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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蛋白样生物材料的制备及性质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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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组织工程器官重建因不同的用途而对材料的弹性、刚度、生物活性等有一系列的需求，但

当前所应用的材料多难以同时满足，例如弹性材料聚乙二醇双丙烯酸酯等高分子材料并不具备

较高的生物活性，而生物材料胶原等生物活性好而弹性较差。弹性蛋白( elastin) 作为广泛存在

于动物体内的一种弹性极佳的功能蛋白，因其可承受较大形变而不破坏本身结构，故应用于弹

性器官的组织工程重建中。为获得高生物活性的弹性蛋白样多肽 ( elastin-like polypeptides，
ELP) ，根据其基本重复单元 Val-Pro-Gly-Xaa-Gly 设计了氨基酸序列，并进行优化，构建成原核

表达质粒，通过大肠杆菌 BL21( DE3) 菌株进行诱导表达并收集，SDS-PAGE 鉴定。通过流变检

测、扫描电镜检测、细胞活性检测等方法鉴定材料的弹性性能、物理结构及生物活性，为下一步

通过调整交联方法提高其弹性提供了材料，也为 ELP 作为生物材料应用于组织工程器官重建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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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 的 生 物 材 料 应 用 于 药 物 输 送［1］、损 伤 修

复［2-4］、组织再生［5-6］等相关研究，而更多研究则关注于

生物材料的特殊修饰或改造以使其更加“智能可控”，

如 pH、温度、离子等因素［7］。但与此同时，对于材料本

身性质的改进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之一，如在研究中

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通过一定的设计和加工，使

材料具有合适的机械性能［8］。如在心脏、肌肉等组织

器官重建过程中，不仅需要材料具有高的生物活性以

维持细胞生长，同时需要高弹性以维持形貌，而当前常

用的生物材料如胶原，通过戊二醛交联模量提升了 10

倍仍不能满足弹性要求［9］，胶原在内的许多天然生物

材料由于模量较低并不能提供很好的机械性能，因而

限制了在组织工程中的应用［10］。

弹性蛋白是哺乳动物细胞外基质的一种主要成

分，占血管干重的 50%，肺干重的 30%，富含甘氨酸、脯
氨酸和赖氨酸［11-12］，而这些氨基酸形成了高度重复的

序列，特殊的氨基酸序列之间形成特殊的二级结构，使

弹性蛋白具有弹性［13］。弹性蛋白样多肽( elastin-like

polypeptides，ELP) 作为人工表达的，具有与弹性蛋白类

似氨基酸序列的多肽，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弹性蛋白

的性质［14］，同时大大降低经济成本。ELP 的基本重复

单元为 Val-Pro-Gly-Xaa-Gly ( Xaa 为除 Pro 外的任意氨

基酸) ［15］，氨基酸序列的这种特殊重复单元在溶液中因

为其氢键及疏水作用而具有较高的弹性和柔韧性［16］。

除较优的弹性外，ELP 还具有随温度变化而溶解度改

变的特性，这种特殊的性质作为蛋白纯化的一种标签

而广泛使用: 在一定条件时，如果溶液温度低于相变温

度( transition temperature，Tt ) ，ELP 处于溶解状态，当温

度高于相变温度( 2 ～ 3℃ ) ，蛋白析出并聚集［15，17］。有

研究表明，相变温度与其重复序列中的可变残基有关:

当其为亲水性氨基酸时，相变温度相对较高; 同时也与

分子量大小相关，已有相关研究报道相变温度随分子

量增大而减小［18-19］。因此需要对 ELP 序列及材料属性

进行探索，从而根据需求调整 ELP 的氨基酸序列和分

子量，以获得合适的材料并加以应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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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LP 的这些特性，将其作为生物材料在生物

医药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已有报道利用 ELP

的溶解度随温度改变的特性来递送药物、以及作为温

敏型生物材料等的研究也越来越多［16，21］。但是，当前

对 ELP 本身弹性应用于组织工程的研究仍相对较少，

未能充分发挥其作为生物材料的弹性优势。

本研究在 ELP 序列与其弹性之间的研究基础上，

为了使交联后形成的网络结构更加均匀，避免局部形成

密集网络而导致的受力不均［19，22］，同时在( VPGVG) n重

复序列之外增加了有利于细胞结合的 ＲGD 序列［23-24］，

并针对其表达载体———大肠杆菌对其核苷酸序列做出

优化。将诱导表达后的 ＲGD-ELP 与四臂聚乙二醇活

性酯( 4-arm-PEG-NHS) 进行交联反应，促使 PEG 分子

上的 NHS 与多肽上的游离氨基形成稳定的酰胺键［25］，

将 ＲGD-ELP 连接成规则的网络结构。随后，我们对交

联后材料的基本性质及生物活性等进行鉴定，期望将

经过优化的，具有较高弹性和生物活性的 ＲGD-ELP 作

为一种生物材料应用到组织工程中。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

1． 1． 1 载体、表达菌株及细胞 原核表达菌株大肠杆

菌 BL21( DE3) 购于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氨

基酸序列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修改［22］，在加入

ＲGD 位点的基础上，尽可能调整氨基酸序列，使每条肽

链在-NH2 端和 ＲGD 位点上的精氨酸处存在游离氨基，

最终获得的 ＲGD-ELP 存在少量游离氨基。ＲGD-ELP

序列由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 表达载体

由北京擎科新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通过 T7 Promoter 引

物进行鉴定，hMSC 细胞由北京干细胞库惠赠。
1． 1． 2 主要试剂耗材和培养基 hMSC 细胞培养基含

有 82% dulbecco’s modified eagle medium ( DMEM ) 、

15% FBS、1% Penicillin-Streptomycin、1% L-Glutamine、
1% NEAA，另加入 bFGF 使终浓度为 10ng /ml。

TEN Buffer 含有 10mmol /L Tris-Cl、1mmol /L EDTA、
100mmol /L NaCl。

液体 LB 培养基含有 Tryptone 10g /L、Yeast Extract
5g /L、NaCl 10g /L。

限制性核酸内切酶 MluⅠ购自 NEB，Ｒ0198L; Hind

Ⅲ购自 NEB，Ｒ0104L; 卡那霉素购自阿拉丁，K103025;

PMSF 购自 Ｒoche，10837091001; SDS-PAGE 试剂盒购自

Bio-Ｒad，1610175; 明胶购自 Sigma，G1890; 4-arm-PEG-

NHS 购自 SINOPEG，4-arm PEG-SC-20K; 醋酸购自北京

通广; 胶原由实验室自提取，牛跟腱来源; 胰蛋白酶购

自 Gibco，25200072; 细胞爬片购自 NEST，801008; MMP

裂解酶抑制剂 ilomastat 购自 selleck，GM6001; live /dead

染色 试 剂 盒 购 自 Invitrogen，Ｒ37601; DMEM 购 自

Gibco，C11995500BT; FBS 购 自 Gibco，10099141;

Penicillin-Streptomycin 购 自 Gibco， 15140-122; L-

Glutamine 购 自 Gibco，35050061; NEAA 购 自 Gibco，

11140-050; bFGF 购自 Ｒ＆D，233-FB-001MG /CF; Tris-Cl

购自索莱宝，T8230; NaCl 购自索莱宝，S8210; EDTA 购

自 SIGMA，798681; Tryptone 购自 OXOID，LP0042; Yeast
Extract 购自 OXOID，LP0021。
1． 2 实验方法

1． 2． 1 ELP 的序列设计 为了提高材料的生物活性，

我们在序列中加入了胶原等 ECM 主要成分中常见的

细胞结合位点 ＲGD［23］。此外考虑到规则的交联网络

能够增强材料的弹性，我们在序列设计过程中尽可能

地避 免 过 多 的 游 离 氨 基 的 存 在。同 时 为 使 获 得 的

ＲGD-ELP 具有合适的相变温度以避免其 Tt 高于 37℃

而影响细胞活性，我们参考相关研究，调整了序列的基

本重复 单 元 及 重 复 数 量。最 终 完 整 设 计 序 列 为 LQ
［ LDAS TVYAVTG ＲGD SPASSAA ( cell binding) SA
( VPGVG) 15］6 VPGKG LE。
1． 2． 2 ELP 的原核表达及提取鉴定 将构建的原核

质粒转入大肠杆菌表达菌株 BL21 ( DE3 ) 中，使用含有

卡那霉素的 LB 培养基培养至 OD = 0． 6 时加入终浓度

1mmol /L 的 IPTG 诱导表达 6h 以上。离心收集菌体

后，使用 TEN 溶液重悬菌体，并加入 PMSF 超声( 宁波

新芝生物) 破碎细菌，程序: ON /OFF 3 /6s，30min，30%。

通过两次 ITC 对 ＲGD-ELP 蛋白进行纯化［15］，并通过

SDS-PAGE 对蛋白诱导表达过程及终产物进行鉴定。
ITC: 破碎后的悬液使用 NaOH 调节 pH 为 9，4℃搅

拌 1h; 4℃ 18 000g 离心 1h; 收集上清并向其中加入

NaCl 使其终浓度为 1mol /L，4℃ 搅拌过夜; 37℃ 搅拌

3h，静置孵育 1h; 37℃ 3 600g 离心 1h; 弃上清，使用

TEN 溶液重悬沉淀，4℃ 搅拌过夜使充分溶解。使用

NaOH 调节 pH 为 9，4℃搅拌 1h; 4℃ 30 000g 离心 1h 并

收集上清。调节完成整个步骤为一个循环。
1． 2． 3 ＲGD-ELP 与 PEG-NHS 交联体系的流变检测

为了避免温度导致 ＲGD-ELP 沉淀或 PEG-NHS 失活，

ＲGD-ELP 和 PEG-NHS 溶液的配置均在冰上进行。而

由于明胶在低温下不易溶解，我们在 37℃ 水浴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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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明胶溶液。分别配制 10% ( w /v) ＲGD-ELP、10%

( w /v) 明胶和 5% ( w /v) PEG-NHS。将两体系等体积

混合并小心快速吹打混匀后，离心除去气泡。迅速将

样品滴加在已 4℃预冷的流变仪( Anton Paar MCＲ 302)

样品台上，以 0． 5℃ /min 速度从 4℃ 逐渐升温至 37℃，

随后在 37℃ 保持恒温扫描，全过程保持 ω = 5%，f =
1Hz。
1． 2． 4 ＲGD-ELP 与 PEG-NHS 交联体系的结构检测

我们首先将 5% 的 ＲGD-ELP 和 10% 的 PEG-NHS 在冰

上等体积吹打混匀并离心除泡，然后将混合材料加入

到直径 1cm，高度 2mm 的模具中并放置于 37℃恒温箱

中。1h 后将凝胶取出通过超低温冷冻干燥的方法处

理，使用 HITACHI S-3000N 冷冻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凝

胶断面结构进行观察。同样方法对 10% 的 ＲGD-ELP

和 10% 的 PEG-NHS 等体积混合体系进行凝胶断面结

构检测。
1． 2． 5 ＲGD-ELP 与 PEG-NHS 交联体系的细胞活性检

测 使用 hMSC 细胞培养液配制 1． 1% 的 ＲGD-ELP，

0． 1mol /L 醋酸配置 1． 1% 的胶原并使用 1mol /L NaOH

调节 pH 至中性，同时使用细胞培养液配制 10% 的

PEG-NHS，并用后者重悬已被胰酶消化的 hMSC 细胞，

细胞终浓度至 2 × 107 cells /ml。在冰上将 ＲGD-ELP 与

PEG-NHS 以 9∶ 1比例混合后，移至 12 孔板中的细胞爬

片上。37℃交联 1h，向每孔中加入 1ml 细胞培养液( 含

ilomastat) 。24h 后，对样品进行 live /dead 染色并在激

光共聚焦显微镜( Nikon，N-STOＲM 超分辨共聚焦显微

镜) 下进行成像。
1． 2． 6 统计与分析 使用 OriginPro 2020 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两组数据之间采用 t 检验，当 P ＜ 0． 05

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2 实验结果

2． 1 pET-28b-ＲGD-ELP 原 核 表 达 载 体 的 构 建 及

鉴定

为了同时增加 ＲGD-ELP 材料弹性并提高其生物

活性，我们对 ＲGD-ELP 的氨基酸序列进行优化，全序

列送由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并连接至原

核表达载体 pET-28b ( 图 1a) ，对构建的质粒使用限制

性核酸内切酶 MluⅠ及 HindⅢ进行双酶切及电泳鉴定，

电泳结果显示酶切片段大小与预期一致( 图 1b) ; 将测

序结果翻译为氨基酸序列并与设计序列进行对比，无

氨基酸突变，结果如( 图 1c) 。

2． 2 ＲGD-ELP 的原核表达及提取鉴定

为大量获得 ＲGD-ELP 多肽，我们将构建好的 pET-

28b-ＲGD-ELP 载 体 转 化 至 大 肠 杆 菌 表 达 菌 株 BL21

( DE3) 中，经 IPTG 诱导处理后的培养体系中菌体的蛋白

量显著提高( 图 2a) 。由于 ELP 溶解度的变化区间较窄，

且受到溶液中离子浓度的影响，inverse transition cycle

( ITC) 方法是一种简便而又行之有效的纯化方法［15］。

ITC 纯化过程中极少有目的蛋白被作为杂蛋白弃去，而

大部分在最终被收集( 图 2b) ，图中目的条带均在 45kDa

左右，与预期值( 50kDa) 相近。且经过针对 ELP 特性的

ITC 纯化方法后该条带并未大量损失，说明目的蛋白

ＲGD-ELP 被成功诱导表达，且 ITC 纯化方法有效。

2． 3 ＲGD-ELP 与 PEG-NHS 交联体系流变检测

我们使用 PBS 配置 10% 的 ＲGD-ELP，发现该溶液

在完全溶解后有流动性 ( 图 3a ) ，加入等体积的 5%

PEG-NHS，充分 吹 打 混 匀 后，37℃ 交 联 1h，结 果 如 图

3b。交联反应的示意图如图 3c。

配置 10% ＲGD-ELP、5% PEG-NHS 和 10% 明胶，

等比例混合 10% ＲGD-ELP、5% PEG-NHS 和 10% 明

胶、5% PEG-NHS，分别对两体系进行流变检测，结果如

图 3d 所示: 在较低温度下，明胶整体处于凝胶态且强

度较高( 约 400Pa) 。随着温度升高，明胶呈溶液状态;

当温度升高到 37℃并维持稳定时，明胶与 PEG-NHS 逐

渐完全交联，最终强度趋于稳定。在此情况下，ＲGD-

ELP 强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明胶。此外，考虑材料模量

的变化趋势，ＲGD-ELP 相对于明胶在较低温度下可更

快速地交联达到稳定状态，且储能模量相较于明胶提

高一倍以上，即 ＲGD-ELP 在同等浓度及交联条件下有

明显强于明胶的弹性。

2． 4 ＲGD-ELP 与 PEG-NHS 交联体系的结构检测

为了鉴定 ＲGD-ELP 和 PEG-NHS 交联后形成凝胶

的微观结构，分别制备 5% ＲGD-ELP、10% PEG-NHS

等体积混合形成的凝胶和 10% ＲGD-ELP、10% PEG-

NHS 等体积混合形成的凝胶。该凝胶在经升华脱水后

在负 196℃环境中淬断，使用低温冷冻扫描电镜观察断

面结构，如图 4 所示，a 为电镜样品制备及观察示意图，

b、c、d、e 为不同浓度材料在不同放大倍数下的电镜结

构，f 为两种不同浓度样品的孔隙面积统计结果。可看

出，不同材料浓度组之间网格结构密度存在明显差异，

随着 ＲGD-ELP 浓度的提高形成了更加致密的网络结

构，两组材料孔隙面积之间差异极显著( P ＜0． 00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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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重组表达载体 pET-28b-ＲGD-ELP 构建策略图及检测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combination vector pET-28b-ＲGD-ELP

( a) The plasmid map of pET-28b-ＲGD-ELP ( b) Design strategies for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ＲGD-ELP( the L、Ｒ、K in different colors have a
free amino) ( c ) Ｒecombinant plasmid digestion，1: pET-28b-ＲGD-ELP plasmid; 2: pET-28b-ＲGD-ELP plasmid digested by MluⅠ and
HindⅢ; M: kb ladder marker ( d) Alignment between the design amino acid sequence and the sequencing result ( red)

图 2 SDS-PAGE 鉴定 ＲGD-ELP 的原核表达
Fig． 2 Analysis of prokaryotic expression ＲGD-ELP by SDS-PAGE

( a) 1: None-induction supernatant; 2: None-induction pricipitation; 3: Supernatant induced by IPTG; 4: Pricipitation induced by IPTG ( b) 1、
2、3: Discarded precipitate in the ITC cycles; 4、5: Solution of the collected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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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0% ＲGD-ELP 交联前后状态及与 5% PEG-NHS 等体积混合后体系的流变测试

Fig． 3 The status of 10% ＲGD-ELP before and after cross-linking and the rheological test

of 10% ELP or gelatin mixed with 5% PEG-NHS
( a) 10% ＲGD-ELP in H2O ( b) 1h after 10% ＲGD-ELP equal volume mixed with 5% PEG-NHS in H2O ( c) The diagram of cross-linking

reaction between ＲGD-ELP and 4-arm-PEG-NHS ( d) Ｒheological test of 10% ＲGD-ELP or gelatin equal volume mixed with 5% 4-arm-PEG-NHS

2． 5 ＲGD-ELP 与 PEG-NHS 交联体系的细胞活性

检测

通过对材料中的细胞进行 live /dead 染色，在荧光

共聚焦显微镜下进行成像，结果显示 ＲGD-ELP 组的细

胞活率( 图 5a、b，视野中活细胞占细胞总数的比例，统

计三组实验组，求平均值) 与胶原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 图 5c) 。

3 讨 论

通过组织工程来体外重建组织器官是极有希望能

够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实体器官、组织移植供体来源不

足的问题，但当前还面临许多困难［26-27］。其中较为重

要且广泛存在的问题是合适材料种类及供应量存在不

足。由于不同组织器官体外重建的材料需要相应的性

质以完成功能、适配要求如: 制造骨组织，需要材料提

供足够的强度; 肺泡及血管需要材料提供足够的弹性

承受气体、血流的压力; 用于软组织重建的材料需要适

当的强度等［28-30］。同时为最终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人

体，生物相容性也是生物材料的一个重要要求［31］。因

此，当前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于对细胞外基质及其

主要成分进行处理、加工后进行应用［32］，以使材料同时

具有相匹配的物理性质和接近自身材料的生物活性。

在此过程中，还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材料并进一步进行

修饰［7］。因 ELP 是模拟细胞外基质成分之一的弹性蛋

白，而人工表达的弹性多肽类物质，将其重新应用到人

体中时，可能会表现出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较低的免

疫原性［33］。大量的 ELP 作为材料应用到组织工程甚

至临床应用中有着重要意义［1，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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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扫描电镜样品制备、ＲGD-ELP 与 PEG-NHS 交联后断面结构及空隙面积统计

Fig． 4 Structure of ＲGD-ELP and PEG-NHS after crosslinked，SEM
( a) The process of sample preparation ( b) 5% ELP + 10% PEG-NHS，× 500，bar: 50μm ( c) 10% ELP + 10% PEG-NHS，× 500，bar:
50μm ( d) The magnified SEM image of white rectangle in Figure4( c) ，× 2 000，bar: 10μm ( e) The magnified SEM image of white rectangle

in Figure4( e) ，× 2 000，bar: 10μm ( f) The pore cross section( μm2 ) of different samples

图 5 实验组与对照组材料分别与 PEG-NHS 交联后用作 hMSC 细胞 3D 培养的结果

Fig． 5 Ｒesults of 3D culture of hMSC cells in the mixtures of ＲGD-ELP or collagen with PEG-NHS
Live /dead staining of hMSCs，under confocal microscope ( a) 1% COL and 1% PEG-NHS in the mixture，bar: 100μm ( b) 1% ＲGD-ELP
and 1% PEG-NHS in the mixture，bar: 100μm ( c) Cell viability of the hMSCs，which was cultured 24h after mixed with th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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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为了能够得到较高生物活性同时具有较高

弹性的材料，在对 ELP 进行序列设计时加入细胞结合

位点 ＲGD，同时控制了其序列中的游离氨基含量及其

在序列中的位置以控制其交联反应形成的结构。在表

达出目的蛋白并鉴定确认后，又对其进行化学交联并

检测了模量、结构及细胞活性，证实了序列设计的可行

性。实验中当 PEG-NHS 未完全交联时，随着 ＲGD-ELP

使用浓度升高，形成网络结构孔隙面积显著减小，这也

符合材料与交联剂发生反应的一般特点［35］。反应后的

体系可以为细胞提供支撑，其 氨 基 酸 序 列 上 设 计 的

ＲGD 序列 提 供 了 细 胞 结 合 位 点，更 有 利 于 细 胞 生

存［36］。由于 ＲGD-ELP 同时在材料性质和生物活性两

方面进行了优化，应用时既具有高弹性又有高生物活

性。因此可替代其他生物材料或高分子材料用于组织

工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应用时材料性质的问题，为组

织工程重建弹性生物组织如心脏、血管等提供了一种

可用生物材料。实验结果也说明我们设计的 ＲGD-ELP

序列在作为生物材料进行应用时，更有利于细胞存活。

我们的实验验证了 ＲGD-ELP 是一种具有较高生物活

性的弹性蛋白样多肽，使一种材料同时提供多种优良

性质成为可能。本研究为 ELP 进行改性提供了更多选

择和新的思路，也为 ELP 能够更广泛地应用到组织工

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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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Expression of Elastin-like Polypeptides

ZHANG Xiao-hang1 LI Yuan-yuan2 JIA Min-xuan2，3 GU Qi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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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gan reconstruction may have severals of requirements for the elasticity，stiffness，and
biological activity of the materials due to different applications，but currently many materials are challenging to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at the same time． For example，polyethylene glycol diacrylate，a kind of widely used
elastic material，do not have high biological activity，while bio-materials such as collagen have poor elasticity． As
an elastic functional protein which widely existing in animals， elastin is valued in tissue engineering
reconstruction of elastic organs for its special properties that can withstand large deformation without destroying its
structure．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the elastin-like polypeptide ( ELP) designed in this article meets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project，excellent biological activity and elasticity，according to the basic repeat unit Val-Pro-
Gly-Xaa-Gly and preference and degeneracy of the E coli． condon． After the plasmid was constructed，the ELP
was expressed and collected in E coli． BL21 ( DE3 ) ，and then identified the protein by SDS-PAGE． The
modulus data of the protein was tested by rheology，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material system was tested by SEM，

the biological activity of the material was tested by cell culture． These methods identified the elastic properties，
physical structure and biological activity of materials． They contributed the basis for enhancing the elasticity by
crosslink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issue engineering and organs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Elastin-like polypeptides Prokaryotic expression Bio-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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