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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Ｏｍｐ３３－３６外膜蛋白片段（２０－２９９ａａ）的

表达与纯化

王慧璇，蔡伟，程建军，王胜军，许化溪

（江苏大学检验医学研究所免疫研究室，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　目的　利用ｐＥＴ２８ａ蛋白表达载体，在大肠埃希菌ＢＬ２１（ＤＥ３）ｐＬｙｓＳ中重组表达鲍曼不动杆菌 Ｏｍｐ３３－３６

外膜蛋白片段（２０－２９９ａａ）。　方法　ＰＣＲ扩增获得鲍曼不动杆菌Ｏｍｐ３３－３６外膜蛋白片段（２０－２９９ａａ）基因，克隆入

ｐＥＴ２８ａ表达载体，构建重组表达质粒ｐＥＴ２８ａ／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转化入大肠埃希菌ＢＬ２１（ＤＥ３）ｐＬｙｓＳ中，经

ＩＰＴＧ诱导蛋白表达，对包涵体表达的蛋白进行变性复性处理，用镍柱亲和层析纯化后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析。　结

果　ＰＣＲ扩增获得大小约８６２ｂｐ的目的片段，构建的重组表达质粒ｐＥＴ２８ａ／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经双酶切鉴定成功

插入目的基因片段，重组质粒转化大肠埃希菌ＢＬ２１（ＤＥ３）ｐＬｙｓＳ，经ＩＰＴＧ诱导成功表达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６Ｈｉｓ重

组蛋白，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显示重组蛋白分子质量单位约为３１．５ｋｕ，经镍亲和纯化得到高纯度的重组Ｏｍｐ３３－３６。　结

论　成功重组表达鲍曼不动杆菌Ｏｍｐ３３－３６外膜蛋白片段（２０－２９９ａａ），为进一步研究其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奠定了实

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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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犃犮犻狀犲狋狅犫犪犮狋犲狉犫犪狌犿犪狀狀犻犻，ＡＢ）是一

种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可在医

院环境中长时间存活，为引起医院感染的重要条件致

病菌，主要导致呼吸机相关肺炎、菌血症和尿道感

染［１－２］。近年来由于抗生素的滥用，鲍曼不动杆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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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耐药问题也已日渐突出，临床出现大量多耐药

菌株，给患者的治疗带来困难，病死率增加。但到目前

为止，鲍曼不动杆菌的致病机制及其导致抗生素耐药

的机制尚不明确。研究表明鲍曼不动杆菌的外膜蛋白

（Ｏｕｔｅ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ＯＭＰ）是其毒力的主要部

分，在鲍曼不动杆菌的致病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３］。

外膜蛋白Ｏｍｐ３３－３６是一种由１４个β片层反向平行

折叠的β桶状蛋白，在β２和β３片层的胞浆外侧有一

个延长的转角，使之能折叠成孔腔结构并完全阻塞水

通道［４］，Ｏｍｐ３３－３６是一种可通过外膜囊泡（Ｏｕｔｅ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ｖｅｓｉｃｌｅｓ，ＯＭＶｓ）释放的孔蛋白，存在于菌

体分泌的ＯＭＶｓ中，ＯＭＶｓ可与宿主细胞膜表面的脂

阀相互作用，将外膜蛋白等毒力因子释放到宿主细胞

内，从而导致细胞凋亡，Ｏｍｐ３３－３６同时具有调节细

胞自噬的功能，并具有很强的细胞毒性［５－６］。

本实验通过分子克隆技术重组表达鲍曼不动杆菌

ＡＴＣＣ１７９７８外膜蛋白 Ｏｍｐ３３－３６，为进一步研究鲍

曼不动杆菌分子致病机制及研发亚单位疫苗药物奠定

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菌株、质粒及主要试剂　犃犮犻狀犲狋狅犫犪犮狋犲狉犫犪狌犿犪

狀犻犻ＡＴＣＣ１７９７８标准菌株由浙江大学俞云松教授提

供；ｐＥＴ２８ａ和大肠埃希菌ＤＨ５α由江苏大学黄新祥

教授提供；ＢＬ２１（ＤＥ３）ｐＬｙｓＳ感受态细胞，质粒抽提

试剂盒，ＳａｎＰｒｅｐ柱式ＤＮＡ胶回收试剂盒，ＰＣＲ产物

纯化试剂盒，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１００×细菌用蛋白

酶抑制剂复合物及蛋白质镍亲和纯化试剂盒均购自上

海生工生物工程公司；ＤＬ１５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购自大

连ＴａＫａＲａ公司；限制性内切酶ＮｃｏＩ和ＸｈｏＩ和Ｔ４

ＤＮＡ 连接酶购自美国 ＮＥＢ 公司；Ｐｈａｎｔａ高保真

ＤＮＡ聚合酶购自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低分

子量蛋白ｍａｒｋｅｒ（ＰＭ１４４１１６）购于上海瑞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ＩＰＴＧ购于德国 Ｍｅｒｃｋ公司。

１．２　主要仪器　　凝胶成像及分析系统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购于北京赛智公司，ＡＢＩ２７２０ＰＣＲ扩增仪

和ＮａｎｏＤｒｏｐ１０００核酸蛋白测定仪均购自于赛默飞

世尔科技公司，ＴａｎｏｎＶＥ１８６蛋白质电泳仪购于上

海力敏实业有限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鲍曼不动杆菌ＡＴＣＣ１７９７８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

２９９基因ＰＣＲ扩增　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公布的鲍曼不动

杆菌 ＡＴＣＣ１７９７８ 的 全 基 因 组 序 列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ＣＰ００５２１．１）中 Ｏｍｐ３３ － ３６ （Ａ１Ｓ３２９７，ＣＤＳ：

３７８９６６７．．３７９０５６６）
［６－７］的基因序列，通过ＳＭＡＲＴ软

件分析其Ｎ端１－１９氨基酸残基为信号肽，设计表达

引物时考虑截去 Ｎ端信号肽序列。分别在上游引物

Ｏｍｐ３３－３６Ｆ和下游引物 Ｏｍｐ３３－３６Ｒ的５＇端加入

限制性内切酶ＮｃｏＩ和ＸｈｏＩ酶切位点及其对应的保

护 碱 基。 引 物 Ｏｍｐ３３ － ３６Ｆ：５′ＣＡＴＧＣＣＡＴ

ＧＧ犆犃ＴＡＴＣＡＡＴＴＴＧＡＡＧＴＴＣＡＡＧＧＴ３′（下划线

部分为ＮｃｏＩ酶切位点，斜体ＣＡ为防止移码突变加

入 的 碱 基 ）； Ｏｍｐ３３ － ３６Ｒ：５′ＡＣＣＧＣＴＣ

ＧＡＧＧＡＡＡＣＧＧＡＡＴＴＴＡＧＣＡＴＴＴＡＡＧＣ３′（下划

线部分为ＸｈｏＩ酶切位点），引物由苏州鸿迅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合成。以 ＡＴＣＣ１７９７８基因组ＤＮＡ为

模板扩增 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基因。ＰＣＲ扩增体

系：２×Ｐｈａｎｔａ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１０μｌ，上、下游引物（１０

μｍｏｌ／Ｌ）各１μｌ，模板２μｌ，加ｄｄＨ２Ｏ６μｌ至总体积

２０μｌ。反应条件：９５℃预变性１ｍｉｎ；９５℃变性１０ｓ，

４８℃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１ｍｉｎ，共２个循环；９５℃变

性１０ｓ，６０℃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１ｍｉｎ，共３０个循

环；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１％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ＰＣＲ

扩增产物，切胶回收目的片段。

２．２　重组表达质粒ｐＥＴ２８ａ／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

的构建　将含ｐＥＴ２８ａ的大肠埃希菌ＤＨ５α进行扩

大培养，抽提质粒。将割胶回收的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

２９９ＰＣＲ扩增产物和表达质粒ｐＥＴ２８ａ同时用 ＮｃｏＩ

和ＸｈｏＩ进行双酶切，用ＰＣＲ产物纯化试剂盒纯化酶

切产物。用 Ｔ４ＤＮＡ 连接酶连接纯化的线性化的

ｐＥＴ２８ａ和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酶切产物，１６℃连

接９０ｍｉｎ，连接产物转化ＤＨ５α感受态细胞并涂布于

含卡那霉素（Ｋａｎ５０ｍｇ／Ｌ）的筛选ＬＢ平板，３７℃倒

置培养过夜。次日挑取单克隆于５００μｌ含卡那霉素

（Ｋａｎ５０ｍｇ／Ｌ）的ＬＢ液体培养基中，于３７℃２００ｒ／

ｍｉｎ振摇培养４～５ｈ，进行菌液ＰＣＲ初步验证。选取

ＰＣＲ阳性菌液扩大培养，提取重组质粒 ｐＥＴ２８ａ／

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用ＮｃｏＩ和ＸｈｏＩ进行双酶切

鉴定，阳性克隆由苏州鸿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测

序。

２．３　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６Ｈｉｓ蛋白的诱导表达　

将测序正确的重组质粒ｐＥＴ２８ａ／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

２９９转化ＢＬ２１（ＤＥ３）ｐＬｙｓＳ感受态细胞，菌液涂布于

含卡那霉素（Ｋａｎ５０ｍｇ／Ｌ）的筛选ＬＢ平板，３７℃倒

置培养过夜。挑取单克隆接种于３ｍｌ的ＬＢ培养液

（Ｋａｎ５０ｍｇ／Ｌ）中，３７℃２２０ｒ／ｍｉｎ振摇过夜。次日

按１∶１００接种于３０ｍｌＬＢ培养液（Ｋａｎ５０ｍｇ／Ｌ）

中，同上振摇至菌体 ＯＤ６００为０．６～０．８。取出１ｍｌ

培养物，室温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０ｃｍ）离心２

ｍｉｎ，弃上清，用１００μｌ１×上样缓冲液重悬菌体沉淀

作为诱导前对照。剩余培养物中加入ＩＰＴＧ至终浓度

·８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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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０．５ｍｍｏｌ／Ｌ，２０℃２２０ｒ／ｍｉｎ振摇过夜，诱导融合

蛋白表达。取出１ｍｌ培养物，室温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

心半径１０ｃｍ）离心２ｍｉｎ，弃上清，用１００μｌ１×上样

缓冲液重悬菌体沉淀检测诱导后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

２９９６Ｈｉｓ蛋白表达量。其余培养物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

心半径１５ｃｍ）离心１０ｍｉｎ，弃上清，用３０ｍｌ的ＰＢＳ

（１５０ｍｍｏｌ／ＬＮａＣｌ，１０ｍｍｏｌ／ＬＮａ２ＨＰＯ４，１ｍｍｏｌ／

ＬＮａＨ２ＰＯ４）重悬菌体沉淀，重悬液超声波破碎，取８０

μｌ悬液室温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０ｃｍ）离心１０

ｍｉｎ，分离上清和沉淀，沉淀用８０μｌＰＢＳ重悬，分别加

入２０μｌ的５×上样缓冲液重悬，进行１２％ ＳＤＳ

ＰＡＧＥ电泳分析。

２．４　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６Ｈｉｓ的变性复性及纯

化　按照２．３方法诱导培养３０ｍｌ菌液，１０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０ｃｍ）离心１０ｍｉｎ，弃上清，将菌体沉

淀重悬于 ２０ ｍｌ裂解液（２０ ｍ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ＨＣｌ，１

ｍｍｏｌ／ＬＰＭＳＦ，１×细菌用蛋白酶抑制剂复合物，ｐＨ

８．０）中，超声破碎（功率４００Ｗ，工作４ｓ，间歇８ｓ，共

２０ｍｉｎ）。将超声破碎的细胞裂解液４℃，１０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０ｃｍ）离心２０ｍｉｎ收集沉淀。使用包

涵体洗涤液（２０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１ｍｍｏｌ／ＬＥＤＴＡ，２

ｍｏｌ／Ｌ尿素，１ ｍｏｌ／Ｌ ＮａＣｌ，１％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ｐＨ

８．０）洗涤包涵体３次。用３０ｍｌ溶解缓冲液（２０

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５ｍｍｏｌ／ＬＤＴＴ，８ｍｏｌ／Ｌ尿素，ｐＨ８．

０）溶解包涵体，４℃放置过夜，室温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

心半径１０ｃｍ）离心１５ｍｉｎ。将上清溶液约３０ｍｌ按

照１ｍｌ／ｍｉｎ滴加到ｐＨ８．０复性缓冲液３０ｍｌ中（２０

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５０ｍｍｏｌ／ＬＮａＣｌ，０．１ｍｏｌ／Ｌ精氨酸，２

ｍｍｏｌ／ＬＧＳＨ，０．２ｍｍｏｌ／ＬＧＳＳＧ），在加入过程中逐

步缓慢搅拌，将蛋白溶液装入透析袋于２０ｍ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ＨＣｌ，０．１５ｍｏｌ／ＬＮａＣｌ，ｐＨ８．０溶液中透析过

夜。将透析袋中溶液同上离心，取上清，按镍亲和纯化

试剂盒说明书方法上柱、洗涤和洗脱。收集洗脱液，使

用ＰＢＳ进行透析过夜。将超声破碎后处理样品，复性

后透析袋中上清样品上柱后的流出液及洗脱液各取５

μｌ进行１２％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检测，分析重组蛋白的纯

化效果。

结　果

１　鲍曼不动杆菌犗犿狆３３－３６犪犪２０－２９９目的基因的

犘犆犚扩增

以鲍曼不动杆菌ＡＴＣＣ１７９７８基因组ＤＮＡ为模

板ＰＣＲ扩增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基因，扩增产物

电泳结果见图１，产物大小８６２ｂｐ，与预期片段大小一

致。

　　

Ｍ　ＤＮＡ标志物（ＤＬ２０００）　１　空白对照　２　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
－２９９基因ＰＣＲ产物

图１　犗犿狆３３－３６犪犪２０－２９９基因犘犆犚产物１％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Ｍ　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Ｂｌａｎｋ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　Ｏｍｐ３３－

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ｇｅｎｅ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

犉犻犵．１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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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犪狆狅犳狋犺犲犗犿狆３３－３６

犪犪２０－２９９犵犲狀犲犘犆犚狆狉狅犱狌犮狋

２　重组表达质粒狆犈犜２８犪／犗犿狆３３－３６犪犪２０－２９９的

犘犆犚鉴定

重组表达质粒ｐＥＴ２８ａ／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

经ＮｃｏＩ单酶切和ＮｃｏＩ／ＸｈｏＩ双酶切产物经１％琼脂

糖凝胶电泳分析，得到ｐＥＴ２８ａ和 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

－２９９两条片段，大小与预期相符（图２）。测序结果证

明质粒ｐＥＴ２８ａ／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构建正确。

　　

Ｍ　ＤＮＡ标志物（ＤＬ１５０００）　１　ｐＥＴ２８ａ质粒 ＮｃｏＩ单酶切　２

　ｐＥＴ２８ａ质粒ＮｃｏＩ／ＸｈｏＩ双酶切　３　ｐＥＴ２８ａ／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

２９９质粒ＮｃｏＩ单酶切　４　ｐＥＴ２８ａ／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ＮｃｏＩ／Ｘｈｏ

Ｉ双酶切

图２　重组表达质粒狆犈犜２８犪／犗犿狆３３－３６犪犪２０－２９９酶切产物鉴定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１５０００）　１　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ｐＥＴ２８ａｄｉｇｅｓ

ｔｅｄｂｙＮｃｏＩ　２　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ｐＥＴ２８ａｄｉｇｅｓｔｅｄｂｙＮｃｏＩａｎｄＸｈｏＩ

　３　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ｐＥＴ２８ａ／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

ｄｉｇｅｓｔｅｄｂｙＮｃｏＩ　４　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ｐＥＴ２８ａ／

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ｄｉｇｅｓｔｅｄｂｙＮｃｏＩａｎｄＸｈｏＩ

犉犻犵．２　犈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犱犻犵犲狊狋犲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狅犳狋犺犲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

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狆犾犪狊犿犻犱狆犈犜２８犪／犗犿狆３３－３６犪犪２０－２９９

３　目的犗犿狆３３－３６蛋白的表达

·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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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质粒转化ＢＬ２１（ＤＥ３）ｐＬｙｓＳ感受态细胞，经

０．５ｍｍｏｌ／Ｌ的ＩＰＴＧ于２０℃２２０ｒ／ｍｉｎ诱导过夜，

取１ｍｌ细菌沉淀、超声裂解后上清及沉淀进行１２％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图３），重组蛋白主要存在于超声破

菌后的沉淀中，其相对分子质量单位约为３１．５×１０
３，

与预期相符。

　　

Ｍ　蛋白质分子质量标准　１　重组菌未诱导对照　２　重组菌

ＩＰＴＧ诱导全菌液　３　重组菌ＩＰＴＧ诱导菌体裂解上清　４　重组菌

ＩＰＴＧ诱导菌体裂解沉淀

图３　蛋白质表达鉴定犛犇犛犘犃犌犈分析

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Ｕ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ｂａｃｔｅ

ｒｉａ　２　ＩＰＴ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３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

ａｆｔｅｒ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ＩＰＴＧ　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ＩＰＴＧ

犉犻犵．３　犛犇犛犘犃犌犈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狆狉狅狋犲犻狀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４　目的蛋白的纯化

包涵体经过变复性的处理过程，重溶目标蛋白，进

行Ｎｉ柱亲和层析纯化，流出液和洗脱液于ＰＢＳ中透

析过夜，然后各取５μｌ进行１２％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

析，结果见图４，得到单一电泳条带的重组蛋白。

　　

Ｍ　蛋白质分子质量标准　１　重组菌超声破碎裂解后样品　２　
Ｎｉ柱层析穿透液流出液　３　洗脱液

图４　蛋白纯化犛犇犛犘犃犌犈分析

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Ｓｏｎｉｃａｔ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２　Ｔｈｅ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Ｎｉｃｋｅｌｉｏｎ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ｃｏｌｕｍｎ　３　Ｅｌｕｔｉｏｎ

ｌｉｑｕｉｄｏｆＮｉｃｋｅｌｉｏｎ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ｃｏｌｕｍｎ

犉犻犵．４　犛犇犛犘犃犌犈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犳狌狊犻狅狀狆狉狅狋犲犻狀狆狌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讨　论

鲍曼不动杆菌 ＡＴＣＣ１７９７８外膜蛋白 Ｏｍｐ３３－

３６的Ｎ端１９个氨基酸残基为信号肽，为使其能在大

肠埃希菌表达系统中形成可溶性表达，在设计引物时

考虑截去信号肽，从编码Ｏｍｐ３３－３６的第２０个氨基

酸基因处设计表达引物。测序表明构建的ｐＥＴ２８ａ／

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２０－２９９重组表达质粒插入的目的基因

片段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鲍曼不动杆菌 ＡＴＣＣ１７９７８全基

因中 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１Ｓ３２９７）２０－２９９ａａ基因序列

１００％一致。在表达时采用低温（２０℃）诱导表达，该实

验发现截去Ｎ端信号肽的Ｏｍｐ３３－３６（２０－２９９ａａ）在

大肠杆菌表达系统中仍以包涵体形式表达，主要表达

于细菌超声破碎后的细菌沉淀中。

在复性液中加入Ｌ精氨酸（ＬＡｒｇ）能够抑制蛋白

分子聚集，促使蛋白折叠向天然构象转变，有利于蛋白

质的复性［８］。加入还原型谷胱甘肽与氧化型谷胱甘肽

（ＧＳＨ／ＧＳＳＧ）可促进二硫键的正确形成，使不正确连

接的二硫键重新配对，引导蛋白正确折叠，从而使包涵

体中复性的蛋白恢复天然构象［９－１０］，本实验在复性液

中加入Ｌ精氨酸和１０∶１的 ＧＳＨ／ＧＳＳＧ，使包涵体

中复性的蛋白恢复天然构象呈可溶性状态。本实验在

对包涵体进行变性复性处理后的可溶性蛋白质进行镍

亲和层析纯化，得到的蛋白质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

目的蛋白为单一３１．５×１０
３ 电泳条带，与Ｏｍｐ３３－３６

ａａ１９－２９９６Ｈｉｓ重组蛋白的预计相对分子质量３１．５

×１０
３ 一致。

鲍曼不动杆菌分泌 ＯＭＶ，能对机体产生细胞毒

性并引发机体的固有免疫应答［１１－１３］。用鲍曼不动杆

菌提取的ＯＭＶ免疫小鼠能产生高滴度的ＩｇＧ抗体，

该抗血清与抗生素联合使用能显著增加泛耐药鲍曼不

动杆菌对抗生素的敏感性［１４］。ＯＭＶ的外膜蛋白中除

含有 ＯｍｐＡ和 Ｏｍｐ３３－３６
［１５－１６］两种主要的毒性外

膜蛋白外，还含有 ＯｍｐＷ 和 ＯｍｐＫ 等多种外膜蛋

白［１７－１８］。本研究表达的重组蛋白Ｏｍｐ３３－３６ａａ１９－

２９９６Ｈｉｓ在Ｃ末端带有６个分子 Ｈｉｓ标签的外源氨

基酸，尽可能减少了外源氨基酸对目的蛋白结构及功

能的影响。

本实验利用ｐＥＴ２８ａ蛋白质表达载体成功重组

表达鲍曼不动杆菌外膜蛋白Ｏｍｐ３３－３６（２０－２９９ａａ）

并进行了纯化，为进一步研究鲍曼不动杆菌ＯＭＶ及

其外膜蛋白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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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张成龙，康巧珍，汲振余，等．ＶＩＳＴＡＩｇ融合蛋白的表达及其包

涵体复性研究［Ｊ］．生物技术，２０１８，２８（１）：３０－５．

［１１］　ＫｗｏｎＳＯ，ＧｈｏＹＳ，ＬｅｅＪＣ，ｅ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ｏｍ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ｕｔｅ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ｖｅｓｉｃｌｅｓｆｒｏｍ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犃犮犻狀犲狋狅犫犪犮狋犲狉犫犪狌犿犪狀狀犻犻ｉｓｏｌａｔｅ

［Ｊ］．ＦＥＭＳ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２９７（２）：１５０－６．

［１２］　ＪｉｎＪＳ，ＫｗｏｎＳＯ，ＭｏｏｎＤＣ，ｅｔａｌ．犃犮犻狀犲狋狅犫犪犮狋犲狉犫犪狌犿犪狀狀犻犻ｓｅ

ｃｒｅｔｅｓ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ｏｕｔｅ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ｖｉａｏｕｔｅ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ｖｅｓｉｃｌｅ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１，６（２）：ｅ１７０２７．

［１３］　ＪｕｎＳＨ，ＬｅｅＪＨ，ＫｉｍＢＲ，ｅｔａｌ．犃犮犻狀犲狋狅犫犪犮狋犲狉犫犪狌犿犪狀狀犻犻ｏｕｔｅ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ｖｅｓｉｃｌｅｓｅｌｉｃｉｔ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ｎｎ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ｖｉａ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３，８（８）：ｅ７１７５１．

［１４］　ＨｕａｎｇＷＷ，ＺｈａｎｇＱＳ，ＬｉＷＲ，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ｏｕｔｅ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ｖｅｓｉｃｌ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ａｎ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ｔ犃犮犻狀犲狋狅犫犪犮狋犲狉犫犪狌犿犪狀狀犻犻［Ｊ］．Ｆｒｏｎ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９（１０）：

１３７９．

［１５］　ＣｈｏｉＣＨ，ＨｙｕｎＳＨ，ＬｅｅＪＹ，ｅｔａｌ．犃犮犻狀犲狋狅犫犪犮狋犲狉犫犪狌犿犪狀狀犻犻

ｏｕｔｅ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ｔａｒｇｅｔｓｔｈｅｎｕｃｌｅｕ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ｅｓｃｙｔｏ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Ｊ］．Ｃｅｌ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８，１０（２）：３０９－１９．

［１６］　ＳｍａｎｉＹ，ＤｏｍｉｎｇｕｅｚＨｅｒｒｅｒａＪ，ＰａｃｈóｎＪ．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 Ｏｍｐ３３ ｗｉｔｈｆｉｔｎｅｓｓａｎｄ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ｏｆ

犃犮犻狀犲狋狅犫犪犮狋犲狉犫犪狌犿犪狀狀犻犻［Ｊ］．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３，２０８（１０）：１５６１

－７０．

［１７］　魏常梅，王俊瑞，孙鹏，等．鲍曼不动杆菌外膜蛋白 Ｗ的克隆表

达及纯化［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１６，１１（２）：１３９－４３．

［１８］　郭三君，任珊，谢勇恩．鲍曼不动杆菌外膜蛋白ＯｍｐＫ的原核重

组表达与纯化［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１７，１２（９）：８３７－３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０２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６２７

·６９８·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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