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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基因的重组腺病毒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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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Recombinant Adenovirus Expressing Influenza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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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1]he neuraminidase(NA)gene of Influenza virus A／FM，1／47 was amplified by RT—PCR and 

cloned into adenovirus vector pTrack—CM V The recombinan t plasmid an d adenovirus DNA Was 

cotransformated into E coli BJ5 1 83 an d the recombinan t adenovirus genomic DNA Was obtained  

through homological recombination．The recombinan t adenovirus was gained  after tran sfecting 293 cell 

line with the genomic DNA．The intergration of NA in resultan t adenovirus an d the expression of NA 

gene were confilrned by PCR an d western—blot respectively．BALB／c mice were immunized intranasaUy 

and orally respectively．ELISA result showed that systemic immue responses to Influenza virus could be 

induced effectively in both intran asal an d oral route．Th e immunization efficacy of intran asal route Was 

superior to that of oral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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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RT—PCR方法扩增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基因，将其克隆到腺病毒穿梭载体pTrackCMV，此重组质粒与 

腺病毒 DNA共转化大肠杆菌 BJ5183，通过细菌内同源重组获得重组腺病毒 DNA，将其转染 293细胞获得重组 

腺病毒。经 PCR证实目的基因已整合至腺病毒基因组 中，western blot检测到神经氨酸酶的表达 。重组病毒经滴 

鼻和灌胃两种途径免疫小 鼠，结果表明 2次免疫后滴鼻组和灌胃组均产生明显的免疫应答反应，滴鼻组的免疫效 

果优于灌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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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 冒 (简称流感 )是 由流感病毒 

(Influenza virus)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病 

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变异性。由于抗原漂移和抗原 

变异使得每年都有不同的流行毒株的出现，从而造 

成不同范围的流感流行，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和财产 

造成极大危害。目前防治流感的主要措施是肌肉注 

射灭活的三价流感疫苗，其效果在部分人群中仍不 

理想。原因之一是由于流感是一类经呼吸道传播的 

疾病，作为机体的第一道防线，粘膜免疫可有效地 

阻止流感病毒感染上呼吸道，并能抑制病毒进一步 

侵染下呼吸道和深层组织【l’引。而当前应用的流感 

疫苗不能诱导粘膜免疫，因此发展新型有效的疫苗 

仍然是防治流感有待解决的问题。 

流感病毒的病毒颗粒表面有血凝素和神经氨 

酸酶两种糖蛋白。与高度变异的血凝素相比，神经 

氨酸酶基因的变异程度要小。神经氨酸酶抗体在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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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病毒感染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抑制成熟病 

毒粒子从感染细胞的释放，减小肺部病毒滴度，局 

限病灶，减轻肺部损伤和临床症状 J。 

腺病毒可感染呼吸道和消化道，能诱导粘膜免 

疫，是一种重要的病毒表达载体，具有安全可靠、 

病毒滴度高和易培养纯化等优点。针对流感病毒感 

染机体呼吸道的特点，本文以非复制型腺病毒为载 

体，构建了表达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基因的重组腺 

病毒，并对其免疫效果进行了初步研究，以期为新 

型流感疫苗的研究打下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流感病毒 A／FM／l／47株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 

生物技术所陈鸿珊教授惠赠，MDCK细胞由病毒所 

基因室保存，293细胞由病毒所形态室提供。E．coli 

BJ5183、穿梭载体 pTrack．CMV和 El及 E3区双缺 

失的腺病毒骨架质粒 pAdEasy一1由美国霍普金斯大 

学肿瘤中心 B．Vogestein博士惠赠。E．coli DH10B由 

病毒所基因室保存。pGEM—T载体为Promega公司 

产品。病毒 RNA提取试剂盒为 Qiagen公司产品， 

RNA反转录试剂盒为 Gibico公司产品，probest Taq 

酶为 Takara公司产品。限制性内切酶购 自德国 

Bochringer Manheim公司。 

1．2 引物的设计 

根据流感病毒 l，47神经氨酸酶基因全长 

序列设计两条引物：NA—l：5’一gtc ggt acc acc atg aat 

cca aat cag aaa at一3’： NA一2：5'-cgt aag ctt taa act act 

tgtcaatggtg一3’。基因5’端引物设有 KpnI位点，3’ 

端设有 HindIII位点。 

1．3 流感病毒 NA基因的克隆 

提取病毒 RNA，用 NA1引物反转录后进行 

PCR 扩增，反应条件为 94℃30s，51℃30s，72℃ 

lm30s，72℃延伸 10min。PCR 产物 回收后 与 

pGEM．T载体连接，转化 DH5 Q受体菌。 

1．4 插入有 NA基因穿梭质粒的构建 

用 Kpn I和 Hind IN双酶切 pGEM．T．NA，回 

收的NA基因片段插入腺病毒穿梭载体pTrackCMV 

的Kpn I．劢 dⅡI位点，获得插入 NA基因的穿梭质 

粒 pTrackCMV—NA。 

1．5 重组腺病毒的获得 

将线性化的 pTrackNA 和 pAdEasy．1共转化 

E．coli BJ5183，获得重组腺病毒 DNA，用脂质体转 

染 293细胞获得重组腺病毒。 

1．6 重组腺病毒基因组中神经氨酸酶基因的 PCR 

扩增 

PCR反应体系为：10×buffer2．5 L，2．5mmol／L 

dNTP 21aL， 上下游引物 (10~tmol／L)各 l ，模板 

(病毒冻存液)lpL。TaqDNA聚合酶 lU，补水至 

25~tl。神经氨酸酶基因PCR引物的设计和扩增条件 

见方法 1．3。 

1．7 重组病毒神经氨酸酶表达的鉴定 

重组病毒感染 293细胞的冻融液，离心后取上 

清进行检测。SDS．PAGE和 Western blot方法见文 

献【oJ。 

1．8 动物实验 

以滴鼻和灌胃两种方式免疫 BALB／c小鼠，观 

察重组腺病毒的免疫效果，每组 l0只小鼠，具体 

方法见文献【6】。 

2 结果 

2．1 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基因的克隆以及穿梭质 

粒的构建 

以流感病毒 A／FM／l／47株 RNA 为模板进行 

RT—PCR扩增，得到一个 1．4kb左右的片段，将其 

克 隆入 pGEM．T 载 体 中 ，重 组 质 粒 命 名 为 

pGEM—T．NA，测序结果表明得到 NA基因。用 Kpn 

I和 HindIII双酶切，回收 NA基因片段，将其克隆 

至腺病毒穿梭载体 pTrackCMV，挑取阳性克隆命名 

为 pTrackCMV—NA。酶切鉴定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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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细胞培养上清，得到重组腺病毒，命名为rAd．NA。 

以病毒为模板，经PCR扩增得到一条约 1．4kb的片 

段，与 目的片段大小一致，而以野生型腺病毒为模 

板则不能扩增出相应片段 (图 2)，表明已获得含有 

NA基因的重组腺病毒。 

kb 

2．0 

1．0 

0．75 

0．5 

0．25 

0．1 

图 2 重组腺病毒的PCR鉴定结果 

1，为野生型 Ad5：2，为重组腺病毒 rAd-NA PCR产物；3，DNA maker 

DL2000；箭头所示为NA基因扩增条带。 

Fig．2 Identification of recombinant adenovirus rAd—NA by 

PCR 

1，PCRproductofwildtypeAd5；2，PCRproductofrecombinant adenovirus 

rAd-NA；3，DNA maker DL2000；Arrow shows the band of NA gene 

fragment． 

2．3 NA在重组腺病毒中表达的检测 

用 rAd．NA、Ad5野毒株感染 293细胞，用流感 

病毒 A／FM／1／47感染 MDCK细胞，72h后收获细胞， 

进行 SDS．PAGE、转膜，进行 Westernblot检测，可 

见rAd．NA在与流感病毒NA相应的位置出现一条特 

异性的条带 (图 3)，表明 rAd．NA在 293细胞中表 

达 NA蛋白。 

图3 rAd．NA中 NA基因表达产物的Western blot分析 

1，感染野生型腺病毒的293细胞；2，感染重组腺病毒的293细胞；3，感 

染 A／FM／l／47的 MDCK细胞。 

Fig．3 Western blot an alysis of NA gene expressed by 

recombinant adenovirus 

1，293 cells infected by wild type adenovirus；2，293 cells infected rAd-NA；3
， 

MDCK cells infected by A／FM／l／47． 

2．4 小鼠免疫结果 

2．4．1 重组腺病毒免疫小鼠后血清 G 抗体的检 

测：小鼠经滴鼻和灌胃两种途径免疫后收集血清， 

以纯化的流感病毒包被酶标板，免疫前的小鼠血清 

为阴性对照，通过ELISA对血清 G抗体进行检测。 

初次免疫后，滴鼻组血清抗体的滴度为 1：1024， 

灌胃组血清抗体的滴度为 1：1024。再次加强免疫 

后，滴鼻组抗体滴度增加至 1：8192，而灌胃组血 

清抗体滴度未见明显增加，见图4。 

图 4 rAd—NA免疫小鼠后小鼠血清 IgG抗体的滴度 

1，初次免疫：2，加强免疫 

Fig．4 Serum IgG altersinducedby rAd-NA afterimmunizati- 

ontwiceinmice 

1，primary immunization；2，Secondary immunization． 

2．4．2 重组腺病毒免疫小鼠血清 A抗体的检测： 

重组腺病毒免疫后的小 鼠血清进行系列稀释 ， 

ELISA法检测血清中 A抗体，免疫前的小鼠血清 

为阴性对照，初次免疫后，滴鼻组和灌胃组血清 IgA 

滴度分别为 1：64和 1：32。加强免疫后滴鼻组血 

清 A滴度为1：256，灌胃组血清 A的滴度为 1： 

128， 见图 5。 

l 2 

图5 rAd—NA免疫小鼠后小鼠血清 IgA抗体滴度 

1，初次免疫；2，加强免疫 

Fig．5 Serum IgA titers induced by rAd—NA after immunizat— 

iontwiceinmi ce 

1，primary immunization；2，Secondary immunization． 

5 4  5  3 5 2  5  l 5  0 

4 3  2 l  0  

—0一∞0I E己o∞uI l1 oj 

越攥 0嚣I蜒 
9  8  7  6  5 4  3  2  l  0  

一N 一目E _§口《 

耀堆珥v 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l6 中 国 病 毒 学 第 18卷 

2．4．3 重组腺病毒免疫小鼠分泌型 IgA (sIgA)抗 

体的检测：sIgA是一类由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生 

殖道等处的粘膜浆细胞产生的抗体，在阻止病毒感 

染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研究重组腺病毒诱导的粘 

膜免疫状况，我们对加强免疫后小鼠肺灌洗液中 

sIgA进行了分析。与接种生理盐水的对照组比较， 

小鼠免疫后滴鼻组肺灌洗液 sIgA滴度为 1：128， 

灌胃组sIgA滴度为 1：64。 

3 讨论 

血凝素和神经氨酸酶是流感病毒两种主要糖 

蛋白。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在动物和人体内两者均 

能诱导保护性免疫。但这两种抗原诱导机体产生的 

抗体在功能上各不相同：血凝素抗体具有中和性， 

可影响病毒与宿主细胞上的唾液酸受体的吸附或 

影响病毒与细胞膜之间的融合来阻断病毒的感染 

】；NA 抗体不具有中和性，但能抑制病毒从感染 

细胞释放或抑制病毒侵染正常细胞，因而 NA抗体 

可降低病毒复制水平，减低肺部病毒滴度，减轻临 

床症状 引。 

尽管纯化的血凝素和神经氨酸酶抗原性没有 

太大差异，但病毒感染或疫苗免疫时机体对神经氨 

酸酶的免疫反应被明显抑制。这种血凝素优势免疫 

反应是抗原竞争的结果，通过抑制 B淋巴细胞和 T 

淋巴细胞与神经氨酸酶抗原表位的结厶I 。从流感 

病毒或重组杆状病毒纯化的神经氨酸酶表明神经 

氨酸酶抗体在防治流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 

病毒复制时神经氨酸酶的免疫选择压力比血凝素 

要小，抗原性更稳定，Kilbourne等建议神经氨酸酶 

应作为流感疫苗的主要成分之一【m】。 

腺病毒是 目前广泛应用于基因工程疫苗和基 

因治疗的一种病毒载体。本实验中所采用的是 El 

及 E3区双缺失的腺病毒载体。E3区编码的蛋白与 

机体免疫系统对腺病毒的免疫监视作用有关。缺失 

E3区可增强机体对外源抗原的免疫反应。El区是 

病毒复制的必须区，该区编码蛋白能诱导细胞的转 

化，具有潜在的致瘤性，因此缺失了该区的腺病毒 

载体只能在 293细胞这样的特定细胞系中繁殖。本 

实验构建了表达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的非复制型 

腺病毒，并在动物实验中初步研究其免疫效果。小 

鼠经重组病毒免疫后血清中能产生 IgG和 IgA 抗 

体，在呼吸道粘膜组织中也能检测到抗流感病毒的 

sIgA。结果表明重组腺病毒可诱导机体产生良好的 

免疫效果。腺病毒作为基因疫苗载体其面临的一个 

最大问题是来 自宿主产生的针对腺病毒的体液和 

细胞免疫，使得载体在体内的持续时间及再次应用 

受到极大的影响。但也有结果表明小鼠针对同型腺 

病毒载体的免疫应答对重组病毒的再次免疫效果 

没有太大影响【6】。在本实验中，小鼠对腺病毒载体 

的免疫反应是否对重组腺病毒的免疫效果有影响， 

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成功构建了表达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基 

因的重组腺病毒，并初步研究其免疫学效果，为流 

感病毒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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