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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糖蛋白的提纯和鉴定· 

陈章林 江紫生 戴志芳 袁 铿 彭 民 

(江西省医 

提 要 

， 南昌 330006) 

以惑染肾综合越出血热寤毒(HFRSV)的Vero E6细胞为材辩，用免疫亲和层析续 

合制备襄丙烯醮跬凝胺电泳(PAGE)从感染缎胞中提纯了HFRSV两种糖蛋白。先用免 

痤亲和层析从感染细胞的祖制抗原中获得古宥四种蛋白的混台液，用【’H】一氨基葡萄■在 

赢染细胞中标记病毒糖蛋白，观察到[0H3-氨基葡萄糖只结合,k78K和57K的霸毒量白。 

再用剖备 SD$一PAGE从 HFRSV混合液中提纯 78K和 57K两种蛋白。 实验证明这两种 

糖蛋白均具中和抗原决定簇，57K 的糖蛋白尚具血凝活性，初步 鉴定表明这两 种糖量白 

相 当于文献鼹道 的HFRSV GI和G z。 

美■一：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 糖量白 亲和层析 

HFRSV是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的病原体， 其病毒囊粒含有四种结构蛋白， 

其中两种为糖蛋白(G，和 Gt)，位于病 毒表面，G-和 Gl已在毫染 [ITRSV细囊中检 

测到，并能被 HFIIS恢复期血清 所沉淀|I)。 最近几年来对 HFRSV结构蛋白进行了一 

些鉴定【l ， 对个别结构蛋白进行了分离提纯【8 ， 但未见对 G-和 c。进行分离提纯的报 

道。为了研究 G，和 Gt在感染和致病 中的作用， 我们 用免疫亲和 屠折结合制备 SDS 

PAGE， 从感染 HFRSV的细胞中分离撮纯了两种 HFRSV糖置茸，初步鉴定表明这两 

种糖蛋白相当于文献报道的 HFRSV Gi和 Gt。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曩■和■●着蛋白的鼓舯性标记 本实验用 HFRSV陈株 ‘染 Veto E‘翻■．细 

胞培养和霸毒酿染按常规方法进行 【4 J。用 [。H)-氨基葡萄■标记府毒■量自：锢■‘黛囊●后四 

天，御击维持液，加八古[。HI-氨基葡萄糖的标记维持液，37℃继续孵霄三晨 。魄囊标记翻■，置 

一 呻℃冰箱内备用。 

= 竞痉囊和量折提纯 HFRSV蛋白 用三乙胺作 氰 基转移莉活亿 Sepharose 4B， 然后与 

HFRS患者恢复期血清 IgG偶联制成免瘴吸附剂【 I，装柱即为抗 HFRSV IgG-S· ·r̈ ·●B免 

疫亲和层折柱， 置4℃冰箱备用 。 感染细胞用含 1嘶 Triton X-100、1 脱t里囊铆 、 0．1■ 

本文于1090年l0月19日收斟，199睥 1明 5日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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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的 PBS裂青 趣声波粉碎 2分钟 ，~0000r／m。收集离心上清液，即为粗 制的 HFRSV抗原 ， 

用作亲和 层析样 品。 样 品上 柱詹经免疫吸附和充分洗潦后，用 0．1mol／L、pH11碳酸盐缓冲液洗 

脱，并立即用1N醋酸中和至pH7，ELISA~ 洗脱渍抗原滴度I。I，台并抗原阳性各管洗脱液，浓 

缩 ，印为提纯的HFRSV蛋白混合液。 

三、一鲁 ．sDs—PAGE分■ HFRSV■蛋白 HFRSV蛋白混台液加入 SDS，巯基乙醇，使其最 

终浓度分别为 i和和 2嘶 ，56~：30分钟 ，进行 SDS-PAGE，电诛詹取出凝腔t按糖蛋白在 凝腔上 的 

位置 ．切下相应 的凝驶段，用 PBS提取 其中的 蛋 白质 ，提取渍去 SDSt即得 纯~JHFRSV糖蛋白。 

四、SDS—PAGE 参 照文献 I 1进彳亍SDS-PAGE。浓缩腔和 分离腔浓度分别为 3和 和 10和， 

以 一半乳糖苷酶 (Mw l16K)、 磷酸让酶 B(MW 94．4K )、 牛血清白蛋白 (Mw 66K)、卵 

清蛋白(MW 45K )、碳酸酐酶 (MW 29K)为参考蛋白，测定纯化蛋白的分子量。 

五，动物免疫 动物为雄性白兔，每次免疫均为背部多点注射，抗原总量均为 160~g，分三 

次免疫，首次免疫加等量完全佐剂，一周后加不完垒佐荆， 四周后不加任何佐剂，第三次免疫后 

一 周收集兔血清。用IESA测抗体效价 [日I。 

六、中和试奠 抗HFRSV糖蛋白兔血清l0 稀释，56℃ 灭活3O分钟，与等量肃毒悬液 (5．0 

稀释 )混匀，37℃ 1小时，接种Vero E6细胞，感染il天，取上清液和细胞 分别用ELISA~IESA 

捡鬣I病毒抗原 。 

圈 

结 果 与 讨 论 

167瓶 (瓶面积 38~m ，加维持液 10m])惑染 HFRSV的 Yero E6细胞用去污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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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病毒抗原， 经免疫亲和层析 ， 获得纯 HFRSV蛋白 1．9mg， 免疫亲和 层析提取的 

HFRSV蛋白经 SDS-PAGE考马斯亮兰染色， 呈现四条蛋 白质区带 (凰 )，较大两 

种 的表现分子量为78K和 7K，从分子量看，相当于文献报道的 HFRSV和Gl和G 。 

用[。H]·氨基葡萄糖在感染细胞内标记 HFRSV糖蛋白， 再 用免疫亲和层析提纯病 

毒蛋白，经 SDS-PAGE后， 将凝胶 分段切成 2ram， 分别测定各凝胶片的放射性 (图 

2b)，观察到 (。H]-氨基葡萄糖只结合入分子量为 78K和 57K的病毒蛋白， 因为氯基 

葡萄糖是病毒糖蛋白的成分，可见78K和 57K蛋白是 HFRS~糖蛋白。 

免疫亲和层析提纯的 HFRSV蛋白溶液，经SDS·PAGE后，未经固定的凝胶按两种 

图 3 纯的HFRSV糖蛋 白的SDS·PAcE 

c·)57K睹蛋白 (b)78K糖蛋白 

Fig 3 SD$一PAGE of purlfled HFRSV 

$1yeoprotei n自 

糖蛋白区带所在位置分别切下凝胶，回收其中 

的蛋白质 ，浓缩，即得到两种纯的 HFRSV糖蛋 

白 提纯的这两种糖蛋白经sDS—PAGE，均呈 

单一区带 (图 3)，表明经免疫亲和层折结合 

制备 SDS·PAGE提纯的 HFRSV两种 塘蛋白 

均具较高的纯度。 

提纯 的病 毒糖 蛋白溶 液 除 去 SDS后， 

ELISA检测阳性。分别免疫家兔，均具刺激机 

体产生特异抗体的能力 (表 1)。可见提纯的 

这两种病毒糖蛋白仍保存其免疫活性和免疫原 

性，可用于这两种病毒糖蛋白功能的研究。 

裹1 埔曲HFRSV■置白曲杭曩性和生盎曩性 

Table l Aatigeeiclly ^Ⅱd immumesenlelly of 

purlt"ied HFRSV $]yeop'~ote]ns 

采 2 ~HFRSV■置白蛊清的中和实验 

Table 2 Neetraliz~n8 teet of antl se ra—HFRSV 81ycop roleias 

4．ELISA法 

b．1ESA法 

c．未披中和的HFRSV感染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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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纯的两种糖蛋白用新鲜人 0型 RBC做血凝试验，观察到 57K的蛋白能凝集人O 

重 RBC而 7Bl【的蛋白刘无此作用．用抗这两种糖蛋白的兔血清作中和实验，观察到遘 

两种抗血祷均有中轴 HFRSV扮作用(表2)，由此可见这两种糖蛋白分子均具有中和 ’ 

抗原决定麓。 

国外文献报遭HFRSV G 和G。均具有中和抗原决定簇和血凝抗原决定簇，但 GI主 

要为血疆抗原【J “ 。我们提纯的 HFRSV两种糖蛋白也均有中和抗原决定超，且分子量 

较小的糖蛋白具有血疑活性，因此初步可以认为这两种糖蛋白相当于文献报道的HFRSV 

的Gl和 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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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HFRS Virus 

Glycoproteins 

Chen Zheng—liu et al 

【Ji口 g Institute of Medica!Sciences，Nanekang 330006) 

Two HFRS virus glycoproteins with molecular weight of 78K and 5 

were purified by immunosffinlty chrom4t。gr phy with preputative SDS-PAGE 

from virus—infected cells．Purified 78K and 57K glyeoproteins aI】showed only 

ODe band on SDS—PAGE and have antigenieity and immunogenieity．The results 

of hemagglutination test indicate that 57K glyeoprotein has hemagglutatlon 

activity． NeutrulLaing test with nut|sets eonflrax both 78K and 57K glyeopro- 

teins have neutralizing antigenic determinant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se two glyeoprotvins are analogous to G1 and G2 giycoproteins of virion of 

HFR$ virus． 

Key wordsl Virus of 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 Gly。 

eoprotein Affinity chrom4t。gr 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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