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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尘螨Ｄｅｒｐ２３的克隆表达、纯化及过敏原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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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深圳大学过敏反应与免疫学研究所，广东深圳５１８０６０；２．深圳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变态反应科）

【摘要】　目的　克隆屋尘螨Ｄｅｒｐ２３基因，表达和纯化目的蛋白并进行过敏原性分析。　方法　提取屋尘螨总ＲＮＡ，对

Ｄｅｒｐ２３基因进行ＲＴＰＣＲ（逆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扩增，经限制性内切酶双酶切，酶切产物与表达载体ｐＥＴ３２ａ（＋）

重组，转化入感受态大肠埃希菌溶液中。挑取阳性单克隆菌落进行扩大培养，提取目的蛋白并进行 Ｎｉ
２＋柱亲和层析纯

化，通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其过敏原性。通过ＢＬＡＳＴ、ＭＥＧＡ、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分析重组蛋白Ｄｅｒｐ２３的同源性和三级

结构。　结果　Ｄｅｒｐ２３基因片段大小约为２８２ｂｐ。大量表达后，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显示，纯化的重组蛋白Ｄｅｒｐ２３的分

子质量单位约为３２ｋｕ，且以包涵体的形式存在于沉淀物中。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显示该重组蛋白可与尘螨过敏患者血清发生

反应，表明其具有过敏原性。ＢＬＡＳＴ和 ＭＥＧＡ分析，Ｄｅｒｐ２３与Ｄｅｒｆ２３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为７７％。Ｄｅｒｐ２３蛋白二

级结构主要有β折叠和转角结构，从中预测出５个抗原表位。　结论　克隆表达和纯化获得了具有过敏原性的Ｄｅｒｐ２３

蛋白，为尘螨过敏疫苗和诊断试剂的研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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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螨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态系统中，是室内过敏原的

重要组分之一［１］。尘螨的过敏原特性主要体现在其分

泌物、外壳碎片和排泄物，侵入机体后可刺激人体免疫

系统而引发多种过敏性疾病，如过敏性哮喘和异位性

皮炎［２］。屋尘螨和粉尘螨为常见的两种尘螨致敏原，

是Ｉ型变态反应性疾病（如哮喘和过敏性鼻炎）的主要

诱因［３］。目前从尘螨中已分离出３９种过敏原，其中，

临床上大多数尘螨过敏患者对第１和第２种过敏原呈

现阳性反应，但由于不同个体间存在差异，一些过敏患

·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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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其他过敏原也敏感。因此，临床上用于尘螨过敏

的诊断试剂制备仍需精确化。目前，国内关于 Ｄｅｒ

ｐ２３重组变应原的表达、纯化和免疫学表征鲜有报道。

本研究拟构建Ｄｅｒｐ２３的表达载体并进行大量表达，

提取、纯化和鉴定尘螨的单一过敏原，为通过基因工程

大规模制备诊断用屋尘螨主要变应原，诊断试剂的开

发及对过敏等免疫性疾病的研究和治疗奠定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菌种与表达载体　大肠埃希菌ＢＬ２１（ＤＥ３）和表

达载体ＰＥＴ３２ａ购于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２　血清　尘螨患者血清取自深圳市龙岗区耳鼻喉

医院１０６例尘螨过敏患者，由 ＵｎｉＣＡＰ检测，收集过

敏程度达４级以上的患者血清，于－８０℃保存。

１．３　试剂　限制性核酸内切酶ＥｃｏＲＩ和Ｂａｍ ＨＩ购

自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ＴａＫａＲａ）；ＮｉＮＴＡ柱填

料购自广州齐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ＭｏｕｓｅＡｎｔｉＨｕ

ｍａｎＩｇＥＦｃＨＲＰ购自深圳华尔康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Ｄｅｒｐ为本实验室培养；ＲＴＰＣＲ试剂盒、ＲＮＡ提

取试剂盒、质粒提取试剂盒和ＢＢＩ反转录试剂盒均选

购于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总ＲＮＡ的提取和ＲＴＰＣＲ扩增　在冰上研磨

冷冻的Ｄｅｒｐ，按照ＲＮＡ提取试剂盒上的说明提取总

ＲＮＡ，并以此总ＲＮＡ作为模板，反转录获得屋尘螨

ｃＤＮＡ。以屋尘螨ｃＤＮＡ为模板进行ＰＣＲ扩增。反

应条件：９５℃变性２０ｓ，５５°Ｃ退火２５ｓ，７２℃延伸２

ｍｉｎ，共３０个循环。经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扩增

产物。

２．２　重组表达质粒和重组表达菌的构建　将扩增产

物连接Ｔ载体转化到克隆载体Ｔｏｐ１０中，涂板筛选

白色菌落培养取样，由上海生工公司测序。用限制性

核酸内切酶ＥｃｏＲＩ和ＢａｍＨＩ进行双酶切，经过酶切

的Ｄｅｒｐ２３基因片段与表达载体ＰＥＴ３２ａ连接，得到

重组表达质粒ＰＥＴ３２ａ（＋）Ｄｅｒｐ２３。

２．３　Ｄｅｒｐ２３蛋白的诱导表达　将测序正确的重组

表达质粒转化感受态表达菌ＢＬ２１中，涂板。挑取白

色菌落于含氨苄霉素和氯霉素的ＬＢ液体培养基以３７

℃、１５０ｒ／ｍｉｎ培养过夜。隔天接种至新的 ＬＢ培养

基，３７℃、１５０ｒ／ｍｉｎ摇菌培养至对数生长期。加入终

浓度为０．１ｍｍｏｌ／Ｌ的ＩＴＰＧ分别于３７℃和１６℃诱

导表达。离心取样，通过１０％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鉴定

Ｄｅｒｐ２３表达情况。

２．４　重组蛋白包涵体的洗涤、纯化和复性　重组菌于

４℃、８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２５ｃｍ）离心４ｍｉｎ收集沉

淀，取 Ｂ 液 （５０ ｍ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ＨＣｌ，１５０ ｍｍｏｌ／Ｌ

ＮａＣｌ）进行重悬，离心以混合均匀在冰上超声波破坏

（５ｍｉｎ×４次）。于４℃、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６

ｃｍ）离心２０ｍｉｎ，去上清液，加盐酸胍至沉淀物中，超

声破碎。于４℃、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６ｃｍ）离心

３０ｍｉｎ，取上清液过滤后上样ＮｉＮＴＡ柱，用平衡缓冲

液洗涤ＮｉＮＴＡ柱，再用４０ｍｍｏｌ／Ｌ咪唑洗脱目的蛋

白，１０％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鉴定Ｄｅｒｐ２３纯度。

２．５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及过敏原性　纯化的目的蛋

白经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湿转法转移到ＰＶＤＦ膜上，用

含５％脱脂奶粉的ＴＢＳＴ封闭１ｈ，ＴＢＳＴ洗涤（３×５

ｍｉｎ）；加入１∶５稀释的尘螨过敏患者的血清，４°Ｃ下

孵育过夜。ＴＢＳＴ洗涤；加入ＭｏｕｓｅＡｎｔｉＨｕｍａｎＩｇＥ

ＦｃＨＲＰ，室温下孵育２ｈ，ＴＢＳＴ洗涤；加入化学显色

发光试剂（ＥＣＬ），判定重组Ｄｅｒｐ２３蛋白的过敏原性。

２．６　Ｄｅｒｐ２３蛋白的三级结构预测　在ＮＣＢＩ数据库

查找Ｄｅｒｐ２３的氨基酸序列，将Ｄｅｒｐ２３的氨基酸序

列在线提交到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服务器，通过同源建模

的方法得到Ｄｅｒｐ２３蛋白的三维结构，由此推测Ｄｅｒ

ｐ２３蛋白的功能特性。

２．７　Ｄｅｒｐ２３蛋白的同源性分析　利用在ＮＣＢＩ数据

库查找的Ｄｅｒｐ２３的氨基酸序列，通过ＢＬＡＳＴ比对

分析找出与Ｄｅｒｐ２３蛋白序列相关性较强的蛋白序

列，使用 ＭＥＧＡ软件构建系统进化树，通过同源性蛋

白可推测Ｄｅｒｐ２３蛋白的生化功能。

２．８　Ｄｅｒｐ２３蛋白的 Ｂ细胞抗原表位预测　通过

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的Ｐｒｏｔｅｉｎ模块，运用ｃｈｏｕｆａｓｍａｎ方

法预测 Ｄｅｒｐ２３蛋白的二级结构，并通过ｊａｍｅｓｏｎ

ｗｏｌｆ方法分析抗原性指数，分析Ｄｅｒｐ２３蛋白易于与

抗体结合的结构序列。

结　果

１　重组蛋白犇犲狉狆２３表达载体的构建

将测序正确的Ｄｅｒｐ２３基因与ＰＥＴ３２ａ表达载

体相连接，通过ＥｃｏＲＩ和ＢａｍＨＩ双酶切法鉴定阳性

克隆。经１％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鉴定，目的基因片

段大小约为２８２ｂｐ（图１），与Ｄｅｒｐ２３的ｃＤＮＡ长度

一致。

２　犇犲狉狆２３重组蛋白的表达和纯化

将ＰＥＴ３２ａ（＋）Ｄｅｒｐ２３重组表达质粒转入表

达菌，分别于３７ ℃和１６ ℃摇菌，使用ＩＰＴＧ（０．１

ｍｍｏｌ／Ｌ）进行诱导表达。离心处理样品，经１０％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检测蛋白条带大小约３２ｋｕ（图２）。

利用亲和层析方法纯化Ｄｅｒｐ２３，取样进行１０％ＳＤＳ

ＰＡＧＥ电泳分析纯化的目的蛋白为单一３２ｋｕ条带，

·０４９·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０年９月　第１５卷第９期

Ａｕｇ．２０２０，　Ｖｏｌ．１５，Ｎｏ．８



纯度较高（图３）。

　　

Ｍ　ＤＮＡ标志物　１　ＰＥＴ３２ａＤｅｒｐ２３重组质粒双酶切

图１　重组犇犲狉狆２３质粒酶切鉴定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ＰＥＴ３２ａＤｅｒｐ２３ｄｏｕｂｌｅｅｎｚｙｍｅ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ｐｌａｓｍｉｄ

犉犻犵．１　犃犵犪狉狅狊犲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狉犲狊狌犾狋狊犪犳狋犲狉犱犻犵犲狊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

犇犲狉狆２３狆犾犪狊犿犻犱

　　

Ｍ　蛋白分子段总标准　１　诱导前重组菌菌液　２　重组菌

ＩＰＴＧ３７℃诱导后上清液　３　重组菌ＩＰＴＧ３７℃诱导后沉淀　４　重

组菌ＩＰＴＧ１６℃诱导后上清液　５　重组菌ＩＰＴＧ１６℃诱导后沉淀

图２　重组犇犲狉狆２３１０％犛犇犛犘犃犌犈电泳分析

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ｉｎ

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ＩＰＴ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ｔ３７℃

　３　Ｔｈ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ＩＰＴＧ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ｅｄａｔ３７℃　４　Ｓｕｐｅｒｎａ

ｔａｎｔ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ＩＰＴ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ｔ１６℃　５　Ｔｈ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ｓｔｒａｉｎＩＰＴＧｗａ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ｔ１６℃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ｅｄ

犉犻犵．２　１０％犛犇犛犘犃犌犈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狅犳犇犲狉狆２３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３　犇犲狉狆２３重组蛋白的过敏原性测定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重组Ｄｅｒｐ２３过敏原性，结果

见图４。该蛋白可与尘螨致敏患者的特异性血清免疫

球蛋白Ｅ反应，即具有过敏原性。

４　犇犲狉狆２３蛋白三级结构预测

在 ＮＣＢＩ上查找 Ｄｅｒｐ２３的氨基酸序列，利用

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软件进行蛋白质建模。预测的Ｄｅｒｐ２３

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大多为β折叠、转角的混合结构（图

５）。

５　犇犲狉狆２３蛋白的同源性分析

ＭＥＧＡ和ＢＬＡＳＴ分析重组蛋白Ｄｅｒｐ２３和Ｄｅｒ

ｆ２３与ＣｈｉｎａＡ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ａｌｌｅｒｇｅｎ的亲缘关系较近，

Ｄｅｒｐ２３蛋白与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亲缘关系

较近（图６）。ＢＬＡＳＴ比对分析Ｄｅｒｐ２３与Ｄｅｒｆ２３的

蛋白质序列同源性为７７％。蛋白质的功能特性决定

于其结构特性，结构相同的蛋白质功能一般也相似。

因此，由已知Ｄｅｒｆ２３蛋白的结构功能，可推测与其蛋

白质序列具有较高同源性的Ｄｅｒｐ２３蛋白的功能特

性。

　　

Ｍ　蛋白分子段总标准　１　纯化的重组 Ｄｅｒｐ２３蛋白

图３　纯化 犇犲狉狆２３蛋白１０％犛犇犛犘犃犌犈电泳分析

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Ｔｈｅ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Ｄｅｒｐ２３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ａｓ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犉犻犵．３　１０％犛犇犛犘犃犌犈狅犳狆狌狉犻犳犻犲犱犇犲狉狆２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Ｍ　蛋白分子段总标准　１　纯化Ｄｅｒｐ２３蛋白与相应抗体反应条

带

图４　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狅犾狋检测犇犲狉狆２３蛋白的免疫反应性

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Ｔｈｅ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Ｄｅｒｐ２３ｐｒｏｔｅｉｎｒｅａｃｔ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犉犻犵．４　犈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犇犲狉狆２３狆狉狅狋犲犻狀犱犲狋犲犮狋犲犱犫狔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狅犾狋

６　犇犲狉狆２３蛋白的犅细胞抗原表位预测

α螺旋和β折叠结构为蛋白质二级结构中较为稳

定的结构，因其较难变形，不易与抗体结合，所以通常

不作为抗原表位。而易于与抗体结合的则为较松散的

转角结构，故其适合作为抗原表位。通过ＣｈｏｕＦａｓ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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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预测Ｄｅｒｐ２３蛋白的二级结构（图７），Ｄｅｒｐ２３蛋

白无α螺旋结构，存在β折叠结构和转角结构。其中

转角结构主要位于７－１２、１３－１７、１８－２２、３２－４０及

４３－４７等区段，提示这些区段可能为Ｂ细胞抗原表

位。用ＪａｍｅｓｏｎＷｏｌｆ法预测Ｄｅｒｐ２３的抗原指数，结

果见图８。Ｄｅｒｐ２３在１２～２３、３２～３９、４２～５０、５６～

６６、６７～６８有潜在的抗原表位区域。

　　

注：Ｂ为β折叠；Ｔ为转角结构。
图５　犇犲狉狆２３蛋白三维结构

Ｎｏｔｅｓ：Ｂｉｓａβｆｏｌｄ；Ｔｉｓｔｈｅ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犉犻犵．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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狅犳犇犲狉狆２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讨　论

Ｓｍｕｌｉａｎ等
［５］报道，尘螨是室内重要的过敏原，其

排泄物、活体及尸体碎片接触人体后会诱发多种过敏

　　

图６　犇犲狉狆２３蛋白的系统进化树

犉犻犵．６　犘犺狔犾狅犵犲狀犲狋犻犮狋狉犲犲狅犳犇犲狉狆２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图７　犆犺狅狌犉犪狊犿犪狀法预测犇犲狉狆２３蛋白的二级结构

犉犻犵．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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狅犳犇犲狉狆２３狆狉狅狋犲犻狀犫狔犆犺狅狌犉犪狊犿犪狀犿犲狋犺狅犱

　　

图８　犑犪犿犲狊狅狀犠狅犾犳法预测犇犲狉狆２３蛋白的抗原性指数

犉犻犵．８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犪狀狋犻犵犲狀犻犮犻狋狔犻狀犱犲狓狅犳犇犲狉狆２３狆狉狅狋犲犻狀犫狔犑犪犿犲狊狅狀狑狅犾犳犿犲狋犺狅犱

性疾病（鼻炎、哮喘和皮疹）。其中以屋尘螨（犇．

狆狋犲狉狅狀狔狊狊犻狀狌狊）和粉尘螨（犇．犳犪狉犻狀犪狊）较为严重。过

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是目前唯一一种对因治疗方法，

但该方法运用的过敏原相当一部分仍为粗蛋白（含有

多种过敏原和杂质）［７－８］。除此之外，不同人或许会对

不同的致敏原有特定的过敏反应［７］。这表明过敏性疾

病患者的诊断及治疗应更具特异性。而且，传统的脱

敏治疗时间较长，患者对多种不同的过敏原易发生不

良反应，对特异性的过敏原顺从性差。

重组蛋白疫苗是在通过诱导培养具有特异的目的

抗原基因表达载体的细菌、真菌或细胞并纯化大量目

的抗原基因蛋白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修饰制备而

成［９］。重组蛋白产量和纯度高，而且具有较好的稳定

性和安全性的优点［１０］。因此运用基因克隆的办法制

备较为单一的过敏原是减少疫苗中未知因素的一种措

施。

Ｍｅｉ等
［１１］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尘螨过敏患者对

尘螨的不同致敏蛋白产生的反应不同，临床上用不同

的过敏原组分给患者进行脱敏治疗的效果不同。因此

关于尘螨常见致敏蛋白的研究倍受关注［１２］。尘螨分

离物的检测表明，能使尘螨过敏患者体内产生ＩｇＥ抗

体的蛋白有３０多种
［１３］。Ｄｅｒｐ２３是一种新型的主要

屋尘螨（ＨＤＭ）过敏原，７０％的 ＨＤＭ变态反应患者对

其有较高的过敏反应活性，因此必须将其作为 ＨＤＭ

特异性免疫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Ｂａｎｅｒｊｅｅ等
［１４－１５］

通过ＤＤＴ处理发现Ｄｅｒｐ２３蛋白含有二硫键，表明其

蛋白结构较稳定。而为了从分子水平上了解蛋白质的

作用机制，则需要通过蛋白建模测定蛋白质的三维结

构，以及由同源性分析推测蛋白的结构功能特性。

Ｃｈａｐｍａｎ等
［１６］通过肽载体融合蛋白的方法将 Ｄｅｒ

ｐ２３转化为低过敏性疫苗，在对家兔进行的免疫治疗

实验中，治疗效果较好。

本研究对Ｄｅｒｐ２３重组基因成功进行了克隆表

达，并通过纯化得到了较高纯度的Ｄｅｒｐ２３重组蛋白。

尘螨过敏患者混合血清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显示，重

（下转９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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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Ｒｅｖ，１９９７，１０（１）：３５－６６．

［３］　张贵，张贵军，刘振才．抗生素治疗鼠疫的现状及进展［Ｊ］．中国

地方病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５（６）：７２９－３０．

［４］　李海龙，马英，郑谊．鼠疫治疗研究进展［Ｊ］．中国地方病防治杂

志，２００９，２４（１）：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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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蛋白Ｄｅｒｐ２３可与尘螨过敏患者血清中的特异性血

清免疫球蛋白Ｅ抗体结合，表明其具有过敏原性。通

过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预测重组蛋白Ｄｅｒｐ２３的蛋

白二级结构中主要含有β折叠及转角结构，且可能含

有５个Ｂ细胞抗原表位，为尘螨过敏性疾病的诊断和

免疫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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