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斝旘旓旚斿旈旑旐旓旍斿斻旛旍斸旘旝斿旈旂旇旚旙旚斸旑斾斸旘斾旙

棾暋讨暋论

棽棸棻棸年初于我国爆发的禽坦布苏病毒给我国

蛋禽养殖业造成严重危害暎目前棳在蛋鸭品种 棬山
麻鸭和金定鸭棭暍肉鸭品种 棬番鸭暍半番鸭和樱桃

谷鸭棭椲棻棻椵中均检测到棳此外棳在蛋鸡和鹅体内也分

离到该病毒椲棻棽棴棻棾椵暎全基因序列测定分析表明棳其

在品种和宿主间差异较小椲椂棴椄椵暎关于该病的疫苗

学暍分子免疫学和免疫病理学暍快速诊断及致病机

理等方面棳我国学者均进行了深入研究椲棻棿棴棻椃椵暎

斘斢棻蛋白是坦布苏病毒的一直重要的非结构

糖蛋白棳较为保守棳可能与病毒毒力有关暎在病毒

感染哺乳动物细胞时棳斘斢棻蛋白主要由棾种存在

形式棳与细胞内的细胞器相连或通过选择性运输途

径分泌到细胞表面棳或者以可溶性的糖基化方式释

放到细胞上清中暎研究发现黄病毒分泌型 斘斢棻蛋

白可随血液进行循环棳针对 斘斢棻蛋白这一特性棳
建立了多种针对 斘斢棻蛋白斉斕斏斢斄检测方法棳应用

于坦布苏病毒感染的早期诊断以及多种黄病毒共流

行的鉴别诊断椲棻椄棴棻椆椵暎目前棳普遍认为 斘斢棻可作为

坦 布 苏 病 毒 感 染 诊 断 中 另 一 种 潜 在 的 诊 断 标

志物椲棽棸椵暎
本研究利用 斠斣灢斝斆斠 技术成功扩增禽坦布苏

病毒 斪斠株的 斘斢棻基因片段棳将其和原核表达载

体 旔斍斉斬灢棿斣灢棻 连 接棳构 建 原 核 表 达 重 组 质 粒

旔斍斉斬棿斣灢斘斢棻棳建立了高效表达 斘斢棻蛋白的原核

表达体系暎所表达的目的蛋白经斢斈斢灢斝斄斍斉分析

结果表明棳所表达的 斘斢棻蛋白为包涵体棳大小约

为椂棽旊斈棳符合试验预期暎本研究成功表达禽坦布

苏病毒 斘斢棻蛋白棳既可用于禽坦布苏病毒感染的

血清学诊断棳也可作为病原学诊断有效补充棳为禽

坦布苏防控奠定基础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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