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口 

第 10卷第 3期 

1999年 9月 

中 国 病 毒 学 

VIRO LO GICA SIN ICA 

● 

Vo1．1O。No．3 

SBD．，1995 

张全顺．．杜念兴 唇h燕 5＆ t6 

／f ⋯  ，’1 
提要 粗提病毒经 Sepharose4B层析后 ．获得纯化的兔出血症病~(RHDV)。提纯病毒经过 SDS． 

PAGE经考马斯亮蓝染色显示 A、B、C、D、E、F和 G 7条多肽．凝胶扫描显示 A为RHDV主要结 

构多肚。用多抗和单抗作免疫转印分析，证实A、B、C、D、E、和G为结构多肚，此 6条结构多耿问的 

抗原关系十分密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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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当 !竖．sDS— AG ；免疫转印乡哲丰 多 ，·／j；孝 

关于兔出血症病毒多肽分析国内外已有不少报道，但箍结果颐不 致，且 泳图形多不够 

清晰，重复性也不好。为此我们分析了获得高分辩率电泳图谱的影响因素，制定了最佳操作程 

序，多次重复 ，获得清晰的 RHDV多肽图，并结合多抗和单抗免疫转印获得了满意结果 

方法与结果 
l 病毒提纯 取人工感染 NJ株 RHDV肝 】：10匀浆 ，经冻融、氯仿处理、PEG沉淀 沉淀物 

图1 提纯病毒电镜照片负染色 (150000X) 

Fig 1 Elect rot]rrdc-cographyof purified RHDV 

stained neg~tieve[y(150000× 1 

悬于 PBS中，再用氯仿处理一次 ，离心分层， 

去氯仿、PEG和杂蛋白。上清液经一轮高速 

(15000g 30rain)和超速 (14000os 120min)差 

异离心 ．沉淀用少量 PBS充分 悬浮 ，即获粗 

提病毒。再经 Sepharose一4B柱层析 ，收集血 

凝峰 ，各管合 并 ，用 140000g 120rain超速离 

心后，沉淀悬于适量 PBS中．在 752C墅紫外 

分光光度计 上测得 OD2∞Ioo2 为1．23，蛋白 

浓度为 1．15mg／ml。负染后 电镜检查 ．可见 

密集的病毒颗粒 ，结构完整 ，背景清晰(见图 

1) 

2 SDS—PAGE分析 主要操作按候云德[ 

方法进行。上榉量为 l0～20 g．200V 电泳 

5h左右 ，待溴酚蓝指示剂离底边约 lcm 处， 

停止电泳。取出凝胶 ，将其切成 2份 ·1份用考马斯亮蓝或丽春红染色 ，另 1份置于转移缓冲液 

中平衡 ，留待转印。 

本文于 1994年 6月 3日收到 ．10月 20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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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经考马斯亮蓝 R250染色后 ，可见 A、B、C、D、E、F和 G 7条多肽区带 ，其分子量分别 

为；60．12kD、58．27kD、54．74kD、53．01kD、38．00kD和 25．90kD 应用经保存和多次冻融后的 

提纯病毒与新鲜提纯病毒反复试验，其中部分采用丽春红染色 ，结果完全一致(见图 2A)。 

染色的凝胶在岛津凝胶扫描仪上用 ~．=560nm扫描 ，根据各条多肽峰的积分面积计算相 

对含量(不含多肽 F) 因A带下方有 1条很细的B带 ，猛看时只 l条带，扫描图中 A、B二带重 

叠；D、E 2条也紧密相连，扫描时峰重叠，故实际仅扫出4条带。A(含少量B)占病毒总蛋白的 

54．7 ，C为 l7．7 ，D、E为 22．7 ，G为 4．9％ A为 RHDV的主要结构蛋白。 

3 免疫转印 参照 Symington[ ]方法进行 。样品经 SDS—PAGE后的凝胶在转移缓冲液中平 

衡 30rain后 ，在 Semi—dry转印仪上，用 6～8V 电压，1．5～2A 电流转 印 l7～18h，将硝酸纤维 

膜切成 7mm宽的条带，分别用抗 RHDV高免血清(多克隆抗体)和 6株单克隆抗体处理 ；前者 

用酶标 SPA，后者甩酶标羊抗鼠IgG作用，显色，结果见图 2B 

2 

l 2 3 4 · b c d · f h I 

A 

图 2 RHDV多肚的免疫转印图 

(A)SDS—PAGE包括 ；标准分子量 

(1)．兔出血症病毒(2，3)，正常肝摄取液 

({)l 

(B)免疫转 印：单抗 (a～f)，阳性 血 

清(蜃)．阴性■清 【h)、膏标 SPA(i) 

F 2 The immunoblottin$ pat- 

tenm of the RHDV ~ lypa ptides 

profractiorzated 时 SDS-pAGE 

(A ) SI~S-PAGE cc哪  l1i1吨 the  

M W  standards (1ane 1)．RHDV (1ane 2， 

3)．and llorlB~ liver ex1fD torB (1ane 

4)： 

【lI)Containing RHDV only，q【m — 

ined by immunobiotting-strips of NC． 

membrane~ 咄 incubated with trton~0- 

clonid tM  (k∞ a～ f)．positive 

sen-m (1ane g)，negative Belgian (h)-and 

oer锄dd雎 一labelled protein A (1an e i) 

用多抗转印显示RHDV有 A、B、c、D、E和 G 6条酶反应带 ，其中F带不着色 根据单抗 

转印的结果 ，可将 6株单抗分成 2组。AA8—1、CG 4—1和 CH3-1三株单抗均能识别上述 6条多 

肽，发生反应；RM一1 4、RM—l7、和 CP2—1则不能识别 RHDV多肽，不显示酶反应带 图 2B中， 

b、d、f为 3株有转印活性的单抗，均显色很深；a、c e为无转印活性单抗，与阴性血清对照(h) 

和无血清对照(i)一样均呈痕迹显 色 其中a 、c均因转印膜剪开时偏离泳道 ，以致将相邻二 

个泳道剪在一起，但由于各泳道所加样品是相同的，故不影响结果分析 

讨 论 

在 SDS—PAGE分析多肽时 ，SDS与多肽的 比例要适当，SDS的量过少，会使测得的分子 

量 准确，但过高的SDS则会使多肽区带变宽。我们将多肽与SDS比例调整到 1：20时，获得 

了较理想的结果。选择分离胶浓度也十分重要，如果病毒多呋分子量和标准蛋白不在胶浓度的 

线性分离范围内，不仅分离的效果不好，测出的分子量也会出现较大的偏差。作者经多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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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现 RHDV的多肽分子量均在 10000~70000Da之间 ，因此选择了 1O 的分离胶 ，获得满 

意的结果 无论用于直接染色或转印，条带均十分清晰，标准蛋白分子量的对数与迁移率呈直 

线关系 ，相关系数为 0．9992；，测得病毒多肽分子量也较 准，经多次重复误差很小。 

关于 RHDV结构多肽 ，我们过去一直报道是 4条[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报道也 

是 4条m。本试验粗看和扫描也都是 4条 ；但仔细观察在 A带之后有一极细带 }D、E相连 ，扫 

描无法分开，但细看也由 2条组成 国外则多报道为 1条，国内也有报道 1条的。近来我室王 

垣安、施 义等用SDS—PAGE也只看到 1条。这可能是由于试验条件、上样量和染色敏感性不 

同所致。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有待进一步澄清。 

无论用多抗或单抗均能识别 A、B，C、D、E和 G 6条多肽，说明这 6条多肤均为 RHDV结 

构多肽，有转印活性的 3株单抗(AA8一l、CG 4—1和 CH3—1)均无HI和琼扩活性 ，经叠加试验表 

明它们是针对同一决定簇的 这一结果与 Kierek等用单抗分析水貂阿留 申病毒(ADV)的结 

果有相似之处 ，说明RHDV 6条多肽之问抗原关系十分密切。 

RM一1 4为保护性单抗 ，但它不能识别RHDV的结构多肽。RHDV的保护性抗原可能为构 

型决定簇 RM一1 7为高 HI活性单抗 ，也无转印活性，说明 RHDV血凝可能与多肽的空I可构型 

有关。RHDV在 SDS处理后血凝性消失，也说明RHDV 的血凝与病毒完整性有关。 

本试验确认 RHDV存在 6条结构多肽，这与本室龚晓明博士用提纯的 RHDV mRNA体 

外翻译后所获得的结果基本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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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HDV virion comprised six sturctural polypeptides as analysed by sodium dode(：yl 

sulfate—polyacrylam ide gel eIectrophoresis，including A (molecular weigh c 6 0．12 kD )，B 

(5g·27kD)，C(54-74kD )，D(53-0IkD)，E(51 10kD)and G (25．90kD) The major polypep— 

tide A (including polypeptide B constituted abou c 54．7 of the total viral proteins．polypep— 

tide c constituted 1 7-7％，polypeptide D and E were about 22．7％ and polypeptide G ％vere 

about 4-9 - By western blotting with rabbit antiserum ，polypeptides A
、 B 、C 、D 、E and G 

-were detected·by using monoclonal antibodies A A8一l、CG d 1 and CH 3—1．all the six polypep— 

tides COUId be recognized，indicating that these polypeptides shared extensive antJgenJc tela— 

tionship， 

K ey words Rabbit hem orrhagic disease virus，SDS—PAGE ．Im munoblotting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