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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分析结核潜伏感染相关蛋白Ｒｖ３４０７的结构及功能。　方法　从 ＮＣＢＩ数据

库中搜索结核分枝杆菌 Ｒｖ３４０７蛋白的氨基酸序列，分别利用 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ＴＭＨＭＭ、ＰＳＯＲＴ、ＳｉｇｎａｌＰ、Ｉ

ＴＡＳＳＥＲ、ＮｅｔＮＧｌｙｃ、ＮｅｔＰｈｏｓ、ＭｏｔｉｆＳｃａｎ、ＳＯＰＭＡ、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等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蛋白质的理化性质、亲（疏）

水性、跨膜螺旋、亚细胞定位、信号肽，可能与之结合的配体和该配体的结合位点、糖基化、磷酸化和翻译后修饰位点及

二、三级结构；采用ＢｅｐｉＰｒｅｄ、ＡＢＣｐｒｅｄ、ＩＥＤＢ预测分析Ｂ细胞表位，采用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ＲＡＮＫＰＥＰ、ＮｅｔＭＨＣ、ＮｅｔＣＴＬ

预测分析细胞毒性Ｔ淋巴细胞（ＣＴＬ）表位，采用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和ＲＡＮＫＰＥＰ预测分析辅助性Ｔ（Ｔｈ）淋巴细胞表位。　

结果　Ｒｖ３４０７蛋白共由９９个氨基酸构成，分子式为Ｃ４７１Ｈ８０７Ｎ１５５Ｏ１４４Ｓ２，不稳定指数为４６．５９，为亲水性不稳定蛋白；无

跨膜螺旋区及信号肽，细胞内定位为胞浆蛋白；可能与之结合的配体有４个；无糖基化位点；苏氨酸、丝氨酸磷酸化位点

分别有２和４个；酰胺化、ｃＡＭＰ和ｃＧＭＰ依赖的蛋白激酶磷酸化、蛋白激酶Ｃ磷酸化、Ｎ豆蔻酰化、酪蛋白激酶Ⅱ磷酸

化的位点各１个；其二级结构中α螺旋、β折叠、β转角、无规则卷曲分别占４５．４５％、１１．１１％、８．０８％及３５．３５％；Ｂ细胞

表位可能分布于２８－３６、５０－５４、６８－７１、７８－８６、９６－９９位氨基酸残基或其附近；ＣＴＬ表位可能分布于５７－６５，４０－

４８，８７－９５位氨基酸残基或其附近；Ｔｈ表位主要集中分布于２－３９、４５－６３、７１－８５位氨基酸残基或其附近。　结论　

结核潜伏感染相关蛋白Ｒｖ３４０７存在多个潜在的Ｂ细胞及Ｔ细胞抗原表位，其中以Ｔ细胞抗原表位占优势，免疫原性良

好，可为结核潜伏感染疫苗的研制、免疫学诊断等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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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核病（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ＴＢ）是由结核分枝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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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引起的严重

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在全球致死性传染

病中位居第二，据２０１９年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结核病报

告，目前全世界大约有２０亿 ＭＴＢ感染者，新发结核

病例１０００万，死亡人数达１２４万
［１］。当 ＭＴＢ侵入机

体后，宿主通过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对其进行识别

抵抗，大部分 ＭＴＢ会被免疫系统清除，但少量 ＭＴＢ

可通过多种方法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从而进入无临

床症状的潜伏感染状态；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时，会再次

大量增值活化而发病。近年来，结核病的发病率和病

死率下降缓慢，８５％～９０％的ＴＢ患者来源于潜伏感

染人群［２］。因此，研究结核潜伏感染（ｌａｔｅｎｔｔｕｂｅｒｃｕ

ｌｏｓ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ＬＴＢＩ）相关蛋白抗原的免疫学特性，

揭示 ＭＴＢ休眠持留机制，对ＬＴＢＩ进行有效的防治，

是控制ＴＢ的重要策略。

Ｒｖ３４０７是一些研究者通过质谱鉴定发现存在于

ＭＴＢＨ３７Ｒｖ株全细胞裂解液中的一个ＬＴＢＩ相关蛋

白［３］。Ｒｖ３４０７ 编 码 基 因 全 长 ３００ｂｐ，编 码 蛋 白

ＶａｐＢ４７由９９个氨基酸（ａａ）组成，是一个具有高度保

守序列的假定蛋白［４］。有研究表明，Ｒｖ３４０７蛋白在小

鼠 ＭＴＢ感染模型及ＬＴＢＩ人群中均能产生保护性免

疫反应［５－７］。同时该蛋白还可用于区分 ＴＢ患者及

ＬＴＢＩ
［７］，有望成为新型ＴＢ疫苗的候选靶标及用作免

疫诊断试剂。

本实验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对 ＭＴＢＨ３７Ｒｖ株

Ｒｖ３４０７蛋白结构及功能进行预测分析，为研究ＬＴＢＩ

机制及制定新的ＴＢ诊疗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材料与

方法

材料与方法

　　从ＮＣＢＩ（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ｇｅｎｂａｎｋ／）中

检索获得 ＭＴＢＲｖ３４０７（ＧｅｎｅＩＤ：８８７５０５）蛋白的氨

基酸序列为：ＭＲＡＴＶＧＬＶＥＡＩＧＩＲＥＬＲＱＨＡＳＲＹ

ＬＡＲＶＥＡＧＥＥＬＧＶＴＮＫＧＲＬＶＡＲＬＩＰＶＱＡＡＥＲＳＲ

ＥＡＬＩＥＳＧＶＬＩＰＡＲＲＰＱＮＬＬＤＶＴＡＥＰＡＲＧＲＫＲＴ

ＬＳＤＶＬＮＥＭＲＤＥＱ，登录号为ＮＰ＿２１７９２４．１。

２　犚狏３４０７的序列分析

分别应用在线软件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ｘ

ｐａｓｙ．ｏｒｇ／ｔｏｏｌｓ／ｐｒｏｔｐａｒａｍ．ｈｔｍｌ）、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ｈｔｔｐ：／／

ｗｅｂ．ｅｘｐａｓｙ．ｏｒｇ／ｃｇｉｂｉｎ／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ｐｒｏｔｓｃａｌｅ．ｐｌ）、

ＴＭＨＭＭ（ＴＭＨＭＭＳｅｒｖｅｒｖ．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ＭＨＭＭ／）、ＰＳＯＲ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６．４（ｗｗｗ）（ｈｔｔｐｓ：／／ｐｓｏｒｔ．ｈｇｃ．ｊｐ／）、ＳｉｇｎａｌＰ５．０

Ｓｅｒｖｅ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ｉｇ

ｎａｌＰ／）、ＩＴＡＳＳＥＲ（ｈｔｔｐｓ：／／ｚｈａｎｇｌａｂ．ｃｃｍｂ．ｍｅｄ．

ｕｍｉｃｈ．ｅｄｕ／ＩＴＡＳＳＥＲ／）、ＮｅｔＮＧｌｙｃ１．０Ｓｅｒｖｅｒ（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ＮｅｔＮＧｌｙｃ／）、Ｎｅｔ

Ｐｈｏｓ３．１Ｓｅｒｖ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ｅｔＰｈｏｓ／）、ＭｏｔｉｆＳｃａｎ（ｈｔｔｐｓ：／／ｍｙｈｉｔｓ．ｉｓｂｓｉｂ．ｃｈ／

ｃｇｉｂｉｎ／ｍｏｔｉｆ＿ｓｃａｎ）预测分析 Ｒｖ３４０７蛋白的理化性

质、亲（疏）水性、跨膜区域、亚细胞定位、信号肽、可能

与之结合的配体和该配体的结合位点、糖基化、磷酸

化、翻译后修饰位点。

３　犚狏３４０７的二级和三级结构预测

应用在线软件ＳＯＰＭＡ（ｈｔｔｐｓ：／／ｎｐｓａｐｒａｂｉ．ｉｂ

ｃｐ．ｆｒ／ＮＰＳＡ／ｎｐｓａ＿ｓｏｐｍａ．ｈｔｍｌ）对该蛋白的二级结

构进行预测分析；应用 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ｈｔｔｐｓ：／／

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ｅｘｐａｓｙ．ｏｒｇ）分析其三级结构，并进行同

源建模。

４　犚狏３４０７的犅细胞抗原表位预测

应用在线软件ＢｅｐｉＰｒｅｄ１．０Ｓｅｒｖｅ（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ＢｅｐｉＰｒｅｄ１．０）、ＡＢＣｐｒｅｄ（ｈｔ

ｔｐ：／／ｃｒｄｄ．ｏｓｄｄ．ｎｅｔ／ｒａｇｈａｖａ／ａｂｃｐｒｅｄ／ＡＢＣ＿ｓｕｂｍｉｓ

ｓｉｏｎ．ｈｔｍｌ）及ＩＥＤＢ，Ｍｉｎｉ（ｈｔｔｐ：／／ｔｏｏｌｓ．ｉｅｄｂ．ｏｒｇ／

ｂｃｅｌｌ／）对该蛋白的Ｂ细胞抗原表位进行预测。

５　犚狏３４０７的犆犜犔抗原表位预测

５．１　应用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超基序法预测ＣＴＬ表位　登

陆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ｄｅ／），点击ＥＰＩＴＯＰ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进入表位预测界面，输入Ｒｖ３４０７蛋白

氨基酸序列，选择 ＨＬＡＡ０２：０１、ＨＬＡＡ０３、

ＨＬＡＢ０７：０２三类进行远程预测，选多肽长度为

９ａａ，取分值≥１８分的序列。

５．２　应用ＲＡＮＫＰＥＰ软件预测ＣＴＬ表位　登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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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ｈｔｔｐ：／／ｉｍｅｄ．ｍｅｄ．ｕｃｍ．ｅｓ／Ｔｏｏｌｓ／ｒａｎｋｐｅｐ．ｈｔ

ｍｌ），输入Ｒｖ３４０７蛋白氨基酸序列，在 ＭＨＣＩ中选择

ＨＬＡＡ０２０１、ＨＬＡＡ０３、ＨＬＡＢ０７０２三类限

制表型进行远程预测，记录有红色标记的为候选表位

序列。

５．３　应用ＮｅｔＭＨＣ软件预测ＣＴＬ表位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ＮｅｔＭＨＣ／），输

入Ｒｖ３４０７蛋白氨基酸序列，选多肽长度为９ａａ，对

ＭＨＣ类型为 ＨＬＡＡ０２：０１（Ａ２）、ＨＬＡＡ０３：０１

（Ａ３）、ＨＬＡＢ０７：０２（Ｂ７）三类进行远程预测。

５．４　应用 ＮｅｔＣＴＬ软件预测ＣＴＬ表位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ｄｔｕ．ｄ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ＮｅｔＣＴＬ／），输入

Ｒｖ３４０７蛋白氨基酸序列，选择Ａ２、Ａ３、Ｂ７三类表型，

记录综合预测值（ＣＯＭＢ）≥０．７５的９肽为候选 ＣＴＬ

表位。综合分析上述４种软件的预测结果，将得分均

较高的序列选为候选ＣＴＬ表位。

６　犚狏３４０７的犜犺抗原表位预测

６．１　应用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超基序法预测Ｔｈ表位　登

陆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ｄｅ／），点击ＥＰＩＴＯＰ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进入表位预测界面，输入Ｒｖ３４０７蛋白

氨基酸序列，对 ＭＨＣ 类型为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１０１、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３０１（ＤＲ１７）、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４０１

（ＤＲ４Ｄｗ４）、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７０１、ＨＬＡＤＲＢ１１１０１、

ＨＬＡＤＲＢ１１５０１（ＤＲ２ｂ）进行远程预测，选多肽长

度为１５ａａ，取分值≥１８分的序列为候选Ｔｈ表位。

６．２　应用ＲＡＮＫＰＥＰ软件预测Ｔｈ表位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ｉｍｅｄ．ｍｅｄ．ｕｃｍ．ｅｓ／Ｔｏｏｌｓ／ｒａｎｋｐｅｐ．ｈｔｍｌ），

输入Ｒｖ３４０７蛋白氨基酸序列，在 ＭＨＣⅡ中选择亚型

为 ＨＬＡＤＲ１（ＤＲＢ１０１０１）、ＨＬＡＤＲ１７（ＤＲＢ１

０３０１）、ＨＬＡＤＲ４（ＤＲＢ１０４０１）、ＨＬＡＤＲ７（ＤＲＢ１

０７０１）、ＨＬＡＤＲ８（ＤＲＢ１０８０１）、ＨＬＡＤＲ１１

（ＤＲＢ１１１０１）及 ＨＬＡＤＲ１５（ＤＲＢ１１５０１）的限制

性 Ｔｈ细胞表位进行预测，记录有红色标记的为候选

表位序列。

综合分析上述两种软件的预测结果，将得分均较

高的序列选为候选Ｔｈ表位。

结　果

１　犚狏３４０７的序列分析

Ｒｖ３４０７蛋白分子式为 Ｃ４７１Ｈ８０７Ｎ１５５Ｏ１４４Ｓ２，

原子总数为１５７９个，由Ｃ、Ｈ、Ｎ、Ｏ、Ｓ等５种元素组

成，相对分子质量为１１．００９６６×１０
３，理论等电点为

１０．１７。共由９９个ａａ构成，其中精氨酸（Ａｒｇ）１５个，

占１５．２％，丙氨酸（Ａｌａ）和亮氨酸（Ｌｅｕ）各１２个，分别

占１２．１％。不含半胱氨酸（Ｃｙｓ）、苯丙氨酸（Ｐｈｅ）、色

氨酸（Ｔｒｐ）、吡咯赖氨酸（ＰｙＩ）和硒半胱氨酸（Ｓｅｃ）。

该蛋白中带正电荷的ａａ残基（Ａｒｇ＋Ｌｙｓ）总数为１７，

带负电荷的ａａ残基（Ａｓｐ＋Ｇｌｕ）总数为１４。不稳定指

数４６．５９，为不稳定蛋白。脂溶性指数为１０５．４５，消光

系数为１４９０。总平均亲水性为－０．３７６，为亲水性蛋

白（图１），无跨膜螺旋区（图２）及信号肽（图３）。

　　

注：横坐标代表氨基酸的位置，纵坐标代表亲（疏）水性（正值代表疏水性，负值代表亲水性）。
图１　犕犜犅犚狏３４０７蛋白的亲（疏）水性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ａｂｓｃｉｓｓ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ｔｈｅ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ｉｔ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ｉｔｙ，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ｉｔｙ）．

犉犻犵．１　犎狔犱狉狅狆犺犻犾犻犮犪狀犱犺狔犱狉狅狆犺狅犫犻犮犿犪狆狅犳犕犜犅犚狏３４０７狆狉狅狋犲犻狀

　　该蛋白定位于细胞浆，可能与之结合的配体有４

个，分别为Ｎｕｃ．Ａｃｉｄ（１２、１３、１４、１７、３６、３７、３８位ａａ）、

ＮｕｃＡｃｉｄ（１４、１７、２１、３８位ａａ）、Ｎ／Ａ（４、５、８、２７、３０、

３１、３２、４６、４７、４９、５０位ａａ）和 ＭＡＮ（２５、２８位ａａ）；无

糖基化位点。苏氨酸磷酸化位点２个，分别位于４、８７

位ａａ；丝氨酸磷酸化位点４个，分别位于２１、５４、６１、８９

位ａａ（图４）。共有５个翻译后修饰位点，包括１个酰

胺化位点（８２－８５），１个ｃＡＭＰ和ｃＧＭＰ依赖的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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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酶磷酸化位点（８４－８７），１个蛋白激酶Ｃ磷酸化位

点（３６－３８），１个Ｎ豆蔻酰化位点（６－１１）和１个酪蛋

白激酶Ⅱ磷酸化位点（８７－９０）。

　　

图２　犕犜犅犚狏３４０７蛋白的跨膜区预测

犉犻犵．２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狉犪狀狊犿犲犿犫狉犪狀犲狉犲犵犻狅狀狅犳犕犜犅犚狏３４０７狆狉狅狋犲犻狀

　　

图３　犕犜犅犚狏３４０７蛋白的信号肽预测

犉犻犵．３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狊犻犵狀犪犾狆犲狆狋犻犱犲狅犳犕犜犅犚狏３４０７狆狉狅狋犲犻狀

　　

图４　犕犜犅犚狏３４０７蛋白的磷酸化位点预测

犉犻犵．４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狆犺狅狊狆犺狅狉狔犾犪狋犻狅狀狊犻狋犲狊狅犳犕犜犅犚狏３４０７狆狉狅狋犲犻狀

２　犚狏３４０７的二级结构和三级结构

ＳＯＰＭＡ软件预测Ｒｖ３４０７蛋白的二级结构结果

见图５。该蛋白二级结构中含α螺旋（Ｈｈ）４５个（占

４５．４５％），β折叠（Ｅｅ）１１个（占１１．１１％），β转角（Ｔｔ）

８个（占８．０８％），无规则卷曲（Ｃｃ）３５个（占３５．３５％）。

ＳＷＩＳＳＭＯＤＥＬ构建其三级结构模型图结果见图６，

ＧＭＱＥ为０．３６，ＱＭＥＡＮ为－１．１４，与模板４ｚｌｘ．１．Ａ

氨基酸序列一致性为３４．０９％。

　　

图５　犕犜犅犚狏３４０７蛋白的二级结构预测

犉犻犵．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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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犜犅犚狏３４０７狆狉狅狋犲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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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犕犜犅犚狏３４０７蛋白同源建模的三级结构

犉犻犵．６　犜犺犲狋犲狉狋犻犪狉狔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犺狅犿狅犾狅犵狅狌狊犿狅犱犲犾犻狀犵狅犳犕犜犅犚狏３４０７狆狉狅狋犲犻狀

３　犚狏３４０７的犅细胞表位

ＢｅｐｉＰｒｅｄ软件预测 Ｒｖ３４０７的Ｂ细胞抗原表位

为：２８－３６、５０－５４、６８－７１、７８－８６、９６－９９；ＡＢＣｐｒｅｄ

软件预测的Ｂ细胞抗原表位得分≥０．６５分的序列有：

１４－２９（０．８５分），２０－３５（０．８１分），２８－４３（０．７８

分），４５－６０（０．７９分），５６－７１（０．８４分），６２－７７（０．８２

分），７５－９０（０．８０分），８３－９９（０．７２分）；ＩＥＤＢ软件

预测的Ｂ细胞抗原表位为：２８－３６、５０－５４、６８－７１、

７８－８６。３个软件预测结果一致性高。将３种软件预

测结果结合Ｒｖ３４０７蛋白的二级结构中β转角和无规

则卷曲存在的区段综合分析，推测该蛋白的Ｂ细胞抗

原表位可能存在于２８－３６、５０－５４、６８－７１、７８－８６、

９６－９９等ａａ区段。

４　犚狏３４０７的犆犜犔细胞表位

运 用 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ＲＡＮＫＰＥＰ、ＮｅｔＭＨＣ、

ＮｅｔＣＴＬ４种生物信息学软件对Ｒｖ３４０７进行预测，分

值较高的ＣＴＬ细胞抗原表位结果见表１和表２。综

合分析得出该蛋白的ＣＴＬ表位数量主要集中分布于

ＨＬＡＡ０２：０１限制性 Ｔ 细胞表位，少部分位于

ＨＬＡＢ０７０２限制性表位，无多肽序列分布在 ＨＬＡ

Ａ０３限制性Ｔ细胞表位，推测其最佳候选ＣＴＬ表

位可能位于 ＡＬＩＥＳＧＶＬＩ（５７－６５），ＲＬＶＡＲＬＩＰＶ（４０

－４８），ＴＬＳＤＶＬＮＥＭ（８７－９５）等ａａ区段。

表１　４个在线预测软件分析犚狏３４０７抗原的犆犜犔表位（个）

犜犪犫犾犲１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犆犜犔犲狆犻狋狅狆犲狊狅犳犚狏３４０７犪狀狋犻犵犲狀犫狔犳狅狌狉狅狀犾犻狀犲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狑犪狉犲（狆犻犲犮犲）

表型类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ｃｌａｓｓ

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
（Ｓｃｏｒｅ≥１８）

ＲＡＮＫＰＥＰ

ＮｅｔＭＨＣ

强结合肽

Ｓｔｒｏｎｇ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ｅｐｔｉｄｅ

弱结合肽

Ｗｅａｋ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ｅｐｔｉｄｅ

ｅｔＣＴＬ
（ＣＯＭＢ≥０．７５）

ＨＬＡＡ２ ７ ４ １ ２ ３

ＨＬＡＡ３ １０ １ ０ ０ １

ＨＬＡＢ７ ３ １ １ ３ ５

表２　综合分析犚狏３４０７抗原的候选犆犜犔表位

犜犪犫犾犲２　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犲犆犜犔犲狆犻狋狅狆犲狊狅犳犚狏３４０７犪狀狋犻犵犲狀

表型分类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氨基酸起始位置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氨基酸序列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
（Ｓｃｏｒｅ）

ＲＡＮＫＰＥＰ ＮｅｔＭＨＣ
ＮｅｔＣＴＬ

（ＣＯＭＢ＜Ｅ）

ＨＬＡＡ２

４０

５７

８７

ＲＬＶＡＲＬＩＰＶ

ＡＬＩＥＳＧＶＬＩ

ＴＬＳＤＶＬＮＥＭ

２４

２６

２２

８７

９２

８３

０．１５≤ＳＢ

０．６０≤ＷＢ

０．６０≤ＷＢ

１．３１７８

１．１１８０

１．０９２６

ＨＬＡＡ３ ／ ／ ／ ／ ／ ／

ＨＬＡＢ７
６５

６９

ＩＰＡＲＲＰＱＬ

ＲＰＱＮＬＬＤＶＴ

２２

１８

１８．５７３
／

０．２５＜＝ＳＢ

１．２０＜＝ＷＢ

１．４２５８

０．８３１２

５　犚狏３４０７的犜犺细胞表位

利用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和ＲＡＮＫＰＥＰ在线软件预测，

分值较高的Ｔｈ细胞抗原表位结果见表３和表４，其中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１０１及０４０１表型的表位数目较多。结

合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３０１、０７０１、１１０１、１５０１表型中分值

较高的表位、无法预测的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８０１表型中

的表位及两种预测软件的结果综合分析，判定该蛋白

的优势候选Ｔｈ表位主要集中在２－３９、４５－６３、７１－

８５等ａａ区段。

表３　２个在线预测软件分析犚狏３４０７抗原的犜犺表位（个）

犜犪犫犾犲３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犜犺犲狆犻狋狅狆犲狊狅犳犚狏３４０７犪狀狋犻犵犲狀犫狔

狋狑狅狅狀犾犻狀犲狆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狑犪狉犲（狆犻犲犮犲）

表型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ｃｌａｓｓ

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
（Ｓｃｏｒｅｒａｎｇｅ）

ＲＡＮＫＰＥＰ
（Ｓｃｏｒｅｒａｎｇｅ）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４０１ １５（１８－２６） １（７．６４９）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７０１ ８（２０－２４） １（１３．５１８）

ＨＬＡＤＲＢ１１１０１ ６（１８－２３） １（１０．３４６）

ＨＬＡＤＲＢ１１５０１ １４（１８－２４） ０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１０１ ２１（１８－３４） ２（１２．０９９－１５．５２３）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３０１ ９（１８－２４） ０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８０１ 无法预测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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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综合分析犚狏３４０７抗原的候选犜犺表位

犜犪犫犾犲４　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犲犜犺犲狆犻狋狅狆犲狊狅犳犚狏３４０７犪狀狋犻犵犲狀

表型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ｃｌａｓｓ

氨基酸起始位置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氨基酸序列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ＹＦＰＥＩＴＨＩ

得分

Ｓｃｏｒｅ

氨基酸起始位置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ＡＮＫＰＥＰ氨基酸序列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ＡＮＫＰＥＰ

得分

Ｓｃｏｒｅ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１０１ １３ ＩＲＥＬＲＱＨＡＳＲＹＬＡＲＶ ２５ １３ ＩＲＥＬＲＱＨＡＳ １５．５２３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４０１ ３９ ＧＲＬＶＡＲＬＩＰＶＱＡＡＥＲ ２０ ４３ ＡＲＬＩＰＶＱＡＡ ７．６４９

ＨＬＡＤＲＢ１０７０１ ７１ ＱＮＬＬＤＶＴＡＥＰＡＲＧＲＫ ２２ ６８ ＲＲＰＱＮＬＬＤＶ １３．５１８

ＨＬＡＤＲＢ１１１０１ ７０ ＰＱＮＬＬＤＶＴＡＥＰＡＲＧＲ １８ ７６ ＶＴＡＥＰＡＲＧＲ １０．３４６

讨　论

目前在全球广泛接种的ＴＢ预防性疫苗－卡介苗

（ＢＣＧ）对潜伏感染人群不能产生有效的保护效力
［１０］。

研究表明，在潜伏期特异性表达的Ｒｖ３４０７蛋白具有

良好的免疫原性，能够被ＬＴＢＩ者识别并产生特异性

免疫应答，是新型 ＭＴＢ疫苗的重要候选抗原
［５－９］。

本研究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分析Ｒｖ３４０７的结构

及功能，旨在为发现新的ＬＴＢＩ诊断标志物及研究针

对潜伏感染的新型ＴＢ疫苗奠定理论基础。

信号肽不仅与蛋白质在细胞内的定位有关，还能

决定一个蛋白质是否为分泌蛋白［１１］。而跨膜区的蛋

白质有可能是膜偶联受体，也可能是膜偶联酶及膜离

子通道等。本研究利用ＴＭＨＭＭＳｅｒｖｅｒｖ．２．０、Ｓｉｇ

ｎａｌＰ５．０Ｓｅｒｖｅｒ及ＰＳＯＲ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６．４（ｗｗｗ）预测

Ｒｖ３４０７蛋白无跨膜区和信号肽，定位于细胞浆，提示

其可能为非跨膜、不分泌胞浆蛋白，与Ｓｏｕｚａ等
［３］关于

该蛋白在 ＭＴＢＨ３７Ｒｖ株的培养滤液和细胞壁中不

能被检出的报道一致。

蛋白质通过与核酸、配体、底物等分子相互作用实

现其功能，对蛋白质－配体识别及结合机制的研究可

推动新药研发的进程［１２］。ＩＴＡＳＳＥＲ软件预测分析

可能与Ｒｖ３４０７结合的配体有４个，提示该蛋白可能

是治疗ＴＢ的一个潜在药物作用靶点。

大多数蛋白质在翻译结束后需经不同程度的化学

修饰才能成为具有功能的成熟蛋白质。磷酸化是蛋白

质重要的翻译后修饰之一，蛋白磷酸化参与调控细胞

过程，包括细胞周期变化、信号转导、新陈代谢等［１３］。

本研究通过ＮｅｔＰｈｏｓ及 ＭｏｔｉｆＳｃａｎ软件分析Ｒｖ３４０７

蛋白含有６个磷酸化位点和５个翻译后修饰位点，推

测该蛋白在 ＭＴＢＨ３７Ｒｖ的生长过程中可能具有重

要的调控作用。

应用生物信息技术对蛋白的优势抗原表位进行有

效的预测筛选，可降低实验的盲目性，减少工作量，缩

短研究时间，节约课题经费，故被广泛采用［１４－１５］。蛋

白二级结构中的β转角和无规则卷曲结构相对松散，

易于扭曲、盘旋，且暴露于蛋白表面，可与抗体较好的

嵌合，常含有Ｂ细胞的优势表位
［１６］。Ｒｖ３４０７蛋白的

二级结构中β转角占８．０８％，无规则卷曲占３５．３５％，

可为其Ｂ细胞抗原表位奠定基础。Ｔ 细胞表位分

ＭＨＣⅠ类限制性抗原表位（ＣＴＬ细胞表位）和ＭＨＣ

Ⅱ类限制性抗原表位（Ｔｈ细胞表位）两种。Ｔ细胞免

疫是机体发挥抗ＴＢ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７］。Ｈｏｚｕ

ｍｉ等
［１８］报道，Ｒｖ３４０７能刺激ＬＴＢＩ个体产生比活动

性肺ＴＢ患者更高水平的γ干扰素，提示该蛋白可能

是一种较好的Ｔ细胞抗原。本研究综合运用多种软

件对Ｒｖ３４０７蛋白的Ｂ细胞、ＣＴＬ及Ｔｈ细胞表位分

别进行预测分析，所得结果与赵亚静等［１９］应用

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预测结果基本吻合，不仅提高了其表位

预测的准确性，还弥补了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不能将ＣＴＬ

表位和Ｔｈ表位的分布情况进行区分的缺陷
［１５］。

综上所述，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 ＭＴＢＲｖ３４０７蛋

白含有多个潜在的Ｂ、Ｔ细胞抗原表位，为研究其免疫

学特性及候选疫苗表位的筛选奠定了理论基础，为

ＴＢ的诊断及防治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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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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