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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脑炎病毒ＮＳ３蛋白对病毒增殖及毒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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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乙型脑炎病毒ＮＳ３蛋白对病毒增殖及毒力的影响。　方法　利用感染性克隆技术构建以乙脑病

毒疫苗株为骨架，用野毒株ＮＳ３替换疫苗株相应区域的病毒感染性克隆，体外转录获得ＲＮＡ，再通过电转染ＢＨＫ２１细

胞拯救病毒，通过噬斑试验、免疫荧光试验和测序鉴定病毒，通过生长曲线、ＣＣＫ８检测和动物试验观察和评价嵌合病毒

的增殖能力和神经毒力。　结果　酶切和测序表明ＪＥＶ（Ｖ）／ＮＳ３（Ｗ）嵌合病毒感染性克隆构建成功，并经病毒测序和

免疫荧光试验证实成功拯救病毒；蚀斑实验显示：嵌合病毒蚀斑直径（２．９２±０．０８）ｍｍ大于ＪＥＶＳＡ１４－１４－２疫苗株

蚀斑直径（１．９０±０．１０）ｍｍ（犘＜０．０１），与野毒株ＳＡ１４噬斑直径（２．９６±０．１３）相似（犘＞０．０５）；生长曲线显示，用Ｍ．Ｏ．

Ｉ＝０．０１接种ＢＨＫ２１细胞后，嵌合病毒４８ｈ达到滴度高峰（８．９ｌｏｇ１０ＰＦＵ／ｍＬ）；接种ＢＨＫ２１细胞７２ｈ后，ＣＣＫ８显

示：嵌合病毒组细胞的增殖活性（２４．９±１．３）％低于疫苗组（４１．４±１．８）％（犘＜０．０１），高于野毒株组（１７．７±０．５）％（犘

＜０．０１），但动物试验显示嵌合病毒神经毒力（ＬＤ５０＝１２４．５ＰＦＵ／０．０２ｍｌ））弱于疫苗株（ＬＤ５０＝７．７ＰＦＵ／０．０２ｍｌ）。　

结论　乙脑病毒ＮＳ３蛋白对病毒的增殖和毒力均有一定影响，但体内和体外实验结果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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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丽萍（１９９４－），女，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乙脑病毒减毒机制研究。Ｅｍａｉｌ：７５９９１６２０１＠ｑｑ．ｃｏｍ



　　 乙 型 脑 炎 病 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ｖｉｒｕｓ，

ＪＥＶ）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儿童病毒性脑炎最主要的病

原体［１］，其主要传播媒介是与猪、雏鸟等脊椎动物宿主

密切接触的三带喙库蚊。带有病毒的蚊虫叮咬人后，

ＪＥＶ进入血流，进而感染外周淋巴系统并在其中大量

复制增殖，随后病毒随血液进入大脑，侵染中枢神经系

统，引发乙型脑炎（简称乙脑）［２］。ＪＥＶ是一种小包膜

病毒，属于黄病毒科黄病毒属。同其他黄病毒一样，

ＪＥＶ是单股正链ＲＮＡ病毒，基因组全长约１１ｋｂ，包

含两端的非编码区和一个完整的开放阅读框，编码３

种结构蛋白，和７种非结构蛋白
［３］。冷生玲等［４］研究

发现，结构蛋白ＰｒＭ／Ｅ虽是决定ＪＥＶ神经毒力的关

键区域，但是ＰｒＭ／Ｅ不足以解释所有的毒力恢复或

缺失，因此推测非结构蛋白也起重要作用。ＪＥＶ编码

的７种非结构蛋白中，ＮＳ１与病毒免疫原性密切相

关［５］，ＮＳ２Ｂ、ＮＳ４Ａ 作为 ＮＳ３ 的辅因子而发挥作

用［６－７］，ＮＳ３和ＮＳ５是黄病毒复制复合物（ＲＣｓ）的两

种主要成分，包涵了病毒ＲＮＡ复制合成所需的所有

酶活性［８］。Ｃｈｉｏｕ等
［９］报道ＪＥＶ的非结构蛋白 ＮＳ３

可能与病毒的毒力相关。本研究拟采用感染性克隆技

术探索乙脑病毒非结构蛋白 ＮＳ３对病毒增殖及毒力

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菌株、质粒、细胞和实验动物　低拷贝质粒

ｐＡＣＮＲ，含乙脑病毒疫苗株ｃＤＮＡ（ｎｔ１－３４４３）质粒

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５＇，含乙脑病毒疫苗株ｃＤＮＡ（ｎｔ３４４４

－１０９７９）质粒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３＇，含乙脑病毒野毒株

ｃＤＮＡ（ｎｔ３４４４－１０９７９）质粒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Ｗ）３＇，大

肠埃希菌ＴＯＰ１０菌株，乙脑病毒疫苗株ＪＥＶＳＡ１４－

１４－２及ＢＨＫ２１细胞均由本实验室保存。昆明鼠由

川北医学院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１．２　试剂与仪器　ＤＮＡ 限制性内切酶，Ｔ４ＤＮＡ连

接酶，绿豆核酸酶和高保真ＰＣＲ扩增试剂盒均购于美

国ＮＥＢ公司；小量质粒提取试剂盒，ＰＣＲ产物纯化试

剂盒及凝胶回收试剂盒均购于美国 ＯＭＥＧＡ 公司；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和ＤＮａｓｅＩ购于大连宝生物；ＦＩＴＣ标记

山羊抗小鼠抗体购于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ＪＥＶ

ＮＳ１蛋白抗体和Ｅ蛋白抗体购于英国 Ａｂｃａｍ 公司；

ＭＥＭ培养基购于美国 ＨｙＣｌｏｎｅ公司；胎牛血清由大

连康源生物提供；质粒大量抽提试剂盒和ＲＮＡ纯化

试剂盒购于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体外转录试剂盒为美

国Ｐｒｏｍｅｇａ生产。ＰＣＲ仪和移液器为德国 Ｅｐｐｅｎ

ｄｏｒｆ公司生产；电转仪和电泳仪为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

司生产；凝胶成像仪购于英国Ｓｙｎｇｅｎｅ公司；倒置（荧

光）显微镜购于德国莱卡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的构建　将质粒

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３＇和质粒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Ｗ）３＇（分别

含乙脑疫苗株和野毒株ｎｔ３４４４－１０９７９）用ＢａｍＨⅠ

和ＮｇｏＭⅣ双酶切后，分别胶回收９ｋｂ和９００ｂｐ片

段，连接后转化入 ＴＯＰ１０菌感受态，筛选阳性克隆，

命名为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３＇／ＮＳ３（Ｗ）；将ｐＡＣＮＲＪＥＶ

（Ｖ）３＇／ＮＳ３（Ｗ）和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５＇（含乙脑疫苗株

ｎｔ１－３４５０）经ＢｓｐＥＩ＋ＸｈｏＩ双酶切，分别回收７．６ｋｂ

和６．０ｋｂ的ＤＮＡ片段，连接后转化入ＴＯＰ１０菌感

受态，筛选阳性克隆，命名为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ＮＳ３

（Ｗ）（图１）

２．２　嵌合病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的包装及传代　用

ＸｈｏＩ酶切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酶切完全后加

入绿豆核酸酶３０℃作用３０ｍｉｎ；加入终浓度为１ｇ／Ｌ

的ＳＤＳ灭活酶，用ＰＣＲ试剂盒回收ＤＮＡ片段。以线

性化的ＤＮＡ为模板，用体外转录试剂盒体外转录得

到ＲＮＡ；加入ＤＮＡ酶３７℃作用２０ｍｉｎ，经ＲＮＡ纯

化试剂盒纯化后电转染ＢＨＫ２１细胞（１４０Ｖ电压），转

染细胞接种于Ｔ２５培养瓶，３７℃、５％ＣＯ２ 培养４ｄ，

反复冻融３次，收集上清，离心，分装，于－８０℃冰箱

保存，命名为 Ｐ１代病毒。取 Ｐ１代病毒接种单层

ＢＨＫ２１细胞，吸附１ｈ，用含２％胎牛血清的细胞维持

液３７℃、５％ＣＯ２ 培养，直至３０％～５０％细胞出现病

变，再次收集上清分装，保存于－８０℃冰箱，命名为

Ｐ２代病毒。以此方式进行病毒传代。

２．３　嵌合病毒蚀斑试验　将对数生长期的ＢＨＫ２１

细胞接种于六孔板中，培养过夜至次日每孔细胞融合

度达８０％左右；接种病毒，于３７℃吸附１ｈ，每间隔２０

ｍｉｎ轻轻摇匀，吸附完成后，吸出多余病毒液；取含

４％胎牛血清的两倍浓缩的培养液与２％低熔点琼脂

（预热）等量混合，每孔加２ｍｌ，置平台冷却凝固后于

３７℃、５％ＣＯ２ 培养４～５ｄ，用４％甲醛固定３０ｍｉｎ，

用水洗去琼脂，用结晶紫染料染色１０～２０ｍｉｎ，洗去

染料，晾干后计数。

２．４　嵌合病毒免疫荧光鉴定　于９６孔板每孔接种

１０４个ＢＨＫ２１细胞培养过夜；次日，细胞贴壁后分别

用ＪＥＶ（Ｖ）／ＮＳ３（Ｗ）和ｒＳＡ１４－１４－２感染细胞（Ｍ．

Ｏ．Ｉ＝０．０１），同时设置未感染孔做对照；感染２ｄ后，

吸取培养液，ＰＢＳ洗１次，每孔加入１００μｌ４％多聚甲

醛固定３０ｍｉｎ，ＰＢＳ洗涤３次；每孔加入５０μｌ０．５％

的Ｔｒｉｔｉｏｎｘ１００透膜１０ｍｉｎ，ＰＢＳ洗涤３次；分别加入

稀释的抗乙脑病毒Ｅ蛋白抗体（１∶１０）和抗ＮＳ１抗体

（１∶１０００），３７℃孵育１ｈ，ＰＢＳ洗涤５次；加入稀释

的ＦＩＴＣ标记的山羊抗小鼠抗体（１∶５００），３７℃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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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ｈ，ＰＢＳ洗５次；加入ＤＡＰＩ染料染色５ｍｉｎ，ＰＢＳ洗 涤５次后荧光显微镜观察并照相。

　　

图１　嵌合病毒犮犇犖犃全长质粒构建示意图

犉犻犵．１　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犳狌犾犾犾犲狀犵狋犺狆犾犪狊犿犻犱犳狅狉犮犇犖犃狅犳犮犺犻犿犲狉犻犮狏犻狉狌狊

２．５　嵌合病毒测序鉴定　将Ｐ１代嵌合病毒用ＲＮＡ

抽提试剂盒提取病毒基因组ＲＮＡ，再用逆转录试剂盒

将其逆转录为ｃＤＮＡ，ＰＣＲ扩增ＮＳ３基因片段。扩增

引物 Ｆ６：５＇ｇｇｃｃｇｇｃｇｔｃｇｇａｇｔｃａｔｇｔ３＇，Ｒ６：５＇ｇｇａａａａｇ

ｇａｔｃｃｇｔｇｇｔｔｃｃａｇｇ３＇，扩增条件：９４℃３ｍｉｎ；９４℃１

ｍｉｎ，５７℃２０ｓ，７２℃２．５ｍｉｎ，共３０个循环；７２℃１０

ｍｉｎ。胶回收目的片段，交由上海生物公司测序。

２．６　嵌合病毒生长曲线绘制　分别用Ｐ３代嵌合病

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ｒＳＡ１４－１４－２、ｒＳＡ１４以 Ｍ．

Ｏ．Ｉ＝０．０１接种刚铺至单层的ＢＨＫ２１细胞，吸附１ｈ

后弃去多余病毒液，换含２％胎牛血清的 ＭＥＭ 培养

基，于３７℃、５％ＣＯ２ 孵箱中培养，每间隔１２ｈ收集

２００μｌ上清液，冻存于－８０℃冰箱。４ｄ后采用噬斑

试验检测上清液中病毒滴度。实验独立重复３次，计

算均值。

２．７　嵌合病毒抑制ＢＨＫ２１细胞增殖活力试验　采

用ＣＣＫ８方法检测嵌合病毒对细胞增殖活力的抑制

程度。于９６孔板每孔接种１０４个ＢＨＫ２１细胞；次日

贴壁后按 Ｍ．Ｏ．Ｉ＝０．１分别接种嵌合病毒ＪＥＶ（Ｖ）／

ＮＳ３（Ｗ）、ｒＳＡ１４－１４－２、ｒＳＡ１４，同时设置未感染细

胞组。感染７２ｈ后弃去上清液，每孔加入含１０μｌ

ＣＣＫ８试剂的 ＭＥＭ培养基１１０μｌ，同时设不含细胞

孔作为空白对照。培养２．５ｈ后用酶标仪检测 Ａ４５０

值，计算细胞增殖活性（％）。细胞增殖活性（％）＝［Ａ

（感染）Ａ（空白）］／［Ａ（未感染）Ａ（空白）］×１００％。

实验独立重复３次，计算均值。

２．８　嵌合病毒鼠脑内神经毒力测定　分别用１０倍稀

释的嵌合病毒（初始滴度为３．５×１０
６
ＰＦＵ／ｍｌ）和乙脑

疫苗株（初始滴度为１．５×１０
６
ＰＦＵ／ｍｌ）脑内接种２周

龄昆明小鼠和７日龄乳鼠，接种剂量分别为０．０３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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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０．０２ｍｌ，同时用 ＭＥＭ 作为对照，观察１４ｄ，记录

小鼠和乳鼠的死亡只数，计算死亡率，用 ＲｅｅｄＭｅ

ｕｎｃｈ法计算病毒ＬＤ５０。

结　果

１　狆犃犆犖犚犑犈犞（犞）３＇／犖犛３（犠）的鉴定

嵌合病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３＇ｃＤＮＡ嵌合病毒

ＪＥＶ（Ｖ）／ＮＳ３（Ｗ）３＇ｃＤＮＡ质粒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３＇／

ＮＳ３＇（Ｗ）用ＢａｍＨＩ和ＮｇｏＭＩＶ双酶切，得到大小约

９．３和０．９ｋｂ的两条片段，与理论值一致；用ＢｓｐＥＩ

和ＸｈｏＩ双酶切，得到大小约７．６和２．６ｋｂ的２条片

段，与理论值相符；用ＢｇｌＩＩ单酶切，得到大小约７．０、

２．７、０．４５ｋｂ的３条片段，与理论值相吻合（图２）。

　　

Ｍ１　ＤＮＡ标志物（ＤＬ１５０００）　１　质粒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３＇／ＮＳ３
（Ｗ）　２　ＢａｍＨＩ和ＮｇｏＭＩＶ双酶切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３＇／ＮＳ３（Ｗ）　３

　ＢｓｐｅＩ和ＸｈｏＩ双酶切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３＇／ＮＳ３（Ｗ）　４　ＢｇｌＩＩ单酶切

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３＇／ＮＳ３（Ｗ）　Ｍ２　ＤＮＡ标志物 （ＤＬ２０００）
图２　质粒狆犃犆犖犚犑犈犞（犞）３＇／犖犛３（犠）酶切鉴定

Ｍ１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１５０００）　１　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３＇／ＮＳ３（Ｗ）　
２　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３＇／ＮＳ３（Ｗ）ｄｉｇｅｓｔｗｉｔｈＢａｍＨＩａｎｄＮｇｏＭＩＶ　３　
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３＇／ＮＳ３（Ｗ）ｄｉｇｅｓｔｗｉｔｈＢｓｐｅＩａｎｄＸｈｏＩ　４　ｐＡＣＮＲ
ＪＥＶ（Ｖ）３＇／ＮＳ３（Ｗ）ｄｉｇｅｓｔｗｉｔｈＢｇｌＩＩ　Ｍ２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２０００）

犉犻犵．２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犾犪狊犿犻犱狆犃犆犖犚犑犈犞（犞）３＇／犖犛３（犠）

狑犻狋犺狉犲狊狋狉犻犮狋犻狅狀犲狀狕狔犿犲狊

２　狆犃犆犖犚犑犈犞（犞）／犖犛３（犠）的鉴定

嵌合病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全长ｃＤＮＡ 质粒

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用ＢａｍＨＩ和 ＮｇｏＭＩＶ双

酶切得到大小约１２．７和０．９ｋｂ的两条片段，与理论

值一致；用ＢｇｌＩＩ单酶切，质粒得到大小约７．０、５．４、１．

２ｋｂ的３条片段，与理论值相吻合；用ＢｓｐＥＩ和ＸｈｏＩ

双酶切，得到大小约６．０和７．６ｋｂ的２条片段，与理

论值相符（图３）。

３　嵌合病毒噬斑比较

嵌合病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的噬斑直径为（２．９２

±０．０８）ｍｍ较ＪＥＶＳＡ１４－１４－２疫苗株（１．９０±

０．１０）ｍｍ大（犘＜０．０１），与ＪＥＶ野毒株ＳＡ１４噬斑大

小（２．９６±０．１３）相近（犘＞０．０５）（图４）。

　　

Ｍ１　ＤＮＡ 标志物（ＤＬ１５０００）　１　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

ＰＣＲ产物　２　ＢａｍＨＩ和ＮｇｏＭＩＶ双酶切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

　３　ＢｓｐＥＩ和ＸｈｏＩ双酶切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　４　ＢｇｌＩＩ单酶
切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　Ｍ２　ＤＮＡ标志物（ＤＬ２０００）

图３　全长质粒狆犃犆犖犚犑犈犞（犞）／犖犛３（犠）酶切鉴定

Ｍ１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１５０００）　１　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　２

　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ｄｉｇｅｓｔｗｉｔｈＢａｍＨＩａｎｄＮｇｏＭＩＶ　３　
ｐＡＣＮ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ｄｉｇｅｓｔｗｉｔｈＢｓｐＥＩａｎｄＸｈｏ　４　ｐＡＣＮＲ
ＪＥＶ（Ｖ）／ＮＳ３（Ｗ）ｄｉｇｅｓｔｗｉｔｈＢｇｌＩＩ　Ｍ２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２０００）

犉犻犵．３　犐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犾犪狊犿犻犱狆犃犆犖犚犑犈犞（犞）／犖犛３（犠）狑犻狋犺
狉犲狊狋狉犻犮狋犻狅狀犲狀狕狔犿犲狊

　　

图４　病毒蚀斑比较

犉犻犵．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狏犻狉狌狊狆犾犪狇狌犲狊

４　嵌合病毒免疫荧光鉴定及测序鉴定

免疫荧光测定显示嵌合病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

和乙脑疫苗株感染的ＢＨＫ２１细胞均可以被抗ＪＥＶ

ＮＳ１单克隆抗体和Ｅ蛋白单克隆抗体识别，而未感染

病毒的细胞不能被抗ＪＥＶＮＳ１和Ｅ蛋白抗体所识别

（图５）。测序表明，嵌合病毒ＪＥＶ（Ｖ）／ＮＳ３（Ｗ）含有

ＪＥＶ野毒株 ＮＳ３序列，而不含有乙脑病毒疫苗株的

ＮＳ３序列。

５　嵌合病毒生长曲线

用 Ｍ．Ｏ．Ｉ＝０．０１的ＪＥＶ（Ｖ）／ＮＳ３（Ｗ）感染

ＢＨＫ２１细胞，ＪＥＶ（Ｖ）／ＮＳ３（Ｗ）在４８ｈ内增殖速率

较快，在４８ｈ达到高峰（８．９ｌｇＰＦＵ）；６０ｈ后滴度明显

下降，９６ｈ滴度降低到４ｌｇＰＦＵ左右。而乙脑野毒株

增殖速度快于疫苗株（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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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嵌合病毒感染细胞免疫荧光检测

犉犻犵．５　犇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犮犺犻犿犲狉犻犮狏犻狉狌狊狑犻狋犺犻犿犿狌狀犲犳犾狌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

　　 图６　病毒生长曲线

犉犻犵．６　犌狉狅狑狋犺犮狌狉狏犲狅犳狏犻狉狌狊犲狊

６　嵌合病毒对细胞增殖的影响

以 Ｍ．Ｏ．Ｉ＝０．１ 的ＪＥＶ（Ｖ）／ＮＳ３（Ｗ）感染

ＢＨＫ２１细胞，７２ｈ后ＪＥＶ（Ｖ）／ＮＳ３（Ｗ）感染组细胞

的增殖活性（２４．９±１．３）％低于ＪＥＶＳＡ１４－１－２感

染组（４１．４±１．８）％（犘＜０．０１），而高于ＪＥＶＳＡ１４感

染组（１７．７±０．５）％（犘＜０．０１）（图７）。

　　

注：犘＜０．０１，
犘＜０．０１

图７　病毒感染对犅犎犓２１增殖的影响

犉犻犵．７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狏犻狉狌狊狅狀狆狉狅犾犻犳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犅犎犓２１

７　嵌合病毒对的鼠脑内神经毒力

分别用嵌合病毒和乙脑病毒疫苗株脑内接种２周

龄的小鼠及７日龄乳鼠，１４ｄ内２周龄小鼠均未出现

明显临床症状，但７日龄乳鼠出现了不同的死亡（见表

·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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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计算ＪＥＶ（Ｖ）／ＮＳ３（Ｗ）和乙脑病毒疫苗株对７

日龄乳鼠的神经毒力ＬＤ５０ 分别为１２４．５ＰＦＵ（０．０２

ｍｌ）和７．７ＰＦＵ（０．０２ｍｌ）。

表１　犑犈犞（犞）／犖犛３（犠）和疫苗株乳鼠脑内神经毒力测定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犖犲狌狉狅狏犻狉狌犾犲狀犮犲狅犳犑犈犞（犞）／犖犛３（犠）犪狀犱狏犪犮犮犻狀犲狊狋狉犪犻狀

犛犃１４－１４－２犻狀犿犻犮犲犻狀狅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犻．犮．狉狅狌狋犲

病毒剂量

（稀释倍数）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ｒｕｓ

小鼠死亡

Ｎｏ．ｏｆｄｅａｄｍｉｃｅ／Ｎｏ．ｏｆｔｏｔａｌｍｉｃｅ

ＪＥＶ（Ｖ）／ＮＳ３（Ｗ） ＳＡ１４－１４－２

死亡率（％）

Ｍｉｃ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ＪＥＶ（Ｖ）／ＮＳ３（Ｗ） ＳＡ１４－１４－２

１０
２ ４／６ ６／６ 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１０
３ ２／６ ３／６ ３３．３ ５０．０

１０
４ １／６ ２／６ １６．７ ３３．３

１０
５ １／６ ２／６ １６．７ ３３．３

１０
６ ０／６ ０／６ ０．０ ０．０

讨　论

对比乙脑病毒野毒株ＳＡ１４与疫苗株ＳＡ１４－１４

－２的非结构蛋白基因序列，发现 ＮＳ３蛋白共存在８

个基因突变，引起４个氨基酸改变。本研究主要采用

分子克隆技术，用ＳＡ１４的ＮＳ３替换ＳＡ１４－１４－２的

相应区域，构建嵌合病毒感染性克隆，并利用反向遗传

学拯救病毒，经测序及免疫荧光证实嵌合病毒拯救成

功。

研究结果显示，嵌合病毒较ＳＡ１４－１４－２的生长

特性出现明显差异，生长曲线显示ＪＥＶ（Ｖ）／ＮＳ３（Ｗ）

的增殖速度加快；噬斑试验显示其噬斑与ＳＡ１４蚀斑

大小相似，说明 ＮＳ３影响着病毒的复制增殖。这与

ＮＳ３的结构和功能密切相关。ＪＥＶＮＳ３蛋白是一个

多功能蛋白，其 Ｎ端１／３主要具有丝氨酸蛋白酶活

性，Ｃ端２／３具有解旋酶、核苷５三磷酸酶（ＮＴＰａｓｅ）

的催化结构域，该解旋酶／ＮＴＰａｓｅ结构域由３个结构

域组成，解旋酶的７个基序被分配到结构域１和结构

域２，结构域３与结构域１和结构域２形成单链ＲＮＡ

结合及双链ＲＮＡ解旋的通道
［１０］。基于 ＮＳ３蛋白结

构的研究发现 ＮＳ３对病毒的复制发挥重要用，如：突

变了ＮＳ３Ａ基序和ＶＩ基序的残基，终止了病毒的复

制［１０］。ＮＳ３还可与ＮＳ５形成复合体而影响病毒的复

制［１１］。Ｗａｎｇ等
［１２］的研究发现ＪＥＶＮＳ３蛋白还可参

与调节ＪＥＶ感染诱导的宿主细胞自噬现象，自噬可以

增强病毒体外复制。

ＣＣＫ８试验显示在嵌合病毒感染ＢＨＫ２１细胞

７２ｈ后，细胞的增殖活性较疫苗株有所降低。可能是

由于嵌合病毒增殖速度更快引起的，也可能是ＮＳ３蛋

白改变后增强了病毒对细胞的毒性。Ｙｉａｎｇ等
［１３］报

道ＮＳ３蛋白和蛋白酶结构域可诱导细胞死亡。由此

推测嵌合病毒可能有更强的神经毒力。进一步进行对

７日龄昆明乳鼠的神经毒力检测，结果显示嵌合病毒

的神经毒力 ＬＤ５０（１２４．５ＰＦＵ）大于疫苗株（７．７

ＰＦＵ），与预期相反。即嵌合病毒的复制增殖能力增

强，噬斑增大，但对乳鼠的神经毒力却反而减弱。

Ｗａｎｇ等
［１４］报道ＪＥＶ突变株 Ｒｐ２ｍｓ感染细胞后能

检测到比野生型更高的病毒滴度，然而ＲＰ２ｍｓ感染

ＢＡＬＢ／ｃ小鼠后其神经毒性却降低。通过免疫细胞化

学检测 ＮＳ３定位发现，在感染小鼠的大脑皮层，ＲＰ

２ｍｓ对神经元细胞的感染能力下降，导致ＲＰ２ｍｓ病

毒株在体外细胞试验中增殖加快，但小鼠体内神经毒

性反而降低。导致病毒感染能力降低的原因可能有两

方面：一是ＪＥＶＮＳ３降低了病毒的嗜神经性，有研究

表明：Ｅ蛋白、ＮＳ３蛋白与病毒嗜神经性密切相关，而

ＲＰ２ｍｓ突变株引起了 Ｅ、ＮＳ３蛋白的突变。二是

Ｒｐ２ｍｓ感染的细胞内会产生更多的膜囊泡（ＭＶＳ），

病毒通过 ＭＶＳ储存病毒前体蛋白，延迟了病毒颗粒

的释放。杨健等［１５］的研究也发现，ＪＥＶ疫苗株２７９位

氨基酸的突变会引起病毒体内外试验的差异，可能是

因为体外和体内感染不同的细胞所致，也可能是体内

试验存在广泛免疫系统的参与。

本研究中乙脑病毒疫苗株表达野毒株 ＮＳ３蛋白

后引起了病毒复制的增强，蚀斑增大至野毒株水平，证

实乙脑病毒ＮＳ３对病毒的复制起重要作用。同时可

能因为影响了病毒的进入或是造成了体内免疫应答的

改变而造成了动物体内神经毒力的减弱，但具体的机

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同时，本研究结果表明，运用感

染性克隆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对病毒进行改造，感染

性克隆技术可以成为一种减毒活疫苗研发的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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