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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mplete genome of type 2 Porcine circovirus(pc v一2)was amplifi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and cloned directly into me EcoRI sites of plasmid pcDNA3，and recominant 

plasmid carrying the complete genome was constructed，designated pcDNApcv2．The entire genome of 

PCV一2 was purified and recycled from pcDNApcv2 with the digestion of EcoRI enzyme an d then 

circular genomic DNA was generated by self-ligating with T4 DNA ligase in vitro．Th e non—infected 

PK一1 5 cells were transfected with the PCV一2 circular genome using Lipofectin Reagent．After four 

continuous passages，PCV一2 virus and specific antigens were visualized by electron microscopy an d 

IFA，respectively．Th us，the cloned circular PC V一2 genomi c DNA generated in this study was infectious 

f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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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 PCR扩增出猪圆环病毒 2型 (PCV一2)的全基因组 (1 768bp)，克隆入 pcDNA3载体的 EcoR I 

酶切应点，获得含有 PCV．2全基因组的重组质粒 ，命名为 pcDNApcv2。将重组质粒大量扩增后 ，用 EcoR I切出 

l 768bp的 PCV一2全基因组，在体外用 T4 DNA连接酶使其连接环化 。用脂质体法将体外连接产物转染无 PCV污 

染的PK一15细胞，经 4次连续传代，用间接免疫荧光实验 (IFA)及电镜观察证实已获得复制能力的PCV一2病毒。 

由此可见，本试验构建的环化 的 PCV．2全基因组 DNA具有感染性 。 

关键词：猪圆环病毒 2型；基因组；转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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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基 因组 成及 致病性 不 同 ，猪 圆环病 毒 

(Porcine circovirus。PCV)分两种血清型，即 PCV1 

和 PCV．2。PC V1无致病性，基因组全长 1．759kb。 

PCV．2基因组为 1．768kb，可致断奶仔猪多系统消 

耗综合症 (PMwS)，主要影响 6．8周龄断奶仔猪， 

以呼吸困难、消瘦及免疫抑制为特征Il 。PCV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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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组为独特的单链负股环状 DNA结构，在宿主细 

胞内的复制模式可能类似于大肠干菌 入噬菌体的 

滚环式复制 。软件分析表明，PCV基因组可能包 

括 11个开放阅读框 (ORF)。其中 ORF1及 ORF2 

的功能研究得较为清楚，ORF1编码与病毒复制相 

关的 Rep蛋白，ORF2编码病毒的核衣壳蛋白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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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 728bp一839bp的区域具有多个与病毒复制相 

关的顺式作用元件，包括可能与 Rep蛋 白结合的 6 

核苷酸基序 (5’CGGCAG一3’)、茎环结构及 9核苷 

酸基序 (5’一TAGTATTAC一3’)I4J。PCV 在病毒复 

制过程中，会同时出现单链和双链复制型的基因组 

DNA，在宿主细胞提供的各种酶或蛋白的作用下完 

成从核酸到完整病毒的繁殖过程L8J。这是研究从核 

酸到蛋白，甚至完整病毒的 良好模型，为其他相似 

病毒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本文根据 PCV一2基因组结构特点，设计合成一 

对引物 ，用 PCR方法一次性扩增出 PCV一2全基因 

组，并将其在体外连接环化，构建了环化的 PCV一2 

全基因组克隆，转染PK一15细胞，获得纯化的 PCV一2 

病毒，为 PCV一2致病机理研究及 PCV一2相关疾病 

的有效防治打下了基础 。 

1 材料和方法 

1．1 质粒、菌株、细胞株 

真核表达载体 pcDNA3(5．4kb)为 Invitrogen 

公司产品。DH5 Q宿主菌由本实验室保存。PK一15 

细胞 (无 PCV一1污染)由中国兽药监察所王在时老 

师惠赠。PCV一2病毒 由本实验室分离鉴定。 

1．2 酶与试剂 

PCR试剂盒、限制性内切酶 EcoRI及 T4 DNA 

连接酶均购 自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DNA纯化 

试剂盒为上海华舜公司产品。转染试剂 DOTAP脂 

质体购 自Roche公司。 

1．3 PCV一2全基因组的 PCR扩增 

DNAstar分析表明，PCV一2全基因组 1．768kb， 

含有单一的 EcoRI酶切位点。利用这一特点，上下 

游引物中都设计了 EcoRI位点 (一GAATTC．)，以便 

于全基因组的体外连接环化。引物组成如下： 

引物 1：5’ -GCGAATTCAACCTrAACCT丌CTI1A 

1YrC一3’ 

引物 2：5’ GAATTCTGGCCCTGCTCCC一3’ 

取 5oo~L PCV一2感染细胞按常规方法提取 

DNA，用作 PCR模板。 

具体操作按照 PCR 试验盒说明书进行。PCR 

循环参数设置为 95℃变性 5min后，按 94℃变性 

lmin，54℃退火 1min，72~C延伸 2．5min进行 35个 

循环，最后 72℃延伸 lOmin。PCR产物经 l％琼脂 

糖凝胶电泳，观察 PCR扩增片段长度。 

1．4 扩增产物的克隆和鉴定 

PCR产物经 l％琼脂糖凝胶 电泳，用胶回收试 

剂盒纯化回收 目的片段 。目的片段经 EcoRI酶切回 

收后 ，与经同样酶切且去磷酸化的 pcDNA3载体按 

常规方法连接、转化 DH5 a感受态细胞。挑选菌落 

接种 LB液体培养基培养过夜，以碱裂解法小规模 

提取质粒。用 EcoRI酶切鉴定阳性重组质粒，以酶 

切 出 1 768bp 片段 的质粒 为 阳性质粒 ，命名 为 

pcDNApcv2。 

1．5 克隆片段的测序分析 

用通过引物对 阳性重组质粒 中的插入片段进 

行测序 ，此工作 由大连 TaKaRa公司协助完成。将 

测得的序列用 DNAstar软件进行分析，以确定克隆 

序列的可靠性 。 

1．6 PCV一2基因组 DNA的体外环化 

阳性重组质粒大量扩增后，经 EcoRI酶切，用 

胶回收试剂盒回收 PCV基因组 DNA。经 T4 DNA 

连接酶体外连接自身环化，连接反应混合物回收纯 

化，用超纯水溶解后定量。 

1．7 PCV一2基因组 DNA的转染 

按 常 规 方 法 分 别 将 2．5~tg 阳性 重 组 质 粒 

pcDNApcv2及体外环化的 PCV一2全基因组转染无 

PCV1污染的PK一15细胞。未转染的 PK一15细胞同 

步培养作为阴性对照。 

1．8 间接免疫荧光试验 

将盲传 4代的细胞消化分装 96孔板，用丙酮 ： 

无水乙醇 (6：4)固定后，用 PBS洗涤，拍干：加 

入阳性的猪源 PCV一2抗体，37℃作用 lh，PBS洗 

涤；滴加 1：200稀释的羊抗猪荧光二抗，37℃作 

用 45 min，同样洗涤后拍干，每孔加入一滴磷酸甘 

油湿润液，荧光显微镜观察。以PCV一2感染的PK一15 

细胞作阳性对照，未转染细胞为阴性对照。 

I、9 超薄切片电镜观察 

长势 良好的单层细胞 (包括转染细胞、未转染 

的细胞及 PCV一2感染细胞 )分别用 4％戊二醛固定 

后，将细胞轻轻刮下，10 O00r／min离心 lOmin，然 

后按常规超薄切片技术脱水、包埋、聚合和切片， 

并用醋酸铀和柠檬酸双染色，透射 电镜观察。 

1．10 感染试验 

收获 PCV一2基因组转染的 PK一15细胞，冻融 3 

次，取 100~L病毒悬浮液接种无 PCV一1病毒污染的 

PK一15细胞，传代 4次。用间接免疫荧光试验鉴定 

PCV一2病毒增殖情况。 

2 结果 

2．1 PCR扩增 

PCR产物经 l％琼脂糖凝胶电泳，紫外光下观 

察可见位于 2000bp附近的条带，大小与预期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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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CR产物的克隆与鉴定 

按常规方法将 PCR产物与pcDNA3载体连接、 

转化、涂板 ，挑取菌落培养后提取质粒，EcoRI酶 

切鉴定，获得含有 目的片段的阳性重组质粒，命名 

为 pcDNApcv2。 

2．3 克隆片段的测序分析 

经测序得知，克隆片段全长 1768bp，与预期 

PCV一2全基因组长度完全一致。将测得 的序列用 

DNAstar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其与其他 PCV一2 

毒株全基因组序列同源性均在 95％以上 (表 1)，从 

而进一步证实了所克隆片段的可靠性。 

表 1 PCV一2全基因组核苷酸序列 同源性 

Tabel 1 Pairwise comparison of the complete genomic sequences of PCV一2 

2．4 细胞转染 

用脂质体方法将 2．5gg pcDNApcv一2重组质粒或 

体外环化的 PCV一2全基因组转染无 PCV．1污染的 

PK．15细胞。转染后细胞长势 良好，未出现明显细 

胞死亡现象。待细胞长满 35mm平皿 (大约需 12h)， 

即可将细胞转移至细胞瓶中继续培养 。当细胞长成 

密集的单层时即可消化传代，每次传代后 24h需用 

300mmol／L D．氨基葡萄糖处理 30min，以促进病毒的 

繁殖复制。盲传 4代，细胞状态依然较好。 

2．5 间接免疫荧光试验 

在荧光显微镜 下观察 ，可见 PCV．2感染的 

PK一15细胞及转染环化 PCV．2全基因组的PK．15细 

胞 出现 典型的细胞核浓染及稀疏的细胞浆荧光染 

色，两者结果相似 (见图 1)。而转染 pcDNApcv2 

和未转染的细胞无特异的荧光染料附着 (见图 2)。 

由此说 明转染环化 PCV．2全基因组的细胞 已有 

PCV．2病毒的存在。 

图 1 感染的 PK．15细胞 IFA结果 

Fig．1 The resultofPK一15 cellinfected 

A，Infected with PCV-2；B，Transfected with PCV-2 circular genomes 

图 2 转染 PK．15细胞 的 IFA结果 

Fig．2 Th e IFA result ofPK-15 cell line transfected 

A，Transfected with pcDNApcv一2；B，Non-transfec ted c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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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超薄片观察 

超薄切片用透射电镜观察，可见 PCV一2感染细 

胞及转染环化 PCV一2全基因组的细胞 内有成堆的 

病毒颗粒，呈圆形，无囊膜，直径约为 1 7—20nm(见 

图 3)，而转染 pcDNApcv2的细胞和未转染细胞无 

可见的病毒粒子。 

图 3 转染了环化 PCV．2全基因组 PK．15细胞的电镜照片 

Fig_3 Electron mi~rograph of PK-15 cell line transfected with 

ciml~ PCV-2 genome 

2．7 感染试验 

将转染获得的病毒粒子感染无 PCV一1污染的 

PK一15细胞，经 4次传代，用间接免疫荧光试验鉴 

定，可见感染细胞出现典型的细胞核染色 (见图 4)。 

说明我们获得的 PCV一2病毒具有感染性。 

图 4 转染获得的病毒感染 PK．15细胞的 IFA结果 

Fig．4 The IFA result of PK-15 cell line infected with the 

obtained PCV．2 vires 

3 讨论  

本试验应用 PCR技术一次性扩增出PCV一21768 

bp的全基因组，构建了含有 PCV一2全基因组序列的 

重组质粒 (pcDNApcv2)。将重组质粒扩增纯化后转 

染PK一15细胞未能产生复制性病毒粒子。而将PCV一2 

全基因组从重组质粒 中切出并在体外连接环化后， 

同样转染 PK．15细胞能很快检测到 PCV一2病毒的复 

制。这表明本试验构建的环化的 PCV一2全基因组 

DNA具有感染性，可以复制出完整病毒。国外已有 

应用 PCV一2全基因组复制出完整病毒的类似报道。 

Liu(2000)[91等构建了含有 PCV全基因组的重组质 

粒，用 Sacll酶切获得 PCV一2基因组并体外环化后转 

染猪视网膜细胞 VIDO R1(已转化了人腺病毒 5型 

的 E1基因)，成功得到了 PCV一2病毒。其中人腺病 

毒 5型 E1基因的表达产物具有促进细胞 S期各种酶 

或蛋白质的分泌，从而避免了 D一氨基葡萄糖处理细 

胞带来的损伤。Fenaux M (2002)【l 0j等将双拷贝的 

线性化 PCV一2全基因组一前一后同一方向连接在一 

起，插入 pBluescript SK载体，转染 PK-15细胞可产 

生病毒粒子。他们还将重组质粒直接注射 4周龄仔 

猪 (腹腔注射或注射入体表淋 巴结)，5周后在猪体 

各组织器官均能检测到 PCV抗原和典型的组织学病 

变，在血清中检测到了相应抗体。该实验是首次应 

用含有 PCV一2全基因组的重组质粒直接注射猪体并 

获得 PCV．2病毒。由于 PCV环型基因组或含有线性 

双拷贝基因组的同向串联子的重组质粒转染 PK-15 

或其他猪源细胞，在细胞 S期各种酶或细胞因子的 

作用下可产生病毒颗粒，由此完成从核酸到完整病 

毒的复制繁殖过程。这是研究从核酸到蛋白，甚至 

完整病毒的人工模型。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PCV一2为 PMWS的主 

要病 因 ，但不 是唯一 的病原 。PMWS 很 可能是 

PCV一2与猪细小病毒 (PPV)、猪链球菌 1型、PRRS 

病毒及伪狂犬病病毒 (PRV)等病原混合感染的结 

果【ll’ j。因此如通过病料直接接种细胞分离PCV一2， 

将难以获得纯的 PCV一2，从而阻碍了 PCV一2致病性 

及致病机理的研究。本文构建了环化的 PCV一2全基 

因组，并转染 PK一15细胞，获得纯化的 PCV一2病毒， 

为进一步研究 PCV一2致病机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PCV一2基因组较小，易于在核酸水平上进行体 

外修饰，因此本实验的成功将为寻找PCV一2致病基 

因及进行 PCV一2致病机理研究打下基础，同时亦为 

通过 定点突变构建无致病性 的 PCV一2病毒及对 

PCV一2相关疾病进行有效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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