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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et：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difierence of protein expression in A utograph cdifornica nu,cleo,7 

polyhedrosis virus(AcMNPV)mutants，the spodopterafrugiperda IPLB-SF-21 Cell was infected with 

wild type(HR3)and mutants(ts317，ts538，ts8)，and incubated at permissive and nonpermissive 

temperature，then determ ined the time of protein expression with antibodies against P47，P143 and 

other viral structure proteins of budded virus．The results indicated： 11 P47 was expressed protein in 

late．The cells infected with mutants could be expressed the P47 at 25℃ and not at 33oC．21 P143 was 

expressed protein early．The cells infected with mutants could be expressed the P143 at both tempera- 

ture，but ts8 was the most weak．3)Similar levels of structural proteins of AcMNPV were detected in 

both wild type and ts3 1 7 at 25~C，but ts538 and ts8 were slight weak than ts3 1 7-infected cel1．Almost 

of BV proteins(except to GP64 and P2．4)were not expressed in cells infeeted with ts538 and ts8 a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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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nts 

摘 要：将苜蓿银纹夜蛾多核衣壳核型多角体病毒 似utograph cdifomica nuclearpolyhedrosis virus，AcMNPV)的 

野生型株 HR3和温度敏感突变株 ts317、ts538、ts8感染草地贪夜蛾 (Spo,lopte~afrugiperda)Sf21细胞 ，并在允许 

温度 (25℃)或非允许温度 (33℃)下培养 ，分别采用过氧化物酶标记的抗 P47蛋 白、抗 P143蛋白、抗多体蛋白 

和抗病毒结构蛋白的单克隆抗体检测病毒增殖过程各蛋 白出现 的时间。结果表明：1)P47蛋 白是一种晚期 

(12hpi)表达蛋 白 ，各突变株 在允许 温度 (25~C)能够 表达 ，但在非 允许 温度 (33℃)不能表 达。2)P143蛋 白是一 

种早期 (8hpi)表达蛋白，在允许温度和非允许温度时都能表达，ts8的表达量较少。3)在非允许温度条件下，蛋 

白质的合成速度高于允许温度。41野生型和突变株 ts317的病毒结构蛋白 (P80、GP64、VI>39、P24和 唧 在允 

许温度增殖下都能检测到，ts538和 ts8表达量相对少些。5)除了GP64和 P24外，ts538和 ts8感染的细胞在非允 

许温度下不能表达病毒的结构蛋白。6)野生型毒株 HR3在允许温度和非允许温度下的蛋白表达无明显差异。 

关键词：苜蓿银纹夜蛾多衣壳核型多角体病毒(MNPV)；蛋白表达；温度敏感突变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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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状病毒作为病毒杀虫剂具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 ，同时，包括银纹夜蛾多衣壳核型多角体病毒 

utograph cdifomica nll~leol"polyhedrosis virus， 

AcMNPV)在内的几种杆状病毒已作为外源基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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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载体，使得杆状病毒的研究不仅具有应用价 

值，而且具有理论意义。温度敏感突变珠的遗传学 

分析及瞬时表达测定结果表 明有 l9种 AcMNPV基 

因是晚期和极晚期基因的表达所需要的【lI 一些 晚 

期表达的因子对于早期基 因表达和 DNA复制是必 

需的[2I。早期发现在 AcMNPV基 因组中 p47区具有 

调控晚期基因表达的功能 ．ts317的突变部位定位 

在 p47基 因上 ，p47基 因不影 响 DNA的复制 ，但 

是能减少晚期和极晚期基因的转录【3． I。AcMNPV． 

p143基因表达产物 P143是一种 DNA结合蛋 白． 

P143蛋 白对于病毒 DNA的复制是基本必须的【5l61． 

核酸序列分析表明温度敏感突变株 ts8的突变部位 

在 p-143区内，P143的突变改变了病毒 DNA的转 

录，P143基 因的表 达产物 P143在 DNA复制过程 

中起 到解 螺旋 酶 的作 用【7l 81。ts538的突变 部位在 

fe厂_4区内 ， 4基 因表达产物是一种晚期转 录调 

节因子141．其表达产物 LEF一4具有 RNA 5’端三磷 

酸脂酶 、核苷三磷酸脂酶、核苷酸转移酶的活性[91。 

本研究通过野生型和突变株的蛋白表达时相的对 

比，试 图了解基因的局部突变对其他基 因表达的影 

响。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白的单克隆抗体 、抗病毒结构蛋白多克隆抗体由 

Dr．E．B．Carstens实验室提供。 

1．2 病毒感染 

在 35mm平皿中接种 1×106Sf21细胞 ．28℃过 

夜，除去培养液．加入 500txL用 TC100培养基稀释 

的病毒悬液(10 pfu／mL，moi=10)室温吸附 90min，除 

去病毒悬液，加入2．5mL含 lO％~s牛血清的 TCl0o 

培养液，然后分别在 25℃和33℃孵育。 

1．3 细胞收获 

感染细胞分别在感 染后 4h、8h、12h、24h、 

48h收获．通过洗涤离心收集细胞用于 SDS—PAGE 

和 Western blotting。 

1．4 W estern blotting 

细胞样 品在 由 10％分离胶 和 6．5％的浓缩胶组 

成 的 SDS—PAGE上进行蛋 白的分离 。通过 电转 移 

装置将蛋 白样 品转移到硝酸纤维素膜上 。含有蛋 白 

样品的膜经过含 1．O％脱脂奶粉 的 PBST f含 10％的 

Tween20)封闭液在 4℃封闭过夜，然后先后与第一 

抗体 (1／10000)和第二抗体 (1／10000)反应，用 

Chemiluminesence(BM)染色 ，在 X一光片上曝光检 

查结果 

1 材料和方法 2 结果与讨论 

1．1 细胞 、毒株和抗体 

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z e 0)IPLB—SF一 

2l细胞 (Sf21)，苜蓿银 纹夜蛾多核衣壳 核型多角 

体病毒 (AcMNPV)野生型毒株 HR3、温度敏感突 

变株 ts317、ts538和 ts8，抗 P47蛋 白和抗 P143蛋 

a b 

HR3 ts3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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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f21感染细胞 中 P47蛋 白的检测 

利用抗 AcMNPV P47蛋白单克隆抗体检测分 

别在 25~C(~q la、lb)和 33~C(~1 lc、Id)孵育的用野生 

型 毒株 HR3和 突 变 株感 染 的 sr21细 胞 ．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见图 1。P47蛋 白表达 的初始时间 

ts538 ts8 

kDa 

一  
!! ! !!! 

kDa 0 4 8 I 2 24 48 72 0 4 8 I 2 24 48 72 h 

图 l AcMNPV野生型(HR3)和突变型(ts317、ts538、ts8)毒株 p47蛋白的表达时相 

Fig．1 The time course of P47 protein in wild type AcMNPV and its mutant(ts3 17、ts538 ts8) 
a-b，In permissive lem parelure 25~C； c-d．In monpermissive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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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2hpi．两种不 同温度对其野生型毒株的 P47蛋 

白表达无明显影响．突变株 ts317、ts538和ts8在允 

许温度下仍能表达．但在非允许温度时．该蛋白不能 

表达 。结果表 明：p47、p143和 厂一4基因的突变直接 

影响 P47蛋白的表达 

2．2 Sf21感染细胞中 P143蛋 白的检测 

利用抗 AcMNPV P143蛋白单克隆抗体检测在 

25℃(图 2a、2b)和 33℃(图 2c、2d)孵育的用野生型毒 

a 

HR3 ts317 

C 

旦墅 塑12 

豢l■■■■ 

株 HR3和突变株感染的 Sf21细胞 。Western blotting 

检测结果见图 2。P143的初始表达时间为 8～12hpi 

但 大量表达时 间在 24hpi以后 ，不 同温度对 HR3、 

ts317和ts538无明显影响．但 ts8在允许温度下可 

以表达 P143蛋白而在非允许温度下则不能表达该 

蛋白。结果表明：除了P143基因突变直接导致无 

P143蛋白的表达外．p47和 ；ef4基因的突变不影响 

P143蛋白的表达。 

b 

ts538 ts8 

d 

h kDa 而  了 h 

钙

蠢重—■I · 
图 2 AcMNPV野生型 (HR3)和突变 型(ts317、ts538、ts8)毒株 P143蛋 白的表 达时相 

Fig．2 The time course of P143 protein in wild type AcMNPV and its mutant(ts317、ts538 ts8) 

a-b，In permissive tempareture 25％ ； c—d，In nonperm issive 33~C． 

2．3 Sf21感染细胞中病毒结构蛋白的检测 

利用抗 AcMNPV病毒蛋白多克隆抗体检测分 

别在 25~C(图 3a、3b)和 33~C(图 3c、3d)孵育的 

用野生型毒株 HR3和突变株感染的 Sf21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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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见图 3。在允许温度下野 

生毒株和温度敏感突变株的 GP64(envelope glyco． 

protein)、P24、VP39(Capsid protein)、PTP(Pro- 

teintyrosine kinase)大量表达时 间为 24hpi，在非允 

b 
!!兰三墨 !!墨 

0 4 8 l224 48 72 0 4 8 l2 2448 7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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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cMNPV野生型 (HR3)和突变型 (ts317、ts538、ts8)毒株结 构蛋 白的表达时相 

Fig．3 The time eourse of strural protein in wild type AcMNPV and its mutant(ts3 17、ts538 ts8) 

a-b，In permissive temparetum 25"C；c-d，In nonpermissive tempareture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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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温度下，上述蛋白的表达时间都相应提前。在允 

许温度下 ，突变株与野生型毒株表达的无包涵体的 

病毒粒子结构蛋白的表达无明显差异，但 ts3l7毒 

株在非允许 温度 时 VP39蛋 白的表达量 明显减少 ． 

而 PTP则不能表达：ts538在非允许温度下除了能 

少量表达 GP64和 P24蛋白外其他结构蛋白都不能 

表达，ts8在非允许温度下除了微量 GP64蛋白外， 

其他蛋 白都检测不到 。结果表明 ：p47、 厂4和 

P143基因突变对病毒结构蛋白基因表达有较大的 

影响 ，尤以 P143基因突变为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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