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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NLRX1 受体基因的原核表达及抗体制备
刘雪兰，寇家倩，周梦琴，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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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

(安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合肥 230036)
摘 要：NLRX1（NLR family member X1）是一种调控天然免疫应答的重要模式识别受体。首先应用 PCR 方法
分别对鸡 NLRX1 基因的编码区和 N 端 1～492 bp 截短序列进行 PCR 扩增并克隆到原核表达载体 pET-32a（+）
，
以 IPTG
诱导重组菌表达，获得了重组 NLRX1 蛋白和 N 端截短表达蛋白（rNLRX1-part）。其次将纯化的截短重组蛋白
rNLRX1-part 免疫新西兰兔，以间接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制备的抗体效价为 1∶512 000。应用 Western blot
方法分析显示，该抗体不仅可特异性结合原核表达 NLRX1 蛋白也可有效识别鸡 DF-1 细胞中过表达 NLRX1 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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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karyotic expression of chicken NOD-like receptor X1 and preparation of its antibody
LIU Xuelan, KOU Jiaqian, ZHOU Mengqin, DING Ling, TAN Shuojia, ZHU Xiang
(School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Abstract: NLR family member X1 (NLRX1) is an important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 that regulates innate immune response. In this study, coding region sequence and 1-492 bp N-terminal truncated sequence of
chicken NLRX1 gene were firstly cloned by PCR and inserted into prokaryotic expression pET-32a (+) vector.
Expression of the recombinant NLRX1 protein and N-terminal truncated protein (rNLRX1-part) were induced by
isopropyl β-D-Thiogalactoside (IPTG). Moreover, the recombinant rNLRX1-part protein was purified and immunized a New Zealand rabbit. The titer of anti-NLRX1 polyclonal antibody prepared by indirect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was 1∶512 000. The Western-blotting analysis showed the prepared antibody
could not only specifically react with NLRX1 protein from prokaryotic expression but can effectively detect
NLRX1 over-expression in chicken DF-1 cells.
Key words: chicken NLRX1; expression; polyclonal antibody; specificity
天然免疫是动物机体最古老的抗感染防御系
统，通过特殊的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recognition
receptors ， PRRs ） 感 知 病 原 体 相 关 分 子 模 式
（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
识别入侵的病原体[1]并被迅速激活，从而形成防御
病原体入侵的第一道防线[2]。天然免疫 PRRs 家族
中成员不仅表达于细胞膜上，如 Toll 样受体（toll-like
rceptors），也可形成于细胞质内，如 NOD-like receptors（NLRs）[3-4]，有效监视入侵病原体。
NLRX1（NLR family member X1）是胞浆识别
受体 NLRs 家族中定位线粒体的唯一成员[5]，其在
细胞中的分布特征与线粒体的能量代谢具有密切关

系[6]。NLRX1 在调节免疫和识别病原微生物以及诱
导机体产生适应性免疫应答方面具有重要作用[7]。
研究表明，NLRX1 可负向调控维甲酸诱导基因 I 样
受体（RIG-I like receptors，RLRs）受体家族中 RIG-I
介导的抗病毒免疫应答，通过与线粒体上的 MAVS
（mitochondrial antiviral-signaling）结合并阻断其与
RIG-I 相互作用[8-9]。此外，NLRX1 负调控感染诱发
的炎症反应[10-11]。NLRX1 缺失或功能降低会导致炎
症反应增加[12]，而过度炎症反应则对机体有害。此
外，NLRX1 还具有促进活性氧（ROS）生成、细胞
凋亡和细胞自噬等重要作用[13-15]。多种疾病如肿瘤、
HIV 等病毒感染以及代谢综合征等，与 NLRX1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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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16-19]。
尽管哺乳动物甚至鱼类 NLRX1 功能的相关阐
述已相对清楚[20-21]，但有关禽类尤其是鸡 NLRX1
生物学特性和功能方面尚处在探索阶段。本研究在
实验室首次克隆鸡 NLRX1 全长 cDNA 基础上，通
过构建 chNLRX1 的原核表达载体，获得 chNLRX1
全蛋白和截短表达蛋白，并以其截短表达蛋白制备
兔源多克隆抗体并应用于检测鸡成纤维细胞系
DF-1 中过表达 chNLRX1，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鸡
NLRX1 生物学功能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载体与试剂
pET-32a(+)原核表达载体、pEGFP-NLRX1 真核
表达重组质粒、鸡成纤维细胞系 DF-1 细胞由本实
验室保存；限制性内切酶 Sal I、EcoR I、Kpn I 和
DNA Ligation Kit 以及 E.coli Rosetta 和 DH5α 感受
态细胞购自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责任公司；高
保真酶 FastPfu Fly PCR SuperMix 和 EasySee Western Marker 购于北京全式金生物公司；Protein G
Resin Kit 和抗内参 GAPDH 抗体购自南京金斯瑞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PVDF 膜购于 Millipore 公司；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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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提取试剂盒购于 Axygen Scientific Inc；抗 His
标签的鼠源一抗、HRP-羊抗鼠 IgG、HRP-羊抗兔 IgG
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弗氏佐剂购
自西格玛奥德里奇（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转染试
剂 LipoFiter3.0 购自汉恒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超敏 ECL 化学发光底物液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
1.2 NLRX1 原核表达重组质粒的构建及诱导表达
运用 DNAStar 软件对 NLRX1 基因编码区和 N
端基因序列预测编码的抗原表位进行分析，以本实
验室构建的 pEGFP-NLRX1 重组质粒为模板，设计
引物（见表 1）通过 PCR 方法分别扩增 NLRX1 基
因 N 端 1～492 bp 截短片段（命名为 NLRX11-492）
和完整 ORF 序列（NLRX1）。PCR 扩增条件 ：96℃
5 min；96℃ 30 s，60℃ 1.5 min，72℃ 15 s，共 30
个 循 环 。 回 收 扩 增 产 物 并 纯 化 ， NLRX11-492 与
pET-32a（+）原核表达载体分别经 EcoR I 、Sal I 双
酶切，NLRX1 与 pET-32a(+)原核表达载体分别经
Kpn I、Sal I 双酶切，切胶回收后连接、转化 E.coli
Rosetta 感受态细胞，经菌液 PCR 和双酶切鉴定将
阳 性 克 隆 分 别 命 名 为 NLRX1/pET-32a 和
NLRX11-492/pET-32a 重组质粒。

表 1 用于构建 chNLRX1 原核表达质粒的引物
Primers for constructing the recombinant NLRX1 pro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s.
引 物 序 列 （5' – 3'） Prime sequences(5' – 3')
CCGGAATTCATGTCCTGGGCCATGCAG (EcoR I)
NLRX11-492/pET-32a-F
Table 1
名称 Name

NLRX11-492/pET-32a-R

ACGCGTCGACTTACTGGAGGCTGATGACCTG(Sal I)

NLRX1/pET-32a-F

GGGGTACCATGTCCTGGGCCATGCAGTGC(Kpn I)

NLRX1/pET-32a-R

ACGCGTCGACTCAAAGGGTCCCATGCTGGAG(Sal I)

挑取重组菌单菌落接种 2 mL Amp+ LB 液体培
养基中，37℃，200 r·min-1 培养 12 h，按 1∶100 接种
到 4 mL 的 Amp+LB 液体培养基中继续震荡培养 4 h，
加 1.0 mmol ·L-1 IPTG 诱导培养 4 h，离心收集细菌，
加 PBS 重悬后经沸水煮 10 min，离心后取适量上清
液进行 SDS-PAGE 电泳鉴定 NLRX1 重组截短蛋白
（rNLRX1-part）和全蛋白（rNLRX1）的表达情况。
分别以终浓度为 0.1、0.25、0.5、0.75、1.0
mmol·L-1 的 IPTG 对重组菌进行诱导，收集菌体蛋
白，用预冷的 PBS 重悬菌体，–80℃冻融 3 次，冰
浴中超声破碎菌体 30 min，于 4℃以 12 000 r·min-1
离心 3 min，分别取沉淀和上清经 SDS-PAGE 电泳
检测分析 IPTG 最佳诱导浓度及表达形式。
1.3 截短 NLRX1 重组蛋白的大量诱导与蛋白纯化
为了获取制备抗 NLRX1 多克隆抗体的免疫原，

以 IPTG 最佳诱导浓度对 NLRX11-492/pET-32a 阳性
克隆菌进行大量诱导，4℃离心收集菌体经超声处理
获取上清进行 SDS-PAGE 凝胶电泳，于 0.25 mol·L-1
KCl 溶液中进行显色，切取含目的蛋白的凝胶条装
入 DNA 凝胶提取试剂盒中的一次性离心柱，12 000
r·min-1 离心 5 min，收集液体即可获得重组截短蛋白
rNLRX1-part。
1.4 兔源抗 NLRX1 抗体的制备
将纯化后的 rNLRX1-part 蛋白与完全弗氏佐剂
混合并充分乳化，通过颈背部皮下多点注射体重 2.0
kg 左右新西兰兔，免疫剂量为 1.0 mg·mL-1。首免后
2 周和 4 周，再将纯化后的 rNLRX1-part 蛋白与不完
全弗氏佐剂混合并充分乳化，分别进行第 2 次和第 3
次免疫。三免后第 7 天心脏采血并分离血清，以免
疫前血清作为阴性对照，通过间接 ELISA 方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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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水平，以待检样品 OD450 值＞阴性对照 OD 值的
2.1 倍的血清最高稀释度判断抗体效价。通过 Protein
G 琼脂糖凝胶柱纯化抗体，–80℃保存备用。
1.5 原核表达 NLRX1 重组蛋白的反应原性
将原核表达重组截短蛋白 rNLRX1-part 和全蛋
白 rNLRX1 经 SDS-PAGE 电泳转印至 PVDF 膜上，
以 5 %脱脂乳室温封闭 1 h，用 TBST 溶液洗膜 3 次，
加入抗 His 标签的鼠源单克隆抗体（1∶200）和兔抗
NLRX1 多克隆抗体（1∶1 000）于 4℃过夜孵育，
再次以 TBST 洗膜 3 次。分别以 HRP-羊抗鼠 IgG、
HRP-羊抗兔 IgG 酶标抗体室温孵育 1 h，洗膜 3 次后
加入增强型 HRP-DAB 显色试剂进行显色检测。
1.6 真核细胞转染 NLRX1 与 Western blot 检测
复苏鸡成纤维细胞 DF-1，转染前一天以每孔
1×105 个细胞铺于 24 孔板，当细胞融合率达约 70％
时，分别以 0.8 μg 质粒混合 1.6 μL LipoFiter 3.0 转
染试剂，按照转染试剂说明书将 pEGFP-NLRX1 重
组质粒和对照质粒 pEGFP-C1 转染细胞，36 h 后通
过倒置荧光显微镜观察细胞中 GFP-NLRX1 表达。
然后加入 RIPA 裂解液获得细胞总蛋白，应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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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倍稀释的兔源 anti-NLRX1 抗体和鼠抗 GAPDH
（1∶200）为一抗，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蛋白的
表达。

2

结果与分析

NLRX1 原核表达载体的鉴定
以本实验室构建的 pEGFP-NLRX1 重组质粒为
模板，设计引物（见表 1）通过 PCR 扩增分别获得
NLRX1 基因 N 端 1～492 bp 截短片段（NLRX11-492）
和编码区 NLRX1 序列，连接原核表达载体 pET-32a
（+），转化大肠杆菌 E.coli Rosetta 感受态细胞中，
经 PCR 扩增和双酶切验证重组质粒。结果显示，通
过 PCR 扩增可检测到 NLRX11-492/pET-32a 重组质
粒中含有与预测 492 bp 大小相符的目的基因（图
1A），双酶切鉴定显示了 NLRX11-492/pET-32a 和
NLRX1/pET-32a 重组质粒分别含有与大小与目的
序列相一致的 492 bp（图 1A）和 2 970 bp（图 1B）
预期片段。结果表明原核表达重组质粒
NLRX11-492/pET-32a 和 NLRX1/pET-32a 构建成功。
2.1

A: NLRX11-492/pET-32a 重组载体的鉴定结果。M1:DNA 分子标准 DL10 000；泳道 1:pET-32a 双酶切鉴定；2: PCR 扩增
片段； 3: EcoR I、Sal I 双酶切鉴定。 B. NLRX1/pET-32a 重组载体的鉴定结果。M2:DNA 分子标准 DL5 000；泳道 1: Kpn I、
Sal I 双酶切鉴定
A:Identification of chNLRX11-492/pET-32a recombinant. M1: DNA marker DL10 000; Lane 1: double enzyme digestion; 2:
PCR amplified fragment; 3: EcoR I and SalI double digestion. B:Identification of NLRX1/pET-32a recombinant. M2: DNA marker
DL5 000; Lane 1: Kpn I and Sal I double enzyme digestion
图 1 原核表达 NLRX1 重组质粒的 PCR 扩增和双酶切鉴定
Figure 1 Identification of prokaryotic chNLRX1 recombinant plasmid by PCR and double digestion

NLRX1 融合蛋白的表达及鉴定
过 夜 培 养 NLRX11-492/pET-32a 和 NLRX1/
pET-32a 重组菌，以 1.0 mmol ·L-1IPTG 诱导后应用
SDS-PAGE 电泳检测蛋白表达。结果如图 2A 显示，
在约 129.8 kDa 和 34.9 kDa 位置出现与 NLRX1 的
全蛋白表达 rNLRX1 和截短表达蛋白 rNLRX1-part
预期大小一致的目的带，表明 NLRX1 在大肠杆菌
中成功获得了表达。以浓度为 0.1～1.25 mmol · L-1
2.2

IPTG 分别对重组菌进行诱导，收集菌体经超声破碎
后以 SDS-PAGE 电泳检测，当 IPTG 诱导浓度为 0.5
mmol·L-1 时可获得较高浓度的 rNLRX1-part（图 2B）
和 rNLRX1 重组蛋白（图 2C）。表达形式鉴定结果
显示，rNLRX1-part 主要为可溶性表达。
2.3 rNLRX1-part 截短蛋白的抗体制备及其反应
原性
应用优化的 IPTG 浓度大量诱导 NLRX1 截短表

170

安

徽

农

业

达的重组菌 NLRX11-492/pET-32a，通过 SDS-PAGE
电泳和切胶纯化获得 rNLRX1-part 融合蛋白。以纯化
的 rNLRX1-part 蛋白制备抗原，经 3 次免疫新西兰兔
制备抗 NLRX1 多克隆抗体，通过间接 ELISA 方法
检测血清抗体
（anti-NLRX1）
抗体效价为 1∶512 000。
以 抗 His 标 签 的 单 抗 作 为 参 照 ， 应 用
anti-NLRX1 抗体通过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经 IP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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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的原核表达蛋白 rNLRX1 以及 rNLRX1-part。
结果显示，本实验制备的 anti-NLRX1 抗体可在约
129.8 kDa 和 34.9 kDa 位置处检测到相应的目的蛋
白（图 3B）
，与抗 His 标签单抗检测结果一致（图
3A），表明重组蛋白能与兔源 anti-NLRX1 多克隆抗
体产生特异性反应，且具有良好的反应原性。

A:应用 1.0 mmol·L-1 IPTG 对 NLRX11-492/pET-32a、NLRX1/pET-32a 诱导的鉴定结果。M1:蛋白标准分子量; 泳道 1、2
分别是 1.0 mmol·L-1 IPTG 诱导 NLRX11-492/pET-32a 和空白对照；泳道 3、4 分别是 1.0 mmol·L-1 IPTG 诱导 NLRX1/pET-32a
和空白对照；B:不同浓度的 IPTG 诱导 NLRX11-492/pET-32a 诱导表达情况。M1:蛋白标准分子量，泳道 1~6:分别为 0.1、0.25、
0.5、0.75、1.0、1.25 mmol·L-1 IPTG 的诱导效果；C:不同浓度的 IPTG 对 NLRX1/pET-32a 的诱导表达；M2:蛋白标准分子量，
泳道 1~6:与图 2B 相同浓度的 IPTG 诱导情况
A: Identification of induction about NLRX11-492/pET-32a and chNLRX1/pET-32a using 1.0 mmol·L-1 IPTG. M1: protein marker;Lanes 1 and 2 were respectively showed1.0 mmol·L-1IPTG induced NLRX11-492/pET-32a and blank control ; lanes 3 and 4 were
respectively showed 1.0 mmol·L-1IPTG induced NLRX1/pET-32a and blank control respectively; B: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IPTG induced the induction of NLRX11-492/pET-32a expression. M1: protein marker; lanes 1 to 6: 0.1, 0.25, 0.5, 0.75, 1.0 and 1.25
mmol·L-1 IPTG induction effect; C: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IPTG induced expression of NLRX1/pET-32a; M2: Protein marker;Lanes 1~6: IPTG induction at the same concentration as Figure 2B
图 2 不同浓度 IPTG 诱导 NLRX1 重组蛋白的表达
Figure 2 Expression of NLRX1 recombinant protein induced by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IPTG

A:抗 His-tag 单抗检测 NLRX1 重组蛋白的表达； B: anti-NLRX1 抗体检测 NLRX1 重组蛋白的表达
A: NLRX1 recombinant protein were detected with anti-His tag antibody; B: NLRX1 recombinant protein were detected with
our anti-NLRX1 antibody ; The antibody prepared in this experiment detects the expression of NLRX1 recombinant protein
图 3 Western blot 分析 NLRX1 原核蛋白的表达
Figure 3 Western blot analysis of prokaryotic expression of NLRX1

2.4 鸡 DF-1 细胞中 NLRX1 过表达与检测
将 pEGFP-NLRX1 重 组 质 粒 和 对 照 质 粒
pEGFP-C1 分别转染鸡 DF-1 细胞，36 h 后通过倒置

荧光显微镜观察 GFP-NLRX1 重组蛋白表达，裂解
细胞收集总蛋白，应用本实验室制备的 anti-NLRX1
抗体对 NLRX1 过表达蛋白进行 Western blot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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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与 pEGFP-C1 空载体转染的细胞中荧光
呈 现 出 弥 散 于 整 个 细 胞 相 比 （ 图 4 A ），
pEGFP-NLRX1 重组质粒转染细胞中可见明显聚集
性（图 4 B）
，说明获得了 NLRX1 过表达。继而以
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中蛋白表达，结果显示在转染

171

重组质粒的细胞中可以检测到 NLRX1 的表达，而
在空载体和未转染质粒的对照细胞中未检测到目的
蛋白（图 4 C）
。由此说明，本实验制备的 anti-NLRX1
抗体可以有效识别细胞中 NLRX1 蛋白的表达。

A:空载体转染 DF-1 细胞荧光观察图 B:NLRX1 转染 DF-1 细胞荧光观察图 C: western blot 检测
A: Fluorescence observation of DF-1 cells transfected with pEGFP-C1 vector. B: Fluorescence observation of NLRX1 in DF-1
cells. C: over-expression of NLRX1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图 4 鸡 DF-1 细胞中 NLRX1 蛋白过表达的检测
Figure 4 Analysis of NLRX1 protein overexpression in chicken DF-1 cells

3

讨论

宿主体内存在多种负调控机制可抑制过度免疫
反应对宿主造成伤害，以维持反应的平衡。NLRX1
在先天免疫中发挥负调节作用，有关哺乳动物
NLRX1 调节机制的研究相对深入[15-17,22]，而有关鸡
NLRX1 分子特性和功能方面的研究则明显滞后。本
研究在首次克隆了鸡 NLRX1 全长 cDNA 序列的基
础上（另发表），分析了鸡 NLRX1 原核表达条件及
其诱导特性，为进一步研究鸡 NLRX1 在先天免疫
中作用机制等奠定基础。
外源蛋白表达水平和其生物活性受多种因素影
响，如诱导表达的条件和宿主菌等 [23-24]。因此，在
原核表达系统中表达动物来源蛋白时，诱导温度及
诱导剂浓度的选择非常重要[25-26]。当在较高温度条
件下诱导时，因蛋白表达速度增快，容易造成表达
的蛋白不能正确折叠而形成包涵体[27]。此外，目的
蛋白的分子量越大，二硫键之间的配对和折叠越容
易出错 [28] 。本研究为了提高蛋白可溶性表达的几
率，在分析 NLRX1 抗原性基础上选取 N 端具有良
好的亲水性、抗原指数以及表面可及性的 1 ～164
氨基酸肽段进行截短表达，经 37℃诱导获得了可溶
性表达，为应用亲和层析法大量纯化活性蛋白奠定
基础。据报道，IPTG 对细菌有毒性, 一定范围内

IPTG 浓度会影响细菌的生长和蛋白质的表达[29]。
本研究分别以 0.1～1.25 mmol·L-1IPTG 诱导 NLRX1
融合蛋白的表达，发现以 0.5 mmol·L-1 IPTG 可诱导
相对较高的 NLRX1 全蛋白和截短蛋白的表达水平。
对重组蛋白进行纯化通常采用 Ni2+-NTA 亲和层析
柱和分子筛方法 [30-31]，本研究中采用切胶后结合微
量离心柱方法纯化重组蛋白，方法简便易操作，且
取得了较好的纯化效果。
尽管较单克隆抗体而言，多克隆抗体的特异性
相对较差，但因其具有成本低、周期短的特点，且
目前亲和层析等纯化方法比较成熟，可提高其抗体
的特异性，因此被广泛应用[32]，本研究应用截短蛋
白 rNLRX1-part 作为抗原制备了多克隆抗体，分别应
用原核表达和真核表达的 NLRX1 蛋白与制备的抗
体进行 western blot 检测，两者相辅相成，明确了抗
NLRX1 多克隆抗体具有良好的特异性，为后续进行
鸡 NLRX1 的生物学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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