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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化学切割法对油桐尺蠖核型多角体病毒 

两种相似多肽的比较研究 

刘明富 谢天恩 

(中目科学蓐蠢祝病毒研究所，~ 4S0071) 

~tPI：原位化学切割法 Asp—Pro肽键 油桐尺嚷核型多角体病毒 3lK蛋白 

油桐尺蠛棱型多角体病毒(BsNPV)自19 78年分离以来，对其形态结构、形态发生、 

毒力测定、血清学、理化特性、安全性试验，剂型研究及大田应用等巳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 Ct,2]，其基因组物理图谱也巳构建 )。采用SDS-聚丙烯酰胺凝肢电泳 (SDS-PAGE) 

研究BsNPV蛋白质时发现，多角体蛋白与病毒粒子的一种主要蛋白质的分子量非常接近， 

约 31K“ 。在其它 杆状病 毒中也有 类似情况。这两种蛋白质闻究竞有何关系，目前还 

未见到直接比较的报道。在本实验 中，我们从其氨基酸的组成上着手，采用原位化学切 

割法 (in fl chemical cleavage procedure)和银染法对这两种蛋白质进 行 了比较研 

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参角体置白轴■●蕾子的摄取与坤化 

按文献[4]提取的多角体蛋白和病毒粒子需经 Sepharose 6B柱层析进一 步纯化。多角体 蛋自 

收集第二峰，病毒粒子收集第一蜂。收集灌用聚乙二醇 (MW2@O00)浓缩后备用。 

二、SDS-曩丙爝t胺凝胺电津 

按 Smith等方法t 】进彳亍。浓缩腔4啦，分离腔i2嘶(T=3O，C=2．7)，缓冲’痕为日．025mol／L Trls／ 

0．192mol／L甘氨眭／0．1 SDS(W／V)。第一次电泳的凝腔稍薄约1．8ram，第二次稍厚约2．2mm。 

在进行第二次电休时，将甲酸处理过的凝腔块小心放入第二次电泳的样品槽中，并使凝腔块与样品 

槽底部接触均匀，再在凝胶块上面铺以5O}Ll缓冲液 (125mmol／L Tris-HC1，pH6．s／o．i SDS／~ 

mmol／L EDTAt pH7．0／20 甘油 (V／v)／o．Dl 澳 醅蓝 )。 

三、置白曩的甲t不宪垒水算 

基本按 Sonderegger辱方法【。I。用无菌手术刀切下蛋白带．放在带盖的玻璃离心臂中，加入 

75 甲酸 (分析 纯 )．室温平衡 4小时后倾去甲酸面盖 以石蜡，37℃保温过夜。取 出凝胶块，在室 

温条件下，分别经2S0mmol／L Tris-HC1／o．5 SDS，pH9．O和125mmol／L Trl s-HCl／0．5 SDS． 

pH6
．8／20 甘油 (v／v)平衡 2小时 ，以去净甲酸和石 蜡。 

四、凝胺臻色 

第二次电泳 的凝腔先用 考马斯亮蓝 H250染色 t脱色至背景无 色后再进行银染 色【 】。 

本文于1989年B月11日收到，1990B~B17日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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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讨 论 

第一次电泳后，切下 含多角体 蛋白和病 毒粒子 31K蛋白的凝胶块 (见图 1箭头所 

示)，用 75 甲酸不完全术解后进行再电诛并银染色，结果表明它们产生不同的多肽数 

目，分别为 4条和 8条带，其分子量约介于10K～30K之间， 

圈 1，BsNPY 蛋白的 SDS-PAGE考马斯尧蓝染色。 

P，多角体蛋白；EV．病毒粒子蛋白。箭头代表被切 

害l的蛋白带。 

Fis．1 。P。l，hedr|~(P) ¨ d polypeptldes of 

enveloped j ri。n rEV)。f BsNPV Ⅷ e el t 。p]loreted 

oil 12 SDS—polyeerylamlde gel(Ⅲ t bi·一30：2．7) 

and stt ed ith C。om●一 ie l~lue．Bands jth ●rr。 · 

il1 he 0nt for r⋯ el 0tr(iPh0re●is． 

圈2 BsNPV 多角体蛋白 f P)和肃毒粒子 

31K蛋白 (EV- 1)经甲酸不完全水解后电辣 

银 染色图谱。M，标准蛋 白 箭头表示被切F 

凝 度带中来被甲酸东解的蛋 白质o 
Fi5．2 S柚Ter-stained PeP1ide m‘P of 

Pol7-edrit(P)tnd enveloped j ri0n 31 K 

pr(iteiit(Ev-31)t rented ith form~e t0id． 

Arrows●ho_ th_ unhydr(ilyged proteins
．  

M ． too1．1ipt．址trke Pr0tei．J． 

关于蛋白质中 Asp—Pro肽键对酸 不稳定的 机理， Piszkiewiez等早巳讨论过 [Sl 

甲酸术解的最佳条件及应用范 围也巳进行过研究，是蛋白质 序列分析中重要的辅助手 

段0 ”。根据此性质建立的原位甲酸不完全切割法是研究相似多肽间关系常用的方法之 
一

[|’It)
o 使用这种方法，不必梅蛋白质从凝胶中回收，只需切下含蛋白质的凝胶块，不 

仅操作简便，费时较短，而且耗试剂少，重复性好。与原位蛋白酶不完全切割法比较， 

还可避免蛋白酶本身可被染色而影响结果的缺点。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这两种蛋白含 

Asp—Pro肽键数 目是不一样的， 是两种不同的蛋白质。病毒粒子与多角体蛋白间无血清 

学关系以及用多角体蛋白基因转移载体表达外源基因时能形成具感染性病毒粒子的事实 

也支持了这个结果[1 。 
一 般情况下，蛋白质中 Asp—Pro肽键出现额~ 1／400[8 ，在分子量为；一k的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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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很难有一个以上的 Asp PrD肽键。不过，多角体蛋白是一种很特殊、进化上比较保 

守的蛋白质。苜蓿银纹夜蛾核多角~ (AcNPV)，黄杉毒蛾核多角体病毒(0psNPV)及 

粉纹夜蛾颗粒体病毒 (TnGV)的包涵体蛋白各育三个 A叩一P n放键，大白菜粉蝶颗粒 

体病毒 (PbGV)也有二个“ 。根据不完全消化原理⋯ ，估计在 BsNPV 多角体蛋白及 

病毒粒子 31k蛋白中分别至少有三个和二个 Asp·Pro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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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jYe矍Studies on Two Similar Proteins 

of Buzura supp ressaria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 

with Chemical Cleavage Method in sit u 

Liu Ming ·fu Xie Tian—en 

fW HhnH [n st{tute of Virology，Academi~ Sinlca，W uh~n 430071) 

Aspartyl—Prolyl bonds in proteins could be selectively hydrolyzed with 75％ 

formic acid． The in s acidic cleavage procedure based on acid lability of 

Asp-Pro bvnds is very important in sequence analysis of proteins and compar’ 

ative studios of ~eiated or similar proteins．Limited cleavage of polyhedrin and 

virlon 31k polypeptide which have the same molecular weights in SDS—PACE 

of B*zz~ra suppresaria nuclear pclyhedrosis virus by above method produ 

eed 4 and 8 band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two proteins 

are different
．

The number of Asp—Pro bond in these two proteins is also 

discussed． 

K ey w ordsI In 鲥 " chemical cleavage Asp·Pro peptide bond 

嚣"。"ra suppressaria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BsNPV) 31k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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