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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型多角体病毒的增殖与棉铃虫血淋巴酯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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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型多角体病毒(NPV)对同源棉铃虫有很强的毒杀作用，是重要杀虫资源。病毒感染导 

致宿主代谢紊乱．引起一系列生化反应的变化，可通过一定方法观察到其表征，此为病毒感染 

的病理生化特征。昆虫血淋巴对于病毒感染引起的全身症状具有重要作用，并影响宿主物质 

和能量代谢的性质与水平，反映出病毒一宿主的互作关系。本文以血淋巴酯酶同工酶(EsT)为 

感病指标，对其感染变化进行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 1 1 供试病毒 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取白湖北仙桃磷肥厂生化分厂。 

1．1．2 供试昆虫 柿铃虫三龄幼虫．由谈厂提供．半人工饲料饲养。 

1．2 实验方法 

1 2．1 病毒礤染 剂量为 2 5×10 Plm／克饲料，一次性饲毒 。 

1 2．2 血淋巴电泳样品橱番：按文献【1]的方法进行。对厢组选取同数量的未饲毒幼虫，同法采样。样品标 

示 D为感病组，C为对照组，下标为采样时间。 

1 2 3 凝胶电泳 按文献[2】所述进行。7．5％分离胶．4．0％浓缩胶。初始 电压 12 V／cm．样品进 入分离胶 

后为 l5 W cm，上样量为 6 k 

1．2．4 电泳凝胶染色与脱色 按有关文献操作 ，制作干板供拍照和扫描。 

1．2．s 凝腔薄层扫描 岛津CS-9000线性扫描．参考波长 =385nm，样品波长 =480 D．m。酯酶条带散以 

扫描峰形散表示，条带含量 以各个峰面积表征。 

2 结果和分析 

2．1 NPV感染棉铃虫后血淋巴酯酶同工酶的变化 

三龄幼虫感染 NPV后 120 h内EST凝胶电泳的变化及对照见图 I。电泳 图谱显示，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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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虫有 10条酶带(按迁移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1～10)。随发育与感染时间延长，部分酶带显示 

“消失／出现”变化，主要表现在前沿的 8、9、10带和后滞的 1、2、3带，分析认为这部分酶带对 

NPV感染较为敏感，其中 1、2、8、10带在感染早期(6～12 hpi)即出现明显的变化，揭示 EST 

具有特定的病毒感染的病理生化意义。而位于迁移中间的 6、7酶带基本存在于感染和发育的 

全程，可见这二类酶为昆虫发育和病毒复制所必需，其代谢不受病毒感染的控制。结果还表 

明．感染组与对照组的同一电泳类型的酶带不存在迁移率的变化，提示 NPV感染不影响 EST 

的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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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謦姆鬟豢·囊 酾聃 謦群 
图 1 三特健康棉斡虫蚰虫和感染同源 NPV后染病蚰虫血淋巴酯酪的聚丙烯 酰胺凝腔电妹图谱 

D为感病组，c是健康组 

Fig 1 PAGE of the e in the hemolymph of the healthy third instar larvae 0f Heli~ rpa armigera and that the 

infecti~+㈣ after infectlcal with NPV 

D infection。c control(the【Iumber is the time 0f gathering hamolymph fmrn the larva~) 

2。2 血淋巴 EST电泳凝胶的薄层扫描 

按文献[2】所述的方法将扫描峰的面积换算为酶的相对含量，有关结果与数据见图 2和表 

1(仅保留整数)。 

衰 1 血淋巴酣酶同工酶的相对吉量变化c感染组l对照组l 

Table 1 The cbenges 0f relative c∞ m of in hemolymph(iafectionl contro1) 

从整个感染时间来看，病毒感染对 EST的效应可分三种：1)感染刺激 EST的表达．如 1、 

3、4、5、10带；2)感染抑制酶的合成，具体为2、7、8、9带；3)中间类型．6号带为此类。这种结 

果说明，NPV感染对昆虫血淋巴EST的影响在不同的感染时间与酶带之间均不相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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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2 酯酶同工酶带的薄层扫描 

Flu 2 The pattern 0f th；n hyeT~anniAg for e eras∞ hands of PAGE 

不同迁移类型的 EST在 NPV感染后的病理生化意义可能互异。各样品总的 EST含量的变 

化规律表现为感染早期(6--12 hpi)的对照组含量低于感染组 0．4--0．7倍，而感染中盾期(18 

～ 120 hpi)的对照组却高于感染组 1．4～9．6倍，可见 NPV在感染前期对血淋巴 EST的台成 

具有刺激作用，到中后期则严重抑制酶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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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 ultiplication of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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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vaes after Infection with NPV 

Xu Xushi Zhao Gu un2 Li Fei Liu Runzhong~ Zhang Youqing~ 

(Department Biology．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7) 

(State Key Labs如r Biocontro1．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f~u 510275) 

(wⅡ̂Ⅱ Institute Virology．Academia Sinica．w ̂ Ⅱn 430071) 

Al~stract By the polyacrylamide gel eleetrophoresis(PAGE)and thin—layer scanning．the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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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ses(EST)of the third instar larvae of the Heticoverpa~ igera were investigated in quality 

and quantity after infection with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es(NPV)．The changes in sort and 

content of hemolymph EST were examined at six hours postinfection and the numbers of EST 

bands were from more to Iess as develop and infective time in larvae The varies in E r pattern 

between infection and control were not significan t but the content of each band and the accumula． 

tion of E r were obvious．According to the changeable regularity in EST content of zymogram． 

the total and single content in diseased larvaes always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passages of infec— 

tive time but in the healthy larvaes had no distinct changes．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 

fection with NPV could affect the EST metabolism in Iarvae hemolymph． and the metabolic 

cha nges may show the infective I目 el and extent．therefore it had indicated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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