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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中砷污染物的预测和评估是开展环境保护、人类健康风险评价的重要前提。应用PCR从

大肠杆菌(Eschrichia coil)DH5a基因组扩增得到砷抗性启动子及调控蛋白arsR，并首次将黄色荧光蛋

白(pht'YFP)作为报告基因引入原核生物中构建As抗性全细胞传感器WCB．1l。实验表明，工程菌能够很

好的对As盐应答表达YFP，当工程菌暴露于不同As盐时，表达的黄色荧光呈现时间依赖性和剂量依赖性。

因此，利用所构建的工程菌有望建立起一种廉价、便捷的As污染物检测方法，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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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ediction and assessment about enx,ironmental arsenic pollution were the important preconditions

of advocating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Arsenic—resistant promoter and the

regulatory protein arsR were obtained by PCR from genome of Eschrichia coli DH5a，and for the first time

肋胂P as reporter gene Was introduced prokaryotic E．coli DH5a to construct As resistant whole—cell biosensor

WCB·1 1．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engineered construct presented a good response to As and expression of

YFP,when exposed to different Arsenic，expression of yellow fluorescence showed time-dependent and

dose—dependent．Therefore，by using the engineered construct，an inexpensive and convenient arsenic detection

method is expected to be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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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壤及地下水的砷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主要源于地球化学因素(如火山爆发和侵

蚀风化过程)与人为因素。其中，砷化合物的开采、冶炼及工业排砷是人为污染的主要来源。

研究表明，长期暴露于砷污染环境中可以诱发染色体的不稳定性及氧化性伤害，甚至可能会

诱发神经病变及肝脏损伤，并且增加罹患皮肤癌、膀胱癌、肾脏癌、肺癌及大肠癌的机率【11。

因此，预测和评估毒性类金属砷对环境的影响已成为开展环境保护、人类健康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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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前提之一。传统的物理化学检测方法如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气体氢化

原子吸收光潜法(gaseous hydrid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等易标准化，能够准确的检测

目标污染物的含量，且样品预处理方法简单，但耗时长，检测费用高，较难实现连续在线检

测，最重要的是这类检测方法不能提供有关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数据【21。因此，建立更为便

捷、实时、低成本的检测方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一系列新的检测方法中，生物监测方法，

特别是利用微生物全细胞传感器来检测污染物已成为国际环境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31。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许多微生物都产生了抗砷的生理机制，而这些机制的产生往往由

其遗传学基础所决定【4】。随着分子生物学及分子遗传学的飞速发展，抗砷机制的研究也进入

到分子水平，一些抗砷基因系统相继被发现，其结构和功能也逐渐被摸清。在微生物中，已

经阐明抗砷体系主要为arsB体系，包括arsRDABC操纵子及arsRBC操纵子。arsRDABC操

纵子在木糖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xylosus)质粒R46，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质粒

R773以及多食嗜酸菌AIU301似cidiphilium multivorum AIU301)质粒PKW301中均有发现；

arsRBC操纵子可见于E．coli K一12染色体，Staphylococcus aureus质粒pi258以及木糖葡萄球

菌质粒pSX267等中。通过基因工程等手段将这类抗砷基因与报告基因连接到特定的质粒载

体上，进而转化到宿主菌构建细菌全细胞传感器【5】来检测环境中的砷污染、评价砷的生物有

效性，国际上已有大量文献报道[6’9】。

在上述研究中，全细胞传感器大多采用的报告基因是lacZ，加或IuxCDABE等，它们
在具有自身优势的同时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足凹1，而这些缺点或多或少制约了全细胞传

感器的应用。因此，发展和寻找新的报告基因也成为构建更为稳定、可视和广宿主的微生物

全细胞传感器的技术手段之一。YellowphiYFP是从水螅纲(Hydrozoa)杯水母(Phialidium sp．)

中分离得到的一种GFP的黄色荧光突变体，其发色团结构类似于

GFP，但由于某些位点残基的改变使得phtArFp荧光发色团成熟时间更短，荧光蛋白更为稳

定[10】。

然而，phiY-FP作为报告基因在宿主中的表达研究大多都集中到其在真核哺乳动物细胞

的表达【111，本研究首次将phiYFP引入原核细菌并使其成功表达。应用PCR方法从

phi—Yellow．PRL克隆YFP报告基因，通过限制性酶切等操作连接到本实验室所构建的

pucl 8一luc载体上得到中间载体T7-pucl8一yfp，同时引入源自于E．coli DH5a基因组上的arsR及

其启动子，最终构建出一个新的表达载体ars．pucl8．yfp，42℃热激转化至：lJE．coli DH50t。用．8 uM

砷酸盐(亚砷酸盐)30℃诱导2 h后，传感器菌株发出黄色荧光。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

1．1．1菌种和质粒

表1．1菌株和质粒

Tablel·1 Strains and plasmids

菌种／质粒 相关基因型 菌种来源

(Strains／Plasmids) (Related genotypes) (Source ofstrain)

D吼 ^髹臀笔渚裟{篇缭盒徽。 本室保藏

BL21(DE3)hsdS gal(Xclts857 indl Sam7 nin5 lac UV-5．T7基因11 本宅保藏

pRSETB Ampr 本事保藏

Pucl 8-luc Amp‘ 本事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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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酶和试剂：

Vent DNA聚合酶、限制性内切酶、热敏磷酸酶、T4DNA连接酶均购自NEB，E．Z．N．A．Gel

Extraction Kit、E．Z．N．A．Cycle—Pure Kit购自OMEGA，B型质粒小样快速提取试剂盒购自

BioDev，其它化学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1．1．2 培养基和溶液：

1)LB培养基的配置参照文献[12】配置；

2)氨苄、卡那溶液配置：19氨苄青霉素钠盐(或硫酸卡那霉素)溶于10 mL超纯水中，

用0．25“m无菌滤膜过滤除菌分装待用，使用时氨苄100灿／仃lL，卡那30皿，／rIlL。

1．2 方法

1．2．1 基因操作：

质粒DNA通过B型质粒小样快速提取试剂盒(BioDev)提取获得，PCR扩增、限制性酶

切、质粒载体的去磷酸化、连接和转化等参照【16】，而PCR产物的纯化、双酶切产物的回收

均采用试剂盒法(OMEGA)

1．2．2 工程菌株的培养及鉴定：

吸取化学转化后复苏的培养物100此涂布于含有100 rtg／n[1L的氨苄(Amp)抗性LB固体

平板，37"C恒温培养箱中培养12—16 h。随机挑取几个单菌落于装有5 mL LB液体培养基

(Ampl00 I．tg／mL)37"C、225 r／min振荡培养至菌生长到对数中期(0．6-1．O)，提取质粒PCR

扩增、酶切验证，同时送样子北京奥科生物公司测序。验证无误后，用80％灭菌甘油保藏菌

种。

1．2．3 工程菌的诱导培养：

挑取单菌落于LB液体培养基(Ampl00 I．tg／mL)37℃、225 r／min振荡培养过夜；将过

夜培养物用新鲜的LB液体培养基(Ampl00 rtedmL)按1：50稀释后37。C、225 r／min振荡

培养至OD600达到0．6；然后于菌液中添加不同浓度的砷酸盐、亚砷酸盐30"C、200 r／min诱

导。 ．

1．2．4 YFP荧光的显微镜观察：

传感器菌株在正置荧光显微镜(Axioskop 40FL，Zeiss，Germanny)物镜100x 1．300il下

清晰可视，但是YFP荧光的观察需借助于绿光激发滤光片(Excitation Filter EX510／IO Bin,

BIO-RAD，USA)

1．2．5 YFP荧光的检测：

传感器菌株对砷的应答是通过报告基因YFP的荧光信号来反应的，而YFP荧光信号强弱

的检测需要使用全波长扫描多功能酶标仪(Varioscan Flash with dispenser，Thermo，USA)。

Ⅵ巾荧光的激发波长设置在5 17 nm，发射波长设置在557 nlll，以未加入砷诱导物的工程菌作

为本底对照来检测Ⅵ'P荧光的表达水平。

1．2．6 工程菌株生长曲线测定：

挑取普通DH5a及含有ars-pucl8．yfp质粒的工程菌于两个50 mL LB液体培养基qb3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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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r／min过夜培养(岔有1=程荫单克降的。角瓶中加入50 RLAmp溶液)直年01)600达到I

为JI：。过仪坫算物按1％的接种艟转接到新鲜的LB液体培养丛中37"C、250 r／min继续培养，

㈣叶加入小问浓度的As(111)、As(V1，川隔一定的时问，日II h、2 h、3 h、4h、5 h、6 h、7 h、

sh、9hJi删茼液血600 Nm处的浊度。缚次测景做个m复。

2结果

2 I 报告基因YFP的克隆

咀phi．Yellow-piLL为桃板．在上游插八一个sD序列(AAGGAG)，下游加t三联体终

止密码子(CTATCATTA)，蚪分别引入Xho I、BamHI酶纠位点。具体序列为上游

5'-ACTGfYfCGAGAAGGAGATATACATATGAGCAGCGGCGCC一3’，下游

5‘TGAGGGATCCCTATCATTATCACAGGTAGGTCTTGCG-3’。PCR产物双酶切后．连接到

经柑同酶切后的载体pucl 8-luc后，转化到BL2I(DE3)中，挑取阳性克隆命名为T7-pucl8，审。

2 2 a6 pucI 8-y印表达载体的构建

以Eschrichia coli DH5a为模板，设¨上下游引物【l划，井引^台适的酶圳位点Sac I、

Xho】PcR打J竹arsR及其启动子Jr450 bp。双酶tJJPCR产物及T7-puclg-y币后队合适的摩尔比

连接，产牛个新的重组质精ars-pucl8-yfp，井转化到￡coliDHSa中，由此得剑舡抗性全细

胞传感器WCB．11。档个拽体的构建过枰如罔l所示。

0H5fl}。H“!口OIp 4。a『；R，q50bm

刚I砷执性e细胞传感嚣WCB．11的椅硅

Fig Constructionofthcw}lole cell⋯r ofAs⋯I⋯

2 3 重组质粒的酶切及PCR筛选验证

利用B型质粒小样快速提取试剂盒(BioDev)从工程菌株DHSa(ars-pucl8-yfp)提取重

组质粒afs—pucl8-yrp Ji，用ars'jl物PCR扩增鉴定．同时用印mHl酶切辅以验证(蚓2)，筛选

阳性克降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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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2 PCR＆BamHI酶切结果

Fig 2 ResultsofpUR andthe digestion ofBamHl

n：A PCR结粜(an O 45 kb){B Bamtl】酶∞(a[5-pucl8-y$3 7 kb)

Note：A=Resull of PCR(a^0 45 Kb)，B=Digestion ofBamHI(ars pucl 8 y巾3 7 kb

2 4 工程菌株的诱导表达鉴定

2．4 I 上程苗株诱,导YFP的表达：

工程菌株对As褂i!答『】f通过正置荧光显微镜检测，自l圈3所币。

圈3 DH5n‘a“puelS-yfp)敛光Ⅱ微镜照片

Fig 3 Fluores。cntmicm scopleal phom ofDllfa(ars·pucl 8-y币)

汁：肚大倍＆100vI 300il

Note：Magnificationlimes：100x1 300il

2,4 2 诱导时间对荧光采达的影响：

按材料方法所示，工程苗在加入5州As(II])，As(V)盐诱导后小同的时削段内荧光强
度有所变化。DH5a(ars—pucl8一y巾)经这两种As盐防甘后荧光；茧度的变化表现出一种ntM

依赖性(图4)，并H苗林表现⋯的}f带荧光值很低，刈照(Contr01)为小加仃何砷盐的r程

荤|姗|薹姗㈣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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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_．卜Control!

—·．_一As3+

—，卜As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Time(h)

图4黄色荧光的时间依赖性诱导

Fig．4 Time—dependent induction ofyellow fluorescence

2．4．3 诱导浓度对荧光表达结果的影响：

从图3可知，2 h诱导产生的荧光强度足以进行此部分实验。在工程菌中加入不同浓度

的As(III)，As(V)盐诱导，荧光强度随着诱导浓度的增加表现出剂量依赖性(图5)。但是，

这种应答并不是线性的，而足呈抛物线型，随着As(III)浓度的增加，荧光强度逐渐增大，但

是当达到8¨M时荧光达到最大值，此后随着浓度的增加，荧光强度反而减小；而当As(V)

浓度达到25 phi后荧光强度随浓度的增加而减小这种趋势才会出现。

怒 25，

S 15
C

S lo
∞

o

苔 5

3

2 0
o ∞ H ∞ H N 甘 co ∞ o ∞o L。 o o o

o ． ． H N∞ h o∞ o
．o o H N o
o H

concentration(u M)

+诱导

+诱导

图5黄色荧光的剂量依赖性诱导

Fig．5 Dose-dependent induction ofyellow fluorescence

2．5 工程菌株的生长曲线测定

将DH5a(ars．pucl8．yfp)与普通DH5a的同样条件培养后(但是含有传感器质粒的菌

株培养基要加抗生素)绘制生长曲线(图6)，如图所示，质粒载体ars．pucl8．yfp的插入对

菌株DH5a影响不大，仅仅是稳定期的到来滞后1 h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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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

§2
1

0

—t卜一DH5 Q

+DH5 Q(ars-puc l 8一YfP)

0 1 2 3 4 5 6 7 8 9

time(h)

图6 DH5a(ars-pucl8．yfp)的生长曲线

Fig．6 Growth cul've ofDH5a(ars-puc 1 8-yfp)

2．5．1 工程菌的耐受性检测：

挑取单菌落于LB液体培养基(Amp 100州mL)37。C、225 r／min振荡培养过夜使OD600

达到0．6后；按5％的接种量接入上述培养液，并加入不同浓度As(IlI)，As(V)盐、250斗M

的不同As盐37℃、250 r／min培养，间隔一定时间后比浊测定，绘制生长曲线图(图6一l，

6．2，6．3)，当砷盐浓度小于100州时，工程菌对As(111)和As(V)耐受性是大致相同的；
但是当砷盐浓度大于或等于2501xM时，工程菌对As(V)的耐受性要强于As(111)。

4
—

3

砉2
l

0

O l 2 3 4 5 6 7 8 9

time(h)

-—●-一0 u M

—1卜10u M

—．．100ti M

—弘250u M

—·古-750U M

—扣lmM：

图6．1不同As3+浓度下工程菌株的生长曲线图

Fig．6-1 Growth curves of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As3+project 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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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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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O．5

O

O 1 2 3 4 5 6 7 8 9

time(h)

2 ‘

。

1·5

o

§ ·

0．5

O

—-一0p M

—★～10uM

—．一100U M；

—扣250u MI

—1卜750uM{
—J鲁一ImM

图6．2不同As5+浓度F工程菌株的生长曲线图

Fig．6-2 Growth curve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As5+project strains

0 1 2 3 4 5 6 7 8 9

time(h)

J。。。。。。。。。。。。。。。。。一。'_。●1_●。。。。。。。。。。。。。。。。。。。。。。，。。。。。‘‘。1’1。。。。。。。。。。一
j—D—As3+(250“M)}

‘——卜As5+(250pM)j

图6—3不同As盐诱导下T程菌株的生长曲线图

Fig．6-3 Growth curves ofAs3+／As5+project strains

3讨论

3．1 phiYFP的评价

本研究以黄色荧光蛋白phiYFP为报告基因构建了表达载体ars-pucl8-y印，成功的表达

了E．coli DH5a基因组上的ars基因，利用其对As的应答，诱导Ⅵ1P的表达，为下一步实

测环境中As污染物打下坚实基础。

由图4可知，随着时间的变化，工程菌的本底表达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并且荧

光蛋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稳定。因此，作为咖一like家族中的一员功除了保留了咖原有
的优点(热稳定)外，还较好的改进了．咖本底表达较高的缺点(相关对比结果本文章未标
出)。也就是说，这种黄色荧光As传感器菌株的检测阈值很可能较低，从而提高检测灵敏

度。

近年来，国际上已报道的全细胞传感器所采用的报告基因大多为g／p,luc,lux,lacZ等，

表3．1¨41总结了这些报告基因的特点。由于报告基因的不足，部分制约了传感器菌株的实

际应用，从这个角度出发，本研究采用一种新型的报告基因YellowphiYFP来检测砷特异性

启动子对砷的应答，有望建立一种便捷、方便、廉价的环境中砷污染物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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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用于构建细菌传感器的几种报告基因的特点

Table3一l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ly used reporter genes for bacterial biosensors

3．2工程菌株的特点

类似于其它文献所报道的传感器工程菌株。7，10。，本研究中诱导剂的浓度及诱导时间对

菌株的荧光强度影响很大，表现出时问依赖性及剂量依赖性。除此之外，宿主菌的不同，培

养基的成分、荧光检测时的细菌量等均会影响荧光表达的强度。研究表明，arsRBC对As(V)

的应答首先是arsC编码的砷酸盐还原酶将As(V)还原成As(III)，然后再通过As(111)与抑

制子的结合启动下游基因的表达【”】。由于本研究中构建的质粒表达载体只含有arsR及启动

子而无arsC基因，因此，工程菌DH5ct(ars．pucl8-yfp)对As(V)的应答应源自于DH5a

基因组(含有arsRBC抗性系统)。

在本研究中， ars．pucl8-yfp表达载体的插入对菌株的牛长影响不大。众所周知，带有

外源DNA的质粒载体转化到大肠杆菌细胞以后，会产牛一系列生理效应，影响自身的稳定

性。特别是表达型的质粒载体，外源基因的表达会使宿主细胞的生长速率下降。但是，由于

外源蛋白加的表达水平并不太高，致使其对宿主细胞的生长及稳定性影响不大。从这个角

度讲， 加可作为一种典型的标记物用于微生物全细胞传感器的研究。

另外，不同的As盐及浓度却对菌株的生长曲线影响很大，As盐浓度越大，对菌株的

毒性越强，这一系列变化的浓度数值为我们下一步实测砷污染物提供了一个临界阈值(砷污

染物的浓度必须控制在不对菌的生长产生明显的抑制范围以内)。同时，我们也发现砷抗性

工程菌对As(V)的耐受性要明显高于As(111)。至于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因此菌株对不

同As盐耐受性机制的研究将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侧重点。

4结论

本研究中砷抗性质粒的构建是基于质粒载体T7一pucl8-yfp，包含(1)一种新型报告基因

-phiYFP；(2)砷抗性应答元件．arsR及其启动子。由于引入了SD序列(AAGGAG)及三联

体终止密码子(CTATCATTA)使得DH5ct(ars—pucl8-yfp)成功的表达出黄色荧光。本研究

首次使phiYFP成功的在原核细菌中得以表达并用于As的检测，实验表明，DH50t

(ars．pucl8．yfv)能够很好的对As应答表达YFP；当暴露与不同砷盐时，工程菌的荧光表

达显示出时间依赖性和剂量依赖性。此外，非致病菌DH5ct(ars．pucl8-yfp)对As(111)和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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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的耐受性不同(浓度2250州)。冈此，利用本研究所构建的全细胞传感器WCB—ll
有望建立一种廉价、便捷的As污染检测方法，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一其它此类传感器一样，本研究所构建的DH50t(ars—pucl8．yfp)As抗性全细胞传感器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重现性、特异性、精确度等。尽管如此，相较于传统的物理化学检

测方法，生物传感器的使用能提供一些环境监测更好的依据。并且，由于成本低廉、操作简

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相信其不足之处定会得以克服，而全球对环境中砷污染的持

续关注也会将会使微生物伞细胞传感器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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