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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cDNA fragment of the vp8 gene from Rotavirus strain W la was obtained by RT_PCR and 

cloned into the expressing vector pGEX一5x一1 to construct recombinant plasmid pGEX—VP8．Tran sfor- 

mation of pGEX—VP8 to E．coli JM  1 09 and positive clonse was select．TIle fragment vp8 was sequenced． 

W ith 1]FTG inducing．the recombimant productivity was detected by SDS—PlAGE．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equence of vp8 was correct an d the productivity of VP8 recombinan t protein was peaked  after 

If呵、G induction in 6—8h． 

Kev words：Rotaviru s W a strain；VP8；Gene expression 

摘要：通过 RT-PCR反应获得轮状病毒 Wa株 vp8基因的 cDNA片段，将其克隆入 pGEX一5X一1表达载体中，构 

建重组质粒 pGEX—VP8，转化大肠杆菌 JM109，筛选阳性克隆子并对插入片段 vp8进行序列测定，诱导后通过 

SDS—PAGE检测重组蛋 白，并观察表达量随时间变化的特征。结果显示，测序结果与 vp8序列一致，VP8蛋白的 

表达量在诱导后 6-8h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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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轮状病毒 (Human Rotavirus，HRV)属呼肠 

孤病毒科轮状病毒属，是引起婴幼儿腹泻的主要非 

细菌性病原之一，每年有 60万以上的儿童死于轮 

状病毒引起的腹泻【l J，营养状况对 HRV发病危险影 

响不大，改变卫生条件对 HRV 的预防也并不十分 

有效。因此轮状病毒及其疫苗的研究一直倍受医学 

工作者和生物学家的重视。VP4由轮状病毒第四基 

因编码，位于病毒外壳，是轮状病毒的主要中和抗 

原，与病毒的毒力及在组织培养中限制病毒增殖有 

关，决定某些病毒的血凝素活性，并对胰蛋白酶敏 

感，在胰酶的作用下，可裂解为 VP8(28kDa， 

1—240AA)与 vP5(60kDa，241—775AA)两个片段， 

其中VP8包含了VP4的主要抗原位点。且负责 VP4 

血清特异中和反应。近年来对 VP4的研究日趋深 

入，认为其与病毒复制有关，在免疫应答中作用显 

著，产生中和抗体的能力大于 VP7[ 。而 VP8作为 

其主要抗原决定位点，作用不可忽视。本文通过大 

肠杆菌表达系统进行轮状病毒 Wa株 vp8基因的初 

步表达，从而对疫苗研究提供一定的背景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毒株、细胞株、载体及宿主菌 

轮状病毒 Wa株购 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 

毒病控制所，细胞株 MA104购自中国兽药监察所， 

载体 pGEX一5X一1购自Promego公司，宿主菌JM109 

由本实验室保存。 

1．2 试剂 

细胞培养基 MEM 及胎牛血清系 GIBCO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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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限制性内切酶、Ex Taq聚合酶系宝生物工 

程(大连)有限公司产 品；T4 DNA 连接酶、AMV 

逆转录酶、DNA纯化试剂盒系 Promega公司产 品； 

引物合成及 DNA序列分析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公 

司完成。 

1_3 细胞及病毒培养 

参照文献 洱 进行。MA104细胞用MEM(含 10％ 

胎牛血清)培养至单层接种病毒，换用维持液 (无胎 

牛血清 )。待细胞 90％病变时，反复冻融三次收集 

病毒。RT-PCR病毒 RNA提取参照文献L5 进行， 

酚／氯仿法抽提。 

1．4 RT-PCR 

参照文献[7--o]进行 ，引物序列设计如下：斜体 

字为酶切位点，分别为 BamH I，EcoR I。 

P1：CACGGA 0GGCTATA AAATGGCTrCA 

P2：CACGAA r(1CC IAATGAAGTrn门 G 

逆转录反应体系总体积 20laL，其 中含 dNTP 

0．25mmol／L，MgC127．5mmol／L，P2 25pmol，模板 

2 L，AMV逆转录酶 10U，缓冲液 (10×)21aL。 

48"C逆转录 1h后取出 2laL作为模板进行随后的 

PCR 反应 ，再加 入缓冲液 (10×)2pL，dNTP 

(2．5mmol／L)21aL ，M gC12(25mmol／L)21aL， 

P1、P2各 25 pmol，Taq酶 2．5U，超纯水补齐 251aL。 

反应条件采用 95℃4min变性，然后 94℃lmin，58℃ 

lmin，72℃1．5min，35个循环，最后 72℃10min延 

伸补平。反应结束，取出 101aL扩增产物琼脂糖 电 

泳检测 。 

1．5 重组质粒的构建 。 】 

pGEX质粒及 RT-PCR扩增 vp8片段用 BamH I 

和 EcoR I双酶切、连接 ，转化大肠杆菌 JM109。挑 

取白斑培养，鉴定出阳性克隆子，酶切初步鉴定后 

送交上海生工生物工程公司测序。 

1．6 vp8基因在大肠杆菌中的诱导表达 

挑取含 PGEX—VP8质粒的单菌落接种于含 Amp 

的 LB培养基中，37~C震荡培养至 OD6oo为0．6̂0．8 h， 

加入 IgrG至终浓度为 lmmol／L，37~C继续培养 10 h， 

收集菌体进行 SDS—PAGE分析 m 。并进行表达 

量随诱导时间变化的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vp8的 RT-PCR扩增 

PCR 扩增出的 vp8特异性产物经琼脂糖电泳检 

测，800bp处出现完整清晰的条带，与预期结果相符。 

2．2 重组质粒 pGEX—VP8的酶切鉴定 

重组质粒pGEX—VP8酶切前后的产物电泳结果 

如图 1所示，pGEX—VP8构建正确，基因测序的结 

果与文献公布序列相符。 

图 1重组质粒酶切鉴定 

Fig．1 Restriction analysis of the pGEX—VP8 

Lane1／2，pGEX—VP8 digested with EcoR I；3／4，pGEX—VP8 digested with 

EcoRI andBamH I；5， 一EcoTl41andDL2000marker(bp)． 

2．3 VP8重组蛋白的诱导表达 

VP8重组蛋白在大肠杆菌JM109中的表达产物 

经 SDS—PAGE、Coomassie Blue染色的结果显示 (图 

2)，对于阳性克隆子，诱导表达的细胞总蛋白样品 

在 66．2kDa与 3 lkDa之间出现一条带，与预期值(54 

kDa)相符，只表达 GST (28kDa)的细胞总蛋白 

(pGEX一5X一1)样品在相应位置没有着色浓重的条 

带，而在约 28kDa的位置出现条带，说明 GST确 

实得到了表达。未经诱导的细胞总蛋白样品在 54 

kDa和 28kDa位置都没有出现着色浓重的对应条 

带，初步证实 vp8得到了特异性表达。在表达动态 

实验中 (图 3)，诱导之前取样及诱导后每隔 1h取 

样 ，至表达 10h后为止，观察其表达量变化。由图 

4可以看出，未诱导之前及诱导 1h后，基本无表达 

量 ，2—4h之间表达量较低， 6—8h表达量达到高峰。 

kDa 

97．4 

66．2 

43 

图 2 pGEX—VP8在大肠杆菌 JM109中的诱导表达 

Fig．2 The expression of the pGEX—VP8 in E．coli DH5 Q 

Lane1．1ow MW  protein marker；2,Cell lysate of JM 109 ， pGEX 一5X一1 

induced by IPTG；3／5／7，Cell lysate of JM 109／pGEX—VP8 induced by IPTG； 

4／6,Cell lysate of JM 109／pGEX —VP8 without induced by IPTG The alTOW 

indicates tIle expressed protein ba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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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pGEX—VP8不同诱导时间的表达检测 

Fig．3 The expressin of VP8 at different time after induction 

Lane N，Cell lysate of JM 109／pGEX —VP8 without induced by IPTG；M， 

Protein marker mentioned as Fig．2；1-10，Cell lysate of JM 109／pGEX —VP8 

lh，2h，3h，4h，5h，6h，7h，8h afterin~ced by IPTG The alTOWindicatesthe 

expression band． 

3 讨论 

轮状病毒以vP7分型，主要型别为 GI—G4型， 

但若以VP4分型则 G1一G4型都属于 P1型。也就是 

说，如以VP7为保护性抗原需要四价疫苗，但如以 

VP4为保护性抗原，用P1型单价疫苗就能达到 目的。 

VP4为线形抗原，不需要糖基化和特殊的空间结构， 

有较多的交叉保护作用，有关的中和抗原决定簇相 

当稳定，原核及真核表达具有良好的抗原性，因此 

VP4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发展u训。VP4经胰酶 

裂解后可分为两部分，VP8和 VP5，5 端为 VP8， 

其决定了VP4中和活性的特异性，为型特异性抗原 

部位，VP5为交叉反应部位。Dunn等发现 VP8同 

全长的 VP4片段一样，能刺激机体产生中和抗体， 

从而激发免疫保护作用u引。Padilla-Noriega等发现儿 

童经恒河猴轮状病毒株或人一恒河猴重组毒株免疫 

后，针对 VP8的免疫反应同VP4一样较强，而针对 

VP5的免疫反应较差ll州。同时人们还发现 VP8包含 

了VP4型特异性主要抗原决定位点，虽然比较保守， 

但是其免疫效果优于 VP5。另有学者发现根据牛轮 

状病毒株 C486合成的肽段 (232-255)可使机体产 

生异型保护作用，能够保护猫、牛抵抗腹泻u 】。 

Offit等发现用 VP8免疫的母牛，其牛初乳含有的中 

和抗体可使小牛得到被动保护，且效果优于胎盘输 

送途径L2 。 Gil MT等将在大肠杆菌中表达的 VP6 

与 VP8免疫母鼠，同时观察对幼鼠的保护效果，结 

果发现 VP8具有强的免疫原性，可激发同型保护作 

用 】。Kovacs—Nolan等在大肠杆菌中表达轮状病毒 

Wa株 VP8蛋白，表达量为 1．8mg／t,培养基，并用于 

免疫鸡，可诱导机体产生中和抗体，提示此抗体可 

能预防轮状病毒感染L2引，并证明VP8蛋白在基因工 

程疫苗研制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 vp4基因片段较长 (2359bp)，难 以扩增全 

长基因，且在提高表达量上存在困难。根据以上文 

献资料 ，本研究选择了原核系统来表达轮状病毒 

Wa株的 VP8片段，以期获得与全长 VP4同样的效 

果。实验中发现，扩增 VP8特异性产物时，模板的 

纯度对扩增结果产生很大影响，在实际操作时应根 

据 目的尽量提高模板的纯度。实验已初步证实得到 

了 VP8蛋白，且表达量在诱导 6—8 h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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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I 

SARS专项学术出版基金及其申请办法 

为促使中国在防治 SARS过程中大批科研成果能集中、迅速、全面地出版发表，特别是为了及时反映与 SARS相关的多 

学科 、大范 围的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以加强中国科技工作者在 SARS攻坚战中的协调与交流 ，经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 出 

版委员会批准 ，科学出版社特 别设立 SARS专项学术 出版基金。 科学出版社先期投入 100万元人民币作为 SARS专项学 

术出版基金的启动经费。 

SARS专项学术出版基金专 门资助与 SARS防治相关的科研专著、基础理论读物、文集、图谱等 。具体资助出版方向有 ： 

SARS相关基础研究成果；SARS相关的技术创新成果或科研技术类图书；SARS相关的临床研究成果和临床技术类图书， 

特别是快速诊断、治疗等方面的图书；与抗病毒、抗传染病 (流行病)相关的药物筛选和药物开发类图书；微生物学、病 

原学、病毒 学、流行病学 (疾病预测 )等方面的知识性读物 ；病理、药理、公共卫生、医学与生命伦理、医疗保险、医 

疗制度等方面的图书；SARS及其他流行病所涉及 的生态与环保方面 的交叉研究的图书 ；与健康安全和公共卫生相关的其 

他前沿交叉学科方面的图书。 

SARS专项学术出版基金随时 申请、随时受理、随时评审，不设时限。申请项 目通过同行专家评议、基金办公室评审、 

基金学术委员会审定，最终确定是否资助出版 。 按照 “公平、择优 ”和 “鼓励创新、奖励先进 ”的原则，实行重点支持。 

为确保资助项 目的质量、周期与效益，受此项基金资助的图书均统一 由科学出版社 出版。 

申请办法： 

1．SARS专项学术出版基金面向全国，全国各地区 (包括香港、澳门、台湾 )、各部门及海外华侨 、华裔、华人科技工 

作者，均可按本 申请办法提出申请 。 

2．申请者可在已有全部书稿或已拟就详细编著提纲后提出申请 ，后者必须具备在较短时期内完成书稿的条件，并能保 

证如期交稿 。 

3．图书申请者需填写 “编著书籍介绍表 ”(可从 http：／／www．1ifescience．com．ca下载)，由申请者直接寄交 (或 E．mail发 

送 )到 SARS专项学术 出版基金办公室(以下简称：基金办)。 

4．基金办受理 申请项 目后，经初审，将符合要求的申请项 目材料分送基金学术委员会专家评议，最后确定是否给予资 

助 出版。 

5．凡获 SARS专项学术出版基金资助的图书项 目，均由科学出版社与申请者签订出版合 同，并指定责任编辑。 

6．欢迎 申请者向所在单位或通过其他渠道筹集资金，协同本基金共 同支持 申请项 目的出版。在申请项 目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对能提供部分 自筹资金的项 目将予 以优先考虑资助。 

7．SARS专项学术出版基金的资助经费只用于承担 出版生产运作费用，不供用作撰写书稿所需的其他费用 。因此，申 

请者无需提出资助金额 ，所需资助款额由基金委员会核定。 

SARS专项学术 出版基金办公室 

地址：(100717)：1[；京市东城区东黄城根北街 l6号 

电话：010．64012501 传真：010．64034622 

电子信箱：bio@cspg．net 

联系人：孟宇 ，马学海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