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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瘟病毒 E2蛋白A／D抗原区基因在酵母中的分泌表达与鉴定 

徐学清 1 t张素芳1，郑其升 1 t苏小运 任雪枫 1，陈溥言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部动物疫病诊断与免疫重点开放实验室，江苏南京 210095) 

Secretion Expression of the Gene Encoding 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 E2 A／D 

Antigenic Domain in Pichia pastor&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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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envelope glycoprotein E2 which can protect swine from virulent 

attack of 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CSFV)has two structural antigenic domains B／C and A／D，a pair of 

specific primers was designed to amplify the gene fragment encoding A／D antigenic domain of E2 

protein．The 373 bp PCR product was directionally cloned into Pichia pastoris secretory expression 

vector pPICZ C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AOX1 promoter and Q—factor secretion signal sequence．After 

being linearized with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ra I，the recombinant plasmid was transformed into 

Pichia pastoris by electroporation．Five transform ants with high copies were acquired when selected 

under ZeocinTM  and were induced with methano1
． SDS．PAGE indicated that the supernatant of the 

induced pastoris culture contained the recombinant protein E2(175．8ug／mL)．Western—blot analysis 

proved that the recombinant protein had good reactimmunity against positive CSFV serum． 

N—glycosylation analysis of expressed products showed that the recombinant protein was glycosylated in 

the process of secretion．Our research provided a basis to develop sub—unit vaccine and diagnostic 

antigen against CS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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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猪瘟病毒主要保护性抗原 E2囊膜糖蛋白有两个相对独立的抗原结构单位一B／C抗原区和 A／D抗原区， 

设计一对特异性的引物扩增猪瘟病毒 E2蛋白的 A／D抗原区基因，并将 PCR产物克隆入含有强启动子 P 。x 和 a 

—MF信号肽序列的巴斯德毕赤酵母表达载体 pPICZ C中，构建成重组质粒 pPICZ AD，酶切线性化后电穿孔导 

入巴斯德毕赤酵母x11菌中，经ZeocinTM筛选得到5株高拷贝转化子，甲醇诱导表达。SDS—PAGE和Western blot 

试验表明酵母培养上清液中含有具有良好反应原性的 E2蛋白，蛋白表达量达 175．8~tg／mL。N一糖基化分析显示该 

表达蛋白在分泌过程中发生糖基化。该研究为研制防治猪瘟的亚单位疫苗与诊断试剂盒奠定基础。 

关键词：猪瘟病毒；A／D抗原区；毕赤酵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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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瘟是 由猪瘟病毒引起的猪的一种急热性致 

死性疾病，具有高度接触传染性，流行广泛，发病 

率高、死亡率高，危害极大n】。猪瘟病毒是黄病毒 

科瘟病毒属成员 ，囊膜糖蛋白E2是其主要免疫原 

蛋白，可诱导动物体产生有效的免疫保护。养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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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整病毒不易生产、纯化、成本较高，且存在 

感染性，在应用中存在局限性。与完整猪瘟病毒相 

比，重组蛋白无感染性，而且易于大量生产和纯化， 

因此用重组表达 E2蛋白作为检测抗原检测反映猪 

瘟中和抗体水平则对于猪瘟的防治更有意义。大肠 

杆菌类原核表达系统虽然较为成熟，但其表达产物 

以包涵体形式存在，无翻译后的糖基化等修饰加工 

过程，并且可能还会含有细菌毒素。真核表达系统 

是最具发展前景的蛋白质产生方式，目前研究较多 

的是昆虫细胞表达和哺乳动物细胞表达。昆虫细胞 

表达时产物成分复杂 ，不易纯化和病毒污染等问 

题，而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的成本高、产量低，不适 

宜工业化生产疫苗或诊断抗原。因此，我们选用避 

免了上述表达系统缺陷的巴斯德毕赤酵母系统来 

进行表达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质 粒 pcDNA3．STE2L4J、pBluescript I1 SK、 

P．pichia表达载体 P PICZ。C、大肠杆菌 DH5。、宿 

主菌 X33、猪瘟兔化弱毒高免血清均由由本实验室 

保存；Taq DNA聚合酶、T4 DNA连接酶和各种限 

制性核酸内切酶均购 自于 Takara公司；酵母用蛋白 

胨、N一糖基化酶 Endoglycosidase H、酵母氮碱(YNB 

无氨基酸)、D．山梨糖醇、生物素、抗生素 ZeocinTM 

均购 自Invitrogen公司；DAB试剂盒、酶标 SPA， 

购自武汉博士德公司；其它试剂均为国产；用于酵 

母培养表达的 YPD、YPDS、BMGY及 BMMY均 

按 Easy selectTM pichia expression kit方法配制。 

参照 GenBank公布的 CSFV 兔化弱毒株核苷 

酸序列，自行设计并由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 

成。为了便于基因的克隆及构建表达载体等后续工 

作，在上、下游引物 5 端分别加入 Sal I和 风f I 

位点 (引物中划线部分) 

上游引物 P1：5'cgcgtcgaccgatacttggcatcattg 3’ 

下游引物 P2：5'aacctgcagccccaacttacagtaga 3’ 

用于测序及鉴定外源基因整合至 P．pichia酵母 

基因组的引物： 

上游引物 P3：5’gcaaatggcattctgactcc3’ 

下游引物 P4-5’gactggttccaattgacaagc3’ 

1．2 编码 E2蛋白A／D区特定基因的扩增 

以 pcDNA3．STE2质粒为模板进行 PCR。反应 

体 系如下 ：ddH20 70．5 ，10×Buffer IOgL， 

25mmol／L MgCL2 8．0gL， 2．5mmol／L dNTP 8．0OL， 

Pl、P2 1．0 L；模板 0．5 L，Taq DNA聚合酶 0．5uL。 

反应程序为：95℃ 5min；94℃ 50s，55℃ 50s，72 

℃ 60s，30个循环；72℃ 10min，4℃保存。反应 

产物用 l％琼脂糖凝胶电泳，用小量胶回收试剂盒 

回收，．20℃冻存备用。 

1．3 重组质粒的构建 

参照文献【6】方法将 PCR产物用 Sal I和 f I双 

酶切回收后插入pBlcescriptII SK质粒，得到重组质 

粒 pSK．AD，再经 KpnI和 SacII双酶切定向插入 

P．pichia表达载体 P PICZ C中，得到重组表达质粒 

P PICZ。一AD。 

1．4 P PICZ ．AD 质粒转化酵母菌及高拷贝整合菌 

株的筛选 

参照 Easy selectTM pichia expression kit的说明 

用 Dra I单酶切线化 P PICZ ．AD表达质粒 4 约 

10ug转入含 80止 山梨醇重悬感受态细胞。充分混 

匀，在 0．2cm 的石英电转杯中，以 1．5kV、20pF、 

200 Q的条件电转化，涂 YPDS平板，后将阳性转 

化子依次接种至含高浓度的ZeocinⅢ素的YPDS选 

择平板，以在高浓度 ZeocinTM 素上正常生长的菌落 

为高拷贝整合菌株。 

1．5 菌落 PCR鉴定目的基因的整合 

在高浓度Zeocin刑素下培养24h的酵母培养物 

的基因组的提取参照文献L7J，用煮沸．冻融．煮沸法 

进行。取上清为模板，用引物 P3、P4进行 PCR扩 

增，鉴定整合至酵母基因组中的目的基因。 

1．6 PCR阳性菌株的诱导表达 

参照 Easy select川 pichia expression kit的说明 

选 6．10个 PCR阳性菌株诱导表达，分别于 48h、 

72h、96h取培养物 1．5mL于离心管中 12000g离心 

lOmin，分别收集上清，．20℃保存备用。 

1．7 表达产物 SDS．PAGE和免疫学鉴定 

取上清直接进行 SDS．PAGE，进行薄层扫描和 

转印到硝酸纤维素膜上，用猪瘟兔化弱毒高免血清 

进行 Werstern．blot分析。 

1．8 糖蛋白的N糖基化分析 

在 30uL发酵上清中加入 2．0 uL N．糖基化酶 

Endoglycosidase H，总反应体系为 50uL，37~C作用 

10h后进行 SDS．PAGE分析。 

2 结果 

2．1 目的基因的扩增和克隆质粒 pSK．AD 的酶切 

鉴定 

PCR产物琼脂糖电泳后在 DL2000 DNA分子 

量标准的 250bp、500bp条带之间出现 了一条明显 

的条带，大小接近 400bp，符合预期设计的 373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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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的片段 ‘罔未显示)。扩增片段命明为AD：重 

组质粒 pSK—AD经SafI和 ^fI般酶 处理后-琼 

脂糖上电泳 示(罔 1) 在 DL2000 DNA分子标准 

200bp、50Obp之间出现符合预期 殳计的373bp大小 

的目的片段和太于 200obp的城体 

2．2 重组表达载体 p PICZ d—AD双酶切鉴定结果 

扩增序列加 在两个载体多克隆位 一 ． 延1 的 

55bp，该质粒经用 Kpn l和 妇【·lI双酶切双酶切处 

理后，如图2所 在琼脂糖电泳中出现 427bp条带， 

实际结果为在DL2000 DNA分了标准500bp附近出 

现符台预期设汁大小的F4的片段和大于 2000bp的 

载体。 

F I 

i DNA I1 I髓u1a 

pSK-AD by P I I aad 

网2 pPIC'Z．AD 的酶嘲 定 

Fig 2 Identification of recombi rffh'tL plas rnid nPICZ —AD 

1 DNA mol~ular wei~tl marker[DL201)[D：2．pPlCZ—AD digested b 

nl and I．3．pPICZ c digesled n【u．'ld r̈  

2．3 菌落 PCR检测目的基因整合的结果 

阳性茼落的PCR产物应该是593bp加上目的片 

段应略大于 1000bp，琼脂糖屯泳硅示，舟 DL2000 

DNA分了标准 1000bp附近山现预期条带，说明经 

电转化．目的基冈已经成功的整合八毕赤酵母基因 

组内 (图未 示) 

2．4 表达产物 SDS．PAGE和免疫学鉴定结果 

诱导48h样品经 SDS PAGE lb泳不见条带．fn 

两导 72h的样品SDS．PAGE电泳条带 (图 3)，冉： 

20—30kDa均 有一 条带，大于 E2的推 导分子 

20．1kDa 但在 Western blot中结聚柯明显的杂交带 

而对照组杂交呈阴性，说明酵母划胞表达产物能与 

猪瘟抗血清特异性结合 ‘图4)．薄层扫描袁叫受白 

表达量达 175．8pg／mL c 

3 PCR 酵 株闷：鸯 丧达然粜 

Fig 3 Analysis of the PCR positive s Lrain by SDS—PAGE 

induced wlth methanM r 72 hours 

I Middle MW protein marker：2-7 Difl'erent 【 1 r1 PCR pl_I_|ive induced 

ith 【lleth邮 I】l 72 h 

4 PCR I性酵母林的w lel n—blol‘， 

Fig．4 Westem—blot of product induced by PCR postive strain 

1，Western blot ar su ma【arIl l'R~m p“w川 stalin Xj1 2 Western bb：a 

L̈ prtaluct induced by u PCR p(1~tive SlrLLI[1 Middte MW prolein marker 

2．4 糖蛋白的N．糖基化分析结果 

精蛋白经 N一镛基化酶 Endoglycosidase H作 

I吾 SDS—PAGE 检删显示蛋白质j归显比以前小 (罔 

5)，并与理论上汁算的蛋白赝大小 致 匣叫酵母 

表达的糖蛋白已发生牿基化 

阁5丧达J 物的N一 蜒化好析 

Fig 5 An~ys J s of N—glycosylation f0r exposed products 

I．SDS—PAGE analysi~ r supematanls lJ _1TnI n 【 t⋯ afle~ 

digested x~ith End I 0sIda It；2 Middle 、1W pmlem marker；3． 

SDS PAGE results of su~matanls from recombinant slt~in 

Ⅲ ⋯ ⋯ 

m " 

I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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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巴斯德毕赤酵母表达体系是近年来发展最快 

的极具潜力的真核表达系统，己成功地应用于多种 

异源蛋白的商业化生产 J。表达载体质粒 pPICZ 

C含有甲醇诱导型启动子一乙醇氧化酶启动子PAox 

和a—MF信号肽序列。PAoxl可有效防止外源基因 

表达产物对酵母生长可能产生的细胞毒性，a—MF 

信号肽序列可在蛋白质分泌到胞外的过程中被有 

效切除，加之巴斯德毕赤酵母仅分泌很低水平的自 

身蛋白，这将更有利于重组蛋白的分离与纯化。酵 

母能够识别所表达的蛋白的 Asn～Xaa．Thr／Ser序 

列，使蛋白质在合成过程中，进入内质网后在小腔 

内进行初步糖基化作用，然后在高尔基复合体内对 

糖蛋白上的寡聚糖核作进一步的修饰与调整，并进 

行分拣，直至将糖基化的蛋白质送往分泌粒导致分 

泌至蛋白的分子量比理论计算值大。在猪瘟兔化弱 

毒株的E2蛋白的88，116，121位存在三处N一糖 

基化位点，实验中所表达的蛋白质大于按氨基酸计 

算大小的理论值可以理解为所表达的蛋白被糖基 

化的结果。事实上蛋白质的N．糖基化分析证实了所 

表达的蛋白的确发生了糖基化。 

由于我们的目的是要将表达产物用于检测猪 

血 清 中猪 瘟 疫苗 抗 体水 平 的高低 。因 此 ， 

Western—blot试验的成功给了我们非常大的鼓舞。该 

肽段在经过 SDS—PAGE、再经电转移到NC膜上后， 

已经处于变性状态，仍然具有和抗猪瘟血清反应的 

能力，这说明由毕赤酵母表达的肽段上存在一定数 

量的线性 B细胞抗原表位。虽然已经证明，病毒粒 

子的E2蛋白上，具有很多构象型 B细胞抗原表位， 

然而，也已经有了试验证明 E2蛋白上存在线性 B 

细胞抗原表位，例如，从 829位到837位 (TAVSPT- 

TLR)，这个小肽段由于其在猪瘟病毒各毒株问的保 

守性而被认为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Ⅲ。由于 E2蛋 

白上的表位是固定的，由线性 B细胞表位所激发机 

体形成的抗体应该是和由构象型B细胞表位激发机 

体形成的抗体是成一定比例的，一定程度上，测定 

出由该种表位所产生的抗体，也就了解了整个机体 

对于 E2蛋白、进而对于猪瘟疫苗所产生的抗体水 

平，并且所选取的A／D区基因片段的原核表达产物 

已由苏小运等人证实有很好的反应原性⋯J，而根据 

Christian等[12】中外实验结论，酵母表达的 E2蛋白 

将会是 ELISA 检测试剂盒的更佳的包被抗原，因 

此，这个多肽的成功表达对于研制监测猪瘟抗体水 

平的ELISA检测试剂盒具有巨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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