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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效异源表达碱性蛋白

酶的基因工程菌，是利用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的启动子与信号肽组合与克劳氏芽孢

杆菌碱性蛋白酶基因aprE构建重组表达载体，并

转入枯草芽孢杆菌宿主WB600中，最终电转到解

淀粉芽孢杆菌CGMCC No.11218中，获得重组基因

工程菌。利用该基因工程菌发酵生产的重组碱性

蛋白酶的摇瓶发酵活力达到20000U/mL，是原始

启动子P43和信号肽SPSacB组合的2.8倍，在5L罐放

大实验，该重组菌株酶活达到60000U/mL，为实现

碱性蛋白酶的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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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异源表达碱性蛋白酶的基因工程菌，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因工程菌是利用

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的启动子与信号肽组合与克劳氏芽孢杆菌碱性蛋白酶基因

aprE构建重组表达载体，并转入枯草芽孢杆菌宿主WB600中，最终电转到解淀粉芽孢杆菌

CGMCC  No.11218中，获得重组基因工程菌。

2.如权利要求1所述高效异源表达碱性蛋白酶的基因工程菌，其特征在于，所述表达载

体为pWB980。

3.权利要求1或2所述基因工程菌的构建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合成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的启动子和信号肽组合Ply-2+SPVpr；

2)以克劳氏芽孢杆菌基因组为模板，根据GenBank:FJ940727.1克隆得到碱性蛋白酶基

因aprE；

3)Ply-2+SPVpr与aprE片段经相同酶切后连接，连接产物纯化后克隆到pWB980表达载体

上，转入枯草芽孢杆菌WB600细胞中构建重组菌；

4)提取出步骤3的重组菌的质粒，电转入解淀粉芽孢杆菌CGMCC  No.11218中构建重组

菌。

4.权利要求1或2所述基因工程菌用于发酵生产碱性蛋白酶的用途。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因工程菌于37℃，220r/min发酵培养，

发酵液中重组碱性蛋白酶的酶活达到20000U/mL或60000U/mL。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所用的发酵培养基组成：玉米粉

64g/L，豆饼粉40g/L，磷酸氢二钠4g/L，磷酸二氢钾0.3g/L，高温淀粉酶0.7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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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异源表达碱性蛋白酶的基因工程菌及其构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微生物基因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能够高水平异源表达碱性蛋

白酶的基因工程菌及其构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碱性蛋白酶(Alkaline  protease)，一类能够催化水解肽键的酶，其活性中心含丝

氨酸，又称丝氨酸蛋白酶，在pH值偏碱性范围内水解蛋白质肽键的酶类，它不但能水解肽

键，还具有水解酰胺键、酯键以及转酯和转肽的功能。这类酶广泛存在于动物胰脏、细菌、霉

菌中,酶活性可受到二异丙基磷酰氟(DFP) ,苯甲基磺酰氟(PMSF)和马铃薯抑制剂(PI)等的

专一性抑制。

[0003] 碱性蛋白酶在食品、洗涤及制革等行业中有着广泛的用途。由于微生物蛋白酶均

为胞外酶，与动、植物源蛋白酶相比具有下游技术处理相对简单、价格低廉、来源广、菌体易

于培养、产量高、高产菌株选育简单、快速、具有动植物蛋白酶所具有的全部特性，且相对中

性蛋白酶具有更强的水解能力和耐碱能力，有较大耐热性且有一定的酯酶活力，易于实现

工业化生产。

[0004] 枯草芽孢杆菌作为一种革兰氏阳性细菌,由于其具有非致病性、分泌蛋白能力强

的特性和良好的发酵基础及生产技术,是目前原核表达系统中表达和分泌外源蛋白的理想

宿主,成为原核表达系统中的一种重要的模式菌株。

[0005] 并且芽孢杆菌具有以下优点：(1)在工业生产中，一般要求菌株对健康或环境无毒

无害，芽孢杆菌中除了炭疽芽孢杆菌和腊样芽孢杆菌的少数菌株外，几乎都没有致病性；

(2)芽孢杆菌为革兰氏阳性菌，细胞壁组成简单，便于蛋白的分泌，并且不含有热源性脂多

糖；(3)分子生物试验中所用的很多噬菌体和质粒都可作为其转化的工具，且重组DNA比较

容易转入；(4)蛋白被直接分泌到胞外的培养基中，不会积聚，有利于蛋白的下游回收和纯

化，降低整个生产链的操作成本；(5)芽孢杆菌为单细胞生物，在发酵过程中可以达到很高

的细胞密度，且培养基相对比较简单，成本低、产出高，符合工业生产的要求。

[0006] 启动子是细菌中基因表达的必需调控元件，通过启动子的优化，来提高外源蛋白

的分泌量，从而实现外源蛋白的高效表达。信号肽也是构建各种表达系统、实现异源基因表

达的基础。因此，筛选启动子和最优信号肽，是介导蛋白酶基因的表达并提高碱性蛋白酶产

量非常有效的方法。专利申请CN107200772A公开了一种优化角蛋白酶高校分泌表达的信号

肽及其应用，此信号肽是通过对来源于枯草芽孢杆菌的三种信号肽改造获得，通过在角蛋

白酶Ker的N端融合此信号肽，使重组枯草芽孢杆菌的角蛋白酶分泌效率显著提高，其胞外

角蛋白酶酶活提高了3.39倍。专利申请CN104312933A公开了一种优化信号肽提高胰蛋白酶

胞外分泌表达的方法，通过与胰蛋白酶融合表达8种毕赤酵母胞外分泌信号肽，甲醇诱导启

动子(pAOX)在Pichiapastoris  GS115染色体上表达重组胰蛋白酶，该αmf信号肽与原始的

α-factor信号肽相比，胰蛋白酶酶活提高了2.75倍，解决了胰蛋白酶胞外分泌量低的问题。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10144319 A

3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高效表达碱性蛋白酶的基因工程菌。本发明可以有效地提

高异源碱性蛋白酶的表达量，且方法简单、操作易行、表达稳定，适用于解淀粉芽孢杆菌的

表达系统。

[0008] 本发明用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高效异源表达碱性蛋白酶的基因工程菌，是利用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1

所示的启动子与信号肽组合与克劳氏芽孢杆菌碱性蛋白酶基因aprE构建重组表达载体，并

转入枯草芽孢杆菌宿主WB600中，最终电转到解淀粉芽孢杆菌CGMCC  No.11218中，获得重组

基因工程菌。

[0010] 所述克劳氏芽孢杆菌碱性蛋白酶基因aprE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所示。

[0011] 所述表达载体为pWB980。

[0012] 所述基因工程菌的构建步骤概述如下：

[0013] 1)合成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的启动子和信号肽组合Ply-2+SPVpr；

[0014] 2)以克劳氏芽孢杆菌基因组为模板，根据GenBank:FJ940727.1克隆得到碱性蛋白

酶基因aprE；

[0015] 3)Ply-2+SPVpr与aprE片段经相同酶切后连接，连接产物纯化后克隆到pWB980表达

载体上，转入枯草芽孢杆菌WB600细胞中构建重组菌；

[0016] 4)提取出步骤3的重组菌的质粒，电转入解淀粉芽孢杆菌CGMCC  No.11218中构建

重组菌。

[0017] 所述基因工程菌应用于发酵生产重组碱性蛋白酶，摇瓶发酵培养48h后发酵液中

重组碱性蛋白酶的活性最高为20000U/mL，是原始启动子P43和信号肽SPSacB组合表达活性的

2.8倍。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通过筛选143种芽孢杆菌属来源的信号肽高效异源表达克劳氏芽孢杆菌碱

性蛋白酶，并通过与启动子Ply-2组合后进一步提高蛋白酶表达量，方法简单易行，适用于枯

草芽孢杆菌系统和解淀粉芽孢杆菌系统，信号肽优化后的克劳氏芽孢杆菌碱性蛋白酶表达

活性最高提高了2.8倍。为介导解淀粉芽孢杆菌表达系统中异源碱性蛋白酶基因的表达奠

定基础，推动碱性蛋白酶的高效表达及工业化生产。

附图说明

[0020] 图1：克劳氏碱性蛋白酶基因重组表达载体图谱。

[0021] 图2：对照重组载体图谱。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方案叙述本发明。除非特别说明，本发明中所用的技术手段

均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公知的方法。另外，实施方案应理解为说明性的，而非限制本发明的

范围，本发明的实质和范围仅由权利要求书所限定。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背离本

发明实质和范围的前提下，对这些实施方案中的物料成分和用量进行的各种改变或改动也

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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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本发明所用培养基及酶活测定方法：

[0024] 种子培养基：酵母粉5g/L，蛋白胨10g/L，氯化钠5g/L；

[0025] 发酵培养基：玉米粉64g/L，豆饼粉40g/L，磷酸氢二钠4g/L，磷酸二氢钾0.3g/L，高

温淀粉酶0.7g/L。

[0026] 枯草芽孢杆菌感受态制备培养基：

[0027] SP-A盐溶液：(NH4)2SO4  4g/L，K2HPO4·3H2O  28g/L，KH2PO4  12g/L，柠檬酸钠2g/L；

[0028] SP-B盐溶液：MgSO4·7H2O  0.4g/L；

[0029] 100×CAYE溶液：酪蛋白水解物20g/L，酵母粉100g/L；

[0030] SPI(200mL)：SP-A盐溶液98mL，SP-B盐溶液98mL，50％葡萄糖2mL，100×CAYE  2mL；

[0031] SPII培养基(600mL)：SPI  588mL，50mmol/L  CaCl2  6mL，250mmol/L  MgCl2  6mL；

[0032] 100×EGTA溶液：10mmol/L  EGTA溶液。

[0033] 解淀粉芽孢杆菌感受态制备培养基：

[0034] LBS培养基：酵母粉5g/L，蛋白胨10g/L，氯化钠5g/L，山梨醇9.1085g/L；

[0035] 复苏培养基：酵母粉5g/L，蛋白胨10g/L，氯化钠5g/L，山梨醇9.1085g/L，甘露醇

6.92246g/L。

[0036] 本发明所用碱性蛋白酶酶活力测定方法参照GB/T  23527-2009附录B福林酚法进

行，即1个酶活力单位(U/mL)定义为1mL酶液在40℃、pH  10.5条件下反应1min水解酪蛋白产

生1μg酪氨酸所需要的酶量。

[0037] 实施例1：

[0038] 信号肽的筛选与组合。

[0039] 利用NCBI数据库并通过在线分析软件SignalP  5.0Server和TatP  1.0Server预测

获得芽孢杆菌来源的143种信号肽，分别与启动子Ply-2(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2所示)组

合合成。根据GenBank:FJ940727.1的碱性蛋白酶基因的核苷酸序列设计引物，以克劳氏芽

孢杆菌基因组为模板，PCR扩增碱性蛋白酶基因aprE，纯化回收，测序，测序结果经过在NCBI

上比对与GenBank:FJ940727.1的碱性蛋白酶基因同源性为100％。以碱性蛋白酶基因为报

告基因，筛选获得一种最优的启动子与信号肽组合Ply-2+SPVpr(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1

所示)，并实现了克劳氏芽孢杆菌来源的碱性蛋白酶在解淀粉芽孢杆菌宿主中的高效异源

表达。

[0040] 所用引物序列及酶切位点如下表：

[0041]

[0042] 扩增目的基因时所用的反应体系为50μL，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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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aprE的退火温度是58℃，延伸时间与基因长度对应，反应程序如下：

[0045]

[0046] 实施例2：

[0047] 重组碱性蛋白酶基因工程菌的构建。

[0048] 含启动子和信号肽组合片段Ply-2+SPVpr的质粒被试剂盒回收后，双酶切(EcoRⅠ-

HindⅢ)回收片段。碱性蛋白酶aprE基因经PCR扩增纯化后经双酶切(HindⅢ-SphⅠ)回收。将

启动子和信号肽组合片段Ply-2+SPVpr、碱性蛋白酶基因aprE通过连接酶连接到经双酶切

(EcoRⅠ-SphⅠ)的pWB980表达载体上(如图1所示)，转化枯草芽孢杆菌WB600。此外，将纯化后

的碱性蛋白酶基因片段克隆到双酶切(HindⅢ-SphⅠ)pWB980表达载体上，利用其原始启动

子P43和信号肽SPSacB构建重组质粒作为对照(如图2所示)，后续构建相同宿主的表达。

[0049] 酶切体系如下：

[0050]

[0051] pWB980表达载体的酶切及与目的基因的连接：

[0052] (1)提取pWB980质粒，然后根据所需要的限制性内切酶双酶切质粒，酶切条件37

℃、2h；

[0053] (2)对酶切目的片段进行胶回收纯化；

[0054] (3)将回收好的目的片段和pWB980片段连接，连接条件：16℃，6h或过夜连接，连接

体系如下：

[0055] 目的片段                      4.5μL

[0056] 线性pWB980片段                0.5μL

[0057] Solution  I                    5.0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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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枯草芽孢杆菌WB600化转方法：

[0059] (1)挑取新活化的枯草芽孢杆菌WB600单菌落于5mL  LB液体培养基中，37℃，220r/

min，过夜培养；

[0060] (2)取100μL培养液转接至5mL  SPI培养基中，37℃，220r/min培养至对数生长末期

OD600＝1.2(约3–4h)；

[0061] (3)取200μL生长至对数期末的培养液至2mL  SPII培养基中，37℃，100r/min培养

1.5h；

[0062] (4)在上述SPII培养基的菌体中加入20μL  10mmol/L  EGTA，37℃，100r/min培养

10min；

[0063] (5)加入连接产物，37℃，100r/min培养30min；

[0064] (6)调节转速至220r/min，继续培养1.5h，取菌液涂布于含有100μg/mL卡那霉素的

LB筛选平板，37℃培养12h，筛选阳性转化子进行验证。

[0065] 实施例3：

[0066] 重组碱性蛋白酶基因工程菌在解淀粉芽孢杆菌的构建。

[0067] 提取在WB600中的重组质粒。

[0068] 解淀粉芽孢杆菌CGMCC  No.11218电转方法：

[0069] (1)75％酒精清洗电转杯，在紫外下照射20min以上，并在冰上预冷。

[0070] (2)将100μL感受态和10ng质粒DNA混合加入电转杯，冰上放置2min。

[0071] (3)2500V电击，电击时间一般为4-6ms.

[0072] (4)电击后立即加入1ml复苏培养基，37℃，复苏3h。涂板，37℃培养箱培养。

[0073] 实施例4：

[0074] 重组碱性蛋白酶基因工程菌的表达及分析。

[0075] 将新鲜平板上的重组基因工程菌(Ply-2+SPVpr和P43+SPSacB)的单菌落分别接入50mL

卡那霉素抗性种子培养基中，37℃、220r/min振荡培养12h，以2％的接种量转接于含有卡那

霉素抗性的发酵培养基中，于37℃、220r/min发酵培养48h。

[0076] 按照国家标准GB/T  23527-2009附录B福林酚法测定重组基因工程菌发酵上清液

中碱性蛋白酶的酶活，经测定48h各重组菌发酵上清液中重组碱性蛋白酶活力达到最高。测

定重组碱性蛋白酶的酶活，与对照组P43和SPSacB组合的重组菌株酶活(7154U/mL)相比，本发

明构建的Ply-2+SPVpr重组菌株表达碱性蛋白酶的活性最高达到20000U/mL，是对照重组菌的

2.8倍。

[0077] 实施例5：

[0078] 重组碱性蛋白酶基因工程菌的放大实验。

[0079] 挑取平板上的重组菌(Ply-2+SPVpr)单菌落接入100mL含50μg/mL卡那霉素的LB液体

培养基中，37℃，220r/min。培养4h后，以2％的接种量转接到100mL的发酵培养基中，37℃，

220r/min，培养8h后，以2％的接种量转接到装液量为3L的5L发酵罐进行放大实验。发酵培

养过程中控制发酵罐中溶氧量为40％以上，搅拌速度为600rpm-700rpm，温度为37℃；当pH

＝7的时候开始补料(补料培养基：棉籽蛋白50g/L，糊精300g/L)，初始补料量为100g/h，整

个发酵期间通过补料来控制DE值为15mg/mL-18mg/mL。发酵前期适当添加消泡剂来控制发

酵过程中泡沫的产生。每隔两个小时取样，福林酚法测酶活。测得重组菌株(Ply-2+SPVpr)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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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蛋白酶酶活在发酵56h后酶活达到最大为60000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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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表

<110> 天津科技大学

<120> 高效异源表达碱性蛋白酶的基因工程菌及其构建方法

<141>  2019-04-24

<160>  3

<170>  SIPOSequenceListing  1.0

<210>  1

<211>  689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1

cattatgttt  gaatttccgt  ttaaagaatg  ggctgcaagc  cttgtgtttt  tgttcatcat  60

tatcttatat  tactgcatca  gggctgcggc  atccggaatg  ctcatgccga  gaatagacac  120

caaagaagaa  ctgcaaaaac  gggtgaagca  gcagcgaata  gaatcaattg  cggtcgcctt  180

tgcggtagtg  gtgcttacga  tgtacgacag  ggggattccc  catacattct  tcgcttggct  240

gaaaatgatt  cttcttttta  tcgtctgcgg  cggcgttctg  tttctgcttc  ggtatgtgat  300

tgtgaagctg  gcttacagaa  gagcggtaaa  agaagaaata  aaaaagaaat  catctttttt  360

gtttggaaag  cgagggaagc  gttcacagtt  tcgggcagct  ttttttatag  gaacattgat  420

ttgtattcac  tctgccaagt  tgttttgata  gagtgattgt  gataatttta  aatgtaagcg  480

ttaacaaaat  tctccagtct  tcacatcggt  ttgaaaggag  gaagcggaag  aatgaagtaa  540

gagggatttt  tgactccgaa  gtaagtcttc  aaaaaatcaa  ataaggagtg  tcaagattga  600

aaaaggggat  cattcgcttt  ctgcttgtaa  gtttcgtctt  attttttgcg  ttatccacag  660

gcattacggg  cgttcaggca  gctccggct  689

<210>  2

<211>  59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

<400>  2

cattatgttt  gaatttccgt  ttaaagaatg  ggctgcaagc  cttgtgtttt  tgttcatcat  60

tatcttatat  tactgcatca  gggctgcggc  atccggaatg  ctcatgccga  gaatagacac  120

caaagaagaa  ctgcaaaaac  gggtgaagca  gcagcgaata  gaatcaattg  cggtcgcctt  180

tgcggtagtg  gtgcttacga  tgtacgacag  ggggattccc  catacattct  tcgcttggct  240

gaaaatgatt  cttcttttta  tcgtctgcgg  cggcgttctg  tttctgcttc  ggtatgtgat  300

tgtgaagctg  gcttacagaa  gagcggtaaa  agaagaaata  aaaaagaaat  catctttttt  360

gtttggaaag  cgagggaagc  gttcacagtt  tcgggcagct  ttttttatag  gaacattgat  420

ttgtattcac  tctgccaagt  tgttttgata  gagtgattgt  gataatttta  aatgtaagcg  480

ttaacaaaat  tctccagtct  tcacatcggt  ttgaaaggag  gaagcggaag  aatgaagtaa  540

gagggatttt  tgactccgaa  gtaagtcttc  aaaaaatcaa  ataaggagtg  tcaaga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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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3

<211>  1171

<212>  DNA

<213> 克劳氏芽孢杆菌(Bacillus  clausii)

<400>  3

atgaggaggg  aaccgaatga  agaaaccgtt  ggggaaaatt  gtcgcaagca  ccgcactact  60

catttctgtt  gcttttagtt  catcgatcgc  atcggctgct  gaagaagcaa  aagaaaaata  120

tttaattggc  tttaatgagc  aggaagctgt  cagtgagttt  gtagaacaag  tagaggcaaa  180

tgacgaggtc  gccattctct  ctgaggaaga  ggaagtcgaa  attgaattgc  ttcatgaatt  240

tgaaacgatt  cctgttttat  ccgttgagtt  aagcccagaa  gatgtggacg  cgcttgaact  300

cgatccagcg  atttcttata  ttgaagagga  tgcagaagta  acgacaatgg  cgcaatcagt  360

gccatgggga  attagccgtg  tgcaagcccc  agctgcccat  aaccgtggat  tgacaggttc  420

tggtgtaaaa  gttgctgtcc  tcgatacagg  tatttccact  catccagact  taaatattcg  480

tggtggcgct  agctttgtac  caggggaacc  atccactcaa  gatgggaatg  ggcatggcac  540

acatgtggcc  gggacgattg  ctgctttaaa  caattcgatt  ggcgttcttg  gcgtagcgcc  600

gagcgcggaa  ctatacgctg  ttaaagtatt  aggggcgagc  ggttcaggtt  cggtcagctc  660

gattgcccaa  ggattggaat  gggcagggaa  caatggcatg  cacgttgcta  atttgagttt  720

aggaagccct  tcgccaagtg  ccacacttga  gcaagctgtt  aatagcgcga  cttctagagg  780

cgttcttgtt  gtagcggcat  ctgggaattc  aggtgcaggc  tcaatcagct  atccggcccg  840

ttatgcgaac  gcaatggcag  tcggagctac  tgaccaaaac  aacaaccgcg  ccagcttttc  900

acagtatggc  gcagggcttg  acattgtcgc  accaggtgta  aacgtgcaga  gcacataccc  960

aggttcaacg  tatgccagct  taaacggtac  atcgatggct  actcctcatg  ttgcaggtgc  1020

agcagccctt  gttaaacaaa  agaacccatc  ttggtccaat  gtacaaatcc  gcaatcatct  1080

aaagaatacg  gcaacgagct  taggaagcac  gaacttgtat  ggaagcggac  ttgtcaatgc  1140

agaagcggca  acacgctaat  caataataaa  a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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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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