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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夜蛾核多角体病毒泛素基因的克隆及原核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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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podoptera exigua multi-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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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A ubiquitin gene of Spotoptera exigue multi-nucleopolyhedrovirus (SeMNPV) was 

cloned and sequenced．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gene size was 243 bp，encoded 80 amino acids with 

apredicted size of 9．4kDa．To construct expressive vector for the udiquitin gene of SeMNPV．the frag． 

ment containing ubiquitin gene was inserted into pET-28a expressive vector．Expression of the fusion 

protein was induced by IPTG in E．coli BL2 1 fDE3)．By changing the time induced and the content of 

IPTG．the fusion protein had an optional expression leve1．The fusion protein was identified by West． 

elXl blot with a mouse Ab anti Ubiquitin from bovine oringe．To do the further study
， the specific Ab 

anti viral Ubiquitin was produced．In addition． the sequence of amino acids was analyzed with the 

software of Gendoc．Th e result displayed that ubiquitin of baculoviruses had some different amino acid 

substitutes in some residues and the amino acid sizes varied a lot compared with eukaryotic udiquitin． 

From these，we reckon that ubiqtuitins of baculovirus may have a unique way in the gene evol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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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甜菜夜蛾核多角体病毒 (spotoptera exigua multi—nucleopolyhedrovirus，SeMNPV)泛素基因“6函“itin被克隆 

和序 列分析 ，该 基因编码 区全 长 243bp，编码 8O个 氨基酸 残基 ，预计 蛋白质分 子量 为 9．4kDa。将 这一 ubiquitin 

基 因克 隆到原核 表达载体 pET一28a上 ，转化 至 BL21(DE3)中 ，用 IPTG进行诱 导表达 ，对表达 的条件进 行 了优 

化。用异源的泛素单克隆抗体检测目的蛋白，Western blot实验证明所表达的蛋白是泛素蛋白。同时．我们制备 

了特异性的抗体，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做了基础。通过计算机软件 Gendoc对不同来源的泛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病毒中的泛素与真核细胞中的泛素相比较，泛素的氨基酸序列有较大的变化 ，杆状病毒的泛素基因在分子进化上 

可能有 比较独特 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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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Goldsteint 】等从兔胸腺中分离到一种小 

分子的蛋白质，后来发现其广泛存在于各种真核生 

物中，且不同种属的这种蛋白质有极其相似的结 

构，所以命名为泛素 (Ubiquitin)。大多数种属的 

泛素由76个氨基酸组成，其分子量为 8．3kDa。真 

核细胞中编码泛素的基因有两种类型闭。第一类基 

因在染色体中由多个基因首尾相连，形成多个泛素 

基因的重复序列，由这类基因表达而合成的泛素常 

以多聚体的形式存在，因此这类基因常称为多聚泛 

素基因 (poli—ubi基因)。这一类基因的表达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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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胁迫，胞内代谢状况和细胞周期等多种因素的调 

节。第二类基因表达产物是一种融合蛋白，该基因 

的表达产物比泛素大的多，它是一个泛素分子的 

C一末端连接着一段由 52或 76—81个氨基酸组成的 

扩展肽，称之为泛素一C末端扩展蛋白。此扩展肽 

被特殊的酶切下来。形成 80S核糖体的组分。这类 

基因主要在细胞快速增长时表达。泛素在细胞生命 

周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泛素与蛋白结合构成的复 

合物要被水解酶降解。泛素一蛋白水解酶复合体通 

路 (Ubiquitin proteasome pathway UPP)途径 【31，是 

细胞质和核内蛋白 ATP依赖性的非溶酶体降解途 

径。高效并高度选择性地进行细胞内蛋白转换。尤 

其是短命的功能蛋白．癌基因产物和变性的变构蛋 

白。应急状态下也降解细胞内的其他的结构蛋白。 

UPP途径还参与某些重要 的蛋白质的编译后的修 

饰和改造，调节其功能。在细胞内的信号传导中也 

起着重要的作用[21。 

在病毒中也发现了泛素化的蛋白质。非洲猪 

瘟热病毒 (Afr／c,~swine fever virus) 编码一个与 

泛素连接酶同源的蛋白质 ，这表明病毒可能有类 

似 UPP水解酶的途径 。病毒的感染还可能促进宿 

主的泛素的表达。单纯疱疹病毒 (Herpes simples 

virus type I)感染的 Hela细胞通过病毒的转录因子 

来诱导宿主的多聚泛素的基因的表达[51。此外在植 

物病毒中。人们已发现多种泛素化的蛋白质．如 

烟草花叶病毒 。菠萝花叶病毒 。大麦叶柄花叶病 

毒『6】。Bechor等利用转基因的方法。将 Ubi—arg突 

变型 (正常型 Ubi—lys)泛素基因转入不同的烟草 

中。结果发现 ，转入该基因后，原来对 TMV敏感 

的烟草，在受到TMV感染时，病毒的复制明显下 

降，而抗性烟草只产生很少的几个斑点[71。在杆状 

病毒中，泛素基因存在于核型多角体病毒 fNPV) 

和颗粒体病毒中 (GV)中。在 AcMNPV中，泛素 

被锚定在病毒粒子的囊膜上，并且宿主的泛素可能 

也被锚定在病毒粒子的囊膜上『8】。在 AcMNPV中， 

已经证明病毒的泛素基因对于病毒的增殖并不是必 

需的，但对病毒粒子的产量有影响[91。SeMNPV的 

泛素基因证明是一个晚期表达的基因『】01。但是在病 

毒感染 中所起 的作用国内外还未报道。本文对 

SeMNPV的泛素基因进行了氨基酸序列分析、原核 

表达和 Western blot鉴定 。并且制备了病毒泛素的 

特异性抗体 。为进一步研究 SeMNPV的泛素基因 

的功能奠定了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l-l 病毒株 菌株和质粒 

SeMNPV中国分离株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 

究所分离⋯】，大肠杆菌 BL21(DE3)，质粒 pET一28ct由 

侯松旺博士馈赠，大肠杆菌 DH5ct由本实验室保存。 

1．2 病毒的提纯和 DNA的提取 

病毒的提纯和病毒 DNA的提取参照文献㈣。 

1．2．1 PCR引物设计：根据已公布的SeMNPV全序 

列设计泛素基因的上游引物和下游引物 Pl和 P2， 

在上下游分别加上 BamH I和 ．s I两个酶切位点 。 

Pl：5’agaaggatccatgcagatttttgtaa3’ggatcc为 BamH I 

酶切位点 

P2：5’tgccgccgtcgactctttaaact3’ gtcgac为 Sal I酶切 

位点 

1．3 聚合链反应(PCR) 

以 SeMNPV全序列为模板进行。反应条件为： 

94℃45s，54℃50s，72oClmin。30个循环 ，72℃延 

伸 5min。所用的酶为高保真的Pyobest DNA Poly． 

merase(TakaRa公司1。 

1．4 PCR产物的克隆和鉴定 

将 PCR平端产物加 dATP后．克隆到 pGEM—T 

载体上，此重组质粒命名为 pGEM—ubi。加 dATP 

反应 和连接 反应 均参 照 pGEM—T连 接试 剂 盒 

(Promega公司)。感受态细胞的制备和转化实验参 

照文献『I2】。PCR产物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1．5 融合基 因表达载体 的构建 

用 BamH I和 ．s I从 pGEM—ubi双酶切 切 下 

ubiquitin基 因片段 。与 同样 双酶切 的 pET一28a相 

连。连接反应及转化实验均参照文献㈣。重组表达 

质粒命 名为 pET—ubi。上海博亚公 司对其中插入 

DNA片段进行测序。 

1．6 融合基因在大肠杆菌中进行表达 

将 pET—ubi转化 BI21(DE3)，按文献 [121用 

IPTG进行诱 导表达 目的蛋 白。用 15％的 SDS— 

PAGE进行电泳分析。并且用不同的 IPTG浓度和 

不同的时间进行诱导 目的蛋白表达，以获取最佳的 

蛋白诱导条件。 

1．7 融合蛋 白的 Western blot鉴定 

表达融合 Ubiquitin蛋 白做 Western blot鉴定 。 

第一抗体为小鼠抗牛源 Ubiquitin的单克隆抗体 

(Santa Cruz Biotechnology，Inc)，第二抗体为碱性磷 

酸酶标记的羊抗鼠二抗 (上海华美公司)，显色反 

应用NBT／BICP显色试剂盒 (上海华美公司)，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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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blot实验步骤的参照文献【 。 

1．8 特异性的抗体 的制备 

从 SDS—PAGE蛋 白电泳 胶上切 下含 有 200~g 

目的蛋白的凝胶带．用 PBS缓冲液清洗三次．放 

入冰箱冷冻 24h．用匀浆器捻碎冰冻的凝胶带．使 

成粉末状 ，溶于 lmL的PBS缓冲液。对家兔进行 

皮内注射 ，分散 24—36位点各注射 0．025mE蛋 白 

凝胶液三周后进行第二次注射．再进行两次加强注 

射后 ，通过 Western blot实验测定抗血清的效价。 

抽兔子血，37℃温浴 1h后放入 4cI=冰箱过夜．取血 

清分装后，一2O℃保存。 

2 结果与分析 

2．1 泛素基因的克隆与鉴定 

根据已公布的 SeMNPV全序列设计泛素基因 

的上 游 引物 和 下 游 引 物 P1和 P2．扩增 出 一 条 

350bp左右的片段．将这条片段克隆到 pGEM—T载 

体上，酶切鉴定分子量大小正确，如图 1。 

图 1 pGEM-ubi酶切鉴定 

Fig．1 Identification of pGEM-ubi 

M，Marker；l一2，pGEM-ubi／BamH I+Sa／I；3，pGEM—TIBamH l+Sal I、 

2．2 泛素基因的序列分析和同源性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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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夜蛾核多角体病毒中国株的 ubiquitin基 

因编码 区全长 243bp，编码 8O个氨基酸残 基 ．预 

计蛋白质分子量为9．4kD．其核苷酸序列与甜菜夜 

蛾核多角体病毒美国株相同【】51。泛素是生物体内一 

类高度保守的蛋白质．因而在生物的分子进化研究 

上具有重要意义 。SeMNPV ubiquitin基因编码产物 

与 GeneBank中来源于不同病毒、不同昆虫和哺乳 

动物的泛素进行氨基酸序列的 Blast同源性比较。 

结果显示．甜菜夜蛾核多角体病毒泛素蛋白质与来 

源 于 AcMNPV、EpMNPV、LdMNPV、 BmMNPV、 

SIMNPV、OpSNPV、HzSNPV和 HaSNPV等 8种杆 

状病毒 NPV泛素的氨基酸 同源性分别为 75％、 

78％、78％、75％、83％、81％、77％、77％，与来 

源于杆状病毒 CfGV和 CpGV编码泛素的氨基酸同 

源性 为 79％、78％，与来源 于昆虫痘病毒 EPV 

AmEPV、MsEPV泛素的同源性为 78％、78％．与 

来源与哺乳动物病毒 BVDV泛素的同源性为 84％． 

与来源与双翅目昆虫的泛素 Dm—Ubi的同源性为 

84％．与来源于鳞翅 目昆虫的泛素的 Bm—Ubi、Sf- 

Ubi同源性 为 84％、84％。同时 ，用 Gendoc软件 

进行氨基酸序列比较分析，结果如图 2。从比较结 

果可以看出，病毒中的泛素中．与功能有关的几个 

氨基酸 Lys一29．Lys一48，Lys一63和 Gly一76．只有 

LdMNPV泛素基因的 Lys一29变为 Gin一29．其它病 

毒的泛素基因都很保守。真核细胞的 Ubiquitin只 

有 l到 3个氨基酸个不同．但是在杆状病毒中氨基 

酸的变化较大。在氨基酸序列的 19、2O、24、25、 

31、37、53、57位 。氨基酸的变化很大．而且这 

些氨基酸的变化也仅仅出现在固定的这些位置上。 

真核细胞中单体泛素基因编码的 76个氨基酸而泛 

素延伸蛋白是泛素分子的 C一末端连接着一段由 52 

图 2 不同来源的泛素基因氨基酸序列 同源性 比较 

Fig．2 Alignment of ubiquitin from different specis 

The black color represents 100％ identity，the gray color represents 80％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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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杆状病毒 申 心 iq试缸 编码蛋 白质的氨基酸残基个数 

Table I Number of amino acids of Ubiquitin in baculovirus 

SeMNPV AcMNPV BmMNPV SIMNVP LdMNPV HaSNPV HzSNPV EpNPV OpSNPV CfGV CpGV 

Number of aa 80 77 77 322 l50 77 77 83 93 89 94 

或 76—81个氨基酸组成的融合肽。这类融合肽被切 

割后，形成 80S核糖体的组分。与真核细胞的两种 

泛素蛋白相比较 ，病毒的泛素蛋白就有较大的变 

化。从表 1可以看山，病毒泛素蛋白并不是76个氨 

基酸，也并不是融合了 52—80的多肽 ，而且杆状病 

毒的泛素的融合肽与真核细胞泛素融合肽的同源 

性很小。更令人关注的是在 SIMNPV中，泛素基因 

是与一个膜蛋 白基 因gp37融合在一起表达。从 

Blast结果看。在病毒中的泛素基因主要存在于杆状 

病毒中和昆虫痘病毒中。在 BVDV一2中，泛素有可 

能是在复制中通过基因重组得到的插入片段【n】。泛 

素基因在杆状病毒中的普遍存在，并且基因序列有 

较大变化 。这些现象说明杆状病毒的泛素基因有可 

能存在一种独特的基因进化的方式。 

2．3 融合基因表达载体的构 

用 D --~ U．I和 S I从 一p tjr lLt1~ |一u1)i双酶 切切 下 

ubiquitin基因片段。连接到 pET一28a表达载体上 ， 

用 BamH I和Sa／I酶切鉴定分子量大小正确(图 3)。 

pET—ubi经测序检测与公布的 SeMNPV的 6 ．_itin 

序列完全一致。而且 ubiquitin片段正确插人表达载 

体阅读框。 

图 3 pET-ubi酶切 鉴定 

Fig．3 Identification of pET-ubi 

M，Marker； 1，pET—ubi／BamH I+sd I 

2．4 泛素蛋 白在大肠杆菌中进行诱导表达 

选用 不同的 I G浓 度 0．8mmol／L、1．0mmol／L、 

1．2mmol／L和不同的诱导时间 0h、1h、2h、3h、4h、5h 

进行诱导表达。表达的结果见图 4和图5。由图4看 

出．IPTG诱导融合蛋 白表达时 ，当 I G浓度为 

0．8mmol／L时，目的蛋白表达量最大。而图5显示，诱 

导时间为 1h，融合蛋白的表达量已经达到很高的水 

kDa M 1 2 3 4 5 

图 4不 同 IPTG浓度对蛋 向表达 的影 响 

Fig．4 Fusion protein expression induced by different contents of 

iPmG 

M，marke~5，pET-28a induced by 1．0mmol／L IPTG in 4 hours；1,2，3， 

4，pET—udi induced by 0．6、0．8、1。0、1．2mmol／L IPTG in 4 h，respect- 

ively． 

kDa M 1 2 3 4 5 6 

图 5 I G诱导持续时间对蛋白表达的影响 

Fig．5 Fusion protein expression induced by IPTG in different 

time 

M，marker；1-6，pET—ubi in duced by 1．0 mmol／L IPTG in 0，1，2，3 

4，5 h，respectively． 

平，随着时间的延长，蛋白的表达量并没有太大的变 

化。 

2．5 Western blot检测 目的蛋白 

原核表达的蛋白经 SDS—PAGE电泳 。使用牛 

源泛素的单克隆抗体进行 Western blot检测 f图 61 

出现一条特异性的抗原一抗体结合带 。根据分子量 

的大小推测，这条带的分子量与目的蛋白的分子量 

相同。从而证明原核系统中表达的目的蛋白是泛素 

蛋白。我们用原核表达的泛素融合蛋白作抗原制备 

了多克隆抗体，大量泛素抗体的制备为以后进一步 

研究泛素功能奠定了基础。 

l卜 加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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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Western blot检 测 目的 蛋 臼 

Fig．6 Detect the target protein by mouse monoclonal antibody 

M，market 1，pET—ubi；2，negtive control pET一28a． 

3 讨论 

泛素基因在真核细胞中普遍存在，在许多种病 

毒中也有泛素基因存在．但是在病毒中对泛素基因 

的研究进行不是很深入，具体到泛素在病毒中所起 

的作用还没有揭示 。本文对 SeMNPV泛素基因从 

氨基酸序列分析、原核表达及检测都做了系统的研 

究。 

Semnpv泛素基因编码 80个氨基酸，与其他真 

核细胞和病毒的泛素基因都有很高同源性。我们选 

用 了pET一28a这样一个高效表达外源基因的表达 

载体表达泛素蛋白，使泛素基因在原核中得到大量 

的表达，泛素和蛋白融合表达 ，融合蛋白可以用 

His—tag纯化柱进行纯化。我们通过改变诱导表达 

的时间和改变 IPTG浓度 ，优化 了蛋 白表达的条 

件。从我们的工作可以看出，泛素基因在 pET一28a 

中从 1h就有很高的表达量 ．在 IPTG为 0．8mmol／L 

时蛋 白的表达量最大。 

我们通过 Western blot实验证实了所表达的蛋 

白是泛素。用异源抗体检测到 SeMNPV的泛素蛋 

白，这也说明 SeMNPV的泛素蛋白和其他种属的 

泛素蛋白在蛋白质水平上也有很高的同源性。通过 

直接用 SDS—PAGE胶上的蛋白带用做抗原制备抗 

体是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但是制备出的抗体特异 

性不是很强，从我们制备的抗体情况来看，抗体的 

效价可以达到 1：800，但是出现了非特异性带． 

所以制备抗体的方法还需要改进．可以先把蛋白通 

过 His—tag蛋 白纯化柱进行蛋 白的纯化 ，再用纯化 

的蛋白制备抗体。 

泛素主要作用是参与蛋白的降解，从而调控生 

物的功能。泛素基因在杆状病毒及其宿主中同时出 

现，在病毒的增殖中泛素又大量表达，这可能与一 

些特殊的蛋白代谢过程有关系。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就是要揭示杆状病毒中的泛素蛋白与这些蛋白降解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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