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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罾人乳头瘤病毒 (HPV6BV)内切酶图谱的建立 

舒蜊刑 冯慧敏 侯云德 

(广州中山医抖大学徽生物免疰教研宣．广~510099) 

提 要 

本文以i4种限制性内切蔫对我国膏 隆的人乳 头癌寨毒 (HPY6BV)进行内蜘 酶分 

析·作出图谱，并与 国外引进的 HPV6b及国 外文 献报道的HPV6备亚垂进行比较，发 

现其 问的差异。 

关■翻：人乳头癌翁毒6型 限翩性内切蘸图谱 

人乳头瘤病毒 (Human Papillomsvirus。HPV)是与性病瓤肿瘤密切福关的 DNA 

病毒【I ，·至今巳发现有 50多个型，各型又存在不少韭型。1981年，de VilHer9等从 

生殖器疣组织中克隆出HPV6bCS，，其全序列巳进行分析 ，。 作者前巳报道从我国人外 

阴尖锐湿疣组织中克隆出人乳头癌病毒 8鎏全基因组．经 Southern转印杂交， 酶协分 

析和序列分析巳证明该克隆与国外巳分离的HPV6各亚型不同， 属于 HPV6的一个新 

变种，暂命名为HPV6BV 】 本交通过详细的酶谱分析， 将我国竞隆的HPV6BV与胃 

外引进的HPV6b进行比较．发现其间差异，以便对新克隆的HPV6BV进行深入鼾究。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寞■镰 pBV105是在 pAT153的 B,mHI位 点插入由我国妇女尖锐涅斑组织中克隆出的 

H V BV圭基因塑的重蛆质粒，l1．5kb，由作者构麓。 ~ Pv6b为在 pBll3 的 BtmH[懂点插入 

HPV6b垒基因塑的重蛆质粒，12．2kb，由西德 Pettenkoeffer实 验室提供．在此实验中用作探针 

和瞳切分析的对照i”。 

=、■一性内切■ 备种限制性内切蘸购宜New England Biolabs及中国层学科 学 院 基 础 

所。 ’ 

三、一麓 91,1A晦曩蕈 参见文献(7)。 

四、内切■分析 按常规方法进行，用单瞳讶、双蘸切、部分消化，回收片段再酶切等方接， 

将内韧一位点进行定位。 

五、Southern■印囊空豆拳针|暮记 按常规方法进行(7)。 

本文于l口9O年lO月lOB收到，1990年l1月n日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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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含有HPV6BV全基因组的 pBVl05转化宿主菌 HB101后，扩增培养，摄取质粒， 

按常规方法分别用 l4种限制性 内切酶对 pBV105进行酶切分析，并同时与 pHPV6b的 

相应酶切进行比较。 
一

、 限制性内切酶 HindⅢ、EcoRI XbaI，Sine|，Sell，BglI、Xhol，SeeI和Aeel 

在 pBV105和 pHPV6b病毒基因上的切点完全相同，即每种酶在两者基因上有相同识刖 

位点和识别位点数，其中HindⅢ 酶切后琼脂糖凝胶电张，经 Southern转印与 “p标记 

的 HPV6b基因探 针进 行严格条 件下的杂交， 结果见 圈1和2。 

一 l pBV105和pHPV6b叠 HiudⅢ单 碑切及 

经 Hind皿+BamH[双酶切电泳图 

F g．1 EJ●ct OphⅢ 日j B of ，DV105 and 

pHPV6b cleaved by HiudⅢ 0r 

Hindm +B●m丑1． 

^． DNA HindⅢ m-rker 

B． pHPV6b cleaved by HindI 

C． pBV105 cleaved by HindI 

D． ，丑PVSb eleared by HindI +B·mill 

E． pBV105 ㈣I v0d by 丑i-dⅢ +BImHl 

F． pATIS cleaved by 丑indⅢ +B●m丑I 

固2 由图 1经Southe,z转印爵螅样品与 ¨P 

标记的HPVBb基因挥针进行杂变的放射 

茸显影固 

Fj1．2 Autortdlograpby of Soalbers Blot 

of Fig．1 DHA··m p1e· 

由图 l可见 pBV105(C)和pHPV6b(B)经 HindⅢ单 酶切后各出现两 条带I经 

HindⅢ和 BamHI双酶切后，各出现三条带， 除中间带表示不同大小的载体外，其余两 

片段对应相等。图 2的 杂交结果也进一步证明 HindⅢ在 pBV105和 pHPV6b病毒基因 

上有一个定位相同的切点。 · 

二 ，限制性内切酶 Pstl，Bgll，Apal， PvuⅡ和 Hpal在 pBV105和 pHPV6b病毒 

基医上的切点不完全相同，它们的区别见表 l，其中Pst]酶切分析见圈 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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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3 PitI酶切分析 

FIS．3 Ⅱe●t ri。tiOn analy si 5 of P●tI 

A． pHPV6b cleaved by PetI 

B． pBV105 elel 。d h， P●tI 

c． DN^ HindⅡ marker 

D． PHPVeb eleered by PatI+ BJmHl 

E． pBV105 cleaved by Pail"4-BamH[ 

F． pAT153 cleaved by Pit【+ I]amH1 

密1 五种在HPV61]V和 HPV6b基因上位点不同的内切■ 

Ti hle 1 ，j e kind日0f re5Irleti⋯ n zyme ith 

the different cleav age a{le 0n HPVegV 

-Ⅱd HPV6b 

}表示切点数 目虽同但定位不同 

IndJettlng tbe mime numbe r but the different 

loeati0Ⅱ of tleⅢ g 。it。 

pB V105的载体为 pAT153，pHPVgb的载体为pBR322，两种载体大小不同，但都 

仅有一个 Pstl位点， 比较图A和 B，可见新克隆的HPV6BV(B)有 4个 PstI位点， 

比 HPV~b(A)多一个，图 D、F的双 酶切同样 说 明此问题。 经部分序 列分析确知在 

HPV6BV第 3402位 上的碱 基 由 A变 T(HpV6b此处 为 A)， 导致 与 前后 碱基组成 

CTGCAG，恰好为 PstI的识别位点。 

用同样的单、 双酶 切分 析发现 ApaI在 HPV6BV上 有两个切点， 比HPVeb多一 

个。BglI以及 HpaI虽然在两者都为一个切点，但定位不同o 

5 e T 8 

Sma! SoL1 B自112 x hⅡl"Wit h u⋯ u L !i 

图 4 HPV6BV和 HPVgb郭分酶协图谱的的比较 

横绕上为 HP丫6BV的酶切 位点，横线 下为 HPV6b的酶切位点 

Fig．4 Cempalison of rastrletion mapping between HPV6BV and HPV6b． 

Cleavage eite oⅡ HPV6BV indicated above the 1i-。 end on HPVflb 

eIo n ·H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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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PV6BV的限制性内切酶图谱 

经过上述限制酶的分析，作出 HPV6BV的限制性 内切酶图谱，并与 HPV6b内切酶 

图谱进行比较，见图 4。 

由图 4可知两者的内切酶图谱不同，表现在内切酶的位点数 目或定位不同。 

将 HPV6BV与国外已发表的 HPV6几种亚型的 主要酶切分析进行比较， 无一完全 

相同，结果见表2。 

衰 2 HPV6軎重叠主曩一切分析的比较 
Table 2 Com P̂ riso~ of r·5trletloa 4nBlr自i自 bet-een d fferen!snbtrPe0 

of HPV6 

日P I 

Ee●R I 

PvuⅡ 

1 

1 

0 

3 

l 

0 

2 

0 

l 

0 

表内数字表 示酶切位点数，括号内表示片段 Lb敛，隐 h，BV外，其它数据}旧 文献 8， 0。 
The unmeralm i口 Tab．indicated lhe No．of eleaTa~e mite．The numerals fin brackets iadleate4 

¨ No．of the fragments
．
The data， except h sad BVI ¨ qeueted from I~terature 8 I 9． 

讨 论 

本文通过 14种限制性内切酶对中国妇女尖锐湿疣组织中克隆的 HPV6BV进行详细 

内切酶分析，作出图谱，并与国外引进的HPV0b进行比较。PstI在 HPV6b上有三个切 

点， 分别位于 691、 1772、 7097位核苷酸 处，而 HPV6BV上有 4个 Pstl切点 ， 比 

HPV6b多一个。经部分序列分析，确知在 HPVeBV的 3402位核苷酸发生点突变，由A 

变为 T，导致增加一个 PstI位点。 其余还有 BglI、 PvuⅡ、 ApaI和 HpaI的酶切方式 

也与 HPV6b不同。将 HPV6BV与国外文献报 道的 HPV6各亚 型主要 酶切分析进行比 

较，无一相同。 

结果说明；1．克隆的 HPV6BV来自中国妇女尖锐湿疣组织的病毒基因，而非实验 

室污染。2． 克隆 的 HPVeBV与国外引 进的 HPV6b以及文献发表的 HPV6各亚型 酶 

切图谱不同，属于 HPV6的新变种。 

HPV6BV酶切图谱的建立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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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Restriction Mapping of 

HPv6BV Cloned from Chinese Women 

Shu Li～li Fang Hui—min Hou Yun—de 

(Department of M icrobiology and lmmuno|ogy．Sun Yat—sen Unlversfly 

of Medical Scleaces，Guang=hou 510099) 

Restriction mapping of HPV6BV cloned from Chinese women with 1t en— 

symes was established and compared with that of HPV6b from W est Germany 

and different subtypes of HPV6 reported by foreign reseachers to find the 

differences． 

Key wordsl Human Pap；llomavirus type 6 Restriction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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