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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茶尺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某些生化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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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茶尺蛾核型多角体病毒(曲 ∞ "nuclear polyhedrons virus，简称EsNPv)在1989 

年首次发现[1t ，经毒力测定研究，田问小区试验，其杀虫率选 80 以上 ，因此是一种很有应用 

前景的昆虫病毒资源。实验对EgNPV的病毒蛋白结构多肽、多角体蛋白氨基酸组成 、病毒核酸 

的限制性内切酶谱等特性进行了研究。 

材料和方法 

1 材料 在室内用 lx10~PIB／mlF．~NFV悬液潦I末新鲜茶叶，饲养2至 3龄灰茶足蛾幼虫 ，—周后开始发病， 

收集虫尸，保存在 50 甘油中，置于冰箱中备甩． 

2 多角体的提纯 将感染至死自啦 尸研磨过滤，经~00r／m和 300Or／m反复差速离心，得多角悼粗制品，再经 

4o一60 (w／w)蔗糖密度梯度离心，取多角体沉淀带 ，离心去蔗糖．得较纯净的多角体 ，贮于 4．c． 

， 多角体蛋白与桶 粒子的制备 将2oms／~ 多角体悬液加^等体积的0．05mo~／Ll'~,(3or-0．17mol／LNaCI 

溶液．降解 10分钟 ．中和后即置于20—6O％(、7 Ⅳ)的蔗糖梯度上 ．6000 离心 2小时 ．分别取出多角体谘液 

和病毒粒子带．用等电点沉淀法收集多角体蛋白。经5000 离心收集病毒粒子．此外．将少量的多角体于72"C 

灭活 2小时 ，然后接上述方法处理收集多角体蛋白． 

‘ SI2S-PAGE分析 对照bcmnl【i口 系统。分子量测定按照w曲cr ‘ 方法．标准蛋白系华美生物工程公司产 

品． · 

； 多角体蛋白氨基酸分析 将纯化的多角休在 6NHCI105'C条件下水解 24小时．水解产物在 Watcx PICO- 

FAG氨基酸分析系统上进行纽分分析． 

B 病毒核酸的提取及限制性内切酶分祈 

B．1 采甩 饱和酚法从多角体中直接提取DNA． 

6．2 单酶及双酶反应及水平琼脂糖电泳基本上按照刘小英嘲等的方法进行．使甩的限制性内切酶EcoRI、 

Baml-lI、HindI、砒d 及kDNA-H~ndI均由华美生物工程公司及北京友谊公司提供．凝肢浓度为0．8 ，电泳缓 

冲液为TBE．pH8．3。 

结果与讨论 

l 病毒粒子与多角体蛋白的纯度测定 

从 多角体蛋白的紫外吸收曲线 上可以看到 ．在 280nm处有一明显的吸 收蜂(图 IA)，其 

·车文于 1993年 6月9日收到 ，10月 l6日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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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m~=1．93；病毒粒子的紫外吸收曲线呈下降趋势(图 1B)，在 2d0—300rim之问无明显吸 

收峰，其 A ／̂ 一1．32，与Bell[63和m,~pm等论文报道的昆虫杆状病毒粒子的吸收曲线是 
一 致的． 

图l (A)Fa#qPV多角体噩白的紫外吸收曲线 

(B)病毒粒子紫外吸收血城 

Fig,】 (̂ )UV atmorptlon crow EgNYV pd 叽 pro 

“ 日 

(B)uv e m ∞r d FA~NPV!mrti~lcs 

2 多角体蛋白与病毒粒子结构多肽的SDS-PAOE分析 

从不连续的 SDS-PAOE图谱中可以看到 ．在 72"C灭活 2小时的多角体 ，其蛋白只有一条 

带，分子量为30．8kD。未灭活的多角体．除了分子量为30，8kD的主带外，还有几条分子量较小 

的弱带(图2)。这可能是多角体本身所舍的内源性碱性蛋白水解酶降解主带的产物。 

图2 F,smFV多角体蛋白SI~-PAGE图谱 图3 EgNPV结构多肽的SI~S-DAGE图谱 

F嘻 2 SI~-PAGE Imt~rn可 EgNpV p。ly蛐 衄 pfd试他 Fig．3 SID~-pAOE p叫ern可 Pv stru~und p。l mL妇  

～ Standard d∞ A
． EgNPV structural poX

．
vpem／d~ 

B．Inactivated hn  B
． S~anda rd prc~dns 

C．Natiw polYP S-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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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PV结构多肽的SDS-PAGE图谱可见图 3，该病毒的病毒粒子结构多肽较为复杂 ，这种 

特征与 Sunmlersr 和 I-larrap等人报道的其它昆虫杆状病毒的结构多酞的复杂性是一致的。一 

般认为昆虫杆状病毒有 Il一26条结构多肚，分子量范蔺在 1 0kD一]60RD之间，并且其中有 9 

条主要的多肽。Ep~NPV的结构多j【l=也具有这些特性 ，其病毒粒子有 l8条结构多酞 ，分子量范 

围在 18kD—1 05kD之问，其中 3条主带 ，分子量分别为 44kD，37kD和 ]8kD。组分与功能是密 

切相关的，既然在病毒粒子的结构多肽中有这几条主带 ，推测可能与病毒的侵染 、复制等功能 

有关。Ep~NPV结构多肽的分子量见表 I。 

寰 I EgNPV病毒垃子结构多肚的分子量( ) 

Tab．IMdccul~ wciE血 EgNP~st~uclvxal pept 妇 (kD) 

3 多角体的氨基酸组成分析 

EgNPV多角体蛋白的氮基酸组成见表 2。从 

表 2可以看出，Ep~NPV多角体的氮基酸组成与许 

多昆虫核型多角体病毒的氪基酸组分一样，具有 

共同的特点[9]，即富含Asp和Glu，而 His、Met、Cys 

含量较少。这一现象说明，在各种 NPV的多角体 

蛋白基囡中，可能含有一个比较保守的序列，这一 

序列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变化很小。同时也说明 

在各种NPV之间可能存在着同源性。 

4 Ep~NPV—DNA的限制性内切酶图谱 

提取的E~PV-DNA经紫外分光光度计检 

测 ，其A ／AⅢ一2．31，表明纯度较高。经0．7 琼 

脂糖凝胶电泳 ，只有一条带，说 明提取的 E~ PV- 

DNA达到电泳纯 。经 EcoRl、Hind I、BamHl、Xhol 

四种单酶切及 EcoRl+BamHl、XhoI+EcoRl双酶 

切 后 ，分别得到 l3、l3、6、1 0、12、22个片段 (图 

4)。用 XDNA／HIndⅢ片段作标准 ，计算各酶切片 

段的分子量 ，用积加法计算 EgNPV—DNA的总分 

寰2 EgNP~多角俸蛋白的氨基酸组成 

Tab,2 Amino acid∞m ioI- EgNpv p。I n ∞ d缸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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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量为 71．3×106D，见表 3 

图 EgNPv—DNA的限制性内切酶图谱 

F培 4 Rc 口i州 啪don删 cⅡ Imttea~ of F~NPV—DNA a~XhoI 

b--~mHI c—K ■d一 啦 e—DNA，HⅡ记I t—E0oRl+Bam~l x眦 +R棚  

按照国际分类委员会的规定，病毒分类共有8项指标，其中病毒的遗传物质一核酸处于较 

重要的地位，随着研究棱酸的新技术的出现，限制性内切酶技术、DNA杂交技术已广泛用于病 

毒的分类鉴定。限制性内切酶酶谱对于昆虫杆状病毒的分类有许多优点[1 ．它简便快速，并有 

明显的重复性好的特异性 ，在若干方面优于血清免疫反应及结构多肽分析 

E8NPv为本实验室在湖北省茶园分离到的一株病毒分离物，本文首次报道了E~NPV的结 

构多肽与限制性内切酶酶谱的研究，对鉴定EsNPV毒株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同届不同种的宿 

主茶尺蠖 ，尽管和灰茶尺蛾有很多共同点 ，但茶尺蠖 NPV和灰茶尺蛾 NPV相比较[] ，内切 

酶酶谱及结构多肽有着明显的差异。综合 E~t,'Pv毒力测定及小区防治试验的结果[1 ，EgNPV 

作为一种新的病毒杀虫剂 ．是具有开发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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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F_．~NT'V-DNA酶切片段的分子量(×10 D ) 

Tab．3 ]vr．ot~uLtarw蛐 OfF．~]]PV-DNAr喊 r fragments(X10~Dat) 

片段 

Fralpnent ~ m=-t1]-Ebzd● EcoZ~F~oPJ+＆ m XhoI+E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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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Some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 of Ectropis grisescens ws／'i~n 

Li m l1an8 Shi Zhengli Chen Dihua 

(1 ／Jz~／／u／e D， ￡蛔  ·Academ~ 8／~／~a，Wzdm~430071) 

啦  l删 wal'l'Cn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tu (EsNPV)is a kind of mono-embeded 

ulovi~Us．SDS—PAGE exhibits that the poIyhedrin has only one r~jor polypeptlde band 1Ⅳj血 MW of 

30．8kD．The virioRs have at least 18 polypcptide bands with MW  ranged from 18kD to 105kD．Like 

other insect NPVsI EgNPV polyhedrin also Contains m0re Asp，Glu，less His，Met，and q ．This糟 

sult suggests that the genes of polyhe drin iIl many NPVs may ha ve a conservative sequence． 

TheDNA of EgNPV 1las been analyzed byREM with Ec删 ，HindI ，BamHI，XhoI，EcoRI+ 

BamHI．XhoI+ EcoRI．The MW  of every fragment has beendetermined．Total M W of Esm 'V—DNA 

js 71．3X 10eD'Altol~． 

Key words 丑西 肾 wan~n．N uclear polyhedrc~is v ，Strucraral polypeptide，Res triction 

endonuclease m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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