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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应用原核表达系统表达新型鸭呼肠孤病毒氁斆基因棳分析氁斆蛋白的抗原性暎根据已登录的新型鸭呼肠

孤病毒 棬斘斈斠斨棭斘斝棸棾株斢棻基因序列棳针对氁斆基因设计并合成棻对特异性引物棳用 斠斣灢斝斆斠扩增该基因棳并

将此片段克隆到原核表达载体 旔斉斣灢棾棸斸 棬棲棭上棳将序列正确的重组质粒命名为 旔斉斣灢斘斈斠斨灢氁斆棳转化大肠杆菌

斅斕棽棻 棬斈斉棾棭感受态细胞棳棻灡棸旐旐旓旍暏斕棴棻斏斝斣斍棾椃曟诱导表达暎结果显示棳斠斣灢斝斆斠扩增得到椆椂椂斺旔的目的片

段椈表达产物经 斢斈斢灢斝斄斍斉分析棳获得了与预期相符的约棿棻灡棾旊旛的条带棳重组蛋白主要以包涵体形式存在椈
斪斿旙旚斿旘旑斺旍旓旚旚旈旑旂分析显示棳重组蛋白能与 斘斈斠斨 阳性血清发生反应暎本试验首次应用原核表达系统获得

斘斈斠斨氁斆蛋白棳并证明其具有免疫反应性暎
关键词椇新型鸭呼肠孤病毒椈氁斆蛋白椈原核表达椈斪斿旙旚斿旘旑斺旍旓旚旚旈旑旂椈抗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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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出血坏死性肝炎的病原暎自棽棸棸 年以来棳鸭出

血坏死性肝炎在福建暍广东和浙江等地流行棳疫区

有逐年扩大的趋势棳被视为危害养鸭业发展的重要

疫病之一暎该病以肝脏不规则坏死和出血混杂暍心

肌出血暍脾脏肿大斑块状坏死暍肾脏和法氏囊出血

为主要特征棳发病无明显季节性棳多种品种鸭易感

棬如番鸭暍半番鸭暍麻鸭群北京鸭和樱桃谷鸭等棭棳
发病日龄约为棾暙棽 日龄棳其中以 暙棻棸 日龄居

多棳病程 暙椃斾棳发病率 棩 暙棽棸棩暍死 亡 率

棽棩暙棻 棩椲棻棴棽椵暎
斘斈斠斨含双层衣壳棳氁斆 蛋白位于病毒外衣

壳棳由 斢棻基因节段编码暎在病毒感染过程中棳氁斆
蛋白活化后形成同源三聚体与受体分子相互作用棳
介导病毒侵入易感细胞暎此外棳氁斆 蛋白还能诱导

机体产生保护性中和抗体椲棾棴椂椵暎本试验以 斘斈斠斨
斘斝棸棾株的斢棻基因为模板棳构建氁斆基因原核表达

质粒并用斏斝斣斍 诱导表达棳以期获得氁斆 基因表达

产物棳分析纯化蛋白的抗原性棳为建立 斘斈斠斨 的

有效监测方法暍制备氁斆 蛋白的单克隆抗体暍分析

氁斆蛋白的功能和特性棳以及进一步开展基因工程

亚单位疫苗奠定基础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材料

棻灡棻灡棻暋毒株与血清暋斘斈斠斨 斘斝棸棾 株由本实验室

分离鉴定保存椈斘斈斠斨 阳性血清由本实验室制备

保存暎
棻灡棻灡棽暋 毒 株 与 质 粒 暋 大肠杆菌 斈斎 毩 和 斅斕棽棻
棬斈斉棾棭感受态细胞购自宝生物 棬大连棭有限公司椈
原核表达质粒旔斉斣灢棾棸斸 棬棲棭购自 斘旓旜斸旂斿旑公司暎
棻灡棻灡棾暋主要试剂暋 聚合酶暍斝旘旈旐斿斢斻旘旈旔旚
反转录试剂盒暍斅 斏暍斎 斏斏斏暍斣棿斈斘斄 连接

酶购自宝生物 棬大连棭有限公司椈斠斘斄 提取试剂

斣斠斏旡旓旍斠斿斸旂斿旑旚购自斏旑旜旈旚旘旓旂斿旑公司椈斢斈斢灢斝斄斍斉
凝胶试剂盒购自碧云天公司椈斎斠斝 标记的羊抗鸭

二抗购自美国 斔斝斕 公司暎
棻灡棽暋方法

棻灡棽灡棻暋 引 物 设 计 与 合 成 暋 根 据 斍斿旑斅斸旑旊 中 的

斘斈斠斨斢棻 基因序列 棬斍斿旑斅斸旑旊椇斔斆棾棻棽椂椆椆棭棳用

斝旘旈旐斿旘斝旘斿旐旈斿旘 软件设计引物棳在引物的两端分

别加入限制性酶切位点 斅 斏和 斎 斏斏斏及保护

性 碱 基暎 引 物 斝棻 序 列 为椇 曚灢斣斄斣斍斍斄斣斆斆灢
斄斣斍斍斄斣斆斍斆斄斄斆斍斄斍斍斣斍斄斣灢棾曚棳斝棽 序列为椇
曚灢斣斄斣斄斄斍斆斣斣斆斍斆斆斆斍斣斍斍斆斍斄斆斍斍灢棾曚暎 引

物由宝生物 棬大连棭有限公司合成暎

棻灡棽灡棽暋斝斆斠扩增暋以反转录合成的 斘斈斠斨斢棻基

因片段的斻斈斘斄 为模板棳进行斝斆斠扩增暎斝斆斠扩

增体系椇斻斈斘斄 模板 棽毺斕棳上下游引物各 棻毺斕棳
棻棸暳斺旛旀旀斿旘 毺斕棳斾斘斣斝棿毺斕棳斾斾斎棽斚棾椂灡 毺斕棳

棸灡 毺斕暎斝斆斠 反应体系椇椆棿曟 预变性

旐旈旑椈椆棿曟棾棸旙暍椂棸曟棾棸旙暍椃棽曟棻旐旈旑棳棾棸个循

环椈 后椃棽曟 延伸棻棸旐旈旑暎取 斝斆斠 反应产物在

棻棩 琼脂糖上进行电泳棳回收 斝斆斠 产物暎
棻灡棽灡棾暋重组表达质粒的构建及鉴定暋将回收的

斝斆斠 产物用斅 斏和 斎 斏斏斏双酶切棳酶切片段

回收后插入到旔斉斣灢棾棸斸 棬棲棭质粒的相应位置棳重

组质粒经双酶切及测序鉴定棳正确的质粒命名为

旔斉斣灢斘斈斠斨灢氁斆暎
棻灡棽灡棿暋重组质粒在大肠杆菌中的诱导表达暋将上

述重组质粒旔斉斣灢斘斈斠斨灢氁斆 转化至大肠杆菌 斅斕棽棻
棬斈斉棾棭棳挑取单个菌落于 旐斕含卡那抗性的 斕斅
液体培养基中棾椃曟 过夜培养棳以此为种子液暎取

棻棸毺斕 种子液棳接种到 旐斕含卡那抗性的 斕斅 液

体培养基中棳待 椂棸棸值达到 棸灡棿暙棸灡椂 时棳按终

浓度棻灡棸旐旐旓旍暏斕棴棻加入斏斝斣斍 诱导棳棾椃曟 诱导

椂旇暎
棻灡棽灡 暋重组蛋白的纯化暋取 棽棸棸毺斕 含有 旔斉斣灢
斘斈斠斨灢氁斆质粒的大肠杆菌 斅斕棽棻 棬斈斉棾棭种子液接

种于棽棸棸旐斕含有棻棸棸毺旂暏旐斕棴棻卡纳青霉素的 斕斅
培养基中棳棾椃曟 棻椄棸旘暏旐旈旑棴棻培养至 椂棸棸值为

棸灡棿暙棸灡椂时棳加入斏斝斣斍 至终浓度棻灡棸旐旐旓旍暏斕棴棻

诱导棳继续培养 棿旇棳离心收集菌体棳超声破碎棳
棿曟 棸棸棸旘暏旐旈旑棴棻离心棾棸旐旈旑棳收集沉淀暎根据

斍斉斎斿斸旍旚旇斻斸旘斿公司的 斎旈旙斣旘斸旔斣斖 斎斝蛋白质融合

与纯化系统纯化步骤操作暎将所得纯化蛋白进行

斢斈斢灢斝斄斍斉 分析暎
棻灡棽灡椂暋表达产物的 斪斿旙旚斿旘旑斺旍旓旚旚旈旑旂分析暋取未

诱导及诱导的菌液棳超声处理后进行 斢斈斢灢斝斄斍斉
电泳暎斢斈斢灢斝斄斍斉 电泳结束后棳将蛋白条带转移

至硝酸纤维膜 棬斘斆膜棭上椈转印膜在 棩 脱脂奶

粉中棳棿曟 封闭过夜椈斘斆膜用 斘斈斠斨 阳性血清于

棾椃曟 孵育棾旇椈孵育结束后棳洗涤棾次棳用 斎斠斝
标记的羊 抗鸭二抗 孵育 棾旇棳洗 涤 棾 次 后棳用

斈斄斅试剂显示目的条带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斘斈斠斨氁斆 基因 斠斣灢斝斆斠 扩增及重组表达质

粒的鉴定

斝斆斠 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显示棳
扩增出斘斈斠斨氁斆基因片段棳大小为椆椂椂斺旔棳与预

棻棻棾第棿期 王锦祥等椇新型鸭呼肠孤病毒氁斆基因原核表达及其抗原性的初步研究



期 相 符暎 对 重 组 质 粒 进 行 斝斆斠 鉴 定棳旔斉斣灢
斘斈斠斨灢氁斆扩增出椆椂椂斺旔大小条带棳与预期相符暎
对重组质粒用 斅 斏和 斎 斏斏斏双酶切棳酶切鉴

定结果表明棳目的片段已成功克隆到原核表达载体

旔斉斣灢棾棸斸 棬棲棭暎斈斘斄 测序结果进一步证明棳目的

片段序列正确暎电泳结果见图棻暎

图棻暋斘斈斠斨氁斆基因 斠斣灢斝斆斠扩增及重组表达质粒的鉴定

斊旈旂灡棻暋斄旂斸旘旓旙斿旂斿旍斿旍斿斻旚旘旓旔旇旓旘斿旙旈旙旓旀旚旇斿斠斣灢斝斆斠旔旘旓斾旛斻旚旓旀
斘斈斠斨氁斆旂斿旑斿斸旑斾斏斾斿旑旚旈旀旈斻斸旚旈旓旑旓旀旚旇斿旘斿斻旓旐斺旈旑斸旑旚
旔旍斸旙旐旈斾旔斉斣灢斘斈斠斨灢氁斆

注椇斖 为斈斘斄 斖斸旘旊斿旘 棬斈斕棽棸棸棸棭椈棻为 斘斈斠斨氁斆基因 斠斣灢斝斆斠
扩增产物椈棽为重组质粒 斝斆斠 鉴定椈棾为重组质粒双酶切鉴定暎

棽灡棽暋重组蛋白的斢斈斢灢斝斄斍斉分析

对诱导表达的菌体进行斢斈斢灢斝斄斍斉电泳分析棳
结果显示在约为棿棻灡棾旊旛处有一明显的新生蛋白表

达条带棳分子量大小与预期一致棳目的蛋白主要以

包涵体形式存在暎电泳结果见图棽暎

图棽暋融合蛋白诱导表达产物的斢斈斢灢斝斄斍斉分析

斊旈旂灡棽 暋 斢斈斢灢斝斄斍斉 斸旑斸旍旟旙旈旙 旓旀斿旞旔旘斿旙旙斿斾 斸旑斾 旔旛旘旈旀旈斿斾
旔旘旓斾旛斻旚旙旓旀斘斈斠斨氁斆旔旘旓旚斿旈旑

注椇斖 为蛋白预染 斖斸旘旊斿旘椈棻为旔斉斣灢斘斈斠斨灢氁斆未诱导椈棽暙棾为

旔斉斣灢斘斈斠斨灢氁斆诱导暎

棽灡棾暋重组蛋白的纯化

将含有 斘斈斠斨氁斆重组蛋白的细菌裂解棳利用

斎旈旙亲和层析柱对表达产物进行纯化棳得到了较高

纯度的重组蛋白暎电泳结果见图棾暎

图棾暋纯化蛋白的斢斈斢灢斝斄斍斉分析

斊旈旂灡棾暋斄旑斸旍旟旙旈旙旓旀旔旛旘旈旀旈斿斾斘斈斠斨氁斆旘斿斻旓旐斺旈旑斸旑旚旔旘旓旚斿旈旑
斺旟斢斈斢灢斝斄斍斉

注椇斖 为蛋白预染 斖斸旘旊斿旘椈棻暙棾为纯化的 斘斈斠斨氁斆蛋白暎

棽灡棿暋重组蛋白的 斪斿旙旚斿旘旑灢斺旍旓旚旚旈旑旂分析

对诱导表达后的菌体进行 斪斿旙旚斿旘旑斺旍旓旚旚旈旑旂分

析棳结果显示椇在大约棿棻灡棾旊旛处出现清晰的反应

条带棳而诱导表达后的空质粒则没有反应条带暎结

果说明棳表达的重组蛋白能被 斘斈斠斨 阳性血清识

别棳具有免疫反应性暎结果见图棿暎

图棿暋融合蛋白的 斪斿旙旚斿旘旑斺旍旓旚旚旈旑旂分析

斊旈旂灡棿暋斄旑斸旍旟旙旈旙旓旀斘斈斠斨氁斆旔旘旓旚斿旈旑斺旟斪斿旙旚斿旘旑斺旍旓旚旚旈旑旂
注椇斖 为蛋白预染 斖斸旘旊斿旘椈棻为旔斉斣灢斘斈斠斨灢氁斆未诱导椈棽暙棿为

纯化后的 斘斈斠斨氁斆蛋白暎

棾暋讨暋论

斘斈斠斨 是近年来在水禽中新出现的重要病原棳
且流行趋势逐年加强椲椃棴椄椵暎病毒感染宿主后能损伤

免疫器官棳导致免疫抑制棳引起其他病原的继发感

染棳给养鸭业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椲椆棴棻棸椵暎斘斈斠斨
斢棻基因片段为多顺反子结构棳含棾个开放阅读框棳
编码 斝棻棸暍斝棻椄和氁斆等棾种蛋白椲椄椵暎其中棳氁斆是

斘斈斠斨 的重要结构蛋白棳它分布于病毒外衣壳表

面暎在病毒感染过程中棳氁斆 蛋白单体被活化棳形

棽棻棾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椆卷



成同源三聚体棳识别受体棳介导病毒侵入宿主细

胞棳并诱导宿主产生特异性中和抗体棳是一种重要

的毒力因子和保护性抗原暎因此棳对该蛋白的研究

是揭示病毒致病机理及宿主抗病毒免疫反应的关键

点椲棻棻棴棻棽椵暎
水 禽 呼 肠 孤 病 毒 包 括 番 鸭 呼 肠 孤 病 毒

棬斖斈斠斨棭和新型鸭呼肠孤病毒 棬斘斈斠斨棭棳然而对

病毒蛋 白 功 能 的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于 前 者暎斔旛旑旚旡灢
斢旈旐旓旑斍等通过杆状病毒表达系统获得抗原性良好

的 斖斈斠斨氁斅和氁斆蛋白椲棻棾椵暎张云等通过原核表达

系统获得免疫反应性良好的 斖斈斠斨 斖斪椆椃棻棸株的

氁斆蛋白棳蛋白以包涵体形式存在椲棻棿椵暎余旭平等也

通过原核表达系统实现 斖斈斠斨斱斒椆椆株氁斆 蛋白的

高效表达椲棻 椵暎然而棳斘斈斠斨氁斆 基因与 斖斈斠斨氁斆
基因同源性较低棳并且含较多稀有密码子棳该基因

能否通过原核系统表达暍表达产物以何种形式存在

以及表达产物是否具有生物学活性等棳目前均未见

报道暎
本研 究 应 用 分 子 生 物 学 方 法棳用 旔斉斣灢棾棸斸

棬棲棭成功表达了 斘斈斠斨 斘斝棸棾 株的 氁斆 蛋白棳表

达产物以包涵体形式存在棳纯化方便暎经试验验

证棳表达蛋白质与 斘斈斠斨 阳性血清呈阳性反应棳
具有良好的免疫反应性暎在试验中对表达条件

棬斏斝斣斍 浓度暍诱导温度和诱导时间棭进行了优化棳
但均未能实现 斘斈斠斨氁斆蛋白的高效表达暎这可能

与该基因中存在较多稀有密码子 棬棻椄个稀有密码

子棭有关棳下一步将对密码子进行优化或将重组质

粒转化到能提供稀有密码子的宿主菌中看能否实现

蛋白的高效表达暎斘斈斠斨氁斆 蛋白的获得棳为进一

步分析氁斆蛋白的功能和特性奠定了基础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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