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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参照鸭１型甲肝病毒亚型（ＤＨＡＶ１ａ）的基因组序列设计了１对犞犘３基因特异性扩增引物，通过ＲＴＰＣＲ

方法扩增获得了ＤＨＡＶ１ａ结构蛋白犞犘３基因，将纯化的犞犘３基因与ｐＥＡＳＹ
ＴＭＢｌｕｎｔＺｅｒｏＣｌｏｎ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连接，构建

ＤＨＡＶ１ａ犞犘３基因克隆重组质粒，然后将犞犘３基因片段插入ｐＥＴ３２ａ（＋）表达载体，转化犈．犮狅犾犻ＢＬ２１（ＤＥ３）感受态

细胞。以１．０ｍｍｏｌ·Ｌ－１ＩＰＴＧ于３７℃诱导表达，经ＳＤＳＰＡＧＥ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析表明犞犘３基因于大肠杆菌中成

功表达，其分子量为４７ｋＤａ，且表达的犞犘３蛋白能够与ＡｎｔｉＨｉｓＭｏｕｓｅｍＡｂ发生特异性反应，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

为进一步研究ＤＨＡＶ１ａ犞犘３蛋白功能和以犞犘３蛋白为抗原研制ＤＨＡＶ１ａ诊断试剂盒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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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甲 肝 病 毒 为 小 ＲＮＡ 病 毒 科

（Ｐａｃｏｒｎａｖｉｒｉｄａｅ）禽肝病毒属 （Ａｖｉｈｅｐａｔｏｖｉｒｕｓ）

成员［１］。鸭甲型肝炎是由１、２、３型３种不同的鸭

甲肝病毒 （ＤＨＡＶ）引起
［２］。丁春宇等［３］对其重

新分类和命名，分为３个不同基因型，即ＤＨＡＶ１、

ＤＨＡＶ２、ＤＨＡＶ３，其中 ＤＨＡＶ１为传统的１

型ＤＨＶ、ＤＨＡＶ２为台湾型ＤＨＶ、ＤＨＡＶ３为

韩国型ＤＨＶ。目前，我国流行的 ＤＨＡＶ主要有

传统的１型ＤＨＶ和韩国型ＤＨＶ。

近些年，ＤＨＡＶ１的致病特点除了引起肝脏

福建农业学报３０（５）：４２５～４２９，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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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肾脏肿大、出血外，还有肝脏和肾脏无明显肿

大、出血病变而引起胰腺出血、发黄。Ｇｕéｒｉｎ

等［４］从表现为脑炎和胰腺泛黄的番鸭中分离到鸭１

型甲肝病毒，发现该发病鸭的肝脏并无明显的病

变，表明鸭１型甲肝病毒感染还可引起雏鸭以脑炎

或胰腺炎为主要临床特征的新致病型。２０１２年傅

光华等［５］从表现为胰腺发黄、出血 （胰腺炎）却无

肝脏出血的雏番鸭中分离到１株鸭１型甲肝病毒，

其发病率为３０％，病死率为４０％。继而本研究室

还进行了形态特征、全基因组测序与分析、生物学

及理化学特性、动物致病性试验和血清交叉中和试

验等一系列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该病毒呈直径

２０～４０ｎｍ的球形粒子，且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与ＤＨＡＶ１参考毒株核苷酸序列和氨基酸同源性

分别高达９３．５％和９７．９％以上；结构蛋白犞犘１基

因与经典的 ＤＨＡＶ１的犞犘１基因序列同源性较

高［６］。动物致病试验表明，雏番鸭和雏半番鸭对该

病毒较易感，樱桃谷雏鸭和雏麻鸭对该病毒不易

感；而最易感经典肝炎型鸭１型甲肝病毒的为樱桃

谷雏鸭，雏番鸭、雏半番鸭对其相对较不易感，因

此其致病性与肝炎型的鸭１型甲肝病毒有所差

异［７］。利用鸭胚交叉中和试验测定了胰腺炎型

ＤＨＡＶ１与肝炎型ＤＨＡＶ１的交叉中和效价，确

定了犚值为０．６２，处于０．３２～０．７，这表明胰腺

炎型ＤＨＡＶ１属于鸭甲肝病毒的亚型 （ＤＨＡＶ

１ａ）（试验结果待发表）。

ＤＨＡＶ１基因组为单股正链 ＲＮＡ，大小约

７．８ｋｂ，其基因组只有 １ 个大的开放阅读框

（ＯＲＦ），编码１条由２２４９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聚蛋

白，多聚蛋白在翻译的同时可裂解形成３种结构蛋

白ＶＰ０、ＶＰ３和ＶＰ１，以及８种非结构蛋白２Ａ１、

２Ａ２、２Ｂ、２Ｃ、３Ａ、３Ｂ、３Ｃ和３Ｄ，其中ＶＰ３结构蛋

白由２３７个氨基酸组成，其分子量为２６．７ｋｕ
［８－１０］。

小ＲＮＡ病毒的结构蛋白ＶＰ０、ＶＰ１、ＶＰ３位于病毒

壳体表面，参与病毒抗原位点的形成；ＶＰ３蛋白的

氨基端含有主要的抗原决定簇，能够诱导机体产生

保护性免疫反应［１１］。本研究旨在通过对ＤＨＡＶ１ａ

ＶＰ３结构蛋白进行原核表达，分析ＶＰ３蛋白是否具

有良好的反应原性，以此为鸭１型甲肝病毒ＶＰ３基

因功能的研究和以ＶＰ３蛋白为抗原研制ＤＨＡＶ１ａ

诊断试剂盒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毒株、菌株、载体

ＭＰＺＪ１２０６株鸭１型甲肝病毒亚型为福建省农

业科学院畜牧兽医所分离与保存，克隆载体

ｐＥＡＳＹ
ＴＭＢｌｕｎｔＺｅｒｏＣｌｏｎ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购自北京全

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原核表达载体ｐＥＴ３２ａ

（＋）购自 Ｇ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犈．犮狅犾犻Ｔｒａｎｓ５α和犈．

犮狅犾犻ＢＬ２１ （ＤＥ３）感受态细胞均购自北京全式金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１２　主要试剂

ＡＭＶ反转录酶、５×ＡＭＶ反转录酶缓冲液、

ＲＮＡ 酶 抑 制 剂、ｄＮＴＰ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Ｓｔａｒｔ

ＦａｓｔＰｆｕ ＤＮＡ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Ｐｒｅｍｉｘ Ｅｘ 犜犪狇

（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ｙｅｍｉｘ）、犅犪犿ＨＩ、犡犺狅Ｉ、Ｔ４ＤＮＡ连

接酶等均购自宝生物工程 （大连）有限公司；

ＴｒａｎｓＺｏｌＵｐＰｌｕｓＲＮＡ Ｋｉｔ 、ＡｎｔｉＨｉｓ Ｍｏｕｓｅ

ｍＡｂ、ＧｏａｔＡｎｔｉＭｏｕｓｅＩｇＧ （ＨＲＰ）购自北京全

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ＤＮＡ胶回收试剂盒、质

粒小量提取试剂盒购自ＯＭＥＧＡ公司。

１３　ＤＨＡＶ１ａ犞犘３基因的ＲＴＰＣＲ

根据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已登录的 ＤＨＡＶⅠ犞犘３基

因序列设计１对引物，由铂尚生物技术 （上海）有

限公司合成。上游引物：ＣＣＧＧＧＡＴＣＣＧＧＡＡＡ

ＧＡＧＡＡＡＡＣＣＡＣＧＣＡ （下划线处为犅犪犿ＨＩ酶切

位点）；下游引物：ＣＣＧＣＴＣＧＡＧＣＴＧＡＴＴＡＴＴ

ＧＧＴＴＧＣＣＡＴＣＴ （下划线处为犡犺狅Ｉ酶切位点）。

预期扩增片段大小为７１１ｂｐ，预测可编码分子量

为２６ｋＤａ的ＶＰ３蛋白。

反转录按ＡＭＶ反转录酶说明书进行，反应体

系为２０μＬ，具体操作如下：将提取好的病毒

ＲＮＡ１０μＬ，加入ｄＮＴＰＭｉｘｔｕｒｅ（１０ｍｍｏｌ·Ｌ
－１

ｅａｃｈ）２μＬ，６Ｎ随机引物１μＬ，４０Ｕ·μＬ
－１核糖

核酸酶抑制剂０．５μＬ，５×ＡＭＶＲＴ缓冲液４μＬ，

５Ｕ·μＬ
－１ ＡＭＶ 反转录酶２μＬ，ＤＥＰＣ水０．５

μＬ，混匀３０℃放置１０ｍｉｎ，４２℃放置６０ｍｉｎ，冰

上冷却２ｍｉｎ。取上述反应的ｃＤＮＡ 为模板，９４℃

５ｍｉｎ，９４℃３０ｓ，５４℃３０ｓ，７２℃１ｍｉｎ，３５个

循环，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ＰＣＲ产物用１％ （Ｗ／Ｖ）

的琼脂糖凝胶电泳，用ＤＮＡ回收试剂盒回收目的

片段，与ｐＥＡＳＹ
ＴＭＢｌｕｎｔＺｅｒｏＣｌｏｎ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载

体连接后转化 Ｔｒａｎｓ５α感受态细胞，涂布于含

Ａｍｐ （１００μｇ·ｍＬ
－１）的ＬＢ琼脂平板，３７℃培

养过夜。次日挑取单个菌落，接种于含有相同抗性

的ＬＢ液体培养基中３７℃２００ｒ·ｍｉｎ－１摇菌１２～

１６ｈ。以碱裂解法提取质粒，经质粒ＰＣＲ鉴定和

双酶切鉴定，获得１个重组质粒 （命名为ｐＥＡＳＹ

ＶＰ３），送铂尚生物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进行测

序，测序结果运用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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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

用犅犪犿ＨＩ、犡犺狅Ｉ双酶切重组质粒 ｐＥＡＳＹ

ＶＰ３和原核表达载体ｐＥＴ３２ａ（＋），回收犞犘３基

因和ｐＥＴ３２ａ （＋），１６℃连接过夜，连接产物转

化入Ｔｒａｎｓ５α感受态细胞，通过ＰＣＲ和双酶切鉴

定，筛选阳性重组质粒，将其命名为 ｐＥＴ３２ａ

ＶＰ３。将该阳性重组质粒送铂尚生物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进行测序，测序结果运用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

分析。

１５　ＤＨＡＶ１ａＶＰ３蛋白的细胞抗原表位的预测

应用ＤＮＡＳｔａｒＭｅｇＡｌｉｇｎ软件对测序结果进行

分析，使用 Ｐｒｏｔｅａｎ软件的 Ｋｙｔｅ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方法预

测蛋白质的亲水区和疏水区，用Ｅｍｉｎｉ方法预测特

定区域位于蛋白质表面的可能性，用Ｊａｍｅｓｏｎ

Ｗｏｌｆ方法预测蛋白质的抗原指数。

１６　ＤＨＡＶ１ａ犞犘３基因的诱导表达

将阳性重组表达质粒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３和空白载

体ｐＥＴ３２ａ（＋）分别转化ＢＬ２１ （ＤＥ３），挑取单

个菌落接种于新鲜的含Ａｍｐ （１００μｇ·ｍＬ
－１）的

ＬＢ液体培养基中，３７℃２００ｒ·ｍｉｎ－１摇菌１２～１６

ｈ。以碱裂解法提取质粒，进行质粒ＰＣＲ鉴定和双

酶切鉴定。取阳性重组表达菌菌液按１∶１００比例

接种于含相同浓度Ａｍｐ的ＬＢ液体培养基中３７℃

２００ｒ·ｍｉｎ－１振荡培养至犗犇６００达到０．５～０．６，加

入ＩＰＴＧ至终浓度为１．０ｍｍｏｌ·Ｌ－１，诱导表达４

ｈ，同时用含空白载体 ｐＥＴ３２ａ （＋）的 ＢＬ２１

（ＤＥ３）作为平行对照。分别取诱导前和诱导后的

菌液１ｍＬ，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２ｍｉｎ，收集菌

体，用１００ｕＬ１×ＰＢＳ重悬菌体沉淀，加入２０μＬ

６×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Ｂｕｆｆｅｒ，混匀沸水浴１０ｍｉｎ。

处理好的表达产物取１０μＬ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

１７　表达产物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析

按常规方法配制 ＳＤＳＰＡＧＥ１２％分离胶和

５％浓缩胶，将上述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的蛋白用

半干法转印至ＰＶＤＦ膜上，以５％脱脂乳封闭过

夜。一抗为 ＡｎｔｉＨｉｓＭｏｕｓｅｍＡｂ３７℃反应１ｈ；

二抗为辣根过氧化物酶 （ＨＲＰ）标记的羊抗鼠

ＩｇＧ，３７℃反应１ｈ，最后用ＤＡＢ显色试剂盒室温

显色。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ＤＨＡＶ１ａ犞犘３基因的克隆与鉴定

对ＤＨＡＶ１ａ犞犘３基因进行扩增，在约７１１

ｂｐ处出现１条与预期结果相一致的条带 （图１）；

扩增产物经胶回收后，克隆到 ｐＥＡＳＹ
ＴＭＢｌｕｎｔ

Ｚｅｒｏ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Ｖｅｃｔｏｒ 上，得 到 重 组 克 隆 质 粒

ｐＥＡＳＹＶＰ３，经ＰＣＲ鉴定、犅犪犿ＨＩ和犡犺狅Ｉ双酶

切鉴定、核苷酸测序鉴定均为正确。重组表达质粒

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３经ＢａｍＨＩ和ＸｈｏＩ双酶切、ＰＣＲ鉴

定及测序，与预期结果一致 （图２）。

图１　ＤＨＡＶ１ａ犞犘３基因的ＲＴＰＣＲ扩增产物的鉴定

犉犻犵．１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犇犎犃犞１犪犞犘３犵犲狀犲犪犿狆犾犻犳犻犲犱犫狔

犚犜犘犆犚

注：Ｍ为ＤＮＡ分子质量标准；１为犞犘３基因的ＰＣＲ扩增产物；

２为阴性对照。

图２　重组质粒的酶切鉴定及ＰＣＲ鉴定

犉犻犵．２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狆犾犪狊犿犻犱，狆犈犜３２犪犞犘３，

犫狔狉犲狊狋狉犻犮狋犻狅狀犲狀犱狅狀狌犮犾犲犪狊犲狊犱犻犵犲狊狋犻狅狀犪狀犱犘犆犚

注：Ｍ１、Ｍ２为ＤＮＡ分子质量标准；１为犞犘３基因的ＰＣＲ产

物；２为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３的ＢａｍＨＩ和ＸｈｏＩ双酶切产物。

２２　ＤＨＡＶ１ＶＰ３蛋白的细胞抗原表位的预测

应用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对测序结果进行分析，发

现ＤＨＡＶ１ａＭＰＺＪ１２０６株的犞犘３基因与鸭１型甲

肝病毒ＣＥ３（ＥＵ６８７７５６．１）犞犘３基因核苷酸序列

的同源性为 ９４．７％，氨基酸序列的同源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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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９％；与鸭１型甲肝病毒ＺＪ株 （ＥＦ３８２７７８．１）

犞犘３基因核苷酸序列和氨基酸序列的同源性分别

为９４．８％和９９．２％。使用Ｐｒｏｔｅａｎ软件对ＤＨＡＶ

１ａＶＰ３结构蛋白的亲水性、抗原性和表面展示概

率进行预测分析，发现在１～２０和１７７～１９０位氨

基酸显示出较强的亲水性和抗原性，同时表明该区

域位于细胞抗原表位的可能性较大 （图３）。

图３　ＤＨＡＶ１ａＶＰ３蛋白的亲水性、抗原指数及表面展示概率分析

犉犻犵．３　犃狀犪犾狔狊犲狊狅狀犺狔犱狉狅狆犺犻犾犻犮犻狋狔，犪狀狋犻犵犲狀犻犮犻狀犱犲狓犪狀犱狊狌狉犳犪犮犲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狆犾狅狋狅犳犞犘３狆狉狅狋犲犻狀

２３　重组犞犘３蛋白的表达

构建的重组表达质粒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３在大肠杆

菌犈．犮狅犾犻ＢＬ２１ （ＤＥ３）中经ＩＰＴＧ诱导表达，表

达的ＨｉｓＶＰ３融合蛋白大小约４７ｋＤａ处有明显的

蛋白条带，与预期的融合蛋白大小相符 （见图４）。

图４　重组蛋白 ＨｉｓＶＰ３的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

犉犻犵．４ 　 犛犇犛犘犃犌犈 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狅狀 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 狆狉狅狋犲犻狀，

犎犻狊犞犘３

注：Ｍ 为蛋白质分子质量标准；１为经ＩＰＴＧ 诱导的犈．犮狅犾犻

ＢＬ２１ （ＤＥ３） （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３）；２为未经ＩＰＴＧ诱导的犈．犮狅犾犻

ＢＬ２１ （ＤＥ３）（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３）；３为诱导的犈．犮狅犾犻ＢＬ２１ （ＤＥ３）

（ｐＥＴ３２ａ）；４为未经ＩＰＴＧ诱导的犈．犮狅犾犻ＢＬ２１ （ＤＥ３） （ｐＥＴ

３２ａ）。

２４　ＶＰ３蛋白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

将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的重组质粒表达的蛋白条

带转移至ＰＶＤＦ膜上，经５％脱脂乳过夜封闭，一

抗孵育，二抗作用后用ＤＡＢ显色试剂盒显色，结

果显示，在４７ｋＤａ处出现一条清晰的反应带，表

明犞犘３目的基因在大肠杆菌ＢＬ２１ （ＤＥ３）中正确

表达 （图５）。

图５　重组蛋白 ＨｉｓＶＰ３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析

犉犻犵．５　 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狋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 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 狆狉狅狋犲犻狀，

犎犻狊犞犘３

注：Ｍ 为 蛋 白 分 子 量 标 准；１ 为 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３ （ＩＰＴＧ １

ｍｍｏｌ·Ｌ－１ 诱导４ｈ）；２为ｐＥＴ３２ａ（ＩＰＴＧ１ｍｍｏｌ·Ｌ－１３７℃

诱导４ｈ）。

３　讨　论

鸭１型甲肝病毒在世界分布十分广泛，影响畜

牧业的发展，对养鸭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基于

ＤＨＡＶ１的生理特性与小ＲＮＡ病毒科的病毒较为

相似，学者们通常利用小ＲＮＡ病毒科中病毒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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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对ＤＨＡＶ１的蛋白功能进行研究
［１２］。在某

些小ＲＮＡ病毒的研究中发现ＤＨＡＶ１ａ与小ＲＮＡ

病毒科双埃柯病毒属的 ｈｕｍａｎｐａｒｅｃｈｏｖｉｒｕｓｅｓ

（ＨＰｅＶ）和Ｌｊｕｎｇａｎｖｉｍｓｅｓ（ＬＶ）亲缘关系较近，

因为ＤＨＡＶ１ａ犞犘３基因的 Ｎ端分别有１８ａａ和

２１～２５ａａ的氨基酸丰富区，且这段短肽在 ＨＰｅＶ

中具有很强的免疫原性［１３－１４］，由此推测ＶＰ３蛋白

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利用 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对

ＤＨＡＶ１ａ犞犘３基因进行分析，发现其Ｎ端的１～

２０ａａ也显示出较强的亲水性、抗原性和较高的表

面可及性，据此推测该区域可能具有免疫原性。

Ｂｏｓｃｈ
［１５］等和 Ｓａｎｃｈｅｚ等

［１６］在对甲型肝炎病毒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ＡＶｉｒｕｓ，ＨＡＶ）的ＶＰ３蛋白进行研究

时发现，其ＶＰ３蛋白１１０～１２１ａａ区域含有一个连

续的抗原表位并在抗病毒感染方面具有一定的作

用。通过生物学软件分析得知 ＤＨＡＶ１ａ犞犘３基

因在１７７～１９０ａａ区域表现出较强的亲水性和抗原

性，该研究结果与２００８年刘家森等
［１１］对鸭肝炎病

毒１型犞犘３基因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推测

ＶＰ３蛋白在此区域也具有一个连续的抗原表位，

以发挥其免疫原性。

本研究以ｐＥＴ３２ａ （＋）为载体，以犈．犮狅犾犻

（ＤＥ３）为宿主菌，通过优化ＩＰＴＧ浓度和诱导温

度成功获得了约４７ｋＤａ的 ＨｉｓＶＰ３融合蛋白，经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结果表明 ＶＰ３蛋白具有一定的

生物活性，并可体外大量稳定表达。ｐＥＴ３２ａ

（＋）为载体带有６个 Ｈｉｓ标签，Ｈｉｓ是一种高度

可溶的肽，其与目的蛋白融合表达时，可增加目的

蛋白的可溶性，同时，目的蛋白与Ｈｉｓ标签融合表

达，也有利于目的蛋白的纯化。本试验为进一步研

究ＤＨＡＶ１ａ犞犘３蛋白功能和以犞犘３蛋白为抗原

研制ＤＨＡＶ１ａ诊断试剂盒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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