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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以L̈ P~-dATP标记含 AcNPV DNA的 EcoRI—I片 段的重 组质粒为探 针， 在35X2条 

件下对油桐尺缝楮多角体满毒 【BsNPV)多角体 蛋白基 阻进行了定位 ，将其分 别定 位在 

BamH I-A， BglI-A， BglⅡ -F， EcoR I—R， HindⅢ -A， KpnI—I， P stI—D， 

XbaI—A(或B)，XhoI-F和 G片 段上，并以 M13mpt8为载体 克隆了 KpnI—I片 

段。 

油 

因 分子杂交 同源性 

口 Nuclear Pc]yhedrosis Virus． 

BsNPV)于1978年在我国被分离，到目前为止仍仅 存在于我国。 对这种病毒 已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包括理化特性，形态结构与发生，体外感染特性，安全性评估及用于生防 

的潜力” )。为了进一步研究其分子生物学特性，开发我国这种特有的病毒资源成为体 

外表达系统，在前文研究其核酸性质的 基础上， 我们以苜 蓿银纹夜 蛾 核多角 体病毒 

(AcNPV)多角体蛋白基因作探针， 对 BsNPV湖北羊楼洞株进行了基因定位及克隆， 

结果报道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B sNPV DNA摄取 多角体由本所 昆虫满毒室 提供。DNA提取过 程参见文献 (3]。 DNA 

分装于 TE(pH7．6)中 

= 、DNA一 切与电津 本实 验所用限制酶及酶切缓冲液均购 自华美生物工程公司 (SABC) 

酶切与电泳方法参 见文献(3] 

三、DNA Southern吸印 硝酸纤 维素膜 (0．4 m)为 S＆S产品。DNA Southern吸 印按 

sam brook【·1介绍的方 法吸 印20h r，在普通烘箱中70℃固定3h rI；I 

四、探针爿鲁与分子杂交 AcNPV DNA EcoR I—I片 段 (台多角体 蛋自基 因 )的重组质 

本文子1991年 4月2T日收到．1a月21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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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由武 汉大学叶林枷赠送。[̈ P]一aA~P(3000Ci，mm o1)及 Nick l'r 4ⅡslatioII Kit均购 自北京 福 

瑞公司 。探 针制各按试剂盘说 昵书进行。标记的 DNA通过 Seph~clex G一50桂 层析分离。 

严格条件杂交 (68℃ )按文献 [4]方 法。非严格条 件杂交 (35℃ ) 按 t[o~ley及 Smitll等 方 

法1̈ ¨ ，甲酰胺 浓度为20—50瞄．杂 交时间约30hr。 

五 、DNA克隆及鉴定 克隆载体为M13rap18， 宿 主 菌 为 JM105。 烈低 溶点琼脂 糖 回收 

BsNPV DNA Kpn I—I片 段 (即BsNPV多角 体蛋 白基 因所在片段 ) 按文 献[4]方法克隆。 以含 

Xgal的平板 初步筛选阳性重组子，扩增后 咀此为探针与 I~sNPV DNA各种酶解产物在上述68℃条 

件下杂 交，进一步确定阳性重组 子。 

结 果 

一

、 BsNPV DNA酶切与电泳 

BsNPV基因组总分子量约129kb，常用的几种限制酶 图谱 见圈 l。各片段的大小在 

文献[3]中已有报道。 

图 1 B8NPV DNA限制酶酶切图谱， 

0．T嘶 琼脂糖 

F g I． R e日l r【ctiOD m p 0f ItsNPV 

DN^(O．7啊 Ug日r0se) 

K ．Kpn I； B． B^mHIi BI， 

BgII ；BⅡ， BglⅡ； E， E c0RI ； 

H， HindⅢ ； P， P§tI； Xb， 

Xh日I； Xb， XhoI． 

圈 2 [{2Pj—dATP标记的含 AcNPV DNA EeoRI—I 

的重组质柱与IlsHPV各 种限制酶酶切 产物的杂交 

图谱。 阳性对照， E eoRI酶 切 曲 AcNPV DHA 

E 。RI I重组质柱 (放射自显影10br)。 

Fig ． 1tybrldi z日Iio p r ofile of It~NP~ DNA dlg e~ted 

bY ⋯ trletiv⋯ ⋯Y 日 

AeHPV DNA EcoRI一1 

rem b1 t pla~mid of 

日 P 。b e， uI：1d er 10w 

gI rid geney of 2O％ f⋯ amjde 日t 35℃ ．Control， 

pIIR 32~plash ed of AeNI~~ E eoR!一1 digested b， 

I~~oltI(expo~ed r0 r 10 br) 

孵̈ 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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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子杂交 

用 AcNPV DNA EcoRI—I作探针在68℃下多次杂交都 未发现任 何可见杂交带 (结 

果未列入 )。但在35℃，20％甲酰胺条件下杂交，放射 自显影10hr就可见 到清 晰的杂 

交带 (凋 2)。当甲酰胺浓度分别 升至30 、 40％及50 时， 杂交带强度逐渐减弱。 

4O％时各种酶 基 本 上 呈 单 ～ 杂 交 带， 只有 XboI有二 条。 它们分 别是 BamHl—B 

(27．5kb)， BglI—A(29．5kb)， BglⅡ-F(4．7kb)，EcoR I—P(2．5kb)， HindⅢ一A 

(32．5kb)， K pnI—I(2．0kb)，Pst—D(8．0kb)，XbaI—A或B，XhoI—F和G(9．5kb 

和 6．5kb， 见图 3)。 50 甲酰胺的杂交结果与 68℃一样，亦来发现杂交带 (结果未列 

入 )。 

M 13mp 8 

图 3 At PV DNA EeoRI—I为探针与 BBNPV 

DNA 各种酶酶切产物的杂交 35℃，4o嘧甲 

蘸胺 )。 箭 头表 示 B$1I有一条杂交带， 

x-。I 有两 条杂交带。阳性对照同图 2， 

但来用限制酶酶切。 

Fig 3 Hyb riditatlon p rofile of BsNPV DNA 

tluder l-㈨ Ⅱtilti0n of 40 fotm●mide ‘l 

35．c．The nn digested PI id 0f AeNPV 

E oRl—I ·j h，brldiz~d cont ro1． Th⋯ i Te 

1 ‘nd 2 bybridltatioa baD dB(Brro 5)iⅡ tb。 

sl ot B 0f B 互 ‘Dd x b。I， " 。pe~tivel，． 

图 4 BBNpV DN̂ Kp。I—I为探针与B}NPV 

DNA各种酶切产物杂交 r 68℃ )。箭头表 

示BsIⅡ有两条杂交带。 

Fig 4
．
Hyb ridization p rofile of B日NPV DNA． 

Tbe ⋯ ombj⋯ l Df M1 3mp18 ●D d Bs— 

NPV Kp I—I(Re c)B日P 。be．T o baDds 

"0w )Ln B̂ lⅡ sl̈ 【． 

三、克隆及鉴定 

从 Xgal平板上随机挑选～ 自斑， 扩增后提取其双链 DNA。KpaI切割后产生二条 

带，较大带为载体 DNA(Ml,3mpl8)， 较小带与 BsNPV DNA KpnI—I泳动速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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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重组 DNA为探针， 68℃条件下与 BsNPV DNA各种酶切产物杂交，其结果与4O 

甲酰胺条件下杂 交结果基本一致，只是 BgIⅡ 多出了一 条杂交带 (D片段，6．5kb)， 

表明 KpnI—I片段 已被克隆 (见图4 )。 

讨 论 

昆虫杆状病毒多角体蛋白基因具十分强大的启动子，以此构建表达载体生产重要的 

医用蛋白等物质具 有广阔的 前景， 这方面的 工作 尤以 AcNPV和家 蚕核多 角体病毒 

(BmNPV)进行得较为出色 ”】。多角体蛋白基因在进化上是十分保守的，据此，以AeNPV 

多角体蛋 白基因为标准， 多种病毒包涵体蛋白基因被 定 位。美州 棉 铃 虫 (Heliothis 

ze口)SNPV， 梨豆夜蛾 (Anlicarsa gemmatalis)MNPV，棉铃虫 (Hegiothis dr— 

mige~a)NPV及粉纹夜蛾 (Triehoplusia hi)GV DNA即使在 60 甲酰胺条件下也能 

与 AcNPV DNA EcoRI—I间形成稳定杂交体， 表明其包涵体蛋白基 因 同 源 佳 不 低于 

85 ，而斜纹夜蛾为 82％⋯)。 在我们的实验中， O％条件下才能形成稳定杂交体， 

50％则不能。根据经验公式 

Tm=81．5+16．6(1gM)+41(G+c)一0．72(％甲酰胺 ) 

表明在4O 甲酰胺条件下杂交体Tm≈70．3℃，即与 AcNPV多 角体蛋 白基因 间同 

源性约为75％。在此条件下， 我们将 BsI~'PV多角体蛋 白基因 初步定位在 BamHl—B， 

Bgl-A，BglⅡ一F，EcoRI—P，HindⅢ一A，KpnI—I，PstI—D，XbaI-A或 B，XhoI F和G。 

为了对 BsNPV多角体蛋白基因进行 序列分析，以 M13mp18为载体， 对大小适中 

的 KpnI—I进行了克隆，以此克隆子为探针与 BsNPV DNA各种酶 解产物杂交，重现了 

4O 甲酰胺条件下的结果，但 BglⅡ一D也 出现了杂交带。表明 KpnI—I片段内除 Xhol位 

点外，还有一 BglⅡ切点。序列分析的初 步结果显示，此 BglⅡ切点位于多角体蛋白基 

因编码区内 (胡志红等，未发表 )。 

BsNPV多角体蛋白基因全序列的分析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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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ation and Cloning of the Polyhedrin Geno 

of Buzura suppressaria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 

Liu Ming—fu Hu Zhi—hong Jin Feng 

Li Meng-Jin Xie Tian—en 

(W 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Acadzmia Sinica，~Vuhan 430071) 

The polyhedrin gone of tung—oil geometrid， Buz r口 s p ressⅡ 口，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BsNPV) was localized on BamHl—B， Bgll—A， BglⅡ 

一 F，EcoRI—P，HindⅢ-A，KpnI—I，PstI～D，xbaI—A Or B and XhoI—rig fro 

gments under low stringenco(4O％ formamide，35℃ )， using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of AeNPV DNA EcoRI一-a8 the probe
．
For sequencing the polyhedrin 

gene， the KpnI-I fragment was cloned into M 13mp18 vector
．  

Key w ords：Buzu~'a suppreasaria nuclear polyhedrosls virusfBsNPV) 
，  

Polyhedrin gene Hyb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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