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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丫干扰素成熟蛋白基因的表达及其产物抗病毒活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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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the Mature Protein Gene of Chicken丫-Interferon and the Detection 

for the Antiviral Activity ofthe Purified Expression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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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total mRNA in the lymphocyte in chicken blood as the template，the mature protein 

gene of interferon y-interferon was cloned and amplified through th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The gene was then ligated to pRLC to establish the gene’S non—fusion expressing vector． 

The best inducing time for the expression of this recombinant protein was tested through inducing the 

expression of positive selected plasmid with different time span．This expressed product was then 

denatured and renatured and was added to the culture medium with CEF,which were attacked by the 

1 00 TCID5o VSV．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activity of the recombinant protein was up to 1．0× l 0 

U／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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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血淋 巴细胞提取的总 RNA为模板，通过 RT—PCR的方法克降出鸡 1，干扰素成熟蛋白的基因，把它与非 

融合表达载体 pRLC相重组。通过对阳性宿丰菌的不同时间的诱导摸索出最佳表达时间。把表达产物进行变性， 

复性，纯化后加入鸡胚成纤维细胞上，用水疱性口炎病毒进行攻毒，测出鸡重组1，干扰素的活性单位为 1．Ox106U／mL， 

获得了满意结果。 

关键词：鸡 v干扰素成熟蛋白基因；非融合性表达：病毒抑制；鸡胚成纤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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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的Y干扰素开放性阅读框有 495个碱基，包 

括一个起始密码子，l9个氨基酸的信号肽和 145个 

氨基酸的成熟蛋白，其成熟蛋白大小为 】6kDalJ J。 

鸡的v干扰素是 种由被激活的鸡 T淋巴细胞和自 

然杀伤细胞分泌的糖蛋白，它对某些病毒(腺病毒， 

流感病毒，水疱性口炎病毒l4 的生长及繁殖有较强 

的抑制作用，因此基因工程生产出鸡的干扰素在兽 

医临床实践中具有深远的意义。 

2001年，Kogut MH等的研究表明大肠杆菌表 

达的鸡 丫干扰素重组蛋白可增加异嗜细胞的数量， 

能增强雏鸡的非特异性免疫力L5j。近年来关于重组 

鸡 Y干扰素的研究非常活跃，国内报道其原核表达 

主要采用的是融合表达lo 或对鸡 Y干扰素全基因进 

行表达的方式，据文献报道用原核载体表达真核基 

因，真核基因中信号肽的存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其表达产物的生物活性L7j。本研究探索使用在 

Y干扰素成熟蛋白基因的两侧 (包括了 3’端的部分 

非编码区)设计引物而扩增所得的基因与非融合性 

表达载体相重组，通过非融合性载体来表达鸡的 Y 

干扰素，试验结果表明重组鸡 丫干扰素表达产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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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的片段连到pMD18一T载体上，把EcoR I和 

r I双酶切鉴定为阳性的菌进行测序，结果与 

GenBank上提供的相同部位基因的同源性为100％。 

把含阳性克隆菌落经 EcoR I和 f I双酶切，回收 

目的条带与经相同的两种酶切过的非融合表达载 

体 pRLC相重组，转化 DH5 a宿主菌，双酶切鉴定 

阳性菌(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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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表达载体的阳性鉴定 

Fig．2 identification of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vector 

1，20000DL DNA marker；2／3，Recombinant expression plasmid digestion 

byECOR Ian d 71I 

2-3 目的蛋白的诱导 

将鉴定为阳性的重组单菌落接入 AMP／LB 液 

体中，30℃活化过夜后按 1：50的稀释比例转接 

AMP／2×YT培养液中，继续在30℃摇床培养3—4h， 

至其对数生长期，迅速转入42℃摇床继续进行诱导 

培养 6h，取不同时间的诱导菌 10 000r／minx30s，收 

集菌体弃上清，加入 2×上样缓冲液后煮沸 3-5min， 

用 15％分离胶的聚丙烯酰胺凝胶屯泳(SDS—PAGE) 

来判定其分子量大小，用中分子量的 Marker作为 

标准，结果发现在诱导 4h的性目的蛋白浓度表达 

量最高。SDS—PAGE电泳在 14．4kDa条带和 31kDa 

之问接近前者的地方有一条粗宽的目的条带。结果 

见 (图 3) 

2．4 目的蛋白的变性与复性 

含重组鸡 Y干扰素的变性液经复性，纯化后， 

用 PEG8000浓缩后经 SDS—PAGE电泳，结果见f图 

4)。 

2．5 表达的目的蛋白生物活性的测定 

对复性后的包涵体蛋白进行复性后，采用病毒 

抑制法测定其抗病毒活性。取 SPF鸡胚的成纤维细 

胞于96孔板上生长24h，待其全部贴壁后，弃去生 

长液每孔加入 10倍倍比稀的复性后的重组鸡 Y干 

扰素 100 ，每个稀释度接 6孔，不加重组鸡 丫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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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重组蛋白诱导 SDS—Page电泳 

Fig．3 SDS—Page gel of the inducted recombined protein 

1，Resuk in the best time(4h，1 5mLinducted bacteria)；2／3，Result of the 

hollow bacteria(4h，15mL inducted bacteria)；4，Middle molecular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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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重组蛋白纯化结果 

Fig．4 result of the purified recombined protein 

1，Purified recombined protein；2，Low molec ular weight marker 

扰素的细胞孔设 6孔 (对照孔)5％CO2培养箱 37℃ 

孵育过夜，加入 100TCID50的 VSV病毒进行攻毒， 

24h后观察可见对照孔完全出现严重病变，而将复 

性后干扰素进行 10 稀释后所加入的细胞孔才有 

20％病变，在其孔中发现水疱性口炎病毒在鸡胚成 

纤维细胞上的典型病变 (图5A)，而对照孔细胞病 

变严重 (图5B)，已看不到典型的病变，在加入高 

于 10 浓度干扰素的细胞孔 ，细胞状态 良好 (图 

5C)。在同等蛋白量的情况下实验组的检测终点与 

标准对照空 (1．0×106U／mg)接近，因此重组鸡干 

扰素的比活性约为 1．0×10。U／rag。 

3 讨论 

改变了过去对鸡 Y干扰素基因开放阅读框的在 

原核生物中的全表达，因为真核生物的开放阅读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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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含有能使蛋白质分泌到细胞外的信号肽，而信号 

肽在协助目的蛋白分泌到细胞外后，信号肽就会任 

高尔基体中与被分泌出来的活性蛋白相分离，因而 

不影响活性蛋白生物活性的发挥。真核生物的信号 

肽基因在原核生物中进行表达时大部分小具有分 

泌功能，且当信号肽与活性蛋白一起被翻译出来 

后，它 能被切除仍然与活性蛋白融合在 一起，从 

而在 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生物活性的正常发挥 

5复性重组鸡的Y干扰素处理的鸡成纤维细胞 

Fig．5 CEF disposed by the recombined chicken gamma interferon 

A，Cell disposed by 10 renatured recombined y interferon；B．Severe CPE in the control；C Cell disposed by over 10’ renatured recombined chicken gamma 

interferon， 

在对含有阳性质粒的DH5 0c菌进行温控诱导处 

理时，我们发现携带有外源片段的细菌较含空载体 

的对照菌要慢，在诱导 4h时把二者各取 1．5mL， 

SDS—PAGE电泳显示对照孔中大肠杆菌表达的自身 

蛋白比含阳性质粒的细菌孔要浓得多 (图3)。出现 

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外源基因的引入给细菌本 

身的生长带来了 一定的负担，所以生长较慢。 

在鸡胚成纤维细胞上测定鸡 Y干扰素的生物学 

活性，不同细胞孔中的细胞的生长状态的差异会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测定结果，生长状态不好的细胞孔 

中在用同样剂量干扰素处理情况下抵抗病毒的能 

力不如生长状态良好的细胞。这可以说明细胞或组 

织乃至动物机体 自身的生理状态对其抵抗外来有 

害物质的侵袭也起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养鸡业向集约化和商品化方向发展，病 

毒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显得尤为重要。而已有报道和 

实验证实干扰素对流感病毒，腺病毒，水泡性r]炎病 

毒等等病毒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动物体内活性蛋白 

的提取量少且提取程序麻烦，成本高。因此在体外通 

过基因工程的方法来大量生产具有生物活性的鸡Y干 

扰素为养鸡业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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