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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ORF22O encodes a protein homologous to the gpl30 receptors of 

eukaryote．prc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this protein was a minor structural protein．In this paper,the 

ORF22O was cloned into the pFastBacI fused wifh EGFP gene and CO—tran~；fected with AcBacmi d into 

DH1OB cells．The recombinant Bacmid containing fused ORF220 and EGFP genes was confmned bv 

PCR and then transfected into Sf2 1 cells．Th e green fluorencence was observed 3—5 d post—transfection 

under the fluorescent microscopy and this confirmed that the fusion protein was expressed in insect cells 

Th e su~matant of the transfected cells was used to infect the St'2l cells and the time course observation 

showed that the ORF220 product localized in both the cytoplasm and nucleus with no predilection． 

Kev words：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13．aculovirus expression system；Localization 

摘要：对虾白斑综合征病毒厦门分离株ORF220编码真核生物GP130受体同源蛋白。将 ORF220和绿色荧光蛋白 

编码基因融合在一起克隆到昆虫杆状病毒表达载体 pFastBacI，然后与 AcBacmid共同转染 DH10B细胞。用 PCR 

鉴定含有ORF220和EGFP基因的重组质粒，提取纯化重组质粒并转染昆虫细胞进行表达。结果发现，DNA转染 

后3—5d可以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到绿色荧光，表明融合蛋白在昆虫系统内成功表达。用病毒上清液感染昆虫细胞 

进行时相观察，结果表明，ORF220蛋白在昆虫细胞的细胞质和细胞核内呈随机分布，没有特异的细胞定位。 

关键词：对虾白斑综合征病毒；杆状病毒表达系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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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虾白斑综合征自 9O年代初首次在中国台北 

爆发以来，在全世界范围的养殖对虾中很快蔓延， 

对各国的对虾养殖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llq】。其 

发病特征是对虾的头胸甲上出现白斑，行动迟缓， 

进食量下降，感染后3—8d死亡率可达 100％。对虾 

白斑综合征的病原体对虾 白斑综合征病毒(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wssv)是一种杆状、双链环状 

DNA 病毒 无包涵体、有囊膜、一端有一长尾巴 

状结构【5】。全基因组序列表明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地 

理分离株，分别是泰国、中国厦门和中国台北病毒 

株，基因组大小为 305kb左右I6 J。全基因组序列 

分析结果显示，对虾白斑综合征病毒和其他杆状病 

毒相差甚远 ，被建议划 分到一个新 的病毒科 

Nimaviridae【9】。由于没有敏感的细胞系，目前关于 

WSSV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虾白斑综合征病毒的结 

构蛋白的定位和少数保守酶的序列分析，对其蛋白 

的功能研究相对较少⋯ 引。有研究人员用昆虫杆状 

病毒表达系统对 WSSV的核糖核甘酸还原酶、胸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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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酶、胸苷合成酶基因和一个结构蛋白基因(VP35) 

研究，初步确定了这些蛋白的功能，为 WSSV基因 

功能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途径 J。’̈J。 

ORF220全长2022个核苷酸，编码674个氨基 

酸，蛋白质理论分子量为76kDa。该基因含有真核 

生物细胞因子 GP130受体特征序列。前期的研究结 

果表明该蛋白为病毒粒子结构蛋白 【l 1。本实验的 

目的是利用杆状病毒的真核表达系统，将对虾 白斑 

综合征病毒 ORF220和绿色荧光蛋白基因在苜蓿甜 

菜夜蛾细胞系中一起融合表达，在昆虫杆状病毒表 

达系统内进一步研究该基因的分布及其功能。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用于质粒扩增和克隆的 DH5 Q和 DH10B、杆 

状病毒表达系统、苜蓿甜菜夜蛾细胞系 Sf21和 

pBluescript载体都由本实验室保存。pGEM—T easy 

vector购 自Promega公司。 

TaqDNA 聚合酶，dNTP 及限制性 内切酶， 

T4DNA连接酶均为TaKaRa公司产品。细胞脂质体， 

新生牛血清购 自 GiBCO—BRL。琼脂糖凝胶回收试 

剂盒购 自上海华舜生物工程公司。 

1．2 引物设计和 PCR扩增 

根据 已报道 的对虾白斑综合征病毒基因组序 

列 和绿色荧光蛋 白序列 设计 引物 ： ORF220一F' 

5-ggatccgggcatggcaggga~ag一3；ORF220一R，5-ggggtc— 

gacaaggttgagagtgt-3；和 EGFP—F'5-ggcgtcgacatggtg— 

agcaagggc一3； EGFP—R，5-ggcggtaccttacttgtacagct一3。 

其中ORF220的上下游引物中分别引入BamH I和 

SalI位点，EGFP的上下游引物中分别引入 SalI和 

Kpn I位点。然后分别用 WSSV基因组核酸和绿色 

荧光蛋白基因为模板，进行扩增，PCR产物用琼脂 

糖凝胶电泳检测。 

1．3 ORF220和绿色荧光蛋白基因融合表达的重组 

载体的构建。 

先用 Sal I和 Kpn I酶切将 EGFP的 PCR产物克 

隆到pSK质粒上。用引物将ORF220从病毒核酸基 

因组上扩增下来，克隆到 pGEM—T载体上，再用 

BamH I和Sal I酶切将含有酶切位点的ORF220片 

段克隆到含有 EGFP的 pSK质粒上，构建 pSK-- 

ORF220一EGFP。再通过酶切和测序分析进行鉴定。 

然后用BamH I和gpn I将 ORF220一EGFP融合基因 

酶切下来，克隆到 pFastBacI上，利用杆状病毒人 

工细菌染色体系统，进行基因转座，得到含有融合 

基因的 Bacmid。 

1．4 重组 Bacmid的提取 

参照 Bac—to—Bac手册 大量提 取和纯化 重组 

Bacmid，最后溶解到无菌水中。 

1．5 重组 Bacmid的转染 

分别将 1Ixg的重组 Bacmid和 l0 的细胞脂质 

体与 50 无小牛血清的细胞培养液在室温混合 

10min，然后将两者在室温下轻微振荡混合 30min， 

加入 900 无小牛血清的细胞培养基，最后加入到 

培养有 Sf21细胞的小皿中，小皿在加入前用无小牛 

血清的培养基洗两次，5h后换成含小牛血清的培养 

基。 

1．6 绿色荧光的观察鉴定 

在转染 3—5d后，将细胞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 

用 488nm激发波长进行观察，表达 ORF220一EGPF 

的细胞出现绿色荧光。 

1．7 重组病毒的感染 

在观察到绿色荧光后，取其上清，加入到去掉 

培养基的新培养的细胞，放置30min以上，让病毒 

感染进入细胞后，再加入新的细胞培养基。 

1．8 病毒核酸的提取和PCR鉴定 

取感染上清 500OL，室温下 5000r／min离心 

3min，去细胞。加入含 20％PEG8000的 1．6mol／L 

NaCI溶液 500 ，室温下放置 30min，13，200ffmin 

离心 15 min。将沉淀溶解在 2O 水中，然后加入 

80 病毒裂解液 (10mmol／L Tris—HCI，10mmol／L 

EDTA，25％ SDS，pH 7．6)，和 5~tL20mg／ml的蛋白 

酶 K至终浓度 lmg／mL。50~C温育 lh，用酚：氯仿 

(1：1)抽提 2—3次，2倍体积无水乙醇沉淀，将沉淀 

斑溶解在 l0 无菌水中。用 EGFP的上游引物和 

人工细菌染色体上的 M13下游引物做 PCR，进行 

鉴定，重组病毒会得到一条 1．3kb大小的产物。 

2 结 果 

2．1 ORF220和 EGFP的 PCR扩增 

用含有合适酶切位点的 ORF220和 EGFP的上 

下游引物进行PCR扩增，琼脂糖凝胶检测鉴定结果 

如图 1。 

2．2 oRF22O与EGFP融合载体的构建 

先用 Sal I和 Kpn I酶切将 EGFP的 PCR产物 

克隆到 pSK质粒上。用引物将 ORF220从病毒核酸 

基因组上扩增下来，克隆到 T载体上，再用 BamH 

I和 Sal I酶切将含有酶切位点的 ORF220片段克 

隆到含有 EGFP的pSK质粒上，构建 pSK—ORF220一 

EGFP。再通过酶切和测序分析进行鉴定，确认 

ORF220和 EGFP已正确融合。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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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PCR ofORF220 and EGFP 

I ^DNAlttind gll+l&oR 『+ 埘 i【2 PCR pmduct of ORF220：3 PCR 

plx'xlUct of EGFP：4．DI一 ) }Make~ 

篓暑芰 
l割2 pSK—ORF220-EGFP晌临 幢定 

Fig 2 identification of vsKORF210—EGFP enzyme digestion 

1．positi e clones／h'amH I+Sat I，2 Nc ̈】i dunes．M：̂ DNAIHind 『 

+￡ oR l+BaⅢH L 

2．3 含有融合基因的人工细菌染色体的构建和鉴定 

将融合基因兜隆到 pFastBacl上．转座进入禽 

有苜蓿甜菜夜峨人 L染色休 AcBacmid的 DH】0B 

中，在转座酶的作J 1"-，利用 Tn7同源臂发牛重组． 

将融合基因克隆到多角体启动予下 挑瑕阳 I：重 

予，利用EGFP的上游引物和 M13的下游引物进行 

PCR鉴定．见 3 

kb 

l 3 

0 6 

【 3 组Bacmid的PCR豁定 

Fig 3 PCR identification 0f recombinant Bacnlid 

、1． ^DNAJ／：~i~Id fl『1+丘 oR l+BamH I． 卜 recomhinam Bacmid：8． 

negatiVe coronal 

2 4 转染细胞后的荧光观察 

利用细胞脂质体将禽有融合基因的人工细葡 

染包体转染到细胞 Sf2l-II，3-4d后先往 微镜 F 

观察，发现约 5％的到胞发出 蝎亮的绿色荧光，说 

明这些细胞表达 了融合摹因 ( 旧4) 然后用上清 

感染细胞进行时相观察，发明荧光均匀分布前：细胞 

质利细咆核内，尤特异细胞内定位 

图4 转染细胞表达ORF220霸I EGFP融台虽门 

Fig 4 Fusion protein expression in transfectiorl cells 

A The trmasfected cells under UV gi~ing off Ihe green Ilut~re,cenl light：B 

The transfecled cells under the nonnal light micmscopy 

2．5重组病毒的核睃提取和 PC R档定 

收取感染的上清，提取出芽病毒(budd ng v[nJS． 

BV)的核酸，用 PCR进行鉴定 5 

国5 熏 H锅毒蝻 PCR蜷定 

Fig 5 PCR identification of BV 

． DNA of BV 2-PCR of orf22fh ．negativ control M．̂ DN．,L"Hind 

¨十且 R I+hamH I 

3 讨论 

对虾臼斑综合征从九十年代幻的大暴发到现 

在[ 近十年，人们时病毒病原WSSV的 有了f 

大的提高，但是由十敏感细咆系的缺乏，很夫程度 

上阻碍了其基冈功能的研究 已羟f『{叶究人员利 

昆虫杆状病毒表达系统确认 WSSV 的 个具有核 

定位功能的结构蛋白以及两利吖 。寸酶 坫 的功能 
”1

． 为陔病毒基斟功能研究提供 丁 ‘个 ，J选择 

的途径 ORlV220基因大小为2025bp，蝙 约 76kD 

的蛋白．序列分析发现该萤闩只行细l眦 r受体 

GPI30家旗的特征序列 ”j GPl 30家旅 称 Ii细胞 

乍成素受律家族，其胞膜外仃 个小连续的、p胱氨 

酸强壁_利WSXWS孽序 (W 代表 氯媵，C f℃表蝗 

氨酸，x代表任 一个氨基酸) ”，细胞 子受体 

车l：l细胞因了结合介导细胞信 的转导．在宿上细胞 

因f调爷机体的免疫应答表现出匝要功能 细胞 

f受体属跨膜蛋白．有胞膜外『 ，跨膜区辑l胞浆区 

组成。在和其他 胞园子受佛比较中发肌：ORF220 

相对较小，缺少跨膜区．利用辑件蹦测编码的蛋向 

为 可溶性蛋广1。ORF220编码的病毒蛋向是埘虾 

白斑综合征病毒结构成分，猜测在埔毒感染对虾的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马文强，等．对虾白斑综合征病毒 ORF220基因在昆虫细胞内的表达及其分布 575 

时候，结合对虾 自身的免疫因子，阻碍其免疫功能， 

从而提高感染效率。在大分子 DNA病毒，尤其是 

囊膜病毒在逃避宿主免疫反应的机制中，有一种手 

段是编码与细胞因子受体同效的蛋白，来结合或隐 

蔽相应的细胞因子，从而阻止细胞因子到达 自然受 

体，阻断信号传递，以达到侵染宿主的目的L2 引。 

例如：痘病毒自身编码表达 IL一1 B，INF,INF—Y受 

体，这些受体缺少跨膜区和细胞区但是具有细胞因 

子结合区的同源性。当病毒感染时这些蛋白从被感 

染的细胞里分泌出来，结合有抗病毒作用的免疫因 

子，阻碍其天然活性，提高毒力。本文实验中所选 

择的EGFP作为一种报告分子拥有很多优越性：它 

的分子量小，对细胞无毒性，不干扰蛋白的功能和 

定位，能在异源细胞表达后自发荧光，不需辅助因 

子的参与，在紫外线下即可观察到明亮的绿色荧 

光。我们利用杆状病毒真核表达系统将 ORF220和 

EGFP基因在昆虫细胞中融合表达，希望利用昆虫 

细胞研究 ORF220的功能以研究其在病毒感染对虾 

时所起的作用。经过一系列的基因克隆以及病毒重 

组、转染和感染过程，我们成功地表达了 ORF220 

和 EGFP融合基因。感染时相荧光观察结果表明， 

ORF220在细胞内呈随机分布，无特异性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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