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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生长激素Ⅱ基因在杆状病毒中的表达* 

苎』 王王句章 龙繁新 董塞盐： 魔义 会奇理 

(中山大学生物 防沾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 510275) 

摘 要 以 pSXlV'VI x3为转移载体，将编码金鱼生长激素Ⅱ的 cDNA插入粉纹瘦蛾核型多角体 

病毒(TnNPV)基因组中，拘建丁重组病毒株 TnNPV-SX HⅡ46。该毒辣能在草地贪夜蛾 

(S#odoptera frugiperda)离体培养细咆及银垃瘦蛾(Ag 。gm 川 a．gnala)幼虫中表进金鱼生长 

激素基周。蛋白免疫印迹表胡，表达的生长激隶蛋白分子量为22 5 kDa，与理论计算值相符，且表 

达的生长激素可分泌到感染细胞的培养基及虫体血淋巴中。RIA结果表明，丧达产物与天然的生 

长激素有相似的免瘫特性，重组病毒在感染细胞 96 h pi所表达的生长激素达到最高水平．平均每 

10 个细胞可在细胞培养基中检测到金鱼生长激素 Ⅱ达 86 74 ng；乎均每克干虫可产生金鱼生长 

童 燮  关键词 杆状病毒莰达载体系统 

以昆虫杆状病毒为载体、昆虫细胞或虫体为受体的基因工程由于具有独特的优点和巨大 

的发展潜力，已受到各国学者重视⋯。仅是 1995年及 1996年期问．就有 862种夕}源基因通过 

杆状病毒表达载体在昆虫离体细胞或虫体中得到表达。 

生长激素(GrowthHormone，简称GH)是一个由脑下垂体产生的分子量为20 000--22 222 

Da的单链多肽激素。在鱼类中生长激素除承担着调节渗透压、电离平衡等与新陈代谢有关的 

功能外，还具有着调节鱼类适应在水中生活的独特功能_2 】 生长激素基因及其表达产物为 

研究蛋白质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进化以及基因的表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模型 。由于 

GH的重要胜，人们除直接从脑垂体纯化GH外，还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GH基因克隆到各 

种表达载体中进行高效表达 ；就鱼类 GH而言，世界上已有十多种鱼类的生长激素基因得 

到分离并在大肠杆菌中表达l8 。基因工程产品与直接从脑垂体分离 GH相比有用料少、纯 

化方便、收获大等优点⋯】，并且，目前用基因工程生产的重组生长激素制品投喂养殖鱼类以直 

接刺激它们快速生长已取得一定成效l【 。故克隆及表达金鱼生长激素基因无论在基础理论 

研究或生产实践上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金鱼体内克隆到两种编码生长激素的 eDNA”]，据推测是来自不同的基因 ，但此两 

种 GH在金鱼体内的转录及翻译特性均在研究中：重组蛋白具有产物单纯的特 ，可作为一 

个标准品来研究两种 GH的蛋白特性。利用杆状病毒表达系统能高教表达外源基因及对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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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翻译后加工等优点⋯，编码金鱼生长激素 I的 cDNA已得到成功表达⋯]。本研究再将编 

码金鱼生长激素Ⅱ的 cDNA插入到杆状病毒基因组中，利用虫体及昆虫离体培养细胞进行高 

教表达。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1 菌株、质粒和病毒 

古编码金鱼生长激素 ⅡcDNA的质粒(gf Growth HormoneⅡ)由香港大学动物系条奇理博士实验室提 

供“ 。大腑杆苗 DH5a为转化受体苗 不舍起始密码 ATG的转移载体质粒 pSXIVV{’X3由本室构建 。 

柑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T NPV)属多粒包埋型，引自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病毒研究所(NERC，I船ti 

tare or"Virology．Oxford，England)。亲本毒株为古合成启动子和 半乳糖苷酶基因的无包含体粉纹夜蛾重组 

株 TnNPV-SVI G 由本室构建_】 。草地贪夜蛾(Sl~optera[rngilx~rda 9，简称 s／g)昆虫细胞引自英国自 

然环境研究委员会病毒研究所。细胞培养基为 Tc．100培养基补加 10％小牛血清。 

2 工具醵 

限制性内切酶及其它工具酶均为 Promega产品。 

3 重组质粒的构建 

按Sambrook等1992的方法 。 

4 病毒 DNA的提取 、共转染、病毒纯化 

均按 Summers等 1987的方法 。 

s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l SEed-PAGE】及 Western印迹 

5．1 样品制备 

将2xlO6个 sr9细胞移凡直径为 30mm的细咆培养皿中，待细晦贴壁旨，换以 100ml 2 x10 pIu病毒 

液，26℃吸附 1 h。弃去接种物，每皿加人 1mL的 Tc一100培养基，待病毒感染 后24、48、72、96 b分别收集细 

晦样品及培养液上清样品．收集细胞样品之前用 PBS轻洗两次；收集的上清蹦 2f)00 r／rain离心 5rain。 

虫体样品制备：于^工饲料上涂加重组病毒多角雄井喂食银纹夜蛾四龄幼虫，4 d后收集被感染的六龄幼 

虫，剪腹足收集血淋巴．离心。过滤后收集上清。供SDS-PAGE和 Western印迹分析用。 

5 2 SDS-PAGE和 We．stern印迹 

SDS-PAGE的分离胶浓度为 If)％．浓缩胶的浓度为 4％。Western印迹按 S~mbrook等 1992的方法“ 。 

第一抗体为抗兔金鱼生长澈索抗体(由香港大学动物系 Aderson Wo．g博士提供)。工作浓度为 1：10O 000；第 

二抗体及底物购自Sigma公司。按其说明使用。 

6 金鱼生长激素 Ⅱ(gfGH11)含量的放射免疫分析lRIA) 

按林浩然等 1988的方法 !。RIA试剂盒购 自于 Gibco公司 其中正常免血清(NRS)稀释度为 1：40；免 

抗金鱼 GH血清(由香港大学动物系 Ader n Wortg博士提供)稀释度为 1：38 000；羊抗免血清(GAR)稀释度 

为 1：17 5 

结 果 

l 含gfGHⅡeDNA的转移载体的构建 

将舍 gfGHI1 cDNA的质粒用 PstI／XhoI双酶切，并将切出的 gfGHI1 cDNA片段插入 

到转移载体质粒 pSXIVVI X3的 Pst I／sa1 I双酶切窗口中，构建成重组质粒 pCAGH 11 46， 

构建过程如图 1所示 经用 Pst I／Sac I双酶切，结果证实gfGH1I cDNA已正确插入pSx一 

1w 1 x3中(图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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虿 葛童 

圈 1重组质牲pCAGHII46的构建示意图 

Fig 1 Cons㈣ ction of recombinant plasrmd cAG HIl46 

■一 

合成与XIV启动子 

Synthetic and XIV Dro t 

口  

多角体蛋白基西及其侧翼 

polyhedrin gene nmt flanking region 

一  

GHI]编码序列 pUt8 

gf GHll coding sequence 

2 含2fGItⅡeDNA的粉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的重组及酶切鉴定 

将重组质粒 pCaGH II46 DNA与不形成多角体的粉纹夜蛾重组病毒 NP sⅥ G A 

共转染 s 细胞，经过空斑技术挑选从而纯化得到 5株遗传稳定的含 gfGH UcDNA又形成多角 

体的重组毒株 TmNPV-SX gfGHlI46a．b c．d 。 
随意选取重组毒株 TnNPV-SX g H 1146n(简称VGH II46a)用Sadi拄行酶解分析，由于亲 

本毒株基因组中，大小约 13．2 kb的 半乳糖苷酶基因(ga1)及其侧翼 ，园与转移载体质粒等位 

基因交换而失去了其中的gal基因，换为含双启动子、包括Sac嘴 切点的多接头及内含Sacl酶切 

点的 GH1I山NA片段，故重组毒株SacI酶切图谱较野生型病毒 SacI酶切图谱多出外源基因一 

部分的约 850 bp片段．从而证实了VGH]I46a为重组毒株，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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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重组病毒VGHⅡ46a的 SacI酶切鉴定图 

a经 SacI酶切的重组病毒 VGHⅡ46a DNA b经 Sac1酶 的 

亲本株病毒 DNA e经 Sac I酶 的野生型病毒 TnNPV DNA 

d lkbDNAledder分子量 箭头所指为切出的部分 gfGHⅡ基因 

片段。 

Fig 2 Identification of c。mbinant v⋯ of VGHⅡ46a bv Sac I 

digestion 

a Recombinant vinls of VGHⅡ46a DNA digested with Sac I 

b Parent virus digested with Sac I c Wild type virus digested with 

sac d t kb DNA ladder~ rkers The partial fragment of gfGH 

Ⅱ gene is armwheaded 

3 gfGHⅡcDNA在昆虫离体培养细胞及银纹夜蛾幼虫中表达的定性检测 

将重组病毒 VGH1I 46a接种培养的 Sf9细胞，于感染后 24、48、72、96 h收集细胞及培养 

基上清进行 SDS—PAGE及Western印迹分析。结果表明病毒感染后24 h pi，在 sf细胞培养基 

上清中已可检测到金鱼生长激素 Ⅱi感染后 96 h达到最高值。如图3所示。 

用VGH11 46a病毒感染银纹夜蛾六龄幼虫各四头(重量不同)，4 d后采血淋巴、离心、过 

滤后用上清进行 SDS PAGE和 Western印迹，结果金鱼生长激素 Ⅱ基因在虫体中同样得到表 

达，且表达产物可在血淋巴中检测到 如图 4所示。 

4 在昆虫培养细胞及银纹夜蛾幼虫中 giGHⅡ表达量的含量测定 

分别将 100 L重组病毒 VGHⅡ46a接种 2×10 离体培养的 SD细胞，于感染后 24、48、 

72、96 h收集细胞及培养基上清进行 PiA定量表达的蛋白，结果如图 5所示。表达的定量结 

果与定性相符合。在细胞感染 96 h pi，表达量最高，平均每 10 个细胞在细胞培养基中最高可 

测到的 gfGHii表达量达 86 74 ng。在同一时间．胞内残留gfGH Ⅱ33．84 ng／10 细胞。 

金鱼生长激素 Ⅱ基因在银纹夜蛾幼虫中的表达含量如表 1所示。平均每克干虫可表达 

gfGHⅡ达 214 1txgo所表达的金鱼生长激素Ⅱ含量稀释血线与金鱼 GH标准血线是平行的， 

说明表达产物与天然的 GH有相似的免疫特性，且实验结果是可靠的(图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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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VGHII 46a于不同时间间隔在培养的 Sf9细胞及培养基 上清表达的gfGHⅡ的 Western印迹鉴定 

⋯ d 感 VGHⅡ46a 24h pi(a)．48h pi(b)．72h pI(c)，96h pi(d)的 Sf9细胞培养基上清， 

e—g：感染 VGHII 46a 48h P L(c)．72h pi(f)，96 h p L(g)的 Sf9细胞。h：正常的Sf9细胞。 

M：预染的蛋白分子量 

Fig 3 Time se d gf GHⅡ gene e~pr~ ion in Sfq insect ce~ls anO cuM re medium 

I⋯ ～ d Medium of⋯It red cellsin~ectedwithVGHⅡ46afor 24h pi(1ane a)．48h (1ane h)，72h pi(1ane c)．96h 

ul(1ane d) Lane⋯ g S／9 lkinfected withVGH口46afor48h (b⋯ )，72h pi(1anef)，96b pi(1an；g) Lane b： 

Nom~M cells L M P sta1n mofeeular weight mar r 

d e M 

． 一 43k 

一 28 5kDa 

_ -·-一 22 5kDa 

一 18 4kD4 

囤 4 VGH1I 46a在银纹夜蛾毫打虫中表达的gfGHⅡ的 Western印连鉴定 

d 不同重量的银纹夜 蛾幼 虫感 染 VGH I1 46a 96 h pi一 银纹夜蛾幼虫感染 

TnNPV96 h口i M 耐染的蛋白分子量 

Fi2 4 Westem bb(analysis of VGHⅡ46a expre~ d GHⅡ in Pl~sia ugnata la~ae 

【 ⋯ d：Th haemo1)~ ph fourlar eof dNferentweightwhichwe infected 

witl1 VGHⅡ46a for 96 h pi L⋯ e The haen~lymph of larva which m s inf~ted 

wkh TnNPV for 96 h ui I肌 M ：PrestairL mdecula weight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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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IJ in Meflium 

+ GHH in 9 l_s 

图5 用RIA{剜定 gfGHlI在Sf9细胞内及细胞培养基上情中的含量 

Fig 5 Q cati∞ of gfGHlI in S／9 cells and cukure medium uSing RIA 

寰 1 虫俸中寰选的GHⅡ含量 

Table I Quantity ol GHⅡ expressed 1n la~ae 

讨 论 

本研究所表达的编码金鱼生长激素 ⅡcDNA，从表达产物的 Western印迹及 RIA的实验 

结果来看，gfGHⅡcDNA所编码的蛋白与天然的 gfGH具有相似的免疫原性及免疫活性。与 

gfGHI基因的表达“ 相比，无论在离体培养的 Sf9细胞及银纹夜蛾幼虫中，gfGH I的表达量 

都高于 gfGH~ ；由于用的是同一个表达载体．因此表达水平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外源基因类 

型的不同。我们所采用的杆状病毒载体系统由于具有两个串联的强启动子，可大大提高外源 

基因的表达水平 ；且重组病毒可形成多角体，便于重组病毒株的挑选及经 口服感染虫体。 

由于gfGH cDNA5 端具有信号肽序列，因此理论上它所编码的蛋白可分泌到被感染的离体培 

养 Sf9细胞培养基上清及虫体的血淋巴中，这样为金鱼生长激素的提纯工作带来了方便；同 

时，由于重组病毒可形成多角体．昆虫可经口服感染，也为利用虫体来大量生产金鱼生长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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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条廉价而方便的途径。 

人们曾经尝试用大肠杆菌(E．coil)表达系统如 GST，His-Tag融合蛋白的方法来生产金 

鱼生长激素，但都没有成功(O L．Andenson，私人通讯)。这主要是因为外源蛋白在 E，coli中 

会形成包涵体并且表达的外源蛋白处于未折叠的状态l7】。另外，大肠杆菌表达系统属原核表 

达系统，它缺乏对表达的真核蛋白的翻译后加工(例如：信号肽的切除、甲基化、糖基化等)功 

能_l’7 3，这样，被表达蛋白的活性就不能得到保障 从上述各 电来看，选用真核的杆状病毒表 

达系统就可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生长激素已被人们作为一个模型来研究生理学、基因表达 

的调节、进化以及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带有相似结构与交叉生物学功能的生长激素可形成 
一

个多肽激素的家族 J。到目前为止，金鱼的两种生长激素在金鱼体内的转录及翻译水平还 

未得到深入的研究，因此用昆虫杆状病毒表达系统表达金鱼生长激素的成功，亦可为天然生长 

激素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方便；其纯化产物将可作为一个标准品来研究金鱼脑垂体内的 

两种天然的生长激素的特性，并可用作生长激素制品投喂养殖鱼类以直接刺激它们快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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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 Expression of Gold Fish Growth HormoneⅡ in Baculovirus 

Lin b．angyun Wang Xunzhang 

PangYi 

Long Qingxin‘ Wong Onlam2 

YuKei1产 

Isktc laboratory如r biological congro[0fZhongShan Uniwersity。GuangZl~u。5102751 

(Department ofZoology，TheUniversity of"HangKang．HongKang) 

Abstract Using a transfer vector plasmid pSXIVVI X3 without an initiation codon，the occlud— 

ed recombinant Trichoplusia ni nuclear polyhedmsis virus as an expressing vector c~ ing the 

cDNA encoding gold fish growth hormone U( GH U)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yaXIV pro— 

motet Ilas been constructed．Immunoblot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virus-mediated gfGH 11 can 

be detected as early as 24 hr pi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reached to the highest in 96 hr pi in the Sf 

cells and culture medium or la~ae and haemolymph，the molecular weight of the expressed pro— 

tein is 22 5 kDa．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value calculated from the predicted amino-acid se— 

quence．The expression level in vivo an d in"vitro was quantified using  RIA．Average 10 SD cells 

may secret gfGH Ⅱ into medium reaching level of 86．74 ng The expre~ion level of gfGHⅡ in 

larvae may Yeach to 214tLg per gram of dry 1arvae． 

Key words Baculovirus expression vector system，Gold fish GH II gene，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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