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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滩病毒核蛋白羧基端多肽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表达 

李光玉，黄长形，潘 蕾，牟丹蕾，李新红，张 颖，杨为松，白雪帆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感染病诊疗中心，陕西西安，710038) 

Construction of Pro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s Harboring HV S and S Partial 

Gene Segments and Identification of Expressed Nucleocapsid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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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W ei—song，BAI Xue—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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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tudy the antigenicity of prokaryotic expressed products of Hantavirus(HV)S partial 

gene(502—1326bp)and obtain data for serotyping antigen，the pro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s pRSET 

A—S，pRSET A—S—C were constructed respectively．The recombinant expression plasmids were ffans— 

formed into BL2 I(DE3)pLySs．Th e expression product were analyzed by SDS—PAGE and Western—blot． 

Th 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teins were expressed at high level respectively an d could be recognized 

by patients’(infected by HTNV)sera distinctly and peculiarly．Th e truncated NP(aa155 to 429)could be 

considered as serotyping an t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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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为建立分型检测方法，探讨了汉滩病毒(Hantaan virus，HTNV)核蛋 白羧基端多肽的抗原性。首先，分 

别构建编码 HTNV核蛋白及其羧基端多肽的原核表达载体 pRSETA—S、pRSETA—S—C；然后，将其转化入表达菌 

BL21(DE3)pLySs诱导表达，采用 SDS—PAGE、Western．blot进行鉴定。我们成功构建了 pRSET A—S及 pRSET A—S—C 

原核表达载体。SDS-PAGE显示 目的蛋 白大量表达 ，呈不溶状态，Western．blot显现 目的蛋白具有 良好的抗原性。 

为大量制备分型用核蛋 白多肽抗原创造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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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滩病毒(Hantaan virus，HTNV)和汉城病毒的 

核衣壳蛋白(NP)约由430个氨基酸组成，对不同型 

别汉坦病毒的同源性分析表 明，NP不同区段氨基 

酸的一级结构有很大差异，其中 N100(邻近氨基 

末端的 100个氨基酸)、N210—330(第 2l0～第 330 

位氨基酸)和 C100(邻近羧基末端的 100个氨基酸) 

3个部分中，C100同源性最高，即最保守，这与其 

功能相一致，是病毒 RNA的结合区lJ J；同源性最低 

的区域是N210—330，即这一区域是 NP的高度变异 

区；N100同源性也较高，其亲水性较强，是 NP主 

要的抗原结合 。上述研究结果提示，体外表达 

NP的高变区，有可能用于汉坦病毒的分型检测研 

究。于是我们在原核系统中表达了截短的羧基端多 

肽 (155—429 aa)，并探讨了其抗原性，为制备分型 

抗原及最终建立分型检测方法作准备。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质粒与菌种：TOP 10F’和 BL2I(DE3)pLySs 

菌种购 自美国 1NVITROGEN 公司。真核表达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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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o I和 EcoR I鉴定，切出约 846bp的 目的片段(图 

31。 

l 2 3 4 5 6 

846bp 

图 3 重组质粒 pRSETA-C克隆的鉴定 

Fig．3 The identification of selected pRSET A—C clone 

Lane 116，DL2000 Markers and Eco I^一14 Markers；2，pRSETA·C(EcoR 

I+Xho I)；3／4，pRSET A (Xho I)and pRSET A：5，pCDNA3．1·S·C 

(EcoRI+XhoI)． 

2_3 原核表达 HTNV NP的 SDS—PAGE鉴定 

取 pRSET A—S诱导前后的表达处理菌上清和 

沉淀 151aL行 SDS—PAGE，结果可见明显的目的产 

物时间诱导梯度。在沉淀中可见 55kDa大小的 目的 

带表达梯度(图4)。 

图 4 原核表达 HTNV NP的 SDS—PAGE鉴定 

Fig．4 The inducingly expressed proteins of HTNV NP 

Lane 1，Molecular weight marker；2，The BL2I(DE3)pLySs with pRSET A 

(negative contro1)；3-6，The supernatant of expressed proteins(0，1,3，5h)； 

7—10，Th e pellet of expressed proteins(0，1，3，5h)． 

图 5 原核表达 HTNV NP羧基端多肽的 SDS—PAGE鉴定 

Fig．5 Th e inducingly expressed proteins of HTNV NP peptide 

Lanel，Protein molecular weight marker；2，Th e BL2I(DE3)pLySs with 

pRSET A (negative contro1)；3-6，Th e supematant of expressed proteins 

(o'l，3，5h)：7-10,Th e pellet ofexpressed proteins(0，1,3，5h)． 

2_4原核表达 HTNV NP羧基端多肽的 SDS—PAGE 

鉴定 

取 pRSET A—C诱导前后的表达处理菌上清和 

沉淀 15pL行 SDS—PAGE，结果可见明显的目的产 

物时间诱导梯度。在沉淀中可见 35kDa大小的 目的 

带表达梯度(图 5)。 

2．5 Western-blot检测结果 

Western—blot检测显示 目的蛋 白具有 良好的抗 

原性 (图6)。 

图 6 NP及其羧基端多肽 的 Western—blot结果 

Fig．6 Th e Western-blot results of NP and truncated NP 

Lan e1，Truncated NP；2，Protein molercular  weight marker；3，NR 

3 讨论 

已知致病的汉坦病毒 (Hantavirus，HV)有 5 

种不同的型别，分别由不同的鼠种主要携带传播。 

两种重型 HFRS的病原，汉滩病毒 (HTNV)由黑 

线 姬鼠，多布拉伐病毒 (DOBV)由黄喉姬鼠携带 

传播；家鼠型 HFRS的病原，汉城病毒 (SEOV) 

由褐家鼠和实验用大 白鼠携带传播 ；轻型 HFRS 

(NE)的病原，普马拉病毒由欧洲棕背鲆携带传播； 

汉坦病毒肺综合征 (HPS)的病原 ，辛诺柏病毒 

(SNV)由鹿鼠携带传播。我国近 20年分离鉴定 

的近百株汉坦病毒均属于 HTN和 SEO两型，由于 

两型病毒的动物宿主、流行特点和所引起的临床疾 

病轻重明显不同，对其进行分型检测非常重要。 

HV NP是一种非糖基化的蛋 白质 ，研究发现 

HV NP N端约 100个氨基酸具有亲水性 ，且能被病 

人、免疫动物血清及许多抗 NP的 mAb所识别 。 

HV NP 186—310aa为高变区，位于 E5／G6识别区与 

vRNA结合区之间，病毒的属、型、组及部分株特 

异性抗原表位位于此区域。 

近年 国外学者积极致力于分型诊断抗原的研 

究。日本的 Morii M 和 Yoshimatsu K等[4,51利用重组 

杆状病毒系统表达 了完整 的和截短的 HTNV 和 

SEOV的 NP，用截短的 NP(155--429 aa)为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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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IFA法检测病人的恢复期血清，发现其可区分 

HTNV和 SEOV感染，但是截短 NP检测到的抗体 

滴度远低于以完整 NP为抗原检测到的抗体滴度 。 

接 着 进 一 步 用 该 表 达 系 统 表 达 了截 短 的 NP 

(50-429aa)并用它作为分型抗原，可以快速简便 

地区分 HTNV和 SEOV感染。Wang M 等 在大肠 

杆 菌表达系统 中分别表达 了 HTNV、SEOV 和 

PUUV NP的高变区，表达产物可分泌于细胞质中， 

以纯化的表达产物为抗原建立 ELISA方法 ，将之用 

于血清学分型，结果表明，同源抗原和抗血清的反 

应滴度高于非同源性反应，高变区表达产物的型特 

异性较完整的 NP强。提示截短的 NP可用作诊断 

抗原，特别对分型诊断更有价值。 

本实验综合以上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在真核 

高效表达了 HTNV NP羧基端 155—429aa的基础上， 

采用原核高效表达载体 pRSET A表达了HTNV NP 

羧基端 155—429aa多肽。该载体系 Invitrogen公司推 

出的高效表达载体，它通过 6His和信号识别肽融合 

表达 目的蛋白，不仅可以大量表达 目的蛋白，而且 

有利于 目的蛋白的检测和纯化。本实验通过该载体 

高效表达 了目的蛋 白并获得和真核表达多肽一样 

良好的抗原性，且便于大量制备纯化 ，为探索分型 

抗原和建立快速简便的分型方法奠定基础 。 

SDS—PAGE结果显示该融合蛋白得到了高效表 

达，其分子量分别为 55kDa、35kDa，与预期分子 

量一致。表达产物存在于裂解菌体沉淀中，明显表 

现为不溶状态 (包涵体)。Western blot显示其条带 

清晰，说明出其抗原性较好。需要进一步与汉城型 

截短核蛋白进行抗原性比较及纯化该融合蛋白，行 

ELISA检测来确定是否可 以用作分型诊断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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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牛病的预防和其他朊蛋白病等。通过对发病机制的研究，探讨 了该病诊断与治疗的方法 ，分析了对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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