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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株 HIV-1核心蛋白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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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全军感染病 诊疗 中心 ，陕西西安，710038) 

Construction of a Eukaryotic Vector and Expression for HIV-1 Core Protein Gene 

W ANG Fu．xiang，SUN Yong．tao ，W ANG Lin．XH，WANG Jiu．ping，WANG Ping．zhong 

(Center ofDiagnosis and Treatmentfor Infectious Diseases of ．Tangdu Hospital,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city,Xi’an 7 10038，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of月“man immunodeficieacy virus 1 

(HIV-I)core protein gene(pCI—neoGAG)，gag gene was acquired from the plasmid pKSGAG by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igestion(Xba I ISal I)and ligated onto the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pCI．neo．The construction of pCI．neoGAG was confirmed by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igestion(Xba I 

ISal I)analysis and DNA sequencing．Th en the pCI-neoGAG was transfected into p8 1 5 cells by 

lipofectine and the expressed product was detected by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fter G4 1 8 selection 

for 4 week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re protein was expressed in p8 1 5 cells successfully．which 

will be used for the further test of HIV．1 DNA 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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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限制性内切酶 Xba I、Sal I对 pKSGAG进行双酶切，获得 HIV-1 gag基因，并与真核表达载体 pCI-neo 

连接，构建含有中国流行株 HIV-1核心蛋白真核表达载体 pCI．neoGAG。经 Xba I／Sal I双酶切及测序鉴定证实， 

成功地构建了 HIV-1核心蛋白真核表达载体 pCI．neoGAG。通过脂质体将 pCI—neoGAG转染入 p815细胞，G418 

筛选 4周后，使用间接免疫荧光方法检测表达产物。结果表 明所构建的 HIV-1核心蛋白真核表达载体能在 p815 

细胞中高效表达 ，为下一步进行 HIV-1 DNA疫苗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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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AIDS)资料，在 

艾滋病流行的20年里，全世界已有 6000万人感染 

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acy 

virus J，HIV)，其中 113已因艾滋病或 HIV感染相 

关疾病而死亡⋯。尽管 目前公认疗效较好的高效抗 

逆转录病毒治疗 (HAART)在抗 HIV 感染中取得 
一

定效果，但 由于药物昂贵，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 

和 HIV耐药株的产生影响了艾滋病治疗 ，限制了其 

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因此，最终将需要一种有效的 

疫苗来控制 HIV感染的流行及传播 。近年来，不少 

学者研究了多种类型 HIV疫苗，其中最引人关注的 

是 HIV-1 DNA疫苗 (核酸疫苗)。 

DNA 疫苗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免疫 

方法 ，是以插入有 目的基因的真核表达质粒 DNA 

直接注入体内，质粒 DNA 可在体内表达 目的基因 

所编码的蛋白，该蛋白可作为抗原诱导机体产生特 

异性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达到免疫保护作用， 

特别是可诱导产 生较强 的细胞毒性 T 淋 巴细胞 

(CTL)反应 J。HIV-1是引起全球艾滋病流行的 

病原，目前研究 HIV-1 DNA疫苗主要是表达 HIV-1 

外膜蛋白的 gpl20或 gpl60，以及能表达于 T细胞 

表面的HIV-1核心蛋白 (Gag)及 Pol的部分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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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Gag蛋白氨基酸序列相对保守，抗原变异 

较少，使用 Gag蛋白作为 AIDS疫苗 ，有可能克服 

Env蛋白不能有效抵抗异源变异病毒株攻击的缺陷 
J
。 因而 Gag蛋白成为 HIV-1疫苗研究的热点。本 

研究将 HIV-1中国流行株 gag基因插入到真核表达 

载体 pci—neo中，构建了真核表达质粒 pCI—neoGAG， 

并在体外进行了初步表达和检测。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株、细胞、载体及质粒 

菌株 JM109、p815细胞、真核表达载体 pCI—neo 

为本室保存。含有中国人 HIV-1流行株 gag基因的 

质粒 pKSGAG为解放军军需大学金宁一教授惠赠。 

1．2 工具酶和试剂 

限制性 内切酶 Xba I、Sal I，T4DNA连接酶 

均购 自于 TaKaRa公司。胎牛血清及 G418购 自 

Gibco公司，lipofectamine 2000购 自Invitrogen公司， 

FITC标记的羊抗人 IgG抗体购 自武汉博士德公司。 

1．3 HIV-1 DNA疫苗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 

限 制 性 内切 酶 Xba I、Sal I双 酶 切 质 粒 

pKSGAG，将其中的 gag基因重组到同样酶切处理 

的真核表达载体 pCI—neo中，得到含有 gag基因的 

HIV DNA疫苗真核表达载体 pCI—neoGAG。(具体 

操作步骤见分子克隆实验指南)I4】。 

I．4 重组质粒的酶切及测序鉴定 

使用限制性 内切酶 Xba I、Sal I双酶切重组质 

粒 pci—neoGAG进行鉴定。并将酶切鉴定正确的重 

组质粒送至上海生工生物工程公司进行测序。 

1．5 pci—neoGAG Gag 蛋白编码基因的同源性检索 

通过 Internet用 Blast程序检索 GenBank中 

pCI—neoGAG Gag 蛋白编码基因的同源性序列。计 

算公式为：核苷酸同源性的百分率：被比较的片段 

相同的碱基数，相比较的小片段的碱基数×100％。 

1．6 质粒的细胞转染 

采用脂质体转染技术 (参阅lipofectine 2000产 

品说明书)。操作步骤是：(1)在含有玻片的 6孔 

培养板中，接种传代的 p815细胞，当细胞生长至 

90％--95％融合时 ，于转染前用无血清和抗生素的 

DMEM 洗 2遍 ，每孔加入 2mL DMEM。(2)配制 

细胞转染液 A (纯化的重组质粒 12pL加入 250pL 

无血清和抗生素的 DMEM 中)和 B (101aLlipofec— 

tamine加入 250~tL无血清和抗生素的 DMEM 中)。 

5min内将 A和 B混匀，室温作用 20min。(3)将 

522~tL的质粒一lipofectamine混合物加入每孔含细胞 

的 DMEM 中混匀。(4)细胞于 37℃，5％CO2孵育 

培养 6h，吸弃转染液，加入含有 10％ FCS的 1640 

液 2mL，继续孵育 48h后，并以 G418 300~tg／mL筛 

选 4周。同时设空质粒对照组。 

1 7 表达产物的间接免疫荧光法鉴定 

将转染 pCI—neoGAG并经 G418 300pg／mL筛选 

4周后的 p815细胞滴加于玻片上，风干，置冷丙酮 

固定 15min后，依次与艾滋病人血清和 FITC标记 

的羊抗人 IgG抗体反应，用荧光显微镜观察并拍照。 

2 结 果 

2 1 HIV-1 DNA疫苗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鉴定 

将 质粒 pKSGAG 上的 gag基 因用 Xba I、Sal 

I双酶切后，定向插入到真核表达载体 pCI—neo中， 

构建了重组质粒 pCI—neoGAG。HIV DNA疫苗真核 

表达载体酶切鉴 定图谱 见图 1。重组质粒 pCI— 

neoGAG用 Xba I、Sal I双酶切后，可切出 1 700bp 

左右的目的基因带。表明真核表达载体构建正确。 

图 1 重组质粒 pCI—neoGag的酶切鉴定 

Fig．1 AnMysis of pCI·neoGag by enzyme digestion 

I．DL 2000 marker；2．pCI—neoGag digested with EcoR I IPsl I． 

2．2 pCI—neoGAG测序及同源性检索结果 

利用 Blast程序，检索 NCBI GenBank中与 

pCI—neoGAG Gag蛋白编码基因同源的序列(表 1)。 

表 1 HIV-1 Gag蛋白核苷酸序列的序列性 

Table 1 Similarity of nucleotide sequences encoding Gag 

protein of pCI·neoG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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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见该段基因的序列与pKSGag中的Gag蛋白 

编码序列完全一致，与中国 HIV-1 RL42毒株的 Gag 

蛋白编码序列高度同源 ，仅有 9个碱基有差异。 

2．3 pCI．neoGag稳定表达产物间接免疫荧光鉴定 

重组质粒(pCI．neoGag)用 lipofectamine 2000转 

染 P815细胞，G418(3001ag／mL)筛选 4周后，于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见封 3彩版图 2。由图 2 

可见转染重组质粒 pCI．neoGAG的细胞边缘有明显 

的绿色荧光 (彩版图2A)，而空质粒转染细胞未见 

荧光物质 (彩版图 2B) 

3 讨论 

HIV-1 DNA疫苗与传统疫苗相比有以下优点： 

直接接种 DNA疫苗，使用方便，生产成本低；接种 

基因疫苗能诱导 CTL反应和体液应答，而且不存在 

减毒疫苗，活载体疫苗的毒力回升的危险；基因疫 

苗免疫时产生抗原．多肽的呈递过程和 自然感染相 

似，以其天然构象提呈给免疫识别系统。因此，HIV-1 

DNA 疫苗有可能成为防治艾滋病 的重要手段。 

MacGregor等首次报道 了HIV-1DNA疫苗在人类的I 

期临床试验，观察了 HIV-1DNA疫苗在 l5例无症状 

HIV 感 染者 中的安全性和 宿主免疫应答 ，提示 

HIV-1DNA 疫苗是安全的，并且可以增强这些 HIV 

感染者的 CTL反应和升高抗 gpl20抗体滴度L5J。 

Gag蛋白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最保守的主要结 

构蛋白之一，含有中和抗体的抗原决定簇 ，能够刺 

激机体产生病毒特异性 CTL反应，对异源毒株具有 

保护作用，其中 p24和 p17能够诱导机体产生细胞 

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其氨基酸序列相对保守，抗 

原变异较少，有 自我装配功能【6】，因此 Gag蛋白已 

成为人们研 究 HIV-1DNA 疫 苗的热 点。Billaut． 

Mulot在一项研究中使用编码 HIV-1 Gag蛋 白的 

DNA进行免疫，获得了较理想的结果 J。 

我们将 HIV-1的 Gag蛋白全基因插入到真核表 

达载体 pCI．neo中，从而构建了 HIV-1真核表达载 

体 pCi．neoGAG，通过酶切及测序鉴定正确。并在 

体外通过脂质体介导，将重组质粒转染 p8l5细胞， 

G418(3001ag／mL)筛选 4周后通过间接免疫荧光 

进行表达产物的检测，结果表明转染重组质粒的细 

胞表面有绿色荧光。因此，成功地构建了 HIV-1核 

心蛋白真核表达载体，所构建的真核表达载体可以 

在体外进行表达 。为下一步进行 HIV-1 DNA疫苗 

的动物实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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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声 明 

本刊 2003年 l8卷第 4期中英文 目录页 “汉滩病毒诱导小鼠骨髓瘤 SP2／0细胞凋亡的初步研究 ”(Preliminary Study of 

ApoptosisofSP2／0 cellsInducedbyHantaan virus)一文的第一作者应为高娟 (GAO Juan)，特声明予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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