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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根据前期研究获得的鸭疫里默氏菌铁依赖抑制子 （ＲａＤｔｘＲ）基因序列特征设计特异性引物，并

在引物上下游引入犅犪犿犎Ｉ和犡犺狅Ｉ酶切位点，将其克隆到原核表达载体ｐＧＥＸ４Ｔ１上，构建原核表达重组质粒

ｐＧＥＸ４Ｔ１ＲａＤｔｘＲ，对其进行ＩＰＴＧ诱导表达条件优化和表达目的蛋白的生物学活性鉴定。ＳＤＳＰＡＧＥ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析表明，分子量约为５１ｋｕ目的蛋白得到表达，并具有良好的生物学活性。本研究成功对鸭疫里

默氏菌犚犪犇狋狓犚基因进行表达，为研究鸭疫里默氏菌ＲａＤｔｘＲ蛋白生物学功能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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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疫 里 默 氏 菌 病 是 由 鸭 疫 里 默 氏 菌

（Ｒｉｅｍｅｒｅｌｌａａｎａｔｉｐｅｓｔｉｆｅｒ，ＲＡ）引起的急性接触性

传染性病，主要引起发病鸭 “三炎”（纤维素心包

炎、肝周炎和气囊炎）典型症状［１－２］。

当前，国际上公认有２１种鸭疫里默氏菌血清型

（我国学者还鉴定出新的鸭疫里默氏菌血清型），且

不同血清型鸭疫里默氏菌相互之间缺乏有效保护，

给鸭疫里默氏菌的防控带来巨大困难［２－５］。本团队

在福建省分离鉴定出多种鸭疫里默氏菌血清型流行

（如１、２、３、６、１０、１１、１３、１４、１７和未知型），其中２型鸭

疫里默氏菌占３８．１４％（４５／１１８），１１型占２２．０３％

（２６／１１８），１７型占１２．７１％（１５／１１８），１型占１０．１７％

（１２／１１８），且研究还发现鸭疫里默氏菌流行的优势血

清型存在变化［６－９］。前期对鸭疫里默氏菌铁依赖抑

制子（犚犪犇狋狓犚）基因研究发现，可在鸭疫里默氏菌１、

２、３、１１和１３型等鸭疫里默氏菌血清型中可检测到

ＲａＤｔｘＲ基因，且该基因在不同血清型鸭疫里默氏菌

均较为保守，但在鸭常见细菌（大肠杆菌、巴氏杆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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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氏菌）均未检测到该基因，可作为不同血清型鸭

疫里默氏菌诊断的候选靶基因［１０－１１］。本研究根据鸭

疫里默氏菌铁依赖抑制子（ＲａＤｔｘＲ）基因特征设计特

异性表达引物，并将其克隆到原核表达载体ｐＧＥＸ

４Ｔ１后进行优化表达，为后续开展鸭疫里默氏菌

ＲａＤｔｘＲ生物学功能研究，探讨铁离子浓度对鸭疫里

默氏菌生长特性影响奠定研究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剂、载体和菌株

２×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货号 Ｋ１０８１）、蛋白质

Ｍａｒｋｅｒ（ＰａｇｅＲｕｌｅｒＰｒｅｓｔａｉｎ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ａｄｄｅｒ，货号

２６６１６）购自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抗ＧＳＴ

单 抗 （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ｉｎｄ ＡｎｔｉＧＳＴ Ｍｏｕｓｅ Ｍｏｎｏｃｌ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货号 ＨＴ６０１０１）、酶标二抗（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ｉｎｄ

ＧｏａｔＡｎｔｉＭｏｕｓｅＩｇＧ（Ｈ＋Ｌ），ＨＲＰ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货号

ＨＳ２０１０１），克 隆 感 受 态 细 胞 Ｔｒａｎｓ５α （货 号

ＣＤ２０１０１）和 原 核 表 达 感 受 态 细 胞 Ｔｒａｎｓｅｔｔａ

（ＤＥ３）（货号ＣＤ８０１０１）均购自北京全式金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ＮＡ 纯化回收试剂盒

（货号 ＤＰ２１４）和快速质粒小提试剂盒 （货号

ＤＰ１０５）均购自天根生化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

ＤＡＢ 显 色 试 剂 盒 （棕 黄 色 ＷＢ 专 用，货 号

ＡＲ１０２１）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１２　阳性质粒

含有鸭疫里默氏菌铁依赖抑制子基因全长的阳

性克隆质粒 （ｐＭＤ１８ＴＲａＤｔｘＲ）
［６］和原核表达载

体ｐＧＥＸ４Ｔ１均由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

究所保存。

１３　引物设计

根据鸭疫里默氏菌铁依赖抑制子 （ＲａＤｔｘＲ）

基因［１０］特征，设计特异性表达引物，上游引物

ＲａＤｔｘＲＦ１：５′ＣＧＣＧＧＡＴＣＣＡＡＣＴＣＴＣＴＴ

ＡＣＡ３′、下游引物 ＲａＤｔｘＲＲ１：５′ＴＴＡ ＣＴＣ

ＧＡＧＡＴＣＴＡＧＣＴＴＴＡＣＴＡ３′，并在上／下游

引物５′端分别引入犅犪犿犎Ｉ／犡犺狅Ｉ酶切位点，用

下划线表示，目的片段大小约为６６０ｂｐ，引物均

由生工生物工程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１４　 原 核 表 达 阳 性 重 组 质 粒 （ｐＧＥＸ４Ｔ１

ＲａＤｔｘＲ）的构建

以ｐＭＤ１８ＴＲａＤｔｘＲ为模板 （ＰＣＲ扩增前需

稀释１∶１０４倍），ＰＣＲ扩增体系为２×ＰＣＲ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２５μＬ、上下游引物 （ＲａＤｔｘＲＦ１和ＲａＤｔｘＲ

Ｒ１，２０ｍｍｏｌ·Ｌ－１ｅａｃｈ）各１μＬ、稀释后的质粒

（ｐＭＤ１８ＴＲａＤｔｘＲ）模板１μＬ，补充灭菌去离子

水至反应终体积５０μＬ。反应条件为：９４℃预变性

５ｍｉｎ后进入循环，９４℃变性１ｍｉｎ，５５℃退火３０

ｓ，７２℃延伸４５ｓ，３５个循环结束后，７２℃终延伸

１０ｍｉｎ。将符合预期的目的条带经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ＮＡ

纯化回收试剂盒切胶回收后克隆到ｐＭＤ１８Ｔ载体

上，获得含有犅犪犿犎Ｉ／犡犺狅Ｉ酶切位点的阳性重组

质粒 （ｐＭＤ１８ＴＲａＤｔｘＲ犅犪犿犎Ｉ／犡犺狅Ｉ）。将原

核表 达 载 体 （ｐＧＥＸ４Ｔ１）和 阳 性 重 组 质 粒

（ｐＭＤ１８ＴＲａＤｔｘＲ犅犪犿犎Ｉ／犡犺狅Ｉ）进行犅犪犿犎

Ｉ／犡犺狅Ｉ双酶切后胶回收，用Ｔ４ＤＮＡ连接酶１６℃

进行连接过夜，转化Ｔｒａｎｓ５α克隆感受态细胞，获

得原核表达阳性重组质粒 （ｐＧＥＸ４Ｔ１ＲａＤｔｘＲ），

并送由生工生物工程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序

列测定验证。

１５　目的蛋白的表达和鉴定

将符合试验预期的原核表达阳性重组质粒

（ｐＧＥＸ４Ｔ１ＲａＤｔｘＲ）转化 Ｔｒａｎｓｅｔｔａ （ＤＥ３）原

核表达感受态细胞，挑取单菌落接种于含氨苄青霉

素 （１００ｍｇ·Ｌ
－１）的 ＬＢ液体培养基中，３７℃、

２００ｒ·ｍｉｎ－１振荡培养过夜，ＰＣＲ 鉴定。取经

ＰＣＲ鉴定符合预期的培养物按２％接种于含氨苄青

霉素的ＬＢ液体培养基中，３７℃、２００ｒ·ｍｉｎ－１振

荡培养至ＯＤ值为０．４～０．６时，进行ＩＰＴＧ浓度

和不同诱导时间优化。将优化后的蛋白进行ＳＤＳ

ＰＡＧＥ电泳 （１２％胶）分析。符合试验预期的蛋白

胶进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析，按照常规方法转移至

硝酸纤维膜，４℃过夜封闭，以抗ＧＳＴ单抗为一抗

作用９０ｍｉｎ，ＨＲＰ标记羊抗鼠ＩｇＧ为酶标二抗作

用９０ｍｉｎ，ＤＡＢ显色试剂盒进行显色。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鸭疫里默氏菌铁依赖抑制子基因的扩增

用所设计的原核表达 ＲａＤｔｘＲＦ１和 ＲａＤｔｘＲ

Ｒ１进行扩增后，结果显示扩增片段大小约６６０ｂｐ，

其大小与预期的目的片段一致 （图１）。

２２　阳性重组表达质粒ｐＧＥＸ４Ｔ１ＲａＤｔｘＲ的鉴定

对获得的 阳 性 重 组 表 达 质 粒 ｐＧＥＸ４Ｔ１

ＲａＤｔｘＲ，利用犅犪犿犎Ｉ和犡犺狅Ｉ进行双酶切鉴定，

获得的阳性重组表达质粒ｐＧＥＸ４Ｔ１ＲａＤｔｘＲ符

合试验预期 （图２）。

２３　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

将原核表达阳性重组质粒ｐＧＥＸ４Ｔ１ＲａＤｔｘＲ

菌液经ＩＰＴＧ （最佳浓度为０．６ｍｍｏｌ·Ｌ－１）在

３７℃条件下诱导５ｈ后，表达产物经１２％的ＳＤＳ

ＰＡＧＥ检测，可明显约５１ｋｕ左右处有一条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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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ＲａＤｔｘＲ基因的ＰＣＲ扩增

犉犻犵．１　犘犆犚犪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犚犪犇狋狓犚犵犲狀犲

注：Ｍ为ＤＬ２０００Ｍａｒｋｅｒ；１为目的片段；２为阴性对照。

图２　重组质粒的双酶切鉴定

犉犻犵．２　犇狅狌犫犾犲犱犻犵犲狊狋犻狅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狆犾犪狊犿犻犱狊

注：１为ｐＧＥＸ４Ｔ１空载体；２为阳性重组表达质粒ｐＧＥＸ４Ｔ

１ＲａＤｔｘＲ；Ｍ为ＤＬ１５０００Ｍａｒｋｅｒ。

图３　表达蛋白的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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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５为诱导时间 （１、２、３、４、５ｈ）；６为ｐＧＥＸ４Ｔ１空载

体诱导；Ｍ为蛋白质标准。

蛋白带，与预期结果相符，而未诱导的对照菌以及

诱导后的空载体细菌没有明显特征条带 （图３箭头

所示条带）。

２４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析

表达产物经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后，转移至硝酸

纤维素膜上进行免疫学 （ｗｅｓｔｅｒｂｂｌｏｔ）反应，结

果显示，在５１ｋｕ处出现特异性反应条带带，而空

载体表达的蛋白则在２７ｋｕ处有一反应带，表明目

的蛋白得到正确表达 （图４）。

图４　表达蛋白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析

犉犻犵．４　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狋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犲狓狆狉犲狊狊犲犱狆狉狅狋犲犻狀狊

注：Ｍ为蛋白质标准；１为目的蛋白；２为ｐＧＥＸ４Ｔ１空载体

诱导。

３　讨　论

铁离子 （Ｆｅ３＋、Ｆｅ２＋）参与许多病原菌代谢

途径，是病原菌代谢所需的重要的辅酶 （或辅助因

子），是动物体内各种细菌代谢急需的必须营养元

素。但宿主体内自由铁离子浓度极低 （可低至为

１０－１５ｍｏｌ·Ｌ－１），无法满足细菌正常生长的需求

（１０－７～１０
－６ｍｏｌ·Ｌ－１），且自然界中绝大部分铁

以细菌无法利用的化学态存在［１２－１４］。铁离子在鸭

疫里默氏菌生长中存在重要作用，限铁环境对鸭疫

里默氏菌生长繁殖存在抑制作用。通过对限制鸭疫

里默氏菌铁离子浓度的蛋白质组学研究发现，

Ｆｅ１２、Ｆｅ１５、Ｆｅ１７和Ｆｅ１８仅在限铁环境中表达

（正常几乎不表达）［１５－１６］。

铁载体相互作用蛋白（ｓｉｄｅｒｒｏｐｈ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ＳＩＰｓ）存在于许多细菌战，参与细菌摄取铁和

调节宿主菌中铁载体基因的转录和代谢，其可将高铁

离子（Ｆｅ３＋）还原为Ｆｅ２＋，使其参与宿主菌的生物代

谢过程［１７］。此外，过量的Ｆｅ２＋则通过阻遏铁离子摄

取抑制子蛋白（ＦＵＲ）ｍＲＮＡ转录，来调节其对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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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损失作用。前期对铜绿假单胞菌中的铁载体

（脓绿素）研究也发现，铜绿假单胞菌脓绿素缺失株和

铜绿假单胞菌脓绿素受体缺失株都严重影响铜绿假

单胞菌的生物学特性，但给予高铁离子（Ｆｅ３＋）对于铜

绿假单胞菌脓绿素受体缺失株生物学活性影响不大，

推测铜绿假单胞菌存在其他途径的铁摄取机制［１８］。

对鸭疫里默氏菌基因组解析发现，狊犻狆基因鸭疫里默

氏菌基因组中唯一的铁载体相互作用蛋白基因。通

过缺失强毒株鸭疫里默氏菌狊犻狆基因发现其生长速

度减缓，对ｖｅｒｏ细胞的黏附和入侵能力显著降低
［１９］。

但鸭疫里默氏菌的狊犻狆基因在部分强毒株和弱毒株

中却不存在狊犻狆基因，推测鸭疫里默氏菌的摄铁机制

还存在其他作用形式。本团队前期研究从多种血清

型鸭疫里默氏菌中均检测到犚犪犇狋狓犚基因，这是否是

鸭疫里默氏菌另外的铁摄取途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利用原核表达载体ｐＧＥＸ４Ｔ１，成功表达出鸭

疫里默氏菌ＲａＤｔｘＲ蛋白，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试验显证实表

达的融合蛋白具有良好的生物学活性，为研究鸭疫里

默氏菌其他铁离子摄取途径提供参考。

微生物铁离子的吸收和代谢过程依赖载铁体运

输系统进行，该系统主要由载铁体及其受体蛋白组

成，均需要ＴｏｎＢ系统来提供能量交换，关于鸭疫

里默氏菌ＴｏｎＢ家族已证实存ＴｏｎＢ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ｕｔ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和 ＴｏｎＢ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ｐｌｕｇ
［２０－２２］，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将开展不同浓度铁

离子 （Ｆｅ３＋、Ｆｅ２＋）下，ＲａＤｔｘＲ和ＴｏｎＢ家族基

因表达差异来探究ＲａＤｔｘＲ的摄铁作用机制，来进

一步阐明鸭疫里默氏菌分子致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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