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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recombinant virus containing double copies of V—cath gene was constructed by using 

Han pvid Bac—to—Bac system．ThiS recombinan t virus was named as dciHaNP、 because it was inserted 

an other copy of V-cath gene controlled by iel promoter．Dot blot an d Northern blot an alysis showed that 

this recombinan t virus was correct．The toxicity was measured by using Hz—AM l cells infec ted with the 

recombinan t virus．Th e TCID5n ofdciHaNPlV is 3．16× l0 TCID5o／mL． 

Key words： Cathepsin gene V-cath； Northern blot an alysis； Bac—to—Bac system； Rec ombinan t 

baculovirus 

摘要：利用HaNPV的Bac—to—Bac系~(Hanpvid)构建了双拷贝v—cath基因的重组HaNPV，即：除病毒自身的v—cath 

基因外，还带有由iel启动子控制的早期表达 v．cath基因的重组病毒 dciHaNPV。Dotblot和 No~ emblot分析证 

明：重组病毒构建正确。用重组病毒感染 Hz—AM1细胞，测定了dciHaNPV的 TCID50为 3．16~10 TCIDso／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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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铃虫(Heliothis armigera)是严重危害棉花、玉 

米、烟草、蕃茄、小麦等作物的主要害虫之一。由 

于长期使用化学农药，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而且导致生态平衡破坏，棉铃虫抗药性剧增。杆状 

病毒(baculovirus)f]~I起许多害虫感病死亡，如棉铃 

虫 核 型 多 角 体 病 毒 (Heliothis armigera nuclear 

polyhydrosis virus，HaNPV)已作为生物杀虫剂用于防 

治棉铃虫。它具有安全性好(对人畜无毒)、在外界环 

境中稳定不污染环境等优点，但缺点是潜伏期长， 

杀虫速度慢，在生物防治应用中常常造成不可忍受 

的经济损失I 。因此，深入研究 HaNPV的侵染机 

理，构建重组病毒杀虫剂，缩短潜伏期，提高杀虫 

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巨大的应用前景。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野生型病毒，构建基因 

工程重组病毒杀虫剂是提高病毒毒力，加快杀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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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有效方法。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许多实 

验室致力于重组病毒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采用的方法都是在病毒基因启动子下游插入外源 

基因如昆虫特异性的毒素基因、酶、激素基因等， 

通过外源基因的高效表达来提高杀虫速度。1988 

年，Carbonell等最先利用 AcMNPV构建了表达蝎 

毒素基因 BelT 的重组病毒，但毒力没有提高。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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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昆虫特异性激素的重组病毒。第一个被表达的激 

素基因是利尿激素基因 (diuretic hormone)，用于构 

建重组家蚕核型多角体病毒 (Bombnyx mori nuclear 

polyhydrosis virus，Bn V) J。保幼激素 (Juvenile 

hormone。JH)和保幼激素酯酶 (Juvenile hormone 

esterase，脏 )、蜕皮激素 UDP葡萄糖基转移酶基 

因 (egt)、前胸腺 向性激 素 (Prothoracicotropic 

hormone，PTrH)基因等的重组 AcMNPV已构建成 

功，但毒力变化都不明显I】 】。已构建的重组病毒 

都是采用高效表达外源基因来提高毒力。而且绝大 

多数重组病毒是 AcMNPV，其应用范围受到限制。 

最近，刘德立等利用 AcMNPV穿梭载体 Bac—to—Bac 

系统成功地构建了双拷贝1，一cath基因的重组杆状病 

毒，即分别由极早期 iel启动子和极晚期基因 ph启 

动子控制 AcMNPV 组织蛋白酶 v—cath基因的表达 
II3]

。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构建重组病毒的新 

思路—— 即改变病毒基 因的表达时相提高重组病 

毒 的毒力 。将 晚期表达 的病毒组织蛋 白酶基 因 

v—cath置于极早期基因iel启动子的控制下，使其早 

期表达。利用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 HaNPV 的转 

座．穿梭载体 Hanpvid，即HaNPV Bac—to—Bac系统， 

构建了重组棉铃虫病毒 dciHaNPV，并研究了v—cath 

基因的表达对感染棉铃虫细胞 Hz—AM1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质粒及菌株 

限制性内切酶、T4 DNA 连接酶、胎牛血清 

(FBS)、Lipofectin、HEPES、各种抗生素及其它生 

化试剂等购自GIBCO／BRL和华美生物工程公司。 

DIG DNA 标 记 和检测 试 剂 盒购 自 Boehringer 

Mannheim公司。重组质粒 pBlue—IE1’、pRSET—cath 

和 pFAST／IE1一cath由作者本人构建 (v—cath基因来 

自AcMNPV)[13]o表达质粒 pRSET、大肠杆菌 TG1 

和 BL21等由本室保存。 

转座子载体 pFastBacl来源于 GIBCO／BRL公 

司。受体菌 E．coli DH5Ha由武汉大学朱应博士构 

建IJ ，其中含有 Hanpvid和 helper两种质粒。 

Helper能提供一种反式 因子促进 Tn7转座子转 

座，Hanpvid含有 HaNPV 的全基因组 DNA和一 

套转座一穿梭盒 miniF—Kan—lacZ—attTn7。 

1．2 病毒和细胞 

野生型 HaNPV 由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张光裕研 

究员提供。棉铃虫细胞系 Hz—AM1由华中师范大学 

余泽华教授惠赠。采用 Grace’S培养基培养传代。 

1．3 重组质粒转座载体的构建及转座 

以重组质粒 pRSET—cath和pBlue—IE’为基础， 

将 iel启动子和 v—cath基因分步插入到转座载体 

pFastBacl中，构建成 pFAST／IE．cath。转座方法参 

见文献【l3】。 

1．4 重组穿梭载体 Bacmid DNA的提取与制备 

Bacmid DNA的提取与制备采用 Luckow【l5】建 

议的方法。 

1．5 重组穿梭载体 Bacmid转染 Hz—AM1细胞 

用无血清，无抗菌素的 Grace培养基洗生长 良 

好 Hz—AM1单层细胞 2次，加入 lOpg重组 Bacmid 

DNA与 Lipofectin混匀并转染细胞【l刚。放置 28"C 

培养 6h后，换正常的含抗菌素的培养基，继续培 

养，观察细胞病变。 

1．6 细胞 RNA的提取 

分别收集正常细胞Hz．AM1和经病毒感染的细 

胞，参照文献【l7】提取 RNA。 

1．7 探针的制备和标记 

用 Xba l／Sac I酶切重组质粒 pRSET／cath(内含 

约 1．2 kb 外源 片段 )，琼脂糖 电泳 分离 。回收 

Ac／v—cath片段，经地高辛标记后作为探针备用。标 

记方法按 Boehringer Mannheim公司地高辛试剂盒 

说明书以随机引物标记法进行标记。 

1．8 Dot blot和 Northern blot分析 

分别取 pRSET—cath 重组质粒 DNA、正 常 

Hz—AM1细胞 RNA、经重组病毒 dciHaNPV 感染 

12h、24h和 48h后提取的Hz—AM1 RNA进行 RNA 

变性 电泳，并转移到尼龙膜上。经 8O℃ 2h烘干后， 

在 62℃预杂交 2h，然 后加入地 高辛标记探针 

Ac／v—cath杂交过夜。经 2×SSC，0．1％SDS洗两次； 

0．1×SSC，0．1％ SDS洗两次后，进行显色反应。 

操作程序参考文献【9】和地高辛标记试剂盒生产厂 

家推荐方法进行。 

1．9 重组病毒 TCID50的测定 

重组病毒用生长培养基作 lO倍系列稀释，并 

将细胞密度调整为 2×105／mL的细胞悬液。取 900 

L细胞悬液与上述各不同稀释度毒种 lOOpL混合 

后，接种到 96孑L板中 (每孔接种 100pL，每个稀 

释度接种 lO孔)。另取 lOOpL生长培养基代替毒种 

作对照。将培养板密封后置于 28℃培养 4—6d，观察 

细胞出现的感染的症状。计数各个稀释度细胞病变 

的空数，按 Reed—Muench方法计算 TCIDso。 

2 结果 

2．1 重组病毒 dciHaNPV的构建和筛选 

在已构建的重组质粒 pRSET-calh和pBlue—I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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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基 础 上 构 建 带 有 iel 启 动 子 的 重 组 质 粒 

pFAST／IE1’。再用 Xba I／Hind III酶切重组质粒 

pRSET／cath，将 v—cath基因定向克隆到pFAST／IE1’ 

的Xba I／Hin 点。经 Amp／Gm平板筛选和酶切 

鉴定得到重组转座质粒 pFAST／IE．cath。 

将重组转座质粒 pFAST／IE-cath转化 E．coli DH5Ha 

感受态细胞 (其中先已含有两种质粒：Ha--Bacmid 

和 Helper)，在含 IPTG／X—gal及 Kan／Gm／Tet三种抗 

生素的平板上筛选 白色阳性重组菌落，得到重组转 

座质粒 pHa／IE-cath。用 pHa／IE—cath转染 Hz—AM1 

细胞而得到重组病毒 dciHaNPV。即带有早期基因 

IE1启动子控制的来自AcMNPV的 v—cath基因，并 

能在早晚期表达 v—cath的重组病毒。重组病毒的构 

建过程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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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重组病毒v．cath基因转录物的Dotblot分析 

l，2，3，deiHaNPV感染 Hz—AM1 12、24、48 hpiRNA；4，5，6，w．t 

HaNPV感染Hz．AM1 12、24、48 hpi RNA：7，未感染 Hz—AMl RNA； 

8，pRSET-eath DNA。 

Fig．2 Dot blot analysis of transcripts of v-cath gene from 

recombinant virus 

l，2，3，RNA from Hz-AM 1 cells infected by dciHaNP、，for 12h，24h and 

48h；4．5，6，RNA from Hz-AM 1 cells infected by HaNPV( t)for 12h．24h 

and 48h；7，RNA from Hz—AM 1 cells；8．pRSET-eath DNA． 

从图 2中可见，dciHaNPV在 12、24、48 hpi 

都呈阳性反应。野生型 HaNPV仅在感染晚期 (24、 

48h)有较弱的杂交信号。未经感染的 Hz．AM1细 

胞 为阴性，而质粒 DNA呈强阳性反应。说明 

重组病毒感染的 Hz．AM1细胞中有与 AcMNPV 

v．cath的同源转录本 mRNA存在。由于 iel启动子 

驱动，dciHaNPV 能在感染早期表达 AcMNPV 的 

v．cath基因。证明晚期基因 v．cath在早期基因启动 

子控制下的表达时相提前，增加一拷贝v．cath基因 

的表达量高于野生型单拷贝 v．cath基因的表达量。 

也说明增加 v．cath基因的拷贝数，改变其表达时相 

将会改变病毒毒力【l引。 将提取的 RNA 在 1．2％琼 

脂糖凝胶中进行甲醛一丙磺酸 (MoPS)变性电泳 

后，转移到硝酸纤维膜上。然后，在室温晾干 30rain， 

在 80℃烘烤 2h。经 65℃预杂交、杂交后显色分析 

结果如图3。Northern blot分析表明：在 12、24、 

48hpi，dciHaNPV感染的 Hz．AM1细胞 RNA转录 

本中有一条明显的杂交带，证明 dciHaNPV能使 

图 3 重组病毒 V-cath基因转录物的 Northern blot分析 

1，2，3，deiHaNPV感染 Hz-AM1 12、24、48 hpiRNA：4，5，6， w．t 

HaNPV感染Hz-AM1 12、24、48 hpi RNA；7，未感染 Hz—AM1 RNA。 

Fig．3 Northern blot analysis of transcripts of V-cath gene 

from recombinant virus 

1．2．3．RNA from Hz—AM 1 cells infected by dciHaNPV for 12h
，
24h and 

48h；4，5．6．RNA from Hz—AM1 cells infected by HaNPV( t)for 12h．24h 

and48h；7．RNAfrom Hz-AM 1 cells． 

AcMNPV的 v．cath基因在感染早期表达。未经感染 

的 Hz．AM1细胞 RNA转录物中没有杂交带显示。 

野生型 HaNPV在感染后没有明显的杂交带。可能 

是 HaNPV中v．cath基因与AcMNPV的v．cath基因 

同源性不高，导致在标准杂交条件下 (65℃)不能 

牢固结合所引起。Northen blot结果与Dot blot结果 
一

致。 

2-3 重组病毒 dciHaNPV的 TC1Dso的测定 

将 Hz．AM1细胞悬液调整到 2×105细P／~nm备 

用。重组病毒 dciHaM'V用生长培养基分别稀释成 

不同浓度(1×10。4，1×10～，1×10。6，1×10～，1×10。8) 

各取 lO01aL病毒接种物与9001aL细胞悬液混合后加 

到 96．孔培养板中，每孔 lO01aL，每个稀释度 l0孔。 

以野生型 Ha )V作对照，28℃培养观察计数细胞 

病变情况 (每组实验重复三次)。根据 Reed-Muench 

计算法(1gTCID5o=高于 50％病变孔数百分率的最 

低稀释度的对数．距离比)计算出其 TC1Dso值。重 

组病毒 dciHaNPV的 lgTC1D5o为 ．6．0．5：．6．5，则 

滴度 为：3．16×107 TCID5o，mL。由于 1单位 

TC1D5dmt,大约等于 0．69 pfu／mL，所以重组病毒滴 

度约为 2．18×10 pfu／mL。野生型 HaNPV的滴度 

为 1．66×10 TCm so／mL 或 1．14×10 pfu／mL。结 

果表明：重组病毒 dciHaNPV的滴度略高于野生型 

HaNPV的滴度。这可能与感染早期 v．cath基因的迅 

速表达有关。双拷贝 v．cath的重组病毒 TC1Dso高于 

野生型病毒，说明增加 v．cath拷贝数，有可能提高 

病毒毒力。 

3 讨论 

本文利用转座子介导的方法——棉铃虫病毒 

HaNPV 的 Bac．to．Bac系统(Hanpvid)，构建了由不 

同启动 子控制 的在棉铃虫细胞中表 达的双拷 贝 

v．cath基因的重组病毒 dciHaNPV，即除了棉铃虫病 

毒 HaNPV 自身的 v．cath基因外，还插入了一个由 

早期基因 iel启动子控制的异源 AcMNPV v．cath基 

因。通过改变 v．cath基因的表达时相和增加拷贝数， 

改变 了重组病毒的毒力。这种变化一方面可能与 

v．cath基因的早期表达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 

由于重组病毒不再形成多角体，因而更能迅速发挥 

作用 ，表现 出毒力增 强 。 已构 建 的重组 病 毒 

dciHaNPV 显示出作为病毒杀虫剂的应用前景，但 

重组病毒 dciHaNPV对棉铃虫的侵染历程和杀虫机 

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已有的研究证明：v．cath 

基因是一个与宿主细胞的裂解，宿主机体的液化和 

子代 病毒 的释放 密切 相 关 的基 因 。表 达产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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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ATH 蛋白是一种“L一型”的组织蛋白酶，专一性 

降解肌动蛋白，破坏细胞骨架，在病毒感染中起液化 

宿主细胞的作用。目前已在 AcMNPV、BmNPV、 

及 CfNPV 的基因组中都发现有 ’，．cath基因，并有 

着较高的同源性。 

基因工程技术是改造野生型病毒、构建重组病 

毒杀虫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一般采用引入外源毒 

素基因。特别是 8O年代以来，表达各种外源基因 

用于杀虫的各种工程病毒相继构建成功。这些外源 

基因主要包括：Bt毒蛋白基 博】，蝎神经毒素基因 

AaIT【 踟，螨毒素基因Txpl【 】，保幼激素酯酶基因 

JHE【Ⅲ】，利尿激素基因 dh【9】等。最近，吕颂雅等通 

过 gf1)基因标记的重组杆状病毒研究了杆状病毒对 

棉铃虫的侵染历程，结果表明在中肠有外源蛋白的 

表达 。这为重组杆状病毒的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尽管这些重组病毒的杀虫活性都有所提高，但仍不 

尽人意。我们采用改变基因表达时相、增加基因拷 

贝数来构建重组病毒，是一种崭新的思路。通过改 

变病毒感染后的表达时序和水平，有可能改变重组 

病毒的毒力。研究结果表明：双拷贝 ’，一cath的重组 

病毒 TCIDs0高于野生型病毒，说明增加 ’，．cath拷贝 

数，有助于提高病毒毒力 [131 o由此推论：通过改变 

病毒基因的表达时相、增加基因拷贝数来调控其表 

达，有可能筛选高效、安全的重组病毒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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