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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o the nucleotide sequences of haemoagglutinin gene of Influenza virus and Porcine 

R rD c咖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PRRSV)VR2332 in GenBank，a pair of primers which 

includes the main sequences of haemoagglutinin(HA)gene(33bp)was designed to amplify N gene 

(ORF7)of PRRSV by RT—PCR．The amplified fragment and pET一32a plasmid were digested by BamHI 

and XhoI．A recombinant plasmid nam ed pETHN was constructed and transformed into BL21(DE3)． 

Consequently,the target protein was expressed by IPTG induction，and the purified fusion protein was 

obtained by His—binding purification kit．As a result latex—agglutination test Was set up an d plenty of 

serum sam ples were tested by the method．Th e results showed the method had sam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nd had 93．8％ accord rate compared with ELISA(IDEXX)diagnosis kit． 

Key words：Haemoagglutinin gene of Influenza virus；N gene of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PRRSV)；Coexpression；Latex—agglutination test 

摘要：参照已公布的流感病毒血凝素基因(HA基因)及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基因组序列，设计并合成 

一 对引物Pl、P2，以RT．PCR方法扩增出PRRSV的ORF7片段(约410bp)，其中含HA基因主要核苷酸序~J(33bp)。 

用 BamH I、Xho 1分别对扩增出的片段及 pET32a质粒进行酶切，连接后构建了重组质粒 pETHN并转化到 BL21 

(DE3)宿主菌中诱导表达。用纯化后的表达产物与流感病毒血凝素单抗及乳胶建立了诊断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PRRS)的乳胶凝集试验。检测结果显示：该方法有良好的特异性及敏感性，与IDEXX公司—1~—JRA检测试剂盒符合率 

达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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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自 1987年发现至今，已 

在世界各主要养猪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本病可引 

起妊娠母猪的流产、早产、死胎、木乃伊胎及产弱 

仔猪，幼龄猪主要表现为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 ， 。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PRRSV)属于巢式病毒目 

(Nido1，irale )动脉炎病毒科动脉炎病毒属成 t31。 

根据病毒基因组核苷酸序列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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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因型，即北美洲型和欧洲型。在两个基因型中编 

码病毒核衣壳蛋白的基因 (Ⅳ基因)高度保守，而且 

病毒核衣壳蛋白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和反应原性[2一， 

在本病的分子生物学诊断上具有重要意义[5．6】。本试验 

将流感病毒血凝素基因 (HA基因)及猪繁殖与呼吸 

综合征病毒 (PI RSV)核衣壳蛋白基因 (Ⅳ基因)联 

合表达，该联合表达产物中的血凝素 (HA)可与 

HA 单抗特异性结合，在此基础上建立乳胶凝集试 

验，大大地提高了反应的特异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 (PRRSV)为本室保 

存：接毒用 Marc．145细胞购自中国科学院武汉病 

毒研究所；BL21(DE3)宿主菌为本组保存；流感 

病毒 HA 单抗为美国佐治亚医学院陈新斌博士惠 

赠：流感病毒为南京医科大学提供。工具酶购 自大 

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Tripure细胞裂解液购 自罗 

氏诊断试剂公司；医用乳胶购自上海市临检中心； 

胶回收试剂盒购自上海华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蛋 

白质纯化试剂盒为 Novagen公司出品；IDEXX公 

司PRRS ELISA诊断试剂盒购自上海华美生物技术 

公司。制备 HA 单抗用 BALB，c小鼠购自南京军区 

总医院实验动物中心；SPF鸡购自农业部南京药械 

厂；PRRS阴、阳性血清为本室保存；猪细小病毒 

阳性血清、猪圆环病毒阳性血清、猪乙型脑炎阳性 

血清、猪瘟阳性血清、猪布鲁氏菌病阳性血清均为 

本室保存。 

1．2 引物设计 

参照 GenBank公布的流感病毒血凝素基因的 

主要核苷酸序列及 PRRSV VR2332株ORF7片段核 

苷酸序列，自行设计并由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合成一对引物，为便于目标片段的克隆及连接反应 

等工作，在上游引物中加入 BamH I位点，下游引 

物中加入XhoI位点： 

上游引物 P1： 

5 

BamHI 

C I1['AOc]【’r1fI3『1) CA衄  ]C-3 

下游引物 P2： 

5 GA-3 

XhoI 

1．3 病毒接种 

将本室保存的 PRRSV 冻融三次，离心后取 

上清接种于已长成单层的 Marc．145细胞上，此时 

加入含 2％血清的 DMEM 营养液于 37℃5％CO2 

条件下培养 72h后，当出现 75％以上细胞病变 

(CPE)时收获病毒【7】，冻融三次，于．20℃下保 

存备用。 

1．4 PRRSV N基因及流感病毒 HA 基因的扩增 

按罗氏诊断试剂公司的操作说明书提取病毒 

总 RNA，随即按常规操作进行 cDNA 第一条链的 

合成：每管中加入已提取的病毒总 RNA 9．21aL，5 

X Buffer41aL，10mMdNTP21aL，25raM M ， 

RNasin1．01aL，P1及 P2各 1． L，在 PCR 仪 

(AmpGene公司)上65℃15rain后加入反转录酶M 
—

MLV1．01aL，随后 42℃1h，94℃5min后结束反应， 

总体系为 201aL。接着进行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 

取反转录产物 101aL，后向反应管中依次加入 25mM 

MgCI21．41JL，10XBuffer4．ooL，Taq酶O． L，DEPC 

处理的超纯水341JL，在PCR仪 (AmpGe~ 公司)上 

设置94℃5min，随后94℃lmin，51℃lmin，72℃1．5min， 

共 25个循环，结束循环后 72℃10min。PCR产物进 

行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后以胶回收试剂盒 (上海华 

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回收，并对回收产物进 

行电泳鉴定。 

1．5 重组质粒 pETHN的构建 

pET一32a质粒的提取、目的基因片段及质粒载 

S体的双酶切、连接反应及转化 BL21(DE3)感受 

态细胞等过程均按常规方法操作【8 】。 

1．6 插入片段的测序及同源性分析 

重组质粒转化 BL21(DE3)宿主菌后，取培养 

物送交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完成测序工作，测 

序结果用DNAstar分析软件与已知序列进行同源性 

分析。 

1．7 重组质粒 pETHN的表达 

对筛选出重组质粒的培养物于30℃振荡培养，至 

0D600 值达0．4̂J0．5时加入不同浓度IP'FG在 37"C诱 

导 3h，随后收取表达产物进行 SDS．PAGE；在 100mL 

培养物中加入IPTG至最佳诱导浓度，于37℃振荡培 

养，取不同时间段 (诱导表达 1、2、3、4、5、6h) 

的表达产物各 lmL进行 SDS．PAGE。通过以上操作 

确定IPTG最佳诱导条件。 

1．8 联合表达产物的纯化及特异性检验 

经 SDS．PAGE鉴定该表达产物主要以包涵体 

形式存在。将培养物于 1 2000g离心 10min收获沉 

淀 ，以洗涤液 (5mmol／L 咪唑，0．5mol／LNacl， 

20mmol／LTris．Hcl(pH7．9))重悬菌体，后经超声波 

裂解 10min，随后 12000g离心 10min收获沉淀，以 

前述洗涤液洗两遍。将沉淀用裂解液 (5mmol／L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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唑 ，0．5mol／L NaCI，20mmol／L Tris—HC1．6mol／L尿 

素 pH7．9)重悬，于冰浴上放置 1h后转移至 4℃搅 

拌过夜，使包涵体充分溶解，后离心取上清。将此 

上清用蛋白质纯化试剂盒进行纯化，具体操作按说 

明书进行。取纯化产物进行 Western—Blot试验，具 

体操作见 《分子克隆实验指南》【引。 

1．9 HA单抗的制备 

将保存在液氮中的HA单抗细胞复苏后于37℃ 

5t~CO2下培养，4~'5d后于 96孔板上进行亚克隆， 

待单抗细胞长满后再移到24孔板继续培养3"~4d， 

吸取上清用流感病毒及 SPF鸡红细胞进行 HA及 

m 试验以测定上清中单抗效价。收取抗体效价达 

4～6 Log2的细胞上清接种已于一周前接种石蜡油 

的小鼠，间隔 5d后，根据腹水产生情况逐一采集， 

用HA 及m 试验检测单抗滴度，直至效价达5～7 

Log2时收集腹水l J，置于一20~C保存备用。 

1．10 联合表达产物的应用 

按文献介绍的方法进行乳胶致敏前的处理，制 

成 1％的乳胶悬液【l。’llJ。将收集的腹水抗体用 pI-i7．2 

PBS按 1：20稀释后，取 0．2mL缓慢滴加于 1％乳胶 

悬液，后于 56℃水浴中致敏 2h，随后在室温下稳 

定 4h，加入 0．1％叠氮钠置于 4℃保存。 

将联合表达产物按 1：200稀释(浓度达 400ng／ 

mL)后，以等体积与已致敏乳胶抗体混合，37℃下 

作用 34h后置于 4℃过夜，随后于 4℃保存备用。 

检测 PRRSV抗体的间接乳胶凝集试验操作过程及 

结果判定同常规方法【】0，】̈。检测猪繁殖障碍性疾病 

的阴、阳性血清，以判定是否存在交叉反应：对 180 

份血清分别用本方法及 IDEXX公司ELISA试剂盒 

检测，以判定本方法的特异性及检出率；对一批血 

清样品先后重复检测三次，以判定该方法的重复 

性。 

2 结果 

2．1 目的基因片段的扩增 

电泳结果显示：在 目标条带区域出现单一且亮 

度很高的条带。 

2．2 双酶切鉴定重组质粒 

双酶切产物经电泳后，在紫外光灯下出现一大 
- d,两个片段，其中小片段所处位置与 目标基因片 

段大小一致，表明该重组质粒已构建成功。电泳结 

果见图 1所示： 

2-3 插入片段的序列测定与分析比较 

应 用分 析 软件将 测得 序 列与 本组 分 离 的 

PRRSV毒株及VR2332株的ORb7片段核苷酸序列 

kb 

15 

lO 

7．5 

5．O 

2．5 

1．O 

O．25 

图 1 重组质粒 pETN的酶切鉴定 

Fig．1 Analysis of recombinant plasmid pE．IN 

M，DNA molecular weight marker；,A，Recombinant plasmid pETN digested 

byBamHI andXhoI；B．pET-32aplasmiddigestedbyBamH IandXhoI 

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扩增产物与 VR2332 ORF7核 

苷酸序列同源性达 99．9％，与本组分离毒株同源性 

达到 99％，这一结果显示插入片段的正确性。 

2．4 IPTG诱导表达最佳条件的确定 

分别用终浓度为0．1、0．3、0．4、0．5、0．6、0．8、 

0．9、1．0mmol／L的 IPTG，在 37℃对 100mL培养物 

诱导 3h，SDS—PAGE 电泳可 以看 出终浓度 为 

0．8mmol／L时 IPTG诱导表达的产量远高于前几个 

浓度IPTG诱导的产量，而与0．9、1．0mmol／L的胛 G 

诱导表达的产量相当，确定0．8mmol／L的终浓度为 

IPTG诱导表达最佳浓度。在 100mL培养物中加入 

IPTG至终浓度 0．8mmol／L，于 37℃振荡培养，取 

不同时间段的表达产物进行 SDS—P E电泳。电泳 

结果显示：诱导 4h的产量明显高于诱导 1~'3h，且 

与诱导5~'6h的产量相差不显著，确定 4h为 IPTG 

最佳作用时间。 

2．5 联合表达产物的纯化及特异性检验 

表达产物经 His—binding树脂层析柱纯化后， 

SDS—PAGE结果显示：泳道中非 目标条带几乎看 

不到，尽管有部分蛋白流失，但仍可得到浓度及 

纯度都相当高的目的蛋白。证实了这种纯化方法 

的可行 性 。对此 纯化蛋 白进行 反应 特异 性 的 

Western—Blot检验，结果显示在泳道上出现单一的 

特异性 目的条带，证明 PRRSV 核衣壳蛋白具有 

良好的反应原性，可用于 PRRS的抗体检测。此 

结果同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是完全一致的I ．5，13]。 

同时也反映了目的蛋白经层析柱纯化后反应的非 

特异性 已消失，保证了检测的特异性和准确性， 

试验结果见图 2。 

2．6 乳胶凝集试验的应用 

应用本方法对猪细小病毒 (Pomb~ f ， 

PPV)病阳性血清、猪圆环病毒 (Porcine circo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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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V)病阳性血清、日本乙型脑炎病毒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JBEV)阳性 血清 猪 瘟 病 毒 

(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CSFV)阳性血清、布 

鲁氏菌病阳性血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PRRS) 

阴性血清进行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而与猪繁殖与 

呼吸综合征 (PI S)阳性血清发生阳性反应，证 

实这一方法无交叉反应性，结果如图3所示。对 180 

份送检血清分别经本方法与IDEXX公司 ELISA诊 

断试剂盒检测，检出符合率高达 93．8％，显示了相 

当高的特异性和检出率。对 120份血清应用本方法 

重复检测三次，检测结果一致，证明这一方法具备 

良好的重复性及可靠性。 

图2 表达产物的纯化及特异性检验 

Fig．2 Confu'mation test of purification and specificity of 

expression products 

M，Molecular weight protein marker；1／2，Purified expression products；3， 

Loss of expression products；4，Expression products before purification；5。 

Result of Westem—blot test of purified expression prod ucts． 

图 3 乳胶凝集试验的交叉反应检验 

Fig．3 Crossing-reactiontestoflatex-agglutinationtest 

1／2／3／4／6／7，Negativeresultofpositive seru m againstPW ，PCV，JBEV，CSFV· 

Brucellosis andnegative s~111rflofPRRS confimaedbylatex-agglutinationtest；5， 

Positive resultofpositive s自1】mofPRRS ctmfmnedbylatex-agglutinationtesL 

3 讨 论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自发现至今，各国研究人 

员对其投以极大的兴趣。关于本病的诊断方法的研 

究报告也屡见不鲜 一 ，既有针对病原检测的病毒 

分离、免疫过氧化物酶单层试验、免疫胶体金技术、 

免疫荧光抗体技术，又有针对抗体检测的血清中和 

试验 (SN)、间接荧光抗体试验 (巩 )、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 (ELISA)，其中 IDEXX公司的 ELISA诊 

断试剂盒已在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在准确、及 

时地掌握本病的流行状况及尽早采取相应防制措 

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近年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呈现 出发病率 

高、流行面广的趋势，而国内各生产单位与疫病防 

治机构的条件、设施又存在很大差别，研发一种高 

度特异性、快速可行且经济实用的新型诊断方法显 

得尤为迫切。笔者在本试验中用 His—Binding层析 

柱对联合表达产物进行纯化，在此基础上利用相应 

抗原与抗体特异性结合这一特性，从免疫学角度提 

高了试验的特异性，显著降低了非特异性反应。本 

文在原核表达产物的纯化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 

索，为获得纯化蛋白开辟了一条新思路。此外，检 

测结果显示与IDEXX公司 ELISA试剂盒存在相当 

高的符合率，充分说明本室所建立的方法可用于猪 

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的诊断，并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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