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l3卷第3期 

1998年 9月 

中 国 病 毒 学 

VIR0lJ(1GICA SINICA 

VoI I3 No 3 

Sep 1998 

一 n 1 

二=1 端重复序列对重组痘苗病毒 更T Hl ．长末端重复序列对重组痘苗病毒 f、’ 
表达Gag蛋白的影响 《 

量春生 金宁一’佟明华 郭军庆 
● ， ’ 一

_ — 一 — 一 

王秀清 郭志儒 殷 震 

(解放军农牧大学研究所 解故军基固工程实验室，长春 130062) 

摘 要 将系列踺失的 HIV-I长末端重复序列(LTR)和垒长的 ga ORF置于痘苗病毒载体 中， 

经同源重组和血球吸附试验，成功地构建了 6株重组痘苗病毒。免疫印迹和免疫酶试验检测均表 

明，6株重组病毒的 Gag蛋白表达量因 LTR不同而有明显差异，表明 HIV-1的 LTR及其下游基因 

置于痘病毒启动子控制下，在痘苗病毒中表达时有下述特点：(1)不同的痘苗病毒启动子与生长 

LTR相互作用，对 gag基因表达有显著不同的调控效果；(2)NR序列对 Gag蛋白表达没有明显影 

响 ；(3)EN序列不能被重组痘苗病毒表达系统识别；(4)TAR序列可提高 Gag蛋白的表达量；(5) 

U5区及下游非翻译序列不影响 Gag蛋白的表达。 

关键词 人I型免疫缺陷病毒 l【 )，长末端重复序列(
—

LT
—R)， E曼旦：毒茎 墅璺搴苴瘟垂 

反转录病毒感染敏感细胞后，单链 RNA基因组需反转录为双链 DNA，并与宿主细胞的基 

因组整合，才能完成其生命周期。前病毒 DNA基因组与单链 RNA基因组的区别，在于 DNA 

基因组两端形成了长末端重复序列(1ong terminal repeats，LTR)，由U3、R、U5区三部分组成。 

人I型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eiency virus type 1，HIV 1)LTR的U3区长453 bp、R 

区长98 bp、u5区长83 bp。LTR实际上是一个启动子．对病毒的表达和其它生命活动起调控 

作用，其功能区主要位于 U3区和 R区，从 5 端到 3 端依次为负调节序列(negative regulation 

sequence，NR)、增强子(enhancer，EN)、TAR元件(反式激活应答元件，trans-activating respon— 

sire element)，u5区与病毒的 DNA整合有关_l J。已经证明 HIV一1 LTR在多种病毒_2 和大肠 

杆菌 中具有启动子作用，可促进外源基因的表达。 

一 般认为，痘苗病毒具有独立的酶系统，在感染细胞的胞浆内增殖，因此该病毒基因表达 

的调控方式与其它病毒(包括反转录病毒)或真核细胞不同，与大肠杆菌也有很大差别 J。为 

了在痘苗病毒中高教表达HIV的基因，有必要弄清 LTR各功能区在痘苗病毒中对外源基因 

表达的影响。观察这种效应，也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 HIV LTR的各种生物学功能。 

本研究将系列缺失的 HIV一1 LTR和全长的gag ORF插入痘苗病毒的基因中，观察发现 HIV 

1 LTR对 gag基因在痘苗病毒中的表达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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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l 菌株 

大肠杆菌(E coli)HB101、DHSa、JM109．均由本室保存。 

2 质牡 

质粒 pNlA32由日本京都大学病毒研究所 Adachl博士赠送，它是一十含有 HIV．1前病毒全基因的杂交 

质粒 ．痘苗病毒表达载体质粒 pSFJ2—16为金宁一等所构建⋯，质粒 pBlue~cript SK(+)由本实验室保存。 

3 病毒和细胞 

WR株痘苗病毒由R Concllt博士惠赠，地鼠肾细咆(BHK21)由本室保存。细胞和病毒用含有 10％或 

2％小牛血清的 DMEM或 MEM培养增殖。 

4 痘苗病毒表达质牡的构建 

质粒构建及限制性内切酶消化、连接 、转化、重组质粒的酶切鉴定等．均参照文献【7]舟绍的方法进行。所 

用的限制性内切酶和其它工具酶为Promega公司、华美生物工程公司、Boehrlnger Mannheim等公司的产品 

痘苗病毒表达质粒构建的策略如下：将含有 HIV．1前病毒全基因的质粒 pNIA32，用限制性 内切酶 

EcoRV消化，切出 HIV一1前病毒基因组的 5'-LTR和 gag基因“及部分加 基 因片段(Ⅱt112～nt 2977，核苷 

酸编号与 pNIA32上一致，下同)，插入质粒 pBluescript SK(+)的 EcoRV位点，构建了质粒 pSKLGp。 H唧 

Ⅱ酶切 pSKLGp，切除大部分残余的 加 ORF(t]t 2496～nt 2977)，并自身连接 ．成为质粒 pSKLG。从 pSKLG 

中 BamHI·HincⅡ切 出 nt儿2～nt 2496 DNA片段 插入 pSFJ2—16 的 BamHI． aI位点之 间，构建 

pATILG。pATII G质粒以EcoRI切出nt112--nt 2496的 DNA片段，插A pSFJ2—16的 EcoRI位点，构建表达 

质粒 p16[ G。pATILG质粒 SeaI和 EcoRI联合消化，回收 nt 313--nt 2496的 DNA片段．插入pSFJ2—16的 

Smal和 EcoRI位点之问，构建表达质粒 916LG~,1。 PvuⅡ和 B鹪HⅡ消化 pAT|LG质粒．切出 nt 433～nt 

711片段，插入 p16[ G的 SmaI—B蠲HⅡ位点．构建表达质粒 p16[ GZX2。pATILG质粒 以 SacI切出 nt 487～nt 

2496的 DNA片段．插入 pSFJ2．16的相应位点，构建表达质粒 pI6LGA3。B．~sHⅡ．HintⅡ双酶切 pATIG质粒， 

得到 t]t 711～nt 2496的基因片段．补平后插入 pSFJ2—16的 SmaI位点．构建表达质粒 p16G。构建的质粒用 4 

～ 6种限制性内切酶消化鉴定．并将亚克隆的 HIV一1基因片段再转入 pB[ue~cript SK(+)中．接一般方法进行 

确证性序列分析。 

5 重组病毒的构建 

5 1 质粒 DNA转染和同源重组 按照以前报道的方法⋯进行，主要步骤是，培养 BHK21细胞至 20％～ 

40％成层，以0 1 PFU／细胞 的量感染WR株痘苗病毒，37℃作用 1 h。在第一组微量离心管中将 10 L转染 

试剂(DOTAP．BoehrlngerMannhein产品)与 500 I DMEM培养渡轻轻混合，在第二组微量离心管将 10 g的 

各种表达质粒 DNA与 500 vLDMEM轻轻混合，然后把第二组溶渡小心地滴 入第一组。室温静止 15～30 

rain。将混合物直接加至上述已感染有病毒的 BHK21细胞平皿中．6～8 h后换新鲜配翩的 l0％小牛血清 

DMEM．培养48 h后收毒．作为筛选重组病毒的样品。 

5．2 重组痘苗病毒的初步筛选 将样品用 PBS稀释，接种于BHK21单层细胞，感染48 h后，加入0 5％鸡红 

细胞，吸附 20 mln．挑选不吸附鸡红细胞的重组病毒子空斑。进行空斑纯化直至无吸附鸡红细胞的空斑出现。 

6 间接免疫荧光试驻 (IFA) 

将重组病毒子和 WR株痘苗病毒分别 0．[】1～0 03vvo／细胞 的量接种于盖玻片培养的 BHK21细胞单层．36 

～ 48 h后取出盖破片，50％乙醇．5【】％丙酮固定，洗涤后与抗 HIV-1 p24单克隆抗体(P,．J~ngerMannheim产品)反应， 

再与异硫氰酸荧光黄(FITC)标记的绵羊抗鼠 IgG(军事医学科学院产品)反应，最后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7 免疫印迹试验 

接常规方法进行。7 J。重组病毒和对照病毒(wR坩 别以 10 PFU／细胞 的量接种于 BHK21细胞，感染后 

24 h，收获感染细胞，裂解，制备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样品，在 10％的胶中电泳，每泳道加 40万细胞裂解物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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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样品 电诛毕，转移至硝酸纤维素膜，再先后与 p24单克隆抗体和碱性磷酸酶标记的抗鼠 lgG(Prornega产 

品)反应，最后用 NBT和 BCIP(Sigraa产品)显色。 

8 G矩蛋白衰达■的免疫酶检测(EIAI 

培养在6孔板中感染重组痘苗病毒的 BHK21细胞经 PBS(oH 7 2)洗涤后，每孔加入 500 L碳酸盐缓冲 

竣(pH 9 6)，洗下细胞。用超声波破碎，碳酸盐缓j巾液(pH9．6)倍比稀释。3000 r／rain离心 10rain，取 100 L 

裂解液或其稀释液直接包被 ELISA反应板，再依次与 p24单克隆抗体和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抗鼠 IgG(本 

所刘子研究员惠赠)，于室温下作用 1 h，晟后用OPD-H2O2显色，酶联阅读仪测定光吸收值( ∞)， ∞>0． 

2的细胞裂解物的最高稀释度为终点效价。 

9 对照 

免疫学检测(IFA、Western blot、EIA)中所用细胞对照为未接种病毒的正常 BHK21细胞，其裂解物再接种 

BHK21应无空斑出现；病毒对照为 WR株痘苗病毒感染的 BHK21细胞，其裂解物再接种细胞后所形成的空 

斑应全部为 HA阳性 

结 果 

1 痘苗病毒表达质粒的构建 

含有 HIV-L前病毒基因的质粒 pNL432，酶切后分离5 端 LTR和 gag基因的DNA片段， 

按“材料和方法”中所述策略，经多次亚克隆，构建出 6种痘苗病毒表达质粒，其结构见图 lA。 

这些重组质粒都经 4～6种 DNA限制性内切酶鉴定，证明构建正确，如图1B所示。该图为 

BamHl和 PstI双酶切 6种质粒的电泳照片，在这些质粒中，BamH I位点位于外源片段的上 

游，PstI位于 HIV—Lgag基因中(nt1415)，因此 BamHI—PstI片段的大小可以反映 LTR的 

缺失情况。由图 IB可见，从 pATLG起到 pl6G，BamHI—PstI片段依次减小，说明 LTR依次 

缺失。确证性序列分析也证明质粒构建正确，如图 1C。 

Structttre of~aermted DNA fr~ment 

g~mid =  LTR 

ll2 ATG 2 496 

IILG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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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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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6LG／k．％ 一  !j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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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IA 6种痘苗病毒表达质粒蚋结构 

F 1A Schematic st1~c'ttLre of the x v~ecinla v Lrl1吕expression 01~m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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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B 积酶切鉴定6种痘苗病毒表达质粒 BamH 

I，Pst1片段在各表达质粒中的大小依攻为plfiG． 

0 7kb}pI6LGA3．0 93kbl p16I GA2．0 98kb； 

pl6LG&I，1 2kb；pI6LG，1 3kb；pATH．G 1 3kb 

Fig．1B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x vaccinia vies ex． 

pre．ssi~ plosrrfids by double d 哪 ∞n with BamH I 

and PstI．Thelength 0f BamH1 P 1 fragmentin 

each— WaS as／oUows：pl6G．0 7kb；pl6LGA3． 

0．93kb；p161．GA2，0 98kb；pl6LGAI，I 2kb； 

pl6LG，1 3kb；pATI1LG，1 3kb 

2 gag基因重组痘苗病毒的构建 

痘苗病毒 WR株感染 BHK21单层细胞 1 h后， IX)TAP分别转染表达质粒 pATILG、 

pl6LG、pl6LGA1、pl6LGA9、pl6LGA3和 pl6G，通过鸡红细胞吸附试验，筛选出不吸附鸡红细 

胞(HA )的重组病毒空斑。经间接荧光染色进一步鉴定，得到与表达质粒相对应的 6株重组 

痘苗病毒．依次命名为 vATILG、vl6LG、v16LGA1、vl6LGA2、vl6LGA3和 vl6G。 

3 Gag蛋白的 IFA检剥 

将各重组病毒及对照病毒(wR)接种 BHK21细胞，间接免疫荧光染色后置荧光显微镜下 

观察，结果如图2。没有接毒或接种 WR株的 BHK21细胞中没有荧光，感染重组痘苗病毒的 

细胞浆内，均可见特异的黄绿色荧光。 

4 Gag蛋白的免疫印迹检剽 

将各株重组痘苗病毒和 WR株野生型痘苗病毒以 l0 PFu／细胞 的量接种 BHK21细胞， 

24 h收集感染细胞．裂解后进行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再转移至硝酸纤维索膜(NCM)， 

用抗 p24单克隆抗体和酶标抗体染色。结果显示，重组病毒感染细胞裂解物均有特异的蛋白 

带，表明各重组病毒均能表达 Gag蛋白，其中 vl6LGA2的表达量最高，结果见图3。 

5 免疫酶分析重组病毒 Gag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将收集的各重组病毒和对照病毒感染的细胞培养物，加 pH 9．6的碳酸盐缓冲液，超声波 

破碎和倍 比稀释后直接进行酶免疫分析，比较各重组病毒表达 Gag蛋白的相对产量．取 3次 

免疫酶试验结果的平均值，结果见图 4。6株重组病毒中， vl6LGA2的 Gag蛋白表达量最 

高，3次测定的平均效价为 754 3 257；vATILG、vI6LGA3、vl6G的表达量相近．其效价分别 

为 85 30 36 95、128 00±0．00、85．30±36．95；vl6LG和 vl6LGA1的表达量较低，其效价分 

别是 2．70±1．15和 4．00 0 00。若以表达量最低的 vl6LG的免疫酶试验效价为 1，则 

vl6LGA2为 297，vATILG、vl6LGA3、v16G分别为 32、47和 32，vl6LGA1为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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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本研究在成功地构建痘苗病毒表达质粒的基础上，通过同源重组和血 

球吸附试验筛选，构建了6株重组病毒，用于分析 HIV一1 LTR对 gag基因 

在重组痘苗病毒中表达的影响。实验表明，痘苗病毒启动子与 LTR的不 

同功能区相互作用．对 Gag蛋白在痘苗病毒中表达具有显著的影响。 

I 不同的痘苗病毒启动子严重影响全长 LTR下游 gag基因的表达 

已有报道，将 HIV一1 LTR与报告基固组成的表达系统转染不同细胞 

系时．有的细胞系表达量很低．甚至不表达，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转染的 

细胞中含有不同的反式作用蛋白 但前病毒 DNA在宿主细胞中整合处的 

DNA序列是否影响病毒蛋白的表达则尚不明确。本研究用两株含有全长 

LTR的 Gag重组病毒——vATILG和 vl6LG，二者区别仅在于所用启动子 

不同．vATILG为牛痘病毒 A型包涵体蛋白(ATI)启动子，vl6LG为 ATI— 

p7．5复合启动子．但两株病毒的 Gag蛋白的表达量相差达 32倍(图 4)。 

说明不同的痘苗病毒启动子对 LTR的功能影响较大。 

2 LTR中的 NR序列不影响 Gag蛋白在重组痘苗病毒中的表达 

NR序列含有多种真核表达的调控元件．因细胞类型不同，即细胞中反 

式蛋白不同，则不同的顺式功能区被激活，有时表现为正调节．有时表现为 

负调节甚至没有作用。 

重组病毒 vI6LG和 vl6LGA1所用的启动子结构完全相同，两者的唯 
一 不同是后者 LTR中缺失了 NR序列(图 1)，但其 Gag蛋白表达量相近， 

图IC 表达质粒确证 间接免疫荧光试验、免疫印迹试驻和免疫酶试验等三种免疫学方法检测均 

性序列分析照片之一 无明显差异，说明LTR中的NR序列在病毒中对 Gag蛋白表达没有明显影 

——-p16LG的序列丹 响。 

3 LTR的EN序列不能被重组痘苗病毒表达系统识别 

， ， 

the 

LTR中的EN序列，长约 120 bp，其中有两个 NF—r．B蛋白的结合基元 

Ⅱn。 q⋯ ； {for(motif)、三个 SP1蛋白结合基元和一个 TATA盒，细胞的反式作用因子和 

16LG) 该区域结合后，可增强多种类型启动子的活性 。按一般原则推测，将 

LTR EN序列置于痘苗病毒ATI—p7．5复合启动子的下游，应当能提高所 

控制基因的表达效率，缺失该序列则表达效率应当降低。但本实验的结果 

与这种推论相反，含有 EN序列的重组病毒v16LG和 vl6LGA1表达 Gag蛋白的产量相近，且 

是 6株重组病毒中表达量最低的；而缺失 EN序列的重组病毒 vl6LG~L2、vl6LGA3和 vl6G则 

以最高和次高的产量表达了Gag蛋白(图3、图4)。这些结果说明重组痘苗病毒表达系统不能 

识别 HIV一1 LTR的 EN序列。 

4 TAR序列可显著提高 Gag蛋白的表达量 

HIv一1的TAR序列，可在前病毒基因组 DNA转录生成的 mRNA 5 端形成稳定的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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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Indi~ct 

图2 间接免疫荧光分析 6株重组病毒表达的 H1V-1 Gag蛋白 

⋯ e ashy BHK21 cells⋯ e infected with recombin~t vaecinia virus at 0 Ol一0 03 PVU／ 

cen and incubated for 36 48 h Infected cells were fixed with acetone uethanol prior to labelling Gag protein exFce~ed by 

reeombi~nt va~inia viruses weFe rev~led by incubation with anti-p2* m rl0ckr I~dbody followed by sheeting anti mouse 

FITCMabelled antibody The]nten~ cytoplamic staining w ohser~d in recombinant va~ciniaⅥrLl infect。d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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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重组病毒表达 Gag蛋白的免疫申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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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进而与病毒编码的Tat蛋白结合，促进转录 l- J，而且，TARDNA还能与多种细胞因子 

如 LBP一1等结合，调节基因表达。将 TAR DNA置于外源启动子中，可提高外源启动子的本 

底(basad和Tat蛋白诱导活性_l， J。所构建的 6株重组病毒中，以含 TAR序列的 vl6LGA2 

表达 Gag蛋白的产量最高，其 Gag蛋白的表达量为缺失 TAR序列的 vl6LGA3和 v16G的5 9 

倍和 8 8倍(图 3、图4)．说明 HIV-1的TAR序列在痘苗病毒中具有生物学效应，提高 Gag蛋 

白的表达量。这～结果可与 Robinson等的实验互相印证，他们将常用的反转录病毒载体—— 

鼠白血病病毒(MoLV)载体的 LTR的一部分 U3区，换成巨细胞病毒立即早期增强子／启动子 

(cMv—IE)和 HIV一1的TAR元件(HIV-1一TAR)。在细胞中表达发现，杂交 IJ1’R的本底转录 

效率比野生型高 10～15倍．该质粒的结构与本实验的表达质粒 pl6LG&2颇为相似，都是在 

DNA病毒启动子的下游，接上 HIV-1的TAR元件。可能是由于痘苗病毒的启动子与 LTR中 

不同的功能区相互作用，使 Gag蛋白在重组痘苗病毒中得到高效表达。 

5 US区及其下游非翻译序列不影响 Gag蛋白的表达 
一 般认为，痘苗病毒表达的外源基因，需尽可能地去除上游的非编码序列．否则会严重影 

响表达效率ll 。HIV LTR的 u_5区主要与病毒的复制和整合有关，面对调节病毒基因在细 

胞中的表达效率并不很重要。含有 U5区的重组病毒vl6LG&3和缺失大部分 U5区的 vl6G． 

其 Gag蛋白的表达量相近(图 3、图 4)，说明 U5区及其下游序列不影响 gag基因在重组痘苗 

病毒中的表达，同时也说明牛痘、痘苗病毒启动子对外源基因上游非编码区的长短要求不十分 

严格，对有较长非编码区的外源基因仍能很好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免疫印迹的实验结果中，能够与抗 p24单克隆抗体反应的蛋白，除 p55蛋 

白对应的 55 kDa的主要蛋白带外，还有其它多条蛋白带(图 3)。这种情况与 Hu等以痘苗病 

毒表达 Gag蛋白的结果一致_l 。他们通过试验确认，其它蛋白带的出现，并不是由于非特异 

免疫反应造成的，而是 Gag蛋白被细胞的蛋白酶作用后形成的酶解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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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ong Terminal Repeat(LTR)of Human 

Immumodeficiency Virus Type 1 on the Expression 

of gag Gene in Recombinant Vaccinia Viruses 

Mao Chunsheng Jin Ningyi Tong Minghua Gu0 Junqing Wang Xiuqing Yin Zhen 

fLabor~tory ofC．eneticEngineering ofPLA．Changchun 130062)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 Of LTR in vaccinia virus·6 recombinant viruses were con 

structed by inserting intact or serially truncated LTR together with their downstream of gag ORF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l(HIV-1)into the vaccinia virus genome，Indirect floo— 

rescenee assay．W estern blot and immunoermyme assay showed that all the 6 recombinant vaccinia 

viruses expressed Gag protein，but the efficiency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These results sug 

gested that the function of each function domain in HIV-l LTR exhibite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0n gag gene expression in vaceinia virus：(1)The function of intact LTR on gag gene expression 

varied with the upstream poxvirus promoter；(2)NR sequence neither decreased nor increased the 

Gag protein exprssion level；(3)Enhancer sequence might not be recognized by recombinant vac— 

cinia virUS expression system；(4)TAR sequence enhanced Gag protein expression effectively； 

(5)u5 region and its downstream non-translated,~juence had little effect on Gag protein exprs— 

sion efficiency． 

Key words HIV 1．Long terminal repeats(LTR)，Gag protein，Regulation，Vaccinia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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