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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Expression of Eu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 of 

VP2·-4·-3 Gene of Very Viru lent 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Vir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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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p2．4．3 gene of very virulent 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virus strain SH95(vvlBDV、was 

double enzyme digested and cloned into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pALTER-MAX by cohesive ends． 

The recombinan t plasmid was identified by enzyme—digestion．which showed  that the gese was cloned 

into pAL TER—MAX vector with right orientation an d in the downstream of CMV promote~To express 

this rec ombinan t eu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Vero cells were transfected with the plasmids mediated  

by Lipofectamine 2000 an d specific proteins was detected in the cells by immuno—fluorescent assay 

of anti—IBDV antibody． 2-day—old chickens were intram uscularly injected with the plasmid 

pALTER-MAX—VP2-4-3．thigh muscles were collected at l week after injection．Protein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t assay with an tibody to IBDV Expression of plasmid pAUrER—M AX—V 

P2—4—3 in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CAM )of ll—day—old chicken embryo was detected bv Dot—ELISA 

with an tibodytoIBDV 

Key words：Very virulent 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virus(VVIBDV)；vp2—4-3 gene；Eu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 Expression an d detec tion 

摘要：将 IBDV 上海超强毒株的多聚蛋 白基因 (vp2．4．3)克隆入真核表达载体 pALTER．MAX，构建成功 

pALTE R．MAX．VP2．4．3真核表达质粒，经纯化后，pALTE R．MAX ．VP2．4．3在 LipofectamieTM 2000介导下转染 Vero 

细胞、11日龄鸡胚的绒毛尿囊膜 (CAM)和肌肉注射 2日龄的雏鸡，1周后，分别提取细胞或组织中的总 DNA 

或总 RNA，用 DIG标记探针均可检测到阳性杂交信号；转染的 Vero细胞飞片和肌肉冰冻切片，进行免疫荧光检 

测均呈现阳性结果；转染的鸡胚 CAM匀浆上清，用兔抗 IBDV超强毒的高免血清，经 Dot—ELISA检测呈现阳性。 

表明转染后基因获得表达，表达的蛋白具有免疫反应性。 

关键词：IBDV超强毒；多聚蛋白 (VP2． 3)基因；真核表达质粒；表达与检测 

中图分类号：585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5152(2004)03—0232—05 

近年来 由于传染性法 氏囊病病毒 (Infectious 

bursal dosease virus，IBDV)超强毒株的出现，使 

得该病的发生和流行出现了新的特点，加重了对养 

鸡业的危害。尽管国内外对经典 IBD的免疫预防已 

取得较大成功，但由于超强毒能突破母源抗体的保 

护，传统的疫苗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因而使 IBD 

的控制成为一个新的难题，亟待解决 】。 

对 IBDV的分子病毒学的研究表明，A片段正 

链主要包括一个大的连续的开放读框 (ORF A1)， 

编码分子量约 1 10kDa，由 1012个氨基酸组成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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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融合蛋白，后加工成为成熟的VP2、VP3和VP4。 

研究认为病毒结构蛋白 VP2是主要的宿主保护性 

抗原蛋白，Jagdish等在 E．coli中成功表达了vp2基 

因，但产生的融合蛋白中的VP2没有经过翻译后修 

饰，缺乏保护性构像依赖性位点，且在 E．coli中易 

形成包涵体，释放出来后，中和性位点被破坏，因 

而无免疫保护性rj J。最近研究发现构建含 IBDV基 

因组 A片段 vp2．4．3基因的痘病毒表达载体，能在 

哺乳动物细胞中高效表达，且能被特异的抗 IBDV 

抗体识别【4l引，推测其在研制 IBDV 疫苗上将具有 

十分广阔的前景。针对目前 IBDV超强毒尚无有效 

疫苗进行控制的实际情况，构建 IBDV超强毒相关 

基因的真核表达质粒并高效表达，对进一步研发 

IBDV免疫制剂不失为有益的尝试。 

1 材料与方法 

1．1 毒株、细胞和质粒 

IBDV 超强毒 SH95由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 

物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分离鉴定【6】；质粒 pGEM．T 

．VP2．4．3由本实验室构建；TG1菌株、Vero细胞株 

由本实验室保存。真核表达载体 pALTER．MAX购 

自Promega公司。 

1．2 主要酶和试剂 

限制性内切酶 I和  ̂ I、T4 DNA连接酶、 

Proteinase K等购自P~omega公司；QIAquick Gel 

Extraction Kit购 自 Qiagen公司；UNIQ．10 spin 

column plasmid DNA Minipreps Ki t SK19 1、 DNA 

size marker(EcoR I和Hind III消化 DNA)、X．gal、 

uP1rG、低熔点琼脂糖购 自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MEM培养基、胰蛋白酶购自Gibco公司； 

犊牛血清购自杭州四季青生物工程公司；Lipofecta． 

IT1ieⅢ 2000、Trizol Reagent购自Invitrogen公司； 

HRP标记的 SPA购自上海科欣生物技术研究所； 

羊抗兔兀TC标记抗体购自上海华美生物工程公司； 

兔抗 IBDV高免血清，琼扩效价为 l：64，由本实验 

室自制，其余均为进口或国产分析纯。 

1．3 pALTER．MAX．VP2．4．3真核表达质粒的构建 

将含有质粒 pGEM．T-VP2．4．3的菌株接种含 

Amp的 LB 培养基，37℃剧烈振摇培养过夜。按 

UNIQ-1 0 spin column plasmid DNA Minipreps Kit 

SK191使用说明书抽提质粒，用 Xba I和 Mlu 1分别 

酶切质粒 pGEM．T-VP2．4．3和 pALTER．MAX ，酶切 

条件按产品说明书进行。酶切产物经 1％琼脂糖凝 

胶电泳，割胶回收，并定量。经 Mlu I和 Xba I双 

酶切后的 pAL TER．MAX 载体和 vp2．4．3基因，用 

T4DNAligase于 15℃连接 10h后，反应物全量转化 

TG1感受态细胞，在含有氯霉素的 LB琼脂平板上 

涂布，37℃培养过夜。挑取菌落应用 PCR和酶切进 

行进一步的鉴定。 

1．4 转染级高纯度真核表达质粒的制备 

通过碱裂解法和聚乙二醇沉淀法 提纯真核表 

达质粒 pAL TER．MAX ．VP2．4．3，再用 1％琼脂糖凝 

胶电泳进一步浓缩、纯化并进行定量。 

1．5 脂质体介导 pALTER．MAX ．VP2．4．3转染细胞 

操作按LipofectamieTM 2000产品使用说明书进 

行，略加改进。具体过程为：应用 5O 不含血清 

的MEM培养基稀释 1 真核表达质粒 pAL TER． 

MAX ．VP2．4．3，轻轻混匀；用 49 不含血清的 

MEM培养基稀释 10-L LipofectamieTM 2000， 轻轻 

混匀后室温下孵育 5min；将上述真核表达质粒和 

LipofectamieTM 2000两种稀释液混合，轻轻混匀后 

室温下孵育 20min，以便形成 DNA．LipofectamieTM 

2000复合物；将 DNA．LipofectamieTM 2000复合物 

100BL加入到 95％长满单层 Vero细胞 (约 2X 10 

个细胞)的 24孔板上(此前，用 2mL不含血清的 

MEM 培养基洗涤 Vero细胞)，轻轻混匀；将 24孔 

板置 37~C，5％ CO2培养箱中培养 6h后，加 2mL 

含5％犊牛血清的 1640培养基继续培养，再培养 24h 

后，将细胞转入到带有飞片的小孔中培养，定时检 

测蛋白表达情况。检测方法为：取出飞片用冷丙酮 

固定 5min；以兔抗 IBDV 血清为一抗，37℃孵育 

lh，PBS洗涤。以异硫氰酸荧光素 (Fluorescein iso． 

cyana~，F1TC)标记的山羊抗兔 IgG为二抗染色， 

37℃，30min，用PBS洗涤后进行免疫荧光检测。 

1．6 脂质体介导 pAL TER．MAX ．VP2．4．3转染 2日 

龄鸡的肌肉组织 

将 DNA．LipofectamieTM 2000复合物用 4号注 

射针头注射入 2日龄非免疫健康鸡腿部肌肉，注射 

后 7d扑杀鸡，取注射部位肌肉，制备 41xm厚度的 

冰冻切片，用冷丙酮固定 5min，同上采用免疫荧光 

技术检测蛋白在肌肉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1．7 脂质体介导 pAL TER．MAX ．VP2．4．3转染鸡胚 

选用 11日龄 SPF鸡胚，制作人工气室。将 

pALTER．MAX．VP2．4．3与 LipofectamieTM 2000的 

复合物 100~tI_,直接接种于人工气室的绒毛尿囊膜 

上，37℃继续孵化，每隔 12h，取 CAM，以0．01mol／L 

的 PBS(pH7．4)匀浆，冻融 3次后，低速离心， 

取上清用于进一步检测。将上述样品 1O 点样于 

硝酸纤维素膜 (Opfitran BA．S 83)上，自然晾干， 

用含 1％BSA的P S于 37"C封闭 1 h。加兔抗IB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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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1：500稀释 )于 37℃温育 lh 用 PBST洗 

涤缓冲液洗涤三次．每次 5min。加 HRP标记的 SPA 

(1：45稀释 )于 37℃温育 60min。用 PBST洗涤 

缓冲液洗涤三次．每次 5min 加新配制的底物缓冲 

液 (DAB)和 20011 H2o2，37"C温育 10mim。用双 

蒸水冲洗，终止反应，记录结果。 

I．8 转染细胞中DNA和 RNA的检测 

转染细胞总 DNA或 RNA的提取、点膜、预杂 

交及杂交均采用常规方法进行，所用探针为 DIG- 

labled DNA探针 (25ngtmL，由本实验室研制 ) 

2 结 果 

2．1 真核表达质粒 pALTER．MAX—VP2—4—3的构建 

pALTER．MAX 载体 (物理 图谱见 图 1)和 

pGEM—T_vP2—4-3分别经 MluI和 XbaI取酶切 (图 

2)、T4 DNA ligase连接、转化TG1后，获得大量 

的具氯霉素抗性的重组菌落，挑取其中 8个菌落接 

种 LB培养基，37℃摇培过夜，提取质粒．经 PCR 

和酶切 (图 3)鉴定表明．获得了阳性克隆 

j锃 
l_4 

圄 l pALTER—MAX真核表达载体的物理图谱 

Fig．1 pALTER-MAX map sequence reference points 

bp 

3530 

2027 

3050 
15 

b玎 

8575 
5525 

图3 p．M~TER-MAX·VP2· 3双酶切电泳图谱 

Fig．3 pALTER·MAX-VP2-4—3 digested with Mfu I and Xba 1 

1．Marker；2．Plimmid digested with Mtu I：3．Ptasndd digested with Mtu I 

andXbaI：4，pALTER—M／d(一VP2-4-3 plasmid 

2．2 转染细胞的 DNA或 RNA中转染基因的检测 

应用核酸探针与从转染的 Veto细胞中提取的 

DNA或 RNA杂交均呈现阳性反应 

2．3 免疫荧光检测 Vero细胞中的表达产物 

应用腊质体介导法将重组表达产物 pAL TER． 

MAX ．VP2．4．3转染入 Vera细胞，待转染细胞在飞 

片上长成单层后，用免疫荧光法检测．可以见到在 

Vero细胞中有黄绿色的荧光 (图 4A 中如箭头所 

示 )，而未转染的细胞对照染色则呈阴性 (图 4B)。 

这一结果表明，所构建的IBDV的 VP2一 3基因的 

真核表达质粒可 在异源启动子控制 下在 Veto细 

胞中表达。同样，应用脂质体介导法将表达质粒 

pAL TER．MAX．B转染入Vero细胞，亦能获得特异 

性表达 (另文发表) 

圈4 vp2-4．3基因转染Vero细胞后的免瘦荧光检测 

Fig．4 Expression of vp2·4_j gene after transfection in Veto 

cell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l assay 

A Transfected Ⅷ  cell：B．Meck-transfectetlVetocell 

2．4免疫荧光检测肌肉组织中的表达产物 

圈2 pGEM一 VP2— 3双酶切电潍图谱 pAL TE R—MAX  VP2-4．3注射 7d后，取肌肉冰 

Fig．2 PGEM-T-VP2-4—3 digested xx,ithenzyme 冻切片．用免疫荧光检测可见呈片状分布的黄色荧 

I，,Market：2，poEM—T-VP2~I-3 digestedwilhMlui andXbaI 光(图 5A)，而未注射的对照显示阴性结果(图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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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构建的 1BDV的VP2-4．3基因的真核表达质粒 

可以在异源启动子控制下在肌肉组织中表达 

I { 

I I 【 

图5 pALTER—MAX—vP243注入鸡腿肌后的蛋白表达的 

免疫荧光检捌 

Fig．5 Expression of pALTER—MAX·VP2—4-3 in tllIgh n111$c— 

les。f 2-day-old chicken detected 

A  Expression of pLasmid pALTER-MAX-VP2-4·3 itt thigh mu f (the 

armws show the protei~ expression)；B The control staining without 

ection of plasmid pALTER—MAX—VP2-4—3． 

2．5 Dot—ELISA检测鸡胚中的表达产物 

脂质体介导 pALTER MAX—VP2—4_3转染鸡胚 

CAM 后，每隔 12h，取 CAM，以 0．01mol／L的 PBS 

(pH7．4)匀浆，冻融 3次后，低速离心，取上清 

用抗 IBDV血清进行 Dot—ELISA检测，发现在转染 

后 7d出现特异性阳性斑点 (图 6)，而用于对照的 

正常鸡胚 CAM 的Dot—ELISA反应则呈阴性。 

圈6 pALTER—MAX—VP2~I-3转染后在鸡胚CAM上的表达 

Fig．6 Expression of plasmid pALTER-MAX—VP2—4_3 in CAM 

of ll-day-old chicken embryo 

1pM3／4／5 samples from 5 dif D c chicken embr]o 

3 讨论 

VP2和 VP3是 IBDV的主要结构蛋白，构成病 

毒的衣壳 。VP2构成病毒衣壳的外表面，含有血 

清型特异性的、能诱导中和抗体产生的构象依赖性 

抗原决定簇，是 IBDV主要的宿主保护性抗曝蛋白； 

VP3构成病毒衣壳的内表面．含有群特异性的抗原 

决定簇，诱导的抗体只有很微弱的病毒中和能力。 

许多实验也已经证明，vP2诱导产生的中和抗体， 

能保护雏鸡抵抗 IBDV 的感染no ”。但是完整的 

IBDV免疫保护作用还取决于 VP2构象依赖性抗原 

表位的中和抗体的产生 纯化的 VP2蛋白和 VP2 

基因工程重组活疫苗，其产生的保护作用不如全病 

毒灭活疫苗的免疫效果[51便说明了这一点。而表达 

多聚蛋白VP2-4—3基因可正确剪切成为具有天然构 

型的 VP2蛋白，因此，尽管 vP2基因和多聚蛋 白 

VP2-4 3基因均可作为 DNA疫苗的候选基因，但多 

聚蛋白基因可能更适合作为IBDV免疫制剂的候选 

基 因 

同时，最近的研究发现，病毒颗粒的形成需 

要 VP3参与，才能进行正确的弯曲和形态的发生 

” 当vP2基因单独表达时，形成弱螺旋对称的管 

状结构；但在各种杆状病毒系统中表达完整的多聚 

蛋白时．VP2则形成非常规则的螺旋管，或者中间 

管状结构，即一端具有帽状结构的带帽纤维管，VP3 

则仅限于小管的帽子结构中 J。这些发现都表明， 

VP3在病毒颗粒形成时起到稳定的作用，为 IBDV 

衣壳正确装配和形态发生所必需。因此 ，VP2-4．3 

基因的全序列表达可能更有利于 VP2构象性抗原 

表位的暴露，从而可以达到更好的免疫效果。因而 

进一步表明多聚蛋白基因可能更适合作为 IBDV免 

疫制剂的候选基因。 

抗 原基因和真 核表 达载体 的类 型直接影响 

DNA疫苗的免疫原性。因此，在进行 DNA疫苗研 

究的过程中，除了所选择的抗原基因必须是宿主的 

主要保护性抗原基因或能诱导免疫应答的某些抗 

原表位外，所选择的真核表达载体必须携带较强启 

动子和增强子，另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内含子序列、 

翻译起始序列、转录终止序列等调控元件的作用． 

从而增强外源基因在活体内的表达效率 

本实验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应用真核表达载体 

pALTER—MAX 构建成功 VP2．4—3真核表达质粒， 

实现了lBDv上海超强毒株的vP2_4．3基因在 Vem 

细胞、肌肉组织和鸡胚的绒毛尿囊膜中进行了成功 

表达，产物能被抗 IBDV抗体特异识别。该工作为 

研究针对 IBDV超强毒的 DNA疫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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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图和表格 

3．5．1 图片 (照片)一式 2份，至少 1份是原件。文稿中先见文，后见图，不要集中在文后，图下须标出中英文图题和图注。 

照片要求清晰匀称，反差适中，没有折痕，图内文字和单位标记要清楚。凡高倍放大后的图片(如电镜照片)不宜用放大倍数 

(x)表示，而应在图中用长度标尺标注。 

3．5．2 表格请用三线表，不要竖线和斜线 ， 中英文表题和说明要简单明了，置于表格上方，表内凡有中文内容均需英文注 

释 。 

4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4．1 本刊参考文献采用顺序编码制，作者应在正文的引用处右上角用【】注明引用文献序号，序号以文中出现先后编排。 

4．2 参考文献的内容按【序号 顷序集中附在文末。 

4．3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的约定 

英文文献作者：姓氏列前 (首字母大写 )，名缩写以大写字母列后，中间无任何标点 (如 AllanGM，请注意原引文献 

姓和名的顺序)，作者之间用‘，’隔开，限列 3名，第 4名之后的作者用‘elal’表示，但‘elal’前应有 3位作者。 

汉语文献作者：按中文习惯撰写，作者间用“，”隔开，限列 3名，第 4名之后的作者用“等”表示，但‘等’前应有 3位作 

者。 各种文献书写格式如下 (请注意使用正确的标点符号)。 

期刊：作者 1，作者 2，作者 3，等 (或 ela1)．题名【J】．刊名，年，卷：起一止页． 

图书：作者．书名【M】．版次 (初版不写)，出版地：出版者，年．起一止页． 

论文集：作者．题名【A】．论文集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次． 

专利文献：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 日期． 

学位论文：作者．题名【D】．地点：学位授予单位，出版年． 

数据库：责任者．联机网上数据库[DB／OLI．网址 ／引用日期． 

请注意在题名或书名后添加文献类型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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