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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x protein is one of the classes of antiviral proteins induced bv t、，pe I interferons(IFN)．A 

full—length cDNA of mandarinfish(Siniperca chuatsi)Mx gene was obtained using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and RACE(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amplification of total RNA extracted from liver of a mandarinfish which Was infected 

with Infectious spleen and kidney necrosis virus(ISKNV)(GenBank accession No．AY392097)．The 

result of sequence an 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2．4kb man darinfish M x cDNA contains an open reading 

fram e(ORF)of l 88 l nt encoding a 627 amino acid protein whose deduced protein molecular weight is 

7 1．5kDa．Th e alignment of the ded uced man darinfish M x protein amino acid sequence witl1 tl1at of other 

species shows that the M x protein of mandarinfish contains a triparitite guan osine．5'-triphosphate 

(GTP)一binding motif(GXXXSGKSfI',DXXG T／NKXD)，a signature of the dynamin family(LPRGS／ 

KGIVTR)，and a highly conserved leucine zipper motif in the C·terminal region of the protein，which 

are conserved in all N—induced M x proteins of vertebrates． 

Key words：Siniperca chuatsi； Mx protein； RACE；Full—length cDNA； Sequence an alysis 

摘要：Mx蛋白是一类由 I型干扰素诱导表达的抗病毒蛋白。本研究以感染了鳜传染性脾肾坏死病毒 (Infectious 

spleen and kidney necrosis virus，ISKNV)的鳜鱼为材料，提取肝脏总RNA，通过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 

扩增出Mx蛋白基因的核心片段序列，再应用 3’和 5’快速扩增 cDNA末端 (RACE)方法 PCR扩增 Mx蛋白cDNA 

末端，最终获得鳜鱼 Mx蛋白cDNA序列 (GenBank登陆号：AY392097)。序列分析表明：鳜鱼 Mx蛋白cDNA 

含有 2391bp，其中编码区长 1881bp，编码 627个氨基酸残基，推测蛋白质分子量大小为 7．15kDa。鳜鱼 Mx蛋白 

具有脊椎动物 Mx蛋白共有的结构特征：一个三联体 GTP结合区域 (GXXXSGKSfI"、DXXG、T／NKXD)；一个 

发动蛋白家族的典型结构特征序列 (U Gs／l(G1VTR)；以及 C端高度保守的 Leu拉链结构域。鳜鱼 Mx蛋白全 

基因的获得为下一步研究鱼类 Mx蛋白的抗病毒活性、作用机制，以及干扰素的检测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鳜鱼；Mx蛋白；RA CE；全长 cDNA：序列分析 

中图分类号：$85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52(2004)03．0271．05 

Mx(Myxovirus resistance)蛋白是一类由I型 

干扰素 (IFN)诱导表达的抗病毒蛋白，当机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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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受到病毒感染时，能与其它干扰素诱导的蛋白 
一

起形成体内抗病毒感染的防线，以达到抗病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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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Il】。现有的研究表明，Mx蛋白具有特异的抗 

病毒活性，如小鼠Mxl蛋白证明能抑制正粘流感病 

毒 、Dhori病毒 、Thogoto病毒 及Batken病毒 

的复制；小鼠 Mx2、大鼠 Mx2蛋白能抑制棒状疱 

疹性口炎病毒的复制【5 】；人 MxA蛋白能抑制麻疹 

副粘病毒 I9】、棒状疱疹性口炎病毒、Bunya病毒、 

白蛉病毒、汉坦病毒fl刚、3型腺病毒 IllJ的复制；鸡 

Mx蛋白也发现具有抗流感病毒和疱疹性口炎病毒 

(vsv)[121活性。鱼类 Mx蛋白的研究还较少，研究 

表明其具有 Mx蛋白家族的共同特征，然而，现有 

的研究还没有发现其具有抗病毒活性Il 31H】。 

在鱼类 Mx蛋白基因研究中，1989年，Staeheil 

等首次检测到鱼类 Mx基因以来，目前已在虹鳟 

(Oncorhynchus mykiss)̈ lj'DJ、大西洋鲑 (Salmo salar) 
¨圳

、 褐牙 鲆 (Paralichthys olivaceus) ，J、庸鲽 

(Hippoglossus hippoglossus)、斑马鱼 (Danio rerio)、 

红鳍东方鲍 (Takifugu rubripes)̈ 、鲫鱼 (Carassius 

auratus)、斑点又尾鲴 (1ctalurus punctatus)[191克隆得 

到 Mx蛋白全长 cDNA；然而国内研究很少，目前 

仅见张义兵等对鲫鱼Mx3蛋白进行了少量报道L2⋯， 

以及本实验室对草鱼 Mx蛋白的一些研 J。 

干扰素是机体非特异性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 

检测干扰素的表达对研究机体非特异性免疫有着 

重要的作用I2引，然而，鱼类干扰素的直接检测至今 

仍无有效的方法。鱼类 Mx蛋白因其表达量大f2 、 

半衰期长、没有反馈抑制且容易检测，可以间接地 

作为干扰素 (IFN)产生的有效标识I24】。本研究对 

鳜鱼 Mx蛋白cDNA进行了克隆及序列分析，为下 
一

步鳜鱼 Mx蛋白的抗病毒活性研究，以及干扰素 

的检测奠定了基础。 

1．3 ltrI PCR 

以鳜鱼肝脏总 RNA为模板进行 RT-PCR。按试 

剂盒方法反转录合成鳜鱼 Mx蛋白cDNA第一链； 

另外根据已知鱼类 Mx蛋白基因序列，在包含 GTP 

结合区域和发动蛋白家族典型结构特征序列的较 

保守区域 (核心区域)设计核心片段引物，正向引 

物 P1为：5’TATGAGGAGAAGGTGCGTCCCTGCA 

TCGACCT-3’；反向引物 P2为 5’CCCCTGCACCTG 

ACG(T)ATCATGTAGC．3’。以cDNA第一链为模板 

进行 PCR扩增，产物克隆入 T载体，经酶切鉴定后， 

测定序列。 

1．4 5’&3’RACE 

根据核心片段序列及试剂盒要求设计 5’RACE 

反转录引物(RTprimer)：5'-P．GCTrATCITrCCG．3’ 

和两对巢式引物(1st S1、1stA1、2nd S2、2ndA2)1st 

S1：5'-GCCGTGATTGGAGACCAAAGC-3’；lst A1： 

5’．CGATAGCAGGCAGAGCCAAGT-3’：2nd S2：5’． 

TGGCTCTGCCAAGAGGAAGr-3’：2nd A2：5’．CA 

GAGCCAAGTCCTTCTCCAC一3’：3’RA CE上游引 

物 P3：5’．C rCA( CTGGTGGTTGTTC一3’， 同时 

2nd S2也用作 3’RA CE的上游引物，下游引物用试 

剂盒引物。5’RA CE根据试剂盒方法 PCR扩增，产 

物经纯化后，直接测序：3’RA CE应用半巢式 PCR 

扩增，产物经克隆、酶切鉴定后，测定序列。 

1．5 序列测定和分析 

使用 ABI PRISMTM 377全自动荧光测序仪进 

行序列测定。在 NCBI网站中收集鱼类、哺乳类、 

鸟类的 Mx蛋白基因序列，同源性比较用 BLAST 

程序以及 DNA分析软件 Vector NTI suite 6．0进行， 

序列分析用 Vector NTI suite 6．0软件完成。 

1 材料与方法 2 结果 

1．1 材料 

实 验 用 感 染 了 鳜 传 染 性 脾 肾 坏 死 病 毒 

(ISKNV)的鳜鱼肝脏组织 由本所鱼病研究室提 

供，RT-PCR、RA CE所用试剂盒 TaKaRa RNA LA 

PCR Kit(AMV)Ver1．1、TaKaRa 5’＆3'-Full RA CE 

core kit为宝生物工程 (大连 )有限公司产 品； 

pGEM．T Easy Vector系统、总 RNA提取试剂盒 SV 

T0tal RNA Isolacion System为 Promega公司产品； 

PCR 有关试剂及限制性内切酶购自华美生物工程 

公司等。PCR 引物均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公司合 

成。大肠杆菌 DH5~t由本室保存。 

1．2 肝脏总 RNA的提取 

按试剂盒方法提取鳜鱼肝脏总 RNA。 

2．1 RNA提取 

将提取的鳜鱼肝脏总 RNA 进行电泳检测，电 

泳显示 28S、18S rRNA条带清晰，浓度比约为 2： 

1(图未显示)，说明提取的 RNA 完整性良好，符 

合 RA CE扩增的要求。 

2．2 RT-PCR扩增结果 

应用 P1和 P2引物 PCR扩增，电泳结果显示， 

在约 700bp处有一明显的目的带，与预期的鳜鱼 

Mx蛋白cDNA核心片段大小相符 (图 1)。测序结 

果得到一个 713bp的序列，该序列包含了Mx蛋白 

GTP结合区域和发动蛋白家族典型结构特征序列， 

是预期的Mx蛋白cDNA核心片段序列。 

2．3 5’＆3’RACE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74 中 国 病 毒 学 第 l9卷 

明：鱼类 Mx蛋白在氨基酸水平的同源性平均在 

75％左右，是一种比较保守的蛋白，尤其是在蛋白 

的两个功能区域 (N端的调节区域和 c端的效应区 

域)保守性较高：已知鱼类 Mx蛋白的 GTP结台位 

点序列完全相同，发动蛋白家族特征序列仅有一个 

氯基酸残基不同；而亮氨酸拉链结构也只有两个氨 

基酸残基存在差异。 

表 1 鱼类Ivlx蛋白氨基酸序列的同性比较 (％) 
Table l ComparisonofMx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se

—

veral
—

fish 

1MandadnMx 

2 Raiabow t．Mxl 

3 Raiabow t．M x2 

4 Rainbow t．M x3 

5AtLantic sMx1 

6Anan c sMx2 

7Atlaafic sMx3 

87~brafishM  ̂

81 8 

791 吕6 5 

81 4 96 2 

5 95 8 

gl1 2 

81 8 96， 

68 0 69．5 

IO．Adanfich．Mx 79i 76．4 73t 76 4 76 4 761 76 7 65 2 —  

12 FuguMx 77．5 76．3 73．3 76 2 76 9 75 8 76 6 66 9 7B．2 l 76．4 133flounderMx 82．0 77．B 74 77 7 77 7 77 4 78 0 65， 14．C catfishMx 72．2 74．2 72．5 75．3 75 3 74 6 75 6 68 6 
1．Maadarinfish(Slniperca chuatsO：2&3&4．Rainbow troll[(Oncor~ynclms mykiss)；5&6&7．Ad~mtlc salmon(Sa／ma sa／ar)8＆9：zebm sh(Danio rerlol；10， 

Atlantic kal'tbut(Hippogtossu．~啪  g 】：I1．GoIdt-~．h(Ca~ssius auratus~；I2．Fugu m (m 扣 神  删 ：13．1apane~e flomldcr(Paratichlhys 

olivaceus)：14．Chanael calfish( f_n punctatus} 

在鱼类 Mx蛋白基因研究中，有的鱼类发现有 

不同类型的Mx蛋白。如虹鳟和大西洋鲑都有 Mxl、 

Mx2、Mx3。通过比较发现，虹鳟和大西洋鲑的 Mx 

基因之间有较高同源性：虹鳟 Mxl在氨基酸水平与 

虹鳟 Mx2、虹鳟 Mx3的同源性分别为 86j％、 

96．2％ll ；大西洋鲑 Mxl和大西洋鲑 Mx2只有 4 

个氨基酸的差异，同源性高达 99．4％，可能是同一 

个位点上的两个等位基因，大西洋鲑 Mxl与大西洋 

鲑 Mx3有 l7个氨基酸不同。大西洋鲑 Mx3可能代 

表另一个基因位点，但是虹鳟和大西洋鲑都是四倍 

化的鱼类，鱼体内存在多种 Mx蛋白是否是由于它 

们的染色体组加倍现象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 

明；不过在斑马鱼上也发现有Mx和MxE两种类型， 

但令人意外的是，它们两者之问的同源性却很低， 

只有 47．7％，不可能是一对等位基因，我们将已知 

鱼类 Mx蛋白氨基酸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发现斑 

马鱼 MxE与鲫鱼 Mx3的同源性却很高，达 80_3％， 

而且从表 1阴影部分可以看出这两种 Mx蛋白 (斑 

马鱼 MxE、鲫鱼 Mx3)的比较结果明显低于其它 

l2种 Mx蛋白，其结果甚至还没有哺乳动物与其它 

12种鱼类 Mx的同源性高．如鳜鱼 Mx蛋白与斑马 

鱼 MxE、鲫鱼 Mx3的同源性分别为 50．5％、49．9％， 

而与人MxA、小鼠Mx2、Mx3的同源性为 52-3％、 

51．6％、51．4％，均略高于其与斑马鱼 MxE、鲫鱼 

Mx3的同源性。 

那么，是否别的鱼类也存在这种现象?本研究 

也试图用 Southern杂交、PCR检测等方法寻找鳜鱼 

是否存在其它类型的 Mx蛋 白，结果没有找到； 

Jong Young Lee等 (2000)在褐牙鲆 白血球 cDNA 

文库中用 DNA DNA 杂交印迹只发现一种褐牙鲆 

Mx蛋白 I：w H0Yap等 (2003)也曾用 Southern 

杂交及登陆鲍染色体组数据库对比查询的方法来 

证实红鳍东方纯是否存在不同类型的Mx蛋白，结 

果也只发现一种Mx蛋白[181．在本研究中．获得鳜 

鱼 Mx蛋白全长 eDNA序列前，分别获得了三个序 

列片段 (核心片段序列、5’RAcE序列、3 RACE 

序列)，三个片段间存在相互重叠的区域，如果鳜 

鱼存在多种 Mx蛋白基因，则它们的序列在此重叠 

区域会存在差异，然而测序结果表明．除了引物处 

的序列，重叠区域的序列是完全相同的；进一步分 

析其它存在多种类型 Mx蛋白的鱼类，如虹鳟、大 

西洋鲑，结果发现该重叠区域的碱基序列都存在一 

定的差异；这表明本研究获得的碱基序列来自同一 

鳜鱼 Mx蛋白基因。 

目前 ，我们已获得了鳜鱼 Mx蛋白的完整开放 

阅读框 (ORF)克隆，并将其插入表达载体，用于 

研究其在培养细胞内的抗病毒活性和体外表达及 

干扰素的检测。 

7  
毋 

5  7  

i  柏 

9 3 8 l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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