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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粒棘球绦虫葡萄糖转运蛋白ＧＬＵＴ３的生物信息学

分析及系统发育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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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医学研究院，省部共建中亚高发病成因与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新疆乌鲁木齐８５３００５４；

２．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３．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科）

【摘要】　目的　基因克隆及获取细粒棘球绦虫葡萄糖转运蛋白３（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３，ＥｇＧ

ＬＵＴ３）基因全长序列，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　方法　拟通过全长基因ＰＣＲ方法克隆获取ＥｇＧＬＵＴ３基因序列。利

用生物信息学工具对其基因进行生物信息分析。　结果　从细粒棘球蚴原头蚴（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ｐｒｏｔｏｓｃｏｌｅｃｅｓ，ＥｇＰＳＣｓ）

成功克隆获得１５３０ｂｐ的ＥｇＧＬＵＴ３基因，属于ＳＬＣ２Ａ（Ｓｏｌｕｔｅｃａｒｒｉｅｒｆａｍｉｌｙ２）家族的ＧＬＵＴｓ家族，相对分子量为５５

１９２．２２，１８－１９之间有一个裂解位点。有３个酰胺化位点，７个糖基化位点，１个ｃＡＭＰ和ｃＧＭＰ依赖的蛋白激酶磷酸

化位点，４个酩蛋白激酶Ⅱ磷酸化位点，１１个酰基化位点，３个蛋白激酶ｃ磷酸化位点。具有１２个跨膜区域，亲水性平均

值范围是－２．５６７～３．４４。二级结构中α螺旋约占５３．８３％，β折叠约占１６．９０％，β转角约占５．３０％，无规卷曲约占２３．

９７％。从８～２８６氨基酸位置发现 ＭＦＳ家族（Ｍａｊｏｒ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ｕｐｅｒｆａｍｉｌｙ）结构域（Ｅｖａｌｕｅ２．５ｅ１７）。ＥｇＧＬＵＴ３氨基

酸序列与其他物种的相似性１１．３１％到８４．８２％。其基因跟人类、狗、小鼠、白马鱼和 果蝇等哺乳动物的亲缘关系较

远。　结论　这项研究为研究ＥｇＧＬＵＴ３参与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从中间宿主体内摄取葡萄糖的机制和鉴定抗包虫药物靶

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发新型抗包虫药物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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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Ｎｏ．８１７６０３６９）；新疆重大疾病医学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项目（Ｎｏ．ＳＫＬＩＢＸＪＭＤＲ２０１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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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Ｔｙｐｅ３（ＧＬＵＴ３）；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ｅｅ

　　细粒棘球蚴病，又称囊型包虫病（ｃｙｓｔｉｃｅｃｈｉｎｏ

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ＣＥ）是一种呈世界性分布的人寿共患病
［１］，

危害严重［２］。新疆地区是包虫病的高发地区，给当地

畜牧业和人民健康造成巨大的损害［３－４］。细粒棘球绦

虫（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的致病机制尚不清楚。

Ｚｈｅｎｇ等
［５］研究发现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的合成代谢能力

严重退化，其从宿主体内摄取营养成分的能力则大幅

提高，具有完整的糖酵解、三羧酸循环和戊糖磷酸通路

等代谢通路。然而，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的从中间宿主体

内摄取葡萄糖的机制未知。

糖代谢通路对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等绦虫寄生和存活

至关重要。葡萄糖摄取是糖代谢通路的重要步骤之

一。葡萄糖转运蛋白（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ＧＬＵＴ）

是葡萄糖转运的主要载体，广泛分布于各种人体组织

和细胞中。ＧＬＵＴｓ属于ＳＬＣ２Ａ（ｓｏｌｕｔｅｃａｒｒｉｅｒｆａｍｉ

ｌｙ２）家族，是参与糖代谢的一类调控细胞外的葡萄糖

进入细胞内的一种跨膜蛋白家族。Ｓａｎｇｅｒ公司和国

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发现，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中

存在８个 ＧＬＵＴ蛋白同源基因，分别属于 ＧＬＵＴ１，

ＧＬＵＴ３和ＧＬＵＴ６
［５－７］。然而对这些ＧＬＵＴ蛋白的

基因尚未克隆鉴定和生物信息学分析。其中ＧＬＵＴ３

是一个重要的功能蛋白和药物靶点。Ｌｉ等
［８］研究发

现上调的ｍｉＲ２９ｃ通过抑制前列腺癌中ＧＬＵＴ３的表

达来抑制细胞增殖和糖酵解。ＧＵＬＴ３与胃癌的分期

和生存相关，ＧＬＵＴ３是胃癌葡萄糖靶向治疗的一个

靶点［９］。

目前，关于ＥｇＧＬＵＴ３的研究鲜有报道。本研究

克隆及分析了 ＥｇＧＬＵＴ３的生物信息，为探讨 犈．

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摄取葡萄糖机制和发现新的包虫病药物靶

点奠定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细粒棘球绦虫原头蚴 （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ｐｒｏｔｏ

ｓｃｏｌｅｃｅｓ，ＥｇＰＳＣｓ）１６４０培养基、胎牛血清、双抗和

０．２５％胰蛋白酶均购于美国Ｇｉｂｃｏ公司，ＰＢＳ购于美

国 Ｈｙｃｌｏｎｅ公司。从新疆乌鲁木齐华凌屠宰场被细

粒棘球蚴感染的绵羊的肝脏中获得ＥｇＰＳＣｓ。

２　提取总犚犖犃，犮犇犖犃合成和基因克隆

通用 ＭｉｎｉＢＥＳＴＲＮＡ提取试剂，逆转录试剂盒

（Ｐｒｉｍ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Ｉ１ｓｔＳｔｒａｎｄｃＤＮＡ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Ｋｉｔ），ＴＡ

克隆试剂购自于 ＴＡＫＡＲＡ（大连）公司。使用ＥｇＰ

ＳＣｓ提ＲＮＡ，逆转录后作模板，ＥｇＧＬＵＴ３的正向引

物 （５′ＡＴＧＡＡＡＧＧＴＡＴＡＴＣＴＧＧＡＣＣＡ３′） 和

ＥｇＧＬＵＴ３的反向引物（５′ＣＴＡＧＧＣＡＴＣＧＡＣＣＴＴ

ＧＧＡ３′）来扩增ＥｇＧＬＵＴ３基因。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４

℃预热５ｍｉｎ，９８℃变性３０ｓ，４５℃退火３０ｓ，共３４个

循环；７２℃延伸９０ｓ。使用ＴＡ克隆试剂盒，将扩增

的片段克隆到ｐＭＤ１９Ｔ载体中，由上海生工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测序验证。

３　生物信息学分析

将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中的ＥｇＧＬＵＴ３同源基因ｃＤ

ＮＡ序列从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获得

（ＮＣＢＩ，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通过

ＤＮＡＭＡＮ软件（版本６．０．３．９９）获得氨基酸序列。

通过 ＧｅｎＢａｎｋ／Ｂｌａｓｔ（ＢａｓｉｃＬｏｃａｌ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ｏｌ，ｈｔｔｐ：／／ｂｌａｓｔ．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Ｂｌａｓｔ．ｃｇｉ）进

行序列比对，并从 ＧｅｎＢａｎｋ下载相关的同源基因序

列。来自 Ｅｘｐａｓｙ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 （ｈｔｔｐ：／／ｗｅｂ．ｅｘｐａｓｙ．

ｏｒｇ／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的在线工具用于分析ＥｇＧＬＵＴ３蛋

白质的生理生化特征［１０］。采用ＳｉｇｎａｌＰ５．０软件（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ｉｇｎａｌＰ／）预测信号

肽［１１］。采用 ＭｏｔｉｆＳｃａｎ软件（ｈｔｔｐ：／／ｈｉｔｓ．ｉｓｂｓｉｂ．ｃｈ／

ｃｇｉｂｉｎ／ｍｏｔｉｆ＿ｓｃａｎ／）预测翻译后修饰位点
［１０］。使用

Ｐｒｏｔｃｏｍｐｖ．９．０（ｈｔｔｐ：／／ｌｉｎｕｘ１．ｓｏｆｔｂｅｒｒｙ．ｃｏｍ／ｂｅｒ

ｒｙ． ｐｈｔｍｌ？ ｔｏｐｉｃ ＝ ｐｒｏｔｃｏｍｐａｎ＆ｇｒｏｕｐ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ｌｏｃ／）预测亚细胞定位。

跨膜区域是由ＴＭＨＭＭ 服务器进行了分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ＭＨＭＭ２．０／）
［１２］。使

用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ｈｔｔｐｓ：／／ｗｅｂ．ｅｘｐａｓｙ．ｏｒｇ／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预

测亲水性［１０］。二级结构使用ＳＯＰＭＡ预测（ｈｔｔｐｓ：／／

ｎｐｓａｐｒａｂｉ．ｉｂｃｐ．ｆｒ／ｃｇｉｂｉｎ／ｎｐｓａ＿ａｕｔｏｍａｔ．ｐｌ？ｐａｇｅ

＝ｎｐｓａ＿ｓｏｐｍａ／），也利用 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测定 ＥｇＧ

ＬＵＴ３蛋白的二级结果
［１３－１４］。三级结构（３Ｄ）使用

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预 测出来 的 ３Ｄ 结 构
［１５－１６］，使用

Ｖｅｒｉｆｙ＿３Ｄｌ在线服务器评价３Ｄ 结构（ｈｔｔｐ：／／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ｍｂｉ．ｕｃｌａ．ｅｄｕ／Ｖｅｒｉｆｙ＿３Ｄ／）
［１７］。采用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ｃｄｄ／）预测保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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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域。通过ＤＮＡＭＡＮ软件（版本６．０．３．９９）分析多

序列比对，并且通过 Ｍｅｇａ软件（ＭｅｇａＸ）构建系统发

育树。

　　

Ｍ　ＤＮＡ标志物（ＤＬ２０００）　１　阴性对照　２　ＥｇＧＬＵＴ３基因
图１　犈犵犌犔犝犜３基因犘犆犚扩增产物电泳图谱

Ｍ　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２０００）　１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　ＥｇＧＬＵＴ１ｇｅｎｅ
犉犻犵．１　犈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犪犿狆犾犻犳犻犲犱犘犆犚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狅犳犈犵犌犔犝犜３犵犲狀犲

结　果

１　犈犵犌犔犝犜３的基因克隆

通过ＰＣＲ从ＥｇＰＳＣｓ中扩增出１５３０ｂｐ的特定

基因片段，大小与预期结果相符。

２　犈犵犌犔犝犜３的生理生化特征和信号肽

通过使用 Ｅｘｐａｓｙ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 服务器分析 ＥｇＧ

ＬＵＴ３的生理生化特征，氨基酸数量是５０９，相对分子

质量 为 ５５ １９２．２２，等 电 点 是 ８．３３，化 学 式

Ｃ２５３１Ｈ４０３７Ｎ６４１Ｏ６８６Ｓ２４，不稳定指数是４１．３１，这将蛋白

质归类为不稳定蛋白，脂肪族氨基酸指数是１２０．６７，

亲水性的总平均值（ＧＲＡＶＹ）是０．６４７，是亲水性蛋

白。通过ＳｉｇｎａｌＰ５．０软件信号肽预测结果表明，１８－

１９之间有一个信号肽裂解位点，概率是０．２３６５，信号

肽（Ｓｅｃ／ＳＰＩ）是０．７１２７。

　　

图２　犈犵犌犔犝犜３蛋白的跨膜区域

犉犻犵．２　犜狉犪狀狊犿犲犿犫狉犪狀犲犱狅犿犪犻狀狅犳狋犺犲犈犵犌犔犝犜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图３　犈犵犌犔犝犜３蛋白的亲水性

犉犻犵．３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犎狔犱狉狅狆犺犻犾犻犮狉犲犵犻狅狀狊狅犳犈犵犌犔犝犜３

３　犈犵犌犔犝犜３的功能预测和亚细胞定位

通过使用 ＭｏｔｉｆＳｃａｎ软件预测翻译后修饰位点，

结果显示有３个酰胺化位点，７个糖基化位点，１个

ｃＡＭＰ和ｃＧＭＰ依赖的蛋白激酶磷酸化位点，４个酩

蛋白激酶Ⅱ磷酸化位点，１１个酰基化位点，３个蛋白激

酶ｃ磷酸化位点。通过ＰｒｏｔＣｏｍｐｖ．９．０预测亚细胞

定位结果表明ＥｇＧＬＵＴ３的亚细胞定位是细胞质膜。

４　犈犵犌犔犝犜３的跨膜区域和亲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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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ＴＭＨＭＭ 服务器分析的结果表明，ＥｇＧ

ＬＵＴ３蛋白具有１２个跨膜区域，是一种细胞外蛋白

（图４）。通过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服务器检测ＥｇＧＬＵＴ３蛋白

的疏水区域结果显示，ＥｇＧＬＵＴ３蛋白包含多个亲水

性区域，亲水性平均值范围是－２．５６７～３．４４，是亲水

性膜转运蛋白（图５）。

　　

注：蓝色的 Ｈ＝α螺旋约占５３．８３％；红色的Ｅ＝β折叠约占１６．９０％；绿色的Ｔ＝β转角约占５．３０％；黄色的Ｃ＝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ｉｌ（无规卷曲）约占

２３．９７％。
图４　预测的犈犵犌犔犝犜３二级结构。

Ｎｏｔｅｓ：ＳＯＰＭＡｓｅｒｖ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ｌｕｅＨ＝ａｌｐｈａｈｅｌｉｘ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５３．８３％．ＴｈｅｒｅｄＥ＝ｂｅｔａｓｈｅｅ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１６．９０％．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Ｔ＝ｂｅｔａｔｕｒ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５．３０％．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Ｃ＝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ｉ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２３．

９７％．

犉犻犵．４　犜犺犲狆狉犲犱犻犮狋犲犱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犈犵犌犔犝犜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５　犈犵犌犔犝犜３蛋白的二级结构

ＳＯＰＭＡ软件以图形方式展示了蛋白质二级结构

（包括α螺旋，β折叠，β转向和无规卷曲）之间比例的

预测。ＥｇＧＬＵＴ３蛋白质的序列长度是５０９，其中α螺

旋约占５３．８３％，β折叠约占１６．９０％，β转角约占

５．３０％，无规卷曲约占２３．９７％（图４）。使用ＤＮＡｓｔａｒ

软件的 ＧｒａｍｉｅｒＲｏｂｓｏｎ和 ＣｈｏｕＦａｓｍａｎ方法分析

ＥｇＧＬＵＴ３蛋白的二级结构。（图５）。

　　

注：使用ＧｒａｍｉｅｒＲｏｂｓｏｎ和ＣｈｏｕＦａｓｍａｎ方法分析ＥｇＧＬＵＴ３蛋白的二级结构。第１，３，５和７行是ＧｒａｍｉｅｒＲｏｂｓｏｎ方法．红色代表ａｌｐｈａ螺
旋，绿色代表ｂｅｔａ折叠，蓝色代表转弯，黄色代表随机线圈；第２，４，６行是ＣｈｏｕＦａｓｍａｎ方法。红色代表ａｌｐｈａ螺旋，绿色代表ｂｅｔａ折叠，蓝色代表转
弯，无随机线圈预测。

图５　预测的犈犵犌犔犝犜３二级结构。

Ｎｏｔｅｓ：ＧｒａｍｉｅｒＲｏｂｓｏｎａｎｄＣｈｏｕＦａｓｍ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ＥｇＧＬＵＴ３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ｉｎｅｓ１，３，５ａｎｄ７
ａｒｅｔｈｅＧｒａｍｉｅｒＲｏｂｓ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ｒｅ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ａｌｐｈａｈｅｌｉｘ，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ｂｅｔａｆｏｌｄ，ｔｈｅｂｌｕ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ｔｕｒｎ，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ｉｌ．Ｌｉｎｅｓ２，４，６ａｒｅｔｈｅＣｈｏＦａｓｍ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ｒｅ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ａｌｐｈａｈｅｌｉｘ，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ｂｅｔａｆｏｌｄ，ｔｈｅｂｌｕｅ
ｆｏｒｔｈｅｔｕｒ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ｉ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ｏｃｏｌｏｕｒｉｎｔｈｉｓｆｉｇｕｒｅｌｅｇｅ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ｄｅｒｉｓ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ｗｅｂｖｅｒ
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犉犻犵．５　犜犺犲狆狉犲犱犻犮狋犲犱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犈犵犌犔犝犜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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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犈犵犌犔犝犜３的３犇结构

当模板和目标序列之间相似性＞３０％时，ＳＷＩＳＳ

ＭＯＤＥＬ可用于进行同源性建模
［１８］。ＥｇＧＬＵＴ３的

序列相似性是３２．９７％。使用 Ｖｅｒｉｆｙ３Ｄ在线软件评

价３Ｄ结构显示，７３．１９％的氨基酸平均３Ｄ／１Ｄ值≥

０．２。

７　犈犵犌犔犝犜３和 犈犵犌犔犝犜３同源基因的多重序列比

对。

通过ＤＮＡＭＡＮ软件比对结构显示，ＥｇＧＬＵＴ３

（ＧｅｎｅＢａｎｋＩＤ：ＣＤＳ１６１１７．１）与ＥｇＧＬＵＴ３的同源基

因 （ＧｅｎｅＢａｎｋＩＤ： ＣＤＳ１６１１６．１、ＣＤＳ１１９．１、

ＥＵＢ６３８４．１、ＥＵＢ６３４８５．１、ＸＰ＿０２４３５４６８０．１和 ＸＰ＿

０２４３５４６８１．１）的相似性分别３５．０１％、２５．８５％、３４．

３２％ 和 ８４．８２％。ＥｇＧＬＵＴ３ 与 华 支 睾 吸 虫

（犆犾狅狀狅狉犮犺犻狊狊犻狀犲狀狊犻狊，ＧｅｎｅＢａｎｋＩＤ：ＧＡＡ５６１３９．１）相

似性比较高４３．４７％。与其他物种的相似性１１．３１％

到２２．０９％左右。用ＳＭＡＲＴ对氨基酸序列进行分析

后发现，该蛋白８～２８６氨基酸位置具有易化载体超家

族（Ｍａｊｏｒ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ｕｐｅｒｆａｍｉｌｙＭＦＳ）的特征性结

构域（Ｅｖａｌｕｅ＝２．５ｅ１７），１１～４６８氨基酸位置有１２

个葡萄糖转运蛋白结构域（Ｅｖａｌｕｅ１．１ｅ１０３）（图６）。

　　

注：ＣＤＳ１６１１６．１，ＣＤＳ１１９．１，ＥＵＢ６３８４．１，ＥＵＢ６３４８５．１，ＸＰ＿０２４３５４６８０．１和ＸＰ＿０２４３５４６８１．１：细粒棘球绦虫葡萄糖转运蛋白３的同源基因；

ＧＡＡ５６１３９．１：华支睾吸虫葡萄糖转运蛋白３；ＮＰ＿００１００２６４３．１：斑马鱼葡萄糖转运蛋白３；ＮＰ＿００１００９７７０．１：绵羊葡萄糖转运蛋白３；ＮＰ＿０３５５３１．
３：小鼠葡萄糖转运蛋白３；ＮＰ＿００８８６２．１：人类葡萄糖转运蛋白３。★表示ＥｇＧＬＵＴ３的 ＭＦＳ家族的结构域，●表示葡萄糖转运结构域。

图６　犈犵犌犔犝犜３和犈犵犌犔犝犜３同源基因的多重序列比对。

Ｎｏｔｅｓ：ＣＤＳ１６１１６．１，ＣＤＳ１１９．１，ＥＵＢ６３８４．１，ＥＵＢ６３４８５．１，ＸＰ＿０２４３５４６８０．１ａｎｄＸＰ＿０２４３５４６８１．１：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
ｂｅｒ３ｈｏｍｏｌｏｇｙｇｅｎｅｓ；ＧＡＡ５６１３９．１：Ｃｌｏｎｏｒｃｈ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３；ＮＰ＿００１００２６４３．１：ＤａｎｉｏｒｅｒｉｏＣｌｏｎｏｒｃｈ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３；ＮＰ＿００１００９７７０．１：Ｏｖｉｓａｒｉｅｓ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３；ＮＰ＿０３５５３１．３：ｍｕｓｍｕｓｃｕｌｕｓ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３；ＮＰ
＿００８８６２．１：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ＭＦＳｓｕｐｅｒｆａｍｉｌ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ｕｇａ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犉犻犵．６　犕狌犾狋犻狆犾犲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犪犾犻犵狀犿犲狀狋狅犳犈犵犌犔犝犜３

８　犈犵犌犔犝犜３的系统进化关系

通过 ＭｅＧａＸ软件预测的ＥｇＧＬＵＴ３系统进化

树显示，进化树分两个大分支。ＥｇＧＬＵＴ３蛋白与多

房棘球蚴，华支睾吸虫和肝吸虫聚集成簇，与跟人类、

小鼠、狗、猕猴、野猪等哺乳动物的亲缘关系较远（图

７）。

讨　论

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感染所致囊型包虫病（ｃｙｓｔｉｃｅｃｈｉ

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ＣＥ），危害严重，亟需研发治疗新药物。阻

抑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摄取中间宿主体内葡萄糖，研发抗

包虫药物的思路之一，但是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与其中间

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尚末阐明。ＧＬＵＴ３在不同类型

的实体瘤中过表达，针对ＧＬＵＴｓ的过表达进行癌症

诊断和潜在治疗的目标倍受关注［１９］。本研究中从感

染绵羊的ＥｇＰＳＣｓ中克隆获得ＥｇＧＬＵＴ３的ＣＤＳ序

列发现ＥｇＧＬＵＴ３是一个较为保守的基因，ＧＬＵＴ３

具有特征结构域，但在亲缘关系和序列相似度上与人

等脯乳动物的ＧＬＵＴ３蛋白存在较大差异，提示可以

针对ＥｇＧＬＵＴ３设计特异性的治疗包虫病药物分子，

而避免对人等哺乳动物产生毒性。

Ｌｏｄｉｓｈ等
［２０］在１９８５年ＧＬＵＴ蛋白中发现了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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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ＭｍＧＬＵＴ３：小鼠葡萄糖转运蛋白３（ＮＰ＿０３５５３１．３）；ＨｓＧＬＵＴ３：人类葡萄糖转运蛋白３（ＮＰ＿００８８６２．１）；ＣＩＧＬＵＴ３：狗葡萄糖转运蛋白３
（ＮＰ＿００１００３３０８．１）；ＳｓＧＬＵＴ３：野猪葡萄糖转运蛋白３（ＡＭＮ８８５６１．１）；ＯａＧＬＵＴ３：绵羊葡萄糖转运蛋白３（ＮＰ＿００１００９７７０．１）；ＤｒＧＬＵＴ３：斑马鱼
葡萄糖转运蛋白３（ＮＰ＿００１００２６４３．１）；ＦＨＧＬＵＴ３：肝吸虫葡萄糖转运蛋白３ （ＴＨＤ２５３４４．１）；ＣｓＧＬＵＴ３：华支睾吸虫葡萄糖转运蛋白３
（ＧＡＡ５６１３９．１）；ＥｍＧＬＵＴ：多房棘球蚴葡萄糖转运蛋白（ＢＢＥ２１０５５．１）；ＥｇＧＬＵＴ３：细粒棘球蚴葡萄糖转运蛋白３（ＣＤＳ１６１１７．１）。

图７　犈犵犌犔犝犜３的系统进化树（聚类树状图）。

Ｎｏｔｅｓ：ＭｍＧＬＵＴ３：Ｍｕｓｍｕｓｃｕｌｕｓ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３（ＮＰ＿０３５５３１．３）；ＨｓＧＬＵＴ３：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３
（ＮＰ＿００８８６２．１）；ＣＩＧＬＵＴ３：Ｃａｎｉｓｌｕｐｕｓ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３（ＮＰ＿００１００３３０８．１）；ＳｓＧＬＵＴ３：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３
（ＡＭＮ８８５６１．１）；ＯａＧＬＵＴ３：Ｏｖｉｓａｒｉｅｓ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３（ＮＰ＿００１００９７７０．１）；ＤｒＧＬＵＴ３：Ｄａｎｉｏｒｅｒｉｏ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３（

ＮＰ＿００１００２６４３．１）；ＦＨＧＬＵＴ３：Ｆａｓｃｉｏｌａｈｅｐａｔｉｃａ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３（ＴＨＤ２５３４４．１）；ＣｓＧＬＵＴ３：Ｃｌｏｎｏｒｃｈ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ｍｅｍｂｅｒ３；（ＧＡＡ５６１３９．１）；ＥｍＧＬＵＴ：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狌犾狋犻犾狅犮狌犾犪狉犻狊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３；（ＢＢＥ２１０５５．１）；ＥｇＧＬＵＴ３：犈．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ｇｌｕ
ｃ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３（ＣＤＳ１６１１７．１）．
犉犻犵．７　犘犺狔犾狅犵狉犪犿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犲犱狌狊犻狀犵狋犺犲狀犲犻犵犺犫狅狉犼狅犻狀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狋狅犮狅犿狆犪狉犲狋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犈犵犌犔犝犜３犪狀犱犌犔犝犜３狊犳狉狅犿狏犪狉犻狅狌狊狅狉犵犪狀犻狊犿狊

个跨膜区域。ＧＬＵＴ蛋白在Ｃ末端结构域中的ＴＭＳ

１－６和在Ｎ末端结构域中有ＴＭＳ７－１２，呈现为由

内腔分隔的双重伪对称的结构［２１］。在本研究通过

ＴＭＨＭＭ预测发现ＥｇＧＬＵＴ３具有１２个跨膜区域，

其中６个跨膜域在Ｎ末端，６个跨膜域在Ｃ末端。提

示ＥｇＧＬＵＴ３与其他ＧＬＵＴ３同源基因具有结构的高

度相似性，这种特殊结构在ＧＬＵＴ起着重要作用。

蛋白质的二级结构可以极大地影响蛋白的功能。

α螺旋和β链在细胞稳定性，信号传导和组织构成中

起着重要作用［２２］。在本研究中发现α螺旋和无规卷

曲是ＥｇＧＬＵＴ３的主要二级结构。Ｂａｌｄｗｉｎ等
［２３］研究

发现 ＧＬＵＴ 家族蛋白的 Ｃ 末端亲水区主要负责

ＧＬＵＴ蛋白的转运。在本研究中发现ＥｇＧＬＵＴ３蛋

白的Ｃ末端也包含多个亲水性区域，提示其为负责

ＥｇＧＬＵＴ３蛋白转运的结构域。

在ＥｇＧＬＵＴ３保守结构域的分析中，８～２８６氨基

酸位置发现了 ＭＦＳ的保守结构域（Ｅｖａｌｕｅ２．５ｅ１７）

其家族主要负责在各种原核和真核生物中结合和运输

各种碳水化合物，有机醇和酸［２０］。ＭＦＳ家族的转运

蛋白与生物膜形成和毒力的相关性成正比，表明 ＭＦＳ

转运蛋白作为潜在药物靶标的作用［２４］。蛋白激酶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Ｃ，ＰＫＣ）超家族的成员在葡萄糖转运

中起关键的调节作用［２５］。ＰＫＣ参与乳腺上皮细胞对

葡萄糖摄取的调节，该功能通过 ＧＬＵＴ起作用
［２６］。

ＰＫＣ是多种细胞摄取葡萄糖的关键调节剂
［２５，２７］。本

研究在ＥｇＧＬＵＴ３中发现了３个ＰＫＣ磷酸化位点。

ＰＫＣ在血管功能障碍和异常钙离子处理（如肥胖、高

血压和糖尿病）的病理学中是一个潜在的药理学靶

点［２８］。同时也被认为是癌症等疾病的药物靶点［２９，３０］。

因此，ＥｇＧＬＵＴ３蛋白的 ＰＫＣ位点也可能成为犈．

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新的药物靶点。

综上，本研究中克隆鉴定了ＥｇＧＬＵＴ３基因并分

析了其重要功能结构域和进化树，这项研究为阐明犈．

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致病机制和发现新的治疗包虫病药物靶点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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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７４－７．

［１５］　ＢｉａｓｉｎｉＭ，ＢｉｅｎｅｒｔＳ，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Ａ，ｅｔａｌ．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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