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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木毒蛾核型多角体病毒属昆虫杆状病毒科，核型多角体病毒属，多粒包埋型。在扫描电镜ll卜， 

多角体呈不规则多面体 ，大小不一，平均直径为 1．4 肺，扁毒粒子杆状，大小约为 394×56nm，经 

SDC：~-PAGE分析，病毒多角体蛋白分子量为30．5kD，病毒粒子结构蛋白由 19条多肤组成，分子量范 

围在 88．17kD之闻。多角体富含 Glu、Val、Lexl、而Q一、Met、和 H扭含量较少 其酸喊氨基酸之比为 

1．26。病毒棱酸为一环状 DNA，长度约为 38vxn，经 l-~nd_、Pat T、EcoRI和 Bg1I单酶切 以及 BamH 

I-~rdnd_、BarnH T-~-Pst T、BamH T十B T和XIaoI-~-EcoR T双酶切分析，DNA总分子量约为 71．6 

× 1&Daltor~。 

关蝴掣  塑堡坚’垩塑塑：黜芝 鼬赫  
木毒蛾([ 叫陆 Swinhoe)属鳞翅 目毒蛾科(Lymantriidae)，是福建、广东等沿海木麻 

黄防护林的一种重要害虫。福建省林学院等单位从 自然死亡的虫尸中，分离出一种病毒 ，经鉴 

定为木毒蛾核型 多角体病毒 (功m晰 W Swirthoe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以下简称 Lx 

NPv)[]3。人工感染试验表明该病毒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迄今为止，有关该病毒的基本特性、血 

清学试验 、精细结构及生化特性等尚未见报道。本文应用电子显微镜技术及生物化学方法 ，对 

LxNPV的形态结构及某些生化特性进行了研究 ，现将结果报遭如下 ： 

材料和方法 

1 IaNPV多角体的来源和提纯 LxNPV感染致死亡的虫尸由福建宁蓥地区林业局提供。将虫尸匀桨 ，差逮 

及蔗糖梯度离心，收集纯净多角体备用。 

2 病毒粒子和多角体蛋白的制备 取多角体悬液(20rag／m1)加等体积碱解液(0．1mol／L NazCO~·0．17mol／L 

NaCI-9．01mol／L EDTA pro 0．8)于室温下降解数分钟 ，然后用 m 2tool，L HC1调至 pH8．5左右 ，置于2 一6O 

(W／w)蔗糖梯度上，fiO000g 4"C离心 1．5小时 ，取上清 2／3部分和病毒粒子带。用 lmol／LHCI调上清液至 

pH5．6左右，即得白色沉淀 ，此为多角体蛋白。病毒粒子带经5~'000g 1小时脱糖后即得到病毒粒子 经紫外分 

光光度计检{舅I其纯度 

3 电镜样品的制备及现察 

3．1 病毒粒子和多角体的透射电镜及扫描电镜按常规方法进行。在l-~taehi H-700C．I~A型透镜和 AⅫ王a一1990B 

本文于 19(34年 4月22 B收到 ，8月 24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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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电镜下观察。 

2 超薄切片的制备及观察 多角体悬液与 2 翁明旨混匀 ，凝固后按常规方法进行固定、脱水、浸透、包理、聚 

台，样品在 DKB-21 28型超薄切片机上切制。经醋酸铀和柠檬酸铅溶液双染色后在电镜下观察。 

3 3 病毒棱酸展层 采用一步释放法，细胞色素c展层 ，在电镜下观察 

4 SDS-pAGE分析 多角体蛋白和病毒粒子结构多肽的组份和分子量测定按 Sumnl6~8 的方法进行。电泳采 

用Laemrdi(1970)的 连续系统，标准蛋白分别采用~ rnaeia产品和上海东风试剂厂产品。LxNpV结构多肽 

用常规方法进行染色 ，多角体蛋白采用银染色法染色m。 

5 多角体蛋白氧基酸组成分析 将纯化的多角体在 6N HCI 105℃条件下水解，其产物在 Water8 Pi。 TlAG瑚 

氨基酸分析仪上分析 

6 病毒接酸的限制性内切酶图谱 LxNPV—DNA由多角体经碱解后直接用饱和酚及氯仿抽提即得 t限制性内 

切酶 Hind-，Pst I，EcoR T、弛o T、BamH I、Bgl I均陶自华美生物工程公司 酶切反应和琼脂凝睦电泳按Sam— 

brook等(1989)的方法进行。 XDNA／HirldⅢ片段作标准曲线 ，计算LxNPV-DNA各酶切片段的分子量和DNA 

的总分子量 

结果与分析 ． 

1 病毒多角体及病毒粒子的形态结构 在透射 电镜下观察 ，LxNPV 多角体大多为不规则多 

边形 ，在扫描电镜 下观察 ，多角体表面光滑 ，有的表面有不同程度的尖状凸起 ，有别于其它昆 

虫核多角体。有些表面则较粗糙 ，系提纯过程中降解所致(图版 i)。多角体大小不一，其直径 

范围在 o．75～2．04 m之蒯 ，平均直径为 1．40 m 从多角体超薄切片中可观察到 LxNPV属于 

多粒包埋型(MNPV)。每个病毒束内的病毒粒子含量多少不一 ，一般 l～10个 。 

图 I LxINpv的紫讣吸收曲线 

F I Ab~olption cI1we叫 the L0cNPV i~ 'tic[e 

LxNPV多角体在室 温下随碱解程度的不 

同可释放出病毒束和病毒粒子 。从图版 2中可 

以看出病毒束为短杆状 ，平均长度为 36lnm，宽 

度为 139nm，病毒柬的长度较为恒定 ，而其宽度 

则因所包含的病毒粒子数不同而有较大的变 

化 ，一般在 110～1 87rim之问。在病毒京的一端 

难观察到环状突起的帽状结构 (Cap—like strla~ 

rare)。还可观察到病毒柬的外膜 由一层螺旋状 

排列的蛋白质亚基旋绕组成嘲 病毒粒子为杆 

状 (图版一3)，两靖平整或钝 圆 ，其大 小较为恒 

定 ，统计表明其平均大小约为 394×58rim。 

2 病毒 核酸 的电镶 观察 在透射 电镜 下 ， 

DNA是一环状大分子(图版一 )。经多个展层较 

好的 LxNPV分子测出其分子长度为 38．0土5 m，分子量为 7 ．86×10 Daltons。此结果与 LxN 

PV的 DNA酶切图谱中所测得的分子量基本相符 。 

3 多角体蛋白和病毒粒子的纯度测定 多角体蛋 白经紫外分光光度计检测 ，在 0 呻nm处有 
一

明显的吸收峰 其 OD280／OD280=1．91 纯化后病毒粒子紫外吸收曲线呈平滑下降 ，在 240 
~ 300nm之同无明显的吸收峰，其 OD280／OD280=1．】5，这与BellD]等人报道的昆虫杆状病毒 

粒子的紫外吸收曲线是一致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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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_Lr~TFV多用体扫描电镜(12200X) 

2．Lr~TFV病毒柬(24000X 2 FTA) 

Lr~TFV病毒粒于(36000X 2，‘FTA) 

4．完全展开曲 [~NFV-DNA大分子(1350O×) 

丘多用体蛋白的 S~S-PAGE图谱 

灭括多用体蛋白 b．来灭括 的多用体蛋白 c．标准蛋白 

6．Lr~TFV结构多肚的S~S-PAGE图谱 标准蛋白 B．I~NPV结构多耿 

7．LxNFV-DIMA的单蠢切图谱 Hind■ hPat【 c-B I 

8．LxNFV-DNA的双酶切片图谱 B．Ben~4I+l-Y．ind- h 8amHI+P缸I 。BBmHI+B I dIF．co~【+XboI 

^／ Ⅻ ■ 

1_妇 I-fIiI嘻d咖 m 唧 ph d LxNFV 巾咖 (12200X) 

2 日∞tI衄 m_d ph bu廿dh (24000X 2％X=TA) 

日咖 nmicrograph 呻f (36000X 2 FrA) 

4．M 啊 却h of驰 en~'ely印耻 DIMA drt[~dqFV(1350OX) 

5．S~S-PAGE paUer~ d the 删 p0 ~ vated polyhedra b．Naive Iy咖 。 Standmd m 

6．S~S-PAGE pa~ternsofthe LxNPV~ructural poLv~  M R The LadqPV pe灿  

7．Cleavage LadqPV-DNA 唧 m b wire nBk r~triction en(1ormdeese 

Cleavage ~ -DNA h砧 眦 m Wi血 由 u№ e~xdmmcleases — RImH I+ H叫 ● h — B矗JrIH I+ PsiI c-一 

8amH【+ lI dI--EcoR【+)妞∞ I M一 DNA／ ■ 

4 SDS—PAGE分析 从多角体蛋白的 SDS-PAGE图谱中(图版一5)可见 ，在 72"C灭活 2小时的 

LxNPV 中，多角体蛋白仅有一条带 ，分子量为 30．5kD；未灭活的多角体 -蛋白质除了分子量为 

30．5kD的主带外 ，还有几条分子量较小的次带 ，这可能是多角体本身所含的碱性蛋 白酶降解 

主带的产物 ，这与 summe 0 所报道的结果是一致的。如果上样量加大 ，还可能出现一条分子 

量较大的弱带(约 60k~)。这条带一般认为是多角体蛋白主带的二聚体，因恰好为主带的两倍 ， 

这也说明 LxNPV 多角体蛋白可能是通过单体形成二聚体 ，再形成多聚体 ，继而形成蛋 白质晶 

格的。 

经 sDs—PAGE分析 ，病毒粒子的结构蛋白至少古有 19条多肽(图版一6)。其分子量范围在 

l7—88kD之间，其中g,k、n、o、s为主带，分子量分别为 57、44．5、36．5、31和 17．0kD。病毒粒子 

的结构多肽分子量见表 I。 

衰 l LxNPV结构多胜分手■衰 

T h l M越咖 l丑r wd 幽 of the nn I曲 l p0Iype ●j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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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角体的鼻基酸组成分析 LxNPV多角体的氮基酸组成见表 2。从表中可以看出 ，LxNPV 

富含谷氮酸、缬氮酸和亮氮酸 ，而组氨酸 、甲硫氨酸和半胱氨酸含量较少 ，其中酸性氮基酸与 

碱性氨基酸含量之比为 l；26。 

0 LxNPV—DNA的限制性内切酶图谱 LxNPV—DNA经 HindⅡ、P窨tf、EooRI、BglI四种酶单 

酶切 ，分别得到 9、2l、2O、25条片段(图版一7)；经 BamHI+HindI、BamH I+pgt I、BamHI+ 

BgI I和 Xho【+EcoR I四组双酶切 ，分别得到 l1、22、26、32条 片段(图版一8) 以 EDNA／Hind 

I为标准 ，计算出各酶切 片段的分子量和 LxI~V—DNA的总分子量。详见表 3和表 4。 

裹 2 L椰 V多角体鼻基酸组成 

Tab．2 ^ ∞m № n LxNpV 

*：由于是酸解 ．Asp其能是 Asp与 Am之和 #G R能是 G1u与 Gin之和 。 

*；Asp= 即̂ + Ash．G|u一 0lu+Gtn 

讨 论 

LM~'-PV是一种很有应用价值的昆虫病毒资源。一方面 ，在生物防治中，由于昆虫杆状病毒 

的高度特异的宿主范围，因此它可以 I起天然的昆虫流行病 。而对人、畜及其它植物无害[ j另 
一 方面 在分子病毒学上 ，昆虫杆状病毒正 日益显示出它巨大的应用前景。 自从 Miller和 Sum- 

mer's以苜蓿银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为材料 ，分别组建 了昆虫杆状病毒基因工程裁体 ，并表 

达了 半乳糖苷酶(~galactosidase)和 干扰素(~intorferon) 目前 ．利用杆状病 毒多角体基因 

的强启动子(ph8)建立起来的一种高效多用的裁体宿主表达系统的研究在国内外愈来愈引人 

注目，LxNPV也许能成为一个有前途的裁体系统 ，这有待于进一步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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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3 LxNPV DNA簟秘切片段分子量襄(Xl0 Dal~ns) 

Tab．3 Moleoalar we~ats LxNPV-DNA 缸 gm曲 饵 B船I州  

w sinsl~re．fiction eaxloJ (xl D1 

*为亚克分子带 *subn咄 u f ag 啪饵 

从 LxNI：~ 结构 多肤 的 SE'S--PAGE 

图谱中可看出 ，该病毒的病毒粒子结构 

多肤很复杂。这种复 杂性与 Summers[2_ 

等人所报道的其它昆虫杆状病毒的病毒 

粒子结构多肽的复杂性是一致的 一般 

认为昆虫杆状病毒的 I1～26种结构多 

肤分子量在 l0～l60kD之间 ，并且有几 

种主要的多肤。本实验表 明 ，LxNPV也 

符合这些规律 ，其病毒粒子有 l9条系结 

构多肤 ，分子量范围在 17—88kD之间 ， 

并且有 5条主带 

根 据 LxNPV 的氨基 酸组 成分 析 ， 

LxNPV的氨基酸组成与其它昆虫核型 

多角体病毒 的氨基酸 组成 存在一 些共 

性[ ，即富含 Glu，而 His、Met、Cys含量 

较少。但我们也发现 LxNPV的 Asp含量 

却并非象其它核多角体病 毒那样 非常 

高 这说明核型多角体病毒的差异性 ， 

同时也反映出生物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 

性 

在核酸电镜展层 中 ，我们发现 有线 

状 、环状的 DNA大分子 ，可能是不适当 

的处理造成的。但事实上 Sunmlers等[ ∞ 

用超离心沉降法 ，电镜分 析法及复性动 

力学分析法研究了许多杆状病毒 DNA， 

结果表 明它们都具有超螺旋 、松驰环状 

和双链线状三种分子构象 。所以 ，我们 

也可以认为电镜下观 察到 的线状 DNA 

也是 LxNPV—DNA的一种构象 

在 REN谱分析 中，我们见到有亚克 

分子带出现 ，关于这一点 ，国内外许多学者已做过讨论 Ⅲ，一般认为这是由于病毒基因组发生 

突变形成亚系的缘故 我们在 DNA分子展层中也发现每个完全展开的病毒DNA分子的长度 

育一定的差异(38．0士5llm)。因此 ，亚系的混合在 DNA限制性酶谱 中就可能出现亚克分子带。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2期 l53 

寰 4 h加，v—DNA飘醇切片融分子量(×l04) 

协 4 M 附 we~ ,s LxNPV—DN^／~agmeJlts d 删 with double他哪蝴 曲don畦【曲∞s(x10啦 ) 

*亚克分子带 

*sl1 ndea nrtrag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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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rphology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uclear Polyhedros~ Virus of Lym antria xylina Swinhoe 

PeiIg Guibong Zhang Liren Chert Dihua 

( [妇  of 咖 ．Academm ， [妇 430071) 

Chen Ya~&un 

(Ⅳ础 Forextrylh~eu， 蛳 352100) 

工鲫 B蚰 碍 Swtne~ nucle．~1-polyhedrcsis virus (LxNPV) is a kind of multi—embeded bac 

ulovirus．s‘ m血lg electron microscope(SEM)showed that the LxNPV inclu~don bodi~ we” irregular 

polyh~ a with different sizes．TIle average diam eter of the polyhedra Wit,S 1．40vm．A lot of rod—shaped 

vJr[o~ which had a Ⅱl踟 size of 394× 56nm werc released from 13olyhedra when they were deo~m 

posed by alkali．Thc virus genome was a circular DNA IT~eromol~~ule with length of 38． m．SDS- 

PAGE showed flmt polyhedrin had only oI1c major polypeptide band with a molecular weight of 30．5 

kD．W hereas virinns had at least 1 9 polypeptide t~nds with M ．W ．ranBing from 88～ l7kD．The pro 

tein from LxNPV is rich in Glu，Arg and Leu，but poor in Cys，M et and His．The ratio of basic amin o 

acid to acidic am ino acid 扭 1 ：1．26． The L】d PV—DNA was analysized by HindⅢ ，PstI ，EcoR I ， 

XhoI，BgII，BamH I． eM．w．of everyfragment determined． etotalM．W ．of LxNPV 

genome扭 71．6× 1 0 Daltons． 

Key words 工 n嘲灯 瑚临埘 Swinhoe，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Fine structure， Biochemical charac 

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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