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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N2禽流感病毒反向遗传系统转录／表达载体的构建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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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Plasmids Transcripting and Expressing Genes 

from Avian Influenza Virus H9N2 Sub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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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ight full—length cDNAs of H9N2 Avian influenza virus (AIV)genes were amplified 

and separately cloned into the transcription／expression vector，pHW 2000．A total of three genetic 

tags of silent mutations were introduced into PB2，PB1 and NA genes，respectively．Six 3+ 5 re— 

assortants were generated by reverse genetics，each containing three genes，HA，NA and any one 

of the internal genes，from the H9N2 virus，and the remaining five internal genes from A／WSN／ 

33．Thereby，the six transfectants were all designed as H9N2 subtype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fluenza A virus could obtain one or more gene segmeWs from another virus which was remotely 

related，and suggested that the surface genes and a single internal gene were not enough tO exhib 

it host range restriction for the H9N2 virus on COS一1 mammalian cells．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each of the eight constructs worked efficiently．This reverse genetics system would be a use 

ful tOOl for further studies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H9 N2 influenza virus gene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V and its h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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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带有 BsmBI、BsaI或 AarI酶切位点 的引物 ，用 RT PCR扩增 H9N2亚 型禽流 感病 毒(AIV)的 8个基 因 

全长片段 。克隆 人双向转录／表达载体 pHW2000，并在 PB2、PB1和 NA 基因 中共 引入了 3个沉 默突变标签 。将 其 

2个表 面基因(HA和 NA基 因)加上任意 1个 内部 基因 ，而 其它 5个内部 基 因来 自 A／wS ／33，进 行 了 6种 3+5 

组合形式的基因重排，把相应组合的转录／表达质粒共转染 c()S_1细胞，均产生了预期组合、有感染性的 HgN2亚 

型流感病 毒 ，表 明亲缘 关系遥 远的流感病毒 可以互相获取 基 因片段产 生重组 病毒 ，提 示表面 结构基 因 和单 个 内部 

基因不足以限制 H9N2 AIV在哺乳动物细胞 上的宿主范 围，同时也 验证 了构 建的 8个 转录／表达 载体均 能有效 工 

作 ，为进一步研究 H9N2亚型 AIV基 因结构与 功能、AIV与 宿主之 间的关系打下 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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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病毒(Avian influenza virus，AIV)是引 

起人类、禽和低等哺乳动物共患病的病原体 ，属于正 

粘病毒科流感病毒属 A 型流感病 毒，基因组 分为 8 

个片段 ，是负义的单股 RNA，片段 1～8由大到小依 

次命名 为 pb2、pbl、pa、ha、 P “、m 和 lls基 因。 

根据 病 毒 表 面蛋 白血 凝 素 (HA)和 神 经 氨 酸 酶 

(NA)的不同，A 型流感病毒又可分为不 同的亚型 ， 

目前 已经鉴 定 15个 H 亚 型和 9个 N 亚型 ，其 中 

H9N2是 目前亚洲 的流行 主型之一 ，虽然表现低致 

病性 ，但 由于传播广泛 、能造成免疫抑制并使宿主易 

发生继 发感 染 、并 具 有重 要 的公 共 卫 生意 义 ，其 

危害不 可 忽 视 。I i等 对 H 9 N 2亚 型A，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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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组变化的监测还揭示了水禽和陆基禽之间存在双 

向传播 ，从而使基因的多样性和种间传播的机会增 

加 ，因此有必要继续加强监测和研究 。 

RNA病毒的反向遗传技术(Reverse Genetics， 

RG)或称病毒拯救 ，是指根据病毒基 因组及其复制 

的特点建立操作系统 、从克隆的 cDNA产生病毒的 

过程 ，是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由于可以产生经过人 

工操作基 因后的病毒 ，因此在病毒的生活周期、基 因 

功能 、致病机理、疫苗构建和病毒载体等方面具有 良 

好的应用前景 。A型流感病毒 的产生需要在细胞 

中同时形成 8种核糖核蛋 白复合物(RNPs)，其 RG 

技术经过前人的艰苦努力 ，发展了 2个完全以质 粒 

为基础的新操作系统，即 l2质粒系统一 。一和 8质粒 

系统一 ，其 中 8质 粒 系统 不需 要 单 独 表 达 形 成 

RNPs必需的 3种聚合酶(PB2、PB1、PA)和核蛋 白 

(NP)，而是利用 同一个载体上 的 RNA 聚合酶 I、 

Ⅱ启动子分别实现基因的转录和表达 。 

此前 ，我们测定了 H9N2亚型毒株 A／Chicken／ 

Shanghai／F／98(C／SH／F／98)的基 因组全 长序 列， 

遗传进化分析结果表明，C／SH／F／98拥有早期 中国 

分离 株 Chicken／Beijing／1／94的基 因 ，进一 步的 

比较和分析还表明，(：／SH／F／98与近年的水禽分离 

株有高度的同源性和 HA种属特异性 ，提示 C／SH／ 

F／98的基 因回传给水禽并在循环 。。为了进一步 

对 C／SH／F／98进 行 基 因结构 与功 能 等方 面 的研 

究 ，我们构建 了 C／SH／F／98 8个基 因的转 录／表达 

载体，首先用其 2个表 面基 因(HA 和 NA)与 A／ 

WSN／33的内部基因产生 (2+6)重组病毒 ，然后通 

过基因组合逐个验证了构建的 6个 内部基因的全长 

cDNA克隆 ，最终证明 8个转录／表达载体均能有效 

工作 。 

1 材料 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A／Chicken／Shanghai／F／98(H9N2)，缩 写 为 

C／SH／F／98，基因组各基因全长序列一 一的 GenBank 

登 录 号 为 AY25375O～ AY253756，AF743216。 

COS一1细胞用含有 10／o犊牛血清的 DMEM 培养 。 

SPF鸡 胚 种 蛋 购 自山东 省 SPF鸡 实 验 种 鸡 场 。 

H9、H5亚型阳性血清 自制～ 一，H1亚型阳性血清系 

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陈化兰研究员惠赠 。 

用于 cDNA克隆的双向转录／表达载体 pHW2000， 

是 由 pcDNA3．0衍 生 的，载 体 上 有 方 向相 反 的 

RNA聚合酶 I(pol I)和 pol 1I启动子 ，即 P 和 

PⅡCMV__ ；已克隆 A／wSN／33 8个 片段全长 cD— 

NA 至 pHW2000的 质 粒 分 别 命 名 为 pHWl81一 

PB2、pHW l82一PB1、pHW l83一PA、pHW l84一HA 、 

pHW l85一NP、pHW l86一NA、pHW l87一M 、pHW l88一 

NS质粒 一，均 由美 国 St．Jude儿童 研 究 医 院 的 

Webster博士惠赠。 

Expand High Fidelity PCR System、dNTPs、 

Agrose Gel DNA Extraction Kit等为 Roche产品。 

AMV 反 转 录 酶 、pGEM—T easy vector、内 切 酶 

Ec’oR I、ACC llI、HaP I、Sal I、T4 DNA 连接酶 、 

RNasin(RNA酶抑制剂)等为 Promega产品。内切 

酶 BstuB I(10U／ l )、Bsa I(10U／ I )和 Aar I 

(3U／肚I )为 Fermentas产品。转染试剂 I ipofectin 

reagent为 Invitrogen产 品。UNlQ lO柱式 Trizol 

总 RNA抽提试剂盒为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 

司产品。质粒提取试剂盒为上海华舜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产品。 

1．2 分子生物学分析软件 

DNAStar 4．0版 本 软 件 包 (包 括 EditSeq、 

MegAlign、MapDraw 等 软 件 )：DNASTAR Inc． 

Madison。W 1153715。USA． 

1．3 转录／表达载体构建的策略 

PeR扩增的 8个基因全长片段，经 BsmB I或 

者 Bsa I和 Aar I酶切 ，直接与经过 BsmB I酶切线 

性化的载体 pHW2000连接 。载体 pHW2000中的 

只有 2个 BsmB I位点 可用 于克 隆。因此 片段 中使 

用与 BsmB I(CGTCTCN NNNN)有相似内切特 

征的上述 3种酶位点 。为了保证片段 中没有不必要 

的突变 ，对克隆后的转录／表达载体中的插入片段进 

行测 序 ，用 DNAStar的 MegAlign软 件 包 中 的 

Clustal方法与 已知 序列 比较，并 对 序列 出现错 误 

的 ，增加克隆测序、利用载体和片段中的酶切位点修 

补或重新构建。序 列测定 由上海联 合基 因公 司完 

成 。 

1．4 引物设计和引入沉默突变标签 

按 Hoffmann等报道 的方 法设计 扩增 8个 

基因的通用 引物 对，与 Hoffmann等 的报道 相区别 

的是有些引物 5 端添加的酶切位点不同，片段 2、4、 

6、7和 8用 BsmB I、片段 1和 5使用 Bsa I，片段 3 

使用 Aar I，这是根 据 C／SH／F／98各基 因 中这三 

种酶切位点的有无情况而定的。用所有片段 cDNA 

5 端都 具 有 的 12nt设 计 为用 于 反转 录 的通 用 引 

物～“一，除 片段 1外 的 7个 片段直接 从 反转 录产物 

(cDNA)中扩增。由于 片段 1(PB2基 因)中含有上 

述三种酶切位点，首先 比较分析 已发表序列 中 自然 

突变的频率，选择突变含 BsaI位点的 1722nt。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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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通过重叠 PCR的方法l_l 、在 1722位引入沉默 

突变 T—C，含突 变位点(框 中所 示)的上游和下游 

引物分别为5'-ATGGTC~；]CAAGACCCAACAATG一3 ， 

5 一GTCTTG囿 GAccArTGAArcTTcA一3 ，2条 I
．  ．_ J 

引物的前 13个核苷酸为重叠部分 。利用 PB2 cD— 

NA 中 662nt处 的单一酶切位点 Ac HI、在 pGEM—T 

easy vector上操作(可利用 PB2 cDNA l668nt处的 

Hap I和 T载体上的 Sal I位点鉴定连接方向)，分 

3段扩增和连接(参见结果中图示)。 

引物由宝生物(大连 )有限公司合成。 

1．5 尿囊液中 RNA的提取和 RT-PCR 

用 UN1Q一10柱式试剂盒直接从含病毒的尿囊 

液中提取总 RNA。按 Hoffmann等 “一报道的方法 

RT—PCR。 

1．6 质粒的组合和共转染 

在已经知道 C／SH／F／98的 HA 和 NA基因与 

A／WSN／33可以产生 H9N2／WSN 2+6重组 流感 

病毒的基础上 (待发表)，把 6个来 自 WSN 的内部 

基 因更换 为 C／SH／F／98的 内部 基 因 中的任 意一 

个 ，共 有 6种 3+ 5的组 合形 式 ，预期 产 生 6个 

H9N2亚型重组流感病毒 。对每一个 3+5组合，以 

没有更换对应内部基因的 7个质粒作 阴性对照 ，以 

WSN 的 8个质粒作阳性对照。 

按设计组合的质粒，各取相同量均匀混合。将 

7 L lipofectin转染试剂和 2#g混合质粒分别稀 释 

『—— ———] 

l pHW2000 l 
1．．．．．．．．． ．．．．．．．．．．．．．．．．．．．__J 

PⅡCM V tl PIh llBGH 

Bsm BI 

t1 BSm BI BSm BI P．h 

5 -GGGGGGGAGGAGACGG TACCGTCTCCAATAAC．3 

3 -CCCCCCCTCCTCTGCCATGGCAGAGGTTATTG．5 

到 100#I 无血清 、无抗生素 的 DMEM 中，按说 明书 

进行分散和结合。将 24孔板中已培养约 18—24h、 

6O ～9O％丰度的 COS—l细胞 ，用无血 清、无抗生 

素的 DMEM 洗 2次 ，加入质粒与 [ipofectin的结合 

物 ，均匀覆盖 于细胞上 ，在 37C、5V00CO 培养箱 中 

吸附 6h，换入 含 10 血清 的 DMEM 1．0mI ，再培 

养 72h，小心吹落细胞 ，与上清一起收集 。 

1．7 共转染子代病毒的验证 

转染细胞 和上清在一2O℃和 2OC冻融 2次 ，经尿 

囊腔接种于 10日龄 SPF鸡胚 ，每胚 0．2mI ，每个样 

品接种 3个胚 ，置 35℃培养至 72h，观察鸡胚死亡情 

况 ，分别收集尿囊液 ，用 OIE推荐 的标准进行血凝 

(HA)试验 ，HA 阳性 者用 H1、H9、H5亚型的阳性 

血清进行血凝抑 制(HI)试验 。第 1代 阴性 的取尿 

囊液再盲传一代 。HI阳性尿囊液 ，取其鸡胚传代的 

第 2代尿囊液提取 RNA、用通用 引物 RT～PCR扩 

增 NA 和 Ns基 因及组合 中更换 的 C／SH／F／98内 

部基因，进行 1个反应的测序 ；未经反转录的 RNA、 

用通用引物进行 PCR扩增对照，以排除尿囊液 中转 

染质粒 DNA的存在。7质粒 阴性 对照和 WSN 阳 

性对照 的尿囊液同样进行验证。 

2 结 果 

2．1 转录／表达载体的构建 

经过一定 的构建过程(图1)和测序验证 ，C／SH／ 

匝 
Segmentl：introduce a silent mutation l 722T~C firstly 

Segment2，4，6，7and 8 with BsmBI primers(here for examples 

Segment 1 and 5 with Bsa I，and segment 3 with Aar 1 

BSm BI CD NA 

5 一TATT 工 I AGGGAGC⋯ ⋯ACTAATACGAGACGTAT．3 

3 ．ATAAG CAG AG TCC CTCG ⋯ ⋯ TG ATTATGCTCTGCTATA．5 

1 668：HpaI 

图 1 8个转 录／表达载体 的构建 

Fig．1 The eight influenza viral cDNAs being cloned into transcription／expression vector pHW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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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8的 8个全长基因都正确地插入转 录／表达载体 

pHW2000，其中片段 1(pb2基因)按预 先设计 引入 

了沉默突变 1722 T—C，片段 2(pbl基因)和片段 6 

分别 由于 PCR扩增过程 中的错误引入 了沉默突变 

1497 C— T和 1298A—C，其 它出现错误并 引起 对 

应的氨基酸序列发生变化的位点 ，经过反复校对 、修 

补或重新构建 ，全部进行 了修正 。克隆后的转 录／表 

达 载 体 因 插 入 片 段 的 不 同 分 别 命 名 为 

pHW201一PB2、pHW 202一PBI、pHW203一PA、pHW 

204一HA、PHW 205一NP、PHW 206-NA、pHW 207-M 、 

PHW 208一NS。 

2．2 共转染产生的重组病毒 

经 HA和 HI试验检测，转染后产生 了所有预 

期 HA亚型(H9)的 3+5组合及 WSN(H1)阳性对 

照重组病毒，阳性 的 HI效价均在 1：2 以上，检测 

的阳性 尿囊液代次及其 HA效 价见表 1，多数组合 

(4／7)转染上清接种鸡胚在第一代 (F1)尿囊液检测 

为阳性 ，各种组合在检测 阳性 时的鸡胚平均 HA效 

价范围为 1：2 ～1：2 。 

含 重组 病毒 的鸡胚第2代尿囊 液 、RT—PCR扩 

表 1 共转染产生 的重组 病毒鸡胚阳性代次 、HA和 HI试验 检测结果 

Table 1 Positive egg passages，titers and subtypes of transfectants determined by HA and HI tests 

*146：One of the 3+ 5 reassortants with 3 gene segments．1(PB2)．4(HA)．6(NA)from C／SH／F／98 and the other 5 segments from WSN． 

As 146 reassortant．246．346．546．746．8t6 are 3+ 5 reassortants．in which segment 2．3．5．7 and 8 represent PB1．PA． P．M and NS 

genes respectively． 

： ：F1 F2 represent the first or second egg passage in which HA and HI tested positive． 

增 lla、71S基因及 C／SH F／98的内部基因片段 ，经过 

测序和序列 比较 ，都是预期组合中的对应基因，序列 

未发生任何变化 ．，J“基因中的沉默突变标签 1298A 

—C保 留。组合“146”和“246”(表 1)经扩增 pb2基 

因和 pbl基因 ，预先引入的标签 1722T—C和 1497 

C—T仍然保留。WSN重组病毒的 ha、Ha和 llS基 

因序列 与 GenBank发表 序列一致 ，登录 号分别 为 

Jo2176、JO2177和 M12597。 

用 7质粒阴性 对照转染上清经鸡胚传代 ，没有 

检测到具有血凝性 的病毒 ，第 2代尿囊液也扩增不 

到与 Ha和 大小相 当的片段 ，排除 了质粒污染 的 

可能性 。第 2代尿囊液未经反转录的 RNA、用通用 

引物 PCR扩增不到相应片段 ，排除了阳性传至第二 

代的尿囊液中仍存在转染质粒 DNA的可能性 。 

3 讨论 

流感病毒的反向遗传技术已经应用于探讨病毒 

基因结构与功能 、揭示病毒 的致病和免疫机理、构建 

疫苗候选株等方面的研究一j。国内应用反向遗传技 

术对禽流感病毒(AIV)的研究起步较晚。我们选择 

以 H9N2亚型 AIV为基础开展研究 ，构建了用于 8 

质粒病毒拯救系统的 8个转录／表达载体 ，并验证它 

们均可以分别在不 同的组合 中有 效工作，实现 vR— 

NA和 mRNA的转录，进而包装成设计基 因型的重 

组流感病毒 。 

双 向转 录／表达 载体 pHW2000在 同一个 载体 

上利用 不同的两套启 动子和终 止序列实现 vRNA 

和 tuRNA的转录 ，使 8质粒系统使用最少数量的 

质粒数进行病毒拯救 ，但 是这又会 减少系统 的“弹 

性”，某个位点 的变化可能成为致死性突变导致不能 

进一步拯救出病毒一”一。因此 ，在建立技术平台时首 

先不要 引入突变 ，为了方便拯救病毒的验证 ，可适 当 

地引入沉默突变 。在流感病毒 的序列中，各基因两 

端 的序列尤 其是非编码 区的序列 的正 确性 也 很重 

要 ，因为非编码区包 含流感病毒基 因转录和复制的 

顺式操作信号 ，是重要 的启动成分 。尽管我们 已 

经得到了 C／SH／F／98的各基 因全长序列 ，各 片段 

也已克隆到 T载体 ，为保证序列 的准确性 ，重新 

进行 RT—PCR扩增 ，反复地 比较 。不能确定 以哪一 

次为准的进行了对包含可疑位点的短片段扩增并测 

序确定。虽然使用高保真系统 ，还是进行 了费时费 

力的序 列修 正。为 了减少 麻烦 ，在 构 建长 片段 如 

pb2、pbl和 “基 因的全长克隆时 可以分 2段扩增 

和连接： j。 

产生 了 6个 3+5组合的 H9N2亚型重组 流感 

病毒，从而验证了构建的 8个转录／表达载体均可以 

有效地工作 ，即在细胞 内转录和表达 目的基因、进而 

产生有感 染性 和相应生物学 特性 (如血凝性 )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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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同时 ，结果也表 明，亲缘关系遥远的流感病毒能 

互相获取基因片段组合成新的流感病毒 ，这也是 自 

然界发生 AIV抗原转变 的原因u 。各种组合质粒 

的共转染上清接种鸡胚 ，第一代或第二代 的尿囊液 

HA和 HI检测阳性 (表 1)，但鸡胚第 二代阳性 的或 

阳性 HA效价较低 的并 不代表该组合 的质粒拯救 

效率低，经过多次试验 ，我们认为 ，这 与提取 的质粒 

的纯度、转染细胞的生长状况、鸡胚的敏感性等因素 

有关 ，在共转染 中应经常设 已知的有效组合作为对 

照 ，以便优化条件 。 

与大 多数 禽 流感 病 毒 一 样 一，野 生型 的 C／ 

SH／F／98在 COS一1细 胞上 的复制受 到限制 (本文 

没有数据)，因此用本文中的共转染体系不能直接拯 

救 C／SH／F／98，改 变一定 的条件 才 能 获得 (待发 

表)，而本研 究 的结果 显示 ，使用 C／SH／F／98的 2 

个表面基因加上任意 1个 内部基因 ，都不限制其复 

制，共转染经过 72h后的上清可感染鸡胚在第 1代 

或第 2代得到高滴度的病毒 ，这提示 ，表面基因和单 

个内部基因不足以限制 H9N2 AIV在哺乳动物细 

胞上的宿主范围，一定的基因组成才会造成 AIV宿 

主范围的限制 ，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并且反向遗传 

技术将是有用的研究工具。Hatta等一 一就是通过构 

建各种重组病毒揭示了 1997 H5NI亚型 AIV对人 

致病的分子机制 。H9N2亚型 AIV 8个转录／表达 

质粒的构建、工作验证及反 向遗传技术 的建立和完 

善，为进 一步进 行 AIV 基 因结 构 与功 能 的研 究、 

AIV与宿主之 间的关 系等方面 的研究打下 了 良好 

的基 础 。 

致谢 ：美国 St．Jude儿童研究 医院的 Robert Web— 

ster博士和 Erich Hoffmann博士 惠赠 8质粒病毒 

拯救系统及热心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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