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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人重链铁蛋白纳米粒的构建、表达及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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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原核表达人重链铁蛋白基因（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ｈｕｍａｎＨｃｈａｉｎｆｅｒｒｉｔｉｎ，ｒＨＦ），为新型纳米疫苗的研制提

供新方法和手段。　方法　将人源性铁蛋白氨基酸序列按照大肠杆菌常用密码子进行优化，合成重组人重链铁蛋白

（ｒＨＦ）基因并克隆至原核表达载体ｐＥＴ３２ａ。通过双酶切、测序鉴定阳性重组质粒，将阳性质粒转入感受态细胞ＢＬ２１

（ＤＥ３），再经过异丙基βＤ硫代半乳糖苷（ＩＰＴＧ）诱导表达。通过镍柱纯化重组蛋白。　结果　成功构建并表达纯化重

组蛋白，经ＳＤＳＰＡＧＥ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鉴定蛋白产物，利用电子透射显微镜观察重组蛋白构型。重组铁蛋白以可溶性形

式存在于蛋白上清，并具有生物学活性。且能够胞外自组装成具有１２－２０ｎｍ狭窄尺寸分布的纳米笼结构。　结论　

采用大肠埃希菌表达系统可表达可溶性ｒＨＦ蛋白并具有纳米粒结构，为新型纳米疫苗的研制以及疾病诊治提供了理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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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蛋白是一类负责铁存储、释放和排毒的蛋白

质［１］，最早从马脾中分离出来，后来发现其广泛存在于

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等所有生物体中，参与调控机体

内环境稳定和新陈代谢，同时对机体免疫系统也具有

一定的保护作用［２］。血清铁蛋白是肾癌的有效肿瘤标

志物［３］，对于早期肾脏病变的发现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天然的铁蛋白由蛋白质外壳和水铁矿（水合氧化铁核）

两个部分组成。亚基分析表明，哺乳动物铁蛋白外壳

由Ｈ链和Ｌ链按一定比例自组装成具有相似的三维

结构［２］。每个亚基由４个长的α螺旋和一个短的α螺

旋通过短的非螺旋延伸连接而形成［４］。通常将从心脏

中分离的铁蛋白称为Ｈ亚基，从肝脏中分离的铁蛋白

称为Ｌ亚基。也有根据分子量大的是 Ｈ链（相对分子

质量２１×１０
３），反之为Ｌ链（相对分子质量１９×１０

３）。

重链和轻链的功能不同，Ｈ 亚基含有亚铁氧化酶活

性，主要负责铁的矿化和铁核晶体的形成。Ｌ亚基主

·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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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供酸性残基，以促进铁成核的作用［５］。蛋白质外

壳由２４个铁蛋白亚基胞外自组装形成的纳米笼结构，

其中每３个亚基可形成一个三聚体结构，８个三聚体

在形成一个外径１２ｎｍ、内径８ｎｍ的中空纳米笼结

构［６］。铁蛋白因亚基自组装受酸碱调控、耐高温的特

性，可以通过升降温及改变溶液ｐＨ值进行分离，为纳

米疫苗平台的构建提供了新方法。通过解聚向铁蛋白

腔内装载药物或纳米颗粒［８］。铁蛋白外壳可通过化学

方法进行修改，还可通过基因融合进行修饰。铁蛋白

纳米颗粒因其结构上的特殊性使其外表面、内表面和

铁内核均可以被用于修饰［８］，任何靶向标志物的配体

均能用于铁蛋白纳米颗粒的修饰，使其成为理想的多

功能纳米载体。本研究旨在通过合成人重链铁蛋白

（ｒＨＦ）基因并按照大肠杆菌偏爱密码子进行优化后克

隆至ｐＭＤ１８Ｔ载体上。通过设计引物扩增出人重链

铁蛋白并连接至ｐＥＴ３２ａ形成重组质粒，通过原核表

达系统表达重组蛋白，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其构

型，为铁蛋白纳米疫苗的研制和疾病的诊治提供理论

依据。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限制性内切酶与 ＤＮＡ ｍａｒｋ购自日本 ＴａＫａＲａ

公司；Ｔ４ＤＮＡ连接酶购自美国ＮＥＢ公司；ＭｏｕｓｅＡｎ

ｔｉ６Ｘ Ｈｉｓｔａｇ？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和 ＧｏａｔＡｎｔｉＭｏｕｓｅＩｇＧ

Ｈ＆Ｌ（ＨＲＰ）购自美国ａｂｃａｍ公司，克隆感受态细胞

Ｔｒａｎｓ１Ｔ１、ＩＰＴＧ和表达感受态细胞ＢＬ２１（ＤＥ３）与

ＢｌｕｅＰｌｕｓ？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均购自北京全式金公司；

Ｈｉｓ标签蛋白纯化试剂盒（可溶性蛋白）购自康为公

司；原核表达载体ｐＥＴ３２ａ由本室保存。

２　方法

２．１　引物设计与合成　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中人重链铁蛋

白（ＨｕｍａｎｆｅｒｒｉｔｉｎＨｅａｖｙｓｕｂｕｎｉｔ）的基因（Ｍ１２９３７．

１）的阅读框序列按照大肠埃希菌密码子偏好优化后，

由吉林省库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并克隆至ｐＭＤ

１８Ｔ载体上。利用Ｐｒｉｍｅｒ５．０设计一对特异性引物，

由吉林省库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引物Ｆｅｒｒｔｉｎ

Ｆ： ５′ＧＣＧＡＡＴＴＣＡＴＧＡＣＣＡＣＣＧＣＡＡＧＴＡＣＣＴ

ＣＡＣＡＧＧ３′；ＦｅｒｒｔｉｎＲ：５′ＧＣＡＡＧＣＴＴＧＣＴＴＴ

ＣＡＴＴＡＴＣＡＣＴＡＴＣＡＣＣＴＡＡＧＧＴＡＴＧＴＴ３′ （下

划线的部分为ＥｃｏＲⅠ和ＨｉｎｄＩＩＩ的酶切位点）。引物

合成由吉林省库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２．２　ｒＨＦ基因扩增　以合成的ｐＭＤ１８ＴｒＨＦ为模

板ＰＣＲ扩增ｒＨＦ基因。ＰＣＲ体系（５０μｌ）：Ｐｒｉｍｅ

ＳＴＡＲＭａｘＰｒｅｍｉｘ（２×）２５μｌ，模板１μｌ，上、下游引

物各１μｌ，加水补至５０μｌ。ＰＣＲ反应程序：９８℃预变

性３ｍｉｎ，９８℃变性１０ｓ，６０℃退火１０ｓ，７２℃延伸２２

ｓ，共３３个循环；７２℃下再延伸１０ｍｉｎ。１６℃、３０ｍｉｎ

停止。取ＰＣＲ产物３μｌ进行１％琼脂糖凝胶电泳，观

察结果并拍照。

２．３　ｒＨＦ 基因 ＰＣＲ 产物纯化　使用 ＥａｓｙＰｕｒｅ？

ＰＣＲ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ＫｉｔＰＣＲ进行ＰＣＲ产物的纯化。于

ＰＣＲ产物中加入５倍体积的ＢＢ溶液，混匀后加入离

心柱中（静置１ｍｉｎ），１００００ｇ离心１ｍｉｎ，弃去流出

液。加入６５０μｌＷＢ溶液，离心１ｍｉｎ，弃去流出液。

１００００ｇ离心１ｍｉｎ，彻底去除残余的 ＷＢ溶液。加入

３０μｌ去离子水（ＰＨ＞７．０）室温置１ｍｉｎ，１００００ｇ离

心１ｍｉｎ，洗脱ＤＮＡ于－２０℃保存待用。

２．４　重组质粒的构建及酶切鉴定　空载体ｐＥＴ３２ａ

热转化克隆感受态细胞Ｔｒａｎｓ１Ｔ１，涂布于含有氨苄

青霉素（１００μｇ／ｍｌ）的ＬＢ平板上培养１０～１４ｈ。挑

取单个菌接于含氨苄青霉素的ＬＢ液体培养基扩培，

提取质粒，用ＥｃｏＲⅠ和 ＨｉｎｄＩＩＩ双酶切。经１％琼脂

糖电泳后切胶回收。回收的载体ｐＥＴ３２ａ和目的片段

ｒＨＦ过夜连接；热转化后，涂板。挑取单个菌于含氨

苄青霉素的ＬＢ培养基扩培，提质粒，进行双酶切鉴定

并测序。测序由吉林省库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２．５　人重链铁蛋白的诱导表达及纯化　将阳性质粒

ｐＥＴ３２ａｒＨＦ热转化表达感受态细胞ＢＬ２１（ＤＥ３），重

组菌涂于含氨苄青霉素的ＬＢ平板。挑取单个菌落于

６ｍｌ含氨苄青霉素（１００μｇ／ｍｌ）的ＬＢ液体培养基，３７

℃、２２０ｒ／ｍｉｎ，过夜培养。取６０μｌ过夜培养的菌液接

转入６ｍｌ２ＹＴ（含氨苄抗生素）培养基中，３７℃、２２０

ｒ／ｍｉｎ培养５ｈ，经分光光度计测其Ａ值为０．８时，加

入终浓度为１ｍｍｏｌ／ＬＩＰＴＧ２４μｌ，２２０ｒ／ｍｉｎ、３７℃、

８ｈ或者２５℃、１２ｈ。诱导菌液经４℃、５０００ｇ离心

１０ｍｉｎ，弃上清，用１ｍｌ预冷ＰＢＳ重悬菌体，同上离

心。将沉淀重悬于１０ｍｍｏｌ／Ｌ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

ｐＨ７．４）中，于冰上超声破碎。菌体裂解物经４℃、

１２０００ｇ离心１０ｍｉｎ，收集上清。沉淀用与上清相同

体积的ＰＢＳ重悬，制样，煮沸后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测

（１２％分离胶和５％浓缩胶）。将含有目的蛋白的菌液

４℃、１２０００ｇ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过平衡的层析柱，

流速为１０倍柱体积／ｈ。以含２０、５００ｍｍｏｌ／Ｌ咪唑的

缓冲液进行洗涤和洗脱。收集流穿峰和洗脱峰。收集

洗脱的ｒＨＦ蛋白，在１０ｍｍｏｌ／Ｌ的ＰＢＳ中透析过夜

除去咪唑，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测纯化效果。

２．６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重组蛋白免疫学活性　纯化

的重组蛋白经ＳＤＳＰＡＧＥ后转膜，用５％脱脂乳封闭

１ｈ；加入鼠源 Ｈｉｓ单抗（一抗），室温孵育２ｈ，用

ＴＢＳＴ洗３次，１０ｍｉｎ／次。加入羊抗鼠ＩｇＧＨＲＰ（二

抗），室温孵育１ｈ，同上洗涤后，均匀滴加ＥＣＬ显色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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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显色并拍照。

２．７　重组蛋白透射电镜观察　纯化的重组铁蛋白经

透析后用ＰＢＳ稀释。取３０μｌ蛋白样与透射电镜专用

铜网共孵育５ｍｉｎ，１％磷钨酸负染３ｍｉｎ，滤纸吸去多

余 染 液，通 过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ＴＥＭ）观察ｒＨＦ纳米笼。蛋白质样品至少独立成像３

次，并且要在５个以上的区域中观察每个样品，以避免

实验误差。

结　果

１　狆犈犜３２犪狉犎犉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

ＰＣＲ扩增产物铁蛋白基因扩增后目的片段大小

为５５２ｂｐ（图１）。ＥｃｏＲⅠ和 ＨｉｎｄⅢ双酶切重组质粒

ｐＥＴ３２ａｒＨＦ可见约５５２ｂｐ大小的Ｆｅｒｒｔｉｎ和５９００

ｂｐ载体片段（图２），大小与预期符合。

　　 Ｍ　５０００ＤＮＡ标志物　１　铁蛋白基因扩增产物

图１　人源铁蛋白基因犘犆犚扩增产物

Ｍ　５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Ｆｅｒｒｉｔｉｎｇｅｎｅ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犉犻犵．１　犘犆犚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狅犳犺狌犿犪狀犳犲狉狉犻狋犻狀犵犲狀犲

　　 Ｍ　５０００ＤＮＡ标志物　１　重组质粒ｐＥＴ３２ａＦｅｒｒｔｉｎ　２　ＥｃｏＲ

Ⅰ和 ＨｉｎｄⅢ双酶切重组质粒

图２　重组质粒狆犈犜３２犪犉犲狉狉狋犻狀双酶切鉴定

Ｍ　５０００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ｐｌａｓｍｉｄｐＥＴ３２ａＦｅｒ

ｒｔｉｎ　２　ｐＥＴ３２ａＦｅｒｒｔｉｎｄｉｇｅｓ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ｃｏＲⅠａｎｄＨｉｎｄⅢ

犉犻犵．２　犇狅狌犫犾犲犱犻犵犲狊狋犻狅狀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狆犾犪狊犿犻犱

狆犈犜３２犪犉犲狉狉狋犻狀

２　重组铁蛋白的表达与纯化

诱导表达后的ｐＥＴ３２ａ空载体和人重组铁蛋白

ｒＨＦ进行ｘ％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析，结果见图３。重

组质粒 ｐＥＴ３２ａｒＨＦ 的 ＢＬ２１（ＤＥ３）菌 株 通 过 １

ｍｍｏｌ／ＬＩＰＴＧ，２２０ｒ／ｍｉｎ３７℃诱导表达１０ｈ后，目

的蛋白主要以可溶性形式出现在上清中，相对分子质

量约４０×１０
３，与理论值相符。通过镍柱对重组蛋白

进行纯化，蛋白浓度＞９６％（图４）。

　　 Ｍ　蛋白分子质量标准　１　ｐＥＴ３２ａ空载体全菌　２　ｐＥＴ３２ａ空

载体超声破碎上清　３　ｐＥＴ３２ａ空载体超声破碎沉淀　４　ｐＥＴ３２ａ

ｒＨＦ全菌　５　ｐＥＴ３２ａｒＨＦ超声破碎上清　６　ｐＥＴ３２ａｒＨＦ超声破

碎沉淀

图３　重组人重链铁蛋白犘犃犌犈鉴定

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ｐＥＴ３２ａｅｍｐｔｙｃａｒｒｉｅｒｗｈｏｌ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２

　ｐＥＴ３２ａｅｍｐｔｙ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　３　ｐＥＴ３２ａｅｍｐｔｙｃａｒｒｉｅｒｐｒｅ

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４　ｐＥＴ３２ａＲＨＦｗｈｏｌ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５　ｐＥＴ３２ａＲＨＦｓｕｐｅｒ

ｎａｔａｎｔ　６　ｐＥＴ３２ａｒＨ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犉犻犵．３　犈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犺狌犿犪狀犺犲犪狏狔犮犺犪犻狀犳犲狉狉犻狋犻狀

　　 Ｍ　蛋白分子质量标准　１　未纯化的ｐＥＴ３２ａＦ　２　纯化的

ｐＥＴ３２ａＦ
图４　重组人重链铁蛋白纯化

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Ｕｎ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ｐＥＴ３２ａＦ　２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ｐＥＴ３２ａＦ

犉犻犵．４　犘狌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犺狌犿犪狀犺犲犪狏狔犮犺犪犻狀犳犲狉狉犻狋犻狀

３　重组蛋白的免疫活性

以重组蛋白为抗原，以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ｈｉｓｍｏｕｓｅ为一

抗，以 ＨＲＰ羊抗鼠ＩｇＧ为二抗进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

果见图５。目的蛋白能被相应抗体识别，反应条带位

于４０×１０
３ 处。空载体ｐＥＴ３２ａ在２０×１０

３ 处出现反

应条带。与预期结果一致。表明重组人铁蛋白具有生

物学活性。

４　铁蛋白纳米电镜观察

通过电子透射显微镜观察重组铁蛋白，呈现纳米

笼状，大小一致，粒径均一（１２－２０ｎｍ）（图６）。图中

的不明显块状物为未纯化的蛋白杂质（比例尺表示１

·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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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ｎｍ）。

　　 Ｍ　蛋白分子质量标准　１　ｐＥＴ３２ａｒＨＦ重组蛋白与相应抗体反

应条带　２　ｐＥＴ３２ａ空载体对照

图５　重组铁蛋白的 犠犲狊狋犲狉狀犅犾狅狋检测

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１　ｐＥＴ３２ａｒＨ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　２　

ｐＥＴ３２ａｅｍｐｔｙ

犉犻犵．５　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狋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犳犲狉狉犻狋犻狀

　　 图６　透射电子显微镜下的人重链铁蛋白犎亚基

犉犻犵．６　犛狌犫狌狀犻狋狅犳犺狌犿犪狀犺犲犪狏狔犮犺犪犻狀犳犲狉狉犻狋犻狀狌狀犱犲狉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

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犿犻犮狉狅狊犮狅狆犲

讨　论

铁蛋白原核表达多以包涵体形式存在，本实验通

过将铁蛋白基因按照大肠杆菌密码子偏好进行优化后

表达的蛋白以可溶性形式存在于上清中，说明蛋白以

正确形式折叠，具有生物学活性。自组装铁蛋白普遍

存在于原核细胞及真核细胞中，各亚基间相互作用形

成高度有序的纳米笼结构，基于铁蛋白自组装成纳米

笼的结构，为纳米疫苗的研制、医学影像、疾病诊治提

供了新的平台。Ｋａｎｅｋｉｙｏ等
［９］通过将幽门螺旋杆菌

铁蛋白亚基的Ｎ端与流感病毒的血凝素蛋白利用分

子生物学方法进行基因融合，从而表达融合蛋白。由

于铁蛋白具有三重对称轴，故可形成８个 ＨＡ突起，

提高了蛋白的抗原性。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到以铁蛋

白为核心向外伸出的血凝素ＨＡ。经过融合蛋白纳米

疫苗免疫动物后，在动物体内成功产生了中和抗体。

与传统灭活疫苗相比，铁蛋白纳米疫苗刺激产生的中

和抗体比一般传统疫苗高１０倍以上。

除了在铁蛋白表面表达外源抗原，也可以通过人

重链铁蛋白内腔形成高结晶度和单分散性纳米粒

子［１０］。通过结合氧化铁，Ｈ链铁蛋白作为磁共振造影

剂，在医学影像中具有潜在应用。此外，基于ｒＨＦ的

药物递送已用于肿瘤的检测和治疗。转铁蛋白受体１

在人类癌细胞上高度表达，一直被用作肿瘤诊断和治

疗的靶向标记［１１］。重链铁蛋白通过与转铁蛋白受体１

相互作用结合人细胞，显示出其固有的肿瘤靶向特

性［１２］。ｒＨＦ纳米笼能够包裹阿霉素，能够特异性地将

高剂量阿霉素递送至肿瘤，并抑制肿瘤的生长。人重

链铁蛋白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安全性，由无毒元

素组成，因此不会激活炎症或免疫反应［１３］。铁蛋白纳

米颗粒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纳米载体。应用于抗原递

呈，提供多价抗原表位和Ｂ细胞受体交联，增强抗原

性，提高免疫反应［１４］。本研究构建了人重链铁蛋白并

进行了表达、纯化，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其构型为结构

稳定，粒径均一的纳米笼结构，为医学成像、疾病诊治

和纳米疫苗的研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１］　ＲｕｃｋｅｒＰ，ＴｏｒｔｉＦＭ，ＴｏｒｔｉＳＶ．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ｆｅｒｒｉｔｉｎ：ｍｏｄｕｌａ

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ｕｎｉｔ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ｉ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ｎｇ，１９９７，１０（８）：９６７－７３．

［２］　Ｚｏｕ Ｗ，ＬｉｕＸ，ＣｈｅｎＤ，ｅｔ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ｈｕｍａｎＨｃｈａｉｎｆｅｒｒｉｔｉｎ［Ｊ］．Ｐｒｅｐ

Ｂｉｏｃｈｅｍ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６，４６（８）：８３３－７．

［３］　许婉芳，陈曦，陈巧君．人铁蛋白基因的克隆与原核表达［Ｊ］．泉

州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２９（４）：４５－９．

［４］　ＣｏｚｚｉＡ，ＳａｎｔａｍｂｒｏｇｉｏＰ，ＰｒｉｖｉｔｅｒａＤ，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Ｌｆｅｒｒｉｔｉ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ｓｅｉｚｕｒｅｓａｎｄ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ｒｅｓｔｌｅｓｓｌｅｇ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ＪＥｘｐＭｅｄ，２０１３，２１０（９）：

１７７９－９１．

［５］　安文琪．重配甲型 Ｈ３Ｎ２人流感疫苗的制备及免疫原性研究

［Ｄ］．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０９．

［６］　ＲｕｚｚｅｎｅｎｔｉＰ，ＡｓｐｅｒｔｉＭ，Ｍｉｔｏｌａ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ＦｅｒｒｉｔｉｎＨｅａｖｙ

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Ｌｉｋｅ１７（ＦＴＨＬ１７）ｇｅｎｅｅｎｃｏｄｅｓａｆｅｒｒｉｔｉｎｗｉｔｈｌｏｗ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ｎｏｆｅｒ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ｗｉｔｈａｐａｒｔｉａｌｎｕｃｌｅａｒｌｏ

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ＢｉｏｃｈｉｍＢｉｏｐｈｙＡｃｔａ，２０１５，１８５０（６）：１２６７－７３．

［７］　ＵｃｈｉｄａＭ，ＦｌｅｎｎｉｋｅｎＭＬ，ＡｌｌｅｎＭ，ｅｔａｌ．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ｏｆ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ｗｉｔｈＦｅｒｒｉ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ｅｒｒｉｔｉｎＣａｇｅ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Ａｍ

ＣｈｅｍＳｏｃ，２００６，１２８（５１）：１６６２６－３３．

［８］　张婷婷．基于铁蛋白的纳米结构可控自组装与功能化［Ｄ］．郑州：

河南大学，２０１６．

［９］　ＫａｎｅｋｉｙｏＭ，ＷｅｉＣ，ＹａｓｓｉｎｅＨＭ，ｅｔａｌ．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ｎｇｉｎｆｌｕ

ｅｎｚａ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ｅｌｉｃｉｔｂｒｏａｄｌｙ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Ｈ１Ｎ１ａｎｔｉ

ｂｏｄｉｅ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３，４９９（７４５６）：１０２－６．

［１０］　ＧｅｒｌａｃｈＴ，ＫｕｈｌｉｎｇＬ，ＵｈｌｅｎｄｏｒｆｆＪ，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ｎｅｕｒａｍｉｎｉｄ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Ｈ１Ｎ１／０９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ｖｉｒｕｓ［Ｊ］．

Ｖａｃｃｉｎｅ，２０１２，３０（５１）：７３４８－５２．

［１１］　ＧｅｏｒｇｉｅｖＩＳ，ＪｏｙｃｅＭＧ，ＣｈｅｎＲＥ，ｅｔａｌ．Ｔｗｏ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ｆｅｒ

ｒｉｔｉｎ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ｅｔｒｉ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ｓ

［Ｊ］．ＡＣＳ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８，４（５）：７８８－９６．

［１２］　ＬｉＬ，Ｆａｎｇ，ＣＪ，ＲｙａｎＪＣ，ｅｔａｌ．Ｂｉ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ｕｐｔａｋｅｏｆＨｆｅｒ

ｒｉｔｉｎａ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ｂｙｈｕｍａ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１［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２０１０（１０７）：３５０５－１０．

［１３］　Ｚｈｅｎ，Ｚ，Ｔａｎｇ，Ｗ，Ｃｈｅｎ，Ｈ，ｅｔａｌ．ＲＧＤ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ｐｏｆｅｒｒｉｔｉｎ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ｆｏ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ｒｕ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ｔｏＴｕｍｏｒｓ［Ｊ］．ＡＣＳ

Ｎａｎｏ，２０１３（７）：４８３０－４７．

［１４］　ＲｏｍａｇｎａｎｉＳ．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Ｊ］．

Ｉｎｔｅｒｎ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２００６（１）：１８７－９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２５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６２６

·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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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