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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combinant euc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s pcDNA3．1二G2S0．7 and pcDNA3．1一S0．7G2 were 

constructed by cloning chimeric genes containing G2 fragment of M segm ent and 0．7Kb fragment of S 

segment into pcDNA3．1 (+、． Then BALB／c mice were vaccinated by the two vectors． EUSA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he vectors could induce specific antibodies against NP and GP．The specific antibody 

titers stimulated by pcDNA3．1一G2S0．7 were obviously higher、that that of pcDNA3．1一S0．7G2． M IT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 stimulation indexes of splenocytes of pcDNA3．1一G2S0．7 to NP and GP were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1．However．that of pcDNA3．1一SO．7G2 were equal to that of contro1．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himeric genes of Hantaan virus containing G2 fragment of M segm ent and 

0．7Kb fragment of S segm ent could directly specific anti—Hantaan virus humoral immunity and cellular 

immunity in BALB／c mice．Th e different splicing ways could affect the immunity of chimeric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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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构建了汉滩病毒 76一l18株 M基因G2片段与 S基因 5 端 0．7Kb片段的嵌合基 

因真核表达载体 pcDNA3．1一G2s0．7及 pcDNA3．1一SO．7G2；用该质粒免疫 BALB，c小鼠，结果表明两种质粒免疫小 

鼠可同时诱导产生抗汉滩病毒核蛋白 (NP)及糖蛋白 (GP)特异性的抗体 ，且前者刺激产生的抗体效价明显高 

于后者。淋巴细胞增殖实验表明，pcDNA3．1一G2s0．7组免疫小鼠脾细胞时 NP及 GP的增殖指数均明显高于空载 

体对照组 ，而pcDNA3．卜SO．7G2组未检测到其淋巴细胞有明显的增殖。这说明汉滩病毒 M基因 G2片段及 S基因 

0．7Kb片段的嵌合基因既可刺激机体产生特异的抗汉滩病毒体液免疫应答 ，也可刺激机体产生特异的细胞免疫应 

答。不同拼接方式对嵌合基因免疫效果有很大影响，嵌合基因 G2SO．7这种拼接方式明显优于SO．7G2。 

关键词 ：汉滩病毒 ；M基因； S基因； 嵌合基因： 基因免疫 

中圈分类号：Q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25(2003)01—0014—04 

目前 ，肾综合征出血热 (HFRS)仍是一种尚 

无特异有效治疗药物的肆虐全球的病毒性传染病。 

研究表明，引起 HFRS的汉滩病毒的囊膜糖蛋白 

(G1、G2，M 基因编码 )及核蛋 白 (NP，S基因编 

码)在诱导机体免疫应答的过程中各 自具有其优 

势，同时也都存在有不足之处【 引。为使这两种结 

构蛋白能够取长补短，本室将这两种结构蛋白进行 

了融合表达，并首先在原核表达系统中初步比较了 

不同拼接方式对表达产物活性的影响。本文在原核 

表达的基础上，构建了嵌合基因的真核表达载体。 

并进一步比较了不同拼接方式的嵌合基因诱导小鼠 

产生体液及细胞免疫应答能力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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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载体与宿主菌：pGEX_4T_l—G2S0．7，含汉 

滩病毒 76一ll8株 M基因 G2片段与 S基因 5’端 

0．7Kb片段的嵌合基因．其中 M基因 G2片段置于 

嵌合基因的 5’端；pGEX_4T—l—SO．7G2，含汉滩病 

毒 76一ll8株 S基因 5’端 0．7Kb片段与 M基因 G2 

片段的嵌合基因．其中S基因 0．7Kb片段置于嵌合 

基因的5’端；pcDNA3．1一S0．7。含汉滩病毒 76一ll8 

株 S基 因 5’端 0．7Kb片段 ：pcDNA3．1一G2．含汉滩 

病毒 76一ll8株 M基因 G2片段 ，以上重组质粒均 

为本室构建『4． 1。真核表达载体 pcDNA3．1(+1购自 

Invitrogen公司。Ecoli JM109宿主菌由本室保存。 

1．1．2 工具 酶及试 剂：限制性 内切酶 、T4DNA连 

接酶等分子试剂分别购自Promega公司、Gibco公 

司和 Takara公司。布比卡因为上海天丰制药厂产 

品。M1Tr购 自华美生物工程公司。纯化的汉滩病 

毒 NP与糖蛋白 (GP)购白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1．1．3 实验动物：BALB／c雌性小 鼠 ．6—8wk龄 。 

由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1．2 方法 

1．2．1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 EcoR I和 Not I双 

酶切 pGEX一4T—l—G2S0．7及 pGEX一4T—l—S0．7G2． 

1Og．L 琼脂糖分别 回收 2．2kb及 1．5kb片段 ．纯化 

后 克隆入预先经 同样酶切 的 pcDNA3．1(+)质粒 中 ， 

转化 E．coli JMl09。随机挑取菌落 。碱裂解法提取 

质粒。经限制性内切酶鉴定筛选阳性克隆，阳性重 

组 子命 名 为 pcDNA3．1一G2S0．7及 pcDNA3．1一S0．7 

G2。并用 凰tE II+BamH I及 EcoR I 6口I进 一步 

鉴定。酶切、连接 、转化以及阳性重组子的筛选 、 

鉴定 ，均按分子克隆手册进行『61。 

1．2．2 基因免疫⋯：质粒提取按照 Promega公 司质 

粒纯化试剂盒操作手册进行．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DNA含量和纯度，调整 DNA浓度为 lg／L。免疫时 

BALB／c小鼠后肢股四头肌每侧各肌注 7．5 L，布 

比卡因 lOp．L，72h后每侧注射重组质粒 501xL，即 

lO0~g质粒／只 ，共六 只。每隔 2周按 相同方法注 

射相 同剂量 ，共免疫 三次 。同时设 pcDNA3．1一G2 

组 、pcDNA3．1一SO．7组及不含插入片段的 pcDNA3．1 

(+)空载体组做对照组，按同样方式进行免疫。 

1．2．3免疫血清中抗汉滩病毒抗体的测定：基因免 

疫完成后第 2周剪鼠尾取血，分离血清。用 ELISA方 

法检测血清中抗汉滩病毒抗体的滴度。ELISA检测 

方法为 。包被汉滩病毒 NP或 GP，20g／L BSA封 

闭，加不同稀释度的免疫鼠血清，HRP-SPA l：1000， 

OPD显色，并测定各孔的 O．D 值。 

1．2．4淋巴细胞增殖实验：基因免疫完成后第6周。 

杀小 鼠取脾脏 。制备小 鼠脾细胞 悬液 。并将细胞浓 

度调整为 lxl06／mL，加入 96孔板中，每孔 2001xL， 

分别加入纯化NP、GP及空白对照进行刺激．每样平 

行三孔。37oC，5％CO 孵箱中温育 68h，加入四甲基 

偶氮唑盐 (M 溶液 (5mg／mE)20uL，孑L，37℃， 

5％CO 孵箱中继续温育 4h，小心吸弃孔内培养上 

清，加入 DMSO 150IxL／孑L，振荡 10min，测定各孔 

的O．D椭 值，计算增殖指数。增殖指数：实验组抗 

原刺激O．D～  实验组空白对照O．D椭 值。 

2 结果 

2．1 重组质粒的构建和鉴定 

用 凰tE lI+BamH I鉴定 阳性克隆 ．pcDNA3．1一 

G2S0．7可 切 出预期 的 6．0kb、0．9kb及 0．7kb片段； 

pcDNA3．1一S0．7G2可切 出预期 的 6．3kb及 1．3kb片 

段 。用 EcoRI+XbaI进 一 步鉴 定 阳性克 隆 。pcD— 

NA3．1-G2S0．7及 pcDNA3．1一SO．7G2均可 切 出预期 

的 5．4kb及 2．2kb片段 (Fig．1，2)。 

图 1 pcDNA3．1一G2S0．7的酶切鉴定结果 

Fig．1 Restriction analysis of recombinant plasmid pcDNA3．1- 

G2s0．7 

1，EcoR I+Xba I；2，BstE II+BamH I；3，DNA Markers． 

图 2 pcDNA3．1一SO．7G2的酶切鉴定结果 

Fig．2 Restriction analysis of recombinant plasmid pcDNA3．1- 

SO．7G2 

1，EcoR I+Xba I；2，BstE II+BamH I；3，DNA Ma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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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小鼠脾细胞对 NP及 GP的增殖指数明显高于空 

载体对照组．且嵌合基因的增殖指数与单独 M基 

因 G2片段和 S基 因 0．7Kb片段 的增殖 指数相近 。 

但 peDNA3．1一SO．7G2组未检测到其淋巴细胞有明 

显增殖 。 

从原核表达产物鉴定及基因免疫的结果均可看 

出，嵌合基因的拼接方式对其表达的融合蛋白及其 

活性有较大的影响。在原核表达过程中，ELISA检 

测 pGEX一4T一1一SO．7G2表达的融合蛋白与 NP特异 

性 mAb的结合活性始终比 pGEX一4T一1一G2S0．7表 

达的融合蛋白低，而二者与 GP特异性 mAb的结 

合活性相近：基因免疫小鼠血清的 ELISA结果表 

明 peDNA3．1一G2S0．7组 和 pcDNA3．1一SO．7G2组 刺 

激产生的抗 NP抗体效价和抗 GP抗体效价有明显 

的差异．前者的结果优于后者：淋巴细胞增殖实验 

的结果也证明了嵌合基因 G2S0．7这种拼接方式优 

于 SO．7G2．其刺激机体产生的特异性细胞免疫的 

水平较高。产生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 SO．7G2这种 

拼接方式中将 GP拼接于 NP之后会掩盖 NP的部 

分表位 ．而将 NP置于 GP之前可能也会影响 GP 

的空间构象 ；另外嵌合基因 SO．7G2中 G2去掉了 

信号肽．可能也是影响其表达蛋 白活性的原因之 

一

， 但其具体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的嵌合基因同时具备两种 

基因片段的特点，在小鼠体内既可诱导体液免疫又 

可诱导特异的细胞免疫应答，且嵌合基因拼接方式 

不同可能会对其表达的融合蛋白有较大的影响。 

但 目前基因免疫刺激机体产生的抗体滴度较低， 

还需要在载体选择、注射方式 、注射时间、注射剂 

量等方面作更加深入的研究。此外尚需进一步研究 

该嵌合基因对感染的小鼠是否能产生保护作用。 

参考文献 

【1】 Schmaljohn C S，Hasty S E，Dalrymple J M，et a1．Antigenic 

and genetic properties of viruses linked to 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J]．Science，1985，227：1041—1044． 

【2】 Wang M，Pennock D G，Spik K W，et a1．Epitope mapping 

studies with neutralizing and non-neutralizing monoclonal an ti— 

bodies to the G1 and G2 envelope glycoproteins of Han taan virus 

【J】．Virology，1993，197(2)：757—766． 

【3】 徐志凯，王海涛，肖 毅，等．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 50KD结构 

蛋白的抗原位点分析 【J】．单克隆抗体通讯，1992，8(2)：30-34． 

【4】 张芳琳，徐志凯，阎 岩，等．汉滩病毒S基因 0．7Kb片段真核 

载体的构建、表达及基因免疫的研究 【J】．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 

2001，22(14)：1287—1289． 

【5】 张芳琳 ，徐志凯，阎 岩，等．汉滩病毒M、S基因部分片段嵌 

合基因真核载体的构建及基因免疫研究 ．细胞与分子免疫 

学杂志 ，2001，l7(5)：419--421． 

【6】 J．萨姆布鲁克，E．F．弗里奇，T．曼尼阿蒂斯．分子克隆实验 

指南【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34—69． 

【7】7 Bharadwaj M，Lyons C R，Wortman I A，et a1．Intranmscularin— 

oculation of Sin Nombre hantavirus cDNAs induces eellular an d 

humoral immune responses in BALB／c mice【J】．Vaccine，1999， 

17(221：2836—2843． 

【818 Yoshimatsu K，Arikawa J，Tamura M，et nf．Characterization of 

the nucleocapsid protein of Han taan virus strain 76—1 l8 using 

monoclonal antibodies【J】．J Gen Virol，1996，77(4)：695-704． 

【9】 尹 文，徐志凯，薛小平，等．汉坦病毒S基因的分段表达及 

表达产物的鉴定 【J1．细胞及分子免疫学杂志，1998，14：23—25． 

【l o1 刘 勇，徐志凯，王海涛，等．汉坦病毒核蛋白及其 26Kb片 

段的免疫学特性初步鉴定【J】．第四军医大学学报，2000，21(11)： 

1307—1309． 

【11】 Van Epps H L，Schmaljohn C S，Ennis F A．Human memory 

cytotoxic T-lymphocyte(CTL) responds to Hantaan virus infec- 

tion：identification of virus—specific and cross—reactive CD8(+) 

CTL epitopes on nucleocapsid protein[j]．J Virol，1999，73(7】： 

5301-5308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