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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灰质炎病毒 2A蛋白在重组病毒中的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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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耍 

应用所构建的不同脊蕾灰质受病毒一痘苗病毒 (下简称 PV—VV)重组体 探 讨脊t 

灰质 炎病毒 (下简称PV)2A蛋 白在重组病毒 中的作用。所 得到的 四个以不同PV基 因片 

段插入痘苗病毒 (下简称 VV)TK区而形成的重组病毒均有PV抗婊的表达， 并可 诱导{亢 

体产生，但此表选水平明显受蓟2A蛋白的影响。同时， 重组病毒对不同细胞的适应性亦 

有 变化。对此 ，本文进行了初步 的探讨。 

关蕾词：重组病毒 脊髓藏质炎病毒2A蛋白 痘苗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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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怒． 高 ， 
脊髓灰质嶷病毒非结构蛋白成分之一。2A ，是一种在PV复制增殖过程中具有特定作 

用的蛋白酶类⋯。随着PV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巳成为研究PV复制及细胞感染过 

程中的 一个重要问题。实验证实，2A蛋白可以导致P220成分—— 即真核细胞翻译起始因 

子 4F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裂解，而中止宿主细胞的太分子合成  ̈。同时还具有特定 

的蛋 白酶解作用，可裂解 Y—G肽键，而此作用有助于 PV完成毒粒的组装过程 】。另 

外，2A产物还具有对重组病毒的特殊作用 。 因此，继续探讨2A蛋自的作用具有理论 

和实用意义。本文利用所构建的不同特点的PV—VV重组体，探讨2A蛋白在重组病毒中 

的功能，以深入对2A蛋白的认识，为重组病毒疫苗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料。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质粒的构造 pS~'202：该质粒古有PV 1型M8h0n。y株的全序列，如图 l。 pJ120(中国 

预防医氍院病毒所惠赠 )：该质粒 含VV(TT株 )P11、P05双启动子一带Ltc标记基西 如 图 l 

按圜 l所 示分{jli组建PR一1；pR一2；pR一3；pR-4质粒 。 

二、PV-VV重组体曲体 内■蛆 人二倍体细胞 KMB一17株 (P28)一Eagle培养液中 (8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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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血清 )长至单层，弃培养液后以PBS清洗细趋，VV(TT林，按 0．02PFU／细胞计 )37"C吸附细胞 

30min，加入维持液 (2嘧小牛血请 )，37"C2h，弃持液后用 pR-1； loB．一2；pR-3；pR-4纯化质 

粒 ， (10／*g)钙转化法转化该细胞 ，37"C30milaj~，加含 3嘧小牛血请 ~jEagle液 ，37"C48 h，待 

细胞完全病变后 ，收毒 球存。 

图 l 脊髓藏质毙一痘苗苴组质粒的掏建 

lj该质粒携带脊髓灰质负病毒全基固；b_携带脊髓灰质炎病毒VPI和2A基因j c：无2A的脊髓 

藏 质煦病毒全基因；d：仅旮脊髓灰质炱病毒VPI基因。 

Fig．1 The con st ruction of Poliovirus—Va ccinia recombiaate pla smid whi ch contain 

i)‘PoliDVi ruEI口t tal g⋯ ；b)|Poliovi ru 8 VP1 tn d 2A g⋯ ；c)|PDliovi ruB to‘ai gⅢ  

witb0ut 2A；d)：Poiiovi ruB VPl g⋯ ． 

三、重组|壳毒的克豫菇选 上述所收病毒谳以l0_。、l0 稀释爱按种单层I~t3TK一细胞．加含 

Rudr
一

(25}Ig／m1)Eagle液 (3啦小牛血靖 )，3 7"C48 h，弃此培养潦，清洗细胞后排入含 X-gal 

(15 g．／m1)的琼脂培养基 (含 5嘧小牛血清 )， 置37"C，24 h内司见兰斑出现 ，拢斑扩增。 同 

法重复 ，得到 纯化克隆 ，此克隆毒 种在Budr(25v．g／m1)培养液中传二代。 

四、重组|南毒的DN 点̂豢变 重蛆病毒扩增，收集惑槊细胞，以蔗糖梯度离心洼纯化，以 TE 

悬浮，IE确证l B】。加蛋 白酶K至25m g／ml，SDS0．05啦37"C8 h，以酚、氯仿 抽提 ，乙醇沉淀 ，TE 

溶解 ，按0．2 g／2／*1量点硝酸纤维膜 ，80℃2 h变性；探 针取 自 pSV202-B(含去除 2A基 因的 PVI 

型M ahoney株金基 因 )，BamHl酶切所得 1．8kb片 段 (台YP1和部分 YP2区 )¨P标 记，点杂交方 

法同资料l·l。 

五 重担病毒PV抗原鼬荧光捡剽 重龃癌毒接种细雎 (细脏剥娄后述 )，待病变后，离心收 

集细胞 ，PBs洗后 稿片 ，用标记费光素的抗PY I型特异性 单克隆抗体 3 7 oC反应 lh，洗片染色 ，荧 

光镜检浏l 】。 

六、重担藏毒曲动物免痤 按(4]法纯化病毒，最终群释 为10 PFU／ml，皮内按 0．2ml／点接 

隶兔馥部．共五个点，两周后同法加强～次，一周后再以静脉取血备栓。 

七 、免疫动物PV抗体柱测 使用微量中和法t 】，以PV I型Maho~ey抹为参考栋。 

八、重担|壳毒对不同细胞株曲适应性 取滴度为 1U PFU／ml的重组病毒以 1 ml川、力瓶接种 

己成单层的1,$3TK，Hep-2， Wish(A羊膜 )， KME一1 7(F28)，VⅢ (P160)等细咆 加合 3和 

小牛血清的Eagle液 ，置37"C。待病变完全 ，计 时并测其病毒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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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质粒构建及 重组体病毒的克隆 

_  
圈 2 重组病毒DNA的点建交结果 

Fig D0t b10t of re comblnant vi⋯ e 5 DNA 

45 

经 晦 仞鉴定 ，得到pR一1}pR～2} 

pR 3；pR一4 重汛质粒。经 体 内 

重 ．克隆筛选，最终选出R一1}R一 

2；R一3j R一4阿个重组病 毒株。 

二 、惹汛 病毒均 DNA点杂交 

交结果见困 2，四个重组病毒 

DNA均与 PVI型探针 呈特 异性 阳 

性反应， 表明四个重组体均台 PV基 

因。 

三、重组病毒 PV抗原的荧光检测 

见图 3，感染细胞荧光着染比例和强度以R一1和R一3较强，R一2和R一4较弱。 

囤 3 四株重组病毒感染Hep一2细胞免疫荧光捡铡结果 

Fig
．
3 Th e IF ⋯ un 0r tbe Hep 2 ce1I infe cted wi Lh 4 日t r i f re~ombina口t vi~tts 

四、重组病毒免疫家兔所致的PV抗体滴度 

见表 1，R一1和R一3在相同条件下得到较R一2和R一4高的抗体滴度。 

五、重组病毒对不同细胞的适应性 

见表 2，其中，对PV、VV敏感的KMB一17、Vero细胞均已无CPE，在l z13、人羊膜 

Wish、 Hep一2细胞上病变时间有差异， 但病毒滴度无显著差异 (资料未表明 ) 病变 

细胞皆经荧光证实 已表达PV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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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1 t组嘉●所嚣导产生的抗体滴度 

T●b 1 Tbe tit Te 0f the iⅡtibody indⅢ d 

bY rtm bin⋯ t ；ru' 

’以10 TPFU割量的重组病毒免疫。 

1⋯ Ⅱ；zatlon _；tb r●com a⋯ t i⋯  

10 TPFU 

裹2 t组■●在不弼细胞系中生长情况 

Tab．2 Th g ro th of ⋯ 0】nbjnant vi⋯ ej jⅡ 

Tariou$ eelI llae5 

讨 论 

实验证明，PV2A蛋白可裂~[[P220成分，关闭宿主蛋白的合成。而且还可在与 HIV 

末端长重复序列片段重组质粒中抑制标记蛋白的表达 】。Turner的工作认为，在不去除 

2A的情况下，将 PVcDNA置入VV启动子P7．5的控荆下，形成表达PV抗原昀霞组 病毒 

是难以成功的，因为2A毒性产物可以干扰VV的繁殖“ 。而本实验结果表明，在 PV—V 

重组宿毒中，2A的功能可能具有更复杂的特点。首先，四个置于 VVPll启动控制下的 

不同 PV基因片段都有了PV抗啄的表达，而且此抗原都可诱导抗体生成。根据对VV启 动 

子的研究表明，Pll启动子属于 VV结构蛋白的晚期启动子，它的结构特点是在翻译和 

转录起始部位有一个共同的TAAATG序列，并同时含有一个反向P25启动子，这与P7．5 

启动子有所差异，尽管后者亦具有晚期目动子特}生⋯ 。如果我力参照Turner的工作， 

可以认为不同特点的启动子可能对 2A的功能有一定影响， 这在其它工作中 亦 有 所 提 

示 ltj~另外，四个重组病毒中 PV抗原呈表达程度上的差异，R一1只含有 PV VP1和 分 

VP2的序列，具有较高的表达水平，而在此序列上加上2A基因后的R一2抗原表达水平则 

较低；R一4含 PV全基因，表达水平相似 R一2，而R一3则表达水平又稍高。由此看来， 2A 

对PV—VV重组体中PV抗原的表达是有所影响的。 但令人困惑的是此影响并不与重组病 

毒的滴度相关。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些重组病毒对不同细胞的适应性，KMB一17~llVero细胞均 

是对VV*IlPV敏感的细胞，但对这些重组体却失去敏感性。 这至少提示： 一是重组病毒 

的某些性质可能与VV有所差异，二是2A产物在重组病毒中可能来得到完整的表达， 或 

是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 

从上述结果可以推论：在PV—VV重组病毒 中，2A的功能受到 了重组体内多种 因 素 

的影响，因而具有较复杂的表现特点，但是否有其规律性，尚待进一 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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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 of Poliovirus 2A Proteinase 1n the Polio— 

Vaccinia Recombinant Virus 

Li Qi—hart et日1 

(I stitu~o，Medlcai io|o~y，Chines~Acodem o，M edi加 i 

Sciences，Kunmln~ 650107) 

For studying the function of Pollovlru9 2A proteinaes in Polio—Vacclna 

recombinant virus， W e constructed the various chimeric virus of Polio-Vac- 

clnia， and obtained 4 Polio-- Vacclnia recombinant v iruses which contain vat— 

ious fragments of Polio virus I type mahoney strain gene
． These fragments 

were inserted into the TK region of vaccinla gene．The antigen of Poliovirus 

was expressed in these 4 recomhlnant viruses， the antibody against Poliovirus 

1 type was induced in the rabbit infected by these chimeric viruses． But， 

the expressive level of the Pollovirus I type antigen WaS influenced obviously 

with the 2A proteinase． The result about the sultahle growth of recombinant 

viru s in variou s cell lines showed that 2A proteinase did not performed enti- 

rely its role that showed in Poliovlrus in cel1． 

Key w ordsI Recombinsnl virus Poliovirus 2A protelnase 

Vaccittia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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