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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fferent—length fragments of the HIV trans-membrane antigen(gp120)gene were ex 

pressed in Escherichia coti，using T7 expression system ．SDS-PAGE stained by Coomassic Brilliant 

Blue showed no expression of full—length gpl20 and poor expression 0f half—length gpl20 fragments 

from the N—terminal，but high expression of 1／3一lgenth gpl20 gene fragments from the N term inal 

(including V1／V2 epitopes)．more than 18％ of total bacterial protein Western blot showed fairly 

good reactivity to serum from HIV-infected individua1．On this basis，we expressed the corresponding 

tp 120 fragments of the HIV strains epidemic in China This study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expIo— 

ration of high expression of gP 120 in E coli and development of HIV serological diagnostic system for 

Chine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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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制具有流行特点的 H[V血清学诊断试剂，采用 pET系统表达 H[V．1表面糖蛋白 gpl20 研究发现，垒 

长的 gpl20在 E coli中不能有效表达 ；N端半长的gpl20可以表达，但表达量报低；仅保留 N端 1／3的gpl20(包含 

gpl20 V1／V2抗原决定簇)有效表达，表达蛋白占菌体总蛋白的 18％；Western blot显示较好的反应原性i通过金属 

螫合层耔亍．产物得到完全纯化。在这些结果的基础上．我们表达了流行株的 gpl20片段．匈探索 p120在大肠杆菌 

的高效表达，建立针对中国人群的Hlv血清学诊断系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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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免疫 缺 陷病 毒 (human immun。deficiencv 

virus，HIV)是引起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cquired 

immun。defic ency syndrome，AIDS，艾滋病)的病原 

体。病毒颗粒包裹一层 120 kD的糖蛋白gpl20，它 

由ear基固编码．负责结合 CD4受体和共受体．决 

定细胞嗜性，gpl20至少含有22个糖基化位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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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级结构已经 x、衍射测定，可变区暴露在蛋白表 

面，保守区折叠成为核心l2’ 。gpl20包含有很多抗 

原决定簇，具有很强的免疫原性；如果机体被 HIV 

感染，血液中就会产生 gpl20的抗体，这就是目前血 

清学检 测 HIV感染的依据。据流行病学调查， 

i00％的HIV感染者可检出 Env(gp120和 gp41)阳 

I生。围此，检出gpl20是 HIV临床检验中一个很重 

要的指标。 

我国目前 HIM流行 日趋严重，在没有廉价、有 

效的疫苗和药物情况下，必须加强监控，防止病毒传 

播。因此，准确、快速、低成本的HIV检测系统无疑 

是当务之急。本文在 E coti中成功的表达并纯化 

了gpl20的片段，探索了高教表达的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 1 质粒和菌株 

质粒 pHXB2含有 HIV国际标准株 HXB2的全 

长 cDNA(序列 见 GenBank，Accession No NC 

001802)，pHIV B含有中国 B株缺失部分 LTR的 

全长 cDNA，pEnv-C含有中国流行 C株的 n ，质 

粒pUC19，克隆受体菌株 E．coti JM103，均为本室 

保存。质粒 pET15b，表达 受体 菌 E．coli BL21 

(DE3)为 Nebraska Lincoln大学的 Dr．c．Wood惠 

赠。 

1．2 基本试剂 

连接酶，限制酶，Klenow酶购自MBI Fermen— 

t∞，New England Biolabs及华美生物工程公司； 

IPTG购自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Chelatlng 

Sepharose Fast Flow金属螯合层析介质购自phar— 

maeia公司 其他试剂为国产分析纯。 

1．3 基因操作 

质粒的提取酶切，片段回收，连接，转化均参照 

分子克隆“1。 

1．4 引物设计及 gpl20基因的PCR扩增 

上游引物 GTA CAT ATG GAC CCC AAC 0：A 

CAAG (HIV—HXB2株系 6447～6471碱基，引入 

Nde I切点，为避开 gP120基因内部的 Nde I切 

点，缺失了信号肽和 N一端 45个氨基酸，这一段并不 

包含抗原性较强的5个 v区[ ])下游引物AC TGA 

TCATTA TTC TCT CTG CGC CGC TC(7762～ 

7735碱基，引入终止密码子)， 上引物由上海生工 

生物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以 pHXB2、DHIV—B 

及 pEnv—C为模板，PCR反应条件为 94"C 2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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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min，72℃ 1 min，5个循环；94℃ 30 s，56℃ 30 

s，72℃ 1 rain，30个循环；94℃ 30 s，55℃ 30 s， 

72℃ 10 min一个循环，反应体系 50 L 。 

1 5 蛋白的诱导表达及纯化 

将含有表达质粒的 E．coli BL21(DE3)接入含 

氮苄青霉素(Ap)100 g／n止 的 LB摇管中，37％2培 

养过夜。 1：i00转接含 100~g／mLAp的新鲜LB 

培养液中 当培养至 OD6nD为 0 6～1．0时，加入 

IPTG至终浓度 l mmol／L。继续培养2 h，留少量用 

于 SDS-PAGE及 western blot分析。离心收获菌 

体，在6M尿索的变性条件下超声波破碎，全蛋白 

上 Chelating Sepharose Fast F1ow金属螯和层析柱： 

纯化方法参照 Novagen公司的pET表达纯化系统 

说明， 1 0 mol／L的咪唑为洗脱液 

1．6 表达产物的SDS-PAGE分析及 westertt blot鉴定 

SDS-PAGE方法参照文献 1，清洗后的菌体经 

1×loading buffer(50 nmol／L Tris pH6、8，5％巯基 

乙醇，2％SDS，0．1％溴酚蓝，10％甘油)裂解后上 

样，下柱液经稀释与 2×loading buffer等体积混匀 

后上样，聚丙烯酰胺凝胶浓度 15％ 电泳完毕后将 

蛋白从凝胶电转移至硝 酸纤维膜上，裁成细条， 

western blot用 Genelabs公司的 HIV BLOT2 2试 

剂盒，具体操作见说明，显色剂为BCIP—NBT 

2 结果 

2 1 表达质粒的构建 

①pUC19经 Ned I消化，Klenow酶补平，连 

接，以消除质粒上原有的 Ned l切 点，再经 Sm。I 

消化成平末端，耐用 Taq酶在 3 末端加入一个 dT： 

PCR扩增 gP120基因约 1 310 b D’产物经琼脂糖凝 

胶电泳回收，与之连接，得到质粒 pUC19ANed I— 

gpl20HXB2(见图 lb)，pUC19ANed I—gpl20B和 

pUC19ANed I—gpl20C。 ② 以 pUCl9ANed l— 

gpl20HXB2为出发质粒．经 BamH I，：Ned I双消 

化，回收 1 314 bp片段，与 BamH I，Ned I消化的 

pET15b连接得到表达质粒 pET15b—gpl20 HXB2， 

预 期 表 达 蛋 白 相 对 分 子 质 量 为 50．6 kD。 

pUCl9ANed I—gpl20HXB2经 Pvu 11、Ned I双消 

化，回收634 bp片段；St“ I、Ned I双消化，回收 

383 bp片段。将 pET15b(见图 1a)。经 BamH I消 

化，Klenow朴平，再用 ：Ned I消化。与以上片段连 

接，得到表达质粒 pET15b—gpl20HXB2一 “ Ⅱ和 

pET15b—gpl20HXB2一Stu I预期表达蛋白相对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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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别为 27 7 kD，17．0 kD。 

?~del B2mH； 

Pu~19And~I-gp120RXB2 

～ } St 【Pvu儿 

C 

l i ；2 l0 V4 V5 

'
--N 1 质粒 pET15b和 pUCI9ANd*I—gpI28HXB2的示意图 

质粒pET1 5b；b．质粒pUC19&Nd*I—gu120HXB2示意图；■ 

为gpl2O基围片段}c，gpl20蛋白抗原决定簇(V1～V5)位置示 

意 图(与图 0比较 】}虚线表示缺失部分 i阴影表示 v医。 

Fig 1 of plasnfids pETI50 mad pUC19ANde I-gpl20fE(B2 

a．pETI 50；b pUC．19&Nde I gpI20HXB2；■ indicates the 

gP12{I genefmgmem}c．Diagram ofthe．-at~(mmparedtofigure b】 

of gpl20 epitopes(V1～V5)；the shadowsindicatetheV regm~ 

中国株的序列比标准株有某些变异。在相应于 

标准株 “I位点上，中国 B株突变成 Hind m位点； 

流行 c株st J位点被破坏，而在附近多了一个P Ⅱ 

位专。利用这两个位点，构建流行株的表达质粒， 

pET15 gpl2OB-Hind In和 pET15 gpl20C-Pvu I1。 

上所有表达质粒酶切鉴定读码框正确(图 

2)，转化 E coti BL21(ED3)，挑选转化子。 

2．2 不同长度的gpl20基因在 E．coli中的表达 

E coti BL21(DE3)(pET150)的菌体全蛋白 

为对照，SDS—PAGE凝胶 电泳经考马斯亮蓝染色及 

H1V阳性 血清 western blot检测均表 明，E coli 

BL21(DE3)(pET150 gp120HXB2)与对 照毫无区 

别，gpl20全长蛋 白没有有效表达；E coti BL21 

(DE3)(pETI5b-gpI20HXB2一Pvu II)在预期位置附 

近有一条 明显的表达带，但表达量不高；E coli 

BL21(DE3)(pET15b gpI20HXB2 Stu i)有较高表 

达，薄层扫描测得表达量占菌体总蛋白的 18％(图 

3)。可 看出，gp120的表达量与表达片段的长度 

有密切关系：在这个结果的提示下，利用流行株 

gpl2tJ内部相似位置的酶切位点将 gpl20裁短，结 

果显示流行株的gp12t3片段有高表达(图 4)。 

一  111 
匿2 表达质粒的酶切鉴定图谱 

Fig 2 Re．~trice'on map and~alysis of expression pl~mids 

Lane 1．pET15b-gpl20B-Hind 咀／Ned I +他 d田，5406、677 

bp；2．pETl5b gp120C Pvu I1／Ned 【+HindⅢ．5406 708 bp； 

3． ET15b~gpl20HXB2 Stu 1／Ned I+HindⅢ．5406、675 bp； 

4．pET150~RpI20HXB2一Pvu II／Ned I +Hind 田．5406、9266p~ 

5 pET15b gpl20 HXB2／Ned I + Hind 田，5406 1606 bp；6 r 

pETI5b／Ned 【 +Hind Ⅲ．5406、302 bp；7 Mol~ular weigh~ 

marker,ZDNA／ R 1 +[-findⅢ 21227、55148、4973、4268、 

3530 2027 i904 1584 1375 947 831 564 bp 

2 

一 慧 

5 kD 

●-_---一 97 4 

●■-_-—一 66 0 

20 

●■● 14 

图3 不同长度 gpl20HXB2在 E cdi中的表过 

诛道 1，E coli BL21(DE3)(pET15b．gp120HXIL2 Stu I)诱 导后 皇 

蛋日(0显示面期的表达带)．2．E c BL21(DE3)(pET15 

gpl20HXB2 Pvu 1I)诱导后全蛋白(0显示预期的表达带)；3，E 

coZi BL21(DE3)(pET15b gpl20HXB2)诱导后全蛋白；4 负对照．E 

coli BL21(DE3)(pET15b)诱导后全蛋白；5．分子量标准 

Fig 3 Expression of HXB3 gpl20 of different IPngth in E ∞ 

Lane 1 Induced total pmtein of E cell BL21 (DE3) (pETISI~ 

gP120HXB2＆ I)(0 shows expired hand)．2，[nd,aeed total pro 

teia of E coli BL21(E3D)(pET151>gp120HXB2 Pvu ll J(0 shows 

expected band ：3．Induced totai pmtein of E coil BI上1(DE3】 

(pET15bq~pl20HXB2)；4，Negative contro1．induced total protein of 

E ccdi BL21(DE3)(pET15b)：5 Molecular weight 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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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4 日 孽羹 一 二 
图4 流行 HIV毒株gpl20在 E coli中的表过 

渡道 1．E coli BI21(DE3)(pETI 5b gpl20C-P~ I1)诱导后的全 

蛋白(，显示预期的表达带)；2．E．coli BI221(DE3)(pET15b 

1201~ ndⅢ)诱导后的全蛋白(0显示预期的表进带) 3．E 

coli BL21(DES)(pET15b)诱导后的全蛋白：4．分于量标准。 

Fig 4 Exp*~ ion of gpl20 of epidemic HIV strains in E 棚“ 

Lane 1．Induced total protein of E．coli BL21(DE3】(pET1 5h 

gpl200p叫 Ⅱ)(0 shows pected b曲d)；2．Iaduced toud pro- 

rein of E coli BL21(DE3)(口ET15b．120I3-HindⅢ)( shows 

peeted band)；3．Induced total pmt~n of E coli BL21(DE3) 

(pETI 5b)：4．Molec~ar weight marker 

2 3 产物的免疫学鉴定及纯化 

HIV阳性血清(1：4稀释)的 western blot结果 

显示，在预期位置有明显的反应带(图 5a)，表明重 

组 抗原 具 有 较 好 的 反应 原 性，经过 Chelating 

Sepharose Fast Flow金属螫合层析柱，产物得到完 

全纯化(图6)。 

日  

图5 E cc4i BL21(DES)(pETI5bgp120 Stu I)诱导后 sDS_ 

PAGE和w吲er兀blot鉴定 

a．诱导后全蛋白的~ tern ．0显示反应带； 相应的SD~PAGE： 

诛道 1．诱导后的全蛋白，lane 2，诱导前全蛋白，lane 3，丹子量标准。 

Fug 5 SDS-PAGE and westem blot ass日v of the total pmtein of in 

duced E coli BL21(DES 】【pET1 5hgp120 S eu I) 

a，Westem blot of induceel total protein．} shows T朗dion band；b 

Correspondent SDS-PAGE gel；l 1 Induced total protein：lane 

2．Uninduced total protein；I ⋯ 3．Md~ular weigh1 m~ker 

图6 经 Chelating Sephar0se Fast Flow纯化后的 gp120H132 Stu 

I蛋白 

诛道 1．下注鞭．D显示gpl20蛋白；2．全蛋白；3．分于量标准 

Fig 6 gpl20HB2-＆“ I protein purified by hetating Sepharo~ 

Fast Flow 

lane 1．The elution． 0 shows pure gpl20 proten．2．Total proteiin； 

3．MolecuLar w~ght marker 

3 讨论 

HIV反转录酶没有校对功能，因此 HIv基因组 

变异速度极快 尽管 HIV发现不过 20年，但在 

GenBank中收录各株系HIIV序列的数目远远多于 

其他物种 J。gpl20是 HIV 1基因组中变异最快的 

区段，它的基因序列也是病毒分型的主要依据 目 

前 HIv分为 HIv一1，HIv一2两大类；HIv 1是主要 

流笔的病原，其中的HIV—M(major group)又分 A～ 

K十一个亚型。如此多亚型的 HIV流行不仅使治 

疗和疫苗研制增加了难度，而且也为 HIV检测设置 

了障碍。有研究表明，HIv流行具有一定的地域保 

守性；序列分析显示．在中国流行的几株HIV gp120 

的序列相近，而与国外的毒株则有较大的区别，而目 

前临床使用的是进口试剂盒。虽然 HIV 1不同亚 

型在血清学上有一定的交叉反应，但这种交叉反应 

的强度可能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已经发现了亚型特 

异性反应，所以HIv的高度异质性为血清学检测埋 

下了假阴性的隐 J。本文表达了不同血清型流 

行株的 gpl20片段，为克服假阴性的隐患奠定了基 

础_41 

用 E coli表达重组抗原是最简单、经济的方 

法。虽然 E．coli对 gp120不能进行糖基化修饰，但 

无糖基化 的 gpl20并不会影响它的反应原性口。。 

一 

4  0  0  0  1  4  

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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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oll表达系统比较完善，又有比较好的纯化系 

统，有利于重组蛋白的纯化。但是，全长的gpl20基 

因在 E coli中不能有效表达；N端 2／3可以表达， 

但表达量很低；N端 1／3可以表达．表达量为全蛋白 

的 18％．与 HIV阳性血清能够进行免疫反应，说明 

gpl20N端具有较好的反应原性 在 gp41中也存在 

类似的情况。全长片段难于表达的原因尚不清楚， 

这方面的基础研究有待深入 · 然而在 gp41的 

表达中我们曾经证明，全长基因难于表达不是细胞 

毒性问题，也不是稀有密码子问题(另文发表)，推测 

可能是二级结构影响着全长基因的表达。这方面的 

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根据 gpl20的序列划分为5个可变区(v区)和 

5个保守区(c区) J。V区由二硫键形成环突，暴 

露在表面，是主要的抗原决定簇。本文表达了vl／ 

v2抗原决定簇，免疫印迹显示出良好的反应原性； 

这是一次对gpl20全长基因表达的尝试，为进一步 

研究基因的表达和 HIv的免疫诊断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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