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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斑综合症病毒囊膜蛋白VP19、VP28的融合表达及中和抗体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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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病毒研究所，香港绿色生命实验室 ·武汉大学联合研发中 t3，湖北武汉 430072) 

Expression of Recombinant Envelope Proteins VP19 and VP28 of W SSV and 

Preparation of Neutralizing Antibody 

LI Hong—xia，MENG Xiao—lin ，XU Jin—ping，WANG Jian，LU Wei，CAO Xu 

(Institute of Virology，Wuhan University，Green Life Laboratory‘Wuhan University 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Two pairs of primers we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s of envelope genes，vpl9 and 

vp28 of、 ite spot syndrome virus(WSSV)in the GenBank．The two DNA fragments about 370bp and 

630bp amplified by PCR were linked to the EcoR I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site and cloned into Ecol 

expression vector pET-22b(+)in the proper Open Reading Frame(ORF)．With IPTG induction at 35℃，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the engineered protein was about 4 1 kI)a．which was identified by SDS—PAGE 

analysis．Antiserum of the fusion envelope protein VP(19+28)purified by Ni 一column chromatography 

was prepared by immunizing rabbit．The VP(19+28、antiserum was used to neutralize the WSSV 

infection on crayfish by intramuscular iniection．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antiserum was effective in the 

neutralization of WSSV on the crayfish which were reared with artificial fo0d at 1 5—22℃． 

KeY words：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W SSV)；Neutralizing antibody；VP19，VP28 

摘要：根据 GenBank上 WSSV囊膜蛋白基因 vpl9和 vp28的序列，设计并合成两对引物，PCR扩增得到 vpl9 

和vp28两基因，大小分别为370bp和630bp。通过EcoRI位点连接两基因，再按正确的阅读框插入表达载体pET-22b 

(+)中，构建出重组表达载体pET-vp(19+28)并转化大肠杆菌BL21(DE3)。基因工程菌株35℃IPTG诱导，表达 

产物经 SDS—PAGE检测显示有与预期大小 41kDa相吻合的融合蛋白带。用 Ni2+．柱纯化的基因工程蛋白免疫新西 

兰大白兔制备抗血清，进行螯虾活体中和病毒实验，结果表明抗血清对 WSSV的中和效率达到了 100％。 

关键词：白斑综合症病毒(wssv)；VP19；VP28；中和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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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虾白斑综合症病毒(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是一种具有囊膜的双链 DNA 病毒，是造 

成自 1993年以来我国大面积暴发对虾病毒性疾病 

的主要病原，对我国的对虾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 

害，而目前尚未有有效的防治方法。目前在分子水 

平WSSV的感染和致病机理还未阐明，随着WSSV 

全基因组序列的公布u J，WSSV的研究已经步入后 

基因组时代。结构和功能基因的分析以及致病机理 

研究是目前 WSSV研究的热点。现在还没有可用于 

病毒增殖的细胞系，但已有成熟的动物模型[3刚。囊 

膜蛋 白是病毒感染与致病 力的重要决定因子 ， 

WSSV 有两个囊膜蛋白 VP19和 VP28 J，其中 

VP28已被初步证明在病毒吸附与入侵中起着关键 

作用[7,81。本文用在大肠杆菌中表达的囊膜融合蛋白 

VP(19+28)抗原制备抗血清，以螯虾为模型，研 

究抗血清对 WSSV的中和作用，这对于病毒囊膜蛋 

白功能的研究以及抗对虾白斑综合症病毒药物的 

研制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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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健康兜氏豚蝥虾购自武汉水产批发市场，体长 

8～10cm．病虾忖} 来白 西北海养 场发病斑 1 对 

虾技人工感染WSSV发病的克氏原蛰虾，一7()℃但存 

q DNA聚合酶、T4 DNA近接酶及限制性内剀 

酶均为TAKARA公司产品，PCR纯化 收试剂盒为 

海华舜 I l l：／，DNA胶回收试剂盘为Omega公司产 

品．pUCm-T载体!I}{i自 海 表达载休pET-22b 

【+)及大肠杆菌 JM109本室保存，大晒杆菌BL21 

(DE3)及His t艰 亲和层折柱购自Novagen公司．= 

1．2 WSSV病毒基因组的制备 

于冰 【 取惰虾的腮、 和心脏，组织处理及病 

毒基因组提取方法参照文献 l 

】3 PCR扩增 vpl9和 vp28基因 

根摧 GenBank I{，已经发表的 WSSV l 列设i{ 

两对引物，’ l9 游引物：~ atggccaccacgactaac． 

ac(划线处为BamH J位点)，r游引物 gaattcctgcctc— 

ctcttggggt(划线处为 oR llf讧止j；vp28上游引物： 

agagaattcatggalctttctttcac(划线处为EcoR I化点)， 

下游引物cacaagcllctcggtctcagtgc(划线处为HindⅢ 

位点) 以提取的 WSSV基因组为模扳，PCR分别 

扩增f{由0婆 rpI9和 ， 28 PCR 反应条件：95℃ 

5rain．94℃30s，62℃30s，68℃50s(35个俪珂、)．68。C 2 

rain PCR产物用 PCR纯化闸收试荆盒【'~Ltk后兜隧 

进pUCm-T载体 

1．4 vp(28+I9)融合基因的克隆 

EcoR I 酶匕u pUCm-Tl9和pUCm—T28．贩回 

收pUCm—Tl9酶【=J_『后的小片段(450bp车n)干̈pUCm一 

"1"28酶 后的大片段(3300bp左厶1 pUCm—T28的 

大片段去磷酸化 与pUCm．Tl9小片段连接，连 

接IL物转化大Jj身Il斗l茼JM109感受态钰lI胞，挑白脚筛 

选 向连接曲重组 r pUCm—T(19+28) 

I．5 基因工程菌株的构建及表达产物的纯化 

1 5 l 重组表达载俸 pEGvp J9+28)的构建：Hind 

[II~n BamH 1分31J瑕酶l=JJ pUCm—T-l9+28】丰̈表边 

线体pET-22b+}，胶同收 lll的条带．16℃连接后转 

化大1j自杆菌BL2I(DE3) 

1．5 2 VP(I9+18)副 合鸶白的表达 j纯化：挑 - 菌 

落接种剑含氨 青霉索的新鲜 富 LB液体培养萆 

中，220rhnin 37℃培养 8一lOh，4‘c 放过使 ．第1_。 

按4％接砷剖新鲜的_丰富 LB液体』 乔 叶-，培养 

到OD值为0．6时JJllIPTG两导．离心收集菌件收样， 

SDS—PAGE榆测H的蛋白的表达 体一20_c反复拣 

融几次后，趟声波破碎+离心收集上清． Ni 

柱纯化．SDS—PAGE检测蛋t'l的 L化结果 

l 6 多克隆抗体的制备及其对病毒的中和作用 

l 6．1 多克隆抗体的制备： 纯化的融合蛋 白 

200gg 等体私 疗完全弗氏“ 刺 匀后免疫新西兰 

太白兔，隔两周洱用 200~tg缬闩 强免接 ‘玖 共 

加 两次。在最后 次加强的 J割后，颤动晾放血 

制备抗血清 

】_6 2 病毒粗提液和健康螯虾柑提液的制蔷：分圳 

取 eCR检测过的病虾厦健康夔虾托2尾，去隙四肢 

和甲壳，加 10倍体祝的 PBS，匀浆器研磨．8000rhnin 

离心 l0min，取 清，经 0．45btnl滤膜过滤，一7O℃ 

存放畚州， 

l 6．3 多克隆抗体对病毒的中 作刷：将蝥虾分成 

4蛆 (蛮验前已侄实验室养聃 j 『l!j) 2倩稀释呐 

抗 清r}】和组：将抗血清原液 WSSV l 提液等体 

fJ{混匀，26'C下作用 lh后， j。倒数第 3腹节浊层 

肌 肉处汴射感染健康螫虾：阳陀对照组：WSSV柑 

键液 PBS稀释 l僻，26℃卜作用 】h后注剁感染 

健康蛰虾：兔正常m清剥照组：兔JIi常血清 WSSV 

枉l提液等体积混匀，26"C下作日̈ h后注剩健壤螯虾： 

阴性对照组：健康蛰虾粗提液 26℃ r作用 Ih后 时 

健康螯虾，泞射鼠0．I5mL／尾．每纽 25 J4， 个毛 

复 ：̂自然气温 (15～22℃)n0条仆下养 【 每天 

换水井投喂人 FN料 次 隶虾死1、：的情 

2 结果 

2．J PCR扩增 

PCR ‘增日的摹 l1、pI9 vp28，夫lJ、分州为 

370bp秆I 640bp 用 PCR 收试剂盒回收 PCR产 

物井将其克隆八T戤体I p，转化人IJ自}I 荫 JMl09， 

挑l l包 茼落摊质牲．＆，oRI酶 筛选蔡定 【1．向 

连接fl"／炬隆了pUCm—T19和pUCm—T28，腑U』 定 

结果如 l所 ， 

hn 

l 543 

QlH 

6 
5l5 

377 

I pUCln—T1 9、pUCm—T28 f1勺脯 鉴 

Fig 1 Restriction analysis of pUCrn—T l 9 trod pUCm—T28 

l pL Cm T VeClorlEci,R I Lambda DNA：'Hmd Ill+E~'oR I Marke~~； 

pUCm·q 28(cis)IEc,~R I，4 pL'Cin-T28(I⋯ I I JR f 5,1 CR Markel~；6 

pLCIll-TI 9 ：~is)／．~'oRl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擘 随 等．白崖综台 一 锅 蠖脱量1 VPI9、VP28的出 我选堡 璺I垣塑 塑签 

2．2 (19+28)融合基刚的克降燎定 

挑白色单菌落，提少许质牲 {̈Pst I单嘶叫噬 

定，筛选到连『bJ正确n勺重组 T pUCm—T(19+28)， 

将重组质粒送到人连宝 物公司测 ，序列删定 

粜验证 PCR扩增得到的片段是Ij的坚匦l vpt9和 

vp28，且以 确的阅读椎首尾棚连 

2．3 重组表达载体的鉴定及融合蛋白的表达与纯化 

HindⅢ和 BamH I双酶剀熔定筛选出重组了 

pET-vp(19+28)(罔2)。基困 L程茼株 BL21(DE3)． 

pET-vp(19+28)经IFTG诱导表达 SDS—PAGE站 

果显示，在大约 4I kDa处有明 的厂『的条-格 将菌 

体超声破碎，离心后的 卜清液经 Ni His—ta2亲干̈层 

析掂纯化后，约 4I kDa处为 的条带，灿闰 4 

所 示 

2．4 多克隆抗体对病毒的中和作用 

在气温 1 5～22~C的条件 养殖的结粜显示 

隈l 4 i 一杜纯化门表选 。物 枪删 

Fig 4 Analysis of purified protein 

Lanes I⋯8 am c 0j purified protein eluded from i —ta~lumn al Iomin 

interval：M molecuht~weighl slandard：lhe n 、w mdk'aled lhe pufitled 

VPl19+28， 

清中,ftl~11在第 20d仍无死亡．m J WSSV粗提液感 

染『f{J阳性对照组 LT50为 6d，死 ：簪为 84％；兔正 

常血清时照组 LT50为7d．较附 对照组稍微肯所延 

砭，但 亡章也达到了 84％：闭件对照组即健康虾 

提液注射纽 一直健康活泼，无北I1 ．结果 表 1 

表 1 抗血清征蝥虾伟山 IfI】=_I 蚋结果 

'Table1 ~eSLLI1 01 VPI】9+28)atltiberllm l【-~let]lra[1ze WSSV 

in|ectiO]1 0I crayfish bipt~vn irltr-,tnluy,~21．1I LI．17 injcction 

3 讨 论 

对虾r』斑综合症病 毒育两 个囊膜蛋 基 

l I9和 vp28 已有报道，犬肠杆茼- 莨达的WSSV 

囊膜蛋白VP28免疫兔了制备的抗皿清具有一定的 

I和病毒的能力 71，其原冈可能足病毒囊膜蛋 是 

病毒致病性的必需蛋白，辅毒的入侵需要病毒与 

胞表面受体的特异性结合 而囊膜蛋白的特异性抗 

体 与病毒犄子的结合阻遏了病毒与受傩的结合．进 

而影响病毒的吸附和侵入 但病毒囊税蛋白 到胞 

受体的芙系及其作}=fi机 尚未 明 本文 骗结果 

裘 在丈肠杆菌 BL2l(DE3)rll表达出的囊膜融 

合蛋白VP(28+l9)免疫兔了得到的抗 青同样具 

有较好的中 和病毒的能力，这也可以从侧面汪实囊 

脱蛋白在病毒感染中起着重要的怍川 

本文选取病毒囊膜的两种蛋白n勺融合体作为 

抗 抗原，意在提高蛋白的抗原性，增强病毒中和效果。 

一 邮 _墓 曩 m 冀一 A 旱_ 一 H i 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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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表明，在气温 15．22~C的养殖条件下，融 

合蛋白的抗血清中和病毒效果达到了 100％， 对实 

验螯虾产生了较好的保护作用。此外，高效价的病 

毒抗血清对于病毒检测试剂及抗病毒药物的研发 

有着理论和应用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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