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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对禽多杀性巴氏杆菌 （Ｐｍ）外膜蛋白 Ｈ （ＯｍｐＨ）的免疫学活性进行鉴定，本研究根据已发表的

多杀性巴氏杆菌Ｘ７３株 （Ｕ５０９０７．１）设计了两对引物，用ＰＣＲ方法扩增了禽多杀性巴氏杆菌ＣＶＣＣ４４８０１株的

ＯｍｐＨ，扩增片段为１３４８ｂｐ（ＯＲＦ为１０５６ｂｐ）。扩增的ＯｍｐＨ 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登录号为ＡＥ００４４３９．１ （Ｐｍ７０

株）、ＥＦ６３５４２２．１ （Ｃ４４１ 株）、ＥＵ０１６２３２．１ （Ｐ５２ 株）、ＪＱ０８２５１０．１ （ＸＪ１２１ 株）、Ｕ５０９０７．１ （Ｘ７３ 株）、

Ｕ５２２００．１ （Ｐ１０５９株）的序列比对分析结果表明，其核苷酸同源性范围在８０．２％～９８．４％，氨基酸同源性范围

在７９．６％～９８．５％。扩增了去信号肽的ＯｍｐＨ 基因，构建原核重组表达质粒ｐＥＴＯｍｐＨ，转化ＢＬ２１并诱导

表达，ＳＤＳＰＡＧＥ结果表明，表达蛋白约为５６ｋｕ，与预期分子量的大小相符；蛋白免疫印迹试验结果表明，该

蛋白具有良好的免疫学活性，为建立禽Ｐｍ血清学检测方法以及禽多杀性巴氏杆菌外膜蛋白疫苗的研究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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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性巴氏杆菌抗原结构复杂、血清型众多，对家养

和野生的多种动物和人均有致病性。禽感染多杀性

巴氏杆菌 （多以 Ａ 型为主）引起的疾病称为禽巴

氏杆菌病，又名禽霍乱 （Ｆｏｗｌｃｈｏｌｅｒａ），主要是

鸡、鸭、鹅、火鸡的一种急性败血性传染病；发病

率和死亡率均很高，也可呈慢性型和良性经过；急

性型突然发病，下痢，出现急性败血症症状，慢性

型发生肉髯水肿和关节炎［１］。禽巴氏杆菌病是家禽

的烈性传染病，国家把其列入二类传染病。该病呈

散发流行，主要发生春秋两季，南方各省较为流

行，是最为重要的细菌性传染病之一，对养殖业造

成很大的危害。

外膜蛋白 （Ｏｕｔｅ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Ｏｍｐｓ）

作为主要的免疫原，由于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可

以刺激机体保护性抗体的产生，在病原菌和宿主的

相互作用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血清型

分离株的 ＯＭＰｓ彼此之间存在共同的抗原成分，

因此可产生交叉保护作用。ＯｍｐＨ 是存在于Ｐｍ

外膜上的一种主要蛋白，是一种孔道形成蛋白，其

暴露于菌体的表面，是非特异性细菌外膜脂蛋白超

家族中的一员［２］。有研究表明，纯化的天然外膜蛋

白 Ｈ与全菌诱导相同的保护率，均能诱导产生高

水平的抗体 ［３］。表明外膜蛋白 Ｈ可作为疫苗合适

的候选基因，而且可以利用该蛋白建立 ＥＬＩＳＡ 快

速诊断试剂盒。

本研究扩增了禽多杀性巴氏杆菌ＣＶＣＣ４４８０１

株的外膜蛋白 Ｈ基因，并在大肠杆菌中进行了表

达，并对表达的蛋白进行了抗原性鉴定。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菌株和血清

禽多杀性巴氏杆菌ＣＶＣＣ４４８０１株 （Ｃ４８１株）

株购自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鸭抗Ｐｍ阳性血清由

本实验室制备。

１２　主要试剂

２×Ｅａｓｙ 犜犪狇 ＰＣＲ ＳｕｐｅｒＭｉｘ、Ｔｒａｎｓ５α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Ｃｅｌｌ、ＢＬ２１ （ＤＥ３）、鼠抗

Ｈｉｓ标签蛋白单克隆抗体、ＨＲＰ 标记的羊抗鸭

ＩｇＧ和羊抗鼠ＩｇＧ均购自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ｐＭＤ１８Ｔ 载 体 和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均 购 自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ＤＮＡ回收试剂盒及质粒小量提取

试剂盒为 Ｏｍｅｇａ公司生产；Ｔ４ＤＮＡ 连接酶和

ＢａｍＨⅠ、ＸｈｏⅠ限制性内切酶购自宝生物工程

（大连）有限公司；原核表达载体ｐＥＴ３２ａ购自

Ｎｏｖａｇｅｎ 公 司。蛋 白 质 Ｍａｒｋｅｒ （ＰａｇｅＲｕｌｅｒ
ＴＭ

Ｐｒｅｓｔａｉｎ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ａｄｄｅｒ２６６１６）购自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ｓ

公司；ＩＰＴＧ购自Ｓｉｇｍａ公司。

１３　引物

参照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上已发布的多杀性巴氏

杆菌 Ｘ７３株 （ＧｅｎＢａｎｋ登录号：Ｕ５０９０７．１）的

ＯｍｐＨ 基因序列，运用 Ｏｌｉｇｏ７软件设计基因扩

增和表达２对引物。引物由生工生物工程 （上海）

有限公司合成，引物具体信息如表１所示。ＨＦ２

和 ＨＲ２用于扩增去信号肽ＯｍｐＨ 基因片段，下

划线为ＢａｍＨⅠ和ＸｈｏⅠ 位点。

表１　引物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狀狆狉犻犿犲狉

基因
引物

名称

引物序列

（５′→３′）

扩增片

段／ｂｐ

犔犲狀犵狋犺 ＨＦ１ ＧＡＣＡＡＧＡＡＡＡＣＧＧＡＧＣＴＴＴＧＣ １３４８

ＨＲ１ ＣＣＡＴＴＣＣＴＴＧＣＡＡＣＡＴＡＴＴＧ

犗犿狆犎 ＨＦ２
ＡＧＣＧＧＡＴＣＣＧＣＡＡＣＡＧＴＴＴＡＣ

ＡＡＴＣＡＡＧＡＣ
９９６

ＨＲ２
ＣＧＣＣＴＣＧＡＧＴＴＡＧＡＡＧＴＧＴＡＣ

ＧＣＧＴＡＡＡＣ

１４　目的基因ＰＣＲ扩增

ＰＣＲ反应体系５０μＬ：取１μＬ培养的菌体悬

液作为ＰＣＲ模板，２×Ｅａｓｙ犜犪狇 ＰＣＲＳｕｐｅｒＭｉｘ

２５μＬ，上游引物１μＬ，下游引物１μＬ，加入２２

μＬ的ｄｄＨ２Ｏ。ＰＣＲ扩增程序如下：预变性９４℃５

ｍｉｎ；变性９４℃３０ｓ，退火５４℃３０ｓ，延伸７２℃

１ｍｉｎ３０ｓ，３５个循环；然后７２℃再延伸１０ｍｉｎ，

４℃ｈｏｌｄ。ＰＣＲ产物进行１．０％的琼脂糖凝胶电

泳。ＰＣＲ 产物用 Ｏｍｅｇａ公司的胶回收试剂盒

回收。

１５　目的基因的克隆与鉴定

将通过引物 ＨＦ１和 ＨＲ１进行ＰＣＲ扩增得到

的目的基因片段连接到克隆载体ｐＭＤ１８Ｔ，然后

转化到感受态细胞Ｔｒａｎｓ５α，挑选出阳性克隆菌送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公司进行测序。测序结果结

合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上已经发表的 Ｐｍ７０、Ｃ４４１、

Ｐ５２、ＸＪ１２１、Ｘ７３和Ｐ１０５９ （ＧｅｎＢａｎｋ登录号依

次为：ＡＥ００４４３９．１、ＥＦ６３５４２２．１、ＥＵ０１６２３２．１、

ＪＱ０８２５１０．１、Ｕ５０９０７．１和 Ｕ５２２００．１）禽多杀性

巴氏杆菌ＯｍｐＨ 基因进行序列比对。

１６　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鉴定

将通过引物 ＨＦ２和 ＨＲ２扩增的去除信号肽

ＯｍｐＨ目的基因和原核表达载体ｐＥＴ３２ａ质粒均

用ＢａｍＨⅠ和ＸｈｏⅠ进行双酶切，然后胶回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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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酶切后的ＯｍｐＨ 基因片段与载体进行连接，将

连接后的产物转化Ｔｒａｎｓ５α大肠杆菌，然后挑取转

化子进行扩大培养，提取质粒，将ＢａｍＨⅠ和Ｘｈｏ

Ⅰ双酶切鉴定正确的重组质粒ｐＥＴＯｍｐＨ 送上海

生工进行测序。

１７　目的基因的诱导表达及蛋白电泳分析

将测序结果正确的ｐＥＴＯｍｐＨ 质粒转化表达

菌ＢＬ２１ （ＤＥ３），然后挑取单菌落于培养基中，

３７℃条件下振荡培养至ＯＤ６００值范围在０．４～０．６，

然后加入ＩＰＴＧ （终浓度为１×１０－３ｍｏｌ·Ｌ－１）进

行诱导表达５ｈ。表达产物用１２％蛋白胶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检测。

１８　免疫印迹试验

按照常规的半干电转印法进行转膜，转印的

ＰＶＤＦ膜用５％脱脂乳进行封闭过夜，用鸭抗Ｐｍ

阳性血清 （用５％脱脂乳进行１∶５０稀释）作为一

抗，在３７℃条件下孵育１ｈ，用 ＨＲＰ标记的羊抗

鸭ＩｇＧ（１∶５００倍稀释）作为二抗，在３７℃条件

下孵育１ｈ，以二氨基联苯胺 （ＤＡＢ）为底物进行

显色，观察显色结果。质粒Ｈｉｓ标签蛋白的免疫印

迹方法基本同上所述，不同点在于用鼠抗 Ｈｉｓ标

签蛋白单克隆抗体 （１∶５０００倍稀释）作为一抗，

以羊抗鼠ＩｇＧ （１∶５０００倍稀释）作为二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ＯｍｐＨ基因的扩增与克隆

如图１所示，２对引物ＰＣＲ扩增ＯｍｐＨ基因

得到预期大小的２个目的片段。将 ＨＦ１和 ＨＲ１

ＰＣＲ扩增的目的基因连接到克隆载体ｐＭＤ１８Ｔ后

转化到感受态细胞Ｔｒａｎｓ５α，阳性重组质粒的测序

结果表明：ＯｍｐＨ 片段为１３４８ｂｐ，包含完整的

ＯＲＦ，该ＯＲＦ为１０５６ｂｐ，编码３５１个氨基酸，

其中Ｎ′端２０位氨基酸为信号肽序列。利用 ＨＦ２

和ＨＲ２扩增去掉Ｎ′端２０位氨基酸信号肽的大小

为９９６ｂｐ的ＯｍｐＨ 基因片段。

２２　ＯｍｐＨ 的序列分析

ＣＶＣＣ４４８０１株的ＯｍｐＨ 基因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

登录号为 ＡＥ００４４３９．１ （Ｐｍ７０株）、ＥＦ６３５４２２．１

（Ｃ４４１株）、ＥＵ０１６２３２．１ （Ｐ５２株）、ＪＱ０８２５１０．１

（ＸＪ１２１ 株）、Ｕ５０９０７．１ （Ｘ７３ 株）、Ｕ５２２００．１

（Ｐ１０５９株）的序列比对分析结果表明，其核苷酸

同源性 为 ８０．２％ ～９８．４％，氨 基 酸 同 源 性 为

７９．６％～９８．５％。分析发现，ＣＶＣＣ４４８０１株外膜

Ｈ蛋白的２２８～２３３位氨基酸区域存在缺失，而

Ｐｍ７０、Ｐ５２、Ｃ４４１、Ｘ７３、ＸＪ１２１、Ｐ１０５９不同

图１　ＰＣＲ产物电泳

犉犻犵．１　犈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狆犪狋狋犲狉狀狅犳犘犆犚狆狉狅犱狌犮狋狊

注：１为 ＨＦ１和 ＨＲ１引物的ＰＣＲ扩增产物；２为 ＨＦ２和 ＨＲ２

引物 的ＰＣＲ扩增产物；Ｍ为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分离株外膜 Ｈ蛋白在９０～１０３位和２２２～２３９位氨

基酸存在部分缺失，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Ｐｍ 不

同分离株ＯｍｐＨ 基因和编码的蛋白长度不同 （图

２）。

图２　ＯｍｐＨ 蛋白的氨基酸序列比对

犉犻犵．２　犃犿犻狀狅犪犮犻犱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犪犾犻犵狀犿犲狀狋狅狀犗犿狆犎狆狉狅狋犲犻狀

２３　表达载体的构建及鉴定

利用引物 ＨＦ２和ＨＲ２扩增ＯｍｐＨ基因 （去

掉Ｎ′端２０位氨基酸信号肽），构建出重组质粒

ｐＥＴＯｍｐＨ，通过ＸｈｏⅠ和ＢａｍＨⅠ双酶切获得

目的条带为９９６ｂｐ，双酶切电泳图结果如图３所

示。ｐＥＴＯｍｐＨ 的测序结果与原测序结果一致。

２４　外膜蛋白Ｈ 基因的原核表达及免疫印迹试验

用构建好的表达重组质粒ｐＥＴＯｍｐＨ 转化表

达菌ＢＬ２１ （ＤＥ３），将ＩＰＴＧ 诱导表达的产物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电泳结果如图４所示，在约５６

ｋｕ处可见一条明显的表达带，与预期的分子量大

小一致，空质粒诱导表达的标签蛋白约为２０ｋｕ。

标签蛋白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表明表达的蛋白为目的

蛋白，目的蛋白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表明表达的蛋白

具有免疫学活性，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结果如图５所

示。

３５４第５期 陈翠腾等：禽多杀性巴氏杆菌外膜蛋白Ｈ基因的克隆表达及抗原性鉴定



图３　ｐＥＴＯｍｐＨ重组质粒的酶切鉴定

犉犻犵．３　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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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犿狆犎犫狔

狉犲狊狋狉犻犮狋犲犱犲狀狕狔犿犲犱犻犵犲狊狋犻狅狀

注：１～３为重组质粒 ｐＥＴＯｍｐＨ 双酶切；Ｍ１为 ＤＬ２０００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Ｍ２为ＤＬ１５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图４　ＯｍｐＨ 基因原核表达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结果

犉犻犵．４　犘狉狅犽犪狉狔狅狋犻犮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犗犿狆犎犵犲狀犲

注：１为ＯｍｐＨ基因表达蛋白的ＳＤＳＰＡＧＥ结果；２为空质粒

阴性对照；３为空菌的阴性对照；Ｍ为蛋白质 Ｍａｒｋｅｒ。

图５　ＯｍｐＨ 基因的原核表达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结果

犉犻犵．５　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狋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狀狆狉狅犽犪狉狔狅狋犻犮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

犗犿狆犎犵犲狀犲

注：１为空质粒标签蛋白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２为重组质粒ｐＥＴ

ＯｍｐＨ标签蛋白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３为重组质粒ｐＥＴＯｍｐＨ目

的蛋白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Ｍ为蛋白质 Ｍａｒｋｅｒ。

３　讨论与结论

多杀性巴氏杆菌抗原结构复杂，主要抗原为荚

膜抗原 （Ｋ抗原）和菌体抗原 （Ｏ抗原）。利用荚

膜抗原的间接血凝试验可将多杀性巴氏杆菌分为４

个血清型，分别为 Ａ、Ｂ、Ｃ、Ｄ，后来Ｃ型取消，

增加了Ｅ和Ｆ型２个血清型
［４］。另外依据多杀性

巴氏杆菌菌体抗原的琼脂扩散沉淀试验，将其分为

１～１６个血清型
［５］。现已发现感染禽类的多杀性巴

氏杆菌多以 Ａ 型为主。程龙飞等
［６］研究表明，过

去三十几年来，我国流行的禽源多杀性巴氏杆菌的

荚膜抗原和菌体抗原类型主要还是以 Ａ：１型为

主。目前，国内常用的禽霍乱疫苗主要有灭活苗和

弱毒苗。禽霍乱灭活苗和弱毒苗各有优缺点，灭活

疫苗只能保护动物机体免受同源菌株的攻击，而弱

毒疫苗不仅可以保护动物机体免受同源菌株的攻

击，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动物机体免受异源菌株

的感染，但存在免疫期短，需注意安全剂量，易出

现毒力返强的现象［１］。外膜蛋白 Ｈ 作为禽多杀性

巴氏杆菌主要的毒力因子之一，是重要的免疫原，

以它作抗原研制亚单位疫苗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热

点。

禽多杀性巴氏杆菌外膜蛋白 Ｈ，作为重要的

免疫原，可诱导较高水平的保护性抗体，Ｌｅｅ等发

现以 ＯｍｐＨ 免疫小鼠后可抵抗 Ｐｍ 强毒的攻

击［７］，研究表明抗 ＯｍｐＨ 的单抗可以保护小鼠免

受多杀性巴氏杆菌致死性的攻击，同时还能介导白

细胞扩散至感染部位［８］，所以可以把它作为候选疫

苗。又有研究表明，纯化的禽多杀性巴氏杆菌外膜

蛋白 Ｈ与全菌相比，诱导相同的保护率，都能够

诱导较高水平的ＥＬＩＳＡ 抗体，但是通过重组表达

的禽多杀性巴氏杆菌外膜蛋白 Ｈ 诱导的保护率却

比较低，推测其中原因可能是，重组表达出的蛋白

质通常是变性的蛋白，其空间构想与纯天然的蛋白

质有所不同 ［３，９］。我国对禽多杀性巴氏杆菌 Ｏｍｐ

Ｈ基因序列分析表明，国内禽Ｐｍ菌株ＯｍｐＨ基

因非常保守［１０－１１］；曹素芳等对禽Ｐｍ 菌株 Ｃ４８１

的ＯｍｐＨ 重组亚单位疫苗的免疫效果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该重组亚单位疫苗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

可诱导特异性抗体的产生，能保护机体免受同源菌

株的致死性攻击，而且比禽多杀性巴氏杆菌弱毒疫

苗的免疫效果要好［１２］。

与灭活疫苗相比，ＯｍｐＨ 重组亚单位疫苗去

除了病毒颗粒中一些引起不良反应的成分，具有更

高的安全性，也不存在灭活剂影响病毒抗原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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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优点突出。由于多杀性巴氏杆菌血清型众多，

同类抗原的变异性强，极大地增加了传统多价疫苗

研制的难度，严重影响了对多杀性巴氏杆菌病的有

效防控。由于不同血清型禽多杀性巴氏杆菌的

ＯｍｐＨ 基因存在差异，会导致抗原性的改变，所

以对于预防不同血清型毒株感染的效果也会有差

异，而传统疫苗也存在这一问题。可在ＯｍｐＨ 重

组亚单位疫苗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基因工程技术，

将不同血清型禽多杀性巴氏杆菌ＯｍｐＨ蛋白的重

要抗原表位进行整合，制成可同时预防多种血清型

毒株感染的ＯｍｐＨ 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相信随

着对禽多杀性巴氏杆菌Ｏｍｐｓ免疫原性和保护性研

究的进一步深入，将有望开发出禽Ｐｍ外膜蛋白的

有效疫苗。

本研究以ｐＥＴ３２ａ为表达载体，表达的去信

号肽禽多杀性巴氏杆菌 ＯｍｐＨ 蛋白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有免疫学活性。说明该表达的蛋白可以

用于进一步的研究，如制备禽多杀性巴氏杆菌外膜

蛋白疫苗、建立禽Ｐｍ血清学检测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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