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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Envelope Gene 85 of Avian Leukodls Virus in E．c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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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part ofthe clonedfragmentWSS excisedfrom the reeombinam with lI and 8a／I and subcloned 

into the expression vector pET-21d(+)to yield another rec∞1biI1arIt named pET-21d-RAV-1 e ( IL／ 

Sa／I)． e recombinantWaS sequenced and the result showed山at the irtscrtedfragment was identical to山e 

counterpart in RAV—l gG：q3e both in nucleotide$eqllelB2~：and open reading flame．The E．co／i BL2(DE3) 

transformed wi山 recombinant phsmid眦 induced with l mmol／LⅡ IB and the expression product found to 

be 20 kD in size onSDS．PAcE． e size ofthe expressionproduct惴 the saⅡIe as山at theoretically calculat． 

ed．hI additlon，the effects of starttimemad durationfor哪 induction oil expression efficiency wereana1)~ d 

andthe resultindicatedthatthe Sh~rttimefor哪 induction Wagmoreimportantto hi出expression efficiency 

than its d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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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RAV-I囊膜基因 85片段亚克隆到表达质粒pET-21d(+)中得到重组表达质粒pET-21d-RAV-1 ca-tv( ／ 

sd．q，序列分析表明该插入片段的核苷酸序列和阅读框都与 RAV．1囊膜基因相应序列相同。用其转化大肠杆菌 

BL21(DE3)并经 唧 诱导，SDS-PAGE分析表明RAV一1囊膜基因融合蛋白表达产物约20如，与理论值相符；IPrG诱 

导起始时间比诱导持续时间对表达量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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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白血病是由禽白血病病毒(AI_v)引起的以造 

血细胞增生为主的一类传染病，对养禽业危害最大 

的是禽淋巴细胞性白血病。ALv属反转录病毒科 C 

型肿瘤病毒属，其亚群特异性由病毒囊膜糖蛋白 

w85决定，而gp85又由病毒囊膜基因(e,q／／)中su区 

的三个可变区(variable r 0n，vr)和两个宿主范围决 

定簇区(host rtlilgq：，hr)的保守序列共同控制，其顺序 

为 vrl斗v『2斗hrl斗hr2斗盯3L卜引。ALv可分为A，B， 

C，D，E，F，G，H，I和 J等 lO个亚群，在鸡群中 A亚 

群病毒最常见，B亚群病毒次之。不同遗传背景的 

鸡对 ALV A亚群的易感性不同，选育 AIJv A亚群抗 

性鸡是防制 禽白血病的主要手段之一l10 J。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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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V感染的遗传抗性由细胞表面是否存在Al v受 

体所决定，而与 ALV受体结合的决定簇由ALv囊膜 

基因su区的}Irl和hr2编码L 。因此我们对 ALV 

A亚群代表株 RAV．1囊膜基因 SU区保守序列进行 

PcR扩增，克隆_4 并将其部分片段 hr1一hr2一、T3 

(E Ⅱ和 s I位点间区域)在大肠杆菌中进行表 

达，从而为A亚群病毒的检测和ALV A亚群抗性鸡 

的鉴定和选育打下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I I 材料 

ALV的 A亚群毒株 RAV．1由中国农业大学实 

驻动物研究所惠赠；含有 1．1kb的 RAV．1囊膜 gp85 

基因的重组质粒 pGEM-3zf-RAV．env(4．3kb)由本室 

构建 ：质粒 GEM-3zf(+)和 pET-21d(+)，宿主菌 

DH5a和 BL21(DE3)，工具酶，SDS和 WIG等均购自 

华美生物工程公司。 

1．2 重组中间质粒的构建 

按卢圣栋法 分别将重组质粒 EM_3 兄̂v_ 

1 e·H经 Ii／Sal I双酶切，载体质粒 pGEM．3zf 

(+j经 啦2ⅡISal I双酶切后用低熔点琼脂糖回 

收目的片段和质粒大片段．用 T4 DNA连接酶连接 

后转化感受态细菌 DH5a，用 EcoR I／Hind m双酶 

切得到阳性重组中间质粒 pGEM-3zf-RAV．1env(删 

Ⅱ／Sa／I)。 

l 3 重组表达质粒的构建和鉴定 

按卢圣栋法_5 将上述重组中间质粒~3EM-3zf- 

RAV．1env(Bgf II／Sa／I)和表达质粒 pET-21d(+) 

分剐用 EcoR I／Hind m双酶切后用低熔点琼脂糖 

回收目的片段和质粒大片段 ，用 T4 DNA连接酶连 

EtaRI BamHI／珩 II(GGATTC) SalI H~dIII 

接后转化感受态细菌 DH5a，用 EcoR I／Hind IH双 

酶切得到阳·}生重组质粒pET-21d．RAV．1 env(出 Ⅱ／ 

f I)并进行序列测定。 

1．4 重组表达质粒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与分析 

按卢圣栋法 挑取重组质粒 pET-21d．RAV．1 

∞v( Ⅱ／$al I)转化的 BL21(DE3)单菌落加至古 

l(~ ／mLAmp的LB液体培养基中37℃振摇 2 h， 

加终浓度为 lrmnol／mL的无菌 IFI'G再振摇 4 h后离 

心置沸水 5 mln即可进行 SDS．PAGE，同法制备未转 

化的和经质粒 pET-21d(+)转化的 BL21(DE3)作对 

照。用岛津 CS-930型双波长薄层扫描仪测定表达 

产物的相对含量。 

1．5 IPTG诱导起始时间和诱导持续时间对表达量 

的影响 

按卢圣栋法【 将 lO管含 pET-21d-RAV．1 env 

( II／Sal I)的BL21(DE3)菌37℃ 振摇培养，每 

隔 1 h取出一管加终浓度为 1 mmol／L的 IFI'G继续 

培养 4 h，待最后一管取出后测定各管 oD 并用 

SDS-PAGE分析各样品。同法测定 IFrG诱导持续时 

间对表达量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重组中间质粒的双酶切鉴定 

筛选 到的重组质粒 pGEM-3zf-K4V．1env( 

II／Sa／I)(图 1A)不能被 Ⅱ／Sa2 I和 BamH 

I／Saf I酶切出目的片段，但可被 EcoR I／Saf I 

酶切出约 500bp的目的片段，这与预期的结果一致。 

2．2 重组表达质粒的酶切鉴定和序列分析 

筛选到的重组质粒 pET-21d．RAV 1∞v(毋 Ⅱ／ 

I)(图 1B)经 EcoR I／Hind m酶切出一条约 

T7 promoter EcoRI Hw．dlIl TGA 

—  
A 3．7kb B 6．0 kb 

围 1 重组中间质粒和表达质粒的结构 

ng 1 Sm：~ture 0f recombinant intermediate and express／on pla．~nid 

A．1nten-aed[ate pGEM-3ff-K~V·1 ( fⅡ／Sa／I)； 

B Eq— d∞ d pEL21d-RAV-1env(Bg／Ⅱ／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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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kb的质粒带和一条约 500 bp的 目的片段 (图 

2)，正反两方向测定 pET-21d-RAV-1 env( lI／Sal 

I)中插人片段的核苷酸序列与已发表的相应序列 

完全相同，说明目的片段已克隆到表达载体中(图 

3)。由于外来片段的插入，使载体 pET-21d-(+)中 

H／rid Ill位点原来的阅读框(A AGC TF)向后移一个 

冒 
图 2 pEI-21d—lt —l即 (月 [I／Sa／I)酶切鉴定 

Hg 2 R c lII analysis of~ lbinant plasmM pET-21d-RAVlenv 

A，kDNA／EcoR I+m Ⅲ maI1( (bp)；B．pET-2td luV·lenv 

( 11／蹦 I)m 曲  鲫 I aTld Ill{c，PCR 

DNA~,tecular+we曲t TⅢ (bp) 

碱基变成 ：LAG crr，结果使其后的所有阅读框都向 

后移动一个碱基，最后两个阅读框(ACT AAG c_rr) 

变成 AC TGA G，而 rI℃A是一个终止密码子(图 3)。 

从理论上计算，表达载体中外源性片段的阅读框长 

558bp，可编码 186个氨基酸残基(平均分子量为 

110)，预期该非融合蛋 白表达产物 的分子量为 
20 5kD[ · 。 

2．3 重组表达质粒在大肠杆菌中的诱导表达 

SDS—PAGE结果表明与未转化的和经质粒 口El'- 

21d(+)转化的 BL21(DE3)相比，重组表达质粒经 

WIG诱导后在 2o kD处出现一条很深的着色带，这 

与预计的表达产物大小(20．5 kD)相符(圈 3)，薄层 

凝胶扫描结果显示，其表达量 占菌体总蛋 白的 

41％，说明目的片段在大肠杆菌中得到了高效表达。 

2 4 WIG诱导起始时间和诱导持续时间对表达量 

的影响 

在接种后1h至9h用 IPTG诱导在SDS-PAGE凝 

胶 20 kD处都有强着色带形成，接菌后 2～5h诱导 

表达带着色相对较深，随着诱导起始时闭的推迟 

表达带着色渐浅(图5)，说明接菌后2～5h开始诱导 

EcoRl 

T̂G C,C rAGCA1'GACTGGTGGA CAGCAAATGGGTCGGATC CGAATrCGTCGACCTCGA 

GGOA1℃ T0CGGTG1_A A0C∞ 0GGA1-GCO1_AGGCTrCAGO0CAAAA∞ 0 ( TTCcT1_GG 

AO CT一 ——⋯ ⋯ ⋯ ⋯ ——一⋯ -⋯ 一 一⋯ 一一 一⋯ ⋯ ⋯ -一⋯ ⋯ 一 一-一 

船 Ⅲ 

1_ATC10GGTTGG1℃TAGA Ĉ 0GAAGcCACGcGO1TrCTCCTrAGACGCCCC1℃T T1℃ 

T( AACTo：1℃GAAACCG11T ACAGTOGTGAC^GcGGATAGGCAC从 TCrrTTCACG 

G0GAOT OAG T_ACTGCGGrGCA1_AT( C1lACAGA1TrT0GM CA1l̂ T_ATA ĈTGCTCA 

CAGOTGGGG cAOCAG T_ACCGc1_GTGGC从 TGCACGcCGcCcC∞ C0CGOGTCAT0CT 

GAAA0CCAG TGTAC^AGGAGAGGAGGCAAA TGG GTrA T̂CAATCACCoG AAAA兀 AAT 

GAOAcAGAOCcGrrCAGCr兀’AcG( TAACCTGTAcA( AGTAATTr0GGTAATG ℃ 

AGTGGGT_GT11GCGGAAAAGCAGGCATGATTCTCcCGGGAA1℃1_GG G1℃ GACcTG 

- ⋯ 一 _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一 ～ - ⋯ ⋯ 一 ⋯ ⋯ ⋯ _ _ - 一  GTC 0AC 

HindIII 如 ，I 

CAG GCATGC AA0 CrrGCGG0CGCACTCGAGCACCACCACCACCAC CACTGA 

圈3 外源片段棱苷酶序列测定结果及其阅读框架 

Fig 3 Se叮u哪∞ and cpen readingframe ofin,-~ ed nucleoddefragment 

一 ～ ～ ”indicatesthe s ne correspo：~ng e as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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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IL̂v一1囊膜基因表逃产物 DS-PAGE 

Fig 4 SDS-PAGE of expressed i,a,oduct of pE 2I d-R̂ —I煳v(如 

Ⅱ／SatI)jn E eoli 

A．PT an Narkers；H，BL(DE3)(伽『由d)；c，BI2 L(DE3)阳6 tra~- 

ferred 1Il pET-21d(十)(c,aatro1)；D-E，BI21(DE3)Ⅷ trm~ferred 

1m t 2lIt．̈Av⋯1 vr "， rfI)． 

I； { j1 E F (， It 1 I k 

41 ● -  

■ 
i ● -  

圈．I ii t'G 导持续时 对表选量的影啊 

Fig．6 E№ of II：q'G-inducdm duration 0n expressic~leveLs 

第 16卷 

圈 5 linG诱导起婧‘‘j叫时 丧 量口0 阿 

Fig 5 Hf IPTG-induelion start I⋯ m expression j ls 

A．Protein Marke~；B—J-E 鹌∞d pmduct wL LVL'C．-inducfion t 

tizr~at L．2，3．4．，5，6，7．8，9h vdy afier[noc~Jation 

物亚克隆到表达载体质粒 pET-21d(+)中，这两次 

克隆中随机筛选的阳性克隆率都高达 80％一90％。 

亚克隆时酶切位点的两侧要有足够的序列供酶分子 

结合，这样酶切的效率高而精确 。固无法得到标 

准的A亚群ALⅣ特异性抗体而未能对本试验中得 

到的非融合蛋白表达产物制备抗血清并通过其中和 

K4V一1的能力来问证明其免疫原性；用该表达产物 

制备 A【Jv A亚群特异性抗体可鉴定 A 野外分离 

株；用酶，荧光素或同位素标记该表达产物来检测鸡 

细胞受体，可判定鸡对同亚群病毒的遗传抗性 J，有 

关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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