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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emokiRe receptor CCR5 and CXCR4 are principal coreceptors for HIV Blockage of 

Human immunodeficiecy virus(HIV)infection can be achieved by engaging CCR5 and CXCR4 with their 

natural ligands． man herpesvirus 8 encodes three chemokines： vM IP1．vMIP2 and vM IP3．vM Ⅱ'2 

has been shown to bind a range of receptors including CCR5 and CXCR4．In this study，we report the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recombinant vM IP2 from Escherichia coli．vM IP2 gene was cloned into 

pET-32a(+)expression vector，which allows production of the desired protein along with a thioredoxin 

fusion tag．The vector containing the sequence encoding the mature form of vM IP2 was transform ed 

into AD494(DE3)．After induction．TrxA—VMIP2 fusion protein was purified using Ni chelating column． 

Cleavage of the thioredoxin fusion tag was subsequently carried out with enterokinase．The cleaved 

protein was further purified by cation exchange column．W estern blotting indicated that purified V～皿 2 

had specific immunological activity with vM IP2 antibody．／n vitro infection demonstrated  that vM Ⅱ'2 

potently inhibited the replication of R5 and X4 HIV in huma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PBMC)．This study provides basis for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prevention strategies against HIV 

Further investigation may help to define the role of vM IP2 ifl HHV8 pathogenesis． 

Key words：Viral chemokine；Expression；Human immunodeficiecy virus，fHIV-1) 

摘要：趋化因子受体如 CCR5和 CXCR4是 HIV侵入细胞的辅助受体，趋化因子与其受体的结合可以抑制 HIV感 

染细胞。近年来在疱疹病毒 8(Human herpesvirus 8，HHV8)基因组中发现与人趋化因子有较高同源性的开放阅 

读框，分别命名为 vMIP1、vMIP2和 vMIP3。研究发现 vMIP2与多种人趋化因子受体有高亲和力。本研究在大肠 

杆菌中表达出融合蛋白TrxA—vMIP2，用亲和层析的方法对其纯化。纯化产物用肠激酶酶切后，经离子交换层析 

纯化出目的蛋白 vMIP2。体外活性研究表明纯化的 vMIP2可以有效地抑制 R5和 X4 HIV-1在人外周血单核细胞 

上的复制。 

关键词：病毒性趋化因子；表达；人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cy virus J．H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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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cy virus ， 

HIV-1)需要与人体细胞表面的 CD4和辅助受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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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TES、MIP—l Cc、MIP—lB的细胞受体，这三种趋 

化因子可以抑制巨噬细胞嗜性 R5 HIV-1对巨噬细 

胞的感 '51 o CXCR4是趋化因子 SDF—l的细胞受 

体，SDF-1可以抑制 T淋巴细胞嗜性 X4 HIV-I感 

染T淋巴细胞。除 CCR5和 CXCR4的自然配体外， 

目前已发现和研制出多种针对 HIV 主要辅助受体 

CCR5和 CXCR4的抑制物 J，但所有这些抑制物都 

是特异性地针对 CCR5或 CXCR4的，没有一种能 

同时以CCR5和 CxCR4作为抑制靶点。 

vMIP2是人疱疹病毒 8的 K4基因编码的 CC 

类病毒性趋化因子，它与人趋化因子 MIP—l Cc、 

MIP—l6有40％的同源性 J。先前的研究表明，vMIP2 

具有广谱的结合人趋化因子受体的特性 州，它既 

能与 CC类趋化因子受体结合，又可以与CXC类趋 

化因子受体结合，因此理论上它可能抑制多种嗜性 

的 HIV-1感染人体细胞，从而开发成高效并同时针 

对 CCR5和 CXCR4的抗 HIV药物。本实验用基因 

重组的方法获得高纯度的病毒性趋化因子 vMIP2， 

对其体外活性研究表明纯化的 vMIP2可以有效地 

抑制 R5和 X4 HIV-1在人外周血单核细胞上的复 

制。本研究对帮助从分子水平上设计抗 HIV-1药物 

有潜在的实用价值：在理论上有助于揭示 HHV8是 

如何在复制过程中整合了人的趋化因子基因并进 

化成适合其本身的基因型从而干扰人细胞正常的 

炎症反应与抗病毒反应的。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大肠杆菌高效表达载体 pET-32a(+)和菌株 

AD494 (DE3)为 Novagen 公 司产 品；肠 激 酶 

Enterokinase为 Roche产品；Ni2+一NTA树脂购 

自Novagen公司；离子交换层析柱材料SP Sepharose 

Fast Flow 为Phamacia Biotech产品：碱性磷酸酶标 

记的羊抗鼠IgG和 NBT／BCIP显色试剂盒均购 自华 

美生物工程公司。 

1．2 重组表达质粒 pET-32a(+)一vmip2的构建 

利用 PCR将 vMIP2的成熟蛋白(去掉信号肽) 

基因通过载体上的肠激酶位点与上游的硫氧还蛋 

白及 6组氨酸串联体基因相连接。对构建载体的开 

放阅读框进行序列测定以确证其无误【1 ”1。 

1．3 TrxA—vMIP2融合蛋白的诱导表达 

挑取 AD494(DE3)／pET-32a(+)一vmip2和 AD494 

(DE3)／pET-32a(+)单菌落接种于氨苄和卡那双重抗 

性的LB培养基中，37~C培养过夜。次日按 2％接种 

量接种于LB培养基中，30~C培养菌液OD60o=0．6～ 

0．9之间，加 IPTG至 0．8mmol／L，30℃诱导培养 4h。 

取 lmL菌液离心后收集菌体沉淀，加入 Milli Q和 

2X上样缓冲液各 25 L，打匀后在 100℃煮 5min， 

然后取 5pL进行 SDS—PAGE分析。 

1．4 TrxA—vMIP2融合蛋白的亲和纯化 

将 AD494(DE3)／pET-32a(+)一vmip2接种于 lL 

LB培养基中诱 导表达后收集菌体。100mL裂解缓 

冲液 (20mmol／LTris—HCI，pH8．0，1％Tfimn一100) 

重悬菌体沉淀，加入 0．025％溶菌酶和终浓度为 

lmmol／L的PMSF于 37℃裂解细胞。超声破碎裂解 

液，12，000g x 20 min冷冻离心，收集上清上样于经 

缓冲液 A (5mmol／L imidazole，0．5moI／L NaC1， 

20mmol／L Tris—HCI，pH 7．9)平衡的 Ni2+．NTA亲和 

层析柱，依次用缓冲液 A，B(60mmol／Limidazole， 

0．5 mol／L NaCI，20mmol／L s—HCI，pH 7．9)洗柱 

后，用缓冲液 C(1．0mol／L imidazole，0．5mol／L NaCI， 

20mmol／L Tris—HCI，pH 7．9)洗脱 目的蛋白。洗脱 

下的日的蛋白经超虑浓缩后，于透析液 (20mmol／L 

Tris—HCI，pH 8．O)中充分透析除盐，收集纯化的蛋 

白。 

1．5 TrxA—vMIP2融合蛋白的肠激酶酶切实验 

以牛血清蛋白为标准样品作蛋白浓度标准曲 

线，用 Bradford法测定经亲和层析纯化的 TrxA— 

vMIP2融合蛋白的浓度。按 1：5O～1：l00的比例 

把肠激酶加入到融合蛋白溶液中，37℃酶切 3h。 

1．6 vMIP2的离子交换层析 

用 Buffer B (20mmol／L Tris—HCl，pH 8．4)平 

衡阳离子交换柱材料，将经肠激酶酶切后的蛋白混 

合液以 1mL／min上样于阳离子柱中。用 Buffer A 

(20mmol／L s—HC1，pH 8．4，lmol／L NaC1)和 

BufferB梯度洗脱目的蛋白。 

1．7 vMIP2的 Western blot鉴定 

含重组质粒 pET-32a(+)一vmip2的 AD494(DE3) 

菌体蛋白、用亲和层析纯化的 TrxA．vMIP2融合蛋 

白和用阳离子交换层析纯化的 vMIP2，经 SDS— 

PAGE后电转移至硝酸纤维素膜上。将膜置于 3％ 

的脱脂奶粉溶液中37℃封闭2h，然后依次加 vMIP2 

抗体和碱f生磷酸酶标记的山羊抗鼠IgG，分别在 37℃ 

孵育 2h，最后用NBT／BCIP显色试剂盒显色。 

1．8 vMIP2体外抗 HIV-1的活性分析 

健康人外周血单核细胞 (PBMC)的制备和感 

染如前所述I1引。将已激活 3d的PBMC按每孔 l×lO 

细胞加到 96孔板上，分别加入 AMD3100，TAK779 

和 vMIP2。细胞于 37℃ CO2培养箱中孵育 lh，加 

入 HIV BaL或NL4—3于 37~C CO2培养箱中继续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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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3h。充分洗涤细胞以去除未侵入的病毒和未结合 

的抑制物。细胞在加入新鲜培养基后继续培养一 

周。收集细胞培养上清测定病毒的反转录酶活性来 

测定病毒的复制 引。 

2 结 果 

2．1 重组表达质粒pET-32a(+)一vmip2的构建 

含 vMIP2基因的表达载体结构如图 1。 

图 1 表达载体 pET-32a(+)一vmip2的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the expression vector pET-32a(+)-vm 2 

2．2 重组表达质粒 pET-32a(+)一vmip2诱导表达 

含重组质粒的大肠杆菌 AD494(DE3)诱导表达 

后，菌体裂解液经 Tricine SDS—PAGE分析。结果显 

示经诱导的菌体在25kDa左右位置出现一条清晰的 

表达带 (图2)，分子量与理论计算值相符，而没有 

诱导的菌体在此位置的表达带不明显。 

1 2 M kDa 

图 2 TrxA—vMIP2融合蛋白的诱导表达 

Fig．2 Induced expression of TrxA-vMIP2 fusion protein； 

1，Uninduced AD494(DE3)／pET-32a(+)一vmip2；2，Induced AD494(DE3)／ 

pET-32a(+)一vmip2；M，Protein marker． 

2．3 vMIP2的纯化 

图3显示亲和层析纯化后在约为 25kDa处明显 

有一 条蛋 白富集带 ，位 置与含 重组表 达 质粒 

pET-32a(+)一vmip2 的菌体经诱导后 的表达带相一 

致。经阳离子交换层析纯化后的蛋白出现在 8kDa 

左右的位置，大小与 vMIP2单链分子量相一致。 

kDa 

l16 

66 

45 

35 

25 

18 
14 

M  l 2 3 4 

图 3 纯化的 vMIP2 SDS—PAGE分析 

Fig．3 SDS—PAGE analysis of purified v1VIIP2 

M ，Marker； 1，vM IP2；2，TrxA-vM IP2 fusion protein purified by Ni2+ 

Atfinity Resin；3，induced AD494(DE3)／pET-32a(+)-vm／p2；4，Uninduced 

AD494(DE3)／pET-32a(+)-vmip2． 

2．4 vMIP2的 Western blot鉴定 

NBT／BCIP显色可见 AD494(DE3)／pET-32a(+) 

一 vmip2的菌体蛋白和亲和层析纯化的 TrxA—vIVIIP2 

融合蛋白有单一条带，其 Mr约为 25kDa，经阳离 

子交换层析纯化的蛋白在Mr为8kDa左右的位置出 

现单一条带，均与预期的蛋白大小相一致，而作为 

对照的 AD494(DE3)／pET-32a(+)菌体蛋白则未见任 

何条带。 

图4 vMIP2的 Western blot鉴定 

Fig．4 Analysis of vM IP2 using Western blot 

1，Induced AD494(DE3)／ pET-32a(+)；2，Uninduced AD494(DE3)／ 

pET-32a(+)-vmip2；3，induced AIM94(DE3)／pET-32a(+)-vmip2；4，induced 

AD494(DE3)／pET-32a(+)一vm 2；5，TrxA—vMIP2 fusion protein purified 

bVNi Affi nity Resin；6，vM IP2． 

2．5 vMIP2抗 HIV-1的活性分析 

在人外周血单核细胞上对纯化的 vIVIIP2进行 

了抗 HIV-1的活性测定。病毒的复制通过测定培养 

基上清中的HIV反转录酶活性来确定。结果如图 5 

所示。将未加任何抑制物的对照中的病毒复制设定 

T —～  

弘 7 4 

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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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0％，在 200 nmol／L 浓度时，vMIP2可以分别 

抑制 R5 HIV-1 BaL和 x4 HIV-1 NL4．3的复制到 

27％和 8％。作为对照，CCR5小分子抑制物 TAK779 

只能抑制R5 BAL，CXCR4小分子抑制物AMD3100 

仅能抑制 X4 NL4．3的复制。生物毒性实验证明 

vMIP2在该浓度下未对人外周血单核细胞产生毒性 

(结果未列出)。 

目AMD3l00 l molFL 囝TAK779l rnolFL 

—vMIP2 200nmol几 口Medium alone 

图5 vMIP2抑制 HIV-l在外周血单核细胞上的复制 

病毒的复制通过测定培养 J二清中的 HIV 反转录酶活性来确定。将未加 

任何抑制物的对照中的病毒复制设定为 1o0％。数据代表三次重复实验 

的结果 (Mean±SD)。 

Fig．5 vM 1P2 inhibits HIV-l replication in PBMC 

Virus replication was determined by measuring HIV reverse tran scriptase 

activity in culture supernatant HIV replication in the absence of inhibitors 

was normalised as 100％ ．Data are means of 3 experiments (Mean±SD ) 

3 讨论 

趋化因子是分子量为 8kDa左右、具有免疫反 

应的细胞因子。其显著结构特点是绝大多数都含有 

4个半胱胺酸残基，根据前两个半胱胺酸残基之间 

相隔其它氨基酸与否分为 CXC，CC，CX3C三类， 

此外还有只有 2个半胱胺酸残基的 XC 家族I】 。 

CXC又名Oc家族，CC又名B家族，绝大多数已发现 

的趋化因子都属于Oc和B两大家族。趋化因子通过趋 

化因子受体介导发生作用，主要作用是趋化特定的 

白细胞向炎症部位移动。迄今发现的趋化因子受体 

为 7穿膜 G蛋白 (Seven transmembrane G protein1 

中的成员。近年发现 HIV除利用 CD4分子作为受 

体外，还需利用某些特定的趋化因子受体作为辅助 

受体才能进入人体细胞。其中 CCR5和 CXCR4为 

两类主要的HIV辅助受体 分别为巨噬细胞嗜性及 

T淋巴细胞嗜性的HIV所利用 引̈。 

在HHV8上发现类似人趋化因子的开放阅读框 

后，一些研究小组对一些病毒性趋化因子基因的表 

达产物进行了研究，发现 HHV8上的开放阅读框 

vMIP2的表达产物与人的趋化因子受体 CCR1， 

CCR2，CCR3，CCR5及 CXCR4有较高亲和力， 

其初步纯化的产物能抑制某些巨噬细胞嗜性及T淋 

巴细胞嗜性的 HIV病毒进入细胞 发现 MCV上 

的开放阅读框 MC148的表达产物也能与多种人的 

趋化因子受体结 J。Moore等报道在猫肾细胞上 

瞬时表达 vMIP1和 CCR5能阻止巨噬细胞嗜性的 

HIV 进入细胞 J。Endres和 Dairaghi分别报道 

vMIP1能与 CCR8高和力结合并能产生信号传递 
[17,18]

。 Stine JT等报道 vMIP3与 CCR4结合 。 

本研究通过建立的大肠杆菌高效表达系统表 

达并纯化了具有生物活性的 vMIP2。趋化因子分子 

量小，若通过分泌型表达载体进行表达容易被菌体 

蛋白酶降解。使用与硫氧还蛋白连接的融合蛋白形 

式进行表达，可以保护趋化因子不易被降解；硫氧 

还蛋 白还可以帮助趋化因子正确地形成二硫键并 

以可溶状态表达；连接硫氧还蛋白和趋化因子的肠 

激酶位点能被肠激酶精确地切开，纯化后的蛋白经 

SDS．PAGE分析显示其分子量大小在 8kDa左右， 

这与以前报道的 vMIP2活性形式是单体相一 叭。 

vMIP2的成熟状态序列直接克隆与肠激酶位点保证 

了趋化因子 N端序列正确无误，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趋化因子的 N 端是决定其生物学活性的功能 

区。vMIP2 N端具有与人 CC类和 CXC类趋化因子 

都不相同的氨基酸序列，其中有较多的带电氨基酸 

残基和有些氨基酸残基有较大的侧链基团【2“，这些 

差异可能是 vMIP2能广谱地与人趋化因子受体结 

合的原因所在。体外活性实验表明：纯化的 vMIP2 

在 200 nmol／L 的浓度上可以有效地抑制 R5和 x4 

HIV-1在人外周血单核细胞上的复制，vMIP2在该 

浓度下对试验的细胞未产生生物毒性 (结果未列 

出)。本结果与先前报道的 vMIP2既能与 CCR5又 

能与 CXCR4相结合的结果相一致：vMIP2置换 

MIP1~H MIP1B与 CCR5结合的 IC50分别为 1．9 

nmol／L和 1．0 nmol／L。vMIP2置换 SDF1B与CXCR4 

的结合的 IC50为 2．4 nmol／L 0̈1。vMIP2于 200 

nmol／L浓度下可以抑制 R5和 x4 HIV，经基因改造 

后有可能改造成新的HIV-1侵入抑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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