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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柏毒蛾核型多角体病毒基因文库的构建及几丁质酶基因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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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tract：The g~ffle library of Parocneria oriema n~lear polyhedlovims(PaorNPV)was panly constructed by 

doing$oiriefragnen~ofBamH I and EcoRI ofP~rNPV genomic DNAinto pGEM3Z(f)as a vector．Using 

the chifinase gene ofHearSNPV probed wlth[a-32p]dCTP，the chifinase gene ofPaorNPV localized OI3_the 

fragraents of BamHI-D，EcoR[-A，‰ dⅢ一A，Pst LD and Xho tG／H respectively．Atthe time，the 

fragment ofBamH I-D eontniningthe chiA has been cl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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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柏毒蛾(Parocner／a。 咖 Chao)是柏木、桧 

柏、干头柏等柏科树种的重要食叶害虫 l̈ J，到目前为 

止仅存在于我国。蜀柏毒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Parocner／a orienta nuclear polyhedrovims，PaorNPV)[ ] 

于1991年被分离，该病毒对蜀柏毒蛾幼虫具有较强 

毒力，已作为一种新型的生物农药初步应用于柏木 

林区害虫的防治上 3̈ J。对这种病毒已进行了一些研 

究，包括生物活性测定，形态结构，理化特性，限制性 

内切酶分析_4J一。为了进一步研究其分子生物学特 

性，开发我国这种特有的病毒资源，我们构建了部分 

Pao'rNPV基因组 DNA片段的基因文库，同时以中国 

棉铃虫单粒包埋核型多角体病毒(HearSN?V)几丁质 

酶基因作探针，对 PaorNPV几丁质酶基因进行了定 

位，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毒 

蜀柏毒蛾核型多角体病毒(ProNPV)由四川省林 

业科学院提供。 

1．2 质粒与菌株 

质粒 pGEM-3Z(f-)和 DH5a为本室保存；质粒 

pCXW125由本所陈新文教授惠赠，pCXW125含有完 

整的 HeaSNPV ch_A基因。 

1．3 病毒多角体及 DNA的制备 

参照文献 进行。 

1 4 病毒基因文库的构建 

限制性内切酶 BarrgtI、EcoR 1购自华美生物工 

程公司，T4DNA连接酶购自TakaRa公司。文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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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Xho I-G／H片段上，这对于该基因的序列分析和 

表达，进而揭示 NPV问的亲缘关系和分子进化，以 

及将该基因的表达产物作为添加剂应用于林业害虫 

的生物防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实验过 

程中，作者曾试图通过用于扩增 HearSNPV几丁质酶 

基因的引物来扩增 PaorNPV的几丁质酶基因，结果 

没有成功，表明在 P日m似 v基因组上不存在与此引 

物相对应的同源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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