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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杆状病毒衣壳主蛋白基因的PCR扩增、克隆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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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提要 用 PCR技术成功地扩增了曹蓿丫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Ad )的衣壳主蛋白基因 

(vp39基因)，并克隆了该基因．利用纯的vp39基因探针，在低严谨杂交条件下 ．已将粘虫棱型多角 

诛病毒 ( v)的vp39基因定位在l~tI-F，I~nd-R-C，Ecol~-C，E．Xhol-D，1，EcoRV-H，x等片段 。 

PCR反应时，在扩增出预期的包括完整vp39基因的 140Bbp片段的同时也扩增出一条Ca．d00b【)的 

片段。率文讨论了PCR的特异性扩增和非特异性扩增。 

关键词 j 量垦宣量，奎塞圭至 芝里： 扩增·基因定位 
{ 

昆虫杆状病毒(Ⅲv)载体和昆虫细胞系统由于能高效表达外源基因和能正确修饰真核表 
达 产物等而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叫。目前 ，以苜蓿尺蠖核型多角体病毒(血 ad*forni~Nu 

clear PolyhedrosisVirus)为模型系统对多角体基因(ocu)、pl0基因、【E一1、IE—N基因等的表达调 

控和表达载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2] 但对其它病毒和其它基因的研究相对较少 ，在分子进 

化领域还无人真正涉足[3]。昆虫杆状病毒的种类繁多，为 开发利用这一丰曹的资源 ，必需对其 

进行分类 ，但目前昆虫杆状病毒的分类比较混乱 ，原因是其形态差异较小 ，血清学 卜往往育交 

叉反应。因此从 DNA水平上进行系统进化和亲缘关系的研究是十分必需的。 

根据目前已分析的许多IBV ocu基因和少数 pl 0基因顺序来看，OCU基因很保守+同源性 

为 80—98 ，pl 0基因保守程度很低 ，为 26—42 ，而衣壳主蛋白基因(vp39)同源程度比较适 

中 ，AcNPV和黄杉毒蛾核型多角体病毒(0pNPV)问衣壳主蛋 白氨基酸同源性 为 60％[ ，因此 

其DNA顺序适于作昆虫杆状病毒问的比较分析。另外，vp39基因在 1 0一d2小时都能表达 ，具 

有昆虫杆状病毒早期 、晚期和迟晚期基因的特点[3]．很有特色 ，是研究 IBV基因表达调控的理 

想模型。 

粘虫( — 劬)是严重危害多种农作物的一种世界性害虫。但对粘虫核型多角体病 

毒(LsNPV)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国内外尚束报道。为了甩vp39基因构建基因工程重组病毒防治 

粘虫及研究杆状病毒的分子 系统进化 ，我们试图定位、测序 I．sNPV的 vp39基 因，进而构建 

vp39基因和 pl0基因转移载体，开展了本项研究，但由于 vp39基因州同源程度不高，用部分 

同源探针根难定位。我们通过对杂交条件的摸索 ，首次成功地定位了 LsNPV的 vp39基因 ，为 

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和定位其它病毒的 vp39基因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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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l AcN-PVDNA的提取E‘ 

将sf9细胞接种在 Grflo~培养基 卜培养 3天 ，细胞单层形成后，以 10pfu／ml的接种量接种病毒，当50％左 

右的细胞中形成多角体后，2000r／m离心除去细胞．40000g离心 们 分钟收获病毒粒子．用蛋白酶 K(终浓度 

10 g／ )和 1 sDs裂解病毒粒子，释放出DNA，酚、氯仿抽提．乙醇沉淀DNA． 

2 LsNPVDNA的捏取ED3 

I．aN'PV多角体病毒由安徽华阳农科所提供。取 0．8g多角体 ．溶于 30mlTE缓冲液中．加等体积的喊解液 

(0．1mol／LNa~,C(h．0．17tool，LNaCI．0．O1md／LEDTA-Na~，pHH)，室温作用 l小时到溶液变得清亮透明．用 

HC1调 pH至8．5，l300g离心 15分钟．除去大颗粒杂质和未喊解的多角体．用蛋白酶K(终浓度为20 g／咖)和 

sDs(终浓度为2 )，5O℃裂解病毒粒子。以下步骤同 AcNPV DNA的提取。 

l DNA的 PCR扩增[．】 

模板制备：以完整 AcNPVDNA作模扳或用 Hir．d-和Xho!双酶消化的产物(含完整 vp39基因的 5．5kb片 

段)作模扳。 

弓f物设计：根据GC含量为 50 ，不含多个连续的嘌吟或嘧啶喊基和 端_为G或C等为原则．设计正反向 

引物 ．用DNA合成仪合成： 

正向 I物 ：5,TGCGAAA 

反向引物 ：5'ACOCT ％ G3 

引物问包古了具两个启动子(AcNPV vp39基因具有三十启动子)的完蜻vp39基日。 

反应液成分：模扳量为 60—1201~ 目标顺序／】00ul反应液 ，5f物各为 0．25~'nol／L．4种 dNTP各为 

200Umo~／L，1OX缓冲液和Ts~4酶(2单位)为复旦大学产品。 

扩增条件：93'C，45秒155'C．45秒~72"C．90秒 l最后一次 72"C．6分钟。循环35一dO次，反应完后取 10,1 

电泳检测。 

l PCR产物的克隆及重组质粒筛选 

取 PcR1 406Up产物 2—8ul(14ng／u1)，EcoRV消化的质粒 pBluescrlpl SK(+)DNA l(34ng／u1)．加 2单位 

L coilDN̂ 聚合酶Klcnow片段修齐 PcR产物 ，T4DNA连接酶 2单位 ，1．25rru'aol／L 4种 dNTP各 】u1．pEG 

6000 3州}．反应体积 20 ．于26"C反应 1小时。在此反应条件下，填充和连接反应同时进行。在1PTG+x删／LB 

平板 卜挑取白色单菌落，提质粒初步检测阳性重组子，再用酶切进 步证实。 

s 探针的放射性标记 

用Ik~hringerMannheim公司的随机弓l物标记试剂盘进行标记．用XhoI和BamHI从探针载体pAcvp39-1上 

切下vp39基因的 1．4kb片段．Germ-clean法纯化，取 200~s作为标记模板，C ”p]dCTP用量为5 a，放射性活 

性 3000~O／mmol／L，室温反应 1．5小时，取标记反应液 马上l，加G蚰 c 试剂盘叶I的Gl~srnilk1山和 5mol，L K1 

10ul，首先用便携式探i黉I器(Moaitor 4)i黉I cpm，然后室温反应 5分钟 ．再用乙醇洗涤液(50 乙醇 ．100mtrol／L 

Trls，0．5mrn 几 EDTA．50retool，LNaC1，pH7．4)洗 3次后，离心去 卜清 ，测沉淀的cpm． 

B 杂交膜制备 

Southern转膜：将电泳后的琼脂塘凝胶放入 0．25mol，LHCI溶液中酸离解以增加大片段的转移效率，20× 

ssc过夜将DNA片段转到尼龙膜上，80'C烘 2小时，黑暗干燥保存． 

7 杂交E 

用 30ml预杂交液 ．35℃．25r／m，预杂交 1小时，饲去预杂交液．加入 8ml杂交液 ，35c，25r／m．杂交 2d小 

时。 

洗膜{6×ssc，n】 sDs，200m1．室温．2×l5分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l32 中 国 病 毒 学 第 9卷 

2×ssc．0．i sDs．200m1．室温 ，2×15分钟。 

l×s9c，0．I sDs，200m1．50℃．2×15封唧． 

特尼龙膜洗到放射性残留 100cpm时即可压 x．光片．一20℃放谢自显影 1 2—2●br。 

结 果 

l PCR扩增殛其产物的分析 

在 PCR扩增时 ，用 AcNPV完整 DNA作模板不产生扩增带 ．用 Xhol和 HindⅢ消化的 Ac 

NPV DNA(其 中有一含完整vp39基因的 5．5kb片段)作模板产生两条特异性的扩增带 ，一条与 

预期的 vp39基因的 1．4kb相符 ，另一 条约为 400bp的小片段 (图 1-b)。将两条带甩电诛分离 

开 ，分别回收作模板 ，进行第二次 PCR扩增 ，发现以 1 406bp片段作模板产生同样的两条带 ，而 

以ca．400bp片段作模板只形成一条 ca．400bp的带(图 1一d)。为了证实 PCR产物与 vp39基因 

的关系，我们用ca．400bp片段作探针．发现它能与1 406 bp片段杂交，也能与含有完犍vp39基 

因的 AcNPVDNAHindⅢ一C和 Xhol—A片段杂交。在其它位置无杂交带形成(罔 1一a)。两引物 

间无互补顺序 ．不会形成引物二聚体。结果充分说明粤．400bp片段来源于 l 406bp片段 ．而不 

是来源于基因组中的其它顺序 ，进一步 用DNASIS软件分析Ac NPV vp39基因顺序 ，束发现在 

其它位置有引物结合位点。可见~400bp片段不是一般意义的非特异扩增带 ．其扩增过程也是 

指数扩增 ，同正常的 PCR扩增一样。在一定的条件下扩增带全为 1 406 bp片段 ，更多的情况下 

全为 c a_400bp片段 ，1 406 bp片段的扩增完全被抑制 (图 1一d-5，6和 12)。从图 1一b可见两片段 

的形成存在着相互竞争 ，具体过程和原因有待进一步探入研兜。 

在进行 Ac NPV vp39基因 PCR扩增的同时 ，我们也用同一对引物进行了 ScNPV、BsNPV 

和 LaNPV vp39基因的 PCR扩增 ，但都未得到特异性扩增 片段 ．说 明它们旧同源性不高 ，或 昔 

引物不是保守序列。用 DNASIS软件分析已发表的 Ac NPV、OpNPV和 Ld(目”m￡ 船 ’)NPV 

vp39基因顺序束发现大于 15bp的同源保守序列。因此用同一对引物无法将这些 IBV的 vp39 

基因扩增出来。因此只有用其它方法来定位 vp39基因。免疫法定位法步骤繁琐。Southern杂 

交定位法比较简便。但 由于 ⅢV的 vp39基因同源性不高，用部分同源的 DNA作探针在常规条 

件下很难将vp39基因定位。我们通过改变杂交条件和洗膜条件成功地定位了LsNPV的 vp39 

基因。 

2 vp39基因的克隆 

将 AcNPV vp39基因的PCR扩增产物电泳分离．用 Gene—cle．~n法回收 1 406bp片段．克隆 

进质粒 pBluescript SK(+)的 EcoRV位点 ．用 Xgal和酶切筛选阳性重组子(罔 l-b，罔 2)。 

克隆 PCR产物的效率比较低 ，这是因为Taq酶在扩增产物的 5J端随机加 }二一个腺瞟岭或 

Taq酶具有 5s--3'外切酶活性之故[ 。我们用K1enow酶修齐PCR产物和加入PEG能明显提高 

克隆效率。60％的转化子产生 白色菌落 ，进一步用酶切证明 80％的白色菌落是阳性重组子。 

3 撂针的放射性活性测定 

3、1 放射性脱氧三核苷酸渗入率的I虹测 

将 Gens_c1ean纯化核酸的方法加以改进 ，移植到测放射性渗入率中。结果说明 ，此法不仅 

比三氯乙酸 (TCA)沉淀法 、DE52膜层析法或柱层析法简便而且速度快。能很快地知道标记反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2期 王家旺等 ；昆虫杆状病毒衣壳主蛋白基因的PCR扩增、克隆和定位 1 33 

图 】 Ac NPV vp39基因的PCR产物琼脂糖凝胶电泳和Southern杂交 以PCR产物ca．400bp片段怍掠针与PCR产物 

和 AcNPV、I~NPV、 PV( 新H 弛 ．汕橱 R蠖)DNA酶切片段杂交。1 PCR产物 ．2 bNPVDNA／HInd_， 

3 Ae NPVDNA／Xho]，4-BsNPV DnAIH,~d■，5 AC NPVDNA／Hind I。b和d PCR产物琼 旨椿凝胶电泳 ，h第一 

次 PCR扩增产物 ．1．̂／H I，2和 4，ca．400bp带明显占优势 ，3．出现第二条非l蒴期的扩增带 l‘『l】酶切电沫证 

明探针戴悼 pAcp39一I已插入PCR产物 1 406bp片段 ，1 FCR产物 I 406bp片段怍对照．2．pAcp 39 I DNA『1】Xbol 

和曲ml11酶切．3VHindI．d．第二瑰 PCR扩增产物 ．1一l2}l1琼脂糖凝腔电泳回收的DNA 段作模板产牛的非 

特异性扩增 特 性扩增。萁巾】一2，7】1为非特异性扩增， 6和 1 2为特异性扩增。3 5和 12横板为1 406 bp片 

段 ．丘只啊 l 406 b【，l带产生，而 1 2H产生龃．400 bp片段 ．6．模板为∞ 400 bp片段，H ．400 bp片段．13为 

HⅢ I 

F迫．1 暑̂fⅨ gd d 【t。phD犯出 and Sc~thcrn bridizafion吐 PcR producis 0t ACNPV ma~or car d Bone a Hybridi ti∞ 

PCR Dl-oduct~，en∞nl】cIca dlgested AcNPV、LsNPV and BsNPV(m ” 一  DNA with thc rad／o-la~ tled PCR 

praluel龃．400 bp 1 PCR ptodu~a．2 bNTv~ A／Hi．d ■， Ael~TVDNA／XhoI，4．14sNPV／Hind I．b 

d．Agaros~8d e-ectr0曲d馏 ofPCR ptodllct~，h thefirst PCR amlgifieation products，1． Hind I-2 4∞ 400 bp 

band w&9much brighterthanl 406 bp band，3．a second ul ccd B p _衄 h聊  l appcamd‘c．PCR l 406 bpfrag 

n啪 I h b∞n 蜊 cd into p瑚u圆州  d删 by enzyme出 c曲n and clcctrc’phorc ，1．PCR 0rodu~ 】406bp fragment 

a|a o0ntro1．2．pA~p39一t蛐 耐 th xh01 and HamHI， H加d I．d．the s~cond PCR amlgification~oduets，l～ 

1土 unsoecffie(1～ 2，7～ 】l1 and stx~ifle air1 ifimtion(3～ 6，l 2)with agarose 【recovcr~ DNA aslem~ lcs 3～ 5 

12template b 1406 bpfragn~nl，5．on l 406 bpfragroent produced，1 2 o『1ly ca．400bp produc~3 6．ca． 00 bpfrag 

H柚 c舢 template．only ca．400 bp C~asrnent prcducx>3I】3．>,／Hin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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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 】HjadI 

图 2 杆状病毒 p3g基因的克隆 

F培 2 C1．onlng ot啮棚 L均vp39 gcne 

应的进行情况 ，值得推广应甩。 

便 携式探测器测得除去游离的[ P]dCTP前后的放射性分别约为 8×1 04cpm和 6× 

1 04cpm，因此整合率大约为 75 ． 

3．2 探针放射性活性的计算 

按 T．A．Brown所编的 ~ ntial Molecular Biology一书上的公式计算。 

合成的DNA量( )=墼盒盟上 ×_ 

因整合率 为 75 ，放射性整合量为 50~Ci×75 =37．5IIci．核苷酸整合量为 0．35×37．5／ 

3=4．4rig．合成的 DNA量为 4×4．4=17．6Ilg，DNA总量为 17．6+200ng=217．6ng一0．21 8 g， 

37．5pCi=7+9X 1O'tdpm。探针放射活性甩下列公式计算： 

放射性活性capm峙 = 鑫藩莲}啬 =7．9X 107／0．2，s 
= 3．9× 1OSdpm uE一 

可见甩这种方法测探针放射活性能满足一般的实验要求。 

l DNA的 Southern吸印杂交 

电泳后的琼脂糖凝胶转膜过夜后，甩EB复染，紫外线观察确证DNA已转移完全。我们发 

现经酸适当处理能增强 DNA大片段的转移 ．杂交带无明显扩散 ，不同分子 的杂交带放射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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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一致(罔 1一a)。尼龙膜可吸附小到 1 0bp DNA，在使用尼龙膜时+经酸处理后不会出现因 

DNA离解得太小 ，不被膜吸附的问题 ，因此用酸预处理是可行的措施。 

在严格杂交和洗膜时 ，AcNPV vp39基因探针与 LsN~V，甜菜夜蛾 NPV(S~NPV)和大尺蠖 

NPV(IkNPV)DNA酶解产物不形成杂交带(圈 1一a)。说明 AcNPV vp39基因与这三种病毒的 

vp39基因同源性不高。当改变杂交和洗膜条件时，AcNPV vp39基因探针能 与 LsNPV的酶解 

产物形成清晰的杂交带 ，杂交结果证明 LsNPV的 vp39基因定位在 PstI F，BamHI—C，Ec。RI—C， 

E，Xho~D，I+EcoRV-H．x片段 }：(网 3_b)。 

图3 LsNPV DNA片段的琼脂掂凝瞳电泳受茸s叫thern杂交 ＆EB染色的琼脂糖凝胶电浔=图谱lb Soulhcrn杂文的放 

射自 影图谱‘1．撵针薇体pAcp39—1．2．LsNPV DNA／PsII+3． Pv DNA／BamHI．4．L~NpV DNA／ECOR]．5
．  

LsNPV DNA／Y．31o]．6．LsNPV DNA／EcoRV 

F 3 A r四e肛l d埘 r。phm 曲 and Southern hybridization emzym~·digested NPv DNA
． Ⅱ． EP,staincd．b． autoradiogr~ 

phy}i pAcp39-]．2一I~NpV DNA／P~I．LsNPV DNA／~mHI．LsNPV DNA／ECoR]．5． NPv DNA／Xho1．6 

LsNPV DNA／E~oRV 

讨 论 

昆虫杆状病毒中以核型多角体病毒最为重要 ，种类繁多，分布广泛 ．能感染多种害虫。对 

这些 NPV进行种的鉴定是最基础性的工作 ，但目前属以下。种”的分类 尚无标准 ，一般是以发 

现的宿主昆虫来命名的，但从不同宿主昆虫中发现的 NPV可能就是一个种 从形态学和血 

清学上分类 ，因NPV问形态差异较小，结构蛋白同源程度较高，血清学 往往仃交叉反应 ， 

难以奏效 ，因此必需从 DNA序列水下上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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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39基因是 I]3V的一个必需的晚期结构基因，表达的 39kDa蛋白是核衣壳的主要成分 。 

目前只测定了三种 I]3V的 vp 39基因顺序 ，发现其问同源性不高不低 ，为 50—60 左右嗍，适于 

作 I]3V分子系统进化的模型。另外AeNPV vp39基因顺序测定表明它具有三个启动子 ，据认 为 

在不同时期起作甩。核心序列为晚期基因的 ATAAG或 GTAAG保守序列。vp39基因的启动子 

也是高效启动子 ，在晚期能高效表达外源基因。已用其中的两个启动子与 ocll的启动子构建了 

多启动子载体 ，能使表达时间提前 ，表达量也增加[】 。因此可用 vp39基因启动子构建高效表 

达载体。发现在AeNPV vp39基困下游的 CG30基困存在锌指(Zinc rinser)结构和亮氨酸拉链 

(Leucine zipper)结构。在LdNPV vp39基困周围未发现类似的结丰句。但在反义链，t-．都发现了与 

vp39基因重叠的开放阅读框 (OFR)[9]。可见 vp39基因具有丰富的内涵 ，是研究令人感兴趣的 

I]3V基因高效表达调控和时序调控的极好的材料。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作为第一步 ，我们首先 

定位了LsNPV的 vp39基困。 

PCR反应中的非特异性扩增原困很复杂 ，影响因素特别多。如Taq酶 ，dNT'P或 Mg 浓度 

过高 ，循环次数过多都能导致非特异性扩增嘲。本文中从琼脂糖凝胶 电泳回收的 DNA不纯时 

即产生严重的非特异性扩增。琼脂糖中的杂质多糖能抑翩多种酶的活性．估计它能强烈降低 

Taq酶的特异性而导致严重的非特异性扩增。与这种非特异性扩增不同，n．dOObp片段的形成 

是特异性扩增，其形成应与DNA本身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进一步测定其序列将有助于彻底 

弄清其来源及其形成的机理 

DNA与DNA杂交通常在 Tm一25"(2条件下进行 ，在此温度下，完全同源的 DNA分子复性 

最快，形成的双链分子也稳定。但这样的杂交温度很严格，对部分同源的 DNA分子问的杂交不 

利。因错配碱基每增加 l ，Tm 值即下降 1．d℃。在 Tm一20V时 ，只有同源性超过 85．7 的 

DNA分子闷能形成稳定的杂种分子[1 。本文中将杂交温度降到 35"(2，并加入 30 的甲酰胺 ， 

在高盐条件下进行杂交 ，杂交时间延长到 24小时 ，得到的杂交带很清晰。甲酰胺能降低 DNA 

分子的Tm值，它每增加 1％，Tm值即下降 0．7"C。故用甲酰胺使杂交温度降低。在较低的杂交 

温度下，探针更稳定 ，结合在膜一卜的 DNA不易从膜上解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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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Amplification，Cloning 

Protein Gene 

and Location of Major Capsid 

Of Baculovirus 

Wang Jiawang Huang Yongxiu Tan Yeping Li Shoudong Qi Yi~ng 

(肺 of F 鲥，H 咖 ，It'ld~ml 30072 J 

The major cal~id protein gene(vp39)of矗‘￡o Ⅱ 目( 伽 姗 nuclear p,alyhedrosis vimts(AcNrPV) 

w∞ am ifill successfully by PCR technique and doned into pgluescript SK(十)．Witll pure AcNPV 

vp39 gene as a probe，the m jot ca0sid protein gene(vp39)of 町 nuclear Ix)lyhedrosis 

virus has been Ioca tod on PstI—F．BamHI—C ，EcoRl—C，E，XhoI—D ．I，Fx~oRX 一H ，X fraglnenLs by lufIl 

ern blot．Be~les amplification of the pr0dict~ 1 406bp fragment including intact major capsid protein 

gene of AcNPV using XhoI and Ilind I1一digested AcNPV DNA as；a tem plate，a ca．4 00 bp frzgment 

has been amplified．In ehis paper we disscused che PCR amplification of韶 ． -100 bp fragment ftf both 

specificity and nonspecifici可 ． 

Key words Insect Baculovlrus，Major ca l~id protein gene，PCR amplification．Gene l(~：a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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