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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分枝杆菌ｍｐｔ５３蛋白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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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应用生物学软件预测结核分枝杆菌Ｒｖ２８７８ｃ基因编码蛋白 ｍｐｔ５３的结构和功能。　方法　从ＮＣＢＩ中

获得Ｒｖ２８７８ｃ基因及其编码序列，通过ＯＲＦＦｉｎｄｅｒ、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ｏｎＥｘｐａｓｙ、ＴＭＨＭＭＳｅｒｖｅｒｖ．２．０、ＳｉｇｎａｌＰ４．

１Ｓｅｒｖｅｒ、ＴａｒｇｅｔＰ１．１Ｓｅｒｖｅｒ、ＮｅｔＰｈｏｓ３．１Ｓｅｒｖｅｒ、ＢＬＡＳＴ、ＳＯＰＭＡ、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ＡＢＣｐｒｅｄ、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ＳＴＲＩＮＧ

等工具预测分析 ｍｐｔ５３蛋白的相关生物学信息。　结果　Ｒｖ２８７８ｃ基因全长为９２２ｂｐ，有８个开放阅读框架，其编码蛋

白 ｍｐｔ５３由１７２个氨基酸组成，等电点５．１９，为含有信号肽的非跨膜蛋白；该蛋白含有２１个磷酸化位点，１个保守域，１８

个（得分≥０．８０）Ｂ细胞抗原表位和８个（得分≥１５）Ｔ细胞抗原表位；二级结构预测 ｍｐｔ５３中α螺旋占３２．５６％，β折叠

占２３．８４％，β转角占７．５６％，无规则卷曲占３６．０５％。富集分析显示该蛋白与氧化还原反应有关。　讨论　生物学信

息分析ｍｐｔ５３蛋白为分泌蛋白，可用于研发结核病血清学诊断试剂。蛋白的二级结构助于氧化折叠，是抗结核药物的潜

在靶点；该蛋白含有有大量潜在的Ｔ、Ｂ细胞抗原表位，是结核病疫苗的候选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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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核病作为呼吸道传染疾病，一直受到极大重视，

然而随着耐药结核分枝杆菌的出现，结核病的控制与

预防成为难题。由于细菌蛋白提取繁琐，分泌蛋白一

直为疾病诊断、治疗及预防的热点研究分子。分泌蛋

白用于诊断的优势在于可从外周血中检测到，降低了

试验成本，可进行批量检测。结核分枝杆菌的ＥＳＡＴ

６蛋白等用于疫苗制备
［１］。结核分枝杆菌分泌蛋白

ｍｐｔ和ｍｐｂ可引起针对结核分枝杆菌的特异性免疫

应答，因 此 具 有 诊 断 价 值，如 ｍｐｔ６４、ｍｐｂ７０ 和

ｍｐｔ６３
［２］。ｍｐｔ５３分子为结核分枝杆菌的分泌蛋白，

本研究通过对ｍｐｔ５３蛋白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

其结构和功能，为研发结核病诊断试剂、抗结核药物及

结核病疫苗提供候选靶标。

材料与方法

１　基因信息

从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ＣＢＩ）获取结核分枝

杆菌的基因组相关信息，其中Ｒｖ２８７８ｃ基因是 ｍｐｔ５３

蛋白的编码基因。

２　生物信息学分析

通过ＮＣＢＩ的ＯＲＦＦｉｎｄｅｒ工具分析Ｒｖ２８７８ｃ基

因的开放阅读框；通过 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 工具预测分析

Ｒｖ２８７８ｃ基因编码 ｍｐｔ５３ 蛋白的理化性质；通过

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ｏｎＥｘｐａｓｙ预测分析 ｍｐｔ５３蛋白的亲水性；

通过ＴＭＨＭＭＳｅｒｖｅｒｖ．２．０预测分析ｍｐｔ５３蛋白跨

膜区；通过ＳｉｇｎａｌＰ４．１Ｓｅｒｖｅｒ预测分析 ｍｐｔ５３蛋白

信号肽；通过ＮｅｔＰｈｏｓ３．１Ｓｅｒｖｅｒ预测分析 ｍｐｔ５３蛋

白磷酸化位点，通过 ＮＣＢＩ中的ＢＬＡＳＴ工具分析预

测ｍｐｔ５３蛋白保守域及同源性；通过ＳＯＰＭＡ 预测分

析ｍｐｔ５３蛋白二级结构，通过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预测

分析 ｍｐｔ５３蛋白三级结构；通过 ＡＢＣｐｒｅｄ预测分析

ｍｐｔ５３蛋白Ｂ细胞抗原表位，通过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预测

分析 ｍｐｔ５３蛋白Ｔ细胞抗原表位；通过ＳＴＲＩＮＧ预

测分析ｍｐｔ５３蛋白的相互作用蛋白及富集分析。

结　果

１　犚狏２８７８犮基因和编码蛋白的基本信息及开放阅读

框

ＮＣＢＩ数据显示，Ｒｖ２８７８ｃ基因（ＩＤ：８８７１８４）编码

蛋白ｍｐｔ５３编号为ＮＰ＿２１７３９４．１，所在的基因组ＮＣ

ＢＩ登录号为 ＮＣ＿０００９６２．３。该基因位于基因组的３

１８８８７６－３１８９３９７位置，全长９２２ｂｐ，共８个开放阅

读框（图１）。

　　

图１　犚狏２８７８犮基因开放阅读框架

犉犻犵．１　犗狆犲狀狉犲犪犱犻狀犵犳狉犪犿犲狅犳犚狏２８７８犮犵犲狀犲

２　犿狆狋５３蛋白的理化性质

ＮＣＢＩ分析 ｍｐｔ５３蛋白氨基酸总数为１７２，含量

居前５位的是丙氨酸（１７．４％）、缬氨酸（９．９％）、亮氨

酸（７．６％）、丝氨酸（７．０％）、苏氨酸（７．０％）。带负电

荷的氨基酸（天冬氨酸、谷氨酸）总数与带正电荷的氨

基酸（精氨酸、赖氨酸）总数分别为１１、１０。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

预测蛋白分子质 量 为 １８．２３５８０ｋｕ，分 子 式 为

Ｃ８２６Ｈ１２６５Ｎ２１７Ｏ２３８Ｓ６，等电点为５．１９，消光系数（２８０

ｎｍ）为３２０９５。蛋白质不稳定指数为２７．１７，为稳定

蛋白。

３　犿狆狋５３蛋白亲水性

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 预 测 ｍｐｔ５３ 蛋 白 亲 水 性 平 均 值

（ＧＲＡＶＹ）为０．３２０，可能为疏水性蛋白。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ｏｎ

Ｅｘｐａｓｙ分析ｍｐｔ５３蛋白可能为疏水性蛋白（图２），其

中第２０位氨基酸亲水性系数最高，为３．４６７；第１６２

位氨基酸亲水性系数最低，为－１．２５６。

·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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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犿狆狋５３蛋白的亲疏水性分析

犉犻犵．２　犎狔犱狉狅狆犺犻犾犻犮犻狋狔狅犳犿狆狋５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４　犿狆狋５３蛋白跨膜区

应用ＴＭＨＭＭＳｅｒｖｅｒｖ．２．０预测 ｍｐｔ５３蛋白

跨膜螺旋数为１（图３），跨膜氨基酸数为２１．０８６８９（＞

１８表示可能为跨膜蛋白或具有信号肽），其中，前６０

个氨基酸中跨膜螺旋的预测氨基酸数为２０．９３４６１，表

明ｍｐｔ５３蛋白可能为含有信号肽的非跨膜区蛋白。

　　

图３　犿狆狋５３蛋白跨膜区分析

犉犻犵．３　犜狉犪狀狊犿犲犿犫狉犪狀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犿狆狋５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５　犿狆狋５３蛋白信号肽

应用ＳｉｇｎａｌＰ４．１Ｓｅｒｖｅｒ预测 ｍｐｔ５３蛋白前１００

个氨基酸，结果显示含有信号肽（图４）。

　　

图４　犿狆狋５３蛋白信号肽预测

犉犻犵．４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犿狆狋５３狆狉狅狋犲犻狀狊犻犵狀犪犾狆犲狆狋犻犱犲

·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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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１００个氨基酸中最大Ｃ评分（指原始切割位点

评分，表示信号肽裂解位点，最大值为剪切后的第一个

氨基酸位置）在第３８位氨基酸，评分为０．４９１；最大Ｓ

评分（指信号肽评分，表示信号肽位置）在第１６位氨基

酸，评分为０．６５６；最大Ｙ评分（指联合切割位点评分，

是Ｃ评分和Ｓ评的几何平均数，可规避多个高Ｓ评分

对结果产生的影响，比Ｃ评分更好的预测裂解位点）

在第３８位氨基酸，评分为０．５１８。可能的信号肽（位

置从第一个氨基酸开始到最大Ｙ评分前的一位）平均

Ｓ评分为０．５５３，可能的信号肽Ｄ评分（平均Ｓ评分和

最大Ｙ评分的加权平均值）为０．５３１。证明 ｍｐｔ５３蛋

白有信号肽，是分泌蛋白，与ＴＭＨＭＭＳｅｒｖｅｒｖ．２．０

预测结果相同。

６　犿狆狋５３蛋白磷酸化位点、保守域及相似序列

采用ＮｅｔＰｈｏｓ３．１Ｓｅｒｖｅｒａ软件预测 ｍｐｔ５３蛋白

含有２１个可能的磷酸化位点，其中可能的磷酸化丝氨

酸位点有６个（氨基酸位置分别为２、７、８４、１０９、１５９、

１６４），可能的磷酸化苏氨酸位点有６个（氨基酸位置分

别为３２、４７、４８、７０、１４９、１７１）（图５）。经 ＮＣＢＩ的

ＢＬＡＳＴ工具分析，ｍｐｔ５３蛋白有１个保守域，为ＴｌｐＡ

＿ｌｉｋｅ＿ＳｃｓＤ＿ＭｔｂＤｓｂＥ，属于Ｔｈｉｏｒｅｄｏｘｉｎ样超家族，与

氧化还原反应有关。ＢＬＡＳＴ分析也与氧化还原蛋白

相似。

　　

图５　犿狆狋５３蛋白磷酸化位点预测

犉犻犵．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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狅犳犿狆狋５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７　犿狆狋５３蛋白结构

采用ＳＯＰＭＡ软件预测ｍｐｔ５３蛋白二级结构，其

中α螺旋（Ｈｈ）５６个，占３２．５６％；β折叠（Ｅｅ）４１个，

占２３．８４％；β转角（Ｔｔ）１３个，占７．５６％；无规则卷曲

（Ｃｃ）６２个，占３６．０５％（图６）。通过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

软件构建ｍｐｔ５３蛋白三级结构模型，结果见图７。

　　

注：蓝色表示α螺旋，红色表示β折叠，绿色表示β转角，橙色和紫色表示无规则卷曲；横坐标表示氨基酸位置。
图６　犿狆狋５３蛋白二级结构预测

Ｎｏｔｅ：Ｂｌｕ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ａｌｐｈａｈｅｌｉｘ，ｒｅｄｄｅｎｏｔｅｓｂｅｔａｂｒｉｄｇｅ，ｇｒｅｅｎｄｅｎｏｔｅｓｂｅｔａｔｕｒｎ，ｏｒａｎｇｅａｎｄｐｕｒｐｌ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ｉｌ．Ａｂｓｃｉｓｓａｄｅｎｏｔｅｓ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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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狆狋５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图７　犿狆狋５３蛋白三级结构

犉犻犵．７　犜犲狉狋犻犪狉狔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犿狆狋５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 中 有 对 模 型 的 ＧＭＱＥ 和 ＱＭＥＡＮ评分（ＧＭＱＥ评分是一种质量评估，分数为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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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数字越大说明结果越可靠；ＱＭＥＡＮ评分是一

种基于不同几何特性的符合评估，表示预测模型与期

望值的一致程度，得分为０表示模型与期望值一致性

良好，分数≤－４．０表示一致性较差，模型可靠度较

差）。该模型 ＧＭＱＥ评分为０．７４，ＱＭＥＡＮ 评分为

０．００，评分结果显示模型可靠。

８　犿狆狋５３蛋白抗原表位

采用ＡＢＣｐｒｅｄ软件预测 ｍｐｔ５３蛋白含有多个可

能的Ｂ细胞抗原表位，其中得分＞０．５（分数为０－１）

的可能Ｂ细胞抗原表位１８个，得分≥０．８０的７个（表

１）。采用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软件预测得可能Ｔ细胞抗原

表位，ＭＨＣ类型为ＲＴ１．ＡＩ，其中≥１５分以上的有８

个（表２）。

表１　犿狆狋５３蛋白犅细胞抗原表位预测

犜犪犫犾犲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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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狆狋５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排名

Ｒａｎｋ

序列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起始位置

Ｓｔａｒ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得分

Ｓｃｏｒｅ

１ ＮＶＰＷＱＰＡＦＶＲＡＤＡＧＴＳ １３３ ０．９１

２ ＡＦＶＹＲＡＤＧＴＳＴＦＶＮＮＰ １３９ ０．８９

３ ＡＶＬＷＦＷＴＰＷＣＰＦＣＮＡＥ ６４ ０．８７

４ ＡＭＳＱＤＥＬＳＧＲＶＡＡＬＴＳ １５７ ０．８５

５ ＡＶＡＡＤＥＲＬＱＦＴＡＴＴＬＳ ３５ ０．８２

６ ＶＬＭＦＧＬＡＮＴＰＲＡＶＡＡＤ ２４ ０．８

６ ＡＶＡＩＡＶＶＬＭＦＧＬＡＮＴＰ １８ ０．８

表２　犿狆狋５３蛋白犜细胞抗原表位预测

犜犪犫犾犲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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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狆狋５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排名

Ｒａｎｋ

序列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起始位置

Ｓｔａｒ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得分

Ｓｃｏｒｅ

１ ＱＳＦＶＳＫＹＮＬ １０８ ２３

２ ＫＡＦＡＤＧＩＶＡ １０ １８

２ ＶＡＡＤＥＲＬＱＦ ３６ １８

２ ＡＡＡＮＰＡＶＴＦ ８７ １８

２ ＰＡＦＶＹＲＡＤＧ １３８ １８

６ ＦＶＳＫＹＮＬＮＦ １１０ １７

６ ＦＶＹＲＡＤＧＴＳ １４０ １７

７ ＶＡＩＡＶＶＬＭＦ １９ １６

８ ＡＳＬＱＧＫＰＡＶ ５７ １５

９　犿狆狋５３蛋白相互作用蛋白及富集分析

采用ＳＴＲＩＮＧ软件分析得到 ｍｐｔ５３蛋白相互作

用蛋白网络图（图８），节点数共１１个，边数２３条。其

中，Ｒｖ２８７７ｃ得分为０．９９２，该蛋白可能参与汞的运输

以及细胞色素ｃ的生物合成，可能与 ｍｐｔ５３蛋白跨基

因共现，且存在共表达［３］。Ｒｖ１１３８ｃ得分为０．７６７，该

蛋白可能为氧化还原酶，ｍｐｔ５３蛋白与其在其他生物

和结核分枝杆菌中共表达［３－４］。Ｒｖ２９６９ｃ得分为

０．８８２，该蛋白参与氧化还原反应，与 ｍｐｔ５３蛋白在大

肠杆菌中存在蛋白质相互作用［５］。ｍｐｔ５３蛋白分子功

能富集分析显示，前三名Ｐ值并列最小，得分为０．０

０１６，富集结果分别是：细胞氧化解毒、细胞应激反应、

细胞氧化还原稳态，这表明 ｍｐｔ５３蛋白可能与氧化还

原反应有关。

　　

图８　犿狆狋５３蛋白互作蛋白

犉犻犵．８　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狆狉狅狋犲犻狀狅犳犿狆狋５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讨　论

结核病是全球十大死亡原因之一，耐多药结核病

仍然严重威胁公共健康安全，结核病患者接受推荐的

治疗方案后存活率不到５０％
［６］。据世界卫生组织估

计，对利福平耐药的新发病例为４８．４万，其中７８％患

有耐多药结核病［７］。目前，大多数耐多药结核病患者

感染的是耐药菌株，而不是在治疗期间获得了耐药，限

制抗生素使用等措施可以防止耐药性的进一步出现，

但不能消灭耐药菌株［８］。因此，亟待研发结核病疫苗

与新的抗结核药物，同时结核病的诊断也成为研发热

点。

本研究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 Ｒｖ２８７８ｃ编码

的ｍｐｔ５３蛋白为含有信号肽的非跨膜区蛋白，与唐宇

龙等［９］报道一致。预测 ｍｐｔ５３蛋白为疏水性蛋白，而

Ｎａｇａｉ等
［１０］报道其为可溶性蛋白，预测的误差可能与

其信号肽的存在有关。

翻译后修饰在保证蛋白质活性和功能方面起关键

作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 ｍｐｔ５３蛋白有多个磷酸

化位点，表明其可能参与细胞间的信号转导。α螺旋

在ＤＮＡ模体中起重要作用，模体为保守序列，本研究

预测ｍｐｔ５３蛋白二级结构中α螺旋占３２．５６％，所以

该蛋白可能相对保守，且ＢＬＡＳＴ分析 ｍｐｔ５３蛋白有

一个保守区域。无规则卷曲是蛋白质发挥功能的重要

区域，经预测，ｍｐｔ５３蛋白无规则卷曲占３６．０５％，说

明该蛋白是重要的功能蛋白。Ｈａｈｎ等
［３］研究证明，

该蛋白很可能在结核分枝杆菌中对细菌毒力起着重要

作用。ｍｐｔ５３蛋白有１个保守域，为ＴｌｐＡ＿ｌｉｋｅ＿ＳｃｓＤ

＿ＭｔｂＤｓｂＥ，属于Ｔｈｉｏｒｅｄｏｘｉｎ样超家族，常由于稳态

氧化还原电位。通过对 ｍｐｔ５３蛋白相互作用蛋白分

·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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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及富集分析推断，其与细胞内氧化还原反应有关。

Ｇｏｕｌｄｉｎｇ等
［１１］报道结核分枝杆菌 ｍｐｔ５３蛋白分泌到

结核分枝杆菌细胞壁外的环境中时，可催化未折叠的

蛋白质的氧化和折叠。结核分枝杆菌分泌蛋白的正确

折叠对细菌毒力、致病性和细胞壁维持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ｍｐｔ５３蛋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分枝杆菌的

感染性和生存能力［１２］。Ｗａｎｇ等
［１３］报道 ｍｐｔ５３直接

与ＴＡＫ１相互作用，并以ＴＬＲ２或 ＭｙＤ８８独立的方

式激活ＴＡＫ１，从而激活ＴＡＫ１诱导促炎性细胞因子

的表达，ｍｐｔ５３氧化ＴＡＫ１对于结核分枝杆菌的免疫

是必不可少的。Ｈａｈｎ等
［１４］的研究表明，结核分枝杆

菌其他基因，包括ＰＥ＿ＰＧＲＳ基因，似乎受ＳｉｇＬ间接

调控，而 ｍｐｔ５３是ＳｉｇＬ的操纵子之一。ｍｐｔ５３蛋白

的重要功能意味着其作为抗结核药物的靶分子更有研

究价值。

本研究预测ｍｐｔ５３蛋白含有大量Ｂ细胞和Ｔ细

胞抗原表位，Ｂ细胞抗原表位可以代替完整抗原激活

免疫，Ｔ细胞抗原表位激活细胞免疫，是抗结核病的重

要免疫方法，因此ｍｐｔ５３蛋白可以作为结核病的靶疫

苗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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