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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细胞表达基因Ⅶ NDVHN 基因的免疫效力研究
王善辉 1 ，薛

忠 1 ，汪鹏旭 1，李云龙 1，成子强 2*

(1.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动物工程系，徐州 221006；2. 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泰安 271018)
要：利用杆状病毒表达系统对Ⅶ NDV HN 基因进行表达研究。RT-PCR 扩增 HN 基因，将其克隆到

摘

pFastBacHT A 载体中，阳性重组质粒转化 DH10Bac 感受态细胞，PCR 鉴定获得阳性克隆，碱裂解法提取阳性质粒，
转染 Sf9 昆虫细胞，获得含 HN 基因的重组杆状病毒质粒，重组病毒感染 Sf9 细胞 72 h 后，进行 SDS-PAGE 电泳、
间接免疫荧光和 Western-blot 试验。免疫 SPF 鸡，间接 ELISA 测定抗体滴度，攻毒保护试验检测重组 HN 蛋白保
护性。结果显示，目的蛋白 HN 在昆虫细胞中有特异性表达，该蛋白诱导了高滴度的 NDV 特异性抗体，具有良好
的免疫原性；强毒攻击保护率达到 75%，与 La sota 疫苗组保护率接近，均明显高于阴性对照组。上述结果为 NDV
新型亚单位疫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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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s of protein HN of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in recombinant
baculovirus and its antigenic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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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ression of F gene of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NDV) was analyzed using the baculovirus
expression system. HN segments were amplified using RT-PCR and cloned into pFast BacHT A plasmid.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was transformed into DH10Bac competent cells to get the positive recombinant bacmid. The
expression of the target gene was detected after 72 h post transfection of Sf9 cell with recombinant bacmid. Serum
antibody titer of immunized SPF chickens and the protective properties were determined. The indirect i mmunofluorescence assay (IFA) and western-blot test showed that the HN gene expressed in Sf9 cells infected with the
recombinant baculovirus. The ELISA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ed protein could induce high titer specific
antibody against NDV. The protection rate of JSXZ NDV strong virulent strains was 75%, and the protective rate
in the La Sota vaccin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These results woul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y on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subunit vaccine.
Key words: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HN protein; recombinant baculovirus; insect cell; immunity effect
新城疫是由新城疫病毒(Newcastle disease virus，NDV)引起鸡／鸽或其他禽类的一种高度接触

流行已基本被控制，但世界各地仍不断有 ND 的暴
发或小规模流行，严重危弱毒疫苗最为常用，但由

性传染病，是危害我国养禽业生产的最严重疾病之
一[1-2]。随着预防接种的普及，典型 ND 的毁灭性大

于 NDV 毒株众多，毒力差别较大[3-4]，导致近年来
在 ND 疫苗应用中经常出现抗体效价高却不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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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毒攻击。

物作核酸电泳鉴定。

NDV 基因组长度为 15～186 nt，编码 6 种结构
蛋白 ，在 基因 上 的排 列顺 序是 3'-NP-M-F-HN-L-

1.2.3 F 基因的杆状病毒转移载体构建

5'[5-6]。其中 HN 长度约 570 个氨基酸，位于 NDV
囊膜表面，在病毒侵染过程中起着受体识别和介导
病毒吸附细胞的作用[7]，是决定病毒毒力的重要因
素。HN 是诱导动物产生免疫保护的主要抗原蛋白，
针对该蛋白的单克隆抗体(MAb)可以通过阻断病毒
颗粒吸附细胞上的唾液酸受体，从而中和 NDV 的
[8]

感染 。
新型杆状病毒表达系统 Bac-To-Bac 是目前比
较成熟的真核表达系统，利用该系统构建的重组
Bacmid 在大肠杆菌中以低拷贝复制，重组 Bacmid
转染昆虫细胞不需要蚀斑纯化就可得到 100%的阳
性重组病毒，而且表达的外源蛋白能够进行糖基化
[9-11]

等修饰，具有天然蛋白的生物学活性
。本试验
利用杆状病毒表达系统对 NDV JSXZ 株的 HN 蛋白
进行表达研究，将 F 基因克隆到 pFastBacHT A 载
体，在体外进行表达、鉴定和纯化，并将纯化的 HN
蛋白添加佐剂免疫 SPF 鸡，通过 ELISA 试验检测定
抗体滴度。以期为 NDV 亚单位疫苗研究寻找一种
新的有效方法。

用 EcoRI

和 KpnⅠ对序列正确的 F 基因 PCR 胶回收产物和杆
状病毒转移载体 pFastBacHT A 进行双酶切并回收，
按分子克隆方法连接、转化。小量提取质粒，利用
菌落 PCR 和双酶切方法筛选、鉴定阳性克隆。
1.2.4

转座及重组质粒的鉴定

用 PCR 和酶切鉴

定正确的阳性质粒转化 DH10Bac 感受态细胞，碱裂
解法提取重组质粒。用 M13 通用引物进行 PCR 扩
增，鉴定重组质粒。取 PCR 产物电泳，通过 PCR
产物大小来确定阳性的质粒命名为 HN-Bacmid。
1.2.5 转染及重组病毒的鉴定

取纯化的阳性重组

质粒 HN-Bacmid，利用脂质体 Lipofectamine TM
2000 转染 Sf9 昆虫细胞，提取病毒 DNA。PCR 鉴
定为阳性的重组病毒低剂量感染 Sf9 昆虫细胞，经
2 代扩大培养后收获培养上清液，即获得了重组杆
状病毒 HN-BV，4℃避光保存。
1.2.6 重组蛋白的表达、纯化与检测 （1）重组蛋
白 SDS-PAGE 分析。将感染病毒细胞及未接种病毒
细胞参照参 考文献 [12]介绍的 方法处理 后，进行
SDS-PAGE 分析。
（2）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IFA)。按照参考文
献[12]介绍的方法进行，一抗为鼠抗鸡新城疫病毒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载体和试剂

pFast Bac HT A 质粒载体和脂

阳性血清，二抗为 1:2000 倍稀释的 FITC 标记的羊
抗鼠抗体。同时设未接种病毒的 Sf9 细胞为阴性对

质体转染试剂盒，均为 Invitrogen 公司产品；各种
常规酶、高保真酶、低分子量蛋白 marker、DNA

照。

marker 均购自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

方法进行，一抗为鼠抗鸡新城疫病毒阳性血清，二
抗为 1:2 000 倍稀释的辣根过氧化物酶(HRP)标记的

1.1.2 细胞

Sf9 昆虫细胞系，DH5A 和 DH10Bac

（3）Western-blot 检测。参考文献[13]介绍的

感受态 E.coli 菌种由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分
子生物学实验室保存。

羊抗鼠 IgG。

1.2 方法
利用 DNAMAN 软件设计扩增

机分为 3 组，每组 20 只。HN+弗氏完全佐剂组雏鸡
胸部及腿部四点肌肉注射 0.1 µg·mL-1 的重组蛋白；

HN 基因特异性上、下游引物，上游引物 HN-1 序列
为 5′-ATTGAATTCATGGACCGCGCGGTTAAC-3′，

La sota 活疫苗组滴鼻、点眼免疫，阴性对照组胸部
及腿部四点肌肉注射 PBS。分别在 7 日龄进行第 1

引入 EcoRⅠ 酶切位点；下游引物 HN-2 序列为
5′-ACGGGTACCGCTTAAACTCTATCATCC-3′，引

次免疫、21 日龄进行第 2 次免疫，然后分别于 7、
2l 和 35 日龄采血，分离血清﹣20℃保存，用间接血

入 KpnⅠ酶切位点。

凝试验测新城疫抗体效价。

1.2.1

引物设计

1.2.2 F 基因的扩增克隆及鉴定

按 TaKaRa- Mi-

niBEST viral RNAPDNA Extraction Kit Ver.3. 0 说明
书操作总提新城疫病毒 RNA。
经反转录后，取 cDNA
1 µL 为模板，用特异性引物 F1 和 F2 RCR 扩增 F
片段。胶回收纯化 PCR 产物，并取 2 µL 胶回收产

1.2.7 动物免疫

将 7 日龄 SPF 健康雏鸡 60 只随

1.2.8 攻毒保护试验

上述 35 日龄所有免疫雏鸡

用 NDV JSXZ 株进行攻毒，滴鼻、点眼接种，100
µL·只-1，
按组隔离饲养，
逐日详细观察至攻毒后 7 d，
统计发病数和死亡数，计算免疫保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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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NDV HN 基因的扩增
以 RT-PCR 产物 cDNA 为模板扩增 NDV HN 基
因，用 1%琼脂糖凝胶电泳，得到 1 条 1716 bp 的
DNA 目的片段，大小与预期片段的大小一致(图 1)。
2.2 重组质粒的鉴定
质粒 PCR 产物片段长约 1716 bp，与预期 PCR
产物一致。阳性质粒序列测定结果与原 HN
基因序列完全一致。双酶切载体和目的片段位
置也与预期一致(图 2)。
2.3 重组转座阳性质粒 PCR 的鉴定
用通用引物 M13 对重组质粒进行 PCR 鉴定，
阳性质粒约为 4146 bp (图 3)。

M：DL15 000 DNA 分子标准；1-2：PCR 鉴定 HN-Bacmid
产物；3：未重组质粒 PCR 产物
M：DNA Marker DL15 000; 1-2: Identification of PCR
HN-Bacmid products; 3: PCR of non-recombinant plasmid
图 3 重组穿梭载体 F-Bacmid 的 PCR 鉴定
Figure 3 Identification of recombinant vector HN-Bacmid by PCR

2.5 重组病毒的鉴定
转染 24 h 后，可观察到细胞停止生长，细胞直
径变大，细胞核增大且充满细胞浆，随着转染时间
延长，细胞边缘模糊，72 h 后细胞逐渐破碎(图 5) 。

M: DL2 000 DNA 分子标准；1-2: HN 基因 PCR 产物
M: DNA Marker DL2 000;1-2: PCR product of HN fragment
图 1 NDV HN 基因 PCR 扩增产物
Figure 1 Identification of the NDV fragment HN by PCR

M: DL15000 DNA 分子标准；1-2: 质粒 HN-pFast HTA
的 EcorⅠ和 KpnⅠ酶切产物
M: DNA Marker DL15000; 1-2: Restriction analysis of
HN-pFastBacHTA plasmid
图 2 HN-pFast HTA 的酶切鉴定
Figure 2 Identification of transfer vector of HN-pFast HTA

2.4 转染后的细胞病变
用 HN-1 和 HN-2 引物，扩增病毒基因组 DNA，
得到特异的约 1716 bp 的 PCR 产物(图 4)，表明 HN
基因已经重组到杆状病毒中。

M：DL2 000 DNA 分子标准；1-2：PCR 鉴定 HN-BV
重组病毒
M: DNA Marker DL15 000; 1-2: Recombinant HN-bacmid
virus PCR product
图 4 PCR 鉴定 HN-BV 重组病毒 DNA
Figure 4 Identification of recombinant HN-BV by PCR

A：正常 Sf9 昆虫细胞对照；B：HN-BV 感染的 Sf9 昆
虫细胞
A: Normal Sf9 insect cell control; B: HN-BV infected Sf9
insect cells
图 5 重组杆状病毒 HN-BV 感染 Sf9 昆虫细胞
Figure 5 Sf9 cells infected by the recombinant baculovirus
HN-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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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蛋白分子量标准；1-2：重组杆状病毒感染的细胞
裂解产物；3：Western blot 检测表达产物
M: protein maker; 1-2: Split product of cells infected with
recombinant baculovirus; 3: Western blot analysis of expression
product
图 6 表达产物的 SDS-PAGE 及 Western-blot 分析结果
Figure 6 SDE-PAGE and Western blot analysis of expression
product

2.6 重组蛋白的表达与检测
2.6.1 重组蛋白 SDS-PAGE 及 Western-blot 试验
重组病毒 HN-Bacmid 感染的细胞裂解物 12.5%分离
胶进行 SDS-PAGE，结果在 Mr 60000 左右可见明显
的表达产物，与预期产物的大小一致。Western-blot
试验结果表明，重组病毒表达蛋白中有特异性条带
出现(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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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N BV infected Sf9 cells; B:Non-infected Sf9 cells
图 7 荧光显微镜下检测到表达蛋白的细胞
Figure 7 Identification of the HN protein expression by IFA

2.6.2 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以鼠抗鸡新城疫病毒

阳性血清为一抗，1︰2000 倍稀释的 FITC 标记的羊
抗鼠抗体为二抗，通过 IFA 试验检测重组 HN 蛋白
的表达经检测，重组病毒表达蛋白有绿色荧光产生
(图 7) 。
2.7 ELISA 检测抗体滴度
用纯化的重组 HN 蛋白包被酶联板进行抗体检
测，结果阴性血清均无反应，证明了该蛋白的特异
性；重组 HN 蛋白组可诱导鸡产生特异性抗 NDV
抗体，初免后 14 d 及二免后 14 d 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分别显示，NDV 活疫苗(Lasota)组、重组 HN 蛋白
免疫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见表 1。
2.8 攻毒保护试验
重组 HN 蛋白免疫组的强毒攻击保护率达到
75%，La sota 疫苗组的攻击保护率为 80%，均明显
高于阴性对照组的 5%，见表 2。

表 1 各组血清抗体效价检测值
Table 1 Detection values of serum antibody titer in groups
免疫前
初免后 14 d
二免后 14 d
Before immunity
14 days after primary immunity
14 days after secondary immunity
＜1:2
＜1:2
＜1:2

组别
Group
PBS
La sota 疫苗 La sota vaccine
HN +弗氏完全佐剂 HN plus FCA

1:16～1:32*
1:16～1:32*

＜1:2
＜1:2

1:32～1:64*
1:32～1:64*

注：* La sota 疫苗组、HN+弗氏完全佐剂组与 PBS 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下同。
Note: * mean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a sota, HN + FCA and PBS groups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at the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表 2 各组攻毒保护试验结果
Table 2 Protest test result of groups
项目
Item
发病率 Incidence
死亡率 Mortality
存活保护率/% Survival rate

组别 Group
PBS

La sota 疫苗 La sota vaccine

HN +弗氏完全佐剂 HN plus FCA

20/20

18/20

19/20

19/20
5

4/20
80*

5/20
75*

3 讨论
尽管 NDV 只有一个血清型，但其包多个基因
型，其中基因Ⅶ型为国内流行的优势基因型[14]。研
究表明 NDV 强毒株在高 HI 抗体水平下，鸡群仍有
ND 的发生，这可能是在免疫压力的条件下强毒株
的抗原性发生了变异，造成了免疫失败，而且目前
新城疫的临床表现形式出现了非典型性，感染范围
出现扩大趋势，这些都要求研制出高效的疫苗[15-16]。
杆状病毒具有高度的种属特异性，对脊椎动物

无感染性，其表达的产物具有较高生物安全性 [17]。
序列对比研究发现，NDV JSXZ 株为我国流行的优
势基因Ⅶ型[18]，与目前常用的预防 ND 的 LaSota
和 Clone30 弱毒疫苗的基因型差别较大。针对基因
Ⅶ型 NDV 在我国广泛流行并结合目前Ⅶ型强毒为
多宿主共同感染的现状，为解决 NDV 抗原变异导
致的免疫失败问题，本研究利用杆状病毒表达系统
构建了表达基因Ⅶ型 NDV JSXZ 株 HN 基因的重组
杆状病毒，成功地表达了 NDV HN 蛋白，所表达的
蛋白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60 kD。Western-blot 试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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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免疫荧光试验结果表明，利用杆状病毒表达系
统能够正确地表达 NDV HN 蛋白。将表达的 HN 蛋
白免疫动物，ELISA 检测抗体滴度结果显示，阴性
血清均无反应，证明了该重组 HN 蛋白的特异性；
重组 HN 蛋白组可诱导鸡产生特异性抗 NDV 抗体，
初免后 14 d 及二免后 14 d 血清抗体检测结果分别显
示，NDV 活疫苗(Lasota)组、重组 HN 蛋白免疫组
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攻毒保护试验结果

[8]

[9]

[10]

显示，重组 HN 蛋白免疫组的强毒攻击保护率达到
75%，与 La sota 疫苗组的保护率（80%）接近，明
显高于阴性对照组的 5%。以上结果表明，本研究
表达的重组 NDV HN 蛋白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及
保护性，为 NDV 新型亚单位疫苗的研究奠定基础。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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