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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克雷伯菌烷基过氧化氢还原酶Ｃ的表达纯化

及其活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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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表达、纯化肺炎克雷伯菌（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烷基过氧化氢还原酶Ｃ（Ａｌｋｙｌｈｙｄｒｏ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ｒｅｄｕｃ

ｔａｓｅＣ，Ａｈｐｃ）并测定其活性。　方法　利用ＣｌｕｓｔａｌＯｍｅｇａ分析不同细菌 Ａｈｐｃ蛋白的同源性；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

析肺炎克雷伯菌Ａｈｐｃ蛋白的生物学特性。根据Ａｈｐｃ基因，设计ＰＣＲ引物，以肺炎克雷伯菌基因组ＤＮＡ为模板，ＰＣＲ

扩增Ａｈｐｃ基因，双酶切后将其连接到ｐＥＴ２８ａ，获得重组质粒ｐＥＴ２８ａＡｈｐｃ。将重组质粒转化大肠埃希菌，使用ＩＰＴＧ

诱导重组Ａｈｐｃ蛋白的表达，使用亲和层析纯化目蛋白，采用氧化铁二甲酚橙法测定 Ａｈｐｃ蛋白降解叔丁基过氧化氢活

性。　结果　肺炎克雷伯菌Ａｈｐｃ蛋白含有两个半胱氨酸的经典过氧氧化还原蛋白，定位在细菌细胞质，无跨膜结构

域。其α螺旋、β片层以及无规卷曲的含量分别为２７．８％，１９．７％和５２．４％。三级结构是由１０个同源的Ａｈｐｃ蛋白组成

同源多聚体。Ａｈｐｃ蛋白具有多个Ｂ细胞表位。ＰＣＲ扩增得到５６４ｂｐ的Ａｈｐｃ基因，构建的ｐＥＴ２８ａＡｈｐｃ重组质粒转

化大肠埃希菌ＢＬ２１（ＤＥ３）后能表达分子质量单位约为２４．７ｋｕ的重组 Ａｈｐｃ蛋白。亲和层析法获得纯度较高的重组

Ａｈｐｃ蛋白，纯化的重组蛋白能降解丁基过氧化氢。　结论　成功表达了肺炎克雷伯菌Ａｈｐｃ蛋白，该蛋白纯化后仍具有

降解能够降解丁基过氧化氢的活性，为肺炎克雷伯菌的抗氧化机制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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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ａｌｋｙｌｈｙｄｒｏ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肺炎克雷伯菌（犓犾犲犫狊犻犲犾犾犪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是一种常

见革兰阴性肠杆菌科机会致病菌。是引起呼吸道感染

的主要病原菌之一，也是导致菌血症和尿路感染的常

见因素。儿童肠道中肺炎克雷伯菌的定值率高达

９０％，该菌是引发儿童肺炎的主要原因
［１－２］。特别是

高致病性的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增加了新生儿科、重症

监护室和外科等科室患者的死亡率［３－４］。使用抗生素

治疗肺炎克雷伯菌时易出现多耐药以及不良反应，临

床治疗方案受到极大限制。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已经成

为急需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研究肺炎克雷伯菌的致

病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５］。

超氧阴离子（Ｏ
２－）、过氧化氢（Ｈ２Ｏ２）和羟基自由

基（ＨＯ）等活性氧（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能

对病原菌的ＤＮＡ、蛋白质和细胞膜造成损伤，从而导

致病原菌死亡。而病原菌能够通过表达过氧氧化还原

蛋白（ｐｅｒｏｘｉｒｅｄｏｘｉｎ）来降解ＲＯＳ，降低ＲＯＳ的破坏

能力［６］。烷基过氧化氢还原酶Ｃ（ａｌｋｙｌｈｙｄｒｏ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Ｃ，Ａｈｐｃ）是Ｐｅｒｏｘｉｒｅｄｏｘｉｎ的一种，具有分

解有机过氧化物的活性［７－８］。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并致

病的前提是免受机体的氧化杀伤，但是肺炎克雷伯菌

的抗氧化机制尚不清楚［９］。肺炎克雷伯菌的基因组中

存在一个 Ａｈｐｃ蛋白编码区，但关于该蛋白的功能鲜

有报道。本实验拟构建重组质粒ｐＥＴ２８ａＡｈｐｃ并纯

化得到重组 Ａｈｐｃ蛋白，测定该蛋白分解有机过氧化

物的能力，为研究肺炎克雷伯菌的抗氧化作用机制奠

定实验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菌株及载体　大肠埃希菌 ＤＨ５α，大肠埃希菌

ＢＬ２１（ＤＥ３），肺炎克雷伯菌 ＮＨ１２以及表达质粒

ｐＥＴ２８ａ都由本室保存。

１．２　主要试剂和仪器　质粒提取试剂盒和ＤＮＡ回

收试剂盒购于美国 ＯＭＥＧＡ公司；细菌基因组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购于德国 ＴＩＡＮＧＥＮ公司；ＢＣＡ 蛋白定

量试剂盒和镍柱纯化树脂，蛋白质 Ｍａｒｋｅｒ，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购于美国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限制

性内切酶ＨｉｎｄＩＩＩ、ＥｃｏＲＩ、ＰＣＲ酶和Ｔ４连接酶购于大

连ＴＡＫＡＲＡ生物公司；ＤＴＴ、山梨醇、二甲酚橙和叔

丁基过氧化氢等化学试剂为分析纯或以上，均购于上

海生工或者国药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恒温摇床购于上

海一恒公司；高压灭菌锅购于日本 Ｈｉｒａｙａｍａ；ｐＨ 计

购于瑞士梅特勒－托利多公司；ＰＣＲ仪购于美国伯乐

公司；凝胶成像系统购于上海天能公司；冷冻低温离心

机购于美国贝克曼公司；全自动酶标仪购于美国Ｂｉｏ

Ｔｅｋ公司。２　方法

２．１　Ａｈｐｃ蛋白的序列比对　利用Ｃｌｕｓｔａｌ在线软件

分析肺炎克雷伯菌（犓．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ｕｍ

ｂｅｒ：ＡＥＷ６０１８６．１）与无乳链球菌（犛．犪犵犪犾犪犮狋犻犪犲，ａｃ

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ＮＰ＿６８８８２３．１）、伤寒沙门氏菌（犛．

犲狀狋犲狉犻犮犪，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幽门螺杆菌（犎．狆狔犾狅

狉犻，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ＡＡＷ６６７１８）及结核分枝杆菌

（犕．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狊犻狊，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ＣＣＥ３７８９７．１）

Ａｈｐｃ蛋白的同源性。

２．２　Ａｈｐｃ蛋白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采用在线软件

ｈｔｔｐｓ：／／ｎｐｓａｐｒａｂｉ．ｉｂｃｐ．ｆｒ／ｃｇｉｂｉｎ／ｓｅｃｐｒｅｄ＿ｓｏｐｍａ．

ｐｌ分析 Ａｈｐｃ蛋白的二级结构；ｈｔｔｐｓ：／／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

ｅｘｐａｓｙ．ｏｒｇ 分析 Ａｈｐｃ蛋白的三级结构；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ｅｄｂ．ｏｒｇ分析 Ａｈｐｃ蛋白的 Ｂ细胞表位；ｈｔ

ｔｐｓ：／／ｅｍｂｎｅｔ．ｖｉｔａｌｉｔ．ｃｈ／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ＭＰＲＥＤ＿ｆｏｒｍ．

ｈｔｍｌ＃ｏｐｅｎｎｅｗｗｉｎｄｏｗ分析 Ａｈｐｃ蛋白的跨膜结构

域。

２．３　Ａｈｐｃ基因的扩增　根据Ｐｕｂｍｅｄ上的肺炎克雷

伯菌 Ａｈｐｃ基因序列（ＧｅｎＢａｎｋ：ＣＰ００３２００．１），设计

ＰＣＲ引物，上游引物Ｆ：５＇ＧＧＧＡＡＴＴＣＴＣＣＴＴＡＡＴ

ＴＡＡＣＡＣＣＡＡＡＡＴＣＡ３＇（下划线部分是ＥｃｏＲＩ酶切

位点），下游引物 Ｒ：５＇ＣＣＡＡＧＣＴＴＴＴＡＧＡＴＣＴ

ＴＡＣＣＡＡＣＣＡＧ３＇（下划线部分是 ＨｉｎｄＩＩＩ酶切位

点），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公司合成。培养肺炎克雷伯

菌，利用试剂盒提取基因组 ＤＮＡ，ＰＣＲ扩增目的基

因。ＰＣＲ程序：９４℃１０ｍｉｎ；９４℃３０ｓ，５５℃３０ｓ，

７２℃３０ｓ；共３５个循环；７２℃，１０ｍｉｎ。采用１０％琼

脂糖凝胶电泳检测Ａｈｐｃ基因片段并进行胶回收。

２．４　重组质粒ｐＥＴ２８ａＡｈｐｃ的构建　使用 ＨｉｎｄＩＩＩ

和ＥｃｏＲＩ分别对空质粒ｐＥＴ２８ａ和Ａｈｐｃ基因进行双

酶切，回收酶切产物，用Ｔ４ＤＮＡ连接酶连接后通过

热激法转入到大肠埃希菌ＤＨ５α，转化菌均匀涂布于

含卡那霉素的选择性ＬＢ固体培养基，３７℃培养过夜，

进行ＰＣＲ验证。挑选阳性菌落进行测序验证。

２．５　重组 Ａｈｐｃ蛋白的表达及纯化　将重组质粒

ｐＥＴ２８ａＡｈｐｃ转化到大肠埃希菌ＢＬ２１（ＤＥ３）。挑取

单菌落，３７℃震荡培养过夜，取培养物接种于新的液

体ＬＢ培养基，待菌液的Ａ６００ 值为０．６时，加入终浓度

为０．１ｍｍｏｌ／Ｌ的ＩＰＴＧ，３０℃中继续震荡培养６ｈ，

诱导目的蛋白表达。用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０

ｃｍ）冷冻离心５ｍｉｎ进行收集菌液。ＰＢＳ溶液（ｐＨ７．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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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洗涤２次后在４℃超声波破碎细菌，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半径１０ｃｍ）离心１０ｍｉｎ，弃沉淀，留上清。重复

２次。将收集的上清液与镍离子亲和层析树脂混匀，

３７℃孵育１ｈ。用４０ｍｍｏｌ／Ｌ咪唑洗去非特异性结

合的杂蛋白。然后用３００ｍｍｏｌ／Ｌ咪唑洗脱重组Ａｈ

ｐｃ蛋白。收集的目的蛋白用１５％的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

检测其纯度，用ＢＣＡ法进行蛋白定量。

２．６　重组Ａｈｐｃ蛋白的活性测定　Ａｈｐｃ蛋白的活性

测定参照文献［１０］，将ＤＴＴ与重组 Ａｈｐｃ蛋白混合，

混合液中ＤＴＴ终浓度为１ｍｍｏｌ／Ｌ，Ａｈｐｃ蛋白的终

浓度分别为１０μｍｏｌ／Ｌ以及２０μｍｏｌ／Ｌ，使用的缓冲

液为５０ｍｍｏｌ／ＬＰＢＳ溶液（ｐＨ７．４），试验设不加Ａｈ

ｐｃ蛋白为空白对照。在上述溶液中分别加入终浓度

为２００μｍｏｌ／Ｌ的叔丁基过氧化氢（ｔＢＨＰ），在不同时

间点取５０μｌ样品，加入到预制的６５０μＬＦＯＸ试剂

（２５ｍｍｏｌ／Ｌ硫酸，１２５μｍｏｌ／Ｌ二甲酚橙，２５０μｍｏｌ／

Ｌ硫酸亚铁铵和１００μｍｏｌ／Ｌ山梨醇），室温反应２０

ｍｉｎ，测定Ａ５６０ 值并作图。

结　果

１　犃犺狆犮蛋白的同源性分析

经ＣｌｕｓｔａｌＯｍｅｇａ比对肺炎克雷伯菌、幽门螺旋

杆菌、无乳链球菌、结核分枝杆菌以及伤寒沙门菌Ａｈ

ｐｃ蛋白的同源性，结果如图１。肺炎克雷伯菌 Ａｈｐｃ

蛋白与其他经典的 Ａｈｐｃ蛋白一样，均含有２个保守

的半胱氨酸。

　　

注：框中为保守的Ｃｙｓｔｉｎｅ
图１　不同细菌犃犺狆犮蛋白的同源性分析

Ｎｏｔ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ｃｙｓｔｉｎｅｓｗｅｒｅｂｏｘｅｄ
犉犻犵．１　犎狅犿狅犾狅犵狔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犃犺狆犮狆狉狅狋犲犻狀狊犳狉狅犿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２　犃犺狆犮蛋白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Ａｈｐｃ蛋白位于细菌细胞质，无跨膜结构域。Ｓｏｐ

ｍａ软件分析 Ａｈｐｃ蛋白的二级结构，α螺旋（Ａｌｐｈａ

ｈｅｌｉｘ，ｈ）、β片层（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ｔｒａｎｄ，ｅ）以及无规卷曲

（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ｉｌ，ｃ）的含量分别为２７．８％、１９．７％和５２．

４％（图２）。预测Ａｈｐｃ蛋白的三级结构为１０个同源

的Ａｈｐｃ蛋白组成的同源多聚体（图３）。

登录Ｉｅｄｂ网站分析Ａｈｐｃ蛋白的免疫原性，结果

见图４和表１。该蛋白其含有多个Ｂ细胞表位，具有

良好的抗原性。

　　

注：ｈ为α螺旋，占２７．８％；Ｅ为β片层，占１９．７％；Ｃ为无规卷曲，占５２．４％。
图２　肺炎克雷伯菌犃犺狆犮蛋白的二级结构

Ｎｏｔｅ：ＨｉｓＡｌｐｈａｈｅｌｉｘ，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２７．８％；Ｅｉｓ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ｔｒ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１９．７％；Ｃｉｓ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ｉ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５２．４％
犉犻犵．２　犎狅犿狅犾狅犵狔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犃犺狆犮狆狉狅狋犲犻狀狊犳狉狅犿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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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肺炎克雷伯菌犃犺狆犮蛋白的三级结构

犉犻犵３　犜犺犲狋犲狉狋犻犪狉狔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犃犺狆犮狆狉狅狋犲犻狀狅犳犓．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

　　

图４　肺炎克雷伯菌犃犺狆犮蛋白的犅细胞表位预测

犉犻犵．４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犅犮犲犾犾犲狆犻狋狅狆犲狅犳犃犺狆犆狆狉狅狋犲犻狀狅犳犓．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

表１　预测的犃犺狆犮蛋白犅细胞表位

犉犻犵．１　犘狉犲犱犻犮狋犲犱犅犮犲犾犾犲狆犻狋狅狆犲狅犳犃犺狆犆狆狉狅狋犲犻狀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起点

Ｓｔａｒｔ

终点

Ｅｎｄ

肽段序列

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长度（个）

Ｌｅｎｇｔｈ

１ １３ １７ ＮＱＡＦＫ ５

２ ２４ ３１ ＶＴＥＫＤＴＥＧ ８

３ ５０ ５７ ＥＬＧＤＶＡＤＨ ８

４ ８２ ８８ ＷＨＳＳＳＥＴ ７

５ ９７ １０５ ＩＧＤＰＴＧＡＬＴ ９

６ １１０ １１８ ＮＭＲＥＤＥＧＬＡ ９

７ １３９ １４４ ＥＧＩＧＲＤ ６

８ １５７ １７８ＹＶＡＳＨＰＧＥＶＣＰＡＫＷＫＥＧＥＡＴＬＡ ２２

３　表达质粒狆犈犜２８犪犃犺狆犮的构建与鉴定

以肺炎克雷伯菌基因组ＤＮＡ为模板ＰＣＲ扩增

Ａｈｐｃ基因，得到５６４ｂｐ的目的片段，与目的大小相

符。回收目的ＤＮＡ，双酶切后连接到ｐＥＴ２８ａ的Ｈｉｎ

ｄＩＩＩ和ＥｃｏＲＩ位点，得到表达质粒ｐＥＴ２８ａＡｈｐｃ。经

ＰＣＲ（图５）和测序验证，ｐＥＴ２８ａＡｈｐｃ构建正确。

４　重组肺炎克雷伯菌犃犺狆犮蛋白的表达与纯化

将ｐＥＴ２８ａＡｈｐｃ转化表达菌ＢＬ２１（ＤＥ３）后进行

培养。加入ＩＰＴＧ诱导重组 Ａｈｐｃ蛋白表达，表达产

物经镍离子亲和层析法纯化，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析为

单一条带，重组 Ａｈｐｃ蛋白分子质量单位约为２４．７

ｋｕ，与重组蛋白的理论分子质量相符合（图６）。

　　

Ｍ　ＤＮＡ标志物　１～３　重组质粒ＰＣＲ产物

图５　狆犈犜２８犪犃犺狆犮质粒犘犆犚检定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１－３　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犉犻犵．５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犈犜２８犪犃犺狆犮犫狔犘犆犚

　　

Ｍ　蛋白分子质量标准　１　诱导前的重组菌　２　重组菌ＩＰＴＧ
诱导表达产物　３　纯化的重组肺炎克雷伯菌Ａｈｐｃ蛋白

图６　肺炎克雷伯菌犃犺狆犮蛋白的表达及纯化

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　Ａｈｐ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ｗａ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犈．犮狅犾犻　３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Ｋ．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Ａｈｐｃｐｒｏｔｅｉｎ

犉犻犵．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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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犃犺狆犮狆狉狅狋犲犻狀

５　重组肺炎克雷伯菌犃犺狆犮蛋白的活性氧分解活性

采用ＦＯＸ法测定Ａｈｐｃ蛋白的活性，结果见图７。

·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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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μｍｏｌ／Ｌ以及２０μｍｏｌ／Ｌ的重组肺炎克雷伯菌Ａｈ

ｐｃ蛋白均能够迅速降解ｔＢＨＰ，表明Ａｈｐｃ具有过氧

化酶活性。

　　

图７　重组肺炎克雷伯菌犃犺狆犮蛋白分解狋犅犎犘活性曲线

犉犻犵．７　犃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犃犺狆犮狋狅犿犲狋犪犫狅犾犻狕犲狊狋犅犎犘

讨　论

肺炎克雷伯菌是一种定值在呼吸道以及肠道的机

会致病菌。患者免疫力降低、用药不合理和消毒不彻

底均均可引起肺炎克雷伯菌感染，调查发现肺炎克雷

伯菌是院内感染第二大病原菌［３，５］。由于儿童免疫系

统发育尚不完全，免疫功能相对较低以及用药特殊，肺

炎克雷伯菌常引发儿科感染［１１］，特别是多重耐药的产

超广谱β内酰胺酶肺炎克雷伯菌在儿科常呈爆发性流

行［１２］。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时会在患者体内遇到大量

的ＲＯＳ，因此肺炎克雷伯菌必须具备相应的抗氧化机

制，通过表达荚膜多糖行使抗氧化作用，但关于对该菌

抗氧化功能蛋白的研究鲜有报道［９］。本研究克隆并纯

化获得肺炎克雷伯菌 Ａｈｐｃ蛋白，并证明该蛋白能够

降解ｔＢＨＰ，推测 Ａｈｐｃ蛋白在肺炎克雷伯菌抵抗氧

化胁迫中起重要作用。

ＲＯＳ在调控病原菌－宿主的相互作用、病原菌的

感染和耐药机制中均发挥重要作用，高浓度的ＲＯＳ能

够通过调控 ＯｘｙＲ和 ＯｈｒＲ等调节因子，诱导 Ａｈｐｃ

和ＫａｔＧ等过氧化物酶的表达，这些过氧化物酶降解

细菌中过量的ＲＯＳ
［１３－１５］。研究 Ａｈｐｃ的酶活性有助

于了解病原菌的存活、感染和耐药机制。Ａｈｐｃ蛋白在

大肠埃希菌，幽门螺旋杆菌和结合分枝杆菌等多种病

原菌中起抗氧化功能，并且与病原菌的致病能力密切

相关，Ａｈｐｃ基因缺失的病原菌致病能力下降
［１６］。氧

化状态下 Ａｈｐｃ蛋白以二聚体形式存在，还原条件下

能形成十聚体。经典的Ａｈｐｃ蛋白活性中心含有两个

半胱氨酸，当这两个保守的半胱氨酸发生突变时，Ａｈ

ｐｃ蛋白活性下降
［７］。生物信息学分析肺炎克雷伯菌

Ａｈｐｃ蛋白为经典的含有两个半胱氨酸的过氧氧化还

原蛋白，可形成十聚体的三级结构，因此认为肺炎克雷

伯菌Ａｈｐｃ蛋白是通过保守半胱氨酸提供电子，然后

还原过氧化物，从而行使抗氧化功能。

Ａｈｐｃ蛋白除了有抗氧化活性外，还具有较强的免

疫原性。幽门螺杆菌和具核梭杆菌等的Ａｈｐｃ蛋白免

疫小鼠后能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可以降低病原体的

载量［１７－１８］。分析发现肺炎克雷伯菌的 Ａｈｐｃ蛋白与

其他细菌的 Ａｈｐｃ蛋白虽然均有保守的活性中心，但

与其它Ａｈｐｃ蛋白的同源性较低。生物信息学预测肺

炎克雷伯菌Ａｈｐｃ蛋白含有多个Ｂ细胞表位，具有较

强的抗原性。该蛋白可降解活性氧，可为肺炎克雷伯

菌的抗氧化机制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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