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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vp19 gene of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 was amplified by PCR with specific 
primers and subcloned into the pro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pET32b to get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pET32b-vp19. A positive plasmid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host cell Origami（DE3）pLysS and the target 
gene was successfully expressed as a fusion protoen when induced with IPTG.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the engineered protein was about 37kDa as demonstrated by SDS-PAGE and Western-blot. The 
engineered protein Trx-VP19 purified by Ni2+-column chromatography was injected into crayfish or 
used as a supplement to feed crayfish. Crayfish vaccinated by intramuscular injection with Trx-VP19 
showed lower cumulative mortality due to WSSV compared to vaccination with bacteria expressing the 
empty v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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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 GenBank 上 WSSV 囊膜蛋白基因 vp 19 的序列，设计并合成引物，PCR 扩增得到 vp19 基因并克隆到

pGEM T‐ 载体中，经过BamH /Ⅰ Hind Ⅲ酶切、连接并将 vp19插入到 pET32b表达载体中。用重组质粒 pET32b-vp19

转化大肠杆菌 Origami（DE3）pLysS，在 IPTG 诱导下，融合蛋白 Trx-VP19 以可溶性的形式得到表达，经 SDS-PAGE

和 Western-blot 检测显示其分子量与预期的大小相符合。目的蛋白经 Ni2+柱纯化并定量后分别直接注射鳌虾和包

被饲料投喂鳌虾。实验结果表明注射 Trx-VP19 可以提高鳌虾个体抗 WSSV 感染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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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虾白斑综合症（White Spot Syndrome）是由

对虾白斑综合症病毒（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引起的对虾爆发性传染病，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亚洲地区发生以来，至今已席卷了世界各

国的对虾养殖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目

前尚未有有效的防治方法。WSSV 属于新设立的

Nimaviridea 科，是一种有囊膜的环状双链 DNA 病

毒[1,2]，它有两个主要的囊膜蛋白 VP28、VP19 [3,4]。

关于 WSSV 感染对虾的分子机制还不清楚，但是可

以确定的是囊膜在 WSSV 感染对虾的过程中起关

键作用。Van Hulten 等报道，囊膜蛋白 vp28 与对虾

白斑综合症系统感染有关[5]，但是关于 VP19 囊膜

蛋白的研究甚少，本研究以 pET32b 为表达载体在

Origami（DE3）pLysS 中，经 IPTG 诱导获得了可

溶性表达的融合蛋白 Trx-VP19，经纯化后分别用

来直接注射鳌虾和包被饲料投喂鳌虾，结果表明注

射 Trx-VP19 重组蛋白有显著提高鳌虾抗 WSSV 感

染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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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用鳌虾购自武汉水产市场，WSSV 来源于

广西北海养殖场发病斑节对虾，经过鳌虾活体增殖

后提纯，－70℃保存。克隆载体 pGEM T‐ 为 Prom 
ega 公司产品，质粒 pUCm-vp19，表达载体 pET32b
及大肠杆菌 JM109，兔抗 VP（19＋28）由本室保

存，大肠杆菌 Origami（DE3）pLysS 及 His tag‐ 亲

和层析柱购于 Novagen 公司，Tag DNA 聚合酶、

T4DNA连接酶及限制性内切酶均购自 TAKARA 公

司，DNA 胶回收试剂盒为 Omega 公司产品。 
1.2 设计引物扩增 vp19 基因 

根据 GenBank 登录的 WSSV 基因组，利用引

物设计软件 Oligo6.0 设计 vp19 引物，上游引物：

ggatcctatggccacgactaac (划线处为 BamH )Ⅰ ，下游引

物： aagcttctgcctcctcctggggtaagac( 划线处为 Hind 
) Ⅲ ，由上海博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1.3 vp19 的扩增与 pGEM-vp19 的构建 
以质粒 pUCm-vp19 为模板，PCR 扩增 vp19 目

的基因，PCR 反应条件 : 95 5min℃ ，94 30s℃ ，

55 30s℃ ，72 30s (29℃ 个循环)， 72 10min℃ 。用 1%
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PCR 产物，按胶回收试剂盒说

明进行目的片段的回收。 PCR 产物克隆入

pGEM T‐ 载体，挑取单菌落培养，小量法提取质

粒，用 BamH /Ⅰ  Hind Ⅲ双酶切鉴定阳性克隆，阳

性克隆命名为pGEM‐vp19并送往上海博亚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进行测序。 
1.4  重组表达质粒的构建 

用 BamHⅠ和 Hind Ⅲ对重组质粒 pGEM‐vp19
和表达载体 pET32b 同时进行双酶切，胶回收目的条

带，16℃过夜连接后转化大肠杆菌 Origami（DE3）
pLysS 感受态细胞，涂布 LB 琼脂平板（含 100μg/mL
氨苄氨苄青霉素，34μg/mL 氯霉素，15μg/mL 卡那霉

素），置 37℃培养箱培养 18h，用 BamH /Ⅰ Hind Ⅲ双

酶切鉴定阳性克隆，重组质粒命名为 pET32b- vp19。
1.5  Trx 蛋白和融合蛋白（Trx-VP19）的表达与纯化 

分别挑取含空载体和含重组表达质粒的单菌

落接种到 LB（含 100μg/mL 氨苄青霉素，34μg/mL
氯霉素，15 μg/mL 卡那霉素）培养基种，37℃培养

10h，4℃存放过夜，第 2 天活化菌液以 4％接种到

新鲜的丰富 LB(含 100μg/mL 氨苄青霉素，34μg/mL
氯霉素，15μg/mL 卡那霉素)培养基中，37℃培养到

OD600 值为 0.6 时加终浓度为 0.8 mmol/L IPTG 37℃
诱导，取诱导 0，1，2，3，和 4h 的培养物各 1mL，

收集菌体，重悬于 1×SDS P‐ AGE 凝胶电泳上样缓

冲液中，100℃变性 5min，再进行 SDS PAGE‐ 电

泳，分析表达结果，并用 Western blot‐ 检测目的蛋

白的表达。以优化的条件扩大培养，菌体反复冻融

3 次，超声波破碎，离心（12000r/min，4℃，10min）
收集上清，Trx 蛋白和融合蛋白的纯化按 His Band 
Kit说明书进行，SDS PAGE‐ 检测蛋白的纯化结果。 
1.6  融合表达的 Trx-VP19 蛋白提高虾体抗 WSSV

感染力作用实验 
将体重约 10g 的健康鳌虾分成 5 组（实验前已

在实验室养殖了 3 周），每组 20 尾。注射组Ⅰ：按

照虾体重每克注射 10μL 0.8 mg/mL 的重组

Trx-VP19 蛋白量，于倒数第 3 腹节浅层肌肉处注射

健康鳌虾，分 2 次注射，间隔 5d，第 2 次注射的

2d 后，将经过定量的 WSSV 粗提液经 TN buffer 稀
释[6]，注射感染鳌虾[7]；注射组Ⅱ：按照虾体重每

克注射 10μL 0.8 mg/mL 的重组 Trx 蛋白量，于倒数

第 3 腹节浅层肌肉处注射健康鳌虾，分 2 次注射，

间隔 5d，第 2 次注射的 2d 后，按同样的方法注射

WSSV 粗提液感染对虾；投喂组：每天按照虾体重

的 2.5％投喂饲料，每克饲料中含有 320μg 纯化的

Trx-VP19 蛋白[8]，7d 后按同样的方法注射 WSSV
粗提液感染对虾；阳性对照组：按照虾体重每克注

射 10μL TN buffer 的量，分 2 次注射，间隔 5d，第

2 次注射的 2d 后，按同样的方法注射 WSSV 粗提

液感染对虾；阴性对照组：按照虾体重每克注射

10μL TN buffer，分两次注射，间隔 5d。在

22℃~25  ℃ 的条件下养殖，每天换水并投喂人工

饲料 1 次，记录虾死亡的情况[9]。以上感染实验每

组设 3 个重复。 

2  结果 
2.1  vp19 的扩增和重组表达载体的鉴定 

取 10 μL PCR 产物进行 1%的琼脂糖凝胶电泳，

EB 染色后紫外灯下观察表明扩增得到一条 370bp 的

条带（图 1），与目的基因 vp19 大小相符。将 PCR
产物克隆到 pGEM T‐ 载体中，经 Bam H /Ⅰ Hind Ⅲ
双酶切鉴定，获得了阳性克隆（图 1）, DNA 序列测

定结果表明vp19的基因序列完全正确。通过 BamHⅠ

和 Hind  Ⅲ 双酶切将 vp19 基因定向插入表达载体

pET32b, BamHⅠ和Hind  Ⅲ 双酶切鉴定pET32b-vp19
质粒，在 1％ 琼脂糖凝胶电泳上呈现两个条带，大

小分别为 5900bp 和 370bp（图 1），分别对应于表

达载体 pET32b 和 vp19 基因，表明该质粒已正确插

入表达载体 pET32b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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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目的基因的获得与重组质粒的酶切鉴定 

Fig.1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combinant plasmids 
1, DL2000 Marker; 2, PCR product of vp19; 3, pGET-vp19/ BamH +Ⅰ Hind 

; 4Ⅲ , pET32b-vp19/ BamH +Ⅰ Hind Ⅲ; 5, Lambda DNA/ Hind  MarkerⅢ . 

2.2  融合蛋白的诱导表达及纯化 
将 pET32b和重组质粒分别转化Origami（DE3）

pLysS 宿主菌，构建了 pET32b-VP19 和 pET32b 的

表达菌株 ，IPTG (0.8mmol/L) 诱导后在不同时相

收集菌样，经 SDS PAGE‐ 电泳发现目的蛋白

Trx-VP19 获得了表达（见图 2），分子量约为 37- 
kDa，与预期的大小相符，如图 2 中的箭头所示，

并在诱导后 4h 表达量最大。用 Western Blot 也检测

到 Trx-VP19 蛋白的表达。将菌体反复冻融 3 次，

超声波破碎，离心（12 000 r/min，4℃，10min）收

集上清，镍离子亲和树脂纯化带 6×His 标签的融合

蛋白后，约 37 kDa 处为单一的条带（见图 3）。同

样的方法纯化得到 pET32b 空载体的表达产物 Trx，
在 18kDa 处为单一的条带（见图 3）。 

 
图 2  Trx-VP19 表达产物的时相分析 

Fig.2  Analysis of recombinant Trx-VP19 expression 
1, pET32b-VP19 uninduced; 2, pET32b-VP19 induced with IPTG for 1h; 3, 
pET32b-VP19 induced with IPTG for 2h; 4, pET32b-VP19 induced with 
IPTG for 3h; 5, pET32b-VP19 induced with IPTG for 4h; M, Marker. The 
arrow indicated the location of recombinant Trx-VP19. 

 

图 3  表达产物的纯化和检测 
Fig.3  Analysis of expressed protein and purified protein 

1, pET32b uninduced; 2, pET32b induced with IPTG for 4h; 3, Purified Trx; 
4, pET32b-VP19 uninduced; 5, pET32b-VP19 induced with for 4h; 6, 
Purified Trx-VP19; M, molecular weight standard; 7, Supernatants of the 
induced recombinant strains with IPTG for 4h; 8, Pellets of the induced 
recombinant strains with IPTG for 4h; 9, Western-blot of purified Trx-VP19; 
The arrow indicated the location of recombinant Trx-VP19. 

2.3  融合表达的 Trx-VP19 蛋白提高虾体抗 WSSV
感染力作用 
在气温 22℃~25℃的条件下养殖的结果显示，

注射纯化 Trx-VP19 蛋白组的鳌虾 8d 后累积死亡率

为 50％，注射纯化 Trx 蛋白组的鳌虾 8d 后的累积

死亡率为 95％，说明注射重组蛋白 Trx-VP19 可以

明显提高对虾抗WSSV感染力。 投喂纯化Trx-VP19
蛋白组的鳌虾 8d 后累积死亡率为 90％，说明口服

重组蛋白 Trx-VP19 的鳌虾对 WSSV 的感染没有明

显的保护作用。 阳性对照组的鳌虾在感染 WSSV 
9d 后累积死亡率达到了 100％，并在 3~5d 达到死

亡高峰，而注射了 TN buffer 的阴性对照组鳌虾无

任何病理现象。以上实验数据均为 3 组重复实验所

得，结果见图 4。 

 
图 4  感染 WSSV 后各组鳌虾的累积死亡率曲线 

Fig.4  Cumulative mortality of each group of crayfish after 
infected WSSV 

A group injected with WSSV: injected with TN buffer twice at 5 days 
interval and then infected WSSV 2 days later; B group injected with 
Trx-VP19: injected with purified Trx-VP19 twice at 5 days interval and then 
infected WSSV 2 days later; C group of oral administrated with Trx-VP19: 
feeded with purified Trx-VP19 for 5 days and infected WSSV 2 days later; 
D group injected with TN buffer: injected with TN buffer twice at 5 days 
interval and infected with TN buffer 2 days later; E group injected with Trx: 
injected with purified Trx twice at 5 days interval and infected WSSV 2 
days later. 

3  讨论 
 Van Hulten 等分离并鉴定了 WSSV 的囊膜蛋

白 VP19，它主要具有两个跨膜结构域，通过这两

个结构域锚定在囊膜上[2]。由于囊膜在 WSSV 感染

对虾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目前 VP19 囊膜蛋白是否

与对虾白斑综合症的系统感染有关还未见报道。

Jeroen Witteveldt 等用 pMAL-c2 载体在 DH5α中表

达了 VP19[7]，而许雅香等用 pET30a 作为表达载体

在 E.coli BL21（DE3）中未能表达出 VP19，推测

VP19 对大肠杆菌有毒性作用 [10]。本研究选择

pET32b 作为表达载体，该载体中有编码大肠杆菌

硫氧化还原蛋白（Thioredoxin，Trx）, Trx 作为原

核生物的组成蛋白，具有与分子伴侣相似的功能，

可以帮助蛋白质正确折叠。实验证明 trx 基因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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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基因一同表达，可以增加外源蛋白的可溶性[11]。

而 Origami（DE3）pLysS 菌株与表达载体 pET32b
组合，能最大限度的得到可溶有活性的目的产物。

本文通过 pET32b 载体在 Origami（DE3）pLysS 菌

株中成功共表达了 Trx-VP19，纯化的重组蛋白分别

注射和投喂了鳌虾后，进行了 WSSV 攻击试验。实

验结果表明注射 Trx-VP19 可以明显提高虾体抗

WSSV 感染力的作用，这进一步证实了 WSSV 的结

构蛋白可以被鳌虾免疫系统识别。这将对 VP19 与

VP28 间相互作用的机理研究和亚单位疫苗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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