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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general cDNA library of Agrotis segetum granulosis virus(ASGV)which was from infected 

A grotis segetum(As)l arva has been constructed．The first and second cDNA strands were synthesized by 

AMV reverse transcriptase from mRNA which was isolated from total RNA of infected As larva． So the 

general cDNA library includes AsGV’S and AS’S， Th en the library of AsGV included 108 1 positive 

clones were screened by spot hybridization， Th e labeled AsGV genome DNA probe With DIG kit was 

cut by restriction enzyme of EcoR I and Hind 11． Th e sequence of positnive clones accord with the 

genome of AsGV，and there are 59 coding sequence which were amplified with synthetic primer of As— 

GV genome according entirely with the genome of As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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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感染黄地老虎颗粒体病毒 grotis segetum ganulosis virus，AsGV)的黄地老虎幼虫为材料提取总 RNA、 

分离 mRNA，并反转录合成 cDNA，构建了包括黄地老虎 (Agrotis segetum，As)幼虫和黄地老虎颗粒体病毒的 

cDNA文库 。用 EcoR I和 HindIII限制 性 内切 酶酶切 AsGV基因组 DNA，制 备地高 辛探针 ．与上 述总 RNA、mR． 

NA、cDNA杂交 ，从文库 中筛选 出 AsGV的 阳性 克隆 1081个 ，经 cDNA测序 ，cDNA编码序列 与基因组编码序列 

相符。并根据基因组阅读框序列合成引物 ，PCR扩增出59个阅读框的编码基因，也完全与基因组序列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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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地老虎 grotis segeturn，As1为地下害虫 ， 

属鳞翅 目 (Lepidoptera)夜蛾科 (Noctuidae)切根种 

类的杂食性昆虫，具有夜盗性，是我国及世界农业 

生产上一大害虫，主要危害棉花、玉米、蔬菜等农 

作物。 

在昆虫杆状病毒研究中，已被鉴定和定位的基 

因有 6o多种⋯。但仍有大部分是未知基因。根据 目 

前报道的研究资料表明，杆状病毒的某些基因有很 

大的开发利用价值，一些功能基因、结构基因、调 

控基因被研究和应用。有研究证明 颗粒体病毒的 

增效因子一vef(viral enhancing factor)能对多角体病 

毒 (NPV)、苏云金杆菌 (Bt)显示其昆虫病毒增效 

蛋白的杀虫增效活性 ⋯3。在农业生产上有着广阔的 

应用前景 ，如利用体外高效表达体系表达增效基 

因，作为杀虫剂或在植物中直接表达后在病毒的作 

用下提高幼虫感染率和致死率。潜在着巨大的社会 

经济价值。 

本文以感染 AsGV的黄地老虎幼虫为材料构建 

了包括 As、AsGV的cDNA文库，试图从病毒基因 

组及其编码基因人手，希望发现一些功能基因．为 

将来更深入的研究及早 日实现黄地老虎颗粒体病毒 

的生物防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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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 与方法 

1．1 材 料 

1．1．1材料来源：黄地老虎成虫采自乌鲁木齐市新 

疆农科院试验地，用黑光灯诱捕，将诱捕的成虫以 

20％的蜂蜜水饲养，等待产卵后 ，将卵在 26℃孵 

化，用灰藜 (Chenommanmranticolor)叶片饲养；黄 

地老虎颗粒体病毒 (AsGV)毒源来自本实验室保存 

毒种 。 

1．1．2 生化试剂：总 RNA提取试剂盒 Trizol Reagent 

购自上海华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mRNA提取试剂 

盒 PolyATtract(!!)mRNA Isolation Systems购 自Prome— 

ga公司；cDNA合成试剂盒 SuperScriptTM Plasmid 

System for cDNA Synthesis and Plasmid Cloning购 自 

LIFE TECHN0L0GIES公 司：杂交试剂盒 DNA Lab— 

eling and Detection Kit Nonradioactive购 自 Bioche— 

mica公司。ot_32pdCTP同位素购自北京亚辉生物医 

学工程公司。 

1．2 方法 

1．2．1 接毒：接毒方法按文献【 】所述 ．将黄地老 

虎 3龄幼虫饥饿 24h．灰藜叶片洗净并经紫外线照 

射．取 20rag AsGV干粉在 5mL无菌水中碾磨，涂 

在灰黎叶片上，晾干，饲喂幼虫。 

1．2．2 AsGV制备：AsGV按文献【 】方法制备．获 

得纯净包含体冷冻干燥备用。 

1．2．3 AsGV基因组 DNA制备：参照文献【 ~hDNA 

噬菌体提取方法 ，取冷冻干燥的纯净包含体(AsGV1 

提取 DNA，琼脂糖电泳检测。 

1．2．4 AsGV基因组测序：与上海基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合作，首先用鸟枪法构建 AsGV基因文库， 

用 PE Biosystems最新推出的 ABI PRISM 7000型 

DNA分析仪进行大规模测序 ，使用 In nerPeace软 

件拼接。 

1．2．5 总 RNA提取：将黄地老虎 3龄幼虫分别 

在感染病毒 24、48、72、96h后取样。用上海华舜生 

物 工 程 有 限公 司柱 式 总 RNA抽 提 试 剂 盒 和 

GiBcoBRL总 RNA和 mRNA分离试剂盒．从感病样 

品中提取总RNA。测 O．D值 。贮存于一7O℃备用。 

1．2．6 mRNA分离：按 Promega公司 PolyATtract~ 

mRNA Isolation Systems试剂盒说明。取上步提取总 

RNA 1．0mg／500tzL，按手册操作 ，将洗脱 mRNA， 

加 0．1体积的 3mol／L NaAc和 1．0体积的异丙醇过 

夜沉淀，调至浓度为l L，置一70℃保存。 

1．2．7 PCR扩增阅读框密码基因：根据 AsGV基 

因组序 列 阅读 框 合 成 引物 ．按 Promega公 司 

Universal RiboClone cDNA Synthesis System 手 册 ． 

取 2 g的 mRNA加 随机引物合 成 cDNA，用于 

PCR扩增阅读框基因的模板。 

1．2．8 cDNA克隆：按 GiBcoBRL公司SuperScriptTM 

Plasmid System for cDNA Syntheses and Plasmid 

Cloning技术手册操作，取 5 g mRNA，合成 cDNA 

用 Backman液闪计数器计算 cDNA合成含量 ．用 

合成的cDNA双链削平 cDNA末端．加 S I接头， 

再用 Not I消化形成 S I和 Not I粘性末端 ．然后 

用色谱柱层析法去除小于 500bp的小片断．与带有 

Sa／I和 Not I粘性末端 的 hDNA ZipLox两臂连接 ． 

用 hDNA包装蛋白将连接好的cDNA包装 ，然后用 

PDB稀 释 至 500tzL，从 中分 别取 1 L，IOI~L， 

IO01~L侵染对数生长期的 E．coli Y1090，铺平板 ， 

计算库的大小。并在上层培养基中加 lmg／L X—gal 

和 0．002molP~ⅡyrG，37℃培养过夜来估计重组率。 

为了cDNA测序的方便．将噬菌体转化成质粒．小 

量提取质粒 DNA，酶切后．琼脂糖电泳检测片段 

的大小。文库扩增按文献【 】方法进行。 

1．2．9 探针标记：按 Boehringer Mannheim DNA La 

beling and Detection Kit Nonradioactive技术手册制 

备探针。 

1．2．10 Northern杂交：按 Boehringer mannheim公 

司非放射性标记试剂盒说明书操作，用地高辛标记 

AsGV基 因组 DNA为探 针 与总 RNA和 mRNA杂 

交。 

1．2．1 1 Southern杂交：按文献【 】方法将稀释铺平 

板，37℃培养过夜；影印杂交：按 Detecting probe 

DNA—targer DNA hybrids方法将杂交膜显色：挑取 

阳性克隆，用于cDNA测序。 

1．2．12 cDNA测序 ： 以 pZL 1载体上 M13／PUC 

为引物，阳性克隆为模板 PCR扩增，由上海基康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用 ABI PRIS M37000型 DNA 

分析仪进行 cDNA测序。 

2 结 果 

2．1 提取 感病 As总 I A、mRNA与基因组 DNA 

杂交 

将提取的总 RNA、mRNA进行 Northern杂交， 

结果显示阳性 ．证明了在 As总 RNA和 mRNA中 

都有 AsGV的 RNA和 mRNA存在 f见图 1)。说明 

病毒随着寄主在增殖 ，因此合成 cDNA中既包含有 

～ 黄地老虎幼虫基因的cDNA也包含有 AsGV基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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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AsGV DNA探针与不同时间感病的 As、RNA、mRNA杂交 

Fig．1 The hybridization of different state infected As Larva with 

label-ed AsGV DNA probe 

1—4，Total RNA intected AsGV 24、48、72、96h；5-8，As mRNA infe— 

cted AsGV 24、48、72、96h：9，AsGV genome． 

图 2 As总 RNA、mRNA、cDNA合成 

Fig．2 As total RNA mRNA and synthesized cDNA 

1． DNMEcoR I、Hidmmarkers；2．Infected As RNA； 3，Infected As 

mRNA； 4．The synthesizde first-strand control cDNA： 5．The synth— 

esiz ed second—strand control cDNA； 6．The synthesized first—strand 

infected As eDNA； 7，The synthesizde second—strand infected As 

cDNA． 

图 3 AsGV DNA探 针检测 

Fig．3 The hybridization with l abeled AsGV DNA probe 

1．hADN／EcoR I+日idnl markers；2，Infected As RNA；3，Infected As 

mRNA：4．First— slrand synthesized control cDNA； 5，Second-strand 

synthesized control cDNA； 6．First—strandinfected As synthesized 

cDNM 7．SecOnd—strand infected As syntheszed cDNA． 

cDNA。通过杂交实验也证明了它的可靠性 (见图 

2。图 3)。 

2．2 cDNA合成与克隆 

测定第一链的放射性闪烁计数，通过公式计算 

得出单链 cDNA的产量。将双末端粘性化 的双链 

dscDNA经过柱层析 (column chromotgraphy)，分离 

不同大小 片断 cDNA共 20管 ，分别用液闪仪测定 

放射性同位素每分钟闪烁计数 fc／min)，去除 1—8 

和 l5—20管。留取大于 500bp的 9—14管 ，算出双 

链的产量为582ng，沉淀纯化后用于连接与克隆， 

2．3 重组子鉴定 

取 20ng的 dscDNA与 hZipLox NotI／SalI双臂相 

连，经 E．coli Y1090菌株进行滴度测试 ，按 6x10 

铺平板噬斑密度较为合适，利于杂交，经与 AsGV 

探针原位杂交约 l／3为阳性克隆。(图4)共筛选阳性 

克隆 1081个 。 

图 4 AsGV原位杂交 

Fig．4 The result of AsGV in situ hybridization 

2．4 基因组 DNA与 cDNA测序 

通过上海基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测得全基因组 

序列为 131680bp，(已申报 国际专 利 ，申请 号 ： 

0ll12 663．9CN．PCT／US0l／32l531通过软件拼接 

形成一个环状结构．经序列分析发现有 129个阅读 

框．所测 AsGV的 cDNA克隆序列与 AsGV基因组 

序列阅读框序列相吻合，根据 AsGV基因组阅读框 

序列合成引物 ，以合成 cDNA为模板 PCR扩增阅 

读框密码基因 59个。因所合成 cDNA量有限故只 

扩增了 59个阅读框基因 ，通过两头测序 比较 ，完 

全与基因组序列相同。 

3 讨论 

根据文献⋯所述。苜蓿银纹夜蛾核多角体病毒 

(AcNPV1基 因组 的转 录分 早早 期 、早期 、晚期 、 

晚 晚期 ，转 录高峰在感染病 毒 2—15h以后 。从感 

染 AsGV的幼虫中捕获大量 AsGV的 mRNA是至关 

重要的一步。由于染病程度不同的虫体中 AsGV 

mRNA的丰度是不同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 AsGV 

所有基因在虫体中的表达也不是同步的．以及不同 

的虫体所表达的 AsGV的基因也不同。这些因素都 

会大大影响到所建文库中阳性克隆的百分含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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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GV文库的完整性。有必要从染病程度不同的虫 

体中同时取材。根据公式计算建库理论值为 800个 

cDNA克隆，于是我们从大量的cDNA克隆中通过 

斑点杂交的方法筛选出 AsGV的 cDNA克隆 1081 

个，涵盖了整个基因组阅读框。并把它们全部进行 

测序。我们把已经克隆的病毒 cDNA克隆数按照 

1000个计算 。任何一种类 型的稀有 mRNA在总 

mRNA所占的相对比例为 1／218 ．因而构建了完 

整的 AsGV cDNA文库。所测序列涵盖了整个阅读 

框。经序列分析 129个 off基因与杆状病毒同源性 

较强的有 60余个。同源率在 70％以上的编码基因 

有 l8个 (详细资料另发表)。因此发现了一部分新 

基因，有待进一步研究。编码基因占整个基因组的 

1．02％。与文献 所述杆状病毒属双链环状 DNA病 

毒基因组大小为80—160kb相吻合。 

在构建 AsGV cDNA基因文库的同时也构建了 

As基因文库，目前还没有能力对 As cDNA进行序 

列测定，如果有条件对 As cDNA测序将有助于进 

一 步获得此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条件下表达的基 

因，在基因水平上深入了解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的 

分子机理．对于研制高效病毒杀虫剂推进绿色农业 

的进程，以及新基因的开发与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已知功能基因进行高效表达。应用于工农医的 

前景非常广泛．如用几丁质酶基因转化植株正日益 

成为植物防御真菌病害的有效途径。而应用病毒几 

丁质酶基因构建裂解工程菌用于病虫害防治。将给 

未来成功应用的病虫生防带来更广的发展前景．增 

效蛋白也可用于增强病毒的感染能力。启动基因用 

于表达载体的构建可提高 目的蛋白的表达量。对构 

建多价重组基因昆虫病毒杀虫剂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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