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鳜传染性脾肾坏死病毒主要衣壳蛋白基因的原核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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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Major Capsid Protein Gene of Infectious Spleen and Kidney 

Necrosis Virus of Siniperca chuatsi in Prokary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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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jiang Ocean UniversiO,Zhanjiang 524025，China) 

Abstract：A pair of primers wa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of ISKNV mcp gene，and a DNA 

fragment about 1 400bp was amplified by PCR using the designed primers．The amplified product was 

cloned into the pGEM—T Easy Vector．Amino acid hydrophilic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amino acids 

residue between 1 50 and 250 contained a high hydrophilic region，which is possiblely a trans—membrane 

region and the main epitope of MCR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M CP recombinant expression bacteria，the 

，”cp gene was modified by introducing EcoR I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sites at both 5’and 3’ends 

and cloned into E．coli expression vector pBV220．After temperature induction and SDS—PAGE analysis， 

a protein of about 50 kDa in molecular weight was detected．Th e proportion of expressed MCP in total 

bacterial protein was about 23％．Two New Zealand rabbits were immunized by purified recombinant 

M CP to produce anti—serum．Westernblotting showed the recombinant M cp had some epitopes of the 

native ISKNV MCR 

Key words：Infectious spleen and kidney necrosis virus(ISKNV)；Major capsid protein；Prokaryotic 

expression；W estern blotting 

摘要：根据鳜鱼传染性脾肾坏死病毒(Infectious spleen and kidney necrosis virus，ISKNV)丰要衣壳蚩白 (Major 

Capsid protein，MCP)-~N(mcp)宁列设计引物，PCR扩增得到一长约 1400bp的 DNA片段，将其克隆到 pGEM—T 

Easy Vector。氦基酸亲水性分析表明，在 150—250位氯基酸之间亲水性很高，可构成主要抗原决定簇及形成跨膜 

。 
印 NN_e~PCR改造后兜降 原核表达裁体 pBV220，构建表达 MCP的大肠杆菌基因工程菌，该j二程菌经 

42。C诱导，SDS—PAGE柃测， 约 50kDa处_仃 一特异蛋白带 

亡1免疫新西兰大白兔制备抗血清，Western—blotting分忻显示 

合，说明表达产物具有与 ISKNV MCP相似的抗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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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约为菌体总蛋白的23％。用纯化和复性后的 

蕈组 MCP制备的抗血清能与 ISKNV MCP特异结 

原核表达；免疫印迹 

文章编号：1003—5152(2004)02—0137—04 

1994年以来，广东省鳜 (Siniperca chuatsi)养 

殖主产区，每年在 5．10月份大规模暴发一种流行性 

疾病，致使养殖鳜大量死亡，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
。 目前，该病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鳜鱼养殖基地仍 

有上升趋势，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数亿元。吴 

淑勤等 率先从患病鳜鱼中发现了直径为 150nm的 

球型病毒，认为是鳜鱼暴发性传染病的主要病原， 

并将其命名为鳜鱼病毒 (Siniperca chuatsi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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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V)。随后何建国等 J通过回归感染证明该病毒的 

病原性，认为可能是一种虹彩病毒，并对其感染的 

组织范围进行了研究，发现脾肾是其主要感染器 

官，导致脾肾坏死，因此暂命名为传染性脾 肾坏死 

病毒(Infectious spleen and kidney necrosis virus， 

ISKNV)，2001年他们还测出了ISKNV的全基因序 

列_4 J。张奇亚_5】、方勤等【6】也相继从病鳜组织中分离 

到病毒，从而进一步确认几年来引起广东省养殖鳜 

鱼大规模死亡的主要原因为病毒感染所致。邓敏等 

还利用 PCR 扩增虹彩病毒核苷酸还原酶的方法进 
一 步证明ISKNV为虹彩病毒 J。 

目前用于预防鱼类病毒病的疫苗主要有：灭活 

疫苗 (包括细胞灭活疫苗和组织浆灭活疫苗)，活 

疫苗和基因工程疫苗。由于鳜 ISKNV 病至今还没 

有有效的控制措施，其敏感细胞系也还没成功建 

立，研制基因工程疫苗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新 

的思路。本实验克隆了ISKNV mcp基因，构建了原 

核表达工程菌，获得了重组 MCP，并制备了有免疫 

活性的抗血清，为研制 ISKNV 的基因工程亚单位 

疫苗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患 ISKNV 病鳜鱼取自广东省新会市，新两兰 

大白兔购 白广东省医学实验动物中心。大肠杆菌 

DH5 Q及原核表达质粒 pBV220 由本室保存。 

pGEM—T Easy Vector为 Promega公司产品。限制性 

内切酶、T4 DNA 连接酶及其他主要试剂购 自 

Promega公 司或 华 美生 物工 程 公 司 。羊 抗 兔 

IgG—HRP为鼎国生物工程公司产品。 

1．2 ISKNV 基因组 DNA的提取 

根据邓敏等【7】的方法：取患ISKNV病鳜鱼的脾 

肾组织，按 1：lO(w／v)加入 PBS(pH7．2)，冰浴中匀浆 

后，3000ffmin室温离心 10min，取上清，分别用酚、 

酚／氯仿／异戊醇、氯仿／异戊醇抽提 一次，乙醇沉淀 

后用无菌水溶解，存于一2O℃。 

l_3 引物设计与 PCR扩增 

根据 ISKNV mcp基因序列设计引物：Pl：5’ 

ATG TCT GCA ATC TCA GGT 3’ P2： 5’TTA 

CAG GAT AGG GAA GCC TG 3’。以提取的 

ISKNV基因组 DNA为模板，Pl、P2为引物，用 

Taq DNA聚合酶进行 PCR扩增，反应条件为：94 

℃预变性 2min，然后 94~C30s，58。C45s，72~C2min， 

25个循环后，72℃延伸 7min。 

1．4 基因克隆与序列分析 

PCR产物经DNA Gel Extraction Kit纯化后，与 

pGEM—T Easy Vector用T4 DNA连接酶连接过夜。转 

化大肠杆菌DH5 a，蓝白斑筛选重组子。重组质粒用 

EcoR I酶切鉴定，具体方法见文献 J， DNA测序在 

ABI PRISM TM377全自动荧光测序仪上进行，用DNA 

分析软件 Vector NTI Suite 6．0分析测序结果。 

1．5 ISKNV mcp基因原核表达质粒的构建 

用 PCR方法在 mcp基因两端分别加上 EcoR I 

酶切位点，用EcoR 1分别酶切载体 pBV220和改造 

过的mcp基因，载体去磷酸化处理后，和 mcp基因 

用 T4 DNA连接酶连接过夜，转化大肠杆菌 DH5 

a，碱裂解法提质粒，用 EcoR I和Sal I酶切鉴定， 

寻找外源基因正向插入的重组子。 

1．6 ISKNV．．mcp的原核表达及重组蛋白的处理 

将含重组质粒的菌株于氨苄青霉素 LB培养基 

中30。C培养过夜，按 1：50扩大培养至OD6oo为0．4～ 

0．6h，立即升温至 42℃，诱导表达 4h，离心收集 

细菌，SDS—PAGE检测蛋白的表达，凝胶薄层扫描 

测定表达蛋白含量。超声波破菌，离心收集包涵体， 

经 2mol／L脲素洗涤 3次，用 8mol／L脲素、50mmol／L 

riffs—C1(pH8．5)溶解，脲素、riffs—C1、甘油缓冲液中 

透析复性。 

1．7 抗血清的制备 

将重组蛋白与等体积弗氏佐剂 (第一次用完全 

佐剂，以后用不完全佐剂)混合充分乳化，皮下多 

点注射新西兰大白兔，初次免疫 28d后加强免疫一 

次，以后每隔 7d加强一次，加强免疫 4次之后颈 

动脉采血制备抗血清。 

1．8 免疫印迹分析 

将重组MCP和健康及患ISKNV病鳜鱼的脾肾 

组织的上清液进行 SDS—PAGE，凝胶电转移至硝酸 

纤维素膜，50g／L的脱脂奶粉 37~C封闭 lh，加入上 

述制备的兔抗 Mcp抗血清，4~C孵育 2h，洗涤后加 

羊抗兔 IgG—HRP 37~C孵育 lh，用 3，3一二氨基联苯 

胺 显色 。 

2 结果 

2．1 mcp基因的克隆及序列分析 

以粗制的ISKNV基因组DNA为模板进行PCR 

扩增，得到一约 1400bp的特异带，其分子大小与 

预期结果一致。PCR 产物纯化后克隆至 pGEM—T 

Egsy vector，筛选后得到 5个重组子，对其中2个 

重组子进行序列测定，结果表明所克陛的片段为 

ISKNV mcp基因，与He等l4】发表的ISKNV mcp基 

因序列同源性为 99．9％，仅有两个碱基的差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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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氨基酸序列也有两个氨基酸的差异，用氦基酸 

亲水性分析软件 TMpred对氨基酸序列分析表明， 

在 l504250位氨基酸之间亲水性，艮高，可构成主 

要抗原决定簇及形成跨膜区。 

2．2 ISKNV mcp基因原核表达质粒的构建 

对克隆到的 ISKNV mcp基因进行改造，在基 

因两端分别加上 EcoR I酶切位点，构建重组质粒。 

用EcoR I和Sal I酶切鉴定mcp基因正向插入的重 

组质粒并将该质粒命名为 pBVMcp(图 1)。 

M l l 2 3 4 M2 

图 l 重组表达载体酶切鉴定 谱 

Fig．1 Mapping analysis of the expression vector 

M 1 Lambda DNA／Hind III Markers；1，pBVMcp／Sal I insert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2．pBV220／EcoR I：3．pBVMcp／E~ oR I insert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4．I：'CR products of Mcp gene；M2．200bp DNA Marker 

2．3 mcp基因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及表达产物的 

纯化 

诱导后的重组菌经 SDS—PAGE检测，结果表明 

在约 50kDa处有一条特异蛋白带 (图 2)，与推算的 

MCP分子量一致。凝胶薄层扫描显示，重组蛋白约 

占菌体总蛋白的23％。将诱导后的重组菌超声波破 

碎，离心，收集包涵体，包涵体经洗涤、溶解、复 

性后，凝胶薄层扫描显示重组蛋白的纯度约为 

78％。 

2．4 重组蛋白的免疫原性分析 

Western—blotting显示抗MCP抗血清可以和病灶 

组织中的ISKNV MCP反应，表明用重组 MCP可以 

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抗 ISKNV MCP抗体，表达产 

物具有与ISKNV MCP相似的抗原特性(图3)。 

3 讨论 

本实验克隆的 mcp基因与He等_4 发表的序列 

仅有两个碱基的差异，同源性为 99．9％，说明_二者 

来源于同一种病毒，可能是由于不同的毒株之间存 

在微小的差异，运用TMpred软件分析表明，两个 

图 2 SDS—PAGE检测表达产物 

Fig．2 SDS—PAGE analysis of the expression products 

1，DH5Ⅱ(pBV220)before induced；2，DH5Ⅱ(pBVMcp)before induced；3， 

DH5Ⅱ(pBV220)induced for 4h；4，DH5Ⅱ(pBVMcp)induced for 4h；5， 

Inclusion body of DH5Ⅱ(pBVMcp)induced for 4h；M，LMW protein 

marker 

图 3 重组 MCP的Western—blotting检测 

Fig．3 Western—blot analysis of recombinant MCP 

M ，protein marker；1，Recombinant Mcp；2-4，The spleen and kidney of 

healthy Siniperca chuatsi；5，The spleen an d kidney of diseased Siniperca 

chuatsf 

氨基酸的改变对该蛋白的亲水性影响不大。ISKNV 

mcp基因长 1362 bp，大小适中，还含有大肠杆菌的 

强终止子 TAA，能有效避免翻译时的通读，在我们 

的结果中重组蛋 白的表达量高达菌体总蛋 白的 

23％，说明它适合在大肠杆菌表达系统中表达。大 

肠杆菌表达系统具有诱导方法简单、快速、节省费 

用的优点，适合较大规模生产。 

MCP是病毒粒子的主要结构蛋白，虹彩病毒 

MCP 占病毒粒子可溶性蛋白的 90％，构成病毒的 

二十面体衣壳【 。邓敏将 ISKNV MCP与其它 19种 

病毒(其中包括 17种虹彩病毒)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 

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ISKNV与其它虹彩病毒的 

MCP氨基酸具有较高的同源性，其氨基酸的一致性 

介于 39．0％～50．9％；运用 Protean软件对 ISKNV 

a 4  2  0  0  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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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的分析结果表明，ISKNV MCP的抗原区人多 

亲水，并且表现高度的柔性，大部分保守区(除靠近 

C端的 2个以外)位于疏水区，其二级结构以B一折 

叠为主Il川。翁敏召在台湾家畜 生实验所 1991年 

的学术研讨会上报道，对石斑鱼虹彩病毒 (grouper 

iridovirus)的编码蛋白以软件进行氨基酸序列分析， 

预测的抗原决定位主要位于亲水性的氨基酸区域。 

Chinchar等Il 用免疫荧光的方法对蛙病毒一3型(frog 

virus 3，FV3)的蛋白定位研究表明，该病毒的 MCP 

位 J 病毒装配位点内；Nakajima等Ill 2l对真鲷虹彩病 

毒(red sea bream iridovirus，RSIV)、Qin等H H 对新 

加坡石斑鱼虹彩病毒 (Singapore grouper Iridovirus， 

SGIV)的抗原特性研究表明，虹彩病毒的抗原相关 

蛋白 要位于病毒粒子表面和病毒装配位点内。以 

研究说明 ISKNV MCP可能是一个较好的候选 

抗原，而且由于其序列相对保守，可有效避免免疫 

逃避 问题。 

目前对于 ISKNV 的功能基因研究还不多，大 

多集中在主要衣壳蛋白基因和胞嘧啶 5一甲基转移 

酶基因等，目的用以研究虹彩病毒的分类地位。本 

实验根据克隆得到的 ISKNV mcp基因，进行了原 

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并成功表达，制备的抗血清具有 

与 ISKNV MCP反应的免疫学活性，为 ISKNV 基 

因工程亚单位疫苗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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