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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分枝杆菌ＤｄｌＡ多克隆抗体的制备与鉴定

彭冰洁，孙雪滢，齐明花，李盛，徐跃飞，丁文勇，张文利

（大连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辽宁大连１１６０４４）

【摘要】　目的　制备并鉴定参与结核分枝杆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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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壁中肽聚糖合成与成熟的Ｄ丙

氨酰Ｄ丙氨酸连接酶 （ＤＡｌａｎｙｌＤＡｌａｎｉｎｅｌｉｇａｓｅ，ＤｄｌＡ）多克隆抗体，并检测其效价。　方法　在 ＮＣＢＴ数据中检索

获取Ｒｖ２９８１ｃ基因（ｄｄｌＡ）序列信息并构建其表达载体ｐＣｏｌｄⅡＴｂｄｄｌＡ，在大肠埃希菌表达体系中用异丙基βＤ硫代

半乳糖苷（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ｂｅｔａＤｔｈｉｏｇａｌａｃｔ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ＩＰＴＧ）诱导ＤｄｌＡ蛋白表达，以琼脂糖树脂（ＮｉＮＴＡ）亲和层析纯化

后免疫ＢＡＬＢ／ｃ雌鼠，制备抗ＤｄｌＡ多克隆抗体。通过ＥＬＩＳＡ检测其效价，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析抗体特异性。　结果　成

功获得可溶性表达分子质量约为４０ｋｕ的ＤｄｌＡ蛋白，免疫小鼠后制备的抗ＤｄｌＡ多克隆抗体ＥＬＩＳＡ效价为１∶２０００；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该抗体能识别分枝杆菌内源性的ＤｄｌＡ蛋白。　结论　成功制备了抗ＤｄｌＡ蛋白多克隆抗体。该抗体

具有特异性且效价高，为研究其在结核分枝杆菌致病中的作用和筛选靶向ＤｄｌＡ抑制剂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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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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起结核病（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ＴＢ）的病原体。

近年来出现的多重耐药性和极度耐药性 ＭＴＢ菌株的

感染以及 ＭＴＢ与ＨＩＶ协同感染，使给对结核病的治

疗带来困难［１－２］。因此，亟待寻找有效的抗结核新药

或新的药物靶点，避免结核病的再次大规模流行［３］。

ＭＴＢ细胞壁结构特殊，对其生存和繁殖极为重

要，因而影响细胞壁完整性的因素，常为寻找和设计抗

结核新药的理想靶点［４］。ＭＴＢ细胞壁核心结构为

ｍＡＧＰ （Ｍｙｃ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ＡｒａｂｉｎｏｇａｌａｃｔａｎＰｅｐｔｉｄｏｇｌｙ

ｃａｎ），是由分枝菌酸、聚阿拉伯半乳糖以及肽聚糖３种

组分共价连接而成［５］。肽聚糖位于细胞壁的最内层并

与细胞质膜相连，具有高度复杂的三维网状结构，主要

由胞壁酸与Ｎ乙酰葡萄胺的重复二糖单位形成的聚

·９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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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慢性病流行病。Ｅｍａｉｌ：１７７６５９３０２１＠ｑｑ．ｃｏｍ



糖链相互交联而形成；而与聚糖链相连的肽链亦通过

肽肽间共价交联使肽聚糖形成较为复杂的网状结

构［６］。肽聚糖的肽链为五肽，其结构为ＬＡｌａＤＧｌｕ

ＤＡＰＤＡｌａＤＡｌａ，完整五肽的形成依赖于供体Ｄ丙

氨酰Ｄ丙氨酸，而Ｄ丙氨酰Ｄ丙氨酸则是以Ｄ丙氨

酸为原料，由Ｄ丙氨酰Ｄ丙氨酸连接酶 Ａ（ＤｄｌＡ）催

化形成［７－８］。ＤｄｌＡ已被证实为良好的药物设计靶向

位点［９］，因此本实验选取结核分枝杆菌的ＤｄｌＡ蛋白

作为研究对象［１０］，把编码 ＭＴＢＤｄｌＡ蛋白的ｄｄｌＡ基

因（Ｒｖ２９８１ｃ）克隆入原核表达载体ｐＣｏｌｄＩＩ中，转化

大肠埃希菌后以ＩＰＴＧ诱导 ＤｄｌＡ 蛋白表达，经 Ｎｉ

ＮＴＡ亲和层析纯化后免疫小鼠，制备抗ＤｄｌＡ多克隆

抗体，为探讨ＤｄｌＡ的功能及其抑制剂的筛选奠定基

础。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菌株与质粒　大肠埃希菌（犈．犮狅犾犻）在ＬＢ固体

或液体培养基中３７℃培养过夜。耻垢分枝杆菌（犕狔

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狊犿犲犵犿犪狋犻狊）ｍｃ２１５５菌株在 ＬＢ固体培

养基中３７℃培养５ｄ；在ＬＢ液体培养基中培养３ｄ。

犈．犮狅犾犻中ＡＭＰ的工作浓度为１００μｇ／ｍｌ。菌株和质

粒及其特点见表１。

表１　菌种、质粒及其用途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狊狋狉犪犻狀狊犪狀犱狆犾犪狊犿犻犱狊

菌株／质粒Ｓｔｒａｉｎｓ／ｐｌａｓｍｉｄｓ 用途Ｕｓａｇｅ 来源Ｓｏｕｒｃｅ

菌株Ｓｔｒａｉｎｓ

犈．犆狅犾犻ＮｏｖａＢｌｕｅ 用于质粒的构建和扩增 美国Ｎｏｖａｇｅｎ公司

犈．犆狅犾犻ＢＬ２１（ＤＥ３） 用于表达ＴｂＤｄｌＡ蛋白 美国Ｎｏｖａｇｅｎ公司

犕．犛犿犲犵犿犪狋犻狊ｍｃ２１５５ 生长速度快，且无病原性，用于提取细菌总蛋白 美国ＡＴＣＣ公司

ｐＣｏｌｄⅡＴｂｄｄｌＡｉｎＢＬ２１ 用于表达ＴｂＤｄｌＡ蛋白 本室构建

质粒Ｐｌａｓｍｉｄ

ｐＭＤ１８Ｔ 携带ａｍｐＲ基因，用于克隆３＇端带有＂Ａ＂的ＰＣＲ产物 日本Ｔａｋａｒａ公司

ｐＣｏｌｄⅡ 携带ａｍｐＲ基因，含有冷启动子，用于低温表达 ＭＴＢＤｄｌＡ 日本Ｔａｋａｒａ公司

ｐＭＤ１８ＴｂｄｄｌＡ
携带ａｍｐＲ基因，ＭＴＢｄｄｌＡ与ｐＭＤ１８ＴＥｃｏＲＶ位点相连，

用于大量扩增 ＭＴＢｄｄｌＡ基因片段
本室构建

ｐＣｏｌｄⅡＴｂｄｄｌＡ 携带ａｍｐＲ基因，用于 ＭＴＢＤｄｌＡ的表达 本室构建

１．２　实验动物　ＢＡＬＢ／ｃ雌性小鼠，８～１２周龄，由

大连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１．３　主要试剂和仪器　ＳｐｅⅠ、ＮｄｅⅠ、ＩＰＴＧ等均购

自日本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蛋白电泳试剂、

ＨｉｓＮｉ亲和柱、弗氏不完全佐剂均购自美国Ｓｉｇｍａ公

司；ＮｉＮＴＡ亲和层析填料购自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Ｒｖ２９８１ｃ（ｄｄｌＡ）基因的扩增及克隆载体的构建

　在 ＮＣＢＩ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

ｇｏｖ／ｎｕｃｃｏｒｅ／ＮＣ＿０００９６２．３？ｆｒｏｍ＝３３３６７９６＆ｔｏ＝

３３３７９１７＆ｒｅｐｏｒｔ＝ｇｅｎｂａｎｋ＆ｓｔｒａｎｄ＝ｔｒｕｅ）中检索得

到ＭＴＢＨ３７Ｒｖ菌株Ｒｖ２９８１ｃ（ｄｄｌＡ）基因的核苷酸序

列，根据此序列设计ＰＣＲ引物，上游引物序列为：５＇

ＣＣＣＡＴＡＴＧＡＧＴＧＣＴＡＡＣＧＡＣＣＧＧＣＧＴＧ３ ＇ （

ＣＡＴＡＴＧ，ＮｄｅⅠ位点），下游引物序列为：５＇ＡＣＡＣ

ＴＡＧＴＣＴＡＧＴＧＣＡＧＧＣＣＣＡＣＧＣＣＧＣＧ３＇（ＡＣＴ

ＡＧＴ，ＳｐｅⅠ位点），并分别在上、下游加入ＳｐｅⅠ与

ＮｄｅⅠ酶切位点。以 ＭＴＢ基因组ＤＮＡ为模板ＰＣＲ

扩增目的基因。ＰＣＲ反应体系：５μｌＰｆｕｂｕｆｆｅｒ×１０，

４μμｌｄＮＴＰ，１μｌ上游引物，１μｌ下游引物，１μｌ模板

ＤＮＡ，５μｌＤＭＳＯ，０．５μｌＰｆｕ聚合酶，ｄｄＨ２Ｏ补足至

５０μｌ。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４℃预变性５ｍｉｎ；９４℃变性

３０ｓ，６２℃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６０ｓ。共３０个循环；７２

℃延伸７ｍｉｎ。将ｐＭＤ１８Ｔ载体与纯化的 ＴｂｄｄｌＡ

ＰＣＲ产物片段连接，并转化到犈．犮狅犾犻ＮｏｖａＢｌｕｅ感受

态细胞中。提取重组质粒，进行 ＨｉｎｄＩＩＩ和ＳｍａⅠ酶

切鉴定，序列测定和比对分析。

２．２　ｐＣｏｌｄⅡＴｂｄｄｌＡ表达载体的构建及其在犈．

犮狅犾犻中的诱导表达　对测序正确的克隆质粒和ｐＣｏｌｄ

Ⅱ载体应用 ＮｄｅⅠ与ＳｐｅＩ双酶切，构建表达载体

ｐＣｏｌｄⅡＴｂｄｄｌＡ。将鉴定正确的重组质粒转化到表

达宿主细胞犈．犮狅犾犻ＢＬ２１（ＤＥ３１）中。加入终浓度为

０．２５ｍｍｏｌ／Ｌ的ＩＰＴＧ诱导ＴｂＤｄｌＡ重组蛋白的表

达（１６℃诱导２４ｈ）。

２．３　ＤｄｌＡ重组蛋白的提取、纯化和鉴定　收获过表

达ＤｄｌＡ蛋白的重组犈．犮狅犾犻菌株，加入３０倍细菌湿

重体积的预冷的细胞裂解液［２０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

０．５ｍｏｌ／ＬＮａＣｌ，２０％甘油，ＰＭＳＦ（Ｐｈｅｎｙｌｍｅｔｈａｎｅ

ｓｕｌｆｏｎｙｌ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１／１００体积，ｐＨ８．０］，超声破碎细

胞，离心收集上清和沉淀，分别进行１０％ＳＤＳＰＡＧＥ

电泳分析，以考马斯亮蓝Ｒ２５０染色。取上清以 Ｎｉ

ＮＴＡ（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产品）亲合层析纯化后，收集

洗脱液进行１０％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析。

２．４　ＤｄｌＡ多克隆抗体的制备　将纯化的ＤｄｌＡ蛋白

·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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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与弗氏不完全佐剂（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产品）按体

积比混匀乳化，对８～１２周龄雌性非孕ＢＡＬＢ／Ｃ小鼠

进行腋窝、腹股沟、皮下３点免疫注射，高剂量组为

１００μｇ／只，低剂量组为５０μｇ／只。分别于第１２、１８ｄ

进行加强免疫，第２４ｄ摘眼球采血，分离血清备用。

２．５　抗ＤｄｌＡ多克隆抗体效价的测定及其特异性鉴

定　以纯化的ＤｄｌＡ蛋白为抗原包被ＥＬＩＳＡ板，３％

ＢＳＡ封闭后加入以２倍倍比稀释的抗血清（１∶１００～

１∶５１２００；１００μｌ／孔），孵育２ｈ，洗涤后加入１∶２０００

稀释的偶联碱性磷酸酶的马抗小鼠二抗抗体（ＡＫＰ

ＩｇＧ），３７℃孵育４５ｍｉｎ，洗涤后加入显色液对硝基苯

磷 酸 二 钠 （Ｄｉｓｏｄｉｕｍ ４ｎｉｔｒｏｐｈｅｎｙｌ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ＰＮＰＰ），待显色后每孔加入５０μｌＮａＯＨ（１ｍｏｌ／Ｌ）终

止反应，用酶标仪测量Ａ４０５ 值。试验以未免疫小鼠分

离血清作为阴性对照。

收集生长至平台期的 Ｍ．ｓｍｅｇｍａｔｉｓｍｃ２１５５，提

取细菌蛋白，与提取的重组 ＴｂＤｄｌＡ蛋白分别进行

１０％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后转硝酸纤维素膜，５％脱脂奶

粉（ＴＢＳＴ配置）封闭２ｈ；加入制备的抗ＤｄｌＡ多克隆

抗体（１∶２０００）４℃孵育过夜；洗涤后加入碱性磷酸

酶（ＡＫＰ）标记的马抗鼠ＩｇＧ（１∶２０００）孵育１ｈ，洗涤

后加入ＮＴＢ／ＢＣＩＰ显色液显色，观察结果。

结　果

１　犚狏２９８１犮（犱犱犾犃）基因片段的扩增及鉴定

根据 ＭＴＢＲｖ２９８１ｃ基因序列信息设计引物，ＰＣＲ扩

增ｄｄｌＡ基因片段。经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扩增

产物大小与 ＴｂｄｄｌＡ基因预期大小（１１２２ｂｐ）相符

（图１）。

　　

Ｍ　ＤＮＡ标志物　１　ＴｂｄｄｌＡ基因ＰＣＲ产物　２　ＴｂｄｄｌＡ基

因ＰＣＲ产物

图１　犘犆犚扩增犜犫犱犱犾犃基因的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ＴｂｄｄｌＡｇｅｎｅ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　２　ＴｂｄｄｌＡ

ｇｅｎｅ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

犉犻犵．１　犃犵犪狉狅狊犲犵犲犾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犱犱犾犃犵犲狀犲

犳狉犪犵犿犲狀狋犪犿狆犾犻犳犻犲犱犫狔犘犆犚

２　狆犕犇１８犜犫犱犱犾犃克隆载体的鉴定

克隆载体ｐＭＤ１８ＴｂｄｄｌＡ经 ＨｉｎｄＩＩＩ酶切后产

生１１５３ｂｐ与２６７１ｂｐ两个片段（图２Ｃ）；以ＳｍａⅠ

酶切后产生８４２ｂｐ与２９８２ｂｐ两个片段（图２Ｄ），与

Ｃｌｏ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ｒ８软件分析的结果相符（图２Ａ、Ｂ）。

Ｍｕｌｔａｌｉｎ（ｈｔｔｐ：／／ｍｕｌｔａｌｉｎ．ｔｏｕｌｏｕｓｅ．ｉｎｒａ．ｆｒ／ｍｕｌｔａｌ

ｉｎ／ｍｕｌｔａｌｉｎ．ｈｔｍｌ）序列比对分析表明重组质粒中插入

片段的测序结果与 ＭＴＢＨ３７Ｒｖ菌株基因组ＤＮＡ上

的ｄｄｌＡ核苷酸序列一致（图３）。

　　

Ａ　Ｃｌｏ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ｒ８软件分析构建的克隆载体ｐＭＤ１８ＴｂｄｄｌＡＮ图谱　Ｂ　Ｃｌｏ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ｒ８软件分析构建的克隆载体ｐＭＤ１８ＴｂｄｄｌＡＰ图

谱　Ｃ　ＨｉｎｄＩＩＩ单酶切克隆载体ｐＭＤ１８ＴｂｄｄｌＡ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Ｍ　１ｋｂＤＮＡｐｌｕｓｌａｄｄｅｒ　１、２　为不同的克隆　Ｄ　ＳｍａＩ单酶切克
隆载体ｐＭＤ１８ＴｂｄｄｌＡ的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Ｍ　１ｋｂＤＮＡｐｌｕｓｌａｄｄｅｒ　１～３　为不同的克隆

图２　狆犕犇１８犜犫犱犱犾犃的图谱以及犜犫犱犱犾犃克隆载体酶切产物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Ａ，Ｂ　ＭａｐｓｏｆｐＭＤ１８ＴｂｄｄｌＡＮａｎｄｐＭＤ１８ＴｂｄｄｌＡＰ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Ｃｌｏ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ｒ８　Ｃ，Ｄ　Ａｇａｒｏｓｅｇｅ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ｐＭＤ１８
ＴｂｄｄｌＡｄｉｇｅｓｔｅｄｂｙＨｉｎｄＩＩＩａｎｄＳｍ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　１ＫｂＤＮＡｐｌｕｓｌａｄｄｅｒ　１－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ｏｎｅｓ

犉犻犵．２　犕犪狆狊狅犳狋犺犲狆犕犇１８犜犫犱犱犾犃犪狀犱犻狋狊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狌狊犻狀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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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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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狆犕犇１８犜犫犱犱犾犃克隆载体测序结果与原始犱犱犾犃序列的比对分析

犉犻犵．３　犛犲狇狌犲狀犮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犻狀狊犲狉狋犳狉狅犿狋犺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犲犱狆犕犇１８犜犫犱犱犾犃犪狀犱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犱犱犾犃犳狉狅犿犕犜犅犵犲狀狅犿犲

３　重组犜犫犇犱犾犃蛋白的可溶性鉴定

将ＮｄｅⅠ与ＳｐｅＩ双酶切得到的目的片段 Ｔｂ

ｄｄｌＡ基因连接到ｐＣｏｌｄＩＩ表达载体上，构建ｐＣｏｌｄＩＩ

ＴｂｄｄｌＡ表达载体，再将构建的ｐＣｏｌｄＩＩＴｂｄｄｌＡ表

达质粒转化到犈．犮狅犾犻ＢＬ２１（ＤＥ３）中，以ＩＰＴＧ诱导表

达。取表达有 ＤｄｌＡ 蛋白的细菌裂解液，应用１０％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析上清与沉淀中的ＤｄｌＡ蛋白。图

４Ａ显示沉淀与上清中均在４０ｋｕ处有较深的蛋白条

带，可能为ＤｄｌＡ蛋白。应用 ＮｉＮＴＡ柱亲和层析纯

化上清后进行１０％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在４０ｋｕ处单一

的蛋白条带，为过表达的ＴｂＤｄｌＡ蛋白，分子质量单

位为３９．６８ｋｕ，与预期相符（图４Ｂ）。

　　

Ａ　未纯化的重组ＴｂＤｄｌＡ１％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析　Ｍ　ＰａｇｅＲｕｌｅｒｐｒｅｓｔａｉｎ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ａｄｄｅｒ　１　沉淀蛋白２、３、４分别为未纯化上清　Ｂ　
重组ＴｂＤｄｌＡ亲和层析纯化的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析　１　未纯化上清２、３、４分别为不同浓度的亲和层析纯化的收集液。

图４　犜犫犇犱犾犃蛋白的表达与纯化

Ａ　ＳＤＳＰ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　ＰａｇｅＲｕｌｅｒＰｒｅｓｔａｉｎ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ａｄｄｅｒ　１　Ｔｏ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４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ｕ

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ｏｆｃｅｌｌｌｙｓａｔｅｓ　Ｂ　ＳＤＳＰ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　Ｕｎ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　２－４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

犉犻犵．４　犈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犪狀犱狆狌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犜犫犇犱犾犃狆狉狅狋犲犻狀

４　抗犜犫犇犱犾犃多克隆抗体的效价

以ＴｂＤｄｌＡ蛋白包被ＥＬＩＳＡ板，将制备的多克

隆抗体经不同倍比稀释后进行ＥＬＩＳＡ试验。结果显

示，ＴｂＤｄｌＡ高剂量与低剂量包被时抗ＴｂＤｄｌＡ多克

隆抗体效价均为１∶２０００。

５　抗犜犫犇犱犾犃蛋白多克隆抗体特异性的鉴定

应用ＣＬＵＳＴＡＬＷ的序列比对分析ＴｂＤｄｌＡ蛋

白序列与ＳｍＤｄｌＡ蛋白序列的同源性，结果见图５Ｂ，

二者的同源性为８７％。本研究尝试通过制备的抗Ｔｂ

ＤｄｌＡ蛋白的多克隆抗体检测耻垢分枝杆菌中ＤｄｌＡ

蛋白的表达，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见图５Ａ，表明制备的

抗ＴｂＤｄｌＡ多克隆抗体能识别各组ＴｂＤｄｌＡ蛋白和

耻垢分枝杆菌总蛋白中的ＳｍＤｄｌＡ。

讨　论

ＭＴＢ细胞壁中肽聚糖是维持细菌生命所必需

的［６］，是维持细菌的形状和形态的基础，能保护细菌免

受渗透压改变的影响及维持细胞的刚性结构，同时也

是多种毒素因子和黏附因子的黏附位点，能帮助细菌

应答环境压力的变化而产生形态上的变化等。肽聚糖

的合成是复杂的、多酶催化的反应过程，肽聚糖合成起

始反应是在胞浆中完成的，有６种＂Ｍｕｒ＂酶 （分别命

名为 ＭｕｒＡ，Ｂ，Ｃ，Ｄ，Ｅ，Ｆ）参与催化胞浆内的反应。

首先合成的是ＵＤＰＮ乙酰胞壁酸，其前体是Ｕ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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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多克隆抗体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分析　Ｍ　蛋白分子质量标准（条带的分子质量单位从上到下依次为７０、５５和４０ｋｕ）　１　亲和层析纯化
的ＤｄｌＡ蛋白与相应抗体反应条带　２、３　为野生型耻垢分枝杆菌总蛋白ＴｂＤｄｌＡ抗体反应条带　Ｂ　ＴｂＤｄｌＡ蛋白与ＳｍＤｄｌＡ蛋白序列的同源
性比对分析，分析工具为ＣＬＵＳＴＡＬＷ （＂＂代表完全相同的序列，＂：＂为高度相似性序列，＂ｏ＂代表相似性序列）

图５　抗犇犱犾犃多克隆抗体的特异性鉴定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ｐｏｌｙｃｌｏｎａｌ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ＤｄｌＡ　Ｍ　ＰａｇｅＲｕｌｅｒＰｒｅｓｔａｉｎ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ａｄｄｅｒ　１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ＤｄｌＡｐｒｏ

ｔｅｉｎ　２，３　Ｔｏ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ｒｏｍｗｉｌｄｔｙｐｅ犕．狊犿犲犵犿犪狋犻狊　Ｂ　Ｈｏ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ｂＤｄｌＡａｎｄＳｍＤｄｌ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ｈｉｇｈｌｙｓｉｍｉｌａ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犉犻犵．５　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犻狋狔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狆狉犲狆犪狉犲犱狆狅犾狔犮犾狅狀犪犾犪狀狋犻犫狅犱狔犪犵犪犻狀狊狋犇犱犾犃

Ｎ乙酰葡萄糖，此反应需要的酶是 ＭｕｒＡ，Ｂ。在

ＭｕｒＣ，Ｄ，Ｅ，Ｆ酶的催化下，Ｌ丙氨酸，Ｄ谷氨酸，Ｌ赖

氨酸及已经合成的二肽Ｄ丙氨酰Ｄ丙氨酸依次被添

加到ＵＤＰＮ乙酰胞壁酸的乳酸基官能团，形成可溶

性的五肽化ＵＤＰＮ乙酰胞壁酸。被添加的五肽在不

同物种间不同，但其末端肽却几乎都是４Ｄ丙氨酰５Ｄ

丙氨酸。形成的五肽化 ＵＤＰＮ乙酰胞壁酸在Ｄ，Ｄ

转肽酶的作用下促进肽链间交联：即一分子五肽的第

三位赖氨酸上的游离氨基攻击另一分子的次末端氨基

酸（Ｄ丙氨酰基），形成４，３型肽聚糖，并使五肽末端

的４Ｄ丙氨酰５Ｄ丙氨酸肽键断裂。肽聚糖末端完整

五肽的形成依赖于供体Ｄ丙氨酰Ｄ丙氨酸。而Ｄ丙

氨酰Ｄ丙氨酸则是以Ｄ丙氨酸为原料，由ＤｄｌＡ（Ｄ

丙氨酰Ｄ丙氨酸连接酶）催化形成。故Ｄ丙氨酰Ｄ

丙氨酸则为肽聚糖合成与成熟过程中必需的供体，对

于肽聚糖的完整性及其功能都有重要影响［７］。因此本

实验选取ＭＴＢ基因组中的ｄｄｌＡ基因（Ｒｖ２９８１ｃ）作为

研究对象，因其编码产物具有Ｄ丙氨酰Ｄ丙氨酸连

接酶活性，直接影响肽聚糖的多肽链合成、交联及成

熟。

Ｓｅｓｓｅｔｉ的转座子突变表明ｄｄｌＡ基因为分枝杆菌

生长必需基因。ＤｄｌＡ的底物Ｄ型丙氨酸在人体的正

常状态下是不存在的，但存在于细菌中，以ＤｄｌＡ为靶

点设计的药物作用特异性强，不会对宿主（人）产生不

良影响。因此ＤｄｌＡ是良好的抗结核药物作用靶向位

点［９，１１］。目前应用于临床的二线抗结核药物Ｄ环丝

氨酸即以 ｄｄｌＡ 基因的表达产物 ＤｄｌＡ 为作用靶

点［７，１２］。Ｄ环丝氨酸为Ｄ丙氨酸结构类似物，竞争性

抑制Ｄ丙氨酰Ｄ丙氨酸连接酶活性而抑制肽聚糖合

成中的供体供给，而Ｄ环丝氨酸具有较高的最小抑菌

浓度（ＭＩＣ）值和严重的神经系统副作用
［１２－１４］。因此

有必要筛选其他以此为靶点的有效化合物，且对神经

系统无毒副作用［１５］。本研究制备的抗ＤｄｌＡ蛋白多克

隆抗体可为靶向ＤｄｌＡ蛋白的抑制剂筛选提供物质基

础。

可溶性表达是本研究的关键之一，为达到 Ｔｂ

ｄｄｌＡ基因的可溶性表达，采用了ｐＣｏｌｄＩＩ作为表达载

体。ｐＣｏｌｄＩＩ含有冷启动子的原核表达载体，可在低

温条件下。ＩＰＴＧ 诱导靶蛋白的折叠改变而使其可

溶。本研究获得了可溶性表达的ＴｂＤｄｌＡ蛋白，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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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为抗原免疫小鼠得到高效价的 ＤｄｌＡ多克隆抗

体，该抗体能够识别耻垢杆菌及 ＴＢ的ＤｄｌＡ蛋白且

效价高，可用于ＤｄｌＡ蛋白的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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