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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绿色荧光蛋白的重组 CVI988病毒的构建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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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Recombinant CVI988 Expressing 

the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ZHANG Xue-lian，FAN Wei-xing，ZHOU Yu-chuan，MIAO De．nian，QIAN Ying-juan，CHEN Pu．yan 

(Key Lab ofAnimal Diseases Diagnostic and Immunology,Ministry ofAgriculture，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Nanjing 2 10095) 

Abstract：The US2 gene nonessential for viral replication was amplifi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with DNA from CEF cells infected by MDV vaccine strain CV1988 as template，and was 

cloned into T-easy vector；Th e expression cassette including GFP gene controlled by CM V promoter 

and enhancer was cloned into US2 gene to give rise to a tran sfer vector pGUS2GFP,then the complex 

of pGUS2GFP and DOTAP was transfected into CEF cells infected CVI988 strain virus．Recombinan t 

rCVIGFP expressing the 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was selected an d purified．Th e characterization of 

recombinant virus was evaluated n vivo and in vitro．Th e growth curve of recombinan t virus having 

EGFP gene ar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parent viru s in CEF cells．Th e recombinat virus expressing GFP 

could infect chicken and be reisolated from the chickens following intra-abdominal inoculation of 

rCVIG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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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取马立克氏病毒 I型疫苗毒株 CVI988的总 DNA为模板，利用 PCR一技术扩增出病毒生长非必需的 US2 

基因并克隆入 T-easy载体。将 CMV启动子和增强子控制的含 GFP基因表达盒克隆入 US2基因中，成功构建了 

含 GFP基因的转移质粒载体 pGUS2GFP。用脂质体将其与 CVI988株共转染 CEF细胞，用 96孔板稀释法得到纯 

化的表达绿色荧光蛋白的重组 CVI988病毒株 rCVIGFP， 

因的重组病毒在细胞上生长曲线与亲本毒 CVI988类似， 

体内分离到表达绿色荧光的病毒。 

并分别测定其在体内和体外的生长情况。表达 EGFP基 

体外实验表明，1日龄腹腔接种该重组毒后，可以从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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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克氏病 (Marek’S disease，MD)是由禽疱 

疹病毒马立克 氏病病毒 (Marek’S disease virus． 

MDV)引起鸡的一种高度传染性肿瘤疫病【1 。 

MDV 的生物学特性与 1，疱疹病毒类似，而基因结 

构及序列则与 。疱疹病毒接近【3】。单纯疱疹病毒 

(HSV-I)基因组的短独特区 (US)多为病毒生长 

的非必需区，MDV 的 US区有 l2个开放阅读框 

(ORF)，其中7个与HSV-I同源性【4 ，US1、US10、 

US2、US3、US6均为病毒生长非必需区[7~12】。 

绿色荧光蛋白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GFP) 

是 9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报告分子， 

它是一个 238氨基酸的蛋白质，在 UV或蓝光激发 

下产生绿色荧光，可直接观察，因此，被广泛应用 

于生物学研究。增强绿色荧光蛋白 (Enhanced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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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scent protein，EGFP)是一系列新的GFP突变 

体的一种，它适合在动物细胞上表达【Jlj'HJ。在本研 

究中，我们选用 CVI988株的生长非必需区 US2基 

因作为外源基因的插入位点，以 96孔板稀释法筛 

选出表达绿色荧光蛋白的重组病毒，并测定其在体 

外和体内的生长情况，旨在探讨增强型绿色荧光基 

因在重组 MDV中的可能性，为进一步研究新型抗 

MD的重组基因疫苗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按常规方法取 9—10目龄 SPF鸡胚 (购 自南京 

药械厂 )，制备鸡胚成纤维细胞单层，增殖疫苗毒 

CVI988株，计算病毒蚀斑数，液氮保存。CVI988 

株 由密 尼 苏达大 学 医学 院张玉根 博 士惠赠 。 

pGEMT-easy 载 体 为 sigama 公 司产 品 ；质 粒 

pEGFP．C1、宿主菌 DH5 a为本组保存。限制性内 

切酶， Klenow 酶，T4DNA 连接酶，牛小肠碱性 

磷酸酶 (CIAP)，dNTP，rTaq酶为宝生物 (大连) 

公司产品；DNA 胶回收试剂盒为上海华舜公司产 

品，DOTAP脂质体购 自罗氏公司。 

1．2 病毒基因组总 DNA的提取 

将出现 90％细胞病变的细胞单层用 PBS小心 

洗涤一次，用无菌橡皮塞刮下细胞，4 000g离心 

10min，收集细胞，每瓶细胞加 lmL 裂解液(含 

0．2mg／mL蛋 白酶 K，0．1g／L SDS，10mmoFLNaCl， 

10mmol／L Tris．HCL pH8．0，1mmol／L EDTA)，置 

37℃水浴 34h。将裂解物用酚，酚：氯仿，氯仿各 

抽提一次，加入 2倍体积无水 乙醇，．20℃放置 

30min，10000g离心 10min沉淀 DNA，70 乙醇洗 

涤一次，待沉淀稍干后溶于适量 TE(pH8．0)。操作 

过程中所用的吸头切除尖端，并在酒精灯过火处 

理，动作轻柔，避免对大分子 DNA的剪切作用。 

1．3 US2基因的扩增与克隆 

根据 GenBank中公开发表的I型 MDV生长非 

必需区 US2序列，设计一对引物，扩增跨幅为 2kb 

的片段。 

上游(P1)5'-CGTCCTCTTGGTATATCCA．3 ： 

下游(P2)5'-CAAGTGCAAGCAGTTCAGG．3’ 

PCR扩增以病毒基因组总 DNA为模板，反应 

条件：99℃变性 5min，95℃变性 50S，52℃退火 

1min，72℃延伸 3min，30个循环，72℃10min，4 

℃保存。回收 PCR产物，并克隆入 pGEMT-easy载 

体中。序列测定由宝生物(大连)公司完成。 

1．4 转移质粒载体的构建 

用 MluI，ApaLI内切酶消化 pEGFP—C1质粒， 

将 2 kb含 CMV 立即早期启动子、GFP 基因及 

SV40polyA尾的表达盒片段补平后克隆入US2片段 

，II位点。质粒提取、转化感受态、补平、去磷酸 

化、连接等 DNA重组技术按常规方法进行。载体 

构建路线见图 1。 

图 l 质粒载体构建路线 

Fig．1 Scheme for construction of palsmid vector 

1。5 感染细胞的转染 

按脂质体(DOTAP)使用说明书的方法进行转 

染，具体步骤如下：1)转染前一天，长势 良好的 

原代 CEF单层细胞用胰酶消化，以 8×105～106接 

种 到 35mm 的平皿 (培 养液 为含 1O 血 清 的 

DMEM)，待细胞长至 80％--00％左右时即可用作转 

染：2)在细胞单层上接种 CVI988病毒，接毒量为 

40PFU，病毒吸附3h；3)在无菌的Eppendorf管中 

加入2．5lag纯化的转移质粒载体DNA，用25pLHBS 

缓冲液(20mmol／L HEPES，1 50mmol／L NaCI，pH7．4 

将 DNA稀释至 0．1 L；在另一 Eppendorf管中加 

入 15pLDOTAP脂质体和 35pL的HBS，将两管混 

合物用移液器轻轻混匀，室温放置 10N15min；4) 

培养皿中的细胞用无血清的 DMEM 洗涤 2次，吸 

干后重新滴加 lmL无血清、无抗生素 DMEM，将 

制备的 DOTAP／DNA混合物加入培养基中，边滴 

加边摇晃，以便使混合物均匀分布；5)将培养皿 

放于 37℃、5％CO2条件下培养 6h左右后，吸弃上 

F⋯ n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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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换上完全生长培养基继续培养，12h后换上维 

持液(含血清 3 )。 

1．6 重组病毒的筛选纯化 

转染后 12h，开始观察荧光的出现情况。转染 

后第4天，将 35mm平皿中感染的CEF细胞用0．05％ 

胰酶消化，接种到有新鲜 CEF细胞单层的 96孔培 

养板上。观察荧光，将有绿色荧光的蚀斑孔消化并 

接到新的细胞上，如此重复多个循环，直至确信所 

有的蚀斑都是荧光阳性，依此确定为经蚀斑纯化的 

重组病毒。 

1．7 重组病毒生长曲线的测定 

将重组病毒和亲本毒 CVI988接种在有 CEF细 

胞单层的24孔细胞培养板(20PFU／孔)，分别在接 

种后 1、2、3、5和 7d收集细胞，并接到新鲜的细 

胞单层上，每天收集的细胞分别做 4个重复；6d后， 

计算各孔的蚀斑数，并计算出各天的平均蚀斑数。 

1．8 鸡体内再分离重组病毒 

将一日龄 SPF白来航鸡(L LI东省家禽研究所提 

供)随机分成两组，一组腹腔接种重组病毒，另一组 

用 CVI988亲本毒作对照，每只鸡接种量为 4 000 

PFU。接种后 7、10、14d，每组每次采集 2—4只鸡 

的抗凝全血。分离外周血的白细胞，具体方法如下： 

全血以 500r／min离心 4-5min，吸取上清(如仍有大 

量红细胞，可重复一次)，再以 1 500r／min离心3min， 

弃上清；将沉淀的白细胞稀释，以2×l0 个白细胞 

接种到有 CEF单层的24孔细胞培养板上，6d后分 

别观察是否有带荧光的蚀斑。 

2 结果与分析 

2．1 重组臂 US2基因的扩增与插入载体的构建 

利用病毒总 DNA为模板进行 PCR反应，扩增 

出与设计相一致的片段，回收目的条带，将其克隆 

入 pGEMT-easy载体。测序结果得知，目的基因长 

2031 bp，将其与 GenBank中序列比较，有三个碱 

基的突变，结果未显示。因 T-easy载体上没有 Bgl 

II位点，在克隆 T的两端均为 EcoR I位点，相反 

US2片段中具有一个 Bgl II位点而没有 EcoR I位 

点，因此，用 Bgl II、EcoR I可分别将筛选质粒线 

形化为 5．0kb及切下 2．0kb的US2片段f见图2)，阳 

性质粒命名为 pGUS2。 

2．2 转移质粒载体的构建 

回收酶切后含CMV启动子和增强子的GFP基 

因 2．0kb片段，补平。用 鲰，II消化 pGUS 2载体， 

补平去磷酸化后，与目的片段连接。筛选出阳性质 

粒 pGUS 2 GFP(见图 3)。 

7．5 
5．O 

2．5 

1．O 

O．5 

图2 US2基因的扩增与克隆 

Fig．2 Application and clone of US2 gene 

l，DL2000 marker；2，application result of US2 gene；3，pGUS 2(EcoR I)；4， 

pGUS 2(BgfII)；5，DLI5000 marker． 

4 kb 

l5．O 

10．O 

7．5 

5．O 

2．5 

图3 酶切电泳鉴定 pGUS 2GFP 

Fig．3 Ar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of pGUS 2 GFP 

l，pEGFP—C1(MluI，却 ⅡLI)；2，pGUS 2(BgfⅡ)；3，pGUS 2GFP( nI) 

4，DLl5000marker 

2-3 重组病毒的构建 

转移质粒载体 pGUS2GFP转染感染CVI988的 

CEF细胞，在转染后 8h即可见转染细胞中有许多 

荧光强度深浅不一的梭型细胞，4d后将转染的细胞 

接种到 96孔板，挑选带有绿色荧光的蚀斑孔接种 

新 CEF细胞，这样连续在 CEF细胞上克隆纯化， 

获得纯化的重组病毒 rCVIGFP(见封 3彩版图 4)。 

rCVIGFP与 CVI988株在细胞上的空斑大小无明显 

差别，但随着病变的变化，死亡细胞的荧光逐渐消 

失。可见 US2基因中插入外源基因并不影响病毒在 

细胞上的增殖，这与 US2基因是 MDV-1的非必需 

基因是一致的 ' 121。 

2．4 病毒在细胞上的生长曲线测定 

重组病毒和亲本毒CVI988在按种 24孔细胞培 

养板后 l、2、3、5和 7d收集细胞，并接到新鲜的 

细胞单层上；6d后计算蚀斑数。根据计算出接种后 

各天的平均蚀斑数，得出生长曲线图5。 

一 一 仃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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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病毒在细胞上的生长曲线 

Fig．5 The growth curves of viruses in cells 

2．5 病毒的再分离结果 

在病毒免疫接种鸡后 7、10、14d，分别分离外 

周血白细胞，以 2×lO 个白细胞接种到有 CEF单 

层的 24孔细胞培养板上，6d后分别观察蚀斑。在 

接种病毒后 7d，重组毒组和亲本毒组均可分离到病 

毒，说明此时鸡体己经出现病毒血症，且到免疫接 

种后 10、14d，鸡体内病毒血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观察荧光，可从接种重组病毒的鸡体内分离到带荧 

光的病毒 (见图6) 

图 6 重组病毒的再分离结果 (10×10) 

Fig．6 The recombinant virus reisolation(1 0×1 0) 

3 讨论 

EGFP是近年来 Clontech推出的一种全新的标 

记基因，它是将 wtGFP的 Ser65用 Thr代替，用 

Phe64用 Leu代替，从而提高了GFP在动物细胞中 

的表达效 H】。GFP作为标记基 具有许多优点： 

1)检测方便，因为 GFP荧光不需要底物酶和其他 

反应因子，可直接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2)荧光 

稳定，能耐受长时间的光照，从而延长可检测时问； 

正是因为GFP的这些优点，选择其作为筛选CVI988 

株重组毒的报告基因。在本实验中的EGFP基因的 

下游有一多克隆位点，这将有利于融合其他基因 

(pp38、Meq)，来进一步研究马立克氏病病毒某些 

基因的功能；还可融合其他禽病病原的保护性抗原 

基因，开发预防禽病的多价疫苗。 

从重组毒在体外的生长曲线结果来看，重组病 

毒与亲本病毒的生长曲线类似，说明在 US2区插入 

EGFP基因不会影响到病毒在细胞上的生长，但重 

组病毒的滴度在接种细胞后第 5天最高，这一点为 

筛选重组马立克氏病病毒提供启示：由于 MDV在 

CEF细胞上呈严格的细胞结合性，不产生游离的病 

毒，每个细胞内包含大量的病毒粒子，且其中只有 

少量的重组病毒，导致了重组病毒筛选的难度。在 

筛选的过程中，应在接种病毒后 4~5d就将其传代， 

此时重组毒滴度最高，从而能达到快速筛选到稳定 

的重组病毒的目的。 

重组毒的体内分离实验看，从接种病毒后 7d 

的鸡外周血白细胞中就能分离到表达绿色荧光的 

病毒，这说明 US2基因是一个较稳定的外源基因插 

入位点，用 CVI988株病毒作为载体构建抗 MD的 

新型重组疫苗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因为 HvT在 

免疫后 2 周才能形成坚强的保护力，免疫形成时 

间较长，在免疫空白期内，易遭受早期感染而导致 

免疫失败，而该重组病毒在免疫后 l周内即可产生 

病毒血症，从而弥补病毒的早期感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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