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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ＰＣＲ方法克隆了创伤弧菌犞犻犫狉犻狅狏狌犾狀犻犳犻犮狌狊ＦＪ０３Ｘ２株的铁调基因犳狌狉（Ｆｅｒｒｉｃｕｐｔａｋ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该基因片段大小为４５０ｂｐ，编码１４９个氨基酸；以ｐＥＴ３２ａ为表达载体，构建了原核表达质粒ｐＥＴ３２ａＦＵＲ，表

达质粒测序结果表明目的基因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报道的创伤弧菌犳狌狉基因的同源性达９８％以上；诱导表达获得可溶

性的重组表达蛋白ｒＦＵＲ。镍离子金属螯合亲和层析介质 （ＮｉＮＴＡ）纯化ｒＦＵＲ，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析其分子

量约３３ｋＤ。以纯化后的融合蛋白ｒＦＵＲ为抗原，４次免疫ＳＤ大鼠，制备抗ｒＦＵＲ蛋白大鼠多克隆抗体。用

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鼠多克隆抗体的效价达到１∶２５６０００，表明融合蛋白ｒＦＵＲ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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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弧菌犞犻犫狉犻狅狏狌犾狀犻犳犻犮狌狊是嗜盐性的弧菌，

主要存在于海水及海产品中。根据文献报道，创伤

弧菌可感染牡蛎 ［１］、虾 ［２］等贝壳类动物及鳗鲡

［３］、石斑鱼 ［４］、大菱鲆 ［５］等海水养殖经济鱼类。

感染后鱼体常表现为严重的出血性败血症和溃烂症

状，往往带来爆发性死亡，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创伤弧菌也威胁着人类的健康：２００６年，创伤弧

菌被美国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杂志列

为最危险的细菌之一，病死率极高，在美国、日

本、中国、韩国、以色列等许多国家都有感染和病

死的报告。创伤弧菌的致病机制目前尚未明确，但

普遍认为，创伤弧菌的毒力和致病力主要取决于其

多种毒力因子。对创伤弧菌的多种毒力因子包括溶

血素ＶｖｈＡ
［６－７］、ＶｖｈＢ、ＭＡＲＴＸ毒素

［８－９］、金属

蛋白酶ＶｖｐＥ
［１０］、荚膜多糖ＣＰＳ

［１１］、铁调蛋白［１２］、

外膜蛋白［１３］等已有大量研究。其中，表达铁调蛋

白的铁摄取调节基因犳狌狉是影响和调控着创伤弧

菌许多毒力基因表达的关键基因。铁是包括创伤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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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在内的许多病原菌生存和产生毒力所必需的元

素，通过调节病原菌对宿主铁的利用就可以调控许

多毒力基因和代谢基因的表达。Ｋｉｍ等发现，编

码创伤弧菌弹性蛋白酶的ＶｖｐＥ基因在富含铁元素

的环境下表达受到抑制，而这种抑制正是由于

狊犿犮犚基因受到其所依赖的铁调基因犳狌狉的调控，

受到表达抑制［１４］。Ｌｅｅ的研究表明，犳狌狉基因通过

调控ＶｖｐＥ 和 ＶｖｐＭ 的表达来调控创伤弧菌溶血

素操纵子的转录和翻译水平［１５］。Ｍａｃｈａｄｏ等发现

犳狌狉基因在弧菌间的相似度高于９５％，因此开发

犳狌狉作为新的系统发育分子标记，他们发现相比于

传统的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犳狌狉基因在弧菌之间具有

更高的亲缘关系分辨率［１６］。

创伤弧菌ＦＪ０３Ｘ２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生物

技术研究所鱼病研究室分离自发病欧鳗的一株毒力

较强的致病菌，生化反应和分子鉴定为可对鳗鱼和

人类致病的生物Ｉ型
［３］。普通创伤弧菌半致死量

（犔犇５０）为１０６数量级，而ＦＪ０３Ｘ２对欧鳗的半数

致死剂量约为７．１×１０３ＣＦＵ·尾－１［１７］。本研究克

隆了创伤弧菌ＦＪ０３Ｘ２的犳狌狉基因，构建原核表

达载体 ｐＥＴ３２ａＦＵＲ，诱导表达获得融合蛋白

ｒＦＵＲ，并制备抗ｒＦＵＲ蛋白的大鼠多克隆抗体。

结果表明ｒＦＵＲ蛋白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该研究

为探明创伤弧菌ＦＪ０３Ｘ２的致病机制提供参考，

也为后续疫苗的研究开发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菌株　创伤弧菌ＦＪ０３Ｘ２，经鉴定为人兽

共患的生物Ｉ型，由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

究所鱼病研究室分离、鉴定与保存 ［３］。

１１２　主要试剂　细菌ＤＮＡ提取试剂盒，琼脂

糖凝胶ＤＮＡ回收试剂盒及质粒小量提取试剂盒均

购自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ＰＣＲ引物由上海生

工有限公司合成，Ｅｘ犜犪狇酶、限制性内切酶、Ｔ４

ＤＮＡ 连接酶购自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

ＴａＫａＲａ）、原核表达质粒ｐＥＴ３２ａ和表达宿主菌

犈．犮狅犾犻（ＤＨ５α）和ＢＬ２１（ＤＥ３）由福建省农业科

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鱼病研究室提供，ＮｉＮＴＡ亲

和层析材料购自Ｎｏｖａｇｅｎ公司。ＩＰＴＧ购自Ｓｉｇｍａ

公司。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购自Ｔｈｅｒｍｏ公司。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ＦＪ０３Ｘ２基因组ＤＮＡ提取　将以３０％甘

油冻存于－８０℃的ＦＪ０３Ｘ２按１％的比例接种于

ＴＳＢ培养基中，２８℃、２００ｒ· ｍｉｎ－１摇床培养１６

ｈ，利用细菌ＤＮＡ提取试剂盒提取基因组ＤＮＡ，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ＤＮＡ的纯度。

１２２　犳狌狉基因克隆　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登陆的犳狌狉

基因 （Ｎｏ．Ｌ０６４２８．１）的核苷酸序列和ｐＥＴ３２ａ载

体的多克隆位点图谱设计５＇端带有内切酶位点的引

物。上游引物序列为：５′ＣＧ ＧＡＡ ＴＴＣ ＡＴＧ

ＴＣＡＧＡＣＡＡＴＡＡＣＣＡＡＧ３′（ＥｃｏＲＩ）；下游

引物序列为：５′ＣＣＧＣＴＣＧＡＧＴＴＡＧＴＴＣＴＴ

ＡＣＧＴＴＴＡＴＧＴ３′（ＸｈｏＩ）。采用Ｅｘ犜犪狇酶及

其他ＰＣＲ试剂扩增犳狌狉基因，ＰＣＲ反应体系为２５

μＬ，引物浓度为５ｍｍｏｌ·Ｌ
－１，ＤＮＡ 模板１００

ｎｇ。ＰＣＲ 反应程序为：９４℃ ５ｍｉｎ，９４℃ ４０ｓ，

５５℃３０ｓ，７２℃４０ｓ，３０个循环；７２℃７ｍｉｎ。用

１％浓度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ＰＣＲ产物，目的基

因预期大小为４５０ｂｐ。

１２３　表达载体构建及核苷酸序列测定　ＰＣＲ产

物经回收纯化后，利用 Ｔ４ＤＮＡ连接酶试剂盒将

犳狌狉基因连接到表达载体ｐＥＴ３２ａ中，命名为：

ｐＥＴ３２ａＦＵＲ，转化犈．犮狅犾犻（ＤＨ５α），应用双酶切

方法对构建的表达载体进行初步鉴定。挑取阳性克

隆测序，于Ｇｅｎｅｂａｎｋ上分析与比对目的基因的核

苷酸序列。

１２４　融合蛋白的表达、纯化及免疫原性检测　

提取构建好的重组质粒ｐＥＴ３２ａＦＵＲ，转化犈．犮狅犾犻

（ＢＬ２１）。挑取阳性克隆，接种于６００ｍＬＬＢ液体

培养基中，２００ｒ·ｍｉｎ－１，３７℃培养至 ＯＤ值为

０．６～０．８，加 入终浓度 为 ０．５ ｍｍｏｌ·Ｌ
－１ 的

ＩＰＴＧ，转速调整为１２０ｒ· ｍｉｎ－１，３７℃继续振荡

培养４ｈ诱导犳狌狉基因的表达。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
－１离

心收集细菌，用１０ｍＬＰＢＳ重悬后进行超声破碎

（４００Ｖ，超声 １０ｓ，间隔１５ｓ）至菌体澄清。

１２０００ｒ· ｍｉｎ－１，４℃条件下离心破碎菌体，取

部分上清和沉淀的重悬液，用１０％分离胶的ＳＤＳ

ＰＡＧＥ检查融合蛋白的表达情况。按 ＮｉＮＴＡ 亲

和层析柱操作说明纯化原核表达工程菌超声破碎物

上清中的融合蛋白ｒＦＵＲ。用１０％分离胶的ＳＤＳ

ＰＡＧＥ检查纯化效果，用试剂盒ＢＣＡ法测定蛋白

浓度。

１２５　免疫大鼠及抗血清效价测定和特异性检测

　将纯化的融合蛋白ｒＦＵＲ，皮下多点注射免疫

ＳＰＦ级ＳＤ大鼠，每隔１４ｄ免疫１次，共免疫４

次。前３次每只大鼠免疫剂量为１５０μｇ，第４次免

疫剂量为７５μｇ，首次注射的抗原为融合蛋白与完

全弗氏佐剂ＣＦＡ乳化后免疫，其余３次注射的抗

原均与不完全弗氏佐剂ＩＦＡ乳化后免疫。第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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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免疫后１周腹腔静脉取血，离心分离血清，

－８０℃保存。

用纯化的重组蛋白为抗原包被９６孔板，浓度

约每孔１００ｎｇ。待测大鼠抗血清为一抗，按１∶

２０００、１∶４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１∶１６０００、１∶

３２０００、１∶６４０００、１∶１２８０００以及１∶２５６０００

比例稀释，阴性血清以相同比例稀释作为对照，

ＨＲＰ标记的羊抗鼠的ＩｇＧ 为二抗，邻苯二胺

（ＯＰＤ）溶液显色后，于酶标仪测定抗体效价，检

测波长为４９０ｎｍ。ＯＤ值大于或等于对应阴性血清

ＯＤ值２倍者判定为阳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犳狌狉基因克隆

琼脂糖凝胶电泳显示，ＰＣＲ扩增获得了约４５０

ｂｐ的目标条带，大小与预期符合 （图１）。

图１　犳狌狉基因的ＰＣＲ扩增电泳结果

犉犻犵．１　犘犆犚犪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犳狌狉犵犲狀犲

注：１～３ 为犳狌狉基因；４为阴性对照；５为 ＤＬ２０００分子量

标准。

２２　ｐＥＴ３２ａＦＵＲ表达载体构建及犳狌狉基因测序

选择酶切结果正确的阳性克隆（图２），酶切结

果为ｐＥＴ３２ａ载体骨架（约为５．９Ｋ）和犳狌狉基因片

段。测序结果如图３，基因片段大小为４５０ｂｐ，编码

１４９个氨基酸。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的序列进行ＢＬＡＳＴ

比对，结果显示与已经登录的创伤弧菌犳狌狉基因

（序列号：ＫＰ７２１３７８．１）的同源性在９８％以上。

图２　质粒的双酶切鉴定

犉犻犵．２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犱狌犪犾犲狀狕狔犿犲犱犻犵犲狊狋犻狅狀

注：１为λＥｃｏＴ１４分子量标准；２～６为重组子酶切结果；７为

ＤＬ２０００分子量标准。

图３　创伤弧菌ＦＪ０３Ｘ２的犳狌狉基因序列

犉犻犵．３　犛犲狇狌犲狀犮犲狅犳犳狌狉犳狉狅犿犞．狏狌犾狀犻犳犻犮狌狊犉犑０３犡２

２３　融合蛋白ｒＦＵＲ的表达与纯化

ＳＤＳＰＡＧＥ检验是否有可溶性的融合蛋白

ｒＦＵＲ 的表达，如图 ４ 第 ３ 泳道所示，在 ０．５

ｍｍｏｌ·Ｌ－１的ＩＰＴＧ诱导下，ｐＥＴ３２ａＦＵＲ在犈．

犮狅犻犾ＢＬ２１（ＤＥ３）中表达出目的融合蛋白ｒＦＵＲ。

图４　ＮｉＮＴＡ纯化的ｒＦＵＲ蛋白的ＳＤＳＰＡＧＥ结果

犉犻犵．４　犛犇犛犘犃犌犈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狆狌狉犻犳犻犲犱狉犉犝犚狆狉狅狋犲犻狀犫狔

犖犻犖犜犃

注：１为 ＢＬ２１／ｐＥＴ３２ａ空载诱导全菌蛋白；２为ＢＬ２１／ｐＥＴ３２ａ

ＦＵＲ未诱导的全菌蛋白；３为ＢＬ２１／ｐＥＴ３２ａＦＵＲ经诱导后超声

的菌体破碎物上清蛋白；４为纯化后的ｒＦＵＲ融合蛋白；５为蛋

白质低分子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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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菌体超声破碎、离心，分为上清和沉淀两部分进

行ＳＤＳＰＡＧＥ，发现融合蛋白绝大多数包含于上

清中，故认定其为可溶性表达，融合蛋白分子量大

小为３３ｋＤａ（图４）。ＮｉＮＴＡ法纯化得到的ｒＦＵＲ

用１０％分离胶浓度的ＳＤＳＰＡＧＥ检验，仅在预期

３３ｋＤａ的位置上显示出单一的蛋白条带 （图４）。

２４　ＥＬＩＳＡ分析检测ｒＦＵＲ的抗体效价

免疫的３只ＳＤ大鼠共采集到约１５ｍＬ抗血

清，ＥＬＩＳＡ方法测定抗体效价在１∶２５６０００以上

（表１）。

表１　ＥＬＩＳＡ测定抗体效价（λ＝４９０ｎｍ）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犪狀狋犻犫狅犱狔狋犻狋犲狉犫狔犈犔犐犛犃

项目 １∶４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１∶１６０００ １∶３２０００ １∶６４０００ １∶１２８０００ １∶２５６０００

抗血清 ２．５７５５ ２．３８５５ ２．２８３５ ２．０３４ １．７２２ １．１７６ ０．７８３

阴性血清 ０．１３３５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３５ ０．１２９５ ０．１０９５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５５

３　讨论与结论

铁元素是许多病原菌必不可少的生存因素，也

是与毒力密切相关的元素。许多研究发现，在创伤

弧菌的众多毒力基因中，犳狌狉由于与铁摄取密切相

关，往往调控和影响着其他重要的毒力基因 （如溶

血素基因）的表达。本研究克隆得到的创伤弧菌

ＦＪ０３Ｘ２的犳狌狉基因经ＢＬＡＳＴ比对发现，与已经

登录的创伤弧菌犳狌狉基因 （序列号：ＫＰ７２１３７８．１）

的同源性在９８％以上。这一结果说明犳狌狉基因在

创伤弧菌中非常保守。不仅如此，在与其他弧菌的

比对中发现，犳狌狉在整个弧菌属中也相当保守：例

如与哈维氏弧菌犞犻犫狉犻狅犺犪狉狏犲狔犻和霍乱弧菌犞犻犫狉犻狅

犮犺狅犾犲狉犪犲的犳狌狉基因的编码产物同源性分别为９４％

和９２．１％。

通过构建原核表达载体ｐＥＴ３２ａＦＵＲ并在大

肠杆菌犈．犮狅犾犻中进行了原核表达和纯化，得到的

融合蛋白，分子量大小为３３ｋＤａ，与预期相符。

融合蛋白主要以可溶性的形式表达，为后续的蛋白

质纯化提供了便利，而且目的蛋白无需经过变性再

复性的过程，更大程度保留了蛋白质的活性。用纯

化的融合蛋白免疫ＳＰＦ级ＳＤ大鼠，制备大鼠抗血

清，ＥＬＩＳＡ检测其效价高达１∶２５６０００。初步试

验表明融合蛋白具有较高的免疫原性，提示了犳狌狉

基因作为疫苗靶基因的可能性。融合蛋白的获得为

进一步制备亚单位疫苗奠定了基础。综上所述，

犳狌狉基因的原核表达和抗体制备可以为揭示创伤弧

菌ＦＪ０３Ｘ２强毒力的原因及毒力调控网络提供一

定的参考，并对创伤弧菌的亚单位疫苗的研究开发

以及和其他类型疫苗进行比较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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