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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粉蛋白基因工程菌发酵条件研究

赵巧云‘，黎志东2，宋继蓉’，*，董兆麟3

(1.西北大学化工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2.第四军医大学微生物学教研室，

陕西西安 710032; 3.西北大学生命科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摘 要:目的:通过对天花粉蛋白基因工程菌T239发酵条件研究，优化培养及表达条件。方法:研究温度、
PH值、培养时间、培养基成分、接种量、诱导剂浓度等6种因素对于表达量的影响。结果:天花粉蛋白基因

工程菌T239发酵条件在温度30'C、

30h、添加葡萄糖浓度为2.0g/L时，

pH值7.3、摇床转速200r/min. 50ml/500ml培养瓶、接种量3%、培养时间

关键词:天花粉蛋白;基因工程菌;

表达量最高。讨论:发酵条件对于天花粉蛋白的表达量有很大的影响。

发酵条件

Fermentation Conditions for High-Level Expression of TrichosanthinGene in Gene Engineering S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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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Engineering Strain(T239) was cultivate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order to find the optimal

Fermentations that would lead to maximal fusion protein yield. Methods: The strain was cultured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pH, rotating rate, time, and capability of bottle.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The proper Fermentation Conditions consist of: 300C,

pH7.3, 200r/min, 50ml/500mlculture bottle, 30h, rotating cultivation bed, with 2.0g/L glucoseon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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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粉蛋白(Trichosanthin, TCS)是中药天花粉的
有效成分，来源于多年生宿根草质藤本植物括楼

(Trichosantheskirilowii Maxim)的块根。研究表明，天花
粉蛋白在体外培养细胞系中对乙型脑炎、柯萨奇病毒、

麻疹、乙型肝炎及人免疫缺陷病毒的均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I]。但目前TCS的制备主要依靠化学提取的方法，工

艺复杂，成本高，提取过程中的有害化学试剂难清除，

从而限制了其生产和使用。我们在前期研究中采用基因

工程的方法，克隆出天花粉蛋白基因，再转染大肠杆

菌，并筛选出能够稳定表达TCS的、分泌型基因工程

菌株一T239。本研究拟研究温度、pH值、培养时间、
培养基成分、接种量、葡萄糖浓度等6种因素对于T239

菌株表达量的影响，发现其最佳发酵条件，为TCS大

规模、产业化生产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2̂-87

1.1 菌株

    分泌型天花粉蛋白基因工程菌T239，由本室制

备，含青霉素抗性基因。

1.2 培养基

1.2.1   LB种子培养基:每立升含蛋白陈9g，酵母粉

4g, NaCl 4g, pH值7.3，高压灭菌，使用前加入青

霉素至3011 g/ml o

1.2.2 菌体的发酵培养
    将一70℃甘油保存的菌种划平皿37℃过夜，挑选单

菌落，培养于新鲜LB液体培养基中，37℃过夜培养。

培养液作为种子，根据发酵常规条件，按照1%接种量

接种，每摇瓶((500m1)装发酵培养基50m1, pH值调至7.0,
30 0C . 200r/min培养30h，添加葡萄糖诱导表达，离心

收集上清液，SDS-PAGE检测表达蛋白含量。本研究采

用摇瓶培养法优化工程菌主要发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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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CS检测

    取1.5ml发酵培养液，离心弃上清。加入l ml无菌

水，细胞记数，梯度稀释至相同数量级。用细胞裂解

液裂解细胞，离心弃沉淀。各取15u1测蛋白紫外吸收

定量(OD280)值。

葡萄糖，目的产物表达量最高，说明上述发酵条件为

菌株T239的最佳发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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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温度对表达量的影响

    将工程菌T239接种入发酵培养液，温度分别在20,

25, 30, 35, 37℃下摇床培养，其他培养条件同上(见

1.2.2)，检测表达量。结果发现，培养温度在30℃时，

目的产物表达量最高(见图1)。蛋白紫外吸收定量

(O D 28o)。

2.2 不同培养时间对于表达量的影响

    将工程菌T239接种入发酵培养液，培养温度在

3 0 0C，培养时间分别在18, 24, 30, 36h时检测表达

量，其他培养条件同上(见1.2.2)。结果发现，在培养

时间为30h，目的产物表达量最高(见图1)0

2.3 不同接种量对表达量的影响

    将工程菌T239按照1, 3, 5, 10, 15%的接种

量接种入发酵培养液，培养温度在3 0 0C，培养时间为

30h，其他培养条件同上(见1.2.2)，检测表达量。结果

发现，在接种量为3%，目的产物表达量最高(见图1)0

2.4 摇床不同转速对表达量的影响

    将工程菌T239按照3%的接种量接种入发酵培养

液，培养温度在3 0 0C，培养时间为30h，分别在3 0 0C

150, 200, 250, 300r/min转速下摇床培养，其他培

养条件同上(见1.2.2)，检测表达量。结果发现，在转

速为250r/min时，目的产物表达量最高(见图1)a

2.5 不同pH值对表达量的影响
    将工程菌T239按照3%的接种量接种入发酵培养

液，培养温度在300C，培养时间为30h，摇床速度250r/min

转速下培养，发酵培养液pH值分别为6.0, 6.5. 7.0.

7.2, 7.3时培养，其他培养条件同上(见1.2.2)，检测表
达量。结果发现，在接种量为7.2，目的产物表达量最

高(见图1)0

2.6 不同葡萄糖浓度对表达量的影响

    将工程菌T239按照3%的接种量接种入发酵培养液，

培养温度在30'C，培养时间为30h，摇床速度250r/min,

发酵培养液pH值为7.2，在发酵培养基中分别加入1.0,

2.0. 3.0. 4.0g/L葡萄糖，检测表达量。结果发现，在
葡萄糖浓度为2.0g/L时，目的产物表达量最高(见图1)0
2.7 从6条曲线比较来看，3%的接种量，培养温度

在3 0 0C，培养时间为30h，摇床速度250r/min，发酵

培养液pH值为7.2，在发酵培养基中分别加入2.0g几的

1  2  3  4  5  6  7

            图1 不同发醉条件对于生物表达量的影响

Fig. t  Different fusion protein yield under different fermentation
                                condition

.:不同温度对表达量的影响(单位:℃)

a=200C,6=250C,c=300C,d=350C,e=370C;

▲:不同培养时间对于表达量的影响(单位:h)

a=18h,b=24h,c=30h,d=36h;

★:不同接种量对表达量的影响(单位:%)

a=1%,b=3%,c=5%,d =10%,e=15%;

.:摇床不同转速对表达量的影响(单位:r/min)

a=150r/min,b=200r/min,c=250r/min,d=300r/min;

.:不同pH值对表达量的影响
a=6.0,b=6.5,c=7.0,d=7.2,e=7.3;

，:不同葡萄糖浓度对表达量的影响(单位:g/L)

a=1.Og/L,b=2.Og/L,c=3.0g/L,d=4.Og几。

3 讨 论

    重组工程菌接种于LB培养基，37℃培养过夜，转

接一次为一代，经过30代，单菌落仍能够在含有氨苇

青霉素的培养基生长，并经培养发酵以后仍能够表达

TCS，表达质粒能够稳定地存在于宿主菌中。发酵过程

中，取不同时间的菌体发酵液，稀释后涂布于LB平

板，37℃过夜培养，挑选一定数目的单菌落，再接种

到新鲜LB平板上，37℃过夜培养，计算菌落数，分

析质粒保存率。实验发现，48h内发酵液中菌体质粒保

存率为100%，未见质粒丢失现象，说明工程菌遗传性

状稳定，对放大培养无影响。

    温度对于菌体生长和产物表达的影响很大，温度低

时影响细菌生长，温度高时可能会激活蛋白酶，造成

表达产物的降解。工程菌T239在培养24h左右开始表

达，到30h表达达高峰，30h以后细菌开始死亡，杂

蛋白增加。见图2。采用调节振荡速度和摇瓶装载发酵

培养基量的多少来研究通气量对于表达产物的影响，发

现提高通气量可以使菌体生长加快，但是速度过高可能

导致菌体破裂，为增加分泌型表达产物收集及纯化的难

度。所以对速度进行了控制，采用减少摇瓶培养基装

载量(500m1摇瓶装载发酵培养基50m1)的方法提高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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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天麻素提取纯度研究

刘金龙，陈根洪，

(湖北民族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郑小江

  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采用正交设计对提高天麻素提取纯度研究的结果 使用3次ZTC1+1除杂剂、每次加入0.1%活性炭共加3
次、使用90%乙醇的组合除杂效果最好。方差分析结果为除杂剂的使用次数、0.1%的活性炭使用次数、乙醇的

浓度的除杂效果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平，这对今后提高天麻素提取纯度的研究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天麻素;提取纯度

Increase Extraction Pureness Research of Effective Composition for Gastrodia elata BL

LIU Jin-long, CHEN Geng-hong, ZHENG Xiao一iang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Enshi   445000, China)

Abstract: This is a research result :Firest一retrieve rate of combination for orthogonality design is use Three eliminote impurity

reagent of ZTC 1+1; use three 0.1% active carbon powder;use 90% ethanol.Analyze result of the method and difference: Use

number of times factor of elimnote impurity reagent of ZTC 1+1; Use number of times factor of 0.1 % active carbon powder; Factor

of ethanol consistency all attain standard of maximal notable.It is had reference value in Increase extraction pureness

of effective composition for Gastrodia elata BL.

Key words: Gastrodia elata BL; extraction pu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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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麻Gastrodia elata BL为上品中药和珍稀果蔬，
其含的天麻素具有调节大脑激素分泌，增强视神经的分

辩能力，减少心肌脂褐质，增强记忆力，防止老年痴

呆症川等功能。是生产药品和功能食品的原料。高纯度

收稿日期:2005-07-08

作者简介:刘金龙(1956-)，男，高级实验师，在读硕士，从事药用植物学研究 。

量。摇瓶培养基装载量也不宜过少，以兼顾表达产量

和培养效率。本实验还发现，发酵培养基中加入适量

葡萄糖可以加速菌体的生长，从而增加表达量。但加

入量过大，产物表达量会下降，杂蛋白含量增加。这

可能是过量葡萄糖加入后，发酵液中乙酸浓度急剧增

加，过量的乙酸对重组工程菌中外源基因表达产生了一

定的抑制作用。培养时间的选择对于收获最大量的表达

产物十分重要，一般情况处于菌体在处于生长稳定期的

阶段有最大的产物表达量，过早会减少收获量，过晚

会因为菌体破裂导致杂质增多，增加后期纯化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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