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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脑炎病毒寡核苷酸探针的化学合成及初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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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根据已发表的乙型脑炎病毒核苷酸序列，设计合成了19寡核苷酸 ，作为检测该病毒的基因 

探针 以大肠杆菌DNA聚合酶 I Klenow片段标记合成的寡核苷酸后，经过分子杂交证明该探针能 

检测出 lpg靶 DNA或 3EV感染 c6／36细胞 6小时后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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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脑炎病毒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JEV)即通常所说的乙型脑炎病毒 ，简称乙脑病 

毒 ，是黄病毒科(Flaviviridae)的一个成员[1：，其基因组是单股正链 RNA，长约 1O，9kbEz--43，其 

端有一个 I型帽结构 ，3 端没有 polyA尾，并且不含甲组虫媒病毒 RNA 3J．ji；}的AU富集 区及重 

复序列 3EV主要侵害中枢神经系统 ，病死率高 ，常留有后遗症 ，严重地危害着人类健康。目前 

多用血清学或 ELISA法检测 JEV，这远不能适应从分子水平来研究 3EV的要求。核酸探针 已被 

用于检测各种病毒 ，这是一种特异而敏感的方法。本文设计合成的 JEV寡核苷酸探针和 JEV 

有特异性反应 ，至于和其它黄病毒有无交叉有待进一步研究。 

材料和方法 

1 仪器及主要试剂 AB1 381A型Dt4A合成仪。亚磷酰胺单体 ，四唑 ，为ABI产品 其它合成用试剂为国产分 

析纯产品。大肠杆菌DNA聚合酶 I Klenow片段为华美公司产品。同位素为福瑞公司产品 硝酸纤维索膜(黄 

岩人民化工厂)，杂交用试剂为国产产品 

2 毒种、细胞、质粒、正常人外周血 JEV的S14株及蚊虫细胞C6／36均为本校微生物教研室提供。含出血热 

病毒 M片段的 eDNA克隆质粒为本校生化教研室提供。正常人外周血采自本校供应站 

， JEV寡桩苷醴探针的设计及合成 根据 Talm~ami等人发表的 3EV基因组 RNA 端核苷酸序列嗍，取与其 

3 端 1l一29位棱苷酸互补的一段序列 ：9~-TTCTrCCTCACCACAACrCT-3，，共 19个碱基 ，作为合成的．TEV寡核 

苷酸探针，该序列 端的d个核苷酸可与相同序列(即同一个寡核苷酸)3，端的 4个碱基互补成 5'-TILT]'(X~ 

CACCACAA~CT-3 3'-"IL'GAACACCA~ -5 ．这样有利于采用Kl~aow合成标记 ．然后 ，用固相亚磷酸 

三酯珐和改进的 DNA合成程序 ，在 381A型DNA合成仪上进行合成。经过浓氨水脱保护 ．抽至油状 ，加TEA— 

AC抽干，用TEA—AC悬浮沉淀·正丁醇抽提等一系列纯化过程．再用爵 ，氯仿／异戊醇(24：1)抽提后即可用于 

标记或点膜。 

l 寡桩苷醴探针的标记 采用Kle~qow片段来标记撵针 ：寡核苷酸 ~00W,a／L，lOXKlenow缓冲液(0．4mol／L 

磷酸钾 pH7-5，66rnrnol／L№ a2，10mmol／L BI琉基乙醇)，加 0至 1磷d，80"C5分钟 ，自然冷却至室温 ；再加 

10mm~l／L d醐 (不含dA'rP)1 ，1Ute,~w 1 (1O单位)，然后暖至含有 一32p]dA1P(已抽干)管内．充分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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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分钟 ，再置 4"C水潜过夜 ，过 Saphade．x-G50柱以除去游离同位素。 

‘ 靶标本的骼 用 JEV-SI4株感染已长成单层的 6／a6细胞 ．以不感染(只加维持j戎)的同批细胞作阴性对 

照，分别于2、d、6、12小时收毒，弃感染和未感染的细胞上清，用P鼹 缓冲液充分去除游离的病毒 ．然后将收集 

的细胞用含 1 NP-40的THBHCI pH8．0进行裂解 ，将裂解液经 60"C 7 甲醛变性 ，冰潜速冷备用 质粒 DNA 

及正常外周血 DNA的制备按‘分子克隆'中的方法进行 

B 预杂交和杂交 预杂交液：6~ssc，0．5 sDs．5x rIhardt，100~,／ml小牛胸腺 DNA(需变性)，加 H 至 

5m1．连同膜—起放入杂交袋内，封口，65℃预杂交 d小时 将标好的探针煮沸变性 ，放人杂交袋内 封IZl·继续 

在B5℃杂交 24小时，用 2xssc，1XSSC和 0-5XSSC分别洗睫，各 3次．压x．光片，一20℃曝光 2d小时 ，观察 

结果。 

结果与讨论 

1 JEV寡核苷酸的设计及合成 Wengler等人(1986)报道 ，JEV基因组 3t端非编码区含有一 

个杂交多聚体(Heteropolymea-ic)序列 ，它有一个或多个重复的寡棱苷酸 ，可用作鉴定被黄病毒 

感染的细胞Is3。据此 ，我们选定该部位的 l9寡棱苷酸作为检测 JEV的探针 。在设计时尽量选 

用 端能与同一探针 端互补的碱基 ，这样 ，用Klvnow片段标记后 ，既增加了探针的长度和重 

复性 ，又能将得到的双链探针经变性后 用于检测 JEV复制过程中出现的一RNA和+RNA，也 

就是说该探针的设计紧紧围绕 了JEVRNA复制的特点[7]，从而增加了检 出率。合成 DNA的总 

产率为 94 39 ，这表明．我们所合成的 DNA产量是比较高的。另外纯化过程较为简单易行。 

2 探针的标记 以上述合成的 I9寡棱苷酸退火后(sJ端的 4个碱基互补)的 DNA为模板 ， 

dNTP(无dATe)和[2一 p]dATP为底物 ，在 Klenow的作用下 ，随着链的延伸 ，将[ p]dATP掺 

入其中 ，合成了带有同位紊标记的双链 DNA。这样得到的探针不仅比原来的寡棱苷酸要长 ，而 

且比磷酸化反应标记的探针 比活度要高。3次标记的结果如表所示。从表 中可见比放射性为 

8．10—8．66X1 07cpm／~gDNA，掺入率为 51．92—64．43 。各批次之间差异不大 ，表明稳定性 

好 。 

表 用太畸扦蕾 DNA聚合奠 I Kl 片段籀}记合成的 JEV探针 

Table Labc1 d s n 0l鲫  h 妯 pn由e u~ingthe klenow 血l m d 置 c DNA 0otrm,：,me 

3 探针的特异性及敏感性试验 以合成的、未标记的 l9寡核苷酸为靶 DNA(含 1001~)，阴性 

对照是正常 c6／36细胞 DNA。正常人外周血 DNA及 pM56质粒DNA，经斑点杂交后能出现阴 

(图 l中的B 一a)、阳(图 l中的A )分 明的结果 ，表明该探针只能与相应的靶 DNA(与JEW基因 

组的部分核苷酸序列互补)进行杂交。同样 ，用该探针检测不同含量的靶 DNA，结果如图 IC，D 

所示 ，图 1中的 D1(20p8)，D2(1Opg)出现了清晰的印记 ，D3(1pg)的印记很淡 ，而 D4(m lpg)未 

见印记 ，表明该探针和敏感性随 DNA量的多少而变化。图 l中的 cl一3同 Bl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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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寡核苷酸探针检测 JEV感染细胞中的病毒 将 JEV感染后 2、d、6、12小时的 c6／36细 

胞标本点膜后作为靶子 ，阴性对照与特异性及敏感性试验相同，与JEV寡核苷酸探针杂交后 ， 

只有 6 l2小时的标本出现清晰可见的印记 ，其中 l2小时标本的印记(图 2中的 A1)要 比 6小 

时的(图 2中的 A2)暗度大 {而 2 d小时的标本(图 2中的A3、A4)束见印记 i从图 2可见阴性 

对照(图 2中的 Bl一3)均未显示印记 ，表明探针对 JEV是特异的。从图 2结果可见 ，随着 JEV 

感染时间的延长 ，杂交印记的暗度加深 ，表明病毒的量在增加 ，此结果与 Takegami等人的研究 

相类似，而感染后 2、4小时的靶子投出现印记 ，提示在这些时间内可能投有复制出足以被该探 

针檀出的病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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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2 寡核苷酸撵针检测细胞中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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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The viruses hm 柳 from t C6／36 0巳Ⅱculture毗 

12。6，4．2 h。l珊 after fecdoI-wirll JEV 

B1— 3：Aa Fig 1．B1— 3 

由上述各种试验证 明，我们设计合成的 JEV寡核苷酸探针对 JEV有明显的特异性反应 ， 

可检测出 lpg的靶 DNA。经实验考察 ，JEV感染 C6／36细胞后 6小时即可出现阳性结果。本文 

所建立的各种方法 ，在分子水平 上检测或研究 JEV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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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Synthesis of an Oligonucleotide 

Probe and Its Detection of JEV 

Xiang Bingyi Yang Yongfeng Liu 1Abfng 西 

(血 of Motorcar髓蛔  ， e而枷 埘瓣 腻 耐；，， 椰 710032) 

A probe(19 oligonucleotides)for JEV corresponding to the sequence from 1 l to 29 nt of the 31 

end of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L~ genomic RNA was designed  and synth esized wj血 ABI 381A DNA 

synthesizer-The ol／gonuclcotide probe was labeled with Ice- 。p]dATP using the KIcnow fragment．The 

specific radioactivity of the probe is 8．10— 8，86×l0 pm／Ⅲ；DNA．Hybridization with this probe 

showed that]Pg of target DNA，甜 the viruses harvested from the C6／36 cell culture at 6一 l2 hours 

after infection wi血 JEV ．could be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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