别占３１．８５％、

２２．９２％和４５．２４％，三者所占比相当，说明该蛋白不

仅稳定性好，且也利于功能的发挥。

ＦＢＰａｓｅ在糖异生途经中将ＦＤＰ转化为Ｆ６Ｐ的

酶［１２，１５］。在大多数生物体中发现ＦＢＰａｓｅ参与多种不

同的代谢途径。在该蛋白质的预测氨基酸序列中，共

含有９个激活位点、６个金属离子结合位点以及９个

ＡＭＰ结合位点。相关文献报道ＦＢＰａｓｅ需要金属离

子来的催化（Ｍｇ
２＋和 Ｍｎ

２＋效果最佳），而Ｌｉ
＋可以有

效地抑制ＦＢＰａｓｅ
［１５－１７］。ＦＢＰａｓｅ在正常生理条件下

可处于两种状态：激活状态（Ｒ状态）和失活状态（Ｔ状

态）。ＦＢＰａｓｅ处于何种生理状态，主要取决于其不同

配体的相对浓度。金属离子（Ｍｇ
２＋）和ＦＤＰ等配体能

稳定ＦＢＰａｓｅ的激活构象，而 ＡＭＰ与ＦＢＰａｓｅ形成复

合物为失活构象，即活性抑制［１６－１８］。ＦＢＰａｓｅ有两种

内源性生理抑制剂，一种是底物ＦＤＰ的类似物，竞争

性的结合激活位点，抑制ＦＢＰａｓｅ活性；另一种是结合

ＦＢＰａｓｅ的ＡＭＰ变构位点，可使ＦＢＰａｓｅ处于失活状

·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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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１９－２０］。

ＰＣＲ、双酶切及测序结果分析表明重组质粒ｐＥＴ

２８αＳｍＦＢＰａｓｅ构建正确。ｐＥＴ２８ａＳｍＦＢＰａｓｅ转化

导入ＢＬ２１（ＤＥ３），利用ＩＰＴＧ诱导其表达，利用 Ｈｉｓ

标签树脂纯化表达的重组蛋白，然而未得到目的蛋白

质，但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验证所表达的蛋白质为ＳｍＦＢ

Ｐａｓｅ。其可能的原因主要是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二级结构是

以无规则卷曲为主，三维空间模型结构预测，ＳｍＦＢ

Ｐａｓｅ为同源四聚体，其各条序列的起始位置均位于蛋

白质结构内部，也即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头端的 Ｈｉｓ标签被包

埋于蛋白质结构内部，而导致无法与树脂结合或结合

量较少，最终导致重组蛋白不能通过 Ｈｉｓ标签树脂进

行纯化。

在对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氨基酸序列进行分析，其与人

源的ＦＢＰａｓｅ序列一致性不高，并且在分子进化树中

两者亲缘性较远。预测ＳｍＦＢＰａｓｅ序列中含有１３个

Ｂ细胞线性表位，可能为疫苗研究的潜在靶点。预测

该蛋白无信号肽并且不含有跨膜区，提示其为胞内蛋

白，作为糖异生途径中的关键代谢酶，该特性有利于发

挥能量代谢催化作用。该蛋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药物

靶标，有望成为开展寄生虫的能量代谢阻断相关研究

的重要分子。本研究成功表达ＳｍＦＢＰａｓｅ蛋白，为深

入了解ＳｍＦＢＰａｓｅ的结构、功能及其在虫体生长发育

过程中糖代谢的规律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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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５－９．

［７］　杨祖婷，陈立强，符瑞佳，等．曼氏迭宫绦虫亮氨酸氨基肽酶

（ＳｍＬＡＰ）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克隆及表达［Ｊ］．中国病原生物学

杂志，２０１６，１１（１１）：１００４－９．

［８］　王锐，肖青，桂建芳．银鲫果糖１，６二磷酸酶的分子克隆与表达

分析［Ｊ］．水生生物学报，２０１０，３４（６）：１１３０－５．

［９］　郭飞波，杨勇．果糖１，６二磷酸酶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对预

后的预测价值［Ｊ］．现代医学，２０１７，４５（３）：３３４－９．

［１０］　胡建广，徐是雄，黄柄权，等．水稻果糖６磷酸２激酶／果糖２，

６二磷酸酶基因克隆、功能分析及异源表达研究［Ｃ］．中国科协青

年学术年会，２００４．

［１１］　ＭａｒｃｕｓＦ，ＨａｒｒｓｃｈＰＢ．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ｐｉｎａｃｈｃｈｌｏｒｏ

ｐｌａｓｔｆｒｕｃｔｏｓｅ１，６ｂｉ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Ｊ］．Ａｒｃ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Ｂｉｏｐｈｙｓ，

１９９０，２７９（１）：１５１－７．

［１２］　ＭａｒｃｕｓＦ，ＧｏｎｔｅｒｏＢ，ＨａｒｒｓｃｈＰＢ，ｅｔ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ｈｏｍｏｌｏｇｙａｍｏｎｇｆｒｕｃｔｏｓｅ１，６ｂｉ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ｓ［Ｊ］．ＢｉｏｃｈｅｍＢｉｏ

ｐｈｙｓＲ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１９８６，１３５（２）：３７４－８１．

［１３］　江涛，马立安，赵俊龙．弓形虫 ＭＩＣ３蛋白质的二级结构及Ｂ细

胞抗原表位预测［Ｊ］．长江大学学报Ｃ（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４

（１）：１－４．

［１４］　王新军，吴海玮，张兆松，等．应用因特网对ＳＡＲＳ病毒 Ｍ 蛋

白Ｂ细胞抗原表位的预测［Ｊ］．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３，２３（６）：５５８－６１．

［１５］　ＹｏｒｋＪＤ，ＰｏｎｄｅｒＪＷ，ＭａｊｅｒｕｓＰＷ．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ｔａｌ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ｉ（＋）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ｍｏｎｏ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ａｍｉｌｙ

ｂａｓｅｄｕｐｏｎａ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Ｐｒｏｃ

Ｎａｔ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１９９５，９２（１１）：５１４９－５３．

［１６］　ＬｉａｎｇＰ，ＳｕｎＪＦ，Ｈｕ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ｆｒｕｃｔｏｓｅ１，６ｂｉ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ｆｒｏｍ

Ｃｌｏｎｏｒｃｈ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３，４０（７）：

４３７１－８２．

［１７］　ＡｒｃｈＪＲ．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ｔａｒｇｅｔｓｉｎａｎｔｉ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ＨａｎｄｂＥｘｐ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１，（２０３）：２０１－

５５．

［１８］　ＭｅｎｇＹ，ＶáｓｑｕｅｚｖａｌｄｉｖｉｅｓｏＭＧ，ＭｃｎａｅＩＷ，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Ｌｅｉｓｈｍａｎｉａｆｒｕｃｔｏｓｅ１，６ｂｉ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ｒｅｖｅ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ｌｌｏｓｔｅｒｉｃ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Ｊ］．ＪＭｏｌＢｉ

ｏｌ，２０１７，４２９（２０）：３０７５－８９．

［１９］　ＶａｎＰｏｅｌｊｅＰＤ，ＰｏｔｔｅｒＳＣ，ＣｈａｎｄｒａｍｏｕｌｉＶＣ，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ｆｒｕｃｔｏｓｅ１，６ｂｉ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ｒｅｄｕｃｅｓ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ｇｌｕ

ｃｏｓ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ｉｎｚｕｃｋｅｒ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ｆａｔｔｙｒａｔｓ［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２００６，５５（６）：１７４７－５４．

［２０］　ＲａｋｕｓＤ，ＴｉｌｌｍａｎｎＨ，ＷｙｓｏｃｋｉＲ，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ｍｕｔａｎｔｓａｎｄｃｈｉｍｅｒｉｃｆｏｒｍ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ｍｕｓｃｌｅａｎｄｌｉｖｅｒｆｒｕｃ

ｔｏｓｅ１，６ｂｉ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ＭＰ［Ｊ］．ＢｉｏｌＣｈｅｍ，２００３，

３８４（１）：５１－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３２２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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