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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基因的克隆、表达及
重组酶性质

刘 光1,2，胡松青1,2，张婷婷1,2，王敬敬1,2，李 琳1,2，侯 轶1,*
（1.华南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2.广东省天然产物绿色加工与产品安全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目的：克隆小麦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wheat protein disulfide isomerase，wPDI）基因，实现其在大肠杆

菌中的表达并探究其酶学性质。方法：以小麦种子总RNA为模板，逆转录并扩增得到wpdi，并以pET-30b为表达

载体、大肠杆菌BL21（DE3）为宿主菌进行原核表达，表达产物经金属螯合层析纯化后进行了酶学性质研究。结

果：克隆的基因全长1 548 bp，与“Wyuna”品种小麦wpdi基因相似性达99%。构建了pET-30b-wpdi表达载体，获得

wPDI的最佳表达条件为：诱导温度22 ℃，诱导时间6 h，诱导剂浓度0.5 mmol/L。该酶含4 个硫氧还蛋白结构域，

分子质量约为66.2 kD，具有二硫键的还原酶和异构酶活性以及分子伴侣活性。结论：对重组wPDI的表达和酶学性

质研究，为wPDI在面制品加工及其他方面的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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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 Cloning, Express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rotein Disulfide Isomerase from Wheat (Triticum aestivu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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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gene encoding wheat protein disulfide isomerase (wPDI) was cloned and expressed in Escherichia 
coli, and its enzymatic properties were investigated. Methods: The wpdi gene was obtain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mplification using the total RNA from wheat seeds as template.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pET-
30b-wpdi was constructed and transformed into E. coli BL21 (DE3). After metal chelating chromatography, the enzymatic 
properties of the purified wPDI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A 1 548 bp gene fragment was amplified and sequenced as wpdi 
gene that had 99% identity with that of the wheat cultivar Wyuna. The optimized conditions for wPDI expression were 
determined as follows: induction at 22 ℃ using isopropyl β-D-1-thiogalactopyranoside at a concentration of 0.5 mmol/L for 
6 h. The recombinant wPDI consisted of four thioredoxin-like domains and had a molecular weight of 66.2 kD. The enzyme 
exhibited enzymatic activities (including reductase activity and isomerase activity of disulfide bonds) and chaperone activity.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 of wPDI and its enzymatic properties can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lour 
process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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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protein disulfide isomerase，
PDI）是一种位于真核生物细胞内质网中的巯基/二硫键

氧化还原酶，对催化内质网中新生肽链氧化折叠、维持

蛋白以及细胞功能具有重要作用[1]。PDI主要由4 个硫氧

还蛋白结构域组成，以a、b、b′和a′的顺序排列。其中，

a和a′含有独立的催化巯基/二硫键交换的活性位点，不

同物种间活性位点高度保守，皆为CXXC基序[2]。PDI具
有酶学活性和分子伴侣活性。酶学活性包括二硫键的氧

化、还原和异构酶活性；PDI的分子伴侣活性指PDI能帮

助新生肽链正确折叠并抑制因错误折叠引起的蛋白凝沉

作用[2-3]。

自从Anfinsen发现PDI以来，动物和真菌来源PDI的
功能和结构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人和酵母PDI的
立体结构已被解析，相关生理机制已被阐明[4-5]。相比之

下，植物来源PDI的研究较局限，主要聚焦于基因序列的

克隆、转录调控以及细胞定位等方面[6-8]，对功能、性质

以及结构的研究较缺乏。

小麦PDI（wheat PDI，wPDI）参与了面筋蛋白中二

硫键的生物合成，因此，其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面粉改

良剂[9]。Watanabe等[10]的研究指出牛来源PDI在面粉改良

中的作用类似于溴酸钾。Every等[11]的研究发现，小麦

PDI在抗坏血酸协同下能够提高面包质量。因此，鉴于

wPDI潜在的面制品工业应用价值，臧闻等[12]利用大肠杆

菌BL21（DE3）表达了重组wPDI，但目的蛋白表达量低

且作者未对重组蛋白做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将从小麦幼苗中克隆的wpdi基因连到表达载

体pET-30b上，在大肠杆菌BL21（DE3）中实现了重组蛋

白的大量可溶表达。酶活性研究发现，wPDI具有酶学活

性和分子伴侣活性。这些结果为wPDI在面制品加工及其

他方面的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1.1.1 宿主菌株与质粒 

“中优9507”小麦种子，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提供；

克隆菌株E.coli DH5α、表达菌株E.coli BL21（DE3）、

pMD19-T和pET-30b载体 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1.2 试剂

胰蛋白胨和酵母提取粉 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高保真DNA聚合酶和超螺旋DNA定量Marker 
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限制性内切酶XhoⅠ、BamHⅠ和

T4连接酶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反转录

酶M-MLV 普洛麦格（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通

用型RNA提取试剂盒和DNA凝胶回收试剂盒 广州东

盛生物有限公司；DNA小提试剂盒 天根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胞苷2’,3’-环-磷酸单钠盐（cytidine 2’,3’-cyclic 
monophosphate，2’,3’-cCMP） 西格玛奥德里奇（上

海）贸易有限公司。β-巯基乙醇、异丙基硫代-β-D-半
乳糖苷（isopropy-β-D-thiogalactoside，IPTG）、丙烯酰

胺、十二烷基硫酸钠（sodium dodecyl sulfate，SDS）等

（均为分析纯） 健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EDC-80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基因扩增仪  东胜创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novue Plus超微量紫外分光光度计 美国通用电气 

公司。

1.3 方法

1.3.1 小麦总RNA提取

“中优9507”小麦种子于30 ℃和相对湿度85%条

件下避光培养8～9 d后，取10 cm叶片剪成小段，置于

液氮中研磨成粉末，并按照通用型RNA提取试剂盒操作

方法，提取小麦黄化苗叶片总RNA。琼脂糖凝胶电泳检

测其完整性，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总RNA的浓度与纯度

后，用于反转录扩增基因产物。 

1.3.2 wpdi基因克隆

以提取得到的总RNA为模板，在反转录酶M-MLV
作用下先进行反转录，反应条件为： 4 2  ℃反转录

60 min后，于70 ℃温育5 min终止反应。反转录产物

cDNA随后进行PCR扩增，获得wpdi基因。PCR扩增

引物是根据NCBI上提供的wpdi基因序列为模板，利用

Primer Premier 3.0 设计而出，上、下游引物分别为：

F1：5’-ATGGCGATCTGCAAGGTCTGG-3’和R1：
5’-TCAGAGCTCGTCCTTCAGAGGC-3’。反应条件如

下：94 ℃预变性5 min后，按以下的参数进行35 次循

环：98 ℃变性10 s，57 ℃退火15 s，72 ℃延伸120 s。
最后72 ℃延伸5 min扩增结束后，利用琼脂糖凝胶电泳

检测扩增产物，并用DNA凝胶回收试剂盒回收wpdi基
因。纯化后的wpdi基因优先连接到pMD19-T载体上保

存。随后，从pMD19-T载体上，按照上述相同条件扩

增出不含信号肽序列的wpdi基因，扩增引物分别为：

F2：5’-CGGATCCAGAGGAAGCCGCAGCCG-3’和R2：
5’-CCTCGAGGAGCTCGTCCTTCAGAG-3’。其中，下

划线部分分别为BamHⅠ和XhoⅠ酶切位点。扩增后的产

物，经电泳检测、回收纯化后于－20 ℃保存。

1.3.3 wPDI表达载体构建与鉴定

对wpdi基因回收产物和表达载体pET-30b质粒进行

BamHⅠ和XhoⅠ双酶切处理，回收纯化后得到wpdi基
因和表达载体pET-30b的双黏性末端DNA片段，加入T4 
DNA连接酶，22 ℃连接30 min后，将连接产物转化到

E.coli DH5α感受态细胞中，并涂布至含有硫酸卡那霉

素（kanamycin，Kan）的LB平板培养基上于37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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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夜。菌落长成后，随机挑选单克隆菌落进行菌落PCR
和重组质粒双酶切鉴定。将经双酶切和电泳验证结果

为阳性的重组质粒pET-30b-wpdi送样测序。测序结果与

GenBank上wpdi基因mRNA进行序列比对，确认重组质粒

序列信息。

1.3.4 wPDI的诱导表达和可溶性分析

将测试无误的pET-30b-wpdi重组质粒转化至BL21
（DE3）和C43（DE3）中，涂布在含Kan的LB平板培

养基上。培养过夜后，挑取形态饱满的单克隆接种到含

有Kan的LB培养基中，37 ℃、200 r/min培养过夜。将

培养过夜的菌液以1∶100（V/V）的比例转接到新的LB
培养基中，相同条件下再培养2～3 h，至菌液OD600 nm为

0.5～0.6后，吸取200 μL菌液，作为0 h非诱导对照样品，

向剩余菌液加入IPTG诱导剂至终浓度为0.3 mmol/L，继续

诱导培养3 h后吸取200 μL菌液。剩下菌液离心收集菌体

细胞，加入0.02 mol/L磷酸盐缓冲液（pH 7.5）重悬样品，

在冰浴中超声波破碎，超声条件：功率200 W，占空比

0.4∶0.6，超声时间15 min。菌液破碎后于4 ℃、8 000 r/min 
离心15 min，分别收集上清液和沉淀，通过十二烷基

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odium dodecyl sulfate-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eresis，SDS-PAGE）分析重组

蛋白的表达和可溶性形式。

1.3.5 Western-blot分析

将wpdi基因的诱导表达产物经SDS-PAGE分析后，转

移至硝酸纤维素膜上，进行Western-blot分析[13-14]。一抗为鼠

抗His单克隆抗体，工作浓度为1∶5 000（V/V）。二抗为羊

抗鼠IgG单克隆抗体，工作浓度为1∶10 000（V/V），最后使

用二氨基联苯胺（3,3’-diaminobenzidine，DAB）显色。

1.3.6 wPDI的表达条件优化

含重组质粒pET-30b-wpdi的工程菌BL21（DE3）接

种于含有Kan的LB液体培养基中，优化诱导表达时间

（4、5、6、7 h）、表达温度（37、22 ℃）以及IPTG浓

度（0.3、0.4、0.5、0.6、0.7 mmol/L）对重组蛋白表达水

平的影响。收集200 μL菌液，离心去上清液，对沉淀进

行SDS-PAGE分析，确定最适表达条件。

1.3.7 重组wPDI分离纯化

大量发酵后获得的菌体按照每g菌体加入5 mL平衡缓

冲液（20 mmol/L Tris，20 mmol/L咪唑，0.5 mol/L NaCl，
pH 8.0）重悬，按1.2.4节所述条件超声破碎菌体至澄清透

明。4 ℃、8 000 r/min离心15 min，获得的上清液过0.45 μm
的微滤膜，进一步去除微小颗粒，防止堵塞色谱柱。

过滤后的上清液载入到预平衡的Ni-NTA亲和柱中，

先用平衡缓冲液洗去未与柱子结合的蛋白，然后再用洗

脱缓冲液（20 mmol/L Tris，500 mmol/L咪唑，0.5 mol/L  
NaCl，pH 8.0）按照梯度洗脱方式洗脱柱子，流速为

2 mL/min，收集洗脱峰流出液，分别取10 μL洗脱液作

SDS-PAGE分析，并用微量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蛋白浓度

（εwPDI＝0.729 mL/（mg·cm））[15]。

1.3.8 重组wPDI活性测定

二硫键还原酶活性：wPDI能将以二硫键交联的胰岛

素还原成A、B单链，B链随后发生聚集沉淀，通过测定特

定波长吸光度变化可以反映wPDI的还原酶活性[16]。反应体

系为：0.1 mol/L磷酸盐缓冲液，2 mmol/L EDTA，30 μmol/L 
胰岛素，不同质量浓度（25、50、75、100  μg /mL 
和125 μg/mL）wPDI，加入3.3 mmol/L二硫苏糖醇启动反

应，测定波长630 nm处吸光度变化。以添加相同浓度的

牛血清白蛋白（bovine serum albumin，BSA）为阳性对

照，无任何蛋白添加为阴性对照。

二硫键异构酶活性：wPDI能够纠正蛋白质因错误折

叠导致的二硫键错配，恢复其天然配对方式。以错误二

硫键折叠的变性RNA酶（scrambled RNase，sRNase）为

底物，探究wPDI的异构活性。sRNase的制备参照Walker
等[17]的方法。反应体系如下：0.1 mol/L Tris，1.2 mmol/L 
还原型谷胱甘肽（ r educed  g lu ta th ione，GSH），

0.2 mmol/L氧化型谷胱甘肽（oxidized glutathione，
GSSG），8.4 μmol /L sRNase，1.4 μmol /L wPDI，
4.5 μmol/L 2’,3’-cCMP。测定296 nm波长处吸光度变化。

分子伴侣活性：wPDI的分子伴侣活性表现为抑制

变性蛋白的凝沉，并恢复其天然构象的性质[18]。以盐酸

胍变性的三磷酸甘油醛脱氢酶（glyceraldehyde phosphate 
dehydrogenase，GAPDH）为底物，稀释作用下，探究不

同浓度wPDI（10、20、30 μmol/L和40 μmol/L）对其聚集

抑制率的影响。盐酸胍变性的GAPDH的制备参照Cai等[19] 

的方法。反应体系如下：2.5 mmol/L EDTA，0.1 mol/L 
磷酸盐缓冲液（pH 7.5），wPDI（10、20、30 μmol/L
和40 μmol/L），最后加入2.8 μmol/L变性的GAPDH，于

488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变化。以添加相同浓度的BSA
为阳性对照，无任何蛋白质添加为阴性对照。

2 结果与分析

2.1 总RNA的提取和wpdi基因的扩增

用植物RNA提取试剂盒提取“中优9507”小麦黄化

苗叶片总RNA，由图1A可见，小麦总RNA在图中显示 

3 个条带，从上到下分别为28S、18S和5S条带，其中28S
的RNA条带粗于18S的RNA。5S的RNA条带轻微弥散，

说明总RNA存在少量降解。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得总RNA
的质量浓度约为525.6 ng/μL，A260 nm/A280 nm为2.04。该结果

表明，总RNA的完整性良好，符合反转录实验要求。

以提取的总RNA为模板，反转录获得cDNA，并进一

步以此为模板，PCR扩增得到wpdi基因产物。经琼脂糖

凝胶电泳分析，在1 500 bp左右的位置出现一条明亮的条

带，与wpdi基因全长1 548 bp基本一致（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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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1

10 000 bp

6 000 bp

4 000 bp
3 000 bp

2 000 bp

1 500 bp

1 000 bp

500 bp

MB 1

A：M. Marker；1. 小麦总RNA；B：M. Marker；1. 反转录产物。

图 1 小麦黄化苗叶片总RNA提取（A）和反转录PCR产物（B）

Fig. 1 Electrophoresis of total RNA extracted from etiolated wheat 

leaves (A) and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amplified product (B) 

2.2 wpdi基因的克隆载体构建

10 000 bp

6 000 bp

4 000 bp
3 000 bp
2 000 bp
1 500 bp
1 000 bp

500 bp

M 1 2 3 4 5

M. Marker；泳道1～5.分别为挑取的不同单克隆菌落。

图 2 菌落PCR分析

Fig. 2 Electrophoresis of PCR amplified products of monoclonal colonies

w p d i基因的P C R产物经纯化后连接至克隆载体 

pMD19-T上，并转化至E.coli DH5α中。挑取单克隆进行

菌落PCR鉴定。如图2所示，阳性菌落扩增条带较亮，且

位置正确，在1 500 bp左右，与预计大小基本相同；阴性

菌落扩增的条带则较暗。将3、4和5条带对应的单克隆送

华大基因公司测序。测序结果显示，3号和4号基因序列

不全，存在碱基缺失。5号的基因序列完整，且与NCBI
上品种为“Wyuna”（序列号：AF262979.1）的小麦PDI
序列相似性最高，达99%，仅一个碱基不同，且这个碱

基位于信号肽部位。说明品种“中优9507”的小麦与品

种为“Wyuna”的小麦编码PDI的基因无差别。

2.3 wpdi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利用DNAstar软件分析，wpdi基因编码蛋白质全长515 个

氨基酸，理论蛋白分子质量为56.7 kD，理论等电点为4.9。

NCBI显示wPDI的4 个结构域分布如下：第42～145位氨基酸

为a结构域，第153～246位氨基酸为b结构域，第263～363位

氨基酸为b’结构域，第383～484位氨基酸为a’结构域。

wPDI氨基酸序列和已公开报道物种（包括大麦、柠

檬、甘薯、酵母和人）的PDI氨基酸序列进行比对，结

果如图3所示。4 种植物来源的PDI高度同源，小麦与大

麦、柠檬和甘薯的相似性分别达96.7%、60.9%和58.6%。

而wPDI与人和酵母来源的PDI相比，相似性较低，只

有30%左右。通过NetNGlyc 1.0 Server在线软件（http://

www.cbs.dtu.dk/services/NetNGlyc/）预测N-糖基化位点发

现，4 种植物PDI上只有一个N-糖基化位点，且位置相同

（绿色阴影标示），酵母PDI有5 处（橙色阴影标示），

人PDI有2 处（紫色阴影标示）。对不同来源wPDI保守

区预测发现，催化活性位点和内质网驻留信号肽仍是高

度保守的。6 个物种的活性位点都含CGHC序列，而人

PDI a′结构域活性位点（CTHC）除外（红色框标示）。

4 种植物PDI的内质网驻留信号肽都为KDEL，酵母PDI为
HDEL，人PDI的为KEEL（浅蓝色阴影标示）。

蛋白氨基酸序列来源于小麦（Triticum aestivum，AAK49423.1）、

大麦（Hordeum vulgare，AAA70345.1）、柠檬（Citrus limon，
ADM35974.1）、甘薯（Ipomoea batatas，AAT39459.1）、人 

（H. sapiens，CAA89996.1）和酵母（S. cerevisiae，AAA34848.1）。

图 3 PDI氨基酸序列比对

Fig. 3 Alignment of the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PDI from 

different species

2.4 wpdi基因的表达载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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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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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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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0 bp

1 000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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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 1

A：M. Marker；泳道1～3.挑取的不同菌落； 

B：M .  M a r k e r；泳道 1 .双酶切产物。

图 4 菌落PCR（A）和双酶切鉴定（B）

Fig. 4 PCR Analysis of positive monoclonal colonies (A) and identification 

of recombinant plasmid (B) by double restriction enzyme digestion

从pMD19-T-wpdi上亚克隆不含信号肽序列的wpdi基
因，连接至pET-30b表达载体上。所选酶切位点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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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HⅠ和XhoⅠ。转化至大肠杆菌DH5α中，菌落长成后进

行菌落PCR鉴定和双酶切鉴定。由图4A可见，挑取的单克

隆皆为阳性，虽然有拖带和非特异性扩增，但目的基因位

置明确。双酶切结果表明，外源基因已正确插入到pET-30b
载体内，成功构建重组表达载体pET-30b-wpdi（图4B）。

2.5 wPDI的重组表达和Western-blot分析

14.4 kD

18.8 kD

25.0 kD

35.0 kD

45.0 kD

66.2 kD

A M 1 2 3 4

1C 2

14.4 kD
18.8 kD

25.0 kD

35.0 kD

45.0 kD

66.2 kD

MB 1 2

A：M. Marker；泳道1、3.分别为BL21（DE3）未诱导和诱导

重组菌；泳道2、4.分别为C43（DE3）未诱导和诱导重组菌；

B：M. Marker；泳道1. BL21（DE3）诱导重组菌破碎上清液；

泳道2. BL21（DE3）诱导重组菌破碎沉淀；C：泳道1. BL21

（DE3）诱导表达蛋白；泳道2. C43（DE3）诱导表达蛋白。

图 5 wPDI表达检测（A）、可溶性（B）和Western-blot分析（C）

Fig. 5 SDS-PAGE (A), soluble expression (B) and Western-blot (C) 

analysis of recombinant wPDI protein

将构建好的重组表达质粒pET-30b-wpdi分别转入到

大肠杆菌BL21（DE3）和C43（DE3）中，进行小量诱

导表达，结果如图5A所示。wPDI在两种表达菌中都有表

达，表达产物在凝胶上的分子质量约为66.2 kD，比理论

值60.5 kD（含表达标签）偏高。有研究报道，重组蛋白

所带的His融合标签可能是引起这种偏差的原因[20]。wPDI
的C-和N-端都带有His融合标签，该标签中的碱性氨基

酸能够造成重组蛋白在SDS-PAGE中迁移变慢，从而引

起测定分子质量比理论分子质量偏大。相比于大肠杆菌

C43（DE3），BL21（DE3）表达菌株表达目的蛋白水平

更高，且呈可溶表达（图5B），因此后续实验选择BL21
（DE3）为表达宿主菌。

为验证诱导表达的蛋白为带His标签的目的蛋白，采

用Western-blot实验进行分析。由图5B所示，Western-blot

采用DAB显影，背景颜色深，显色虽不明显但仍能看到

相关的特异性条带，表明BL21（DE3）和C43（DE3）这

两种宿主菌所表达的蛋白确为带His标签的目的蛋白，能

够用于镍离子螯合层析进行分离纯化。

2.6 wPDI的表达条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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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 1 2 3 4 5

A. IPTG浓度优化：M. Marker；泳道1.未诱导菌液；泳道2～6.分别

为0.7、0.6、0.5、0.4、0.3 mmol/L IPTG；B.诱导温度优化：泳道

1、3.分别为37 ℃条件下未诱导和诱导产物；泳道2、4.分别为22 ℃ 

条件下未诱导和诱导产物；C. 22 ℃条件下诱导时间优化：泳道

1.未诱导产物；泳道2～5.分别为诱导4、5、6 h和7 h产物；D. 37 ℃

条件下诱导时间优化：泳道1.未诱导产物；泳道2～6.分别为诱导

3、4、5、6 h和7 h产物。图中所分析的诱导产物都为全菌蛋白。

图 6 wPDI的表达条件优化

Fig. 6 Optimization of expression conditions for wP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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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诱导剂浓度

在确定了最佳表达宿主菌为BL21（DE3）后，优先

考察诱导剂IPTG浓度对重组wPDI表达量的影响。在相同

诱导温度（37 ℃）和时间（6 h）条件下，0.5 mmol/L的
IPTG浓度能够诱导表达最大量的wPDI，提高IPTG浓度

对表达量影响不明显（图6A），但是过高的IPTG浓度容

易杀死大肠杆菌细胞以及导致包涵体的产生[21]。因此，

选择0.5 mmol/L IPTG为最适诱导剂浓度。

2.6.2 诱导温度    

在IPTG浓度0.5 mmol/L，诱导时间6 h条件下，考察

诱导温度（37、22 ℃）对wPDI表达量的影响。结果如图

6B所示，在相同诱导条件下，选择的两个诱导温度对目

的蛋白wPDI的表达量无显著差别，但是在后续的纯化实

验中发现，低温22 ℃诱导产生的目的蛋白，对亲和层析

柱的结合能力较强，易于分离出较高纯度的目的蛋白，

因此选择温度22 ℃进行诱导。究其原因可能是低温诱导

下降低了大肠杆菌生长速率和重组蛋白的合成速率，有

利于重组蛋白的正确折叠，减少因蛋白错误折叠引起的

His标签包埋，从而提高了分离纯化效率[22]。因此，本实

验选择温度22 ℃进行重组蛋白的诱导。

2.6.3 诱导时间

在IPTG浓度0.5 mmol/L，诱导温度37 ℃或22 ℃条件

下，考察诱导时间对重组wPDI表达量的影响。如图6C、
D所示，两个温度条件下，目的蛋白的表达量在诱导时间

6 h时最高，在7 h时有所下降，可能是由于过高的IPTG浓

度对大肠杆菌产生了一定的毒性，抑制了大肠杆菌的生

长。因此，确定IPTG最适诱导时间为6 h。
2.7 wPDI的亲和纯化

14.4 kD
18.8 kD

25.0 kD

35.0 kD

45.0 kD

66.2 kD

M 1 2 3 4 5 76

M. Marker；泳道1.上清液总蛋白；泳道2.平衡缓冲液洗脱

组分；泳道3. 50 mmol/L咪唑洗脱组分；泳道4. 100 mmol/L 

咪唑洗脱组分；泳道5. 150 mmol/L 咪唑洗脱组分；泳道 

6. 200 mmol/L咪唑洗脱组分；泳道7. 500 mmol/L 咪唑洗脱组分。

图 7 wPDI亲和纯化电泳分析

Fig. 7 SDS-PAGE analysis of wPDI after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重组蛋白wPDI的C-和N-端都带有His标签，容易与

Ni2+螯合，利用金属螯合层析可以较方便地分离纯化蛋

白。如图7所示，在所选的层析条件下，依靠镍离子与

重组蛋白His标签的特异性螯合作用，一步纯化即得到电

泳纯目的蛋白。在咪唑浓度为150 mmol/L的洗脱液洗脱

下，虽有少量目的蛋白开始流出，但是该洗脱峰中杂蛋

白含量高；在咪唑浓度为200 mmol/L的洗脱液洗脱下，

大部分目的蛋白流出，且杂蛋白含量较少，达到了电泳

纯，可用于wPDI酶学性质的研究。

2.8 wPDI的酶学性质研究

2.8.1 wPDI的二硫键还原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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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重组wPDI添加量对胰岛素还原的影响

Fig. 8 Effect of different amounts of recombinant wPDI on reduction 

of insulin 

wPDI能够还原胰岛素A-B两条链间的二硫键，引起B

链的聚集。如图8所示，以30 μmol/L胰岛素为底物，考察

了不同质量浓度wPDI对胰岛素还原的最佳比例。结果显

示，随着重组wPDI添加量的增大，吸光度显著增加，表

明胰岛素被还原的量增大。当wPDI添加量达到100 μg/mL

时，吸光度不再增加，表明酶反应趋于平衡。因此，在实

验所选条件下，wPDI还原胰岛素的质量比为1∶1.73。
2.8.2 wPDI的异构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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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重组wPDI异构酶活性测定

Fig.9 Isomerase assay of recombinant wPDI 

在真核细胞内质网腔中，wPDI参与了新生肽链的

折叠以及二硫键的形成。因错误折叠误配的二硫键能够

通过wPDI的二硫键异构酶活性恢复成天然二硫键配对形

式。体外考察wPDI的异构酶活性所用底物为sRNase。
如图9所示，相比于未变性的RNase，wPDI能够使部分

sRNase复性，从而具有催化底物2′,3′-cCMP水解的能力。

25 min时，等量未变性RNase组在296 nm波长处的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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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化值为0.21，重组wPDI催化sRNase复性后，吸光度

变化值为0.13。因此，wPDI能使sRNase恢复约60%的活

性，表明重组wPDI具有良好的异构酶活性。

2.8.3 wPDI的分子伴侣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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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重组wPDI的分子伴侣活性

Fig. 10 Chaperone activity of recombinant wPDI

分子伴侣是细胞中一大类蛋白质，它们氨基酸序列

没有相关性但具有相同功能，能够介导其他蛋白质的正

确装配，但自身不会成为功能结构中的组分[23]。热休克

蛋白是最常见的一大类分子伴侣蛋白。PDI的分子伴侣

假说最早由王志珍[24]通过复性不含二硫键的GAPDH和硫

氰酸酶提出的，现已被广泛接受。PDI的伴侣活性指PDI

能帮助新生肽链正确折叠并抑制因错误折叠引起的蛋白

凝沉作用[2-3]。测定PDI伴侣活性的常用底物为盐酸胍变

性的GAPDH，稀释后的变性GAPDH易发生沉淀，通过

测定GAPDH的聚集程度来衡量其伴侣活性的大小[25]。

图10显示了不同浓度的重组wPDI对变性GAPDH聚集的

抑制率影响。结果表明，随着wPDI浓度的增加，对变性

GAPDH聚集的抑制率显著提高，30 μmol/L的wPDI对聚

集的抑制率最高，达到35%左右。Cai等[19]研究发现，在

一定范围内，wPDI对变性GAPDH的聚集抑制率越高，

其酶学活性恢复的比例越大。因此说明，本研究获得的

重组wPDI也具有分子伴侣活性。

3 结 论

从品种为“中优9507”小麦叶片中克隆了蛋白质二

硫键异构酶wpdi基因，全长1 548 bp，与“Wyuna”小

麦编码PDI的基因相似性达99%；多重序列分析发现，

wPDI与植物来源PDI亲缘关系近，与人或酵母来源PDI关
系远。但不同物种PDI的催化活性位点和内质网驻留信号

序列仍高度保守；构建了pET-30b-wpdi表达载体，并在

最佳表达菌株大肠杆菌BL21（DE3）得到了大量可溶表

达，最适表达条件为：诱导温度22 ℃、诱导时间6 h，
诱导剂浓度0.5 mmol/L。Western-blot结果证实了表达产

物带有重组His标签。经镍离子螯合层析，一步纯化得

到电泳纯重组wPDI；酶学性质表明，重组wPDI具有二

硫键的还原酶和异构酶活性以及分子伴侣活性。该研究

结果为wPDI在面制品加工以及其他方面的应用提供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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