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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核表达ＺＩＫＡ病毒全基因组感染性克隆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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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构建含有ＺＩＫＡ病毒全基因组的载体，在真核细胞中产生具有复制能力的ＺＩＫＡ病毒。　方法　将ＺＩ

ＫＡ病毒全长基因组序列、ＣＭＶ启动子、内含子、ＨＤＶ核酶、ＳＶ４０终止子序列利用ＰＣＲ的方法进行拼接，应用重组技

术将ＺＩＫＡ全基因组序列克隆至细菌人工染色体载体ｐＢＡＣ１１中，产生重组子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ｉ。将ｐＢＡＣＺＩＫＡ转染２９３Ｔ

细胞中进行ＺＩＫＡ病毒拯救，７ｄ将上清用０．４５μｍ滤膜滤过后（ＺＩＫＡ病毒Ｐ０代）感染 Ｖｅｒｏ细胞（产生ＺＩＫＡ病毒Ｐ１

代），依此进行传代培养。应用荧光定量ＰＣＲ、ＴＣＩＤ５０、噬斑实验等技术检测ＺＩＫＡ拯救病毒的复制能力、致病力与野生

病毒的差别。　结果　含有内含子的ＺＩＫＡ全基因组序列的感染性克隆转染２９３Ｔ细胞后产生具有复制能力的病毒，并

且在第５代病毒仍稳定存在引入的Ｇ３１２８Ａ鉴定标记。分别用拯救病毒与野生病毒感染 Ｖｅｒｏ细胞，用荧光定量ＰＣＲ

检测细胞内病毒ＲＮＡ，显示拯救病毒的复制能力与野生病毒无明显差别。ＴＣＩＤ５０ 检测上清中的病毒滴度也相似。噬

斑试验中比对两种病毒形成的噬斑均为大小一致、均匀的圆形，提示两者致病性一致。　结论　通过真核表达系统构建

的全长ＺＩＫＡ病毒基因组感染克隆具有复制能力，为ＺＩＫＡ病毒的反向遗传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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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寨卡病毒（Ｚｉｋａｖｉｒｕｓ）是目前世界上广泛传播的

虫媒传播病毒之一。于１９４７年首次在乌干达寨卡森

林发现，至２０１５年，在美洲暴发流行的寨卡病毒已经

引发全球公共卫生问题［１－３］。寨卡病毒可以感染胎

盘、血脑屏障内皮细胞、神经元、神经干细胞等，与脑

炎、胎儿小头畸形、格林巴利综合征等疾病密切相

关［４－６］。近期研究发现寨卡病毒的一些变异与宿主适

应性有关，但关于病毒的致病机制未完全阐明，目前尚

无疫苗及无特效药，这些均需要应用反向遗传学方法

重新构建产生新的病毒［７］。本文研究拟用真核表达系

统构建全长寨卡病毒感染性克隆的方法比较产生病毒

的复制能力、致病力与野生病毒的差异性，为病毒变

异、致病机制、药物筛选研究奠定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病毒、细胞和质粒　非洲绿猴肾细胞（Ｖｅｒｏ

ｃｅｌｌ）、ＳＨＳＹ５Ｙ细胞和２９３Ｔ细胞为本室保存。细胞

在３７ ℃、５％ＣＯ２ 恒温培养箱培养。寨卡病毒株

Ｚ１６００６为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微生物所柯

昌文赠予；ｐＢＡＣ１１购置于美国 Ａｄｄｇｅｎｅ公司；克隆

用菌株Ｓｔｂｌ３感受态细胞购自北京全式金公司。

１．２　主要试剂　细胞培养基为含１０％ ＦＢＳ，１００ｕ

ｎｉｔｓ／ｍｌ青霉素和１００μｇ／ｍｌ链霉素的 ＤＭＥＭ 高糖

培养基为美国 Ｇｉｂｃｏ公司产品；质粒转染试剂Ｌｉｐｏ

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
ＴＭ
３０００购于美国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ＲＮＡｉｓｏ

Ｐｌｕｓ、ＰｒｉｍｅｒＳｃｒｉｐｔ ＲＴ Ｒｅａｇｅｎｔ Ｋｉｔ Ｗｉｔｈ、ＳＹＢＲ

ＰｒｅｍｉｘＥｘＴａｑ和Ｉｎｆｕｓｉｏｎ试剂盒购于日本ｔａｋａｒａ公

司；Ｂｅｓｔａｒ
ＴＭ
ｑＰＣＲ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ＤＢＩ

?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ｆｏ

Ｉ、ＰａｃＩ核酸内切酶购于美国 ＮＥＢ公司；ＡｘｙＰｒｅｐ质

粒小量制备试剂盒，ＡｘｙＰｒｅｐＤＮＡ凝胶回收试剂盒

购于美国Ａｘｙｇｅｎ公司；ＬＢ液体培养基，ＬＢ琼脂培养

基，氨苄青霉素和Ａｇｒｏｓｅ购于上海生工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寨卡病毒全长序列感染性克隆的构建　流程图

见图１。由广州市艾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ＣＭＶ

启动子序列，采用ＰＣＲ的方法与寨卡病毒序列（１－

５９０８ｎｔ）融合产生寨卡病毒感染性克隆前段序列

（ＺＦ）；由广州市艾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ＨＤＶ的

核酶序列和ＳＶ４０ｐｏｌｙＡ序列，应用ＰＣＲ方法与寨卡

病毒序列（５７３５－１０８０７ｎｔ）进行拼接产生寨卡病毒感

染性克隆后段序列（ＺＲ）。采用Ｉｎｆｕｓｉｏｎ试剂盒，将片

段ＺＦ、ＺＲ与核酸内切酶（ＳｆｏＩ、ＰａｃＩ）切割后质粒

ｐＢＡＣ１１进行重组，产生重组子ｐＢＡＣＺＩＫＡ。

　　

Ａ　Ｚｉｋａ病毒的基因组结构　Ｂ　ｐＢＡＣＺＩＫＡ的结构示意图ＣＭＶ、ＨＤＲ和ＢＧＨ分别是ＣＭＶ启动子序列、丁肝核酶序列和牛生长激素终止子
序列；ＳｆｏＩ、ＰａｃＩ为核酸内切酶；ＺＦ、ＺＲ两个片段与酶切载体重组后产生ｐＢＡＣＺＩＫＡ　Ｃ　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ｉ的结构示意图。在Ｚｉｋａ病毒基因组序列

３１２８ｎｔ后接入内含子序列，产生ＺＦｉ片段，然后与ＺＲ和ＳｆｏＩ、ＰａｃＩ酶载体重组产生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ｉ。
图１　犣犻犽犪感染性克隆构建流程

Ａ　Ｇｅｎｏ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Ｚｉｋａｖｉｒｕｓ　Ｂ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ＣＭＶ，ＨＤＲａｎｄＢＧＨａｒｅＣＭＶ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Ｄｒｉ
ｂｏｚｙ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ｂｏｖｉｎｅｇｒｏｗｔｈｈｏｒｍｏｎ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ｆｏＩａｎｄＰａｃＩａｒｅｅｎｄ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ＺＦ、ＺＲｔｗｏ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ｇｅｓ
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ｐＢＡＣＺＩＫＡ　Ｃ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ｆｔｅｒ３１２８ｎｔｏｆｔｈｅＺｉｋａｖｉｒｕｓｇｅｎｏ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ｗａｓｉｎｓｅｒｔｅｄ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ＺＦｉ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ｔｈｅｎ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ＺＲａｎｄＳｆｏＩａｎｄＰａｃＩｅｎｚｙｍｅｖｅｃｔｏｒｓ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ｉ
犉犻犵．１　犜犺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狆狉狅犮犲狊狊狅犳犣犻犽犪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狌狊犮犾狅狀犲

　　由广州市艾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内含子（ｉｎ

ｔｒｏｎ）序列（来自于载体质粒ｐＣＩｎｅｏ），应用ＰＣＲ方法

插入寨卡病毒前段序列ＺＦ（３１２８与３１２９ｎｔ之间）产生

片段序列Ｚｆｉ（将３１２８Ｇ突变为 Ａ，作为后续检测标

记），将ＺＦｉ、ＺＲ与同上酶切的载体ｐＢＡＣ１１进行重

组，产生重组子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ｉ。上述载体质粒的扩增

均用ＤＨ１０Ｂ细菌。

２．２　病毒拯救　应用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
ＴＭ
３０００将５μｇ

质粒ｐＢＡＣＺＩＫＡ和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ｉ转染２９３Ｔ细胞（６

孔板），于７ｄ后收集上清。将上清用０．４５μｍ滤膜过

滤后分装，－２０℃保存。此为ＺＩＫＡ病毒Ｐ０代。

取上述病毒上清液感染 Ｖｅｒｏ细胞，３～６ｄ收集

·６５７·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０年７月　第１５卷第７期

Ｊｕｌ．２０２０，　Ｖｏｌ．１５，Ｎｏ．７



上清，此上清中的病毒为Ｐ１代。用Ｐ１代病毒再次感

染Ｖｅｒｏ细胞，依次产生病毒Ｐ２、Ｐ３、Ｐ４、Ｐ５代病毒。

提取转染ｐＢＡＣＺＩＫＡ和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ｉ的２９３Ｔ

细胞ＲＮＡ，应用ＰＣＲ方法扩检测病毒基因组的完整

性，引物序列如表１。应用ＤＮＡ测序的方法鉴定拯救

病毒的正确性（Ｇ３２８Ａ突变）。

表１　犣犻犽犪病毒片段扩增引物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狆狉犻犿犲狉狊犳狅狉犪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犣犻犽犪狏犻狉狌狊

引物名称

Ｐｒｉｍｅｒ

序列（５＇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５＇３＇）

长度（ｂｐ）

Ｌｅｎｇｔｈ

ＺＶ１Ｆ ｃａｇａｃｔｇｃｇａｃａｇｔｔｃｇａｇｔｔｔｇａａｇｃ ７５５

ＺＶ１Ｒ ＧＧＡＡＴＧＧＧＡＧＧＧＧＡＧＣＧＴＣＡＣＡＧＣＴ

ＺＶ２Ｆ ｇｇｔｇｇａａｃｃａｇａｔｇａｃｇｔｃｇａｔｔｇ １３７０

ＺＶ２Ｒ ＴＧＡＡＴＧＴＧＡＡＣＧＣＴＧＣＧＧＴＡＣＡＣＡＡＧ

ＺＶ３Ｆ ｇａｔｇｇａｔｇｇｔｇｃａａａｇｇｇａａｇｇｃｔｇ １３８７

ＺＶ３Ｒ ＣＡＴＣＴＧＴＣＣＡＣＡＡＴＧＴＧＴＧＧＧＡＣＴ

ＺＶ４Ｆ ｃｇｔｔａｔｔｇｇａａｃａｇｃｔｇｔｔａａｇｇｇａ １４４３

ＺＶ４Ｒ ＧＧＡＧＡＡＡＴＣＡＣＣＡＣＴＣＴＣＡＴＣＴＡＧ

ＺＶ５Ｆ ｃｃｇｃｇｇｔｃｇｇｔｃｔｇｃｔａａｔｔｇｔｃａｇ １４７１

ＺＶ５Ｒ ＴＧＴＣＴＣＡＡＡＡＧＴＣＴＴＴＣＴＧＣＴＧＡＧＣ

ＺＶ６Ｆ ｇｇａｇｃｔｃａｇｇｃｔｔｔｇａｔｔｇｇｇｔｇａ １３９３

ＺＶ６Ｒ ＧＡＴＧＧＣＣＣＡＡＧＣＴＧＡＧＧＣＴＧＧＣＣＧＣ

ＺＶ７Ｆ ｔｇｇｃａａｔｃａｔｃａｔｃａｔｇｇｔａｇｃａｇ １２９５

ＺＶ７Ｒ ＧＧＡＣＴＣＴＧＡＧＣＧＴＣＣＧＴＧＣＴＴＣＴＴＣ

ＺＶ８Ｆ ｃａａａｇｔｔｃａａｇａａｇｔｇａａａｇｇａｔａｃａｃ １３２８

ＺＶ８Ｒ ＣＣＡＧＣＡＧＴＧＴＣＡＴＣＴＧＣＡＴＡＣＡＴＣ

ＺＶ９Ｆ ｔａｔａｔｇｔｇｇｃｔａｇｇｇｇｃｔａｇａｔｔｔｃ １１３８

ＺＶ９Ｒ ＣＴＧＴＧＣＣＣＴＡＴＧＡＧＡＧＡＴＣＣＡＣＡＣ

ＺＶ１０Ｆ ｇｇａｔｇａｃｃａｃｔｇａａｇａｃａｔｇｃｔｔｇ ７２６

ＺＶ１０Ｒ ＡＧＡＣＣＣＡＴＧＧＡＴＴＴＣＣＣＣＡＣＡＣＣ

２．３　病毒复制能力检测　将野生型和拯救病毒以

ＭＯＩ＝０．１分别感染Ｖｅｒｏ细胞，于１２、２４、４８ｈ分别

收集上清以及细胞。提取细胞内总 ＲＮＡ（ＲＮＡｉｓｏ

Ｐｌｕｓ）并进行逆转录反应，应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方法检

测病毒ＲＮＡ在细胞内的复制情况
［８－９］，引物序列见

表２。反应条件：９５℃，２ｍｉｎ；９５℃，３０ｓ；５５℃，１５ｓ；

共４０个循环；７２℃，１５ｓ；３７℃，１０ｍｉｎ；４℃，停止。

应用ＴＣＩＤ５０ 方法测定上清中病毒的滴度。

表２　犣犐犓犃病毒犚犖犃在细胞内的复制检测犘犆犚引物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狆狉犻犿犲狉狊犳狅狉犱犲狋犲犮狋犻狀犵狋犺犲狉犲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犣犐犓犃狏犻狉犪犾犚犖犃

引物名称

Ｐｒｉｍｅｒ

序列（５＇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５＇３＇）

ＺＩＫＶＥ基因Ｆ ＣＶＧＡＣＡＴＧＧＣＴＴＣＧＧＡＣＡＧＹ

ＺＩＫＶＥ基因Ｒ ＣＣＣＡＲＣＣＴＣＴＧＴＣＣＡＣＹＡＡＹＧ

ＺＩＫＶＥ基因探针 ＡＧＧＴＧＡＡＧＣＣＴＡＣＣＴＴＧＡＣＡＡＧＣＡＲＴＣＡ

２．４　病毒的致病性检测　将野生型和拯救病毒以

ＭＯＩ＝１分别感染Ｖｅｒｏ细胞和ＳＨＳＹ５Ｙ细胞，于４８

ｈ后采用 ＭＴＴ方法检测病毒对细胞的毒性，应用显

微镜观测细胞病变情况。

采用噬斑试验检测野生型和拯救病毒的毒力［１０］。

将５×１０
４
Ｖｅｒｏ细胞接种２４孔板中，于２４ｈ，适当滴

度的病毒感染Ｖｅｒｏ细胞，２ｈ后在细胞上层铺入羧甲

基纤维素，第６ｄ用结晶紫染色，观测噬斑的大小。

结　果

１　拯救病毒的产生

按图１流程产生的克隆ｐＢＡＣＺＩＫＡ转染２９３Ｔ，

不能产生具有感染性的病毒。提取细胞内的ＲＮＡ，进

行分片段ＰＣＲ部分片段无扩增（图２Ａ），提示当质粒

ＤＮＡ转染细胞产生的ＲＮＡ在细胞内产生了不正确

的剪接。为了让细胞正确产生完整病毒ＲＮＡ，在病毒

基因组中引入内含子序列，产生克隆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ｉ并

进行了Ｇ３１２８Ａ突变，作为后续病毒鉴定检测的标记。

转染２９３Ｔ细胞７ｄ后收集上清，检测显示产生了具有

感染性的病毒，ＰＣＲ扩出所有片段（图２Ｂ），提示引

入内含子序列的克隆其 ＲＮＡ在细胞内可以正确剪

接。测序显示，第５代病毒仍然保持着Ｇ３１２８Ａ突变，

说明拯救病毒可稳定传代和增殖（图３）。

　　

以转染ｐＢＡＣＺＩＫＡ和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ｉ的２９３Ｔ细胞总 ＲＮＡ 为模

板，以１０个相互重叠的片段扩增病毒基因　Ａ、Ｂ　分别为转染ｐＢＡＣ

ＺＩＫＡ和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ｉ的结果　Ｌ１－１０　为１０个片段　Ｍ１、Ｍ２　为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图２　犣犐犓犃病毒基因扩增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ＲＮＡｏｆ２９３Ｔｃｅｌｌ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ａｎｄ

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ｉｗａｓｕｓｅｄａｓａ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ｔｏａｍｐｌｉｆｙｖｉｒａｌｇｅｎｅｓｗｉｔｈ１０ｏ

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ＡａｎｄＢ　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ａｎｄ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ｉ，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１－１０　ｉｓ１０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Ｍ１ａｎｄＭ２　ａｒｅ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ｓ．

犉犻犵．２　犜犺犲犪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犣犐犓犃狏犻狉狌狊犵犲狀犲

２　病毒的复制能力

分别于细胞感染病毒１２、２４、４８ｈ后应用荧光定

量ＰＣＲ技术检测细胞内病毒ＲＮＡ的含量，结果显示

拯救病毒的ＲＮＡ可在Ｖｅｒｏ细胞中扩增，与野生病毒

的ＲＮＡ扩增速度相似（图４Ａ）；将收集培养上清进行

ＴＣＩＤ５０ 试验，两种病毒滴度也相似（图４Ｂ）。结果表

明拯救病毒与野生病毒在复制能力上相似。

·７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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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野生型病毒序列３１２８Ｇ　Ｂ，Ｃ　为拯救病毒第１代、第５代的序列３１２８Ａ（箭头所示为突变的位置）。
图３　野生型病毒与拯救病毒的遗传标记序列

Ａ　Ｗｉｌｄｔｙｐｅｖｉｒｕ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３１２８Ｇ　Ｂ，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３１２８Ａｆｏｒｒｅｓｃｕｅｖｉｒｕｓ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ｆｉｆ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ｒｏｗ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犉犻犵．３　犌犲狀犲狋犻犮犿犪狉犽犲狉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狅犳狑犻犾犱狋狔狆犲狏犻狉狌狊犪狀犱狉犲狊犮狌犲狏犻狉狌狊

３　病毒的致病性

拯救病毒以 ＭＯＩ＝０．１感染 Ｖｅｒｏ细胞后，４８ｈ

可以见到明显的细胞病毒，死亡的细胞脱落、飘浮在培

养基中。

噬斑试验显示拯救病毒与野生病毒在第６ｄ均出

现均匀圆形，大小一致的噬斑（图５所示）。

讨　论

ＺＩＫＡ病毒基因组全长约１１ｋｂ，编码衣壳蛋白

（Ｃ）、膜前／膜蛋白（ｐｒＭ／Ｍ）、包膜蛋白（Ｅ）３种结构蛋

白和ＮＳ１、ＮＳ２Ａ、ＮＳ２Ｂ、ＮＳ３、ＮＳ４Ａ、ＮＳ４Ｂ和ＮＳ５等

７种非结构蛋白。结构蛋白组成病毒颗粒，非结构蛋

白参与病毒复制、病毒颗粒的组装和逃避宿主免疫反

应［１１］。为了解析其致病机制，需要运用遗传学的手段

对其基因组进行研究，而病毒的反向遗传学手段是研

究基因功能、毒力变异、药物筛选等重要方法。由于黄

病毒存在着细菌隐藏启动子，给感染性克隆的构建带

来困难［７，１２］，解决的常用方法是将隐性启动子突变或

应用单拷贝质粒－细菌人工染色体。本研究中即采用

细菌人工染色体的方法，降低病毒ＤＮＡ的毒性，获得

了全长Ｚｉｋａ全长克隆。

感染性克隆构建有３种体系，其一为体外转录体

系［１３－１５］。以全长克隆ＤＮＡ为模板，在体外应用转录

酶Ｔ７或ＳＰ６，转录出病毒 ｍＲＮＡ分子，纯化后使用

电转等方法转染细胞，产生拯救病毒。这种由于需要

高纯度的 ｍＲＮＡ分子，转染方法、条件的摸索耗时、

费力。其二为真核系统构建［１６－１８］。构建含有全长病

毒序列克隆，将病毒序列控制在ＣＭＶ、ＳＶ４０等真核

启动子之下。将质粒转染靶细胞后，利用真核细胞内

的转录体系产生病毒 ｍＲＮＡ，进而在细胞内产生拯救

病毒。该方法操作简单，条件易优化。但在病毒产生

ｍＲＮＡ的过程中需要经历细胞核内转录和剪接加工

过程，常不能形成正确的病毒 ｍＲＮＡ分子。本研究

中无内含子序列的全长克隆不能产生拯救病毒，在利

用分段扩增检测 ｍＲＮＡ完整性时，发现有些片段缺

失。而当加入内含子序列后，可以正确引导剪接，形成

正确病毒 ｍＲＮＡ序列。Ｃｈｅｎ等
［１８］报道应用相同方

法构建的感染性克隆并未出现不正确剪接的情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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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ＺＩＫＡ在Ｖｅｒｏ细胞中的复制　Ｂ　培养上清中的ＺＩＫＡ病毒滴度

图４　病毒的复制能力

Ａ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Ｃ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ＺＩＫＡ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ｒｏｃｅｌｌｓ　Ｂ　ＺＩＫＡｖｉｒｕｓｔｉｔｅｒ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

犉犻犵．４　犜犺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狏犻狉狌狊狉犲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图５　噬斑试验检测犣犐犓犃病毒的致病性

犉犻犵．５　犘犾犪狇狌犲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犲狊狋狋狅犱犲狋犲犮狋狋犺犲狆犪狋犺狅犵犲狀犻犮犻狋狔狅犳犣犐犓犃狏犻狉狌狊

种不一致的现象可能是由于毒株序列上的差异所导

致。其三为重叠片段细胞内重组体系［１９－２０］。将全长

克隆ＤＮＡ和转录控制元件分成３个片段进行扩增后

通过电转染到靶细胞中，利用同源重组的原理在细胞

中产生完整病毒基因组序列，进而产生拯救病毒。这

种方法可以避免细菌隐性启动子的毒性作用，但转染

·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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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需摸索，而且同源重组的效率对病毒产生的影响

较大。

本研究将引入内含子序列的克隆ｐＢＡＣＺＩＫＡｉ

转染２９３Ｔ后，细胞正确产生完整病毒ＲＮＡ，并拯救

出具有感染性的病毒，随后将产生的拯救病毒与野生

型病毒进行生物活性比较，进一步验证构建策略的有

效性。ＰＣＲ扩增结果表明，病毒可以稳定传代，至少５

代，测序显示第五代病毒仍保持着遗传标记Ｇ３１２８Ａ。

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拯救病毒与野生病毒感染细胞后

不同时间点细胞内的病毒ＲＮＡ含量以及ＴＣＩＤ５０ 方

法检测两者感染细胞后上清中的病毒滴度，结果显示

两种病毒具有相似的复制速度。噬斑试验显示拯救病

毒与野生病毒所形成的噬斑形态以及大小一致，表示

两者对细胞致病性无明显差别，即对易感染细胞具有

相同的致病力。以上结果表明通过真核系统产生的

ＺＩＫＡ病毒全基因组感染性克隆策略正确有效。

本研究成功构建了真核表达系统的ＺＩＫＡ病毒全

基因组感染性克隆，该拯救病毒具有复制能力，为病毒

的基因变异、功能、药物筛选等研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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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ｖｅｌＤＮＡ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ｄｅｎｇｕｅｖｉｒｕｓｔｙｐｅ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ｃｌｏｎｅａｓｓｅｍ

ｂｌｅｄｉｎａ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Ｊ］．ＶｉｒｕｓＲｅｓ，２０１４

（１８０）：１２－２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３０１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５１１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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