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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流电泳提纯兔出血症病毒 

杜念兴 S 6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 院·南京 210呻5 

提要 免出血症病毒(RHDV)在 pH8．6的琼脂糖凝胶上电泳 ，在负极侧有一血凝峰，免疫电镜观 

察有大量 RHDV獭粒，证实RHDV病毒粒子带正电荷。利用这一特性可用对流电泳提纯病毒 将 

抗体与病毒颗粒形成的沉淀带切 F，作 SDS—PAGE，经免疫转印出现 6条区带，其中 60kD的 VP1 

为主要结构多肽．用免疫复合物提取棱酸，以狄高辛标记制成探针，能与病毒棱酸和克隆的RHDV 

cDNA 2．2kb片段和 4．8kb片段杂变，探针灵敏度达pB水平。能用病毒核酸作模板制备探针 ，证实 

RHDV的核酸为DNA。 

关键词免出血症病毒，对流电泳，免疫转印，核酸探针 拱 
从感染组织中提纯兔出血症病毒 (RHDV)曾采用了多种方法 ，但 由于纯化周期较长 ，病毒 

回收率低 ，影响对 RHDV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我们在长期工作中发现 RHDV 在 pH8．6的 

琼脂糖电泳中泳向负极区L!]，利用这一特性 ，设计了用对流电泳快速提纯 RHDV的方法 ，并用 

以制各核酸探针获得成功。 

方法与结果 

l 病毒粗提 人工感染RHDV NJ株病死兔肝 I；5匀浆后 ，拣融 3次，70008离心 30rain，吸 

清加入等量氯仿，混合后 4℃静置 d小时，再用 7000g离心 30rain，吸上清加入 PEG贮存液 ， 

使其终浓度为 6 ，混匀 4"C过夜。7000g离心 30rain，沉淀加入 PBS充分溶解后 ，再加入 l／3 

量氯仿．同 法静置、离心，取 匕清即为粗提病毒。测其 HA 为 2 ，几乎 1 00 回收。 

2 电泳特性鉴定 在 pH8．6的琼脂糖 电泳凝胶槽的中心垂直挖一长 槽，加入血凝(HA)为 

2 初提病毒悬液 按常规方法电泳 2小时后分别向正负两极方向与长槽平行切割凝胶 ，问隔 

为 2ram，切下的凝胶条分装 Eppendorf管 中，加数滴 PBS，超声波破碎后，d℃放置数小时，离 

心取 清，作血凝(HA)检查，结果见图 l 

将 HA高峰所在的样品分成二份 ，一份滴于 3 琼脂糖凝胶上，下铺 多层吸水纸 ，在液滴 

将吸干时，覆以铜网，负染后电镜观察。另一份加等量胶体金标记抗体 ，4℃过夜后 ，同上法用琼 

脂糖过滤法浓缩样品，作免疫电镜观察，结果见图 2 AB。 

在负极侧有较高的 HA峰 ，电镜观察有大量典型的病毒颗粒 ，并吸附有胶体金颗粒，证实 

该病毒颗粒为RHDV。在正极侧亦育一 HA小峰 ，但电镜观察未发现病毒颗粒 ，可能为病毒颗 

粒中脱落的血凝素。 

3 对流电泳提纯病毒 同 法在 pH8．6琼指糖凝胶 卜挖两条平行长槽，在正概侧加粗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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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20 J，负极侧加抗血清，电泳后在两槽之间形成 一条细长清晰酌沉淀线 ，经生理盐水 充分 

漂洗后 ，切取沉淀线 ，置 Eppendorf管中，一20℃冻融后，离心取上清 ，即为纯化的 RHDV免疫 

复合物。 

圈 l 病毒悬液在 pH8．6的巴比妥琼脂中电泳后，两侧 HA分布曲线 

F迪 l HA dmtr~bution curve．A~ter eI哪 toph啦es姻 of the viral suspension in pH8．6 ag盯0se-the HA t~ter~were te~ted 

m BeI sarnple~recover0d e忱ry岛I_m a part om one~ other 

凰 2 电婊后负极端 HA峰样品 

^．负枭后的病毒颗粒 (]50000X)B．免疫复 物 (]60000~) 

F嵋 2 Electron rnicrogreph of sam ples obtSLrL~d m HA peak in t negative~leetr,~de after cIenrophnTes ． 

^ Viral p~rticles~dter n~ga~ive staiil~ (】50000× B．Immunocomplex (160000× ) 

l RHDV免疫复合物多肽分析 纯化的 RHDV免疫复合物经 SDS—PAGE后，作考马斯亮 

蓝染色和免疫转印。结果提纯病毒只出现一条着色带，免疫转印后，显示有 6条多肽能被 

RHDV高免血清所识别 ，带型和各条带的分子量与张全顺等报道的基本相符。其主要结构多 

肽为 60kD的 VP ，抗体(1eG)对照免疫转印则不显条带(图 3)。 

5 免疫复合物制备核酸探针 免疫复合物中病毒按常规方法提取核酸，用狄高辛标记后制成 

病毒核酸探针 ，与 RHDV核酸、龚晓明博 提供和 RHDV—cDNA克隆中 2+2kb和 d．8kb二 

片段作斑点杂交，均显示明显的阳性斑点；而与无关核酸，包括小牛胸腺 DNA、自正常肝提取 

的 DNA等均不显示杂交斑点，探针灵敏度测定可达 2pg水平(图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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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3 RHDV多肽SDS—PAGE和免发转印图 

1． 标准舟子量}2、3．SDS—pAGE考马斯蓝染色+4、5． 

免疫转印}6．抗体( gG)对黑 

Pig 3 The SDS—PAGE and immunoblotting of the RHDV 

polyp~ptiodes· 

Lane 】 MW standards}Lane 2．3 SDS—PAGE}Lane 4，5 Im— 

munoblottillg‘Lane 6 Antibody (IgG )~ontro1． 

B霸景 
c■ ， 

图 4 DIG标记 RHDV校酸探针与 RHDV 

校酸和 RHDV eDNA文库中 2．2kb、4．8kb片段 

斑点杂交 

^．不同浓度的RHDV棱酸 嵌擞为 g、0．2 

gg、20vg、 g、0．2“g、20pg、2pg、 2pg、20fB和 

2岛． 

B．依移c为：RHDV校酸、2 2kb片段、4．8kb 

片段。 

C．依擞为 R．HDV棱酸、小牛腑腺 DNA、正 

常兔肝校酸、TE缓 冲藏。 

Fjg 4 Dot hybridiz~tion of DIG-labcle~l RHDV nucleic acid probes to virus DNA ·and 2．2kb and 4．8kb~ gment of RHDV 

eDNA library． 

A·RHDV nucleic acid of g 2ug，20Llg． g．0．2uB 2Opg，却B，0．2pg．2OfB and 2fg r铭p州 i州  

E·RHDV nuclele acid·2· b fragiment 4．鲰 b iragmem re~pectiveiy． 

C．RHDV nucleic acid．calf thymus DNA，live nucleic acid of norm~ rab~R．TE buffer瑚 pecti~ ly 

讨 论 

1 琼指糖凝胶的网格孔径约 8Ohm左右，所以一些较大的病毒颗粒 不能在此凝胶中扩 

散 、泳动；只有细小病毒科(Parvoviridae)、小 RNA 病毒科(Picornaviridae)和嵌杯样病毒科 

(Caliciviridae)三类病毒能在电场中泳动，其中大部分病毒粒子在 pH8．6时均带负电荷 ，在电 

泳时泳向正极 。唯一倒外的是一种对家蚕有致病性的浓核病毒(属细小病毒科)在对流电泳时 

带正电，能与放置在负极的抗体出现沉淀带；RHDV亦具这一罕有的特性，两者的关系值得进 
一 步探讨。 

用对流电泳提纯病毒所获得的是一种免疫复合物 ，用以作 SDS—PAGE时，从理论 上说 ，除 

病毒结构多肽外．应显示出抗体重链和轻链 二条多肽带。但实际并未见抗体带的干扰 ，这可能 

纯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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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吸咐在病毒颗粒上的抗体分子含量极少所致。因 RHDV 结构蛋 白总分子量为 13．65× 

10 ，与抗体(IsG)分子量之比为 85 t 1，病毒结构蛋白中只有占总量 54．7 的 VP 才能检 

出，比例较小的抗体未被检出是可以理解的。 

用本法提纯的病毒用以提取核酸可翻备核酸探针，其敏感性也符合试剂盒的要求。此外， 

用狄高辛试剂盒标记核酸时，只能以 DNA作模板。RHDV 核酸的标记成功 ，从另一个侧面证 

实 RHDV 棱酸 为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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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 ification of Rabbit Haemorrhagie Disease Virus 

from Counter Im m unoelectrephoresis 

Shi W eiweng Du N ianxing 

(Na mg Ag 。 缸rd Univer~y，Na ‘n 2l0095) 

RH DV could be m oved to the negative electrode by electroOhoresis in the condition of 

pH 8—6，and this was confirm ed by im munoelectron m icroscopy observation．The R HDV im — 

munocomplex was purified by counter immunoelectrophoresis (CIE)form 1iver tissue of rub 

bits died of RH D and used for the analysis of RH DV structural polypeptide by im m unoblot 

ing．The R HDV nucleic acid was extracted from RHDV im munocom plex and labelled w ith 

Digoxigenin—dUTP—The labelled nucleic acid probe with high sense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as 

able to hybrideized with RHDV nucleic acid，RHDV 2，2kb and 4，8kb cDNA fragments in dot 

blot analysis— 

Key words RHDV ，CIE ，Im m tinobloting，N ucleic acid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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