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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apsid protein gene(vp60)of Rabbit hemorrhagic disease virus(RHDV)isolate NJ85 

was amplified and sequenced．vp60 gene of NJ85 was in size of 1 740nt an d encoding 579aa． 

Comparison with other Chinese field isolates W X84 an d TP showed that the homology were 92．7％ an d 

97．2％ for nucleofide sequence；96．1％ an d 98．6％ for amino acid sequence respectively．Alignment with 

other 16 sequences of RHDV isolated from other countries registe in GenBank showed that the 

homology  was 83．7％～ 97．0％ for nucleotide and 90．5％~ 99．0％ for amino acid sequence．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equence of vp60 in different RHDV isolates was highly homologous．In the all six 

regions ofvp60 gene，low degree ofvariation ofvp60 was found in the regions A，B，D，F and relative 

high degree of variation in the regions C and E．Based on vp60 sequence，phylogenetic an alysis showed  

that the historic RHDV isolates were divided into 3 branches of the lineage of RHDV according to the 

am ino acid sequences and 4 branches according to the nucleotide sequences．Th ere was no obvious 

correlation between geographical region，historic period and homological degree．Three Chinese field 

isolates lay in 2 different branches of the RHDV lineage，while EBHSV formed an other fineage．Th e 

molecular weight，isoelectric point，hydrophobicity,2-dimensional an d 3-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NJ85 

vp60 were de~rmined and predicted on the theory of bioinformatics．The major secondary structure，13 

一 sheet，contributed to the stability of vp60．Based on the structural model，the architecture of NJ85 

capsid was 32 cup—shaped depressions．Th e capsid was composed of 90 A／B5 an d C／C2 dimers formed  

by the single unit of vp60．Th e conformation of the single unit in dimer existed in three forms of A，B 

and C．Th e single unit of Vp60 had a protruding(P)domain connected by a flexible hinge to a shell(S) 

domain．P domain was subdivided into two subdomains，P1 an d P2．P2 subdomain that located at the 

surface of the capsid contained the determinants of strain specificity an d erythrocyte binding site． 

Key words：Rabbit hemorrhagic disease virus(RHDV)；European brown hare syndrome virus(EBHSV)； 

Capsid protein gene rvp60)；Structural prediction；Bioinformatics． 

摘要：用分子克隆技术从兔出血症病毒 (RHDV)中国早期流行株 NJ85中成功克隆出 vp60基因，序列分析表明 

基因长度为 1740nt，编码 579aa。利用GenBank数据库，NJ85与 WX84、TP二个 RHDV中国毒株 vp60基因 DNA 

序列的同源性分别为92．7％和97．2％，氨基酸序列的同源性分别为96．1％和98．6％，与其他国家l6个毒株的vp60 

基因DNA序列的同源性在83．7％~97．0％之间，氨基酸序列的同源性在90．5％~99．0％之间，具有高度的同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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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 vp6O基因的六个分区，A、B、D、F四个区变异率较低，C、E二个区变异率较高。在遗传进化上， 

历年来的 RHDV毒株在氨基酸水平上分析可分为三个支谱系，在核苷酸水平上趋 向四个支谱系，谱系没有呈现地 

域或时间特征。三个中国毒株分布在二个不同的支谱系中。与 RHDV 同为兔病毒属的欧洲野兔综合征病毒 

(EBHSV)组成 了另一个谱系。运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了 NJ85 VP60蛋白的分子量、等电点、疏水性和二级 

结构，根据同源模型预测分析T--级结构。NJ85 VP60的二级结构以B片层为主，三级结构稳定。病毒衣壳表面 

有 32个杯状凹陷， 由 9o个二聚体组成，二聚体由 VP60单体以A／B5和 C／C2两种方式构成，单体在二聚体中 

的构象有 A、B、C三种形式。单体含有 S、P两个结构域，两者通过柔性绞链连接，P结构域由VP60的C端部 

分形成，P分为P1和P2二个亚结构域，P2位于病毒衣壳表面，含有病毒株特异性抗原表位和红细胞结合位点。 

关键词：兔出血症病毒(RHDV)~欧洲野兔综合征病毒 (EBHSV)；衣壳蛋~(vp60)基因；结构预测；生物信息学 

中国分类号：$852．65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25(2003)06-0557．06 

兔 出血症是 由兔 出血症病毒 (Rabbit Hem． 

orrhagic Disease Virus，RHDV)所致的兔的一种急 

性、败血性、高度致死性传染病，以全身实质器官 

(尤其是肝脏、肺)水肿、淤血和出血性变化为主 

要特征。该病于 1984年由中国学者首先发现⋯，其 

后在世界其它地区相继发生，迄今国内外各养兔地 

区都有存在或流行【2 ，给养兔业造成了巨大经济 

损失。 

在病毒分类学上，曾一度将 RHDV列入微RNA 

病毒、细小病毒或类细小病毒等【5】。随着对病毒形 

态、基因组结构与功能认识的深入，1995年国际病 

毒学分类委员会在第6次分类报告中正式确立了该 

病毒的分类地位，将其归类于嵌杯病毒科，2000年(第 

7次报告)又进一步列为嵌杯病毒科兔病毒属【6J。 

RHDV 病毒颗粒表面呈嵌杯样结构，直径约 

40nm，无囊膜，核衣壳由病毒基因组和 180个衣壳 

蛋白 (VP60)亚单位聚合而成。病毒基因组为单链 

正股 RNA，约 7．4kb，5 端有 “帽”结构并与结合 

蛋白vpg共价结合，其 3 端有 PolyA 尾。基因组 

含有二个开放阅读框 (OI )，长开放阅读框 ORF1 

编码一个分子量约 257kDa的多聚蛋白，而后裂解 

加工成病毒主要结构蛋白 (衣壳蛋白)VP60与非 

结构蛋白。VP60在诱导宿主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 

用，是病毒免疫保护性抗原。ORF2编码一个分子 

量约 12kDa蛋白(VP1O)，是病毒的次要结构蛋白。 

病毒颗粒内还包含有一个亚基因组 RNA，约 2．4kb， 

其结构与基因组相似，在体外可翻译 VP60，在体 

内的功能有待进一步明确【7 】。RHDV对人、绵羊和 

鸡的红细胞有凝集作用，但从人的脐带或胎儿中取 

得的红细胞不凝集 RHDV。有实验表明，在人体中 

RHDV的受体与在发育过程中间出现的 ABH家族 

抗原有关【 ，加】。至于 RHDV的受体结合位点 (RBS) 

还不清楚。 

本研究克隆了具有良好免疫原性的 RHDV 中 

国早期流行毒株 NJ85的 vp60全基因，并进行了测 

序。在此基础上，利用GenBank数据库，分析了与 

其它 18个世界各国 17年间获得的RHDV和3个欧 

洲野兔综合征病毒 (European brown hare syndrome 

virus，EBHSV)毒株之间的遗传进化亲缘关系，揭 

示了RHDV的变异特点和流行规律。运用生物信息 

学方法分析了NJ85 VP60蛋白的分子量、等电点、 

疏水性和二级结构，预测分析了三级结构及其结构 

与功能的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毒 

本试验所用RHDV NJ85毒株，系江苏省农业 

科学院兽医研究所于 1985年从南京市某养兔场分 

离并鉴定，在实验室内接种健康兔传代至今。用该 

病毒制备的组织灭活疫苗多年用于预防兔出血症。 

1．2 引物的设计与合成 

将已在 GerlBank[191注册的、从 1984至 2001年 

间的德、美、法、意、西、墨西哥等 16个国外 RHDV 

毒株及2个国内毒株的cDNA序列进行分析(表 1)， 

根据 vp60基因两端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扩增 

RHDVNJ85毒株的vp60基因。引物由大连宝生物 

公司合成并纯化。引物 1 ATGGAGGGCA从 GCCC 

GTGCAGCGCCG，弓I物 2 TCAGACATAAGAAAA 

GCCATTGGCTG。 

1．3 病毒 RNA的提取 

将病毒接种于 1O周龄、体重约 2Kg的 RHDV 

抗体阴性的健康长毛兔。取病死兔肝脏，匀浆，加 

2倍体积的PBS(pH7．2)，．20℃冻融 3次，3000r／min 

离心 30min，取上清，然后将上清液加在 17％的蔗 

糖垫上，32000r／min离心 2h，将沉淀用 PBS悬浮。 

取 1 001aL加入到 lO001aL TR．Iz-OL~eagent中 

(InvitrogenTM Life technologies)，按该试剂使用方 

法提取病毒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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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vp6O基因扩增、克隆与测序 

按 本 课题 组 常 规 方法 对 病毒 RNA 进 行 

RT—PCR，回收扩增产物，用 pUCm—T载体 (上海 

生工生物技术公司)克隆。DNA序列测定由上海申 

友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完成。 

1．5 vp60基因序列分析 

利用生物信息学软件 DNASIS(DNASIs for 

W indows V2．5 Hitachi Software Engineering Co．， 

Ltd．)和GenBank数据库【j9】分析NJ85与其它RHDV 

及EBHSV毒株 vp60基因的同源性和遗传进化关系 

(毒株、GenBank登录号、分离地及分离时间见表 

1)，探讨RHDV vp60基因的变异特点和规律。 

1．6 VP60的理化性质与结构预测 

使用 Anthepro4．5和 DNASIS计算 NJ85 VP60 

分子量和等电点、分析疏水性、预测二级结构。用 

BLAST方法在 PDB(Protein Data Base)中寻找同源 

蛋白，用Pairwise BLAST(http：／／www．ncbi．nlm．nit． 

gov／blast)和GCG中的BestFit比较它和 VP60的氨 

基酸序列。使用 BioEdit Sequence Alignment Editor 

(Tom Hall，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North Caro- 

lina State University)比较二者氨基酸序列的同源 

性，并找出相应区域的保守位点。根据同源模型预 

测分析NJ85 VP60的立体结构。 

2 结果 

2．1 vp60基因的扩增与克隆 

病毒RNA经 RT—PCR后，将扩增产物用含 EB 

的 1％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可检测到一条约 1．7kb 

的扩增带，与实验设计的扩增片段相符合。回收该 

扩增片段，用 pUCm—T载体克隆，从筛选到的重组 

质粒(pUC．VP60)中可切 出一条约 1．7kb 的插入 

DNA片段。 

2．2 DNA序歹lJ测定 

经测序，NJ85 60基因长度为 1740nt，编码 

579aa(序列图略，序列已在 GenBank注册 GenBank 

Accession AY269825)。 

2．3 序列分析 

表 1 NJ85与其它 RHDV及 EBHSV毒株 VP60序列的差异数 (个 ) 

Table l Variation ofthe coding AA in VP60 ofNJ85 to other RHDV and EBHSV isolates 

#Absolute numbers and percentages(in brackets)of nonidentical amino acids 

分析结果表明NJ85与 WX84、TP二个 RHDV 和 98．6％；与其他国家的 RHDV毒株的 vp6O基因 

中国毒株 vp60基因 DNA 序列的同源性分别为 DNA序列的同源性在 83．7％'-'97．0％之间，氨基酸 

92．7％和 97．2％，氨基酸序列的同源性分别为96．1％ 序列的同源性在 90．5％"-99．0％之间，具有高度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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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核苷酸序列较氨基酸序列的变异率高。按 

vp60基因六个区划分，A、B、D、F四个区变异率 

较低，C、E二个区变异率较高 (图略，表 1)。在 

遗传进化上，17年来的 RHDV从氨基酸水平上分 

析可分为三个支谱系 (图 1)，在核苷酸水平上趋向 

四个支谱系 (图2)，谱系成员没有呈现地域或时间 

特征，而是在谱系中互相交叉，三个中国毒株分布 

在二个不同的支谱系中。与 RHDV同属的EBHSV 

组成了另一个谱系。 

! 

一 坚 
Iowa2000 

NJ85 
Hanmansdorf 

Italy95 

98．4％ 

卜-—]97．5％ 

94．8％ 
●● ’_ _● — —  

I89．4 

5％ 

图l 历年RHDV及EBHSV毒株VP60蛋白氨基酸序列进 

化树 

Fig．1 Phylogenetic analysis for VP60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different isolates of RHDV and EBHSV 

图 2 历年 RHDV及 EBHSV毒株 vp60基因核苷酸序列进 

化树 

Fig．2 Phylogenetic analysis for vp60 gene sequences of 

different isolates ofRHDV an d EBHSV 

2．4 VP60的理化性质与结构预测 

使用 Anthepro4．5和 DNASIS计算分析 NJ85 

VP60的分子量 60．34kDa、等电点 (pI)4．9O(图3)、 

疏水性均值一0．33(图4)。在二级结构中含有螺旋 

(helix)、片层 (sheet)、转角 (turn)和卷曲(coil)， 

B片层是 VP60的主要二级结构 (彩版Ⅱ 图 5)。 

RHDV 内部的基因组结构主要依靠衣壳蛋白的保 

护和稳定作用。VP60较多的B片层结构相互作用 

面积较大，组合成的三级结构稳定性更好。 

Amino Acid Ihmbel[ pga 

<PO5in  

▲【g【R) 19 l2．S 
且i5【B) S 6．0 
Lys【K) 6 10．S 

<Negative> 

▲印 lD) 22 3．9 
c” fcJ i 8．3 
GlucE) l2 4．3 
1 z【T) 17 10．1 

i
_

te~ Her【矗)9．3 

七ea in V l̂【V)2．3 

Isoelecttic point【pI]4．90 

图 3 NJ85毒株 VP60的等电点分析 

Fig．3 pI ofVP60 protein ofisolate NJ85 

File：NJ85．TXT l一579aa 

Table：Hopp＆ Woods 

00 

图4 NJ85毒株 VP60的疏水性分析 

Fig．4 Hydrophobicity of VP60 protein of NJ85 

用 BLAST方法在 PDB(Protein Data Base)中获 

得 VP60 的同源 蛋 白是诺 瓦克病 毒衣 壳蛋 白 

(Norwalk virus capsid protein，NVCP)。NV 与 

RHDV同属嵌杯病毒科， CP长度为530个氨基酸 

残基，其中第 39．223位氨基酸残基与 VP60 的 

46．230位氨基酸残基有较高的同源性 (图略)。得 

到 NVCP 的 氨 基 酸 序 列 后 ， 使 用 Pairwise 

BLAST(http：／／WWW．ncbi．nlm．nih．gov／blast)比较它和 

VP60的氨基酸序列，结果同源区扩大了约 100个 

氨基酸残基 (图略)。使用 GCG中的 BestFit比较 

二者序列同源性，结果同源区又有所扩大(图略)。 

使用 BioEdit Sequence Alignment Editor(Tom Hall， 

Department of M icrobiology,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比较二者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并找出了 

VP60的 230位以后的氨基酸残基与 NVCP相应区 

域的保守位点 (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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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实验证据，RHDV VP60的N端约 250 

个氨基酸残 基形成 了蛋 白的 S (shel1)结构域 

(domain)，其余的 C端部分形成了P(protruding) 

结构域Il 。从 PDB 得到的 NVCP 晶体结构和用 

Swiss—Model First Approach mode(http：／／www．Exp- 

asy．org／swissmod／swiss．mode1．htm1)得 到 的 根 据 

NVCP 的晶体结构计算出 的 VP60#Ala20．Asp235 

模拟结构显示出，VP60的 N端约 211个氨基酸残 

基折叠成一个具有比较典型的8条反向平行的 片 

层组成的“三明治”结构的S结构域 (彩版 II图 6)。 

二级结构在三级结构中的空间位置基本相同。在 

NVCP构成的 2O面体衣壳中，有 9O个 CP二聚体， 

CP单体可以组成 A／B5和 C／C2两种二聚体，单体在 

这两种二聚体中的构象有 A，B，C三种形式f】 ， 

它们之间略有差别(彩版II图7、图 8)。由此推测， 

VP60在形成病毒衣壳的时候也是以二聚体方式存 

在，并且在构象上会有细微变化。这些蛋白质分子 

形成拱形双体结构，从而在表面形成 32个杯状凹 

陷。 

与 NVCP比较，包括对比了VP60中的保守位 

点在上下游预测的二级结构和NVCP中对应位点的 

上下游二级结构的相似性，VP60的Ser236．Met339， 

Pro368一Gln398，Gly482-Gly532也有一定的保守性 

(图略)。在 NVCP中的对应部分(彩版 II图 8)，其 

中包 括 P1亚 结构 域 (subdomain)的一 部分 

(Leu236．Va1282，包含 4个两两相对的反向平行 

片层；Gly454．Gly499，包含3个反向平行的 片层)， 

主要负责二聚体的形成【l引。推测在 VP60中该部分 

的构象与 NVCP 有较大的相似性 。而 Ser283一 

Pro321(包含 一对 反 向平行 的 13片层 )，Pro354． 

Gln386(包含 3个13片层，和一个由 Ser283．Pro321 

以及非保守区域的 Ser285．Asp305形成的一对反向 

平行13片层组成的 RNA．结合类似结构域)为 P2亚 

结构域的一部分，有病毒或者细胞的 RNA翻译调 

节功能。P2位于病毒衣壳表面，含有病毒株特异性 

抗原表位和细胞结合位点。在 VP60中的对应部分 

也有类似的功能。 

在病毒受体的分子结构中，受体结合位点的构 

成成份相对保守fl引。从空间结构上分析，RHDV的 

红细胞受体结合位点存在于类似 P2亚结构域中的 

较保守的区域。 

3 讨论 

本研究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早期流行毒株 

NJ85与 17年来的RHDV 毒株 vp60基因的进化亲 

缘关系，在氨基酸水平上可分为三个支谱系，在核 

苷酸水平上趋向四个支谱系，不同国家和地区毒株 

的谱系没有显示地域或时间特征，而是呈现出了互 

相交叉的现象，三个中国毒株分布在二个不同的支 

谱系中，EBHSV与 RHDV为同属不同种病毒，两 

者的同源性在 70％左右，三个 EBHSV毒株组成了 
一

个与 RHDV不同的谱系。各 RHDV毒株的vp60 

基因核苷酸序列较氨基酸序列的变异率高，这可用 

氨基酸密码子的简并性进行解释。以上结果对认识 

该病毒今后的变异趋势具有参考价值。 

嵌 杯病 毒 VP60 的氨基 酸序 列可 分为 A 

(1．21)、B (22．3oo)、C (301．328)、D (329—343)、 

E(344．434)、F(435．579)六个区IJ“。病毒衣壳是 

由两个功能不同的同心壳组成：其内壳由 VP60的 

N 端组成，用来容纳和保护基因组；其外壳由VP60 

的 C端组成。衣壳蛋白 C端暴露在病毒表面，编 

码病毒的主要抗原决定簇，其变异也相对较高。对 

己测序的l9个不同RHDV毒株的vp6O基因及编码 

的氨基酸序列的分析发现，A、B、D、F四个区变 

异率较低，C、E二个区变异率较高。推测 A、B、 

D、F四个区较 C、E二个区在 RHDV衣壳蛋白中 

执行着更多的生物学功能。 

国内外学者对 RHDV 的分子生物学已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目标主要集中于 vp6O基因克隆、序 

列分析及其表达I2．3．】 。在杆状病毒表达系统中， 

重组VP60可自装配成无核酸的病毒样颗粒(V1 )， 

VLP具有与天然病毒颗粒相似的性质，包括对红细 

胞的凝集作用I】引，这表明 RHDV 的红细胞结合位 

点在 VP60上。迄今对 VP60的立体结构及功能缺 

乏系统的阐述。本研究运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了 

NJ85 VP60蛋白的分子量、等电点、疏水性和二级 

结构，用国际公认方法一根据同源模型【l rjJ预测分析 

了三级结构。NJ85 VP60的二级结构以13片层为主， 

三级结构稳定。VP60在形成病毒衣壳的时候是以 

二聚体方式存在，单体含有 S、P两个结构域，两 

者通过柔性绞链连接，P结构域由VP60的C端部 

分形成，P分为 P1和 P2二个亚结构域，P2位于病 

毒衣壳表面，含有病毒株特异性抗原表位和细胞结 

合位点。RHDV对人、绵羊和鸡的红细胞有凝集作 

用，该生物学特性对于病毒的鉴定以及免疫学检测 

有重要意义。在病毒受体的分子结构中，受体结合 

位点的构成成份相对保守I】踟。从空间结构上分析， 

RHDV 的红细胞受体结合位点存在于 P2亚结构域 

中的较保守的区域。 

本研究系统地阐明了RHDV VP60的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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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对新型 RHD抗体检测试剂和基因工程疫苗 

的研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1Ol 

鸣谢：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兽医研究所薛家宾研究员 【ll】 

惠赠 RHDV NJ85毒株，并提供实验支持。 

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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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NJ85VP60二级结构分析 

Fig．5 2D-slructure ofVP60 protein ofNJ85 

2 

Target 

Model 

图 6 VP60Ala20-Asp235的模拟结构 

Fig．6 3D-slructureofVP60Ala20-Asp235 

Model：NVCP Targot：NJ85VP60 

图 7 NVCP与NJ85 VP60的 S结构域模拟图 

Fig．7 Sdomain ofNVCPandNJ85VP60 

Model，NVCP(Sdomain)；Targ~ VP60Sdomain 

图 8 NVCP的3D构象 

A／B 

3 

C／C2 

Fig．8 3D—structure ofNVCP 

1，NVCP chain 2，Conservative region ofNVCP behind Ser236；3，Dimers A／B5 and C／C2 ofNV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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