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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e ORF of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WSSV)genome has homology with the cytokine 

receptor．This ORF contains 2022 nucleotides and codes for 674 amino acids with a theoretical 

molecular weight of 76 kDa．Th is putative gene contains one conserved motif of eukaryotic cytokine 

receptor gpl30．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 of this protein，the gene was amplified from the genome of 

WSSV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then cloned into pET28b and expressed in E．coli．Th e 

expressed fusion protein tagged with six consecutive histidines was 76kDa after SDS—PAGE．Th e 

purified fusion protein was used as antigen to immunize rabbit for further gene functi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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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虾白斑综合征病毒(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wssv)的基因组中发现一个具有细胞因子受体特征的开 

放阅读框，该阅读框全长 2022个核苷酸，编码 674个氨基酸，蛋 白质理论分子量为 76kDa。该基 因含有真核生 

物细胞因子 gpl30受体特征序列。为 了研究该基因的功能，采用 PCR 方法从病毒基因组中扩增出基因片段，克 

隆到 pGEM．T Easy载体中，经 BamH I和 Sal I双酶切后插入 pET28b表达载体中。重组质粒转化到大肠杆菌 BL21 

中，IPTG诱导后 ，经 SDS．PAGE电泳表明在 76kDa处有 目的蛋 白表达 。用冰浴超声波对诱导后的菌液进行处理 

以获得初步纯化的蛋 白，作为抗原人工免疫实验兔子以获得含特异性抗体的抗血清 。该基因的表达成功 ，为其功 

能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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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虾 白斑综合征 自 1992年爆发 以来 ，在全世 

界范围内的对虾养殖 中蔓延【l 】，而且一直是严重 

影响对虾产量和质量的主要病原。它的病原体对 

虾 白斑综合征病毒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是一种无包涵体 、具囊膜 、端部有尾 巴 

状结构 、杆状的双链环状 DNA 病毒 ，其基 因组 

全序列长度为 300kb左右【6 】。序列分析表明其基 

因组与其它 已知杆状病毒基因组相差很远 ，是一 

种新的病毒科的成员[6-81 o由于 WSSV 基因组较 

大，又缺乏相应的细胞系，因此该病毒基因功能 

的研究进展缓慢。 目前报道较多的是有关病毒粒 

子结构蛋 白基 因的定位和少数序列保守的酶 的基 

因序列分析的结果 引。有关基 因功能方面 的研 

究报道很少，已经报道 的只有结构蛋白 VP28和 

VP35的部分功能研究结果，它们分别与病毒侵 染 

宿主和核定位相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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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报道 的是 WSSV 

(ORF220t )的序列分析、 

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基因组 的一个 阅读框 

基因克隆和原核表达的 

1．1 核酸、菌株和质粒 

病毒基因组核酸由本实验室保存，克隆质粒为 

pGEM—T Easy(Promega)，表达载体质粒为 pET28b， 

受体菌株是 由本实验室保藏的大肠杆菌 DH5 a和 

BL21菌株。 

1．2 酶类及试剂 

TaqDNA聚合酶 ，dNTP及 BamH I和 Sal I限 

制性内切酶，T4DNA连接酶均为TaKaRa公司产品。 

1-3 序列分析 

利用 DNAStar软件 包和 网上 免费生物 软件 

ScanProsite和 CLUSTAL进行序列分析。用于排列 

比较 的人 和鼠的细胞因子受体 的氨基酸序列来 自 

SwissProt数据库。 

1．4 引物设计及 PCR扩增 

根据 已报道 的对虾 白斑综合征病毒基 因组序 

列，利用引物设计软件 Primerselect设计如下引物 

对 ：IE—HP,5 一GGATCCGGGC CAGGGAA 

TAG一3 和 IE—LP：5 一GCGGAAGGCTCGGGTCA 

AGT一3 。以病毒基因组为模板 ，扩增 目的片断。 

PCR反应体系与条件：在 50oL 体系中，94"C预变 

性 5min；94"C lmin，57*C lmin，72Zr 2min，30 

个循环。扩增后取 51aL PCR产物在 0．7％琼脂糖凝 

胶中电泳检测 ，并用 Omega公司 PCR产物回收试 

剂盒回收 目的片断。 

1．5 目的片段的克隆及表达 

将 PCR产物克隆于 pGEM—T easy载体中，转 

化至大肠杆菌 DH5 a菌株中。连接、转化和筛选重 

组子的方法均按试剂手册进行，构建的重组质粒命 

名为 pT一Ⅲ。然后利用 pGEM—T easy载体上的 Sal 

I位点和 目的片断上的 BamH I位点双酶切消化阳 

性重组子，用 Omega公司胶回收试剂盒回收 目的片 

断并构建到表达载体 pET28b，重组质粒命名为 

p28b—IE。分别挑取含空载体和含重组表达质粒的单 

菌落接种于 4mL LB培养基中活化 ，过夜培养 16h。 

活化菌液以 1：100稀释接种到 10mLLB中，37℃ 

摇床培养 3h，加 IPTG至终浓度 1mmol／L，37℃诱 

导，取诱导 0、1、2、3、4h的培养物各 lmL，收 

集菌体进行 SDS—PAGE 分析诱导表达结果。 

2 结果 

2．1 序列分析 

以该基因的氨基酸序列为模板，与 GenBank、 

EMBL、SwissProt和 PIR数据库进行同源性比较， 

结果表明该蛋白的理论分子量为 76kDa，等电点为 

5．51。在该蛋白前 3O个氨基酸为信号肽，并存在 8 

个糖基化位点 (N一{P卜【ST】．{P1)，不含有跨膜区 (图 

1)。最为显著的是，该蛋白含有细胞因子受体 gpl30 

家族的特征序列 N—x(4)一S—x(28，35)一[LVIM]一x—W—x(0， 

3)一P-x(5，9)一【YF】一x(1，2)·[VILM]一x—W(图 2)。 

MAGNRTQFVSSL工AKC工SDVEQGMECCGRQAQDALMTRLANLKLGDSLKETDVNLEYLRYAS 

TpLLGELNYDKQQYAATVD工NLMAHFSYAALG工ES工LNS工RRVVVANHQRRNNGKKpSEp工S 

R pHpLGGV EppLSSELANA工RDKF工SMGA LDRLN SA 工VTAA LGA 工A SERELFLRENAVNYMY 

DV EFAERDAATTDTGNVVYLSTKMDEDEDD工工KRSE 工LDKV SKR pA KEG 工DWRpTpDNSFpY 

QL工WGDDSVDDTVL工DL工TNA工VpN工FMAKF工LF工CNHLRAV 工RSMRE工LYGN工SSSSDNYF 

EDGRKW CFW LNLYNRLEW FMLVVRFV 工FLHSKKESFSGADNVNVKRLLVVVV ESFppV LLDT 

EWVKTN工TSWpVINNSNNNSTLpVTEDTLMRLA工RTSSGARHp工FDE工NSLTTAVTNR工TFQ 

SAEFCTK 工LLGRA LDEEEAGTKM LVKSVKETG EEKDKNNTF SSFGLLLKNTKN EELE工N 工GD 

NDDETTDV ACWARTSSTSF工RNRTYAFKK工WGLEDASDVV ELKRESDA 工TSFV TDK SSpLLF 

pYVSDWSCLLLHpCCKApA工工KSVWLQ工LKDFSQEN工KT工NEKVQSLSSE工CQKSNDRFKNK 

K工AAEHVRSVKKLLNT工SNREQEAALSTEHC工WLT工LWKQVVQNTLNLLENFpV 

图 1 ORF220氨基酸序列分析结果 

划线部分为信号肽特征序列；黑体表示糖基化位点。 

Fig．1 The result of sequence analysis of ORF220 

The signal peptide sequence was underlined；glycosylation sites were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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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细胞因子受体 gpl30家族保 守性分析 

黑体表示 100％相 同，灰 色表示 80％相同。 

Fig 2 Sequence analysis of conserved motif of gp l 30 

Black indicates 100％ identity；gray indicate 80％ identity． 

2．2 PCR扩增结果 

经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得到单一的长约 2 022 

bp的ORF220基因片段，与预测的长度一致(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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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ORF220基因的 PCR扩增结果 

Fig．1 PCR of ORF220 gene 

1．PCR product of ORF220；M ．DL2000 marker 

2．3 重组质粒 pT—IE的构建与酶切鉴定 

pGEM．T easy载体上存在 cZ基因，将 目的 

片断插入 LacZ基因中，使其失活。通过蓝白斑筛 

选 白斑，并利用载体上的氨苄青霉素 (Amp)抗性 

筛选得到克隆子，用 BamH I和 Sal I双酶切克隆子 

鉴定，pGEM—T easy载体全长 3 015bp，目的片断 

长 2 022 bp，鉴定结 果见 图 4。 

2．4 表达重组质粒 p28b—IE的构建和酶切鉴定 

利用 BamH I和 勋，I双酶切质粒 pET28b和 

pT—IE，将纯化后的载体消化产物和 目的片断连接。 

卡那霉素 (Kana)抗性筛选克隆子，用 BamH I和 

Sal I双酶切克隆予鉴定，pET28载体全长 5 369bp， 

结果见图 5。 

2 3 4 M 

图 4 重组质粒 pT-IE的酶切鉴定 

Fig．4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pT-IE 

1，Recombinant plasmid digested with BamHl and Sail；2，Reverse insertion 

3，T—vector ligation；4，Supercoiled  plasmid；M ，̂ DNA digested with 

Hindlll+EcoRl+BamHI． 

kb 

5．3 

2．O 

l 2 3 M 

图 5 表达重组质粒的酶切鉴定 

Fig．5 Identification of recombinant plasmid p28b—IE 

1，Negative control；2，Recombinant plasmid digested with BamHl and Sa／l 

3．Supercoiled plasmid；M ，^DNA digested with Hindlll+EcoRl+Bam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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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ORF220基因的表达 

表达产物经 1O％SDS．PAGE分析，结果如图 6。 

表明 0RF22O基因片断在 E．coli BL21菌中受 T7启 

动子驱动，表达了含该蛋 白N．端 674个氨基酸，含 

载体 6个氨基酸的融合蛋白。推算出融合蛋白的分 

子量为 76kDa，电泳结果与预计相符。外源蛋白在 

大肠杆菌中高水平表达 ，常导致形成包涵体。冰浴 

超声波处理诱导表达菌体，经 SDS．PAGE分析，可 

在沉淀中得到大量的表达产物 ，而在上清中很少。 

表明该表达产物形成包涵体 ，并存在于沉淀中 (图 

7)。 

kDa 

97·-一  

76+  

66．-一 

43．—一  

图 6 ORF220在 E．coli中的表达 

Fig．6 Expression of ORF220 in E．coli 

M ，Protein marker；1，Empty vector induced at Oh；2，p28b—IE induced at 0 h 

3-6，p28b—IE induced at 1，2，3 and 4 h respectively． 

kDa 

76—◆  

图 7 超声波破碎结果。 

Fig．7 Result of ultrasonic crash． 

1，Sedimentation；2，Supematant；M ，Protein marker 

3 讨论 

由于 WSSV 基因组的大部分基因的功能是未 

知的，因此对该病毒的基因功能的预测大部分来 自 

于 序 列 分 析 的 结 果 。 ORF220 位 于 基 因 组 

1 19057—121078之间 J̈，编码 674个氨基酸，预测 

蛋白质序列中并存在 8个糖基化位点 (N．{P卜[ST]． 

{P1)(图 1)，理论分子量为 76kDa。最为显著的是， 

该基因氨基酸序列中含有细胞因子受体 gpl30家族 

的特征序列 N．x(4)-S—x(28，35)-[LVIM]一X-W-x(0，3)- 

P-x(5，9)-[YF]-x(1，2)-[VILM]-X-W 。gpl30，亦称 CD 

130，是 IL．6等细胞因子的共有信号传导链，它可 

与许多细胞因子受体 (如 IL 6R，IL 11R，0SMR， 

LIFR，C卜IrrFR和 CT 1R)组成受体复合物，并在 

这类细胞因子的信号转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L2⋯。与 

其他细胞因子受体基因相比，0RF22O显得有点短， 

并且缺乏跨膜区域，这说明蛋白质是可溶形式产生 

的。 

随着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工作的进行，越来越多 

的病毒基因被发现与宿主的基因同源，其功能研究 

也越来越受到关注I2卜 引。近年来科学家们已经鉴定 

出的与宿主基因同源的基因包括细胞因子、细胞因 

子受体、趋化因子和生长因子等。这些病毒基因产 

物在侵入宿主、抵御和逃避宿主的免疫系统的过程 

中起着重要作用[21~231。在 WSSV的基因组 内就有许 

多基因与真核生物同源如 DNA 多聚酶、核糖核甘 

酸还原酶、蛋白激酶等 ，这些基于序列分析的基因 

功 能预测结果为今后基因功能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6,71

。 基于以上关于 ORF220的序列分析结果，我们 

在原核系统克隆并表达了该基因产物。结果证明， 

表达的产物分子量在 76kDa左右，符合预测的基因 

产物分子量大小。进一步的基因功能研究尚在进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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