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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疱疹病毒 2型特异性DNA 

片段的克隆和鉴定 

楚雍烈 房益兰 刘延娜 周玉玲 

(西安层科大学般生物教研室，西安 ) 

提 要 

用核酸限制性内切酶 BamHI对单纯癌瘩病毒2型 (HsV—z)的 DNA进行酶 解． 回 

收位于基 因氯中的反 向重复序列区的 a4m HI G片段，然后将其克隆在载体 质 粒 PUC 8 

的 Bam Hl切点上，进一步用核酸限制性内留酶 Eoo RI和 KPNI对这一重组质 粒联台 

酶解，穆击 EcoRI--KPNI小片段，羟末端售饰后，将其连接得到新 的 重 缎 质 粒 pRC 

102，它含有一小段 HsV一2的 DNA 序列。以 此 质 粒 为 探 针 ， 分 别 与 HsV—I． 

HsV一2 及 细 胞 DNA进行斑点杂交I 与 HsV一1和 HsV一2酶解 后 的 DNA片 段 进 行 

Southern转印杂交。两氯实验结果显示，pRC 102质粒 DNA只与 HsV一2 DNA特异性 

杂交，其 HsV一2的型特异性良好。 

关■ 讽：HsV一2型 特异性 DNA片段 ；基 因克隆 

单纯疱疹病毒 2型 (HsV一2)在人群 中的感染很普遍，特别是生殖 道感染 的日渐 

增多和具有致癌的可能，日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重视“ 。 由 于 单 纯 疱 疹 病 毒 l型 

(壬【sV一1)和 2型(HsV一2)两者在抗原性上有75 的交义反应 ，但二者 在 致 病性， 流 

行病学和对药物敏感性诸方面又有不同，故准确地把它们分型对单纯癌疹痛毒的基础研 

究和临床应用均具重要意义 。过去常用的 分型方法 虽各具优点 ，但特异 性不够理想。 

八十年代国外建立了 HsV一2的桉酸杂交分型技术，敏感性高特异性强，直接从棱酸分 

子水平对 HsV一 1和 HsV一2进行分型 。国内由于尚未建 立 HsV—l和 HsV一2型特 

异性 DNA片段韵无性繁殖系，此项技术的应用受到限制。为在我国开展 单 纯疤疹病毒 

桉酸分型提供材料 ，我们筛选并克隆了 HsV一2型特异性 DNA片段。 

材 料 与 方 法 

1． 曩囊 ■●和暮豢 Vero细胞 按常 规定 进 行培 养．传代【al， 供 癌 辜繁 殖和提取 

HsV—l耜 Hs、r一2 DNA。HSV--1(F)株漓度为 10。PFU／O．1ml(PFU．空斑形成单位 )； HsV一 

2(G)株， l癞度为 10 PFU／O．1ml。 两株寮毒均为美墨芝加哥大 学 Roizman教授惠赠的实g盘室标 

准毒椿 当 Veto细胞 长成 良好 单层对 ，以每 个细胞2十 PFU的 病 毒量 感染细胞 ，室温暖 附 2小 时 

本文于1988年 7月2B日收割． 

奉鬟 验部分工作得到美国芏排哥-k学且oiJⅢ．1教授指导，将此襄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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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更换 维持液 37℃ 培养 ，逐 日观察 细胞 病变 (CPE)。 

2． 提取病毒 DHA 采用略 加改进的密。度梯度离心法¨l，首先收获 CPE已达100嘶的感染 

细胞 ．低速 离心弃 上清，再分 别加入适 当的SDS％NP一柚、,Y,DTA和蛋白酶K落 液重悬细胞 团块 ．充分 

棍匀后置37℃水浴过夜 再加入TE缓冲溶液 饱 和的碘化钠溶液，；使折光率为1．434， 滴人适量溴 

化乙锭后 ，45，000r／r~超速离心l8小 时 ，在紫外灯 下小心 抽取病毒DNA带 ， 对 TE缓 冲液充分透 

析后 ，置一2O℃保存备用。 

5． 筛选和组建舍HsV一2墨静异性DNA片段的重组质粒 

(i)回收ⅡsV一2型特异性 DNA片段 I 1 E圈1) HsV一2 DNA经限 制住棱酸内切酶 BamHI酶 

解 ，再经 琼脂糖 电泳后，回收HsV一2基 因组 中间重复序列连接 区的BamHI G片段 ， 约8千硷基对 

(kh)。该片段较大 ．而且 以其为探针 与 HSV一2和HsV—l DNA进行斑点 杂交， 其敏 感性帮型 

特 异性均不够理想 ，敌对该片 段作了进一步筛选 (见 下文 )。 

(2)HsV一 2 DNA中BamHIG片段 的克隆 我们使 用了只有 单--BamHI酶 切点的质粒 pUC 8 

作载体，按 Msniati 8等方法I。l扩增、提取质粒 DNA，叠 BamHI酶解后，回 收 切开的质粒 DNA 

供重 组用。用 D iB法【 l把 HsV一2的 BamHI G片段和具 Bam~tI切 口的pUC8质粒 DNA 进行连 

接，得劐重组质粒。将此重组质粒转化大肠抨菌， 按 上 述方法提取质粒 DNA备用 

(3)组建禽 HsV一2型特异DNA片段的重组质粒 用限制性桉酸内切酶EcoRl和 KpnI将重 

组质粒 DNA联合酶解．经琼脂糖电诛 ．回收☆有载体pUC 8及少部分 HsV一2 DNA序列的大片殷。 

用 sl核酸酶击除 两端的 单链部分使之成为平 端 ．然后加入人工接头 EcoRI， 使之连 接构成新 的重 

组质 粒 pRC102。 将此质粒 DNA转化大肠杆菌 JM103株， 通过选择获得 含有质粒 pRC i02的转化 

苗【日】，整个克隆过程如 图1所 示。 

4． ■组质粒pRC。102HSV--2型特异性鉴定 按Davi 8等方法f ’繁殖转化菌．甩氯化铯平衡 

离心法提取 pRC。102质粒 DNA。用 缺 口翻释诖 _制备 蛐P标 记的 质粒 pRC102探钎，并以 此探 针和 

HsV— i、HsV一 2
、 宿主细胞 DNA进行斑点 杂交， 同时也 与 HsV—l和 HsV一2 DNA 酶解后的片 

段进行 Southern转印杂交¨l以验证其特异性。 

结 果 与 讨 论 

1．HSV一2 DNA 型特异性片段 的筛选和克隆 单纯癌疹病毒 (HSV)的 DNA是 

长约150kb的双链线状 DNA分子，由一条长链 (L)和短链 (S)两部分组成。每个部分 

又由单一序列 和末端重复序列组成 ， 详见图 1所示。HSV的两个血 清 型 HsV～l相 

HsV～2的分子结构相似，许多结构基因和功能基因的排列都是对应的“ 。分 子遗传学 

的研究还发现，尽管HSV两型DNA之间的DNA序列同源性 可达50—7O ，但仍然存在着 

完全不同的DNA序列。而且发现两型的同源序列主要位于菲 重复序列，L部分较 S部分 

为多 在末端重复序列中则较少存在同源序列 。阿时，还知道HSV和其 他 疽 疹病毒 

(如：巨细胞病毒、水痘病毒及EB病毒 )DNA的同源性极低 ，这些就是建立 HSV核酸 

杂 交分型 方 j去的分子基础。国外 目前不但从 HsV～2分子 L和 s连接部位分离和克隆了 

其型特异性片段” ，而且还人工台成了 HSV的型特异性雾核苷酸链并制备成探针 l。 

我们根据HSV的分子生物学基础和国外资料，首先把位于HsV一2 DNA分子中间末 

端重复序列 的 BamH!G片段予以分离和克隆，该片段横跨 L和 S两部分的连接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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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I HsV一趔 特葬性 DNA片段的克隆．(I)HSV--2DN~球 BamH[|D片断的筛 

选．t2肥 由tmHl c片段克隆飘茕体质粒pU￡曩_主，(3)构建重组J~JZpRC1 02 

周 中t B，BamH[；E，E。。E￡；K_譬PNI． 

F培．1 Clonins of HSV一2 DWA ’，pe一叼 ccific fr‘gmeⅡ1． 

f1)S*lec~iom d B_∞Ht c h agmcnt of HSV一 2 DN^． 

(2)Cloning r且ll址HLc fr|g t on the ved。f'uc岛 

(3)c口_¨ruct n f r喇 。锄击itt ’ plaemia pRC 1O2． 

B B mH1= E E c0RI． K． KPN 1 

HsV一1 DNA的同源序列 较少。所得重组质粒虽具HSV一2型特异性， 但 其 分 子量较 

大，敏感性和特异性也不理想，有必要进行改进。参照HsV一2的有关酶切 物理图谱 ，黼 

们移去此重组质粒中的 EcoRI--KPNI小片段，即除去 HsV一2之 BsmHI G片段中所有 

L部分序列，重新连接所成的pRC 102重组质粒 中含有 HsV一2 S部分中一小段 DNA序 

列 (见 圈 1)。 

2．重组质粒pRC 102的 HsV一2特异性鉴定 

对 HSV进行核酸分型和对 HSV一2进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必须 有特异性强敏感性 

高的核酸探针。为此 ，我们制备了重组质粒 pRC 102的 DNA探针， 分别与 HsV一1， 

HsV一2 DNA和其她DNA进行杂交，来检测其特异性。 首先进行了斑点杂交， 同位素 

放射自显影的结果显示 (图2) ①pRC102质粒 DNA不和宿主细胞 DNA杂 交 。 ②与 

HsV一2的 DNA杂交，而且能检测到毫微克 水 平 (Pg)， 敏感性高。③和 HsV— l的 

DNA斑点不杂交 为了确证重组质粒 pRC 102的 HsV一2型特异性，我 们 进 一步采用 

较斑点杂交趸具说服力的 Southern转印榜酸杂交实验进行检验。先用限制性核酸内切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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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重组质粒 PRC t02的 HsV一2型特异性分析．(1)．HsV一2 DNA甍 Btm Hl酶辑 

后的电泳图像．G：示 B·m HI c片段位置。(2)HSV一1、HSV一2 DNA经 B‘m HI酶解后不同电 图 

像。(3)．虬 pUC 102为撵针， 与 HSV~I HsV一2 DNA秆 Southe~ 转印梭酸 杂交． 只有 HsV一2 

DNA的片殷与之杂交 (·)．(4)．砒 pUC 102为探针，与不同 DNA进行斑点杂交看的放射自显影图像． 

Fig．2 Aaaly‘i·of the s~ eificily 。f pRC tO2．(t)The Iocatlon of 

BlmHt G fragme．t(G)．(2)D|ffe rent cIeetrcphoret Pl1tⅢ of 

Hsv—I，HsV一 2 DN^ dlgested ith BtmH1．(3)̂ uIon diogr B皿 f 

HSV一 2 b‘Ⅱd·f· fte 3-Seut̂ e rⅡ blot 日ad hybridiz‘【i0D w1th 

probe pRC tO2．‘{)̂  to~adi~gram nf tht Dot b10l hybridjzea with 

gr~be PRC 102． 

BamH[对 HsV一 1和 HsV一2 DNA分舄ij进行酶解， 经电泳屠确认为 HsV～1和 Hsv一 

2的特定电泳图象，而后经Southern转印，再用探针 pRC 102与之杂 交。放射自显影的 

结_聚表明，pRC102的质粒 DNA只与 HsV一2的两个片段 杂 交 ， 而 不 和 Hsv一1的 

DNA酶解片段杂交。这有力地说明 pRC 1O2的 DNA和 HsV一 1的 DNA之 问无同源序 

歹叮，其型特异性 良好。 

总之，上述斑点杂交，Southern转印杂交的实验结果均证实重组质粒PRc 1o2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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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制备的核酸探针能检出Pg水平的HsV一2 DNA， 其敏 

感性高 

3．建立 HsV～2型特异性片段无性繁殖系的意义 我们利用 DNA重组 技术，首次 

在国内建立了HsV一2 DNA型特异性片段的无性繁殖系。这一工作的成功，大大地方便 

了HsV一2的研究工作。在发达国家，HSV型特异性探针不但用于实验室的基础理论研 

究，而且 用于临床方面的应用研究 ，特别在 HsV～2的分子流行病学中有着独 特的作 

用。近年来的研究发现，HSV型别与感染部位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交叉存在的现象日 

益增多。更为重要的是，不 同型别的 HSV对 比较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敏感性 存 在 差异， 

故准确地把 HSV分型对诊断和临床用药均具重要意义。HsV一2与妇 女 生 殖道肿磨关 

系系密，确定 HsV一2感染也可帮助医生对疾病的予后作出估计。大量的资料表明HSV 

棱酸杂交分型敏感性可达lpg，特异性可达100％，而且是从核酸水平上予以确定，有不 

可取代的优越性“ 。 

我们建立的HsV一2型特异性DNA片段的无性繁殖系，与业已建立的Hsy—l型特 

异性 DNA片段无性繁殖系“ 一起为 HSV的核酸杂交分型提供了材科。目前在我国已有 

不少地方开展了核酸杂交工作，HSV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受到重视。随着提取病毒DNA 

技术的简化和用生物素代替“p同位索标记，HSV核酸分子水平的研究有着相当广阔的前 

景，而HSV的型特异性 DNA片段克隆质粒将在这些研究中发挥重要作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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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Type—specific 

DNA Fragment 0f 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 2 

Chu Yong—lie， Fang Yi—lan
，
Litt Yon—na， Chou Yu—ling 

(De．．pt．ot Microbiology．Xi·d” Medical University，Xi’tlff) 

The DNA of 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 2(HSV一2)digested with restriction 
enzym e Bam HI and the Bam HI G fragm ettt was isolated， which locates in the 

reverse repeat sequence and 0p n s the Junction site of L and S component． 

Then the BamHI G was in sorted on the BomHt cut—site of the vector plasmid 

pUC 8． In oraer to modify this recombinant pl=smid， the EcoRI--~KPN I fra— 

graen t of the re~ombinaut plasmid was removett by restriction enzyme digestion 

with EeoRI and KPN 1． After modification of the end s and ligation of them ， 

a new re~ombinant plasmid pRC 102 was constructed whieh still contain s a 

small HSV一2 DNA fragment
．

Labeled with P，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pRC 

102 WaS utilized to hybridlze with HSV 1
．
HSV一2 DNA and other DNA． The 

results of the dot blot and the Southern blot hyhridi zation showed that the probe 

pHC 102 DNA h ybridized only with HSV一2 DNA． The plasmid pRC 102 can 

be used to type HSV by DNA hybridization． 

Key W ords：Type—specific DNA frogment of HSV一2 J Gene cl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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