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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歧杆菌表达载体及启动子的筛选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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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歧杆菌作为食品级益生菌，其基因工程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商业价值，但是双歧杆菌的遗传操作系
统还不完备，尚处于探索阶段。利用两种载体 pLC-nick 和 pLH01，六种启动子 para、pnis、pPRPL、pgap、phup
和 pHU，采用红色荧光蛋白（red fluorescent protein，RFP）作为报告基因，共构建了 12 个表达质粒。将重组
质粒电转至双歧杆菌中，对于诱导型启动子 para 加入 0.2%（质量分数）L-阿拉伯糖，启动子 pnis 加入 10 mmol/L
乳链菌肽诱导 RFP 蛋白表达，启动子 pPRPL 则在 42℃诱导 8 h 后表达 RFP 蛋白。通过检测 RFP 蛋白的荧光
强度，证明在双歧杆菌中利用 pLH01 载体，phup 和 pPRPL 启动子更有利于 RFP 蛋白的高效表达。本研究为
后续重组双歧杆菌的构建及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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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fidobacterium has been widely used as food-grade probiotics, the genetic engineering of
Bifidobacterium has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and commercial value. However, the genetic operating
system of Bifidobacterium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In this paper, two expression vectors, pLC-nick
and pLH01, as well as six promoters, para, pnis, pPRPL, pgap, phup and pHU were connected to the red
fluorescent protein (RFP) gene respectively, a total of twelve recombinant plasmids were constructed. The
recombinant plasmids were electrotransformed into Bifidobacterium, 0.2% (mass fraction) L-arabinose
was added to the inducible promoter para, 10 mmol/L nisin was added to the promoter pnis to induce the
expression of the RFP protein, and the promoter pPRPL was induced at 42℃ for 8 h to express the RFP
protein. By detecting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the RFP protein, it was proved that the use of pLH01
vector, phup and pPRPL promoters in Bifidobacterium was more conducive to the high-efficiency
expression of the RFP protein. This stud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ubsequent recombinant Bifidobacte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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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双歧杆菌是一种革兰氏阳性、不运动、细胞呈杆状、一端有时呈分叉状、严格厌氧的细菌，它的自

然栖息地包括食物、污水和口腔，但双歧杆菌最重要的生态部位是人类和动物的肠道[1]。临床证明，双
歧杆菌能够定植于人体的胃肠道中，具有保健护肝、治疗慢性腹泻、防止慢性便秘、抑制体内肿瘤生长、
调节免疫应答等多种功效[2~4]。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使双歧杆菌表达具有治疗作用的蛋白，将有功于进一步
提高野生型双歧杆菌的生理功效，而启动子是实现外源基因表达的必备条件，强启动子可以调节基因表
达的水平，从而提高微生物细胞工厂的效率[5]。但是双歧杆菌的基因工程进展缓慢，大多数来自其他菌
株基因组的启动子一般不能在双歧杆菌中启动外源基因的表达[6]。因此，研究人员转向从双歧杆菌的基
因组中随机选取序列作为启动子[7]进行基因工程研究。如 SUN 等[8]用阿拉伯糖诱导表达型的载体 pBAD 和启
动子 para 构建重组质粒，再用电穿孔的方法将所得重组质粒导入长双歧杆菌 NCC2705 中；LANDETE 等[9]
构建了 pnis 启动子和乳链菌肽诱导启动子表达生物活性肽的 NICE 表达系统载体，通过调节乳链菌肽浓
度最终能够在体外肠道环境中检测生物活性肽；徐根兴等[10]利用 pPRPL 启动子和 pBV220 载体这种具有
温控原核表达元件的质粒作为转化载体，在 pPRPL 启动子后插入内皮抑素基因构建重组质粒，并成功将
重组质粒转化至双歧杆菌；STEVENS 等[11]利用来自长双歧杆菌的甘油醛 3-磷酸脱氢酶启动子 pgap 构建
了用于异源基因表达的大肠杆菌-嗜热芽孢杆菌穿梭载体 pLFB1012，使转入目的基因的 β-活性检测效率
提高了 20 倍；王小康等[12]将人源具有广谱抗菌活性的多肽 LL-37、hup 基因的启动子和信号肽 amyB 构
建重组表达质粒 pBs-LL-37 并经电穿孔法转入长双歧杆菌 NCC2705 中，重组后的长双歧杆菌可抗细菌、
真菌、病毒和内毒素；TANIGUCHI 等[13]将含有 HU 启动子载体的质粒成功转化至长双歧杆菌中。据文
献研究，六种启动子 para、pnis、pPRPL、pgap、phup 和 pHU 均能够在不同双歧杆菌中启动外源基因的
表达。选择合适的表达载体也是重组双歧杆菌表达外源基因的关键，上海理工大学杨晟教授课题组证明
了 pLC-nick 和 pLH01 有潜力充当基因工程质粒模型的骨架，适合于大多益生菌属[14]。本实验室已验证
pLC-nick 载体能够成功在乳酸乳球菌中作用[15]，但在双歧杆菌中能否发挥作用还需进一步的研究验证。
本文基于这两种表达载体和以上六种启动子，利用 RFP 基因作为报告基因，在长双歧杆菌 ATCC 55813
中进行表达载体和启动子强弱的筛选工作。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菌株和质粒

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菌株 DH5α，长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longum ATCC 55813）由中国
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工业微生物中心提供。RFP 片段模板由本实验室保存（如图 1a 所示）；pLC-nick
质粒各片段模板由上海理工大学杨晟教授赠送（如图 1b 所示）；pLH01 质粒及各启动子模板由本实验室
保存（如图 1c 所示）；phup-amyB 和 pHU 片段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如图 1d 所示）。
1.1.2

主要试剂和耗材

高保真 DNA 聚合酶（2× Phanta Master Mix）、快速 PCR 酶（2× Rapid Taq Master Mix）、非连接酶依
赖型的多片段一步克隆试剂盒（ClonExpress® MultiS One Step Cloning Kit）以及大肠杆菌 DH5α 感受态
细胞购自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琼脂糖凝胶 DNA 回收试剂盒购自上海捷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DNA Marker 购自上海擎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无内毒素质粒中提试剂盒（EndoFree Plasmid Midi 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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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自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氯霉素购自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LB（Lysogeny Broth）
培养基的分析纯试剂购自南京化学试剂厂；2 mm 规格电转杯购自美国 Bio-Rad 公司。所有引物合成、测
序及部分基因合成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完成。

图1
Fig. 1

1.1.3

质粒图谱
Plasmid maps

试剂配制

1）MRS 培养基（100 mL）：400 mg 维生素 C，240 mg 氯化钠，580 mg 磷酸氢二钠，52 mg 磷酸二
氢钾，500 mg 葡萄糖，94 mg L-半胱氨酸，500 mg 双歧糖，300 mg 酵母浸粉，170 mg 牛肉浸粉，200 mg
大豆蛋白胨，2 000 mg 牛肉蛋白胨（固体培养基另需加入 1.5 g 琼脂粉末），加蒸馏水溶解后定容至 100 mL，
高温高压灭菌后冷却待用（固体培养基温度降至 60℃左右倒平板，待其冷却固定后使用）。
2）RF І 溶液：氯化铷 1.2 g，氯化锰 0.99 g，醋酸钾 0.294 4 g，氯化钙 0.15 g，甘油 15 g，乙酸调
pH 值至 5.8，蒸馏水定容至 100 mL，0.22 μm 微孔滤膜过滤。
3）RF П 溶液：丙磺酸钠 0.209 g，氯化铷 0.12 g，氯化钙 1.1 g，甘油 15 g，氢氧化钠调 pH 值至 6.8，
蒸馏水定容至 100 mL，0.22 μm 微孔滤膜过滤。
4）复苏液：MRS 液体培养基中加入 0.05% L-半胱氨酸和 0.5 mol/L 的蔗糖，0.22 μm 微孔滤膜过滤。
5）LB 液体培养基：氯化钠 10 g，蛋白胨 10 g，酵母提取物 5 g，蒸馏水定容至 1 L，121℃高压蒸
汽灭菌 20 min，冷却后备用。
1.2

pLC-RFP 和 pLH-RFP 载体的构建
1）构建载体 pLC-RFP 和 pLH-RFP 所需各片段的获取
以质粒 pLC-nick 为模板，引物 P1/P2 PCR 扩增穿梭

质粒大肠杆菌的复制子 E.coli.ori，引物 P3/P4 PCR 扩增
乳酸菌复制子 LAB.ori；引物 P5/P6 合成氯霉素基因片段，
以本实验室保存的各启动子为模板，通过 PCR 扩增相应
启动子。以本实验保存的 RFP 序列为模板，引物 P7/P8
PCR 扩增获得 TagRFP 片段，再将各片段利用同源重组
的方法（如图 2 所示）按顺序连接起来。所有引物均利
用 SnapGene 软件设计，引物序列如表 1 所示。按照 95℃
预变性 5 min，95℃变性 15 s，55℃退火 15 s，72℃延伸
30 s/kb，循环数 30 次，72℃彻底延伸 10 min，16℃保温

图2
Fig. 2

质粒 pLC-RFP 构建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plasmid pLC-RFP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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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PCR 结束后，进行 1%琼脂糖凝胶电泳，利用 DNA 凝胶回收试剂盒对 PCR 产物进行胶回收纯化。
表1
Tab. 1

质粒 pLC-RFP 的扩增引物

Amplification primers of plasmid pLC-RFP

引物

序列（5′-3′）

P1

atcttcatctaaaatatactCTGCAGGGAAAGCAC

P2

CCATGGGTATGGACAGTTTTCC

P3

ggcctaatgactggcttttaGGGCCCTAGTTTAGAAAAAGA

P4

AGTATATTTTAGATGAAGATTATTTCTTAATCTAGGCTCGAGATC

P5

CAAATGAACTTTAATAAAATTGATTTAGACAATTGG

P6

TAAAAGCCAGTCATTAGGCCTATC

P7

ATGGTTAGCAAAGGCGAAGA

P8

ttattaaagttcatttgTTAATGATGATGATGATGGTGGTTCAGCTTATGACCCAG

para-F

aaaactgtccatacccatggTTATGACAACTTGACGGCTACAT

para-R

tcttcgcctttgctaaccatATGGAGAAACAGTAGAGAGTTGC

pnis-F

aaaactgtccatacccatggCTAGTCTTATAACTATACTGACA

pnis-R

tcttcgcctttgctaaccatCCTTATAATTTATTTTGTAGTTCCTTCGAAC

pPRPL-F

aaaactgtccatacccatggTCAGCCAAACGTCTCTTCAG

pPRPL-R

tcttcgcctttgctaaccatCTCCTTAATTTTTAACCAATGCTTCG

pgap-F

aaaactgtccatacccatggAGATCTGCGGAATGCCT

pgap-R

tcttcgcctttgctaaccatCTCGAGCTCCCTTTGTAGG

phup-amyB-F

aaaactgtccatacccatggATGGCATACAACAAGTCTGAC

phup-amyB-R

tcttcgcctttgctaaccatGCTGGCCTGTGCTG

pHU-F

aaaactgtccatacccatggGCTGGGCGCGG

pHU-R

tcttcgcctttgctaaccatAAAGCATCCTTCTTGGGTC

注：小写字母序列为相邻连接片段的同源序列；F 和 R 分别为每个启动子的 N 末端和 C 末端引物，
所有启动子的 F 为包含 N 末端骨架同源序列的 N 末端引物，R 为含有 RFP 同源序列的启动子 C 末
端引物；P7 为 RFP 的 N 末端引物，P8 为包含连接载体主链同源序列的 C 末端引物

以质粒 pLH01 为模板，引物 P1/P2 PCR 扩增载体骨架，引物 P3/P4 PCR 扩增 TagRFP 片段，以本实
验室保存的各启动子序列为模板，相应引物 PCR 扩增获得启动子片段，同 pLC-RFP 载体的条件进行 PCR
扩增，PCR 产物经 1%琼脂糖凝胶电泳后，利用 DNA 凝胶回收试剂盒进行胶回收纯化，获得构建 pLH-RFP
载体的各片段，再利用同源重组的方法（如图 3 所示）按顺序将各片段连接起来。所用引物序列如表 2
所示。
2）pLC-RFP 和 pLH-RFP 各片段的连接
将 PCR 得到的各片段进行胶回收后，酶标仪测定其
浓度，然后利用非连接酶依赖型的多片段一步克隆试剂
盒进行同源重组，37℃连接反应 30 min.
3）连接产物 pLC-RFP 和 pLH-RFP 转化至大肠杆菌
DH5α 感受态细胞
取 10 μL 连接产物 pLC-RFP 和 pLH-RFP 转化至大肠
杆菌 DH5α 感受态细胞中，轻轻混匀，冰水浴 30 min；将
混合液于 42℃热激 45 s，立即置于冰上静置 2 min；加入
900 μL 无抗性 LB 液体培养基，30℃复苏 1 h；取 100 μL

图3
Fig. 3

质粒 pLH-RFP 构建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plasmid pLH-RFP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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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液涂于氯霉素抗性 LB 平板，pLC-RFP 系列平板 30℃倒置培养过夜，pLH-RFP 系列平板 37℃倒置培
养过夜。
表2
Tab. 2

质粒 pLH-RFP 的扩增引物

Amplification primers of plasmid pLH-RFP

引物

序列（5′-3′）

P1

atcttcatctaaaatatactCTGCAGGGAAAGCAC

P2

CCATGGGTATGGACAGTTTTCC

P3

ATGGTTAGCAAAGGCGAAGA

P4

ccggggtaccgaattcctTTAATGATGATGATGATGGTGGTTCAGCTTATGACCCAGT

para-F

ataggagtatgattcccatgTTATGACAACTTGACGGCTACAT

para-R

tcttcgcctttgctaaccatATGGAGAAACAGTAGAGAGTTGC

pnis-F

ataggagtatgattcccatgCTAGTCTTATAACTATACTGACAATAGAAACAT

pnis-R

tcttcgcctttgctaaccatCCTTATAATTTATTTTGTAGTTCCTTCGAAC

pPRPL-F

ataggagtatgattcccatGTCAGCCAAACGTCTCTTCAG

pPRPL-R

tcttcgcctttgctaaccatAGTATCACCGCCAGTGG

pgap-F

ataggagtatgattcccatGAGATCTGCGGAATGCCT

pgap-R

tcttcgcctttgctaaccatCTCGAGCTCCCTTTGTAGG

phup-amyB-F

ataggagtatgattcccatGATGGCATACAACAAGTCTGAC

phup-amyB-R

tcttcgcctttgctaaccatGCTGGCCTGTGCTG

pHU-F

ataggagtatgattcccatGGCTGGGCGCGG

pHU-R

tcttcgcctttgctaaccatAAAGCATCCTTCTTGGGTC

注：小写字母序列为相邻连接片段的同源序列；F 和 R 分别为每个启动子的 N 末端和 C 末端引物，所
有启动子的 F 为包含 N 末端骨架同源序列的 N 末端引物，R 为含有 RFP 同源序列的启动子 C 末端引物；
P3 为 RFP 的 N 末端引物，P4 为包含连接载体主链同源序列的 C 末端引物

4）重组质粒转化子的筛选与鉴定
挑取抗性平板上长出的单菌落进行菌落 PCR，按照 95℃预

表3
Tab. 3

变性 5 min，95℃变性 30 s，55℃退火 30 s，72℃延伸 30 s/kb，
循环数 30 次，72℃彻底延伸 10 min，16℃保温进行，引物如
表 3 所示。琼脂糖凝胶电泳初步鉴定后，送至公司测序，测序

重组质粒转化子的鉴定引物

Identification primers for recombinant
plasmid transformants

引物

序列（5′-3′）

pLC-JD-F

GCAAAGTAAGTATGATCTCAATGG

pLC-JD-R

GTCAGCACGAACACGAAC

正确的菌落接种于含氯霉素抗性的 LB 液体培养基中培养并于

pLH-JD-F

CCCGTTAGTTGAAGAAGGTT

40%甘油中−80℃保种。

pLH-JD-R

CGATCTCATGAATTAGTCTCGGA

将鉴定阳性的重组质粒转化子接种于 50 mL 带有氯霉素抗性的 LB 液体培养基中，pLC-RFP 系列菌
株 30℃培养过夜，pLH-RFP 系列菌株 37℃培养过夜，4℃、5 000 r/min 离心 10 min 收集菌体后中提质粒，
测量浓度后−20℃保存备用。
1.3

双歧杆菌感受态细胞的制备
取 100 μL 本实验保种的 B. longum ATCC 55813 菌液接种于 1 mL MRS 液体培养基中，30℃静置厌氧

培养。再以 1:50 的比例转接于 30℃预热的 40 mL MRS 液体培养基中，30℃静置厌氧培养至 600 nm 波长
处的光密度（OD600）值达 0.6 左右。4℃、5 000 r/min 离心 10 min，弃上清液。PBS 洗涤两次后，于超
净台中，加入 10 mL 预冷的 RF І 溶液重悬菌体，冰上孵育 20 min，4℃、3 000 r/min 离心 10 min，弃上
清液。再用 10 mL 预冷 RF П 溶液重悬菌体，冰上孵育 20 min，4℃、3 000 r/min 离心 10 min，弃上清液；
1 mL 的 RF П 溶液重悬菌体，每管 100 μL 分装冻存于−80℃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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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双歧杆菌的 RFP 蛋白的表达及荧光强度测定
将 10 μL 重组质粒悬液加入 100 μL 的 B. longum 感受态细胞悬液中，冰上放置 30 min，取 2 mm 规

格电转杯预冷后加入感受态细胞与质粒的混合液，42℃水浴热激 90 s 后立即冰上放置 2 min，在电脉冲
20 μF、电压 2.5 kV、电阻 200 Ω条件下进行高压电脉冲，立即加入 1 mL 预冷的复苏液，于冰上静置 5 min，
过夜培养后涂布于无抗性或含 10 μg/mL 氯霉素抗性的固体培养基上，待长出菌落后，挑取 B. longum、
B. longum-pLC-RFP 和 B. longum-pLH-RFP 单菌落，接种到 1 mL 无抗性或氯霉素抗性 MRS 液体培养基
中 ， 静 置 厌 氧 培 养 过 夜 。 按 1:25 的 比 例 分 别 转 接 至 5 mL 的 MRS 液 体 培 养 基 中 ， 其 中 B.
longum-pLC/pLH-para- RFP、B. longum-pLC/pLH-pnis-RFP 和 B. longum-pLC/pLH-pPRPL-RFP 转接两管，
37℃静置厌氧培养至 OD600=0.6. 含有 para 启动子的重组菌株加入 0.2%的 L-阿拉伯糖诱导 3 h，含有 pnis
启动子的重组菌株加入 10 mmol/L 的乳链菌肽诱导剂诱导 3 h，
含有 pPRPL 启动子的重组菌株于 42℃静置诱
导 8 h. 4℃、5 000 r/min 离心 5 min，收集菌体，PBS 洗涤两次，OD 值调至一致后，取诱导表达后的重组
双歧杆菌和未诱导的菌液在室温有氧条件下放置一段时间后观察颜色变化。采用激发光波长 555 nm，发
射光波长 585 nm，于酶标仪内测量荧光强度，荧光强度与 RFP 蛋白的表达量成正比。

2

结果与分析

2.1

pLH-RFP 和 pLC-RFP 载体的构建
根据所设计的引物进行 PCR 片段扩增后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在紫外检测仪下观察结果如图 4

所示。其中，PCR 扩增 E.coli.ori 片段为 2 915 bp，扩增 LAB.ori 片段为 4 749 bp；扩增载体 pLH 骨架片
段为 7 081 bp；扩增氯霉素基因片段为 651 bp 和 RFP 基因片段为 752 bp；各片段大小均与预期符合，启
动子基因片段的大小分别为 1 230 bp（para），228 bp（pnis），1 005 bp（pPRPL），242 bp（pgap），517 bp
（phup-amyB）和 212 bp（pHU）.

注：图 a 中，1 为 DNA Marker，2～4 分别为载体骨架 LAB.ori、E.coli.ori、pLH，5 为 RFP 基因，6 为氯霉素基因；图 b 中，1～
6 分别为启动子 phup-amyB（启动子 phup 与信号肽 amyB）、pgap、para、pHU、pPRPL、pnis，7 为 DNA Marker

图4
Fig. 4

载体骨架、RFP 基因、氯霉素基因（a）及各启动子（b）片段的扩增

Amplification of vector backbone, RFP gene, chloramphenicol gene (a) and various promoters (b) fragments

将以上扩增得到的 LAB.ori、E.coli.ori、RFP 基因、氯霉素基因和各启动子片段进行同源重组，得到如
图 5 所示的 pLC-RFP 系列重组质粒 pLC-para-RFP、pLC-pnis-RFP、pLC-pPRPL-RFP、pLC-pgap-RFP、
pLC-phup-RFP、pLC-pHU-RFP.
将扩增得到的 pLH 载体骨架片段和 RFP 基因以及各启动子片段进行同源重组，得到如图 6 所示的
pLH-para-RFP、pLH-pnis-RFP、pLH-pPRPL-RFP、pLH-pgap-RFP、pLH-phup-RFP、pLH-pHU-RFP 重组
质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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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重组质粒 pLC-RFP 图谱
Fig. 5 Maps of recombinant plasmid pLC-RFP

Fig. 6

图 6 重组质粒 pLH-RFP 图谱
Maps of recombinant plasmid pLH-R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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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质粒 pLC-RFP 和 pLH-RFP 的菌落 PCR 鉴定
通过多片段一步克隆试剂盒将启动子分别与功能基因 RFP 顺序连接到载体 pLC-nick 和 pLH01 上得

到 12 个重组载体，利用表 3 引物 pLC-JD-F/pLC-JD-R 和 pLH-JD-F/pLH-JD-R 分别扩增重组载体，获得
包含了插入启动子及目的基因和一部分载体序列的长 DNA 片段。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后，各片段大小
与预期符合（如图 7 所示）。

注：1～12 分别为包含质粒 pLC-para-RFP（2 945 bp）、pLC-pnis-RFP（1 946 bp）、
pLC-pgap-RFP（1 883 bp）、pLC-pHU-RFP（1 650 bp）、pLC-pPRPL-RFP（2 817 bp）、
pLC-phup-RFP（2 175 bp）、pLH-pHU-RFP（1 395 bp）、pLH-phup-RFP（1 642 bp）、
pLH-para-RFP（2 397 bp）、pLH-pnis-RFP（1 399 bp）、pLH-pPRPL-RFP（2 209 bp）、
pLH-pgap-RFP（1 458 bp）部分的长 DNA 片段；13 为 Marker

Fig. 7

图 7 重组大肠杆菌菌落 PCR 的鉴定
PCR identification of recombinant E. coli colonies

经菌落 PCR 鉴定，长 DNA 片段的大小与预期符合，送公司测序后，利用 Snapgene 2.3.2 软件将测
序获得的基因序列与原质粒进行序列比对，测序结果与原质粒序列信息一致。
2.3

重组双歧杆菌 B. longum-pLC-RFP 和 B. longum-pLH-RFP 的表达验证
将重组双歧杆菌的 OD 值调整一致后，测量其在 555 nm 处荧光强度。结果如图 8 所示，重组双歧杆

菌利用 pLC 载体和诱导表达后各启动子表达的 RFP 蛋白的荧光强度值分别为 181（pLC-nick），793
（pLC-para-RFP），1 190（pLC-pnis-RFP），325（pLC-pgap-RFP），11 664（pLC-pPRPL-RFP），14 104
（pLC-phup-RFP），687（pLC-pHU-RFP）. 利用 pLH 载体和诱导表达后各启动子表达的 RFP 蛋白的荧
光强度值分别为 197（pLH01），661（pLH-para-RFP），851（pLH-pnis-RFP）
，216（pLH-pgap-RFP），13 417

注：横坐标代表表达 RFP 蛋白的含有不同重组质粒的菌液离心后的 PBS 悬液；设置 PBS 为背景对照，其中 para、
pnis 和 pPRPL 是诱导型启动子，诱导后才可表达 RFP 蛋白，需要设置未诱导作为对照；pgap、pHU 和 phup 为组
成型启动子，无需诱导即可表达 RFP 蛋白；另设一组空载的阴性对照

Fig. 8

图 8 重组双歧杆菌表达的 RFP 蛋白荧光强度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recombinant B. longum expressing RFP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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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H-pPRPL-RFP），12 932（pLH-phup-RFP），452（pLH-pHU-RFP）.
通过比较重组双歧杆菌表达的 RFP 蛋白的荧光强度，发现不论是利用 pLC-nick 载体还是 pLH01 载
体，均仅有启动子 pPRPL 和 phup 能够启动 RFP 蛋白的高效表达，表明这两种启动子的强度更高，适合
用于重组双歧杆菌外源基因的高效表达系统。
通过比较导入双歧杆菌后的两个载体不同启动子表达的 RFP 蛋白的荧光强度，发现利用 pLC-nick
载体和 pLH01 载体构建的重组双歧杆菌，启动子 pPRPL 和 phup 表达的 RFP 蛋白的荧光强度几乎相同，
启动子 pPRPL 表达的 RFP 蛋白的荧光强度高达其他大部分启动子的 10 倍以上，启动子 phup 表达的 RFP
蛋白的荧光强度高达其他启动子的 15 倍以上（如表 4 所示）。载体 pLC-nick 与启动子 phup 组合的重组
双歧杆菌表达的 RFP 蛋白的荧光强度最高，但由于 pLH01 载体的表达条件更有利于双歧杆菌的生长，
且与 phup 和 pPRPL 启动子组合后表达 RFP 蛋白的荧光强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可以选用 pLH01 载体与启
动子 phup 和 pPRPL 用于后续实验中表达重组蛋白。本文为后续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在双歧杆菌中表达
有治疗特性的外源蛋白，进而提高双歧杆菌的生理功效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表4
Tab. 4

3

重组双歧杆菌表达的 RFP 蛋白荧光强度倍比

Fluorescence intensity ratios of recombinant B. longum expressing RFP protein

高表达载体

para

pnis

pgap

pHU

pPRPL

phup

pLC-pPRPL

14.71

9.81

35.80

16.96

1.00

0.83

pLH-pPRPL

15.55

10.37

37.84

17.92

1.00

1.04

pLC-phup

22.92

18.04

70.84

34.03

1.21

1.00

pLH-phup

19.31

15.19

59.67

28.66

0.96

1.00

讨论与结论
双歧杆菌存在于人体胃肠道内，是一类必不可少的益生菌，具有安全、无毒、可口服的特点。近年

来，研究发现双歧杆菌作为基因工程表达载体具有很好的潜在价值[16]。本研究利用 pLC-nick 和 pLH01
两种载体构建重组双歧杆菌来表达 RFP 蛋白，由于 pLC-nick 载体只在 30℃启动复制，不太符合双歧杆
菌的最适生长温度，故而选取能在 37℃作用的 pLH01 载体进行后续重组质粒的构建。合适的启动子的
选择是外源蛋白能否成功表达的关键，一般取决于与宿主菌株的相容性、所需的表达模式以及基因转录
产物的性质[17~18]。依据启动子调节基因表达的方式，可以将启动子区分为组成型启动子和诱导型启动子。
组成型启动子不受外界环境干扰，能够无条件地启动目的基因的连续转录，而诱导型启动子则需要特定
的物理信号或化学信号刺激，才能开始转录表达。
为更好表达外源蛋白，本研究筛选了 6 个启动子，分为组成型和诱导型两种启动子。3 个组成型启
动子 pgap、phup 和 pHU，其中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基因（GAP）作为常见的持家基因在微生物中普遍
表达，是糖酵解和糖异生途径中一个关键的酶基因，因而其启动子 pgap 被认为是一个强的组成型启动子，
在酵母菌和乳酸菌中被广泛用于驱动外源蛋白表达[19]。hup 和 HU 基因源自双歧杆菌基因组，phup 和 pHU
启动子是表达能力比较强的启动子候选[20]。诱导型启动子 pnis 是由乳链菌肽诱导的 NICE 表达系统，因
诱导剂添加成本高，操作较为繁琐，不利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成本控制 [21]。启动子 para[22]用 0.2%的
L-阿拉伯糖诱导来表达靶基因，虽然降低了诱导剂成本，但表达效率较低。而本文所选用的温控诱导型
表达启动子 pPRPL 只需要改变温度即可诱导外源基因的表达，培养温度达 37℃左右时，启动子所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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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CIts 857 抑制转录，当温度提升到 42℃时，启动子诱导外源基因表达蛋白。本研究还成功筛选出一个
表达量较高的组成型启动子 phup，简化了操作步骤，降低了成本，为双歧杆菌产业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参
考，也为后续利用双歧杆菌表达重组蛋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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