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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virus free isolates of只砑 珊，‘ were purified through sand cullalre of乳lsceptiblo whe,~t 

cv Yangrnai d irloeulated wich selected eystosori from diseased wheat ro0喀 which w re collooted from 

whea~t s pjndlo streak mosaic virus(WSSMV) infected fields．The virus freo P． acquired 

W SSMV by in~Rn of inoculation of the eystt~ori to tho roots of wheat plants bearing W SSMV sym ptom 

and then lxa．Tlsmitted tho l~-ir1．~ to the healthy wheat plan~ ．~．ftor further inoeulatSon．Tho four isolates of 

P． Ⅻ (2 from wheat and 2 from barloy)tested~rosl~infected barloy(cvs Zhaoshu 3 and Yarr 

fuaizhao 3)andwheat(Ya．ngma／4 andZhenm／1)to sivelarge z：o~poro p 0duc per gram offresh 

root(10 ／g)．Eithor the three infocted soils or the two healthy soils tested had poworful inoeulum po- 

tontial of P．9ral~ ／s and WSSMV，of which，~yst,asori on bait plants(ev Yang_Tnai d)growing on．soil 

dilution of 1／3125，even 1／15625，were still observed，meanwhile，WSSMV w嬲 detected from tho 

Toots of bait plants growing in the soil which were diluted of 1／625．even 1／1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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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坏死黄脉病毒外壳蛋白基因 

在大肠杆菌中的高效表达 

查 、， 0仪 
(北京农业大学国家 北京 100094) 5 2，z／_／ 

提 要 将甜菜坏死黄脉病毒(BNTCV)内蒙古分离物的外壳蛋白基因亚克隆到 pJW2上构建成 

在大肠杆菌中表达的载体．SD~PAGE及w 蝴 ~oV．ing检测的结果表明，漩 选载体在大肠杆菌 

DH5 a中经温度诱导后特异地表达 21kD的甜菜坏死黄脉宿毒外壳蛋白．经光密度扫描佑测，其表 

达量占大肠杆菌总蛋白的 19．5％ 

关键词 
． 型 童睦萱莲： 塞至皇苎里·塞羔 

赦划分为真菌传杆状病毒组(Furovtrus)的可能成员，引起甜菜丛根病[ 。其病毒粒子形态为直 

杆状，宽度为 20rim，长度则依据其所包被的RNA的长短由60rim到390nm不等。BNYW 含有 

5条RNA，根据分子量大小分别称为 RNA1—5(RNA1；6．8kb~RNA2 I ．7kb；RNA3 l 1．8kb； 

RNA4：1．5kb；RNA5 t 1．45kb)。其中RNA5存在于一些BNYW 日本分离物中，而在欧洲、美 

洲及中国分离物中尚未发现它的存在[ 。BNYW 的寄主范围较窄，主要是侵染藜科植物，由它 

所引起的甜菜丛根病的典型症状是在病株的主根和佣根上大量增生须根，造成甜菜产量和含 

糖量的严重下降口 ]．tJ 1987年以来，我国先后在新疆、内蒙古和宁夏等甜菜产区发现了甜菜 

丛根病 。该病害给甜菜生产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口]． 

编码 21kD外壳蛋白的基因位于BNYW RNA2的5 端[4]。我们已将BNYVV内蒙古分离 

物的外壳蛋白基因进行了克隆和序列分析[ ．本文报道 BNYW 内蒙古分离物外壳蛋白基因 

在大肠杆菌中表达的载体的构建及其高效表达。 

材料与方法 

1 大肠杆菌表选载体的构建 

ScaI和 Ba枷 双酶切含有甜菜坏死黄脉病毒内蒙古分离物外壳蛋白基因eDNA的重纽质粒pGC24[~]， 

0-8 琼脂糖凝腔电泳回收 633bp的目的片段。p 吧 以Nde．]进行酶切．DNA聚合酶l(klc~ow片段)补平后再 

用BamH1酶切 ，与回收的片段进行连接并转化大肠杆菌DH5n．经含有氮苄青霉索的选择性培养基筛选 ．碱法 

提取质粒DNA进行酶切鉴定。 

质粒提取、酶切、回收、连接和转化均参照Sar．~rook等旧的方泼进行。 

·本文于1993年 2月2日收到，5月3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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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NYVV外壳蛋白的诱导表达 

含有 BNYVV外壳蛋白基因表达载体的DH 于30"C活化过夜后-1：100稀释到 2nil LB培养液中，继续 

在 30"C摇床培养至对数生长中期．迅速转到 2℃摇束培养 一6小时，倒入 1．5ml的Cpl；cndorf管中-10000r／m 

离心 30秒，收集茁体，加入 l2 上样缓冲液(40tamol／LTri~-HC'I，pH6．8，l0 甘油-2 SDS，5 璃e基乙醇 ， 

0．1％溴酚兰)，煮沸 10分钟 ，置 4"C备用． 

3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析 

浓缩胶浓度为 5 ．分离胶浓度为 l5 -电辣缓冲液为 2S．~ol／L"Iris-192mmo1]L甘氪酸-0·I~SS)S,pH 

8．3．以 150V恒压进行浓缩 ，溴酚兰进入分离胶后电压i阿至200V，电辣 5小时．电泳完毕后 ，用考马斩亮兰染 

色液(考马斯亮兰R-250 I5克 ，球乙酸50rI】l，异丙醇 125ml-加蒸馏水至400m1)~ 过夜 -用 l0 球乙酸置 

37"C摇床上脱色数次 ．以蛋白质条带清晰，背景透明为止．经岛津ES-910双波长薄层扫描仪扫描 ，自动积分仪 

估测表达效率． 

W e~leru blo．J~  

BNYVV抗血清由美国农业部SaIJrla$农业研究站刘兴业博士惠赠． 

． 1 转膜 经SDS-PAGE的凝胶在转移缓冲液[25mmol／L"Iris-192mn~l／L甘氨酸，20 (v／V-)甲醇，pH8．3] 

漂洗．按照Towbin等m的方法将蛋白质从聚丙烯酰胺凝腔电转移到硝酸纤维紊(Nc)膜上(60V-3小时)． 

4．2 封闭 将转移完毕的NC膜在 TBST缓冲液(10mmol／L Tris-HCI-p}I8．0-150mmol／L NaC1)0．05 

Twin20)中漂冼一下．转入封闭液('['BST-I-1 BSA)中封闭30分钟． 

4．3 第一抗体反应 经封闭后的NC膜在用聊 稀释的BNYVV抗血清(1{1000)d~37℃保温 30分钟 ，用 

聊 洗膜 3次．每次 5—10分钟． 

4． 第二抗体反应 加入聊 稀释的羊抗免．I岫-HRP(1-2500)，37℃保温 30分钟 ，TBST洗膜 3次 -每次 

5—10分钟． 

． 5 显色 将NC膜置于含有 0．05 (W／V)4．瓤-l 萘酚和0．3S~~(V／V)的30 过氧化氢的显色液中显色至 

条带清晰．将睫收入蒸馏水中漂洗终止显色反应．取出晾干，拍照． 

圈1 BNYVV内蒙古分离 

物外壳蛋白基因表选 

载伴构建 

F'tg I construction ol coal 

pro|tin -碡 expccsslo． 

vcc【 BNYV3： 

isolate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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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沦 

l 大肠杆菌表达载体的构建 

序列分析结果表明，重组质粒pGC24插入片段在BNYW 外壳蛋白基因起始密码子 ATG 

上游 6nt处有一个 Scal位点[ ]，以Scal和 BamHI双酶切 pCC24， 收台有完整 BNYW 内蒙古 

分离物外壳蛋白基因的 633bp片段，与酶切处理的 pJW2进行连接 ，转化 ，筛选得到重组子 

pJ'WG30(图 1)。 

圈2 NWG30的酶切鉴定 

_̂D0EM DNA mm c 

WG30ECORI酶切 

cp．~VG30BamHI酶切 

Fig．2 W G30 odwith 

EcoRI(hn。B)and BamH1(I~icC)I∞ EM 

DNA raarkcrswas applied laneA． 

EcoRI酶切 pJWG30产生 5．3kb和 223bp两个 片段 ，Ban~HI酶切pJWG30产生 5．5kb的片 

段(图 2)。与预期的结果一致 。 

2 SDS-PAGE分析 

15％SDS-PAGE分析的结果表 明 ，pJWG30在 DH5a中经 42"C诱导后 ，高效表达 21kD的 

蛋白，与BNYW 外壳蛋白的分子量相符(图3)。光密度扫描估测的结果显示，相对于时间l-83 

的外壳蛋白表达峰的积分面税占总积分面积的 Ig．5 。所以 ，表达的蛋白量占菌体全蛋白的 

1 g．5 (图 d)。 

3 W e．~tem  bloltin~ 

Western blotting的结果进一步证 实，pJWG30经 d2℃诱 导后 表达 的蛋白即为 21kD的 

BNYW 外壳蛋白(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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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WO30诱导后(箭头所指为表达蛋 峰) 

白)’ F ．4 Deree,,0mez~e=~annt~ d pZWG30 pn ∞ SDS-PAGE 

竺塑前 BNYVV的分离据纯比较困难，往往不易得到很 ： 
纯的病毒粒 桌 我 

E蛋白质分于世标准+ Yw(上样 所构建的BNYVV内蒙古分离物外壳蛋白基因大肠 

量均为】 ) 杆菌表达载体 pJWG30含有ci857抑制子基因和入 

哺·3 SDS-PAG amlys~s ‘ 噬苗体 PRPL启动子。ci875抑制子基 因的产 物在 

‘ “ 30℃时可结合到 PmPL启动子上，从而阻止启动子的 

A． r0如d．删丑t 42℃ 开放；当温度升高到42'C时，c1857基因产物失活， 
R p／wo30w~hcutiaduaioa PsPt．启动子开放，位于启动子下游的 BNYVV外壳 

c．pJw2 d—dm 42"C 蛋白基因得以表达。因此，pJWG30适合于在多种大 

D—pJW2 without izxlucfion 肠杆菌宿主苗中经 42'C诱导后高效地表达非融合 

BM 。山 懈rl。悟+ Yv 的 BNYVV外壳蛋白
。 经过纯他的外壳蛋白可以作 

为良好的抗原来制备抗血清。这种利用基因工程技 

术生产难以分离提纯的病毒外壳蛋白的方法将是解 

决常规血清学方法检测病毒时抗血清供求矛盾的一 

个有效途径。 

0_1．∽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期 姚华建簪 白基因在大肠杆菌中的高效表达 389 

参 考 支 献 

I Talll~ BeetNecroticyellow vdn v_岫 ．c h L／A．̂ ． 

& D黜 ril of胁 l Virus。I目75，No．144 

2 Richar~ K E，Tama~  M叩 幛 functions∞ t mlnt 叫一 

幽 get,me b neer~  幽 wvdI- 峨 AMu鼬  脚 一 

t。∞lk蛐 ．1992，30 l 291--313 

3 高韶蘩。邛峰。刘仪．在我屋发生的甜菜坏死黄球扁毒．植 

物病理学报，1983．13(2)l I_一4 

4 B0岫咖 s，五 岫 V，B诎 D，n丑L Nudeoli~ 豫 糖  

b酬 r dc yellow vdn v 母 R／~IA-2．J 0cn V d．1986，67 

I l68g— l70O 

5 姚华建 。刘仪。于嘉林．辱．甜菜坏死黄脉病毒外充蛋白基 

固的克隆和序刊丹折．生物工程学报．1993，g(2)l147— 

151 

6 轴m J，Frlt~,EF。呐m T。el丑LM山 山 am ．吣 ， 

2nd “ New Y ，USA#㈨ 却 H LO／：~mlory 

P惴 ．1989 

7 1 H。d 丑L日∞ ph唧 t【cl捌  叮 。f舯 枷  p01y一 

越 m gels lo nnro∞U叫艚搴sb埘 }l ‘o删 u坤 and期tm  ap- 

试_衄 t 咖 ．Pine N砒 A龃dSd L融 ，1979．'／6|4350-- 4354 

图 5 30表选产物的 w鹤‘cn·bkt 

九 nv2表达产物 

&n 和 E nv03O表达产物 

G BNYw 外壳噩白(上样量均为 5|I1) 

F 5 Thew母l枷  mng。f produ出 “呻鼬  wilh 

~WG30(1 B。D and E)． w2(tare A)． 

TheⅫ  m of BNYVVw皿 a 

G  

The it~,h—level Expression of Beet Necrotic Yellow Vein 

Virus Coat Protein Gene．m Esche~ichia eoli 

Yao ttuagan． Yu Jialtn Liu Yi 

(Ⅳ4 帆 ／or d 幽 咖 ，脚  山 埘 曲 ，璐油  100094) 

The tem perature—inducible exlaression v~ rol"containing the beet necrotic yellow vein 

(BNYVV)k~late NM coat l~otein gene was~rlstnleted and t~anslerred into口．∞ DH5％ 

virus 

ttigh- 

level exp瞳幅sf0n of the specilic protein was aelgeved by temperatllrc induction． The results of SDS-- 

PAGE and W estern blotting show that the“ 。n product wl~eh ae~lmulates l 9．5 ol the total 

eeUulm-pmteins es~rmted by Skima0zu CS-91 0 scannirI8 is 21kd BNYVV coat l~roteln． 

Key words BNYW ，Coat protein gene，Ex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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