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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鲟免疫分子 CD22 的克隆及生物信息学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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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中华鲟免疫分子 CD22 的结构及其可能对应的功能袁克隆中华鲟 CD22 cDNA渊CsCD22冤袁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袁根据结构
推测功能遥结果表明袁成功克隆中华鲟 CD22 cDNA 序列袁该序列全长 1 748 bp袁包含 1 个 1 170 bp 的开放阅读框袁共编码 389 个氨基酸袁包
含 3 个 Ig 超家族结构域和 3 个潜在的 N-糖基化位点遥综上所述袁中华鲟 CD22 分子具有高度保守的结构特征袁推测其具有与其他动物 CD22
分子相似的免疫学功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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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ing and Bioinformatics Mining of CD22袁an Immune Molecule of Acipenser 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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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structure of CD22 and its possible corresponding functions袁the A cipenser sinensis CD22 cDNA 渊CsCD22冤was
cloned and analyzed by bioinformatic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D22 cDNA sequence of A cipenser sinensis was successfully cloned.The full length
of the sequence was 1 748 bp and it contained a 1 170 bp open reading frame encoding a total of 389 amino acids袁including three Ig superfamily
domains and three potential N-glycosylation sites.In summary袁the A cipenser sinensis CD22 molecule has a highly conserved structural feature and is
presumed to have immunological functions similar to those of other animal CD22 molec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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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是位于细胞膜上的一类分化抗原的总称袁是白细胞

南沿海的大陆架水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干流内[9]曰喜好在粗糙

熟的不同阶段及活化过程中出现的细胞表面标志 遥CD22

求较高袁这是中华鲟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产生的生态适应[10]遥

为域型跨膜蛋白袁是唾液酸结合免疫球蛋白样凝集素家族成

然而袁随着栖息地的减少尧环境的恶化袁中华鲟新产卵地的

渊以及血小板尧血管内皮细胞等冤分化为不同谱系和分化成
[1]

员 遥在哺乳动物体内袁CD22 维持 B 细胞抑制的基线水平袁
[2]

以控制体液免疫 遥CD22 限制了 BCR 的信号传递袁使其在
[3]

强直信号传递尧对病原体的反应和自身免疫的预防之间达到
平衡[4]遥

作为 B 细胞受体的抑制性共受体袁CD22 对中华鲟 B

细胞激活信号具有负性调节作用袁特别是抑制细胞内 Ca2+信
号[5]遥中华鲟免疫分子 CD22 对于控制 B 细胞的信号传导阈

值特别是对 B 细胞早期发育起重要调节作用袁对其凋亡的调
控及阴性选择尤为重要[6]遥此外袁能够与包含 2-2袁6 连接唾

的河床底质产卵袁需要有一定速度的水流袁对环境条件的要

有效繁殖种群数量和环境容量减少[11]袁许多中华鲟品种面临
灭绝的危险遥为了保护生态多样性袁自 1983 年开始袁国家明
令禁止对长江中华鲟的商业捕捞袁1984 年从葛洲坝下捕捞

的中华鲟亲鱼的人工繁殖获得成功袁开始人工放流并且持续
至今[12]袁在这些过程中疾病防治问题不可避免遥对中华鲟免
疫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加强人们对免疫学的了解袁还能为中华
鲟人工养殖尧野生保护过程中出现的疾病防治问题提供理论
基础遥
1 材料与方法

液酸的糖蛋白配体特异性结合袁抗原激活BCR袁也使 CD22

1.1

并激活下游信号分子抑制钙离子内流而减弱BCR 信 号 遥

ary construction kit 渊Clontech袁 美 国 冤袁DH10B Competent cell

胞质区免疫受体酪氨酸抑制基序中的酪氨酸迅速磷酸化袁
CD22 参与 B 细胞的归巢过程遥因 CD22 相对特异地表达于
B 细胞表面袁已成为调节 B 细胞免疫以及治疗某些 B 细胞
肿瘤的良好靶标[2]遥

中华鲟渊A cipenser sinensis冤在动物分类上隶属于鱼纲鲟

形目鲟科鲟属袁别名鲟鱼尧鳇鱼尧苦腊子尧鳣等 袁是上垩纪遗
[7]

留至今的古老鱼种袁已有 1.4 亿年的历史袁是我国独有的古
老珍稀物种袁也是脊椎动物中较原始的鱼类袁在其身上能够

探寻出物种进化的陈迹袁中华鲟被人们称为鱼类始祖的野活
化石冶[8]遥鲟鱼肉质鲜美袁营养丰富袁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与药
用价值遥中华鲟在食品尧科研等方面的大规模应用使其在现
代社会中的经济价值逐渐凸显遥中华鲟主要分布于我国东
基金项目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渊2018R42
9034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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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试剂

RNeasy Plus Mini Kit渊Qiagen袁德国冤袁SMART cDNA libr-

渊Tiangen袁北京冤袁Vitagene 96-easy plasmid Miniprep kit 渊Vi -

tagene袁意大利冤袁其他化学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遥
1.2 试验方法

1.2.1

中华鲟脾脏 CD22 基因克隆遥于-80 益取出中华鲟脾

脏组织袁在液氮中充分研磨袁称取 100 mg 左右脾脏组织于
1.5 mL 无菌离心管袁加入 1 mL TRIpure 充分混匀曰FORTEX 涡

旋振荡 15 s 充分混匀袁于室温静置 5 min袁从而保证核蛋白
体充分裂解曰4 益袁最高速 11袁000伊g 离心 10 min袁小心吸取

上清至新的无核酸酶离心管中袁加 0.2 mL 氯仿袁盖紧管盖袁
涡旋振荡 15 s袁室温静置 3 min曰4 益袁最高速冷冻离心 15 min袁
离心后的混合液分为 3 层渊由下至上冤袁第 1 层为红色有机
苯酚氯仿层渊蛋白质冤袁第 2 层为 DNA袁第 3 层为无色水样层
渊RNA冤曰将水样层转移至无核酸酶离心管中袁加入等体积异
丙醇袁上下颠倒混匀 5~10 次袁室温静置 10 min曰4 益袁最高速

来 璇等院中华鲟免疫分子 CD22 的克隆及生物信息学挖掘

11袁000伊g 冷冻离心 3 min袁弃上清曰重复离心步骤 1 次袁小心

渊图 2冤袁CsCD22 含有 3 个 Ig 超家族结构域渊Ig superfamily冤袁

50 滋L 无核酸酶充分溶解 RNA袁利用 NanoDrop 2000 测 RNA

位袁从而发挥免疫学功能遥

用移液枪吸出多余液体曰室温静置 3 min袁晾干沉淀袁加入
浓度及 OD260/OD280曰抽提的 RNA 于-70 益保存袁避免降解遥

该结构域提供与不同球状结构多肽或化学基团粘附的部

1.2.2 中华鲟 CD22 cDNA渊CsCD22冤文库构建遥使用 SMART

cDNA library construction kit 构建中华鲟脾脏全长 cDNA 文
库遥将长度大于 500 bp 的 cDNA 片段连接至 pDNR-LIB 载
体袁转化 DH10B 感受态细胞遥随机挑取 cDNA 阳性克隆菌袁

直接接种于含有 1 mL YT 培养基的 96 孔板中袁37 益孵育过
夜遥利用 Vitagene 96-easy plasmid Miniprep kit 抽提菌液中的
DNA袁送往上海生工生物公司完成测序工作遥使用 T7 引物袁
从 5爷端测序袁筛选中华鲟 CD22 cDNA 序列[13]遥

1.2.3 生物信息学分析遥用 Bioxm 软件分析中华鲟 CsCD22

cDNA 序列开放阅读框曰通过 SMART渊http院//smart.emblhei-

图 2 CsCD22 功能结构域分析

delberg.de冤在线分析 CsCD22 功能结构域曰通过 http院//www.

2.2 CsCD22 糖基化位点预测

通过 NetNGIyc 1.0 Server渊http院//www.cbs.dtu.dk/services/NetN

NetNGlyc/冤在线预测 CsCD22 的糖基化位点遥结果如图 3尧4

dtu.dk/services/SignalP/在线预测 CsCD22 信号肽序列曰通过

在的糖基化位点遥

cbs.dtu.dk/services/NetNGlyc/在线预测 CsCD22 糖基化位点曰

Glyc/冤在线预测 CsCD22 的磷酸化位点曰通过 http院//www.cbs.

ExPASy-COILS 进行 CsCD22 的蛋白质卷曲螺旋预测渊embnet.

通过 NetNGIyc 1.0 Server渊http院//www.cbs.dtu.dk/services/

所示袁96尧315尧374 位天冬酰胺处的信号超过了临界值袁是潜

vital-it.ch/software/COILS_form.html冤曰利用 BioEdit 软件进行

氨基酸同源性比对及保守结构的分析曰CsCD22 蛋白空间结
构模型由 SWISS-MODEL渊https院//swissmodel.expasy.org/冤在
线预测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CsCD22 cDNA 序列及功能域分析

CsCD22 全长为 1748 bp袁其中包括 1 个 65 bp 的 5忆非编

码区尧1 170 bp 的开放阅读框和 488 bp 的 3忆非编码区遥3忆端
有 1 个典型的 polyA 尾巴袁其上游附近有 1 个加尾信号渊AA-

TAAA冤遥CsCD22 的开放阅读框编码 389 个氨基酸渊图 1冤袁预
测其等电点为 4.78尧分子量为 42.8 kDa遥同时袁其 N 端包含 1 个

注院标粗氨基酸为潜在糖基化位点遥

图3

CsCD22 氨基酸序列中可能的糖基化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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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D22 糖基化位点预测结果

2.3 CsCD22 磷酸化位点预测
引入磷酸基团之后袁CsCD22 的分子构象发生变化袁造

成酶活力的缺失或者获得遥磷酸化导致 CsCD22 核内特定基

因的表达袁成功完成对外界信号的应激性遥利用 NetNGIyc 1.0

Server 渊http院//www.cbs.dtu.dk/services/NetNGlyc/冤 在 线 预 测
CsCD22 的磷酸化位点袁结果如图 5 所示遥

2.4 CsCD22 信号肽序列及蛋白质卷曲螺旋预测

CsCD22 的信号肽位于疏水氨基区上游袁长约 11 个氨

基酸残基遥负责把 CsCD22 引导到细胞内不同膜结构的亚
注院加粗碱基为加尾信号遥

图1

CsCD22 cDNA 序列及氨基酸序列分析

由 11 个氨基酸组成的信号肽遥SMART 在线预测结果显示

细胞器内袁这与它跨膜的性质相吻合遥利用 Coils Server 在线
渊https院//embnet.vital-it.ch/software/COILS_form.html冤进行 CsC

D22 蛋白质卷曲螺旋预测袁将序列与已知的平行双链卷曲

螺旋数据库进行比较袁得到相似性得分袁并据此算出序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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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CsCD22 磷酸化位点预测结果
成卷曲螺旋的概率袁结果如图 6尧7 所示遥在比较过程中袁

CsCD22 的信号并不强烈袁只有在氨基酸序列 370~395 位有
微小的峰值袁因而推测形成卷曲螺旋的概率较小遥
1.0
0.8
0.6

注院Ho 为人曰Mu 为家鼠曰Or 为家兔曰Ga 为鸡曰Al 为扬子鳄曰Tr 为中华
老鳖曰Xe 为非洲爪蟾曰Te 为日本河豚曰Da 为斑马鱼曰El 为大象曰Ac
为中华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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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CsCD22 信号肽序列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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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CsCD22 蛋白质卷曲螺旋预测
2.5

CsCD22 三维结构模型分析

CD22 氨基酸多序列比对结果如图 8 所示袁可以看出袁

图 9 CsCD22 三维结构模型
基遥氨基酸多序列对比及功能域分析结果显示袁CsCD22 在

物种进化过程中高度保守袁与其他物种的 CD22具有较高的
同源性袁其中具有典型的 ITIM 结构域袁这与使信号通路上
的分子去磷酸化袁从而向细胞内传递抑制性信号达到下调

CD22 氨基酸在进化过程中是保守的遥多物种中具有典型的

细胞的活性作用密切相关袁暗示它们在免疫防御方面的功能

胞内传递抑制性信号达到下调细胞的活性作用密切相关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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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M 结构域袁这与使信号通路上的分子去磷酸化袁从而向细
也是 CD22 分子具有免疫活性的关键所在遥基于序列保守性
这一前提袁模拟了 CD22 的三维结构模型渊图 9冤遥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分子生物学尧生物信息学研究手段袁鉴定得知 CsCD

22 cDNA 全长为 1 748 bp袁其开放阅读框有 1 170 bp袁共编码

389 个氨基酸遥CsCD22 的开放阅读框编码 389 个氨基酸袁预
测其等电点为 4.78尧分子量为 42.8 kDa袁包含 3 个 Ig 超家族

结构域和 3 个潜在的 N-糖基化位点遥生物信息学结果显
示袁96尧315尧374 位天冬酰胺是 CsCD22 的潜在糖基化位点遥

CsCD22 的信号肽位于疏水氨基区上游袁长约 11 个氨基酸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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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相近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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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免疫现象袁临床症状基本相同遥每个血清型又包含若干个
亚型遥根据世界口蹄疫中心公布袁口蹄疫亚型已有 80 多个袁

且不断有新亚型出现遥我国主要有 A尧O尧亚州玉型遥口蹄疫
病毒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强尧耐干燥袁在自然条件下袁污染

的饲料尧饲草尧皮毛及土壤中病毒在数日甚至数周内仍有感
染性袁在-50耀-70 益条件下可保存数年曰高温和直射阳光渊紫

重视疫苗及佐剂的广泛应用袁近年来安徽省没有暴发口蹄疫
疫情遥
5.3.3

疫病诊断遥依据临床症状和病理剖检特点袁可初步诊

断袁确诊需做病毒分离和血清学诊断遥病毒分离一般采用组
织培养尧实验动物和鸡胚 3 种方法遥血清学诊断有补体结合

试验尧乳鼠血清中和试验尧免疫扩散沉淀试验尧免疫荧光抗

外线冤对其有杀灭作用曰其对酸尧碱都特别敏感袁2%耀4%氢氧

体试验尧反向间接血凝试验尧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方法遥

化钠尧3%耀5%福尔马林溶液尧5%氨水尧0.2%耀0.5%过氧乙酸

5.3.4

或 5%次氯酸钠等都是口蹄疫病毒的良好消毒剂遥于感染对
象遥在自然条件下袁口蹄疫病毒可感染多种动物袁以偶蹄动
物易感性最高遥黄牛尧奶牛最易感袁牦牛尧水牛和猪次之袁再
次为绵羊尧山羊尧骆驼等遥多种野生动物如黄羊尧鹿尧野牛尧野
猪尧驼羊尧野山羊等均可感染遥人对本病有易感性袁儿童发病
严重袁成人较轻遥盂传染源及感染途径遥患病及带毒动物是
本病最主要的传染源遥本病可经消化道尧呼吸道以及损伤的
皮肤和黏膜感染遥口蹄疫病毒可经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遥空
气也是重要的传播媒介遥榆潜伏期遥口蹄疫发病潜伏期为 1耀

7 d遥其流行有一定周期性袁约 3 年流行 1 次遥虞主要症状及

发病季节遥其临诊特征是口腔黏膜尧四肢下端及乳房等处皮
肤形成水疱和烂斑遥该病发病季节不明显袁四季均可发病遥
5.3.2

疫情形势遥安徽省有案可查的口蹄疫疫情共 6 次袁即

1932要1933 年尧1935 年尧1964 年尧1970 年尧1976要1985 年尧

1990 年遥口蹄疫血清型有 A 型和 O 型遥由于各级各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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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PH尧超氧自由基尧羟基自由基袁具备显著的抗氧化能力 曰
[15]

而黄连素也被证实能够降低脂质过氧化尧蛋白氧化袁具有强

抗氧化活性[16]遥结合结果及相关报道袁证实了基于 Lorke 法评

价油酸尧化香树果序及黄连素抗镉减毒活性的方法具有一
定的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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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遥淤综合防控遥一是加强检疫袁对购进的动

物及其产品尧饲料尧生物制品等进行严格检疫曰二是建立严
格规范的消毒制度曰三是定期注射防疫疫苗遥于疫情处置遥

发生口蹄疫疫情时袁必须依法规范立即处置疫情遥最后 1 头
病畜死亡或扑杀后 14 d袁经彻底消毒后袁可报请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解除封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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