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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凋亡抑制基因对 

p35基因失活病毒的功能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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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病毒研究所，武汉 430072) 

摘 要 野生型苜蓿银纹夜蛾枝型多角体病毒(AcNPV)能感染棉铃虫细胞．不引起细胞凋亡。用 

LacZ基因使 AeNPV 亡抑制基因 p35插入失活，得到缺陷病毒 Acp35Z能迅速引起棉铃虫细胞凋 

亡，但缺陷病毒本身不能复制 。用 AcNPV即早期基因 IE1启动子带动棉铃虫杆状病毒(HaNPV) 

p35基因在棉铃虫细胞中瞬时表达，能拯救 p35基因失活病毒 Acp35Z复制。通过 X—ga1显色反 

应和 dot ELISA分别检测到了半乳糖苷酶的活性和 p35基因的表达．证明了所克隆的 HaNPV p35 

基因不仅是一个稠亡 抑制基因，也是一个 与杆状病毒复制相 关的基因．它 的瞬时表达能 支持 

Acp35Z在棉铃虫细胞中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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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杆状病毒的复制分为四个时相：即早期、迟早期、晚期、迟晚期。即早期基因表达由宿 

主 RNA聚合酶 Ⅱ控制．可不受病毒基因调控⋯。L K．Miller等发现苜蓿银纹夜蛾核多角体 

病毒(AcNPV)有 18个基因参与病毒 DNA复制的调控 J．包括 ie0，ie1，ie2．p35，vp39，p147 

等，其中前四个基因是即早期基因。 
一 般而言．病毒都有诱导宿主细胞调亡的能力．同时也减少了病毒自身的复制。这种宿主 

对病毒的响应为一种抗病毒的防御机制。另一方面病毒为了自身生存，在进化中获得了具有 

凋亡抑制功能的基因(如杆状病毒 p35基因)．以阻止细胞凋亡，有利于病毒复制 J。 

AcNPV的凋亡抑制基因p35全长约 1．3 kb，能编码 299个氨基酸长度的蛋白质 】。早晚 

期都能表达。已发现它有多种功能，主要功能是抑制病毒感染其允许细胞 Sf一9引起的细胞 

调亡．支持病毒复制。并且它对细胞的凋亡抑制功能具有通用性。瞬时或稳定表达能抑制由 

多种不良刺激引起的从低等的线虫、果蝇、昆虫到高等哺乳动物细胞的凋亡 J。而 AcNPV 

p35基因缺失，或者插入失活的病毒，均不能在 细胞中复制，子代病毒产量降低 100(~倍以 

上。此外，P35作为一个反式作用因子还参与其它早晚期基因的表达与调控．有研究表明 p35 

基因影响早期基因 iel和晚期基因 p39的表达。目前已在 AcNPV、家蚕核多角体病毒(Brr 一 

Pv)[ 、粘虫核多角体病毒(LsNPv) j、粉纹夜蛾核多角体病毒(TnNPV) 中发现了 p35基 

因。序列分析发现．这是一个结构与功能均比较保守的基因。 

国外关于杆状病毒 p35基因与病毒 DNA复制有关的结论大都是用同源基因研究的。根 

据 035基因的保守性和结构与功能的通用性，我们用异源 p35基因对凋亡抑制基因缺失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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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进行功能拯救，以便得出p35基因与复制有关的明确结论。为此．我们首次从中国棉铃虫核 

型多角体病毒(HaNPV)中扩增到 p35基因。进行了序列分析 ，构建了昆虫细胞特异性表达 

载体，研究了它对调亡抑制基因失活的AcNPV复制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1 细胞、病毒和质粒 

粉纹夜蛾 Trd68细胞来自武汉大学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AcNPV和 S／9细晦由美目加州大学 Federici教 

授惠赠．棉铃虫桩型多角体病毒 HaNPV购于湖北省国营蒋湖农场。AcNPV的缺陷型病毒 Acp35Z、棉铃虫 

Ha细胞和 AcNPV P35抗体均 由武汉大学杜垒胜博士赠送。其中 Acp35Z的 p35基因已由大肠杆菌 LacZ基 

因插入失活．用其感染允许细胞 Sf9．诱导细胞迅速调亡，病毒不能复翻．但 当用它感染 Tn368细晦时．此病毒 

能复制．并由多角体基因启动子驱动 LacZ基因表达，而使细胞培养液染成蓝色。瞻粒 pIEneo由美国加州大 

学Jarvis和Guarino教授惠赠．它是带有AcNPV即早期基因IE1启动子驱动新霉券抗性基因(n∞)表达的重 

组质粒。pGEMTZ购于 PROMEGA公司．太弱杆菌 TG1为本室保存。 

2 HaNpV p3s基匠与P35蛋白抗体制备 

HaNPV口35基因是用 PCR方法从纯北的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 DNA中扩增得到的 p35基因完整编码 

区 DNA 引物台成，PCR扩增和基因测序与鉴定见文献 】 在起始密码子 ATG前加有 Pvu U位点，终止密 

码子后 93位有 Ec0RI切点。将克隆得到的该基因插入到原核表达瞳粒中．在大肠杆菌中表达 HaNPV p35基 

因，然后用特制的 NiS04柱．纯化 p35蛋白(纯度约为 70％)．用这种纯化蛋白作抗原．混 完全弗医佐荆．分 

三次(间隔一同)分别静脉、皮下、肌肉注射家免，一十月后杀兔取血．分离血清，并与 AcNPV p35基因抗体对 

照检测．确证所获抗体为 P35抗体 

3 DNA的提取与连接、转化 

质粒 DNA的提取、酶切、回收、连接、采用常规 DNA操作．重组质粒的转化采用常规 cact2法，在氪苄青 

霉索平板上用蓝白斑筛选阳性菌落。 

4 细胞培养与杆状病毒增殖 

Tn368细胞采用 Gibc0公司生产的 Grace培养基 +10％胎牛血清(FBS)进行培养；Ha细晦是在普通昆虫 

培养基上将 pH值上谓至 6 5．静置于 27℃培养。病毒增殖是待传代细胞贴壁完垒、铺满单层后，用病毒粒子 

悬液 5O uL感染．培养 3天，当90％以上细胞出现病变即可收获备用。 

5 质粒DNA与杆状病毒对昆虫细胞的转化与感染 

取对数生长期的昆虫细胞．倾出培养液 磷酸钙共沉淀法转让质粒 DNA(10 g)，静置吸附 8 h．弃转染混 

台液，再甩病毒粒子悬蒗 5OuL感染，培养 24 h和 48 h后分别观察细胞病变。 

6 p35基因瞬时表达和病毒复制的检测 

当 Acp35Z感染预先用质粒 pIEp35转化的昆虫细胞 lh后，加入 x—g 40 L继续培养 2 d，观察培养基 

颜色，取感染后72 h的细胞培养液，用ELISA仪检测吸光度的变化，以LacZ基因的表达表示 Acp35Z的复镧。 

同时采用 dot ELISA法检测 HaNPV p35基固在棉铃虫细胞中的瞬时表达，收获细胞，用超声波破碎，然后用 

点样器分别将此瞬时表达的抗原 点在 E1 1SA板的小孔中，室温吸附 80rain，加 1％BSA(胎牛血清)封闭．加 

P35蛋白抗体，酶标羊扰兔 I G(pBs—T稀释 1000倍)，37℃孵育 1h，洗涤 3×10rain，加用4一氯己杂酚临时 

配制底物，显色 5—10 rain，水洗终止反应 

结 果 

1 真核表达载体 piep3s的构建 

用 PvulI和 EcoRl双酶切 PCR扩增的 HaNPV p35基因片段，用 Baml-II和 HincH双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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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质粒 pAcIEneo DNA，回收 IE1启动子片段，用 BamHI和 EcoRI完垒酶切载体 pGEM7Z 

DNA，然后将3 kb的载体 DNA、1 kb的p35基因编码序列、0．6 kb的IEl 子三组份一超于 

16℃温育，连接 6 h，转化感受态大肠杆菌 TG1，涂氨苄青霉素抗陛平概．1lF加入 IPTG 4 I 
． X 

— ga1 30 p．L 挑取白色菌落，其中含有真核表达载体 plEp35(囤 1)。 

图 1 重组质粒的克隆莆略 

Fig 1 Cloning strategy 0f recombinant pla~fid pIEp35 

B KamHI；E EcoRI；pv PvuII；Hc Hiacll； BglI[；S—SmaI 

2 重组质粒的酶切鉴定 

将可能的阳性重组质粒 DNA#}}lLq~BamHI、EcoRI、PvL】II、HincII单酶切，用BamHI+E(nI I
、 

BamHI+XbaI双酶切(图2)。从图2可见单酶切将质粒切成4．6 kb的线形 DNA(c，d，e)
，双酶切 

得到 1．6 kb的插入片段和 3kb的载体片段。这是因为0．6kbIE1启动子片段和 p35基因通过平 

~ (HinclI和 PvuII)而被连接成一个 1．6 kb的片段，证明构建过程是成功的。 

图 2 质粒 plEp35的酶切图谱分析 

Fig 2 Idcmtilcation of pIEp35 digested by⋯ ⋯  

a BamHl+EcoRI；b—BamHI+XbaI；C EcoRI；d BamHI XbaI 

f一~．DNA HindIII／EcoRI 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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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3s基因失活诱导的昆虫细胞调亡 

取 p35基因失活的病毒 Acp35z病毒粒子 2 HL，感染对数生长期的 Tn 368细胞．细胞产 

生明显病变，72 h后收获病毒悬液。另取棉铃虫细胞三瓶，用Acp35Z感染，并用HaNPV和 

AcNPV感染作对照，36 h后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从图 3a可见．Acp35Z使棉铃虫细胞发生 

凋亡．细胞变成大小基本一致的囊泡样 亡小体。而用 HaNPV感染的细胞产生典型的病变 

特征．即细胞骈大，直径比正常细胞增加 25％～50％，细胞核占细胞体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将 

细胞质挤向一边，细胞内可见许多折光性强的HaNPV子代多角体颗粒(图3b)。 

图3a p35基固缺先病毒感染柿锋虫细胞诱发的凋亡璃象(400倍) 

图3b 扁毒正常感染棉锋虫细胞后的细胞病变观察(4O0倍) 

Fig 3a Checking of the apoptosi．~of Ha cells induced by Acp35Z infection(×400) 

Fig 3h Pathematological ∞tJ∞ of vlrvs inf~tion by wild type HaNPV(×400) 

4 dot—ELISA检测 p35基因在棉铃虫细胞中的瞬时表达 

为了证实 HaNPV p35基因在棉铃虫细胞中的瞬时表达．我们用 dot ELISA分别测定了 

plEp35+Acp35Z共感染、仅用质粒 piEp35感染和仅用 Acp35Z感染的棉铃虫细胞．结果见图 

4。从留4看出，用plEp35质粒单独或共转染的细胞均有显色反应(a．b)．而对照细胞为阴性 

(c，d)，证明了质粒 plEp35在棉铃虫细胞中，由于杆状病毒即早期基因IE1启动子驱动 p35基 

因得到了瞬时表达。 

a b 。 

囤4 HaNPV p35基因瞬时表述曲 dot ELISA检测 

。plEp35+Acp35Z共转染细胞；b．plEp35转 化的细胞；C 

Ac乜35z感染曲细胞 ；d对照细胞 

F 4 Examination。f the"an帅 c expression p35 gene from 

I-IaNPV whit dot EI，ISA 

piEp35十Acp35Z∞ transfected Ha cells： b piE：p35 n n 

fected cell ,'~．ep35Z infected c s； d Ha cells(contr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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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NPV p35基因对 Acp35Z病毒复制的拯救 

取 3瓶生长 良好的Ha细胞，其中一瓶用质粒 plEp35转化和 Acp35Z病毒粒子感染，另 2 

瓶分别转化质粒 plEp35和感染 Acp35Z作对照，加入 X gal，48 h后观察，从图 5a可以看 H， 

只有共转染细胞变成了兰色，两瓶对照细胞均未出现兰色。说明Acp35Z中的 hcz基因得到 

了表达，经吸光度测定，其 OD值分别为0．65和 0 35。显微镜下观察到兰色细胞有典型的病 

理效应和Acp35Z的子代多角体颗粒(图5b)。证明了HaNPV p35基因的瞬时表达拯救了p35 

基因缺失的 Acp35Z在棉铃虫细胞中的复制。 

圉5 ta35基因在棉铃虫细胞中的瞬时表选和 Acp35Z的复制 

pie035+Aep35Z转染 ．pIEp35转化 Acp35Z感染；d plEP35+Aep35Z共转染细胞的显赦镜观韶f 31R)倍J 

Fig 5 Transi~t exp~s．<．on of P35 gene in Ha cells and replicati~ of Aep35Z 

a( rans ed blue eelts~b．onlytran．,~ormedwith plEP35；e onlyin|~ted byAcp35Z~d pl 35+Acp35Z tra~Mect 

ed cells 0n the mi~rc,scopy 

讨 论 

杆状病毒即早期基因可以不依靠病毒自身 RNA多聚酶，而由宿主 RNA聚合酶 Ⅱ进行转 

录，然后转移到细胞内质网上翻译。本研究用以AcNPV的即早期基因 IEI启动子与 HaNPV 

p35基因组成表达盒，构建表达质粒 plEp35。由于昆虫细胞的 RNA聚合酶能特异性的识别 

IE1启动子，故质粒 plEp35能在昆虫细胞中瞬时表达具有凋亡抑制功能的 P35蛋白 

Acp35Z是一个在其凋亡抑制基因 p35中插入了由多角体蛋白基因启动子带动lacZ基固 

并使 p35基因失活的缺陷病毒。该病毒的感染迅速引起棉铃虫细胞凋亡．病毒 DNA不能复 

制，lacZ基因不能表达。而 Acp35z与质粒 PIEp35共转染后的细胞则使 LacZ正常表达(细胞 

液呈蓝色)，Acp35Z能正常复制，并装配成多角体颗粒，说明HaNPV p35基因的瞬时表达能拯 

救 p35基因失活病毒在棉铃虫细胞 中复制。为了进一步证实 LacZ基因的表达利 Acp35Z的 

复制确为 p35基因的瞬时表达所致，用dotELISA测定了 p35蛋白的抗原抗体反应，取得 了雕 

性结果，因而证明了本实验所克隆的 p35基因是一个有功能的删亡抑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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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tiapoptosis p35 Gene from Heliothis armigera 

Polyhedrosis Virus Rescues Acp35Z Replication 

in Non·permissible Cell Line 

W ang Yefu Qi Yipeng Zhu Ying Li Xiaofong Li Zhida 

(Institute Virology．Wuhan Uniwersity，Wuhan 430072) 

Abstract p35 gene from baeulovirus is an antiapoptosis gene which can sustain virus multiplica— 

tion when infected by baculovirus．Both p35 deleted and inserting inactivated AeNPV Cat2 not 

replicate in Sf celI lines and Ha celI line．It is almost the same in BmNPV Acp35Z which generat— 

ed from AeNPV inserted LacZ gene whthin p35 gene causes apoptosis in Ha cell line ．but the 

abonion replication 12an be rescued by transient expression of HaNPV p35 gene drived by AcNPV 

IE1 promotor．The result was reconfirmed with X —gal manifest and Dot—ELISA 

Key words Baculovirus．Antiapoptosis gene p35．Rescue．Transient expressio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