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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ＨＥＰ．Ｆ１ｕｒｙ株病毒辅助质粒包装ＣＴＮ株
病毒基因组拯救狂犬病病毒
黄莹唐青扈荣良
【摘要】

目的以ｃＴＮ株狂犬病病毒全长基因组ｃＤＮＡ重组质粒（ｐＣＴＮ．ＧＦＰ）和胍Ｐ．Ｆ岫株

病毒Ｎ、Ｐ、Ｌ辅助质粒共转染拯救具有活性的ｃＴＮ株重组狂犬病病毒（ｃ１Ｎ—ＧＦＰ）。方法将ｃ１Ｎ株
狂犬病病毒全长基因组分４段进行扩增，体外连接扩增片段并克隆人表达载体中，构建ＣＴＮ株狂犬病

病毒全长基因组ｃＤＮＡ重组质粒，基因组、Ｉ，基因被标识基因Ｇ】ＦＰ取代，通过与肛Ｐ．Ｆｌｕ巧株病毒Ｎ、Ｐ、
Ｌ３个辅助质粒共转染ＢＨＫ．２１细胞，拯救能够稳定表达ＧＦＰ的重组病毒ｃＴＮ．ＧＦＰ。结果成功扩增
全长基因组的４个基因片段，并将其克隆入表达载体，构建了ｃＴＮ株狂犬病病毒全长基因组ｃＤＮＡ重
组质粒ｐＣＴＮ．ＧＦＰ，经酶切鉴定和序列测定证明ｐＣＴＮ．ＧＦＰ为正确克隆，可直接用于病毒拯救。将

ｐＣＴＮ．ＧＦＰ与脏Ｐ．Ｆｌｕｒｙ株病毒辅助质粒共转染ＢＨＫ．２ｌ细胞４ｄ后，成功拯救出ＣＴＮ株重组狂犬病
病毒，重组病毒能够表达标识基因ＧＦＰ，荧光显微镜下可直接观察到标识基因ＧＦＰ的表达，设计跨
ＧＦＰ和Ｌ基因的特性引物对重组病毒进行ＲＴ－ＰＣＲ检测，结果证明此病毒是从克隆的质粒中拯救的重

组病毒。结论既Ｐ．Ｆｌｌ町株病毒的结构蛋白能够包装并转录ＣＴＮ株病毒的基因组鼢执。
【关键词】狂犬病病毒；基因组；结构蛋白；病毒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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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病毒为单股负链ｌⅢＡ病毒，其基因组编

和基因组ＲＮＡ相互作用形成具有遗传信息功能的

码核蛋白（Ｎ）、磷蛋白（Ｐ）、基质蛋白（Ｍ）、糖蛋白

核糖核蛋白（对岬）复合物。２】。因此在狂犬病病毒反

（Ｇ）和转录酶蛋白（Ｌ）５种结构蛋白¨１。Ｎ、Ｐ、Ｌ蛋白

向遗传系统中，除含病毒全长基因组质粒外，必须提
供Ｎ、Ｐ、Ｌ ３个结构基因构成的辅助质粒。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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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０６３００４９）

为不同遗传背景的狂犬病病毒结构蛋白和基因组之
间可以相互包装拯救狂犬病病毒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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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唐青，Ｅ嫩ｉｌ：ｑｔａ｜１９０４＠ｓｉｎａ．ｃ锄

１．病毒、细胞及ＨＥＰ．Ｆｌｕｒｙ株病毒辅助质粒来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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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ＣＴＮ株狂犬病病毒的亲代病毒是１９５３年从山东
省淄博市１例感染狂犬病的患者脑组织中分离得到

表１全基因组分段扩增引物
引物名称

的，将分离到的病毒在鼠脑中连续传代５６代，随后在
人二倍体细胞（ＢＭＫ．１７）上继续传代５０代得到的狂

Ｉ

ＦｌＦ－Ｋｐｎ

毒株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惠赠。仓鼠肾细胞

（ＢＨＫ．２１，ＡＴＣＣ，ＵＳＡ）、小鼠神经瘤母细胞（ＭＮＡ。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惠赠）。ＨＥＰ．Ｆｌｕ眄株狂犬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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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ＣＣ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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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ＡＡＣ—汀Ｇ ＡＡＴ ＴＣＴＡＧＡＡＣ

Ｆ２Ｒ．ＢｓｓＨⅡＧＣＧ ＣＧＣ １ｖｒＴ ＴＴＴ ＴＧＧ ＡＣＴ ＴＧＡ ＡＪ订
ＡＴＧＡＡＧＧＡＧＡＴＧＡＣＣＴＧＣＣ

Ｆ３Ｆ－№ｅ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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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Ｃ
Ｆ３Ｒ．ＡＤａ Ｉ

Ｆ４】｝０Ｎｏｔ

成ｐＨ．Ｎ、ｐＨ．Ｐ、ｐＨ．Ｌ ３个参与病毒转录及复制的辅

Ｉ
Ｉ

Ｇ从 …。

１６１１

ＧＴＧＡＧＡＧＧＧＣＣＣＴｒｒｌｌＡＣＴＡＣ—汀Ｇ
ＧＣＣ ＧＧＣ
ＴＣＡ Ｃ１’Ａ

ＧＧＣ鱼鱼鱼鳗￡ＣＴＣ

ＡＡＡＧＡＡＴＣＴ√姒ＡＡ

２０４１
…。

ＧＣＧ ＧＣＣ ＧＣＴ ＣＣＧ ＡＣＣ ＣＡＣ ＧＣＴ １ＡＡ
ＣＡＡＡＡＡＧＡＣ ＣＡＴＡＡ

注：Ｆ：上游引物；Ｒ：下游引物；Ｋｐｌｌ ｒ、ＥｃｏＲＩ、ＢｓｓＨⅡ、

助质粒，以上３种辅助质粒由Ｍｏｒｏｍｏｔｏ博士惠赠。
２．病毒总ＲＮＡ的提取和反转录形成ｃＤＮＡ文

ＴＡＧ ＴＣＡ ＣＧＣ ｒｒＡ ＡＣＡ

ＦｌＲ．ＥｃｏＲ

Ｆ４Ｆ－Ａｐａ

毒的Ｎ、Ｐ、Ｌ基因分别克隆入ｐｃＤＮＡ３．１载体中，构

鳗！△鳗ＣＴＡ
ＡＣＣＡＡＡＴＣ

犬病病毒减毒疫苗株，并于１９８３年和２００５年被

ＷＨｏ批准作为中国狂犬病疫苗生产用毒株’３］，此病

曩嫠笼嚣

引物序列（５’一３’）

ＮｈｅＩ、Ａｐａ Ｉ、Ｎ０ｔＩ：引物中所带的酶切位点

库：用ＴＩｕｚＯＬ（Ｉｎｖｉ仃ｏｇｅｎ，ｕｓＡ）从感染有ＣＴＮ株

标识的重组真核表达质粒（ｐＣＴＮ．ＧＦＰ），酶切鉴定

狂犬病病毒的冻十鼠脑中提取总ＲＮＡ。将３２ ｕｌ提

ｐＣＴＮ．ＧＦＰ重组质粒，将酶切鉴定正确的克隆送上

取的总ＲＮＡ和ｌ ｕｌ浓度为０．２ ｐ∥ｍｌ的随机引物Ｐｄ

海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测序。

１Ｙ幻Ｉｕ－Ｐｒｉｍｅ Ｆｉｒｌｓｃ－Ｓｔｒａｎｄ

５．转染及拯救重组病毒：在含１０％ＦＢＳ的

Ｂｅａｄｓ（Ａｍｅｒｓｈ锄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进行反转录，得到

Ｄ．ＭＥＭ培养基的六孔板（Ｃｏｒｉｎｇ，ＵＳＡ）中过夜培

ｃＤＮＡ文库。

养ＢＨＫ一２ｌ细胞，待长成单层（约４×ｌ ０５—６×１０５个

（Ｎ）６（ＴｈＫａＲａ．）用Ｒｅａｄｙ－Ｔｂ－Ｇｏ

３．ＣＴＮ株病毒全长基因组分段扩增及克隆：根

细胞／孔）后用于转染。用ｌＯ肛ｌ

Ｌｉｐｏｆｅｃｔ锄ｉｎｅ

据ＣＴＮ株狂犬病病毒基因组特点，选择其中的单一

２０００胁ｎｓｆｅｃｔｉｏｎ

酶切位点将病毒基因组分成４段（Ｆ１、Ｆ２、Ｆ３、Ｆ４）进行

ｐＣＴＮ—ＧＦＰ，１｝喀ｐＨ－Ｎ，Ｏ．５肛ｇｐＨ—Ｐ和０．５“ｇｐＨ－Ｌ４

扩增，用表ｌ中的４对引物和Ｅａｓｙ．Ａ Ｈｉｇｈ－Ｆｉｄｅｌ姆

个质粒共转染ＢＨＫ．２ｌ细胞。转染后在１０％的

ＰＣＲ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Ｒｅａｇｅｎｔ（Ｉｎｖｉ仃ｏｇｅｌｌ，ＵＳＡ）将２

ｐｇ

Ｅｎｚｙｍｅ（Ｓｔｒａｔａｇｅｎｅ，ＵＳＡ）扩增除Ｇ—Ｌ

Ｄ．ＭＥＭ培养基培养３～５ ｄ。转染细胞及上清混合

间隔区（、ｌ，基因）序列以外的全基因组序列。将扩增获

物反复冻融３次收获重组病毒，心Ａ细胞连续传２

得的４个基因片段经ＱＩＡｑｕｉｃｋ

代，扩增拯救后的重组病毒。

Ｇｅ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Ｋｊｔ

（Ｑ认ＧＥＮ，Ｇ锄锄ｙ）凝胶回收，并与ｐＧＥＭ—Ｔ Ｅ嬲ｙ

６．重组病毒的鉴定：拯救后的重组病毒ＭＮＡ

Ｖｅｃｔｏｌ－（Ｐｒｏｍｅｇａ，ＵＳＡ）连接，经转化后，筛选并挑取

细胞连续传代，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细胞中重组病

疑似阳性菌落进行扩大培养，培养产物用

毒标识基因ＧＦＰ的表达。为鉴定ＣＴＮ．ＧＦＰ的病毒

Ｍｉｎｉｐ∞印Ｋｉｔ（ＱＩＡＧＥＮ，Ｇ锄锄ｙ）提取

基因组ＲＮＡ，从感染ＣＴＮ．ＧＦＰ的细胞上清液中提

质粒。分析这４个重组Ｔ质粒内的酶切位点，选取合

取细胞总ＲＮＡ，进行ＲＴ－ＰＣＲ鉴定。针对重组狂犬

适的限制性内切酶（ＮＥＢ，ＵＳＡ）分别进行酶切鉴定。

病病毒ＣＴＮ．ＧＦＰ的基因特点，设计了一对特异性

酶切鉴定正确的克隆送上海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

引物（ＧＦＰ．Ｆ和Ｌ二Ｒ），此引物包括自ＧＦＰ基因５’端

公司测序，最终得到分别克隆有４个基因片段的重组

３０ｌ

质粒，分别命名为ｐＴ－Ｆｌ、ｐＴ－Ｆ２、ｐＴ－Ｆ３、ｐＴ－Ｆ４。

Ｇ０１硇ｇｒｅｅｌｌ ｍｉｘ（Ｐｒｏｍｅｇａ，ｕＳＡ）进行ＰｃＲ扩增，目的

ＱＩＡｐＩＩ印Ｓｐｉｎ

４．ＣＴＮ株病毒全长基因组ｃＤＮＡ重组质粒的构

ｎｔ至Ｌ基因５’端３０４ ｎｔ的一段核酸序列，用

片段长度约８９０ ｂｐ。引物序列：ＧＦＰ．Ｆ：５’（５１１９
ｎｔ）．ＧＣＣ

建：从分别克隆了Ｆ１、Ｆ２、Ｆ３、Ｆ４基因片段的ｐＴ－Ｆｌ、

５１４２

ｐＴ．Ｆ２、ｐＴ－Ｆ３、ｐＴ－Ｆ４重组质粒中酶切获得各个基因

Ｌ．Ｒ：５

片段后，依次克隆人ｐ＿ｗⅨ－Ｒ载体的ｌｃ和Ｉ／ＥｃｏＲ

ＧＧＡ ＡＣＣ ＣＡＧ

ＥｃｏＲ Ｉ／Ｂ瞄ＨⅡ、卜４１１ｅ

Ｉ细Ｉ、Ｊ气ｐａ

Ｉ、

Ｉ／Ｎｏｔ Ｉ位置‘驯，

构建成ｐＷⅨ一Ｒ－Ｆ１２３４重组质粒。将ＧＦＰ基因从
ｐＧＦＰ质粒中（Ｃｌｏｎｔｅｃｈ，ＵＳＡ）酶切回收后直接克隆

入ｐⅥ埙一Ｒ－Ｆ１２３４重组质粒的ＢｓｓＨⅡ／ｌ临ｅ

Ｉ位置，

最终得到含有ＣＴＮ株全长基因组ｃＤＮＡ以及分子

７（５９８６

ＡＡＣ ＡＣＴ ＴＧＴ ＣＡＣ ＴＡＣ ＴＴＴ
ｎｔ。６００９

ｎｔ）一ＡＣＣ

ＣＡＣ

ｎｔ一

ＣＴ．３：

ＴＴＴ ＧＡＧ

ＡＴ－３’。扩增条件：９４℃预变陛３

ｍｉｎ，

９４℃变性３０ ｓ，５５℃退火４０ ｓ，共３０个循环后７２℃延伸
１０

ｍｉｎ；ｌ％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扩增结果。
结

果

１．ＣＴＮ株病毒全长基因组分段扩增结果：Ｆｌ、Ｆ２、

史堡堕堡塑堂垄查！竺笙！星箜ｉ！鲞箜！塑鱼垒垫！里￡！塑！竺！：塑型！Ｑ塑：塑！：！Ｑ！型！：！

·４９５·

Ｆ３、Ｆ４为基因组分段扩增后得到的４个基因片段，长度
分别为３０１９

ｂｐ、３６１３ ｂｐ和２９４３ ｂｐ（图１）。

ｂｐ、１９２ｌ

图３

病毒全长基因组ｃＤＮＡ重组质粒ｐｃＴＮ．ＧＦＰ
酶切鉴定结果

胞及上清混合物反复冻融３次收获重组病毒，ＭＮＡ细
注：Ｍ：ＤＬｌ５０００ Ｍａｒｋｅｒ；Ｊ一４：分别为ＦＩ、Ｆ２、Ｆ３和Ｆ４的ＰＣＲ产物
图ｌ

ＣＴＮ株狂犬病病毒全长基因组分段扩增结果

２．病毒全长基因组分段扩增产物的ＴＡ克隆结
果：将上述４个基因片段分别克隆入ｐＧＥＭ—Ｔ

Ｅａｓｙ

胞连续传２代后重组病毒ＣＴＮ—ＧＦＰ最高滴度可达
ｌ×ｌ ０４

ｍ临ｌ。以ＭＯＩ＝０．１的感染剂量接种单层

ＭＮＡ细胞，３７℃５％ｃＯ：培养箱中培养３—４ ｄ，荧光
显微镜下可见绿色荧光蛋白在细胞中的表达（图４）。

载体中得到ｐＴ－Ｆ１、ｐＴ．Ｆ２、ｐＴ－Ｆ３、ｐＴ－Ｆ４的４个重组

质粒，选择重组质粒中适当的酶切位点对其进行鉴
定。Ｄｒａ ｌ酶切鉴定ｐＴ－Ｆｌ，获得的预期片段长度分
别为３４９０

ｂｐ、１８１８

ｂｐ和６９２ ｂｐ；ＰⅦＩ酶切鉴定

ｐＴ－Ｆ２，得到的预期片段长度分别为１０９６ ｂｐ和
３８２５ ｂｐ；ＢａｍＨ
１６５７

Ｉ酶切鉴定ｐＴ＿Ｆ３，获得１０９７ ｂｐ、

ｂｐ和３５５９ ｂｐ ３个预期片段；ＨｉｎｄⅢ／ＭＩｕ Ｉ酶切

鉴定ｐＴ－Ｆ４，得到１６４２ ｂｐ和４３０ｌ

ｂｐ

２个预期片段，

酶切鉴定结果如图２所示。

５．重组病毒Ｒ１乙ＰＣＲ检测结果：为验证ＣＴＮ．
ＧＦＰ是通过共转染ｐＣＴＮ．ＧＦＰ和ｐＨ－Ｎ、ｐＨ．Ｐ、ｐＨ．Ｌ

４个质粒而获得的重组病毒，用ＣＴＮ—ＧＦＰ感染单层
ＭＮＡ细胞，感染３ ｄ后取细胞上清液用一对跨ＧＦＰ

基因和Ｌ基因的引物ＧＦＰ—Ｆ和Ｌ．Ｒ进行肼ＰＣＲ鉴
注：Ｍ：ＤＬｌ５０００ Ｍａｒｋ盯；ｌ：Ｄ忸Ｉ酶切鉴定ｐＴ－Ｆ１结果；２：ＰⅥＩ Ｉ
酶切鉴定ｐＴ－Ｆ２结果；３：ＢａｎｌＨ

Ｉ酶切鉴定ｐＴ－Ｆ３结果；４：Ｈ砌Ⅲ／

Ｍｌｕ Ｉ酶切鉴定ｐ－Ｆ４结果

定，鉴定结果图５所示。
讨

图２基因组分段扩增产物ＴＡ克隆结果

论

３．病毒全长基因组重组真核表达质粒鉴定结

非反转录ｌⅢＡ病毒不同于ＤＮＡ病毒，它的复

果：病毒全长基因组重组真核表达质粒ｐＣＴＮ．ＧＦＰ

制不经过ＤＮＡ阶段，这一特点严重限制了ＲＮＡ病

全长１５

ｂｐ，根据ｐＣＴＮ．ＧＦＰ质粒中酶切位点所

毒的研究进展，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反向遗传技术的

处的位置和种类，选择其中的２个Ｐｓｔ Ｉ（６０６４ ｎｔ和

出现，使ＲＮＡ病毒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自

１ｌ

７８６

２９３

ｎｔ）和２个ＨｉｎｄⅢ（４３０３ ｎｔ和ｌＯ

ｐＣＴＮ－ＧＦＰ质粒分成７８１０
８５８ ｂｐ

ｂｐ、４８８２

ｎｔ）将

１９９４年Ｓｃｌｌｎｅｌｌ等ｂ１第一次建立狂犬病病毒反向遗

ｂｐ、１７４３ ｂｐ和

传系统以来，ＳＡＤ．Ｂ１９、ＲＣ。ＨＬ和ＨＥＰ．Ｆｌｕｒｙ这３株

９２８

４个片段进行鉴定，酶切鉴定结果如图３所示。

４．重组病毒绿色荧光蛋白表达鉴定结果：转染细

减毒株狂犬病病毒也相继被拯救成功，３株病毒均
通过共转染病毒自身的全长基因组ｃＤＮＡ质粒和辅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ｊｎ ＪＥｐｉｄｅｎｌｉｏＩ，Ｍａ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５

·４９６·

力存在差别；另一方面转染所用的细胞种类、状态
及代次均有不同，这些综合因素可能导致不同毒株
狂犬病病毒拯救系统中质粒用量的不同。
狂犬病病毒Ｇ．Ｌ间隔区为病毒的伪基因（、ｌ，基
因），不编码任何多肽，它的缺失不影响与病毒的繁
殖和致病性ｎ·ｌｏ】，因此较适合插入外源基因。本研究
将ＧＦＰ作为标识基因取代、Ｉ，基因，通过ＧＦＰ的表达
检测重组病毒是否拯救成功。同时在荧光显微镜下
注：Ｍ：ＤＬ２０００ Ｍａｒｋｅｒ；ｌ：ＫＩ—ＰｃＲ鉴定ｃＴＮ—ＧｆｌＰ病毒结果；

图５

可直接观察ＧＦＰ的表达，使拯救病毒的鉴定变得更
直观、便捷。重组病毒ｃＴＮ—ＧＦＰ能稳定表达外源基

２：阴性对照

重组病毒ＣＴＮ．ＧＦＰ ＲＴ－ＰＣＲ鉴定结果

因且ＣＴＮ为弱毒疫苗株狂犬病病毒，遗传背景清

助质粒拯救病毒。２００２年，Ｌｅ Ｍｅｒｃｉｅｒ等…构建了一

晰，可以作为病毒载体。此外，通过狂犬病病毒反向

个包含荧光素酶基因的模拟狂犬病病毒的迷你基因

遗传操作对病毒基因组进行加工、修饰，或改变结构

组，用狂犬病相关病毒Ｍｏｋｏｌａ株作为辅助病毒ｎＪ，

基因的排序，替换不同遗传背景毒株的结构蛋白来

对其进行拯救，结果荧光素酶基因在转染的细胞中

研究病毒结构与功能，以及致病性之间的关系¨１’１引，

获得稳定表达。本研究构建了ＣＴＮ株狂犬病病毒全

本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个技术平台。

长基因组ｃＤＮＡ重组质粒，用ＨＥＰ．Ｆｌｕｒｙ株狂犬病病
毒Ｎ、Ｐ、Ｌ辅助质粒包装ｃＴＮ株病毒重组基因组，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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