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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寡聚核苷酸对猪瘟病毒在细胞中增殖抑制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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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 of oIigodeoxynuclcotldes(ODN)OI1 replication of CSFV(Shimen strain)WSIS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or．Ph~phorthimte 01igedeox
．
vnuel·eoddes(PS-ODN)targeted to the~gion of the 3’，5．_nonceding 

re,on(NCR)as well SIS PS-ODNtargetedto NS3 gone region㈨ maIke叭 inhibitedthereplication of CSFV 

in PK-15 cells．Antiviral activity of PS·ODN Writs evaluated bY fluorescent plaque fomaation assav．The results 

presented here indicated that ODN 175 complementary to 5’temalnal conserved sequence mad it’s sense ODN 

P5S。as well as1'8 complementartoNS3 region exhibited strongly antiviral activity，whereasthe anfiviral acfivi一 

押 ofP3 andit’s enese PS-ODN W86 muchlower．Atthe sametime，antMral activity of sense ODN is sli 

higher than corresponding antlsense ODN The inhibition ofODN is in a dose·and sequence—dependant]xlanller． 

Inhibition of CSFV’s replication in PK一15 ceils Call be signllicanfly increased in the presense of lipofecfin by 

either sense or anfisense 0DN．These data suggested both 5’·NCR and 3I_NCR ma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CSFV replication． 

Key words：Classical SWille fever virus(CSFv)；Oligodeoxynuclcofide(ODN)；Andfiviral；Replication 

摘要：本实验探讨了寡聚核苷酸对 CSFV复制的影响以及作为抗 CSFV新型药物的可行性。实验结果表明针对 cs— 

n_5’端非编码区NS3蛋白丝氨酸蛋白酶功能区的寡聚棱苷酸对 CSIW 复制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针对 CSIW 3 

端非编码区寡聚核苷酸仅有轻微抑制作用，5 端寡聚棱苷酸具有最佳抑制作用，同时发现相应序列中正义聚核苷酸 

的作用要优于反义寡聚核苷酸；脂质体介导转染能显著提高寡聚棱苷酸对csFv复制的抑制作用。这些初步结果 

也提示，CSF'q 5’端和 3’端非编码区对 CSF'q复制的重要性和作用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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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瘟是严重危害养猪业的主要传染病之一，猪 

瘟病毒(classical swine fe,'er virus，CSFV)是引起猪瘟 

的致病源。我国对于猪瘟的防治，目前主要是采用 

疫苗免疫接种，尽管在我国应用猪瘟兔化弱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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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但各地仍有猪瘟的散发和流行． 

且近几年来猪瘟的流行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猪 

瘟的发生似乎有扩在蔓延的趋势．其原因除了疫苗 

质量和免疫程序外，野毒株在长期大规模免疫压力 

下发生抗原变异而逃避疫苗保护性免疫，以及所使 

用的弱毒株疫苗可能在免疫猪体内的毒力返强．均 

可能是导致免疫失败的重要原因，同时猪群中的 

CSFV持续感染猪的存在也可能是猪瘟流行与蔓延 

的原因之一。因此进一步研制安全高效的新型疫苗 

和抗病毒制剂，一直是国内外许多学者努力的方向， 

通过免疫预防接种与新型有效抗病毒药物的应用来 

净化种猪群，这对 CSFV的综合防制具重要的实践 

意义。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猪瘟病 

毒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相继测定了猪瘟病毒一些代 

表毒株的基因组全序列ll 一，这为研制猪瘟病毒的 

新型疫苗及其抑制剂奠定了分子基础。本文设计并 

合成了针对 CSFV基因组不同区段的寡核苷酸片 

段，探讨了寡聚核苷酸对 CSFV复制的影响以及作 

为抗CSFV新型药物的可行性，实验结果不仅适应 

于猪瘟病毒，而且对同属其它病毒也具有一定的参 

考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1 细胞与病毒培养 

PK．15细胞由中国兽药监察所提供，培养基为 

含 10％犊牛血清．100U／mL青霉素与 100gg／nrL链 

霉素的 DMEM(Gibco公司产品)。本实验所用 CSFV 

石门毒Fll4株由中国兽药监察所提供。将病毒接 

种于长成良好单层的 PK-15细胞复壮与增值。收获 

病毒，．30％保存备用。 

1．2 硫代寡聚核苷酸(PS．ODN)的设计与合成 

参考几个已发表的 CSFV毒株基 因组全序列， 

选择最为保守的几段序列，设计并合成了如下几条 

硫代寡聚核苷酸； 

P5S：5’GTACATGGCACATGGA3’． 

P5：5’TCCATGTGCCATGTAC3’． 

P3S：5’TCCACAGTq'C~ACTAA3’， 

P3：5’TrA口rcCAAC A3’．’ 

P8 5’1℃AT从 GC兀℃GrI∞ ’ 

其中PSS和 P5分别为 CSFV基因组 5’端的正义和 

反义寡聚核苷酸对，P3S和 P3分别为 3’端的正义和 

反义寡聚核苷酸对，P8为针对 NS3区的一段反义寡 

聚核苷酸，上述硫代寡聚核苷酸由赛百盛生物工程 

公司合成。同时我们将用于 PCR扩增 (LS}W C蛋 

白．Eo，磁 ，E3，NSSB基因的几条下游引物作为非硫 

代寡聚核苷酸，以探讨它们对 岱Fv复制的影响 

e2：5’0 AlATrCI℃ACACCACCAAGACAACAAAT3’ 

e0：5C’GCAAT I℃Â CAGTAAGGCGATAGG3’ 

c：5’CGGAATI'CTCACG( E(：A Ĉr(瑚 ’IBG3’ 

ns3：5’CCAcT0 AAGC兀B 兀℃GTI3’ 

m5b：5 C【 A 【。 IcÂ GJcGG’Ic【 GI℃ I℃ I’I3 

1．3 抗猪瘟病毒寡聚核苷酸筛选 

1．3．1 非硫代反义寡聚核苷酸(anti．ODN)试验 将 

PK．15细胞培养在24 L细胞培养板上，待细胞刚长 

成单层时，用 Hank’s液将细胞洗涤3次。然后用不 

含血清的DMEM把合成的非硫代反义核苷酸稀释 

成15 ，以 坍 L的量加入细胞中，37℃作．tmad／L 200p． 

用4h后，用 Hank’s液将 细胞洗 涤 3次．再接人 

2o0 1 rI℃ID∞／mL的 CS1,W石门毒，37℃感染 1～ 

2h，吸去病毒液，加维持液继续培养60h后收毒．按 

前述方法测定病毒滴度(TCIOso)。按测定的病毒滴 

度的绝对值来半 定反义寡聚核苷酸对病毒复制的抑 

制作用。 

i．3．2 硫代寡聚核苷酸试验程序 将 PK，15细胞 

培养在24 L细胞培养板上，待细胞剐长成单晨时． 

用 Hank’s液将细胞洗涤 3次。然后用不台血清的 

DMEM把合成的寡聚核苷酸稀释 1kmM／L，5tmx)l／L， 

10vmol／L和20banol／L，以每 L 2130皿 的量接^各细 

胞 L．每个浓度3 L．37℃作用4h．以Hank’s洗涤3 

次后再接人 100～2001；'-PFU／200血 的病毒，于 37屯 

感作 1—2h；用 Hank’s液洗涤 3次，用含 7％琼脂和 

2％马血清的 DMEM封固培养 48h后，荧光斑法检i砘9 

CSFV感染。 

1．3．3 硫代寡聚核苷酸抑制病毒复制活性评价方 

法 由于 CSFV感染细胞后，其宿主细胞不产生 

CPE，故不能根据病毒感染后细胞出现CPE的变化 

情况来判定 PS．ODN抑制病毒话性。我们通过直接 

免疫荧光抗体染色法来检测 CSFV感染细胞后形成 

的荧光斑大小和数目来判定 PS-ODN对 CSFV复制 

的抑制作用，按如下公式计算抑制率：[1．(PF(J ) ／ 

Pf1J)]×100％，其中PFU为病毒感染细胞后形成的 

荧光斑数，PFU(mN为加人 PS~ODN后病毒感染纲胞 

后形成的免疫荧光斑数。 

1．4 脂质体对硫代寡聚核苷酸抑制病毒复制的影 

响 

将 PK一15细胞培养在 24 L细胞培养板上．待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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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刚长成单层时，用 Hank’s液将细胞洗涤 3次。然 

后将含有上述不同浓度的 PS-ODN(1gmol／L，5Venal／ 

L，10#mmL／L和 20tanol／L)和 1 (1 ／ L)脂质体的 

100血无血清DMEM加入各细胞孔，每个浓度3孔， 

37 作用4h，接着按 1．3．2程序和方法判定ODN抑 

制 cSFv复制活性。 

2 结果 

2．1 抑制 CSFV复制的硫代寡聚核苷酸的筛选 

寡聚核苷酸对 CSFV荧光斑形成抑制实验结果 

表明，5’端寡聚核苷酸P5S帮P5以及针对NS3区的 

P8对 CSFV复制 的抑制 作用较强，在 1／anol／L， 

5tmml／L，10tm~l／L和20gmoL／L时对 cSnr荧光斑形 

成抑制率分另0为35％，40％，73％，80％；40％，55％， 

64％，68％；以及 5％，50％，71％，79％，同时寡核苷 

酸作用pK-15细胞后，CSFV形成的荧光斑大小均显 

著减小，而 3 端寡聚核苷酸对 CSFV复制只有轻微 

抑制作用，P3S和 P3在 1／anol／L，5gmol／L，lOgmol／L 

和 20gmol／L时的抑制作用分别为为 10％，30％， 

50％，53％；20％，30％，45％，50％(图 1)。上述结果 

说明寡聚核苷酸对 CSFV复制的抑制作用呈剂量和 

序列依赖性，同时本实验发现CSFV正义寡聚核苷 

酸对其复制的抑制作用均要稍优于相应的反义寡聚 

核苷酸。 

0 2 4 6 8 10 l2 14 16 18 20 22 

Contentration of OON (umol／L) 

嘲 l 同浓度的琉代 ODN对 csrv复制的抑制率(％) 

Fig 【 Inhibiting peromtage of different o0neentration PS-ODN lII 

repl~eatlan 0fo 

Note：一．_P5s，—●_丹 S．* P3 + P8 ● P5 

2，2 PS-ODN在脂质体和无脂质体转染时抑制病毒 

复制效果比较 

寡聚核苷酸在有脂质体介导时，能明显提高寡 

聚核苷酸对 CSFV复制的抑制作用，并降低寡聚核 

苷酸的作用浓度，如P5S和P5在有脂质体作用时， 

在 1gmol／L，5／maol／L，10gmol／L和2Ovmot／L时对 cS． 

nr荧光斑形成抑制率分别可达 50％，75％，85％， 

80％和50％，670，859'0，83％(图2)。反义寡聚核苷 

酸 P8在有脂质体时对 CSFV复制的作用也是如此。 

而且在脂质体介导时，CSFV在PK．15细胞中形成的 

荧光斑面积显著减小，此时荧光斑通常只有均匀的 
一 个或二个细胞组成(图3)。 

0 2 4 6 8 10 l2 l4 16 18 2o 丑 

Caneaarafioa of ODN (umibL) 

图2 在有脂质体介导转染时硫代 ODN对 圆Fv复制 

的抑制率(％) 

Fig 2 Inhibiting pe~ ltage 0f PS-ODN ∞ mpllcati~ CDFV ur,d~ 

mediafiotl by lipdecdn 

e：4I．-P5S -l +l r + P5 * 【]5-1 _『_—} I)8，十 P8一 

■ _  
罔3 脂质体介导硫代 ODN转染时 岱Fv形成的太小均一的荧 

光斑(箭头所示) 

a，CSFV石门毒感染 PK-15细胞后形成的荧光斑．b 脂质体舟导 

硫代 ODN转染时 CSFV在 PK．15细胞中形成的太小均一的篼光 

斑 

Fig 3 ]hefiuo~ e d c=sFv 

n，]he fonreM n1 ⋯ pI qu by ship．it sU'ain~b， e fom~d fluo— 

plaque after inlfibition PS-OND 

2．3 非硫代反义寡聚核苷酸对 CSFV的抑制作用 

用非硫代反义寡聚核苷酸 E2，Eo，NS5B，C，NS3 

对细胞作用后再接入病毒，对收获的病毒按常规方 

法测定病毒滴度(1℃Ⅲ50)，结果表明 NS3，NS5B和 c 

蛋白的非硫代反义ODN可使 CSFV滴度有一定程序 

的降低，而结构蛋白Eo和E2非硫代 ODN的抑制作 

用不明显(图4)。 

蚰 椰 卯 ∞ 曲 如 加 0 

一l伽 8Jo 0 g≈ j 

：；；∞ ∞ 蚰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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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v E2 E0 C NSSB N$3 

图4 非硫代反义 ODN对csFv复制的影响 

g 4 E em of柚ds∞ ODN 0口r jcad0玎of cs|、 

3 讨论 

反义核酸策略早已被用于抗病毒研究之中。在 

我国，谢庆阁于1992年论述了抗病育种的四种可行 

策略，其中反义策略即为其中之一_4 J，随后，殷震等 

通过构建能表达 CSFV反义RNA的真核表达载体， 

筛选稳定表达反义 RNA的细胞系Ljj，在细胞水平上 

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其目的是尝试用此重组表达 

载体将 CSFV反义基因导人猪受精卵内进行抗猪瘟 

育种的探索研究。 

但是寡聚核苷酸，尤其是反义寡聚核苷酸(AS— 

OND)，由于具有作用特异性强，毒副作用小，能体外 

合成等优点，在病毒病、肿瘤和炎症等疾病治疗中具 

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因而也成为近几年来研究抗病 

毒药物的研究热点。目前人们已进行了治疗许多病 

毒病的AS．ODN的探索研究，如HCV，HIV，CMV，流 

感病毒等等，其中治疗AIDS等病毒感染的反义核酸 

药物已进入临床试验 j。本文据此探索了ODN抗 

cSFv的可行性并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模型，研制抗 

CSFV的ODN药物对于猪瘟的防治，尤其是对于净 

化种猪群具有重要的意义。 

抗病毒 AS-ODN作用靶位点选择的一个重要原 

则是，选取病毒基因组中具有调控作用序列中的保 

守区，已经证实 CSFV5’端和 3’端 NTR中的大部分 

序列均为病毒复制和基因表达的调控元件。因而成 

为抗 (=snT AS—ODN设计的重要候选靶位点之一。 

本试验证明，CSFV基因组 5’端保守区和 NS3蛋 白 

编码区是抗 CSFV寡聚核苷酸设计的有效靶位点， 

并筛选到特异性抗 CSI~"寡聚核苷酸，这为研制新 

型抗CSFV药物奠定了基础。 

多年来，人们多集中在反义寡核苷酸研究方面， 

而对正义寡核苷酸的研究鲜见，这一领域是否由于 

受此冷遇就毫无意义呢?为此我们比较了正义、反 

义寡核苷酸抑制效果。试验发现，无论是 5’端还是 

3’端保守区，其正义寡聚核苷酸对 CSFV复制的抑 

制作用都要优于其相应反义寡核苷酸，从 CSFV复 

制策略来看，这种结果是可能的，因为据推测 cSFv 

复制一般要经过一个正链和负链的中间体，即首先 

以病毒基因组为模板合成负链 RNA，然后再以负链 

RNA为模板台成正链基因组 RNA，完成复制循环， 

在此过程中，(})与(一)RNA之比可能为 10：1，由此 

看来，理论上无论是正义还是反义寡聚核苷酸都可 

以阻断 CSFV的复制过程，从而起到抗病毒作用 
一 般而言．ODN的作用机制主要是：1)ODN与靶序 

列特异性相互作用，从而阻止与转录或释译有关的 

调控蛋白与靶序列结合，即空间位阻作用，2)ODN 

与靶序列作用后激活 RNase H，从而切割靶序列中 

的 RNA(Crooke ST．1996)．本试验筛选的具有抗 cs． 

Fv复制的两最佳 ODN P5和 PSS的作用机制可能 

是：正义 ODN P5S可能与 CSFV基因组 RNA的 5’端 

竞争性结合翻译起始因子等与翻译有关的调节圈 

子，从而干扰了病毒rr A的有效翻译，对于 csrv 

来说，其rr A的翻译是病毒复制的必要前提条件， 

为病毒复制提供所必需的复制酶和其它调控蛋白； 

另外正义 ODN也可能与新生负链 RNA的 3’端结 

合，阻止病毒RNA聚合酶等与复制有关的调控因子 

与它结合而抑制病毒基因组织的复制；反义OI)N P5 

可能是进入细胞后与 CSFV基因组的 5’端序列结 

合，阻止 CSFV 5’端 m 与细胞翻译起始园子、4OS 

核糖体等与翻译有关的因子结合而阻断酾译起始． 

进而抑制病毒基因组的复制。根据CSFV基因组复 

制过程，一般认为(=sFv RNA复制是从其 3’端开始． 

所以病毒基因组 3’端应是设计 ODN的娃佳首选靶 

位点，但本试验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尽管 3 端 

的ODN也有一定程度的抑制病毒复制的作用，但其 

效果不如5’端的 ODN。这可能归因于病毒进^细 

胞后的第一个重要事件是必需进行蛋白翻译的缘 

故。鉴于正义寡核苷酸的抑制作用优于反以寡棱苷 

酸，可能是因为参与病毒起始翻译和复制的细胞内 

因子较少，ODN竞争结合了有限的资源，从而限制 

了病毒起始翻译和复制的速度，表明了CSFV起始 

代谢是其关键步聚。 

硫代 ODN是一种亲水性多聚阴离子，其能透过 

细胞膜特性是其发挥生物学作用的基础，对核苷酸 

7  6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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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硫代修饰，主要是为了增加其在细胞内外的稳 

定性和延长其作用时间；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发现 

硫代反义核酸也有着与传统意义的反义核酸功能不 

同的作用．这些作用包括：能抗细胞粘附，抑制细胞 

增殖 ，直接抑制病毒感染以及刺激 B细胞和单核细 

胞产生细胞因子等l7 ，因此很值得对上述这些作用 

的研究加以重视，可以预计，若在机体内将反义核酸 

免疫活性结合其特异抑制作用，将会进一步提高其 

作用效果。本实验非硫代 AD．ODN的抑制作用远不 

如硫化 AS-ODN的抑制效果，可能与它们的稳定性 

差和处于非调控序列有关。 

为了提高 ODN抑制CSFV作用效率和降低ODN 

的有效浓度，我们尝试了用脂质体转染法提高ODN 

的透膜性．结果表明脂质体能明显提高ODN的作用 

效果。这与以前的报道相符_8_8，事实上，脂质体自 

60年问世到 了0年代初开始作为药物载体应用，它 

已成功地作为抗生素，抗肿瘤和抗病毒等三大药物 

的理想载体而进入临床应用。由于脂质在体内能先 

被单核吞噬细胞系统摄取的天然靶向性，这对那些 

能产生病毒血症和能被单核吞噬细胞包裹的病毒来 

说就更有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本试验结果也从另一个角度证 

实．CSFV5’端和3’端的保守序列在病毒复制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可能不同，因此为进一步研究 岱 5’ 

和3’端非编码区的结构与功能提供一很好的试验 

模型和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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