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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干扰素诱导跨膜蛋白抑制 JEV 和 EMCV 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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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猪干扰素诱导跨膜蛋白（interferon-induced transmembrane family members，IFITM）家族的全基
因序列及其抗病毒性能，经实时荧光定量 PCR（real-time PCR，RT-PCR）和 cDNA 末端快速扩增（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RACE）技术扩增、克隆并测序，共获得 3 个猪 IFITM 家族蛋白。利用 pCMV-Myc
载体构建重组质粒 pCMV-IFITM1/2/3，通过 Western blotting 检测方法确认重组质粒在 BHK-21 细胞系中表达
情况，通过 RT-PCR 和噬斑方法检测日本乙型脑炎病毒（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JEV）和脑心肌炎病毒
（encephalomyocarditis virus，EMCV）在 IFITM 过量表达下的复制情况。结果表明，猪 IFITM 家族与人 IFITM
家族结构相似，但 3′端亲水区多出 13 个氨基酸。猪 IFITM 家族的 3 个蛋白均可以抑制 JEV 和 EMCV 在体外
易感细胞中的复制，其中以 IFITM3 抗病毒效果最显著。本研究结果丰富了 IFITM 抗病毒谱，为干扰素刺激基
因在人畜共患病防治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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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full gene sequences and antiviral properties of porcine interferoninduced transmembrane family members (IFITM), three of them were amplified using real-time PCR
(RT-PCR) and 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 (RACE) and cloned into the vector pCMV-Myc
separately, and recombinant plasmid pCMV-IFITM1/2/3 were obtained. Overexpression of these three
proteins in BHK-21 cell lines was identified by Western blotting. The replication abilities of both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 (JEV) and encephalomyocarditis virus (EMCV) when IFITM was
overexpressed were detected using RT-PCR and plaques. Our data reveal that the amino acid sequences
of porcine IFITM family members are quite similar to that of human IFITM proteins, except for the
additional 13 amino acids in the 3′ terminal hydrophilic region. All of the three porcine IFITM family
members inhibit the replication of JEV and EMCV in vitro, and the IFITM3 protein shows the strongest
antiviral activities. These results have enriched the antiviral spectrum of IFITM protein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feron-stimulated genes in zoonosis prevention.
Key words: veterinary immunology; interferon-induced transmembrane protein; antiviral;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 encephalomyocarditis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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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干扰素（interferon，IFN）可通过诱导激活干扰素刺激基因（interferon stimulate gene，ISG）而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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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复制。目前已发现的数百种 ISGs 中，只有大约 10 种被证明具有特异或非特异的抗病毒作用[1]。
新 ISGs 的发现、抗病毒谱的明确以及其抗病毒机制的进一步揭示将给予抗病毒药物研发新的启示。2009 年，
BRASS 等[2]发现了一个新的 ISG 家族，命名为 IFITM 家族，这是一类小的（约 130 个氨基酸）、中间区
域高度保守的两次跨膜蛋白，在干扰和调控 A 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A virus，IAV）的复制中扮演重要
角色。近期的研究表明，IFITM 家族在病毒侵入细胞的早期发挥抗病毒作用，可以被有效抑制复制的病
毒包括登革热病毒、水泡性口炎病毒、人免疫缺陷病毒、冠状病毒等，但对鼠白血病病毒、丙型肝炎病
毒的效果并不理想[2~5]。目前，IFITM 家族的研究主要针对人以及小鼠、禽类等实验动物，对猪 IFITM
家族的研究少有报道，IFITM 家族的抗病毒谱也仅包括一些能感染人类的病毒，而对具有重要公共卫生
学意义的人畜共患病病毒和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动物疫病病毒很少涉及。
JEV 属于黄病毒（flavivirus），可引起人和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猪是 JEV 的主要传染源，感
染母猪可发生流产、感染公猪出现睾丸炎，该病在我国大多数养猪场呈地方性流行[6]。EMCV 是一种传
播极为广泛的微 RNA 病毒，能够感染啮齿动物、家畜、灵长类动物以及人类，导致仔猪致死性心肌炎
及母猪繁殖障碍，人感染可引起发热、颈部僵直、头痛及呕吐等症状，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公共卫
生学意义[7~8]。本研究从猪的 IFITM 家族测序和结构分析入手，体外验证猪的 IFITM 家族是否能够抑制
两种猪的病原 JEV 和 EMCV 的复制，为 ISG 在人畜共患病防治中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细胞、毒株与主要试剂
原代猪肺巨噬细胞（pulmonary macrophage，PAM）、BHK-21 细胞、293T 细胞由农业部动物流行

病学与人畜共患病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本实验室”）保存，均用含有 10%胎牛血清的 DMEM 培养
基培养。JEV、EMCV-BJC3 为本实验室分离并保存[9]，TRIzol、EasyPure Quick Gel Extraction Kit DNA
试剂盒购自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M-MLV 购自美国 Promega 公司；各种限制性内切酶、Prime
STARTM HS DNA Polymerase、3'-RACE 和 5'-RACE 试剂盒购自 TaKaRa 生物有限公司；SYBR® Green
real-time PCR Master Mix 购自 TOYOBO 公司；LipofectamineTM LTX and Plus Reagent 购自 Invitrogen 公
司；pCMV-Myc 载体购自 Clontech 公司。
1.2

IFITM 的基因组序列测定与分析
按照 TRIzol 试剂说明书，提取总 RNA. 根据已发表的各种属 IFITM 家族序列，在保守区设计上下

游引物分别为：5'-TCAAGGAGGAGCACGAGGT-3'和 5'-GGCCCAGATGTTCAGGCA-3'，以总 RNA 为
模板反转录生成相应的 cDNA 链，PCR 反应条件设定为：98℃ 1 min；98℃ 10 s、55℃ 15 s、72℃ 30 s，
共 30 个循环；72℃ 7 min. mRNA 的 3'末端和 5'末端扩增方法参见 3'-RACE 和 5'-RACE 试剂盒说明书。
扩增产物经 1%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RT-PCR 扩增的目的基因片段纯化回收后，按照 pEASY-Blunt
Cloning Kit 说明书连接、转化感受态细胞、筛选阳性克隆，由北京博尚公司测序。利用 MegAlign 进行
拼接并两两比对。采用 GENEDOC 软件将扩增到的猪 IFITM 家族各成员进行比较分析。
1.3

IFITM 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与引物设计
设计 3 对引物（如表 1 所示）将各 IFITM 家族成员的开放阅读框（open reading frame，ORF）进行

PCR 扩增，回收产物与 pCMV-Myc 载体以相同的限制性内切酶（EcoR I、BamH I）进行双酶切处理，经
连接、转化、测序，鉴定为阳性重组质粒，分别命名为 pCMV-IFITM1、pCMV-IFITM2、pCMV-IFIT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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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质粒并定量后置于−20℃保存备用。

表1
Tab. 1

1.4

IFITM 的表达与鉴定

2248

扩增 IFITM 基因用引物序列

Primer sequences used to amplify IFITM

引物名称

序列（5'-3'）

按照 LipofectamineTM LTX and Plus Reagent 说明

swine1-uper

CCGGAATTCATGAACTGCGCTTCCCAGC

书，分别将 pCMV-IFITM1/2/3 在 BHK-21 细胞进行

swine1-lower

GCGCCTAGGCTAGTAGCCTCTGTTACTCT

转染，继续培养 24 h 后收样，利用标签蛋白 Myc 抗

swine2-uper

CCGGAATTCATGAACTGCGCTTCCCAGCC

体，通过 Western blotting 方法鉴定目的蛋白的表达
情况。
1.5

swine2-lower

CGCGGATCCCTAGTAGCCTCTGTTACTCT

swine3-uper

CCGGAATTCATGAACTGCGCTTCCCAGCC

swine3-lower

CGCGGATCCCTAGTAGCCTCTGTAATCCT

IFITM 抗病毒活性检测
在转染 IFITM1/2/3 后 24 h，将 EMCV 按 0.1 MOI 接种易感细胞，24 h 后收样，将病毒液按 10 倍倍

比稀释，待 BHK-21 细胞长满单层后，每孔接种稀释后的病毒液 200 μL，于 37℃吸附 1 h. 弃病毒液后，
将含 2%琼脂糖的培养基按 3 mL/孔加入细胞板，37℃培养 36 h. 去掉细胞孔内的固体培养基，以 1%结
晶紫染色液染色 37℃ 5 min，PBS 洗涤 2 次，观察噬斑，计数并照相。在转染 IFITM1/2/3 后 24 h，将 JEV
按 0.1 MOI 接种易感细胞，24 h 后收样，提取 RNA 并反转录，使用 ABI 7500 Fast Real Time PCR System
对 JEV 进行定量实验，20 μL 体系，上游引物为：5'-AGAGCGGGGAAAAAGGTC-3'，下游引物为:
5'-TTTCACGCTCTTTCTACAGT-3', 反应条件为：94℃ 3 min；94℃ 30 s、52℃ 30 s、72℃ 30 s，40 个
循环，每个样品重复 3 次取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猪 IFITM 家族的测序与分析
利用 RT-PCR 和 RACE 方法扩增出了 3 组猪的 IFITM 全长序列，经测序拼接后得到 3 个猪的 IFITM 家

族成员，命名为 swine-IFITM1/2/3. 结果表明，swine-IFITM1/2/3 全长分别为 585，672，615 bp，均包含一个
ORF，分别编码 125，146，146 个氨基酸。利用 GENEDOC 软件分析发现，swine-IFITM 可分为 4 个区域：
5'延伸区、5'可变区、中部保守区和 3'可变区（如图 1 所示）。经 MegAlign 比较，swine-IFITM2 与 swine-IFITM3
氨基酸同源性最高达 84.1%，而 swine-IFITM1 与 swine-IFITM3 氨基酸同源性仅为 71.4%.

图1
Fig. 1

2.2

猪 swine-IFITM1/2/3 蛋白序列比对

swine-IFITM1/2/3 protein alignment comparison

猪 IFITM 的表达与鉴定
利用标签蛋白 Myc 抗体，经 Western blotting 检测，转染 BHK21 细胞 24 h 后，重组 pCMV-IFITM1、

pCMV-IFITM2、pCMV-IFITM3 均可在 BHK21 细胞上成功表达，融合蛋白大小约为 16 ku（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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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IFITM 抗 EMCV 活性的检测
通过噬斑方法对 IFITM 家族抗 EMCV 活性进行测

定，结果如图 3 所示。在不同的体外培养细胞系中，表
达猪 IFITM 组的 EMCV 复制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明显降
低、差异显著，且这种现象在 293T 细胞中比 BHK-21
图2

细 胞中 更明显 ，实 验组与 对照 组差异 极显 著，其 中
swine-IFITM3 的抗病毒效果最好。与对照组相比，在
293T 细胞系中表达 swine-IFITM3 的细胞 EMCV 复制

重组蛋白 pCMV-IFITM1/2/3 的
Western blotting 鉴定

Fig. 2

Western blotting analysis of pCMV-IFITM1/2/3
with Myc antibody

水平可降低约 100 倍。

注：*为差异显著；**为差异极显著，下同
图3
Fig. 3

2.4

猪 swine-IFITM1/2/3 在不同细胞系上对 EMCV 的抑制效果
Inhibition of EMCV with swine-IFITM1/2/3 in different cell lines

猪 IFITM 抗 JEV 活性的检测
通过 RT-PCR 方法对 JEV 进行定量，结果表明在不同细胞系中，表达猪 IFITM 组的 JEV 复制水平

与对照组相比均明显降低，差异极显著，其中 swine-IFITM3 的抗病毒能力最强，表达 swine-IFITM3 的
细胞与对照组相比，JEV 复制水平可以降低约 1/10.

图4
Fig. 4

swine-IFITM1/2/3 在不同细胞系上对 JEV 的抑制效果
Inhibition of JEV with swine-IFITM1/2/3 in different cell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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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目前，不同种属 IFITM 家族的序列已被陆续报道，包括人、黑猩猩、小鼠、禽类等。本研究证实，

与人的 IFITM 家族相比，猪的 IFITM 家族也可以分为 5'延伸区、5'可变区、中部保守区和 3'可变区，但
猪的 IFITM 家族各成员在 3'端亲水部分多出 13 个氨基酸的“小尾巴”，这可能与 IFITM 在动物体内的进
化有关。BRASS 等[2]和 LU 等[4]对 IFITM 家族不同成员进行比较，并用突变和缺失方法发现 IFITM 的
3'可变区与 5'延伸区均为抗病毒必需的区域。许君等[9]克隆了猪的 3 个 IFITM 家族基因，并将其序列与
其他物种进行比对，发现不仅其基因结构蛋白序列与人的 IFITM 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和同源性，而且具有
相似的翻译后修饰位点，提示猪的 IFITM 可能具有类似的功能。本实验中，IFITM1/2 与 IFITM3 抗病毒
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比较结构发现只是在 3'可变区存在差异，因此推断 IFITM 的 3'可变区与抗病毒能力
的调控相关。抗病毒实验结果表明，猪 IFITM 家族的 3 个成员均具有抗病毒能力，在 293T 细胞中的抗
病毒效果显著优于 BHK-21 细胞，且 IFITM3 抗病毒效果最显著。故推测由于 BHK-21 细胞系中缺少干扰
素系统，可能影响了 IFITM 抗病毒作用的发挥。HUANG 等[5]发现人、小鼠、禽的 IFITM 均具有抗病毒能
力，不同成员之间、不同细胞系之间 IFITM 抗病毒能力均存在差异，这与本研究的实验结果一致。
IFITM 的生物学特性和抗病毒机制研究正在逐步深入，BREM 等[10]发现 IFITM 的表达会影响细胞的
生长速度，IFITM 可与细胞中的 MHCI 发生共定位，分布于细胞中大而透亮的圆形囊泡中，但在细胞表
面并未发现该蛋白的存在。HUANG 等[5]构建假病毒证明 IFITM 的抗病毒机制仅与病毒的结构蛋白或囊
膜蛋白相关，而与病毒的基因组无关。KHATUN 等[6]通过电转的方式将 VSV 直接转入细胞进行复制，
结果存在 IFITM 的细胞中病毒的复制并未受到抑制，表明 IFITM 发挥作用的环节是在病毒复制之前即病
毒的侵入阶段。KOENEN 等[7]将 IFITM1/2/3 分别与内吞小体进行共聚焦实验，结果只有 IFITM2/3 与内
吞小体发生共定位，推测 IFITM 至少存在两种抗病毒机制。OBERSTE 等[8]发现，加入胰酶后，SARS 病
毒可以绕过内吞途径直接侵入细胞进行复制，降低 IFITM 的抗病毒效果。YOUNT 等[11]发现 IFITM 的保
守区域均存在 3 个棕榈酰化位点，突变这些位点后，IFITM 由簇状分布变为散状分布，抗病毒活性完全
消失。IFITM 抗病毒机制的研究将对抗病毒药物的研发给予新的启示，同时 IFITM 缺失细胞系的建立也
将有利于疫苗滴度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

4

结论
本研究首次证实了猪 IFITM 家族的 3 个成员能够有效抑制 JEV 和 EMCV 在体外易感细胞中的复制，

其中以 IFITM3 抗病毒效果最为显著。本研究的结果丰富了 IFITM 的抗病毒谱，发现了 IFITM 具有抑制
无囊膜 RNA 病毒 EMCV 复制的现象，由此进一步丰富了该蛋白抗病毒作用可能存在的范围，为干扰素
刺激基因在人畜共患病防治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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